
 

铝合金激光诱导 MIG 电弧增材制造成形尺寸规律

张兆栋，    曾庆文，    刘黎明，    孙承帅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省先进连接技术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4)

摘    要： 为了研究铝合金激光诱导 MIG电弧增材制造过程中各参数对薄壁结构件成形尺寸的影响规律，利用二次

通用旋转组合方法设计正交试验样本，通过二次回归方程建立了工艺参数 (电弧电流 I、堆积速度 v、层间温度 T、
激光功率 P)与成形墙体稳定区域的尺寸预测模型，并研究了单个工艺参数对试件成形的影响，经验证发现模型预

测效果较好. 结果表明，当电弧电流大于 106 A时，参数对层宽的影响顺序由大到小为，电弧电流、层间温度、堆积

速度、激光功率；参数对层高的影响顺序由大到小为，电弧电流、堆积速度、层间温度、激光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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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和需求，航空航天、国

防军工、轨道交通等领域的生产制造逐渐倾向几何

形状复杂、高精度、高性能、低成本和低周期的趋

势，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增材制造技术[1-2]
. 其中，以

电弧为热源的增材制造方式具有制备成本低，堆积

效率高等优点[3]，由于铝合金增材制造能够实现具

有轻量化结构、复合化性能的零部件的制造，近年

来受到广泛的关注.

柏久阳等人[4] 采用二次通用旋转方法，通过二

次回归方程建立了 2319铝合金 TIG焊焊接参数与

焊缝熔宽的关系模型. 张瑞[5] 建立了利用 CMT方

法的 5356铝合金增材制造件的表面尺寸预测模

型，并分析了成形的影响因素. 孙清洁等人[6] 采用

CMT方法进行了 10层铝合金的墙体堆积，运用空

间最小二乘法模型，并通过建模拟合了基准平面.

高福洋等人[7] 研究了焊枪姿态和摆动参数等工艺

因素对电弧增材制造试件成形尺寸的影响. 然而，

对于电弧增材制造技术而言，如何提高成形尺寸精

度仍是众多学者的研究重点.

激光诱导 MIG电弧增材制造技术利用激光对

电弧的诱导和稳定作用提高焊接过程的稳定性，从

而可得到均匀一致的焊缝成形，提高增材零件的成

形精度[8-9]
. 在激光诱导 MIG电弧增材制造技术的

研究中发现，随着增材制造层数的增加，成形试样

的尺寸 (层宽和层高)会逐渐趋于稳定，存在一个尺

寸的稳定区. 因此以铝合金的激光诱导 MIG电弧

增材制造为研究对象，采用正交试验方法，研究了

工艺参数 (电弧电流 I、堆积速度 v、层间温度 T、激
光功率 P)对成形试样尺寸稳定区域的平均层宽

W 和平均层高 H 的影响规律，并通过二次回归方程

建立了工艺参数与成形试样稳定区域的尺寸预测

模型，对比预测值与试验值，对模型的准确性进行

验证，并分析了各参数的影响规律以及各个参数对

层宽和层高的影响程度.

1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自行搭建的低功率脉冲激光诱导

MIG电弧增材制造系统，由最大输出功率 800 W
的 LWS-800FK型号 YAG脉冲激光器、WB-P500L
型MIG/MAG焊机及OTC FD-V20焊接机器人构成，

系统示意如图 1所示. 基板采用 300 mm × 300 mm ×
5 mm的 6061铝合金板材，焊丝选用直径 1.2 mm
的 ER5356铝合金焊丝，成分如表 1所示. 焊前用

砂纸打磨掉铝合金板材和焊丝表面的氧化膜，然后

用丙酮清洗去除表面油污. 通过机器人旋转实现每

一层的焊枪角度 α 为固定值 70°，激光束与焊枪的

夹角 β 保持 45°. 采用往复堆积的形式进行长度为

160 mm，层数为 20层的墙体堆积. 试验的保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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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纯度为 99.99%的氩气，流量为 20 L/min.
文中采用二次回归通用旋转设计试验方案[10]

.

二次回归通用旋转设计是通过组合设计实现的，如

果考虑 p 个自变量共进行 n 组试验的二次回归通

用旋转设计，则试验点由三个类型组合而成，即

n = mc+mr +m0 = mc+2p+m0 (1)

式中：p 为试验考虑因素的个数，即工艺参数的个

数；mc=2
p，为采用全因素试验时的因子点试验次

数；mr = 2p，为中性点试验次数；m0 是各因素都取

零水平的中心点试验的次数.
 

  
表 1    ER5356 焊丝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Table 1    ER5356 Welding wire chemical composition
 

Mg Si Fe Cu Cr Zn Zr Mn Ti Al

5.10 0.20 0.20 0.15 0.11 0.10 0.10 0.08 0.08 余量

 
 

文中考察了四个工艺参数，即电弧电流 I、堆积

速度 v、层间温度 T、激光功率 P. 查询二次回归通

用旋转组合设计参数表可知，当 p = 4时，mc = 16，
mr = 8，r = 2，m0 = 7，总试验次数 n = 31. 每个参数

设置五个水平，因素水平表如表 2所示.
 

  
表 2    因素水平表

Table 2    Factor Level Table
 

因素水平
电弧电流

I/A
堆积速度

 v/(mm·min−1)
层间温度

T/℃
激光功率

P/W

−2 90 400 60 200

−1 105 500 120 300

0 120 600 180 400

1 135 700 240 500

2 150 800 300 600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尺寸预测模型建立

每堆积完一层在焊道的不同位置测量层宽和层

高并计算平均值. 测量结果表明层宽和层高在第

7层以下逐渐增加，到第 7层达到稳定，因此在试验

条件下铝合金激光诱导 MIG电弧增材制造件的成

形尺寸稳定区域为第 7层到 20层. 测量二次回归通

用旋转设计试验的 31组成形试样稳定区域的层宽

和层高. 利用 SPSS软件分析上述收集的数据，通过

传统二次回归模型对层宽 W 和层高 H 进行线性拟

合，并进行回归方程拟合度检验、回归系数检验、方

差计算及传统回归模型优化. 经过上述分析计算得

到稳定区域墙体层宽与工艺参数的关系为

W =−7.275+0.201I+0.112T +0.019 5v−9.29×10−4P−1.16×10−3IT −1.02×10−4Tv+5.4×
10−4I2−2.48×10−5v2+1.107×10−6P2 (2)

稳定区域墙体层高与工艺参数的关系为

H =−7.981+0.366I+3.72×10−3v+0.030 3T +4.73×10−4P−2.32×10−4TV −0.001 21I2+

1.03×10−4T 2−5.99×10−7P2 (3)

对上述两个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和失拟度进行

检验，发现两个方程显著性检验的 F 值分别为

202.36和 190.82，方程的失拟度分别为 0.072 8和

0.064 3，说明所获得的两个优化传统回归模型都是

显著的，且对于试验样本的拟合效果较好.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预测的准确性，本文设置

了两组验证试验. 图 2所示为验证试验得到的成形

试样，表 3为模型预测精度验证结果.

试样 A的工艺参数为电弧电流 135 A，堆积速

度 650 mm/min，层间温度 200 ℃，激光功率 400 W，

根据式 (2)和式 (3)得到的预测层宽为 9.10 mm，预

测层高为 1.62 mm，通过试验得到的实测层宽为

8.76  mm，实测高度为 1.55  mm，误差率分别为

4.59%和 4.51%. 试样 B的工艺参数为电弧电流

125 A，堆积速度 700 mm/min，层间温度 180 ℃，激

光功率 500 W，通过式 (2)和式 (3)得到的预测层宽

 

+

−

焊机
MIG 焊枪

增材墙体

基板

焊接平台

堆积方向

激光束

激光发生器

α

β

 

图 1    低功率脉冲激光诱导 MIG 电弧增材制造系统示意图

Fig. 1    Low power pulsed laser induced MIG arc addit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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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31 mm，预测层高为 1.37 mm，通过试验得到

的实测层宽为 8.14 mm，实测层高为 1.43 mm，误

差率分别为 2.08%和 4.19%. 两个成形墙体尺寸

预测误差率均控制在 5%以内，再次验证了该模型

预测墙体尺寸的准确度较高.

2.2    单个参数影响规律及模型验证

为了分析单个焊接参数对层宽和层高的影响，

对二次回归模型拟合方程的各个因素求偏导进行

分析，同时设置基本焊接工艺参数 (电弧电流 120 A，

堆积速度 600 mm/min，层间温度 180 ℃，激光功率

400 W)，分析各个工艺参数的变化对墙体稳定区域

内层宽和层高的影响规律，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表 3    模型预测精度验证结果

Table 3    Model prediction accuracy verification result
 

试样 层宽预测值 W/mm 层宽实际值 W′/mm 层宽误差率 e′(%) 层高预测值 H/mm 层高实际值 H′/mm 层高误差率 e(%)

A 9.10 8.76 4.59 1.62 1.55 4.51

B 8.31 8.14 2.08 1.37 1.43 4.19

 
 

2.2.1   电弧电流的影响

利用建立的层宽层高预测模型对电弧电流取

偏导，得到如下关系

∂W/∂I = 0.201+1.16×10−3T +1.08×10−3I (4)

∂H/∂I = 0.366−2.42×10−3I (5)

式 (4)的计算表明，电弧电流对层宽的影响与

层间温度和电弧电流有关，但其偏导值恒为正数，

说明电弧电流与层宽呈正相关. 当层间温度不变

时，随着电弧电流增大，该偏导值越来越大. 这说明

在试验参数范围内，电弧电流越大，层宽增大的程

度越大. 式 (5)的计算表明，在试验参数范围内，层

高对电弧电流的偏导值恒为正数，说明电流与层高

呈正相关；随着电弧电流增大，偏导值减小，这说明

电弧电流较大时，电弧电流的变化对焊道层高变化

的影响程度越小.

在其它参数不变的条件下，改变电弧电流的大

小 (90 ~ 150 A)，得到电弧电流与试件尺寸的关系

图如图 3所示. 从图 3可以看出，随着电弧电流增

加，层宽和层高增加，并且，电弧电流较大时，电弧

电流的变化对层宽的影响远大于对层高的影响. 这

一变化趋势与偏导分析的变化规律相符. 试验所用

的电弧焊接电源为一元化模式，即当电弧电流增加

时，送丝速度会相应增加，单位时间内熔化的金属

量增加，导致单层的层宽和层高增加；另一方面，随

着电弧电流的增加，电弧压力随之增加，更大的电

弧压力作用在液态熔池上导致熔池的横截面积增

加，层宽增加. 因此，电弧电流的变化对层宽的影响

程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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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弧电流与试件尺寸的关系图
Fig. 3    Arc current and test piece size diagram

 
 

2.2.2   堆积速度的影响

利用建立的层宽层高预测模型对堆积速度取

偏导，得到如下关系

∂W/∂v = 0.019 5−1.02×10−4T −5.16×10−5v (6)

∂H/∂v = 0.003 72−2.32×10−4T (7)

由式 (6)分析可知，堆积速度对层宽的影响与

层间温度和堆积速度有关. 经计算在试验设置的参

数范围内层宽对堆积速度的偏导值恒为负值，即堆

积速度越小，层宽越大；由式 (7)可知，当层间温度

 

试件 A 试件 B

 

图 2    成形试样

Fig. 2    Molding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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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16 ℃ 时，偏导值为负值，而试验层间温度均大

于该温度值，故随着堆积速度的增大，层高减小.

在其它参数不变的条件下，改变堆积速度的大

小 (400 ~ 800 mm/min)，得到焊接速度与试件尺寸

的关系图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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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堆积速度与试件尺寸的关系图
Fig. 4    Scan speed and specimen size diagram

 
 

从图 4中可以看出，随着堆积速度的增加，平

均层宽从 11.02 mm减小到 8.14 mm，平均层高从

1.80 mm减小到 1.23 mm. 分析认为，当电弧电流

等参数不变，熔化的金属总量是一定的，堆积速度

增加，送丝速度不变，导致单位时间内熔化的金属

量减少，热输入量降低，因而墙体稳定区域层宽和

层高均随着堆积速度的增大而减小，这一变化规律

与偏导分析的变化趋势相符.

2.2.3   层间温度的影响

利用建立的层宽层高预测模型对层间温度取

偏导，得到如下关系

∂W/∂T = 0.112−0.001 16I−1.02×10−4v (8)

∂H/∂T = 0.030 3−2.32×10−4v+2.06×10−4T (9)

由式 (8)分析可知，该偏导值与电弧电流和堆

积速度有关，在试验参数范围内，该结果恒为正值，

即层间温度越大焊道层宽越大；由式 (9)分析可知，

在试验参数范围内，偏导值恒为负值，故试验中温

度与层高呈负相关.

在其它参数不变的条件下，改变层间温度的大

小 (60 ~ 300 ℃)，得到层间温度与试件尺寸的关系

图如图 5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层间温度的增加，平均

层宽从 8.76 mm增加到 9.74 mm；层高的变化趋势

则与层宽相反，平均层高从 1.55 mm减小到 1.39 mm.

在连续堆积过程中，当层间温度过高时，前层堆积

层的热量来不及散去，增加了后层的高温熔池时

间，液态金属有更多的流动时间，导致层宽增加；由

于单位时间内金属熔化量一定，故层高变化趋势与

层宽相反. 这一变化规律与偏导分析的变化趋势相符.

2.2.4   激光功率的影响

利用建立的预测模型对激光功率取偏导，得到

如下关系

∂W/∂P = −9.29×10−4+2.21×10−6P (10)

∂H/∂P = 4.73×10−4−1.19×10−6P (11)

由式 (10)知，当激光功率小于 419 W时，随着

激光功率的增加，焊道层宽会减小，且变化的幅度

较小，当激光功率大于 419 W时变化规律相反；经

过分析，计算式 (11)可知，当激光功率小于 395
W时，随着激光功率的增大，焊道的层高会增加，当

激光功率大于 395 W时，变化规律相反.

在其它参数不变的条件下，改变激光功率的大

小 (200 ~ 600 W)，得到激光功率与试件尺寸的关系

图如图 6所示. 从图 6中可以看出，随着激光功率

的增大，层宽先减小后增加，层高的变化趋势与层

宽相反. 这一变化趋势与偏导分析的变化规律相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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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层间温度与试件尺寸的关系图

Fig. 5    Inter-layer  temperature  and  specimen  size  dia-
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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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激光功率与试件尺寸的关系图

Fig. 6    Laser power and sample siz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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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这与激光、MIG电弧的相互作用有

关[9]
. 当激光作用于弧柱区时，激光会吸引压缩电

弧，减小电弧根部与材料表面的接触面积. 因此激

光功率为 400 W时层宽会有所减少，然而当激光功

率增加到 600 W时，热输入增加，引起的层宽增加

效果抵消了激光吸引压缩电弧作用导致的层宽减

小，因此层宽又有所增加. 由于电弧电流和堆积速

度没有改变，单位时间内熔化的金属量是一定的，

因此层高的变化趋势与层宽相反.

从图 6还可看出，在试验激光功率范围内，试

件尺寸变化的幅度较小. 研究表明，采用小功率激

光与电弧复合焊接时，激光的主要作用为诱导增强

电弧，激光通过吸引、压缩电弧，提升电弧能量密

度，提高了堆积过程的熔敷能力，增加了堆积效率；

同时激光为电弧提供了稳定的斑点，提升了堆积过

程的电弧稳定性，提高了成形质量，堆积墙体的成

形精度和材料利用率均有所提升.

综合对比以上四幅关系图及预测模型对应的

偏导量，各个因素对层宽层高的影响规律和预测模

型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预测模型的准确性.

2.3    成形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个参数对层宽和层高的影

响程度，在试验参数范围内，将各个范围内的参数

分别带入式 (4) ~ 式 (11)，得到各个参数的对层宽

和层高的偏导量范围. 对各个参数的偏导量进行分

析可以看出，对于层宽的影响顺序而言，层宽对电

弧电流的偏导量在 0.367 ~ 0.711之间，层宽对堆

积速度的偏导量的绝对值在 0.007 26 ~  0.052 4
之间，层宽对层间温度的偏导量的绝对值在

0.033 2 ~ 0.143之间，层宽对激光功率的偏导量仅

在−4.81 × 10−4 ~ 4.15 × 10−4 之间. 可以看出，层宽

对电弧电流的偏导量始终是最大的，这说明电弧电

流对层宽的影响程度最大；层宽对堆积速度和层间

温度的偏导量的绝对值存在交叉的部分，将试验范

围内不同的焊接参数带入式 (6)和式 (8)计算分析

可知，当电弧电流大于 106 A时，层间温度对层宽

的影响程度大于堆积速度对层宽的影响程度；在试

验参数范围内，层宽对激光功率的偏导量相对

较低.

对于层高的影响顺序分析，在试验参数范围

内，层高对电弧电流的偏导量在 0.003 12 ~ 0.006 31
之间，层高对堆积速度的偏导量的绝对值的范围是

0.001 73 ~ 0.002 15，层高对层间温度的偏导量的

绝对值在 0.000 719 ~ 0.001 24之间，层高对激光

功率的偏导量仅仅在−2.41 × 10−4 ~ 2.35 × 10−4 之
间，不同参数下的激光对层高的影响效应相近. 可
以看出，层高对电弧电流的偏导量始终是最大的，

这说明电弧电流对层高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堆

积速度、层间温度和激光功率.

3    结　　论

(1) 通过二次回归通用旋转设计建立了墙体稳

定区域内每层的宽度和高度关于电弧电流、堆积速

度、激光功率、层间温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经验

证该模型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2) 多个参数对墙体稳定区域内层宽和层高尺

寸的影响存在相互耦合的作用.

(3) 试验表明，参数对层宽的影响顺序由大到

小为，当电弧电流大于 106 A时，电弧电流、层间温

度、堆积速度、激光功率；参数对层高的影响顺序由

大到小依次为，电弧电流、堆积速度、层间温度、激

光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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