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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已于2016年6月顺利结

束。展会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8家厂商参展，展览总面

积92700平方米，吸引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万人次参观。

已有29年历史的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无疑享有世界顶

级焊接展的地位和影响力。展商踊跃参展，数量较之上届又有所增

加；各项配套活动精彩纷呈，IFWT国际论坛更是邀请到“焊接四

院士”同台亮相；组委会开通微信预登记、现场自助机等多种渠道

入场，更加方便观众参观，现场人气火爆。展会大舞台短短4天，近

10万平方米的展厅里，吸引了全球焊接界及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的关

注和重视，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展现其技术与产品水平的竞技会场，

为观众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交流平台。

2016年度《展会综合技术报告》包含以下四部分内容：第一篇为

“展会概况”，详实记录第21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的各

项相关数据统计。第二篇为“展会技术报告”，分为焊接设备、焊接

材料以及切割装备三大部分。第三篇为“行业综合文萃”，主要总结

展会配套活动和论坛会议。第四部分内容包括《焊接环境、健康与

安全》和《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我们希望通过本书，为广

大专家学者等业内人士提供更综合的信息资源，总结展会技术精

华，分析行业发展现状，结合自身优势，吸收先进经验，助力转型升

级，持续开拓创新。

以上是本年度《展会综合技术报告》的主要内容，在此感谢各

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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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家学者给予的帮助与支持。中国制造业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优

势，我们希望借此报告，为焊接切割行业相关专业人士提供一些

信息，引发一些思考，进而推动《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积极 

实施。

最后，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组委会主任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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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况

展商数量：1 008家

—来自 28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展商 155家，约占 15%

展览总面积：92 700平方米

展台净面积：38 268平方米（折合标准展位4 252个）

海外展台面积：7 884平方米（折合标准展位876个）

观众数量：37 836人次 

—人数：23 439人

—来自 75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观众 1 393人

展  会  概  况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中国焊接协会、中国

焊接协会焊接设备分会、德国焊接学会和德国埃森展览公司共同主办的北京·埃

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是全球两大焊接展览会之一。

◆第21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于2016年6月14～17日在北京·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1-E4馆，W1-W3馆）举行。展会同期配套活动有20

多场论坛、工作会议和行业会议以及展商技术座谈和产品发布会。其中，包括

IFWT2016“绿色·智能”焊接国际论坛、机器人焊接的机遇与挑战——2016中

国焊接产业论坛、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等专业论坛与展示。

2  展商分析

本届展览会参加厂商1 008家，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澳大利亚、奥地

利、比利时、德国、俄罗斯、法国、芬兰、韩国、荷兰、加拿大、捷克、美国、挪

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萨摩亚、泰国、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印度、

英国、越南、中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其中，国内展商853家，国际展商15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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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展商所属领域（图1）。

图  1

（2）展商对观众质量的评价（图2）。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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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商对观众数量的评价（图3）。

图  3

3  观众分析

（1）为期4天的展览共吸引观众23  439人，进出37  836人次。其中，

26.08%的观众选择多次参观本展览（这部分观众大多有明确的采购或者调查目

的）。近五年观众情况趋势见图4。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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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外观众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其构成见图5。内地及港澳台观众来自

33个省份和地区，其构成见图6。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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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观众的参观目的（图7）。

图  7

（4）观众感兴趣的产品（图8）。

图  8



>>综合
技术展会 报告

8

（5）观众的经营性质及领域（图9）。

图  9

（6）观众的职务统计（图10）。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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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观众对下届展会的意向统计（图11）。

图  11

4  配套的行业及学术活动（表1、表2）

表1  会议论坛

活动名称 时  间 地  点 联系人

I FWT2 0 1 6“绿色·智
能”焊接国际论坛

6月13日 北  京
杨宴林
022-27350969
18902073389

机器人焊接的机遇与挑
战——2016中国焊接产业
论坛

6月11～14日 唐  山

李  波
0451-86340850-1008
邮箱：cwalibo@126.com

宋金玲
010-63943751
邮箱：zghjsb@vip.163.com

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 6月14～17日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西侧连廊

李爱民
0451-86340850-1005

表2  技术讲座

时  间 公  司 题  目 主讲人

6月14日
13:00-14:30

宁波博视达焊接机
器人有限公司

焊缝视觉跟踪技术的应用
及发展

王一刚
总工程师

6月14日
13:00-14: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
（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

伊萨焊材助力现代高效环
保焊接

刘海旭
焊接材料平台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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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公  司 题  目 主讲人

6月14日
13:00-14: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
（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

全新伊萨i-Series精细等
离子切割系统-精准、高
效、节能

朱猛猛
伊萨中国资本设备销售总监

6月14日
13:00-14:30

比欧西（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林德焊接保护气技术介绍
王  珩
林德全球制造业务中心制
造业应用工程总监

6月14日
13:00-16:00

库卡机器人（上
海）有限公司

2016  KUKA 金属行业应
用研讨会

KUKA

6月14日
14:30-16:00

山特维克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山特维克耐蚀合金焊材及
焊接APP的应用

Per-AAke Bjoernstedt
焊接应用专家

6月14日
15:00-16: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
（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

伊萨工程自动化解决方案
·ICE 集成冷丝埋弧焊
·激光复合焊接
·搅拌摩擦焊接
·等离子焊接

徐  敏
伊萨中国工程自动化销售
工程师

6月15日
9:30-12:30

AWS

1. 开场/AWS奖学金颁发
仪式

2. AWS  CWI注册焊接检
验师在国际的情况

3. AWS D1.1/D1.5 钢结构/
桥梁结构焊接规范介绍

4. AWS认证在中国的发
展（包含CWI注册焊接
检验师/SCWI高级注册
焊接检验师/CWF 注册
焊接制造企业/CW注册
焊工等）

Ray Shook
AWS秘书长

David McQuaid
2016 AWS主席/D1规范主席

丁福保
上海市焊接学会秘书长

Jeff Kamentz
国际销售总裁

Joe Krall
北美销售总经理

6月15日
10:00-11:30

林肯电气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先进的铝焊接技术
Filip Bidzinski
Indalco全球销售和市场总监

6月15日
10:00-11:30

史丹利工程紧固
TUCKER SPR自锁铆接技术
及螺柱焊

Wolfgang Obermann
SWS市场总监-史丹利工
程紧固

6月15日
10:00-11: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
（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

伊萨高效焊接解决方案在
管道行业的应用

苏正琦
伊萨中国区行业销售经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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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公  司 题  目 主讲人

6月15日
10:00-11:30

奥钢联伯乐焊接产
品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

船舶及海工装备制造行业
焊接材料新进展

Pierre Gérard
奥钢联伯乐焊接集团油气
上游全球行业经理

6月15日
13:00-14: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
（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

伊 萨 旋 转 电 弧 过 渡
（SAT）焊接工艺的研究
与应用

李  勋
伊萨中国焊接设备平台经理

6月15日
13:00-14:30

飞马特中国
使用飞马特全新等离子系
统对现有切割机床改造与
升级

Dirk Ott
飞马特等离子自动化全球
副总裁

6月15日
14:00-15:30

德国克鲁斯焊接技
术有限公司

克鲁斯&瑞凌——成功的
合作伙伴关系

邱  光
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盖拉尔德·米斯
德国卡尔克鲁斯焊接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机器人及焊
接产品执行董事

6月15日
15:00-16: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
（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

膜式壁的高效焊接方法
顾  杰
伊萨中国区行业销售总监

6月15日
13:00-14:30

无锡华联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融合网络技术的智能化焊
接——大型桥梁、船舶制
造、港口机械新技术新工
艺

任  乐
常务副总经理

杨念记
副总经理

黄峻毅
技术中心主任

6月16日
10:00-11:30

林肯电气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焊接效率和重工行业的技
术发展

Keith A.Sheffer
全球重工行业业务总监

6月16日
10:00-11: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
（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

STOODY焊材-极端磨损的
最佳选择

吴  堃
STOODY技术应用工程师

6月16日
13:00-14:30

小池酸素（唐山）
有限公司

焊割智能化加工的机遇和
挑战

大久保 义孝
总经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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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会宣传

观众如何获知展会的统计见图12。

图  12

宣传本届展会的合作媒体及展会如下：

指定媒体：《金属加工》

支持媒体（按首字母排序）

AI汽车制造业  International Fairs Group

QC检测仪器  北京中航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产报出版株式会社  成都电焊机杂志有限公司

传动企业网  德国埃森展览公司

锻造与冲压杂志  焊接21世纪-中国焊接器材网

焊接技术  焊接杂志社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杂志社  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通广传媒（香港）有限公司

现代焊接杂志社&中国焊接资讯网  找机器人网

智能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制博会）  中国焊接采购网─中国焊接设备采购指南

中国焊接协会  中国焊接协会焊接设备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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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历届北京·埃森展看我国焊接设备发展

自1987年第一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成功举办至今已有21届。经过

近30年发展，展会规模已由首届17个国家、150个单位、1万平米展览面积发展到

第21届近30个国家、1 000个参展单位、9.3万平米展览面积、2.4万观众人数的

规模。目前，已经成为该领域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规模的焊接与切割专业展览

会。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展会也成为当今国际焊接技术发展的风向标。本文回顾

了我国焊接设备制造业自主品牌在历届《展会综合技术报告》中展示的先进数字

化焊接技术、机器人产品及专利产品的发展历程。

1.1  逆变电源技术外延化发展成为企业跟踪焦点

回顾弧焊电源技术发展，可简单归结为“变压器-可控硅-逆变器”这一不断

进步的过程。众所周知，逆变焊接电源具有体积小、质量轻、节能环保的突出

优点；其控制方式易于实现数字化，焊接过程实时控制得以实现，为焊接朝着

智能化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可以说，逆变技术的出现是弧焊电源技术发展的

分水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包括我国开始大力研发逆变电源技术在焊接领域

的应用，率先在手工电弧焊电源上取得突破，并得到应用和推广。30多年来，随

着逆变技术研究的深入，焊接电源的可靠性和耐候性等有很大进步。如今，在取

代传统变压器的工业产品上得到普遍应用。目前，逆变技术在CO2、TIG、MIG/

MAG、等离子、电阻焊等焊接设备上得到普遍推广，并逐步得到广大客户认可。

在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上，尤其在2009年第十四届展会上，逆变焊

机几乎出现在所有电焊机展商的展台上，表明逆变焊机已成为我国焊接电源发

展的主流。这一年也成为传统电源技术与逆变电源技术产品在我国焊接领域的

一次全面跨越。随着逆变基础技术的成熟，展会上各具特色的逆变电源产品不

断展现。

1.1.1  数字化焊机的发展及智能化应用

逆变电源的高响应速度为焊接控制技术提供了理想的功率平台，数字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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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焊接电源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电源控制技术的水平和可操作性。单从展会

看，数字化焊接设备可分为两类：一是控制电路数字化程度高；二是具有开放式的

数字化接口，可实现多信息交换的软件加载方式的数字化智能控制平台（图1）。

目前，国内电焊机制造企业已经解决了数字化焊机产品有无问题，但与国外多功

能数字化焊机掌握核心技术相比，数字化产品在工艺技术先进性和市场认可度方

面与国外知名品牌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图1  典型数字化焊机系统框图

以下举例介绍展会不同阶段我国的数字化焊接设备产品。

2010年，奥太、沪通、汉神均推介各自的数字化焊接设备。其中，山东奥太

电气有限公司展示的Pulse MIG系列焊机更具特色，实现了波形动态调节一脉一滴

控制（图2）。该机采用软开关逆变主回路、双CPU控制回路、谐波抑制技术，新

型智能PI算法，实现铝及其合金的弧长控制，满足高品质焊接要求。2011年，奥

太的双脉冲控制亦有演示，更具有P-MIG、MIG、STICK、TIG、CAC-A五种焊

接方式。该产品代表当时国内运用软件编程控制的数字化逆变式MIG/MAG脉冲弧

焊机的先进水平。在2011年展会上，时代、沪工、华意隆等众多自主品牌企业

及国际知名品牌均普遍展示了各自的数字化产品。2011年可谓是数字化产品展

示元年。

2010年，参展企业成都熊谷加世电器有限公司推介MPS/DSA-500两款长输

管道焊接设备。MPS面市于2004年，是我国较早应用于长输管线建设具有半自动

药芯焊丝自保护焊、管道电弧焊（纤维素、低氢型焊条向下、向上焊）、氩弧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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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的逆变多功能焊机；2007年，DSA-500逆变数字化MIG/MAG半自动焊机

研制成功，焊机主电路使用IGBT软开关逆变技术，控制电路核心由MCU＋DSP组

成。该焊机在我国西气东输二线西段九标段X80钢用金属粉芯焊丝根焊和填盖工艺

中得以应用（图3）。

图3  DSA焊机在西气东输
二线西段九标段施工

图4  TDW5000E触摸屏参数设置及显示

2014年，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示了TDW5000E超高频脉冲方波氩弧

焊机第三代数字焊机。该焊机利用在普通方波上叠加超高频脉冲的原理，采用超

高频脉冲GTAW技术、新型IGBT拓扑电路及MCU数字化控制方案，实现了超快速

电流上升/下降沿变化速率及0～100kHz脉冲频率达百安培的方波电流输出。设备

通过人机交互界面（图4）对脉冲电流幅值、占空比、脉冲频率等参数实现独立调

节，确保不同焊接工艺过程的精确控制；不同的焊接参数设置可以实现多种焊接

图2  动态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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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如直流GTAW、超高频直流脉冲GTAW、变极性GTAW、复合超高频脉冲

变极性GTAW等。设备在铝合金、钛合金等高强材料焊接中，可有效降低焊缝的

气孔敏感性、细化组织晶粒，显著提高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

2012年展会后，在数字化等离子焊接设备方面做了全面报道。四川玛瑞的

DG-500自动等离子焊接系统，是基于TMS320LF2407 DSP数字处理芯片为核心

的数字化电源，系统内设30个参数存储通道。CAN总线通信距离理论最远10km

（速度5kbp以下），通信速度最高为1Mbps。设备对碳钢、铝合金、耐热合金、

钛合金以及其他材料均可实现焊接，对厚度≤6mm的不锈钢可高质量、高效率、

不开任何坡口的情况下单面焊双面一次成型。对厚板材可采用P+T模式即在等离

子焊接后再用TIG氩弧焊盖面的方式完成。同年，北京时代集团、三力易胜也均有

相关产品推介。

1.1.2  网路化管理推动工业化发展

数字化产品的推出必然带动网路化推广。近年，具有群控管理系统的数字化

设备多有介绍。山东奥太曾于2010年展示。该系统由计算机和焊机两大硬件组

成。计算机内安装CAN通信卡、数据采集软件和Web服务程序。焊机内安装CAN

通信板，通过系统管理软件实现计算机与焊机的数据交流。每个网络的焊机容纳

量可达100台，通信距离在速率50kbps时可达800m。随着计算机及无线网络的快

速发展，群控管理技术几乎每年都有新变化。其有线和无线群控技术在实用性、

适用性及用户认可度有很大进步。图5为焊接现场群控管理系统简图。

工程机械行业自2008年开始批量采用中厚板机器人焊接系统。唐山开元机器

图5  焊机群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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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系统有限公司以工程机械结构件焊接制

造的智能化、柔性化、高效化、绿色化

为目标，成功研发出由机器人智能焊接系

统、智能化物料自动搬运系统、制造信息

管理系统三系合一的智能制造焊接车间

（图6），实现工程机械结构件的少人化

智能焊接制造。2013年，介绍了该智能焊接制造特点。2015年，推出国际首台套

煤炭机械液压支架连杆的智能制造，实现机器人均衡化自动混流生产。

1.1.3  逆变焊机技术与焊接工艺的深度结合

逆变焊机对于电焊机行业的影响无疑是一场电源技术的革命。但焊接技术的

根本提升无异于来自焊接工艺技术的革命。特别是数字化技术搭载在逆变焊机的

技术平台上进一步改变了电焊机行业的技术状态。通过展会可以看到，从单纯的

焊接电源技术向焊接电源技术与焊接工艺技术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已成为明显趋

势，研究焊接电弧行为将成为电焊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1）变极性等离子弧穿孔焊工艺（VPPAW）。2012年，北京工业大学展示

了自主研发的变极性等离子弧穿孔焊工艺（VPPAW）即不对称方波交流等离子弧

焊。综合变极性TIG焊和等离子焊的优点，主要用于各种铝合金焊接，其单道焊接

铝合金厚度可达25mm。在运载火箭、航天飞机贮油箱铝合金焊接中使用，焊接

6.4km长焊缝，实现3～10mm厚铝板的无缺陷立焊，焊接速度达0.3m/min。图7

为VPPAW焊接现场照片。

（2）激光-电弧复合焊。在2012年展会上，有大量激光-电弧复合焊展品展

出。图8为大连理工大学推介研发的激光-电弧复合焊产品。无锡汉神电气有限公

图6  智能制造焊接车间

图7  VPPAW穿孔立焊焊接现场 图8  镁合金激光诱导焊接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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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推介机器人激光-电弧复合热源焊接装备。自2011年始，国外激光-电弧复合焊

接研究及应用热潮影响展会。目前，国内以大族、大恒、广州松兴、上海交大、

无锡汉神、辽宁欣成镁业、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凯奇、楚天、煜宸等企业多有 

展示。

1.2  注重核心技术研发，展示品牌价值

国外知名焊接设备企业在关键技术上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并拥有核心技

术。甚至，核心技术都有专有技术名词。例如STT、CMT、Power Wave、Force 

Arc、Super-MIG®等，这些名词多有“注册商标或MT”标识。由此可见，国外

企业对核心技术及其知识产权的强烈保护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技术已经上

升为标准，如Arc-Link即为一种专用于焊机的数字化通信标准。近年来，国内企

业在这一方面也有改观，在近几届展后技术报告有所体现。但在核心技术、知识

产权及概念宣传力度上与国外企业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说明国内自主品牌焊接

设备生产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掌握和开创具有核心技术的工

艺控制方法将对企业品牌价值有深远影响。

1.2.1  新概念拓展应用新空间

（1）磁控（脉冲）焊接技术（MPW）。该专利技术在2014年由北京工业

大学展示。电磁脉冲焊接是应用电磁力使待焊金属间产生强烈碰撞而连接在一起

的工艺，集成高速成形和固相连接技术优点，特别适用于异种金属材料焊接。一

般，可在常温（即冷态）下进行，且焊接过程无显明温升，无明显热影响区，焊

接接头强度接近母材。原理如图9所

示。当电容器组放电时，高频衰减

振荡电流流过线圈，产生瞬态变化

的强磁场。外管件在脉冲磁场力作

用下高速向内部工件撞击，两工件

之间的强烈碰撞使工件形成连接。

该方法可用于平板、管-管、管-棒

焊接，也可用于金属与非金属材料

的连接。

（2）双丝三弧焊（Tri-Arc）。2014年，由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展

图9  MPW原理图

磁场

电容

充电电路 真空开关 外部工件

内部工件
工作台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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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电弧效果如图10所示。即除在每根焊丝与焊接工件建立常规焊接电弧之外，

两根焊丝之间还产生一个间接电弧，称为第三电弧（Tri-Arc）。变极性第三电

弧主要用于熔化焊丝，在等速送丝条件下，调整第三电弧电流，具有控制和降低

焊接热输入的作用。无论是普通的单丝电弧焊，还是高效的双丝电弧焊，在常规

电弧焊接过程中，提高焊丝熔敷率的同时必然会增加焊接工件的热输入。而TRI-

ARC作为新的焊接工艺方法，较好解决高强钢厚板焊接一次成型的自动化技术难

题，其革命性在于突破焊丝熔敷率与焊接热输入在常规电弧焊接方法中的矛盾

和焊接难以稳定的问题。实现高强钢、铝合金及特殊合金钢等多种材质的高熔敷

率、低热输入焊接。

图10  TRI-ARC双丝三电弧效果图

（3）聚弧TIG概念。2014年，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推出高能量TIG焊接工

艺即聚弧TIG。该工艺有效限制电弧的导电截面积，使电流密度增大，电弧收缩力

随着电流增大呈平方关系上升，形成电磁自收缩效应，改变焊接电弧热力特性。

焊接电弧收缩效果显著高于传统TIG电弧（图11）。聚弧TIG焊可以实现厚板无坡

口单面焊双面成形，实现低热输入下高速高强度焊接。

（a）普通TIG电弧 （b）高能量TIG电弧

图11  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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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突破技术瓶颈，开拓新领域

（1）3D打印快速成型技术也被称为“增量

技术”“增材技术”。它的出现带动工业设计、

新材料、精益制造等多个领域颠覆性改变。2014

年，南京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率先在展台

上推介塑料3D打印装备及打印样品（图12）。

（2）中频逆变电阻焊。2010年，天津商科

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展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

大系列逆变电阻焊机（控制器）：SMF1系列中

频（1kHz）逆变电阻焊机，SVF1系列变频（5kHz）逆变电阻焊机。SMF1中频产

品技术水平已与世界主流产品同步。商科公司推出的SVF1系列产品，为电阻焊机

的应用开辟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也赢得国外同行对中国电阻焊机企业的尊敬。同

年，广州友田也推介DBT-80中频电阻焊产品。

（3）高频逆变螺柱焊机。短周期拉弧式螺柱焊机在汽车制造行业应用较广。

汽车车身钢板较薄，如果螺柱焊机控制精度不高，则易将钢板焊穿。因此，短周

期拉弧式螺柱焊机多采用IGBT逆变技术，提高控制精度。国内各汽车生产厂使

用的螺柱焊机主要是进口设备。2010年展后，深圳市鸿栢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推

介其发明的DSP高频逆变拉弧式螺柱焊机，将焊机频率提升到20kHz，重量不足

100kg。焊机控制精确，飞溅小，焊接效果良好。

1.2.3  加大焊接功能部件研究，提高整机设备自主化能力

（1）RV减速器。目前，针对焊接机器人系统4大核心部件的机器人本体、伺

服电动机、运动控制系统、RV减速器国内均能生产。2011年前后，国内各大企

业纷纷推出焊接机器人本体，但无一例外均遇到核心部件RV减速器依赖进口的窘

境。南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率先在2013年焊接展上进行RV减速器（图13）展

示。该产品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项。目前，已实现RV减速器年产近1万台的目标。作

为长期参展企业的昆山光腾智能机械有限公司，2015年也推出相关产品。以参展企

业为例，作为功能部件的伺服电机及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主力生产企业包括：广州

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

公司等。短期内，机器人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仍由日本、德国等几家机器人巨头

图12  3D打印装备及打印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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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国产机器人关键零部件从实现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发展还需时日。

（2）一体式点焊钳。电阻焊点焊钳在汽车制造等行业被广泛使用。作为点焊

钳之一的分体式点焊钳，较大的次级电流使操作人员身处电磁辐射环境之中。在

一些欧洲国家，法律已明确规定禁止使用。为此，国外率先开发了一体式点焊钳

并得到推广应用。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关技术研究。更多的中国制造厂商

认识到一体式焊钳的优点，致力于成为节能环保型企业。在2010年展会上，成都

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率先供稿并介绍其生产的一体式焊钳（见图14）。

1.3  自主品牌焊接机器人亮相展会

我国机器人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早在1985年，华宇-I型弧焊机器人研制成

功。40年后的2013年，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市场。但国内90%的机器

人应用市场被国外品牌占据。自主品牌如此低的市场占有率，说明中国工业机器人

产业在技术上还存在明显差距，品牌知名度不高。2005年至今，我国在机器人专利

拥有量上并不输给任何国家，甚至世界领先。但在怎样将专利形成量产化产品这一

关键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摸索。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现状仍以吸收整合国外

焊接机器人技术资源进行再开发和系统集成为主。从近几年展会情况看，系统化集

成应用已有提高，但大部分应用仍停留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工作站层次，系统化智能

应用方面少之又少；在机器人本体制造方面，这几年已有质的飞跃，众多自主机器

人品牌纷纷亮相。随着国内机器人市场的火热，也吸引了世界机器人厂家齐聚中国，

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企业家们正在寻求突破点、寻求合作或蓄势待发。竞争下，部

分自主品牌经过努力也得以快速发展，正在获得一定认可，未来前景不可限量。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国外发达国家在工业机器人本体制造、关键零部件

图13  国产RV减速器 图14  国产一体式点焊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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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等方面已远远走在前面。在弧焊和点焊机器人应用方面有着广泛的市场

占有率。近年来，对采用激光、激光-电弧复合、多丝焊、搅拌摩擦焊等先进焊

接工艺与机器人实现整合与集成方面不断拓展，提高了焊接机器人的应用范围。

面对如此严峻的产业形式，我国各大生产厂家不甘落后。在机器人本体制造方面

国产焊接机器人自2009年始掀起开发热潮。从之后几年的参展情况可以看到，

陆续出展的自主品牌焊接机器人包括TIME、GSK、SIASUN、JASIC、STEP、

ESTUN、PANDA、HUAHENG、Kaierda、WTEC、EFORT、纳尔捷、固顶、焊

鼎等，以下针对这方面情况进行简单介绍。

1.3.1  六轴自主品牌焊接机器人亮相展会

2007年10月，我国民企自主研发的第一台六关节焊接机器人昆山1号在昆山

华恒焊接股份有限公司诞生，并于2009年进行展示（图15）。2010年Kaierda机

器人，2011年GSK、JASIC，2012年时代集团机器人、中电华强的中电一号机

器人等自主品牌焊接机器人陆续面市。目前，国产六轴焊接机器人负载能力在

3～500kg，最高重复定位精度可达±0.05mm。

1.3.2  各具特色自动化产品展示

（1）并联机器人。2010年15届展会上，江阴纳尔捷机器人有限公司推介的一

种基于并联机床概念的机器人（图16），摒弃关节构造，通过万向联轴节和电动推

杆形成的焊接和切割轨迹。其主要优势为整个工作具有高刚度、运动范围大、可实

现空间曲线、曲面运动。该结构是并联机器人设计上的一次有益尝试。

（2）RGV产品。为使周边设备与机器人完美匹配，2010年展会，昆山华恒

焊接股份有限公司推介具有平面和支教换轨功能的轨道车（RGV）。该RGV载重

吨位大，适用范围广，可配合不同车载工装使用，实现类型识别和工件在位监

图15  昆山1号 图16  并联机床概念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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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其高精度与自带刹车的交流伺服机构以及高精度RV减速机组合实现主、副轨上

的精确、高速行走及z轴回转；同时具有精简的z轴顶升装置及精巧的换轨装置；单

台RGV可服务若干工位，可将机器人系统及上下游工序连成一体（图17）。

图18  永磁轮履式爬行机构图17  昆山华恒平面直角换轨RGV

（3）爬行式焊接机器人。2012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推介开发的爬行式

焊接机器人，采用履带和悬浮磁吸附方式。履带由多个永磁体联接构成，吸力达

1000kg以上。具有视觉跟踪传感器实现机器人自主爬行、自主跟踪焊缝等焊接自

适应性功能（图18）。

（4）并联相贯线机器人。石油和锅炉行业中，插管焊接是极其普遍的连接方

式。2012年，北京工业大学焊接研究所自主研发出新型开放式4自由度相贯线焊

接机器人，产品外观见图19。

图20  水下机器人图19  并联结构相贯线机器人

（5）水下焊接机器人。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光机电装备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从事焊接机器人及特种焊接技术研究已有10余年。2010年，推介了研制的水下自

主移动焊全位置焊接机器人，适用于水下管道、船体、桥梁、大坝、核装置等安

装与修复的焊接作业。水下焊接演示见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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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人传感/焊接过程传感

机器传感系统是现有机器人从自动化设备转变为智能机器的关键因素。最

初，作为机器人辅助工具，工业传感器对提高柔性和对工作环境的反馈发挥了重

要作用，主要用于引导和定位、检测和识别等。随着工业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发

展，机器传感将能实现决策和预判断功能，成为智能生产系统的主导。

2.1  3D视觉搬运

安川公司推出的机器人3D视觉搬运系统

由MH12通用机器人、MotoSight-3D视觉系

统等构成，如图21所示。MotoSight-3D是安

川最新推出的快速3D视觉搬运功能，可对料筐

内任意摆放的工件进行视觉定位、准确抓取，

对沾油的工件和带曲面结构复杂的工件均可实

现高精确度的识别分拣。视觉重复精度可达

±0.1mm。该系统主要用于螺母凸焊机上料、

汽车冲压件上下料、归整码放作业等需求。

2.2  基于激光视觉的高速机器人焊接系统

安川公司也在激光视觉应用上进行相应配套，并推出高速机器人焊接系统。

系统由MOTOMAN-MA1440机器人、MOTOWLED-RD350焊接电源、焊接监控

软件、SERVO-ROBOT激光跟踪系统等构成，如图22所示。新型MOTOMAN-

MA1440弧焊机器人具有以下特点：①机器人负载更大，由3kg增加到6kg；②同

时兼容电缆内藏式、外置式焊枪，手臂通用性更

强；③无干涉，流线型设计使机器人动作范围更

大，更灵活；④更快的速度、优化的结构大幅提

高节拍。该系统配置激光跟踪器，通过实时跟踪

处理，可在3.0m/min速度下稳定焊接，可检测工

件间隙并在线实时调整焊接速度和焊接参数，在

不稳定工况下得到稳定焊接结果。其焊接监控软

件可实现焊接数据的实时采集、监控、管理、反

馈、追溯等功能，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定制软件功

图21  3D视觉搬运系统

图22  机器人高速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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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在工业4.0升级改造中的各项需求。

2.3  控制器与跟踪器的融合技术

赛融公司推出的JUPITER-S激光跟踪器可实现焊割过程中高速工件定位及工

件边缘跟踪，并且可对观察区域进行编程，对熔融金属抗干扰能力强，并实现对

任何类型金属表面的精确数据采集，具有坚固及巧妙的机械设计；DIGI-BRAZE/

BLU跟踪器可实现特殊焊缝跟踪，实现细小钎焊质量精确检测，特殊双传感器技

术提供工件位置偏差自动补偿，并可减少编程时间；POROSCAN-S/BLU激光跟

踪器可实现细小焊接检测及细微缺陷的探测，实现对表面及焊接几何形态检测，

对高速焊接成形轮廓进行采集，并对工件位置偏差自动补偿，数据存储提供快

速检测数据检索分析；FUJI-CAM跟踪器可精确定位焊缝位置，实现高速焊缝跟

踪，对焊缝及焊接几何形态检测，焊接条件可自我调整，实现焊接缺陷探测及质

量控制。赛融公司实现激光跟踪器和控制器的结合，将控制器融于跟踪器中，节

省空间并提高激光跟踪的便捷性和灵活性，如图23所示。

图23  激光跟踪器在机器人焊接上的应用

2.4  智能融合型机器人

松下公司推出智能融合型机器人TAWERS及其解决方案。系统搭载ARC-EYE

激光传感系统，使用松下DTPS离线编程软件，具有自动生成焊接程序，焊枪自动

寻位，实时精确跟踪焊缝位置和变形趋势。自适应0～3mm间隙，传感速度快，

焊接参数自动调用。系统无需手动编程校正，示教过程和工装简化，无需复杂的

焊接夹具，适用多种接头形式的焊接。

离线编程功能启动时，在电脑中定义工件模型的焊缝位置，机器人示教程序

立即生成并下传给机器人。离线编程结果不可避免会与实际焊缝位置产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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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薄板焊接容易发生变形。偏差和变形都可通过Arc-eye激光传感系统自动修

正。Arc-eye激光传感系统代替传统的接触传感和电弧传感，不仅可在焊接前实

现寻位，还可实时跟踪实际焊接过程中的焊缝位置。激光传感的“圆圈扫描”技

术通过强大的软件处理，不仅显示焊缝的3D模型，还可根据扫描数据计算出实际

路径。Arc-eye激光传感系统对高反光、高飞溅、强弧光有良好适应性。

唐山松下机器人离线编程配合Arc-eye激光传感系统（图24），在薄板焊接

过程中，既提高编程效率，又通过实时寻位和修正变形造成的工件偏差，实现高

效完美的焊接效果。与接触传感器和电弧传感器相比，传感速度和精度大幅提

高，实现高焊接效率与合格率。

图24  机器人离线编程与Arc-eye激光传感系统集成技术

2.5  蓝光激光检测器

相比于红光，蓝光具有更强的漫反射能力。META视觉系统公司推出新型蓝

光焊后激光检测器，如图25所示。对焊后焊

缝尺寸、变形、缺陷等的检测更加精确，且

极大提高检测精度，实现小尺寸检测。

2.6  高度智能化的传感器系统

OTC公司在其展出的FD系列多功能机器

人中配置了高度智能化的传感器系统：①检

测工件位置的传感器。接触式寻位传感器FD-

WD，通过焊丝的触碰检测工件位置，适用于

中厚板以上工件。安装方式为控制柜内藏， 图25  META蓝光激光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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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达360cm/min的高速寻位。生锈和黑皮等表面导电困难的工件，采用高压

型寻位传感器。安装方式不是控制柜内藏，而是安装在外面；②CO2/MAG焊接用

跟踪传感器。电弧跟踪传感器FD-AR，通过摆动实现焊缝自动跟踪，能修正曲线

工件以及焊接热变形。适用于中厚板以上工件。焊枪周围无需增加部品，对工件

亦无干涉，保养方便。缺点是不适用于铝合金焊接；③TIG焊接用跟踪传感器。

FD-TR适用于TIG焊接的焊缝自动跟踪。在TIG焊接中，通过恒定控制弧长（上下

跟踪），实现高度方向跟踪。对于薄板热变形，由于弧长的恒定控制，能够得到

稳定的焊接效果。焊枪周围无需增加部品，对工件亦无干涉，保养方便；④激光

检测工件位置传感器。激光式寻位传感器FD-QD通过激光检测工件位置，比接触

式寻位传感器更快，精度更高。薄板、中厚板都能使用，应用范围广。通过简单

操作可以识别多种接头形状。识别结果可在示教盒上显示确认。根据检出结果，

自动变更焊接条件。

发那科展出的激光跟踪焊接系统，通过Servo Robot和Scan Sonic激光跟踪系

统实现机器人对焊缝精确定位，实现完美焊接，以降低工装夹具复杂性及节省成

本；通过Servo Robot激光跟踪系统，可对厚板V型坡口带间隙焊缝自适应焊接；

FANUC机器人配合Frounis TPSi/400焊接电源，对不锈钢进行MIG焊接，配合

Linkon R350/STT焊机，对碳钢进行MAG焊接；Servo RobotFUJI-CAM激光跟踪

系统，无需分体控制单元，所有电子元器件内置，通过机器人示教编程及控制，

无需另配电脑。

2.7  焊缝跟踪与寻位视觉传感

图26为北京创想智控开发的激光焊缝

跟踪传感器设备，主要使用激光器、光学传

感器和中央处理器。利用光学传播与成像原

理，得到激光扫描区域内各个点的位置信

息，通过复杂的程序算法完成对常见焊缝的

在线实时检测。对于检测范围、检测能力以

及针对焊接过程中的常见问题都有相应功能

设置。设备通过计算检测到的焊缝与焊枪之

间的偏差，输出偏差数据，由运动执行机构实时纠正偏差，精确引导焊枪自动焊

图26  创想激光焊缝跟踪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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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实现对焊接过程的焊缝智能实时跟踪。

图27为唐山英莱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的焊接

专机用焊缝寻位传感器、焊缝跟踪传感器等视觉

成套设备。系统具有寻位与跟踪功能，检测精度

达到0.05mm，检测周期短、响应迅速。

3  人机协作

人机协作是工业机器人发展的新形态，人的

智能与机器人的高效率相结合，人与机器在生

产过程中无缝对接混合、协同工作，共同完成作业。简言之，就是“人”直接用

“手”操作机器人。人依然是世界上最灵活的，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机器人

将成为人类的同事。人机协作是机器人进化的必然选择。其特点是安全、易用、

成本低，普通工人可以像使用电器一样操作。可以引导机器人动作，而不用担心

受到机器人的伤害。对于制造业，既节省成本，也大大提高装配、检修精度。

协作机器人不再需要非常专业的工程师安装调试和复杂的系统集成，开箱后

对普通工人简单培训即可使用。未来传统工业机器人更多用在大批量、周期性

强、高节拍的全自动生产线，协作机器人用在个性化、小规模、变动频繁的小型

生产线或者人机混线的半自动环境。

协作机器人结构简单，主要通过软件整合实现功能。硬件构成主要是球形关

节、反向驱动电机、力觉/视觉传感器及更轻的材料。未来，传统的减速机等核心

零部件将不再是关键。目前，协作机器人处于市场导入期，成本较高，效率低，

使用不尽人意。主要机器人厂商推出各种协作机器人抢占入口，国内企业有与外

资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2015年，新松、埃夫特、遨博智能推出协作机器人。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未来3～5年随着价格下降，有潜力成为中小企业和家庭都能使

用的桌面级设备。应用范围也不限于工业，医疗、农业、服务业都有用武之地，

是机器人走向融合的开始。

3.1  双臂机器人玩牌系统

安川公司推出的双臂机器人玩牌系统由MOTOMAN-SDA10双臂机器人、机

器人视觉系统等构成，如图28所示。其主要特点为：①共有15轴，采用超薄超轻

仿人形外观设计，可仿人手臂实现各方向动作；②运行速度快，加减速平稳，充

图27  英莱科技激光焊缝寻位视觉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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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现“人手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适用于搬运、组装、包装、设备操控等任

务，可代替人完成各项任务。机器人视觉系统如同人眼，可对物品进行位置、姿

态、颜色、外形尺寸等信息的辨识，增加机器人的智能化。展会上，该系统通过

人机互动玩纸牌游戏“21点”，充分展示仿人机器人的趣味性。机器人已逐步走

进人类生活。

图28  双臂机器人玩牌系统 图29  人机协作安全系统演示现场

3.2  人机协作安全系统

图29为发那科推出的人机协作安全机器人。它具备三大安全功能，确保协作

机器人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操作人员协同工作：①接触停止。操作人员触碰到机

器人时，机器人能灵敏感知，并停止工作；②推按退避。操作人员推按机器人手

臂时，机器人会沿着推按方向避让开；③触碰回退。当机器人碰到硬物时，为了

尽量降低压力，机器人能够感知到碰撞并做出回退动作。

此外，搭载的非接触式连续寻位系统利用非接触式连续寻位功能，对位置任

意变换的工件，均能检测出所有焊缝位置；在一个方向上只需要一次连续扫描即

可获得所有位置点数据。非接触式连续寻位，对工件表面要求低，寻位周期短、

精度高、速度快，最快可达1.5m/min。

4  焊接机器人辅助应用

4.1  机器人柔性检测单元

ABB机器人与采用XR技术的检测系统配合构成机器人柔性检测单元（图

30），完成快速检测，并通过多任务管理技术实现数据处理。集成的摄影测量技

术使得振动和多变的环境不再对检测产生影响。结合柔性安装技术和Robo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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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用户只需通过CAD数据以及预制的检

测计划即可对新工件进行便捷配置。快速的个人

定制及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无需额外技术，

仅几天简单培训，就可快速掌握和操作整个工

作站。此检测单元达到替代三维直角坐标系的目

的，可对焊后工件的变形、尺寸等与建立的模型

进行对比，实现快速检测。

4.2  虚拟调试单元

4.2.1  虚拟调试单元

ABB的虚拟调试单元是机器人和PLC虚拟离

线调试的结合，具有基于夹具柔性设定的标准化

人机界面，如图31所示。支持多副夹具数据的存储和切换，具有基于I/O事件、逻

辑判断的RobotStudio智能组件功能，快速、低风险、高质量，可使现场调试时间

缩减约50%。当机器人未到达现场时，可以使用该系统进行调试；机器人到达后

直接替换机器人即可正常工作，有效节约现场调试时间。该系统也可基于机器人

的教学目的，有效节约经费。

图31  虚拟调试单元 图32  视觉捕捉概念型机器人

4.2.2  视觉捕捉型机器人示教

那智不二越推出视觉捕捉概念型机器人示教仿真软件FD ondesk，如图32所示。

通过安装于机器人手臂上的传感器对挥动着的手臂进行识别，将拳头握起视为三维

坐标的原点，并在电脑上拳头中心的位置出现绿色圆圈，通过拳头上下、左右、前

后运动，带动机器人手臂相应运动，对手臂运动位置、距离等进行标定后即可实现

图30  机器人柔性检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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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焊接机器人的准确示教，提高机器人操作的便捷性，

极大节省编程时间，对操作人员的要求也相应降低。

4.2.3  机器人实训平台

图33为七所高科展出的协作机器人实训平台。设

备包含优傲人机协作工业机器人，传感器检测系统，

PLC控制系统及一套供料、输送、搬运、装配机构。通

过受力传感，感知外界对系统施加的压力，传输到控制

系统，进而调节机器人动作，实现对输入的工件进行码

垛、检测、搬运、托盘、涂胶模拟等操作。主要应用领

域为机械加工上下料、3C行业电子装配、产品检测视

觉识别、实验室测试、机器人培训等行业。

4.3  机器人工具快换装置

机器人自动工具快换装置服务于机器人外围设备，目的为实现机器人自动更

换不同末端执行器，以此提高机器人应用的柔性。通常，机器人快换装置包括一

个机器人侧（主盘，安装在机器人手臂上）和一个或多个工具侧（工具盘，安装

在末端执行器上）。工作过程中，通过自动工具快换装置的锁紧操作实现主盘和

工具盘的精确连接，进而实现机器人与末端工具的有效联接，通过自动工具快换

装置的抓取和松开动作实现机器人与不同工具之间的联接和分离。自动工具快换

装置可以配置或安装不同功能模块，例如气体、电信号、液体等，从机器人手臂

连通到末端执行器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4.3.1  快点公司基于自动工具快换装置搭建柔性定位系统

上海快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QT-30采用钢珠锁紧方式进行联接。机

械式故障保险机构，即使主盘停止供气，主盘与工具盘也不会分离。QT-120的承

载重量可达120kg，内置抓紧、松开、在位检测装置。QT-300具有插入式信号连

接模块，大大提高伺服编码信号的稳定性，可以采用5种模块安装方式，有LED抓

紧显示。并具有丰富的组件模块安装接口，快速响应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电气和

机械触发的双重分离保险，防止人为误操作引起的工具盘意外分离。并基于自动

工具快换装置，搭建柔性定位系统，如图34、图35所示。具有高生产率、高柔性

和高质量的特点。

图33  协作机器人实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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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史陶比尔公司的机器人工具快换系统

史陶比尔公司所有的机器人工具快换系统的组件均为自主研发。MPS630缩

紧单元是汽车车身车间的理想解决方案。凭借其模块化设计，该款极具柔性的机

器人工具快换系统适于多种应用，负载达630kg，弯矩5000Nm，扭矩5000Nm，

符合DIN EN ISO 9409/1/A-125，A-160，A-200标准的安转法兰。MPS1530缩

紧单元是有效载荷1530kg的完美解决方案。该款高强度机器人工具快换系统具有

高度的灵活性，弯矩达12500Nm，扭矩12500Nm。

用于信号和电源的Multi DNet模块带快换系统电连接器，快速方便的更换插

针，无需重新接线，在模块上有额外导针和插座，专为MPS630和MPS1530机

器人工具快换系统而开发。并可根据客户要求配置特殊应用插针，用于数据伺服

传送，实现柔性电缆连接。用于信号传送的光纤模块具有一体式防尘保护的创新

透镜技术确保可靠的信号传送和高数据传送流量，适于配合透镜的位置偏差和轴

向偏差，具有用于透镜的自动保护盖。坚固的连接器外壳保护每根光纤，并且机

器人端和工具快换系统端具有相同的零件。用于焊接电流的一次电路连接器有众

多设计款型，用于焊枪电流传输，快速更换插针的插头式连接器用于在工作期间

快速、便捷地进行插针更换而无需重新接线，采用浮动式插针用于不对时补偿，

并可提供额外的大功率选用件。接地插头模块用于最佳的动力传输，十分可靠，

且接触电阻小。气动和冷却模块采用断开连接器技术确保流体安全传输，并在连

接和断开期间可靠地防止流体泄漏，防止工作区域污染和空气进入系统。通过浮

动轴链接器补偿来自软管的机械应力，旋转接头用于适配具有不同出口方向的软

管，整体高度低，大流量、低流动阻力。高压液压模块是一款洁净断开模块，使

图34  自动工具快换装置 图35  基于自动工具快换装置的柔性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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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压力达450bar。盒式设计在工作期间可以快速、简便地更换接头零件，特点与

气动和冷却模块相同。紧固件传输模块可用于诸如螺钉、螺栓和铆钉等紧固件，

传输各种材料的可互换插件，配合紧固件制造商提供完美适配模块。图36为工件

端快换紧固单元，图37为机器人端快换紧固单元。

图36  工件端快换紧固单元 图37  机器人端快换紧固单元

4.4  协调控制技术

OTC公司在世界上首先开发了协调控制技术。通过协调控制让机器人与机器

人或机器人与变位器进行协调联动的同

时，对焊枪的位置、速度、姿态进行最

适化控制，焊枪一直保持最佳姿态焊接工

件，从而实现高质量焊接。如图38所示，

通过两个机器人把持工件，中间的1台机

器人在与左右两台机器人协调动作的同时

进行焊接，组成的无夹具协调系统可以提

高生产线柔性，对应多种不同工件的自动化焊接。无夹具系统实现多品种生产的

低成本化，提高生产效率。系统中，两把持工件的7轴机器人自由灵活，摆放可以

更加接近周边设备或工件，节省空间。将多台机器人近距离安置，还可实现工序

整合及缩短加工时间。

4.5  无线示教盒技术

图39是OTC公司为机器人配置的无线示教盒WiTP。无线示教盒是OTC在行业

首创的技术。使用无线示教盒可从有线的烦恼中解放，示教更加方便。WiTP示教

时无需考虑电缆，可自由移动，且作业后整理方便。在示教盒屏幕上切换机器人

图38  协调控制系统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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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需选择“机器人号码”，根据提示信息操作即可。1台无线示教盒WiTP可

对多台机器人示教、监控、管理。最多可登录99台机器人。在同一车间内最多可

同时使用7台无线示教盒。

图39  无线示教盒WiTP 图40  ORSK软硬件架构

4.6  开源式工业机器人控制组件

北京泰道控制系统设备有限公司展出的国内首款（部分软硬件是开源的）一

站式工业机器人控制组件OSRK是由泰道中国与其机器人行业战略合作伙伴——北

京智慧盛大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并支持的面向高端机器人领域的控制系统解决

方案。OSRK系统包括基于泰道Turbo  IMAC并带有专用机器人运动学和动力控制

模块的机器人控制器，开源机器人示教器硬件以及开源机器人示教软件。用户可

以根据开源的示教器硬件自行设计开发适合自己的示教工艺软件。智慧盛达会为

此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软件服务，并定期更新发布基于泰道Turbo IMAC机器人控

制模块固件的开源示教软件。OSRK的软硬件系统架构图如图40所示。

5  机器人焊接及成套系统

5.1  机器人弧焊工艺

5.1.1  智能融合型焊接专用机器人系统

图41为唐山松下公司展出的TAWERS智能融合型焊接专用机器人系统，可搭载

多种焊接工艺和附件，实现现代化柔性生产。其中，搭载单枪双丝机器人双协调高

效焊接系统的焊接机器人采用新型分离式焊枪，双送丝回路。两种焊丝配合两种保

护气体，实现一台机器人方便地切换两种焊丝，分别对应不同材质，一台TAWERS

机器人自动调用焊接数据库，不同材质焊接工法自动无缝切换。机器人一边夹持工

件运动，一边协调焊接，缩短生产节拍，解决多品种、小批量自动焊接的课题。

同时，TAWERS机器人还可结合热丝TIG技术（图42），提高焊接精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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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稳定填丝、焊丝加热、高速熔敷、高速焊接，可扩展AVC功能，配合弧压跟踪

系统，控制弧长恒定，能自动检测工件变形并根据变形自动调节焊枪轨迹，补偿

工件误差，大幅提高TIG焊的生产效率。广泛适用于汽车、钣金、家具、健身器材

等薄板行业。

TAWERS机器人的HOT AWP工法，波形控制配合主动送丝技术，采用低成本

CO2气体，可以实现极低飞溅。HOT AWP技术，通过增加对工件的热输入，使得

焊道宽度扩大，减小焊缝余高，改善薄板焊缝成形，不仅实现小电流薄板焊接领

域的高速焊接，也实现中高电流领域的低飞溅化，使用CO2气体即可实现超低飞

溅焊接。

5.1.2  热丝TIG弧焊机器人系统

唐山松下公司开发的Hot TAWESR-

TIG弧焊机器人系统（图43）是使TIG

焊炬具有焊丝预加热效果，加快焊

丝的熔化速度，焊接速度可与气保焊

相媲美，成为能高速焊接的TIG焊接

机器人。对于板厚2mm的不锈钢搭

接，机器人采用高频起弧，可降低钨

棒消耗，焊接电流220A，焊接速度

达到0.8m/min，配合自动填丝装置，填丝速度达到2.1m/min，实现高速TIG填丝 

焊接。

图42  TAWERS机器人
热丝TIG焊

图41  TAWERS智能融合型
焊接专用机器人系统

图43  唐山松下热丝TIG弧焊机器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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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配置AVC智能弧压控制技术，机器人自动适应工件在焊接时的变形，

使弧长保持稳定。唐山松下Hot TAWERS-TIG兼具高速TIG焊接和智能弧压控制

技术，非常适合薄板焊接领域。

5.1.3  高效单枪双丝焊接机器人系统

唐山松下产业机器有限公司开发的高

效单枪双丝焊接机器人系统（图44）由

1台弧焊机器人配单一焊枪，无需任何工

具，自动切换焊丝和气体，并智能调用相

关软件程序，能够灵活对应不同材质的焊

接，最大效率利用机器人。

例如，同时焊接材质为不锈钢和碳钢的两种工件，系统能自动剪丝，两种焊

丝、气体均可自动切换，适合多品种焊接作业。

5.1.4  柔性机器人氩弧焊接系统

机器人在氩弧焊领域的成功应用较少，主要限制是在焊接过程中，机器人必

须按照事先示教的轨迹运动，很难干预。一旦轨迹与焊缝偏离，必须停止焊接，

否则将导致焊偏，产品不合格甚至报废。而且，机器人的焊接速度一旦设定，焊

接过程中调节困难，不适应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对于一致性较差的工件，需要在

焊接过程中调整焊缝对中、调整焊接速度和电弧高度等。目前市场上提供的机器

人系统很少能达到要求的柔性）。自动氩弧焊和等离子焊需要精确控制电弧高

度、焊枪对中的焊接方法，特别是铝合金氩弧焊，电弧高度变化会导致电弧不

稳、熔池保护效果变差、焊丝送进角度和位置偏离熔池等，直接影响焊缝质量。

艾美特柔性机器人氩弧焊接系

统（图45）克服了上述缺点。系统

采用TX控制器进行集中控制，可对

焊接电源、焊接机器人、操作机、

变位机、滚轮架、弧压跟踪系统、

焊接摆动系统、送丝系统、热丝系

统等，所有外部设备集中控制，包

括参数设定、焊接编程及存储和调

图44  唐山松下高效单枪双丝焊接机器人系统

图45  柔性机器人氩弧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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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焊接电流、弧压、焊接速度、送丝速度、焊接摆动、弧压跟踪、热丝电流

等所有焊接工艺参数进行编程控制。焊接过程中对参数精确控制，实时显示和调

节焊接电流、电弧弧压、焊接速度、送丝速度、焊接摆动、弧压跟踪、热丝电流

等焊接参数，实现焊接系统的集中、编程和操作。利用机器人的焊前柔性，完成

各种焊缝示教后，焊接过程如同普通自动氩弧焊，简单直观。

允许焊前预编程设定起弧电压、焊接电压、熄弧电压，焊接过程中允许通过

TX控制器对焊接电压实时调节。在控制机器人动作方面，一般的机器人跟踪为

MIG/MAG的摆动寻缝跟踪，无法应用到TIG焊的弧长稳定控制。TX控制器在焊

接过程中对电弧电压进行实时监控，当电弧电压超过设定值，TX控制器与机器人

系统通信，控制机器本体动作，实现电弧自动跟踪。机器人与焊接电源或者其他

部件的通信接口不再受限制，弧焊领域的焊接工艺和系统都可集成到机器人系统

中，大大扩展机器人在焊接应用领域的柔性。可适用工艺包括直流/脉冲TIG、变

极性脉冲、直流等离子、空极性等离子等。

5.1.5  机器人柔性焊接生产系统

安川首钢推出的新型机器人弧焊系

统由MOTOMAN新型弧焊专用机器

人-MA1440、通用机器人-MH400Ⅱ、

新型H型三轴水平回转变位机、夹具

快换平台等构成，如图46所示。该

系统为国内首次推出的机器人柔性焊

接生产系统，主要展示了机器人双机

弧焊与变位机结合的新型结构和应用

方式，使用重负载机器人对工装夹具进行自动更换，实现生产和换装的全自动运

行。机器人双机与三轴变位机协调动作，充分利用工位变换时间，使用弧焊机器

人的有效工作时间为100%，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双机对称焊接减小了工件焊接

变形，机器人以最佳姿态实现最优工艺。自动夹具快换平台利用气动锁紧和气电

快换模块，实现多夹具自动快换，适应多种类工件生产更换夹具的工艺需求。夹

具自动取放立库的应用，进一步提高系统的自动化性能。该工作站利用负载可达

400kg的搬运机器人MH400Ⅱ，进行工装夹具搬运更换，优化小批量、多品种

图46  机器人柔性弧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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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模式。对于三机器人的系统配合，使用自主开发软件，当配合点数较少

时，其中的一台控制器设置为主机，其他两个为从机，进行系统控制；当配合点

数较多时，则使用PLC控制器进行协同控制。

5.1.6  埋弧焊机器人系统

图47为开元集团推出的埋弧焊机器人系统，采用

一体化控制模式，集合运动控制、焊接过程控制、焊

接工艺数据库、激光传感等功能，连接开元机器人埋

弧焊枪、全数字逆变交直流埋弧焊电源等外部设备，

实现高灵活性的自动埋弧焊接。机械结构兼容多种形

式，2+4轴方式可实现限定范围空间内任意位置和姿

态可达，重复定位精度0.06mm，操作方式为示教在

线或参数化驱动，示教器集成激光传感器、焊接电源

的设置与编程功能。激光传感器与系统控制器深度融

合，能够识别V型、U型、角焊缝等常见焊接形式，也

可通过二次编程识别特殊焊缝形式，具备焊缝起止识

别、扫描在线与实时跟踪等功能。根据激光传感器识别或外部输入的焊缝坡口参

数，系统可自动推导焊接工艺；可调用、编辑和导入导出多条焊接工艺。

5.2  点焊机器人系统

5.2.1  铝合金点焊机器人

ABB公司推出的IRB 6700 LeanID铝合金点焊机器

人演示单元如图48所示。其可使节拍时间缩短5%，

无故障运行时间最低达到400000小时的点焊机器人

IRB6700构成。采用Lean ID增加dress pack的使用寿

命，提升成本效益。即插即用且高度集成的点焊功能

包SpotPac，作为汽车轻量化的铝合金焊接解决方案

得到广泛应用。

5.2.2  机器人全自动点焊系统

图49为安川公司推出的新型点焊机器人焊接系

统。由MOTOMAN新型点焊机器人-MS210、中频伺

图47  埋弧焊机器人系统

图48  IRB 6700 LeanID铝合金
点焊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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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C型焊钳、固定式中频伺服X型点焊钳、自动换

手装置ATC、点焊自动夹具、点焊气动抓手等构

成。该系统为机器人全自动点焊系统，包括机器人

点焊和机器人抓取工件自动打点工艺过程，并使用

自动换手装置实现机器人对抓手与伺服点焊钳自动

更换。机器人抓取工件与固定伺服焊钳协调动作，

提高焊接效率，实现最佳位置焊接，保证最佳工艺

焊接需求。该工作站生产效率高，实现单工位机

器人全部焊接完成，能适应生产现场多用途自动

生产需求。该系统多种用途的自动切换，充分展现机器人在点焊领域的多功能应用，

展示了安川首钢机器人公司在点焊系统方面的集成技术与点焊夹具设计制造水平。

5.2.3  自动单面双点焊接工作站

七所高科展出的自动单面双点焊接工作站，如图50所示。单面双点焊钳的正

负两个电极位于工件同一侧，工作时电流从一侧电极流出，经过工件背面铜垫板

后再次通过工件流入另一侧电极。每次焊接时在两个电极接触位置上形成两个焊

点，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可焊接由于工件尺寸较大，普通双面单点焊钳无法焊接

的位置。适用于汽车地板零件焊装，各种箱体产品拼装，大平板钣金件加固筋零

件焊接等。利用此焊接工作站，实现高度自动化焊接生产，可将4～6人的工作任

务缩减到1人，且高质量完成。

图50  自动单面双点焊接工作站

（a）抓取工件 （b）固定凸焊  （c）悬挂点焊 （d）胶接密封

5.3  搅拌摩擦点焊机器人系统

2013年底，赛福斯特与德国KUKA集团联合研制出中国首台机器人搅拌摩擦

图49  机器人点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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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系统。实现复杂3D曲线焊缝的焊接，为搅拌

摩擦焊技术的自动化发展拓宽道路。2016年，

赛福斯特公司为促进回填式搅拌摩擦点焊在中

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将回填式搅拌摩擦点焊与

机器人系统成功结合，如图51所示。

搅拌摩擦点焊机器人由机身与机头组成。

机身可实现六轴同动，在焊接过程中保证焊接

位置的可达性。回填式搅拌摩擦点焊机头由中

航工业赛福斯特公司自主研发，可实现四轴联

动，包括主轴、搅拌头、轴肩与外加C型框。

因此，回填式搅拌摩擦点焊机器人可实现十轴

联动，无干扰，活动灵敏，可实现三维空间的z轴、x轴与y轴的连续焊接。工作过

程中，搅拌头与轴肩除高速旋转外，还可相对运动以实现材料回填，形成无匙孔

搅拌摩擦焊点，焊点美观、无缺陷。

机器人在其可触及的范围内均可实现焊接。因此，回填式搅拌摩擦点焊机器

人的研发，不仅避免常规电阻点焊的高熔点焊接、铆接的机械连接等缺点，而且

结合机器人的灵活性，可焊接空间各种复杂结构件。系统最大焊接厚度为4mm，

完美实现飞机铝合金壁板、汽车铝合金零部件等工业产品的搅拌摩擦点焊。

5.4  激光焊接机器人系统

5.4.1  远程激光焊接

图52展示的是唐山松下的LAPRISS

远程半导体激光焊接系统，采用领先的

WBC波长耦合技术，大幅提升光束质

量；系统中从机器人本体到激光发生器、

激光头、控制器、示教器以及软件等诸多

要素，都是松下自己的品牌。

图53为安川公司推出的机器人远程

激光焊接系统，由MOTOMAN-MH50机器人、YE-DATA激光头、大功率激光

发生器等构成。新型通用机器人MH50配置的控制器DX200，具有远程激光焊接

图51  回填式搅拌摩擦点焊
与机器人系统结合

图52  LAPRISS远程半导体激光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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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在机器人移动过程中，边控制激光头的位置，边进行激光焊接作业。保证

机器人的动作和激光的控制完全同步，实现“飞行焊接”。系统采用低惯性高度

动态的激光头进行焊接，可实现高轨迹的快速焊接作业。激光焊接位置及功率以

1ms为周期控制，实现高品质焊接。利用激光头3D控制，可实现在不改变机器人

z方向的同时进行有高度差的交错焊接。该系统在焊接方面具有高速、高效等优

点，主要应用于汽车座椅、车门、白车身以及仪表板梁等零部件。

图53  安川机器人远程激光
焊接系统

图54  R-1000iA/100F机器人
激光远程焊

图54为发那科R-1000iA/100F机器人激光远程焊系统。同样是对碳钢薄板焊

接，发那科通过机器人进行激光飞行焊和激光雕刻，实现更高速的焊接。100m/

min的最大焊接速度使生产效率得到提升，热量输入少，热变形小，焊后工件精度

更高，可设计任意形状的焊缝。

5.4.2  激光内雕

ABB公司推出的IRB1200智能激光内雕，如

图55所示。系统使用具有敏捷、紧凑和精准特点

的机器人IRB1200，通过ABB先进的机器人运动

控制技术实现卓越的精度与速度。ABB精密的离

线编程工具及先进的激光切割控制器软件使编程

调试简单。拥有卓越开放性的ABB机器人，易于

二次开发。 图55  IRB1200智能激光内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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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激光工作站

库卡公司推出的KR30 HA激光工作站如图56所

示。库卡激光应用软件包为客户提供最简洁的人机

交互页面及丰富的工艺应用参数设置，软件针对不

同的激光应用（激光切割、激光焊接）提供相对应

的软件模块。激光软件包集成在机器人控制器内，

激光工艺参数在用户程序内自动生成，可提供强大

的工艺解决方案。同时，支持激光复合焊接及远程

激光焊的工艺应用。

该工作站特点为：系统自动设定、机器人集成

激光控制、空间优化概念（机器人和激光源独立安

装成单独工作站）、超过5m/min的焊接速度、切割

速度可达10m/min等。

5.4.4  大型龙门机器人激光柔性焊接系统

图57为机械科学研究院哈尔滨

焊接研究所开发的大型龙门机器人激

光柔性焊接系统，在我国多家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企业获得应用。设备整体

达到同类产品的国际先进水平，价格

约为国外同类进口产品的1/3。该设

备采用大跨度龙门结构，龙门净跨度

5～10m，采用倒挂机器人或专机形式，与先进的光纤激光器或碟形激光器组成一

套8～12轴柔性机器人激光焊接系统，具有激光焊接、激光填丝焊接、激光-电弧

复合焊接、MIG/MAG弧焊等功能。配备激光焊缝跟踪、离线编程等辅助功能。机

器人及各直线轴的重复定位精度≤±0.05mm，设备整体定位精度≤±0.1mm。

该激光焊接系统依据欧洲激光安全防护标准建立激光安全防护工作间，整个龙门

系统放置在全封闭的激光安全工作间内，激光防护工作间墙体材料采用三明治结

构，烟雾报警装置，工作间设有上料门和安全门（门机互锁）。

该系统可焊材料为碳钢、高强钢、不锈钢、铝合金、钛合金、高温合金等，

图56  KR30 HA激光工作站

图57  大型龙门机器人激光柔性焊接系统



45

展
会
技
术
报
告 

  

焊
接
设
备

材料厚度0.5～12mm；应用领域为轨道交通、汽车、造船、军工、能源电力、工

程机械、钣金、化工等。

5.4.5  大型复杂结构件厚板机器人激光-电弧复合热源智能焊接系统

机械科学研究院哈尔滨焊接研究

所为徐工集团某企业成功开发我国首

套大型复杂结构件厚板机器人激光-电

弧复合热源智能焊接系统，见图58。

该系统主要用于300～3600t履带起重

机大型关键结构件的自动化及智能化

焊接，工件最大长度13.6m，最大重

量50t，板材厚度20～60mm，是典型

的大型复杂结构件，焊接难度大。该

系统采用先进的激光-电弧复合焊接工艺，确保焊缝根部熔透可靠性及多层多道

焊缝的焊接效率和质量。系统配备温度加热装置、焊缝跟踪系统、温度监测、焊

接参数监测、熔池监测、焊缝成形监测等装置，具有随焊加热、坡口在线监测及

焊缝自动跟踪、焊接工艺自适应调节、参数自动记录、图像存储及显示、超差报

警、故障诊断等功能。该焊接系统填补国内空白，整体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该焊接机器人系统解决以下关键技术问题：①先进的大功率固体激光-熔化极

电弧复合焊接技术替代传统弧焊技术，解决全工况条件下打底焊缝的单面焊双面

成型、焊缝熔透的均匀可靠性以及填充焊道的熔合可靠性。通过数学建模、智能

焊缝识别与焊道规划系统开发、闭环控制等手段，实现焊接过程对实际坡口工况

（坡口角度、间隙、错边等）的智能识别及焊接工艺的自适应调整，重点解决厚

板多层多道焊缝的焊接工艺规划、自适应调节及焊缝均匀填充等技术问题，攻克

厚板机器人多层多道焊接的智能化焊接工艺难题；②开发焊接过程在线监测、检

测智能化系统，对预热及层间温度、熔池形态、焊接参数、焊接缺陷等关键质量

控制要素在线监测，实现对焊接过程的辅助控制及质量可追溯；③采用高架天轨

方式，安装多套机器人，实现焊接过程预热、自动焊接及后热保温协调控制。柔

性化设计，配套超大吨位焊接变位机，可在同一工作站上实现不同吨位履带起重

机车架、转台、履带梁三大关键结构件关键主焊缝的自动化焊接。

图58  厚板机器人激光-电弧复合热源智能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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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做自己的控制器，做更好的机器人

5.5.1  广州数控机器人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推出的GSK 

RH06-1焊接机器人，如图59所示。控制单

轴变位机联动完成焊接作业，主要针对焊缝

分布复杂、对焊缝质量要求较高的焊接作

业。有效改善焊缝质量，提高焊接效率。可

以配合多个工位作业，提高机器人利用率。

RH06焊接机器人重复点位精度±0.05mm，

运动半径1389mm，有效负载6kg，6轴控

制；GSK HBD500-1单轴变位机，有效负载

500kg，输出扭矩400Nm，重复定位精度可

达±0.1mm；此焊接系统为7轴联动，机器人本体6轴和单轴变位机1轴，机器人

通过指令与单轴变位机联动焊接；对于复杂焊接工件最大可以提供7轴联动4工位

或8轴联动两工位的外部轴控制系统。

机器人控制器（电柜&示教盒）具有如下特点：①先进的GSK-RC控制系统，

机器人始终能够根据实际载荷优化加减速，尽可能缩短操作周期；②通过内置服

务信息系统（SIS）监测自身运动和载荷并优化服务需求，持续工作时间更长； 

③嵌入式机器人控制器，基于ARM+DSP+FPGA硬件结构，可控制6～8轴，运

算速度达到500MIPS，具有高速运动控制现场总线、以太网、RS232、RS485、

CAN以及DeviceNet任一接口，可实现连续轨迹示教和在线示教，具备远程监控

和诊断功能；④机器人现场总线（DSK-Link）具有高速实时特性，突破带宽与实

时性的矛盾，兼顾通信速率和实时控制的特点，解决不同模块间数据实时交互；

⑤动力学自适应辨识控制技术，综合考虑机器人运动过程中重力、哥式力、离心

力等外力干扰运用自适应辨识控制技术提高机器人的动态特性；⑥中空结构，便

于机器人布线，缩小底座尺寸，防止缠绕。

采用内摆线十字滚柱减速器比RV摆线减速机的输出结构（角接触轴承结

构），具有更大刚度，且抗冲击性能也有很大提高。

GSK RH06-2焊接机器人如图60所示。控制双轴变位机联动完成焊接作业，

图59  GSK RH06-1焊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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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焊缝分布属于空间曲线（例

如相贯线）、对焊缝质量要求高的焊

接作业，有效改善焊缝质量，提高

焊接效率。配合多个工位作业，提

高机器人利用率。GSK HBS-2双轴

变位机有效负载150kg，输出回转矩

144Nm，翻转扭矩330Nm，重复定位

精度±0.15mm。系统8轴联动，机器

人本体6轴和双轴变位机2轴，机器人通过指令与双轴变位机联动。

5.5.2  掌握核心技术，立足国产化的时代机器人

2010年，时代集团在济南组建时代集团机器人事业部，并成立时代集团技术

研究院，大力发展工业机器人。目前，在产时代机器人有负载3kg、6kg、20kg、

80kg及220kg机器人，主要用于抓取、搬运、焊接、切割、上下料及点焊。其

中，负载220kg机器人为时代最新研发，主要用于点焊及搬运上下料等。

拥有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控制器的自主知识产权，采用高性价比的通用IPC平

台，高速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通信，在功能扩展、伺服选型、传感器配套及产品

升级等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图61）。

图61  时代机器人控制器平台

Ｘ86平台
VGA
信号

以太网

Windows系统

共享内存
邮箱

实时内核
所有算法

以太网

数字IO

USB

电机反馈

电机驱动

串行协议

串行协议

EtherCAT

EtherCAT

EtherCAT Devicenet

示教器为Windows操作系统，纯中文显示界面，操作极其简便。即便是初学

者，也能很快掌握。可实现外接U盘直接对控制程序升级与替换，系统备份与恢

图60  GSK RH06-2焊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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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功能界面，以列表形式显示。可对配置文件及示教文件等备份与恢复，并可进

行备份的直接导入与导出。

实用性强，可靠性高是推向实际应用的关键因素。对小批量实用化样机，在

两个试验室内进行一年试运行、测试和检验，不断发现机械和控制软硬件等方面

的问题，并逐一解决，以期真正达到实用、可靠后再推向应用。

同时，公司投入巨资从国外进口专门的机器人校准仪器（图62），确保机器

人的运动精度。

图62  机器人校准仪器

立足国产化，降低制造成本。国产化设计的目的一是降低机器人制造成本，

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制造中国自己的机器人，只有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

人才能掌握未来的主动权。

公司拥有铸造、热处理、精密加工、材料疲劳性试验等软硬件制造加工和试

验能力，确保时代工业机器人的高精度和高可靠性。时代机器人本体除小臂、腕

壳、肘关节采用铝铸件外协加工外，主要结构件如机大臂、底座、转壳等都是时

代公司铸造和加工。高度的自加工制造和装配能力大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公司拥有工业机器人核心技术，能够满足用户在机器人控制平台、机器人本

体、机器人焊接切割系统和机器人系统集成的深层技术需求。经过多年研发和近

两年市场推广，时代机器人被更多用户认可。目前，时代机器人可用于搬运、焊

接、切割、上下料及点焊等行业，范围广泛。

5.5.3  双机器人协同作业

熊猫机器人展出了机器人自动焊接系统（图63）。两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其

中一台为搬运机器人，另一台为焊接机器人，可替代4个人工焊接工位。由其他工

艺加工构架安装底盘组件后，转交给机器人，通过两台机器人协同控制，实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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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焊缝一次完成。底盘组件放在成品车架上，组件被启动压紧装置固定在正确位

置。协同作业的机器人焊接系统要求工装夹具及安装位置精度高，机器人运行程

序稳定，在狭窄空间内避免机器人之间发生碰撞。机器人控制系统向焊接控制系

统输送响应信号，再由后者通过电流强度及气体输送量调控焊接流程。

图63  双台机器人协同作业 图64  上海焊鼎机器人

展会中还出现多家国产焊接机器人工作站成套装备提供商。如上海焊鼎机器

人（图64）、固定机器人等。

5.6  其他机器人焊接系统

5.6.1  5轴机器人

图65为OTC独特的5轴机器人FD-G3。

该机器人具有5马达6自由度结构、省空间、

动作范围广。没有后方机器人手臂的突出，

可以贴着墙壁安装或者棚置安装，最大程度

节省现场空间；x、y方向的示教动作敏捷、

方便，在长尺寸、大平面工件焊接时效果尤

为明显；焊枪角度、对准角度更加直观，示

教编程方便简单；点固焊接、高速摆动焊接

时方便灵活。

5.6.2  库卡KR8 R1420 ARC HW焊接工作站

库卡机器人公司展出KR8 R1420 ARC HW焊接工作站，如图66所示。该机器

人是KUKA最新推出的中控腕焊接机器人。额定负载8kg，臂展1420mm。第三轴

额定负载10kg，最大负载15kg。可支持水平、倒挂以及各种角度的安装方式。

KR8 R1420 ARC HW机器人可配置新型KR C4 smallsize-2控制柜。该控制

图65  FD-G3 5马达6自由度机器人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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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为集成式伺服控制模块，设计紧凑；可扩展

控制柜设计为最多支持6个外部轴。控制柜内部

采用ethercat总线，也可与外围设备通过其他

各类总线通信。比如，ProfiNet、EthernetIP、

DeviceNet、ProfiBusD等。

KR8 R1420 ARC HW机器人带有弧焊应用的各

种软件包，如ArctechBasic、ArctechAdvanced、

touchsense、arcsense、seamtracking、traccTCP

等，编程方便，快速实现弧焊应用领域的调试

工作。

该工作站采用KR8 R1420 ARC HW机器人

和Fronius的TPS焊接，展示了KUKA机器人的高

速、高轨迹精度特性。可在汽车、通用工业的各

种碳钢、铝合金焊接领域大有作为。

5.6.3  船舶中小组立自动焊接系统

ABB公司在展会上推出IRB 1660  ID+IRBT 

2005船舶中小组立自动焊接系统，如图67所

示。机器人焊接路径参数化离线自动生成，通过

激光扫描寻址和电弧跟踪双重确保焊缝质量，并

根据焊脚宽度和焊接位置合理设置焊接参数。

5.7  小  结

近年来，电力电子技术和信号处理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科学迅速

发展，焊接作为制造业的重要一环必然走向智能化，以降低对人的操作水平的

依赖。

焊接智能化技术是指利用机器模拟和实现人的智能行为实施焊接工艺制造的

技术。焊接智能化技术包括焊接设备、传感与检测、信息处理、过程建模、过程

控制器、机器人机构、复杂系统集成设计的实施，焊接智能化技术是综合的系统

集成技术。其中，焊接设备即焊机本身的智能化是实现焊接工艺智能化的根本，

也是难点。

图66  KR8 R1420 ARC HW焊接工作站

图67  IRB 1660 ID+IRBT 2005船舶
中小组立自动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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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是工厂自动化的一部分。近几年，中国机器人市场的增长速度一

直处于世界首位，2016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保有量将超过13万台。

在政府产业政策激励和市场需求带动下，机器人企业集成化和产业化能力不

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新企业积极投身于机器人产业，机器人集成进入快速发展

期，市场竞争加剧。从行业应用看，工业机器人在计算机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中的应用较为集中；从应用领域看，搬运上下料机器人

占总销量的45%，位居第一；焊接机器人销量占比为26%，位居第二。

目前，机器人市场为国际四大巨头垄断，国产机器人技术含量不高，使用成

本及维护成本双高。受技术积累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机器人企业的研发还处于经

济型本体为主要方向阶段。在制约国产机器人本体的“关键五要素”（伺服系

统、控制器、核心算法、精密减速器、应用和集成技术）上，国内企业仍处在艰

难的攻坚路上。现阶段，虽然核心零部件国内有企业研制出来，但是技术方面与

国外有差距，还需要突破。

虽然机器人和相关零部件的国产化道路困难重重，但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

级、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挑战，人口红利下降，生产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在

高精尖领域和危险岗位广泛使用机器人是必然趋势。国内外很多焊机生产厂家都

在为研发智能化焊机而不懈努力。

针对当前焊接行业最热门的话题——智能化，国内众多规模厂商和特色企业

的大量精力都集中在做机器人、传感器、控制器等硬件上。焊接智能化的关键是

给机器什么样的智能，赋予怎样的知识软件和技能软件。智能化焊机除应具备与

机器人、计算机、互联网等外部设备的交互功能外，更重要的应该是提高焊接工

艺性能，自动适应生产状态的变化，摆脱对操作人员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要求，进

而真正实现用机器替代人的焊接。在这方面，国际先进企业更注重通过“破译电

弧的DNA”，分析焊接的每个微小细节，对焊机系统部件和控制理念进行相应改

进。更加注重互动、个性和改进。互动是指软硬件的人机交互界面，以及焊机与

外部执行机构如机器人或网络控制等的连接和数据交换简便；个性是指一台智能

焊机具有无限的工艺可能性；改进是指智能焊机具有超越传统弧焊设备的优异工

艺性能，即对电弧的改进。

除大批量生产外，针对小批量多品种模式的智能化，如何进行设计也是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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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焊接的关键问题。不能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最大障碍是因为机器人

是死的、变位机是死的，生产所面对的对象就必然受限。协作机器人在个性化、

小规模、变动频繁的小型生产线或者人机混线的半自动环境能发挥巨大作用。

焊接智能的发展要从信息化和数字化入手，智能制造的新三基是传感器、工

业软件、知识库。现在的焊接只能给出电流、电压和焊接速度等数据库。而现实

中，高端及重大构件的焊接需要掌握母材热输入，以及热输入量对母材组织性能

影响的认知，即焊接智能的知识阶段。

迄今，国产机器人鲜有长期用于焊接服役。如何赶上世界焊接机器人的先进

水平，是制造基础问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没过关，许多地方连

自动化、数字化还没过关，怎么实现智能化！

中国的焊接自动化、设备数字化与其他行业相比具有一定先进性，柔性化和

传感技术已在很多项目得到应用。我国的单机智能识别、智能判断、智能反馈已

基本实现，经过努力焊接智能化定能赶上世界先进步伐。中国焊接不仅要迈向高

端，更要创新发展。焊接已经历从手工作业、机器作业、自动化作业、数字化作

业到智能化作业的过程。目前，这个过程依然可以并联发展，可以既搞数字化也

搞智能化。

在智能化制造中，焊接行业自身的制造能力和制造能力的输出都需要提升。

近年，中国电焊行业的骨干企业在提升制造能力方面取得很大进步，核心企业在

生产规模和硬件设备的投入上有很大改善。如，北京时代公司自身智能化制造水

平不断提高，从管理软环境、设备硬环境、中间依靠MES（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连接上都做了大量工作，ERP、物料管理系统（条码）、成品物流自动化管理系

统等深入应用，提升了北京时代的生产和管理水平。华恒公司从2003年起，开始

集成焊接机器人业务，累计完成上千台套的焊接机器人设备，并开创性的在国内

打造智能化焊接车间。

6  自动化焊接装备及配套产品

6.1  直角坐标机器人

图68为时代公司最新推出的直角坐标机器人。它由三个直线轴和两个旋转

轴组成。该系列产品按自由度可分为两坐标机器人、三坐标机器人、四坐标机器

人、五坐标机器人、六坐标机器人等。它以直线轴架构主体，旋转轴辅助末端执



53

展
会
技
术
报
告 

  

焊
接
设
备

行器变换姿态的方式实现各类工作。该产

品与常规机器人相比具有末端承载大，工

作范围广等优势；采用专用控制器，具有

示教、离线编程、自动寻位和复合摆动等

功能，配合各类传感系统，轻松实现智能

化作业。配备不同的末端操作工具，直角

坐标机器人可以非常方便地用于各种自动

化作业，如焊接、切割、搬运、上下料、

包装、码垛、拆垛、检测、探伤、分拣、装配、贴标、喷涂、目标跟随、排爆等

一系列工作。

以焊接为例，该机器人采用5轴机械传动方式，通过龙门桁架x、y、z轴的直

线进给，实现焊枪位置大范围调整，有利于实现各种大中型工件的焊接作业，焊

接范围广，适用性高；通过两回转轴的旋转及其他轴的跟随，实现焊枪姿态调

整，可实现平焊、角焊、立焊、仰焊、平面曲线和空间曲线等焊接工况。配备时

代9系数字化脉冲气保焊机，可与控制器信息连成一体，参数调整更加便捷，优化

焊接工艺的同时极大保证焊接质量。设备适用于钢结构、传动箱体、设备底座、

桥式横梁、车厢侧板、集装箱侧墙及各类相贯线等大型工件焊接，也可与其他设

备和辅具组成生产线。

TZR 15 20 10-W-（T）主要参数：末轴承重10kg，轴数5，x轴行程1500mm

（可定制），y轴行程2000mm（可定制），z轴行程400mm（可定制），C轴

行程±180°，A轴行程0～180°，重复定位精度≤0.1mm，单程序记录点数

≤999。

设备主要功能包括：①示教功能。控制系统可以通过示教盒将动作顺序、运

动速度、焊接参数、位置等信息用一定的方法预先交给机器人并记录在存储器

中，需要操作时回放即可；②寻位功能。在批量生产中更换工件后，机器人沿预

定程序通过枪管或焊丝与工件电流的通断检测工件位置，计算与示教工件位置偏

差，找到正确的工作位置；③摆动功能。系统通过各轴拟合运动，实现各个方向

的摆动焊接，增加焊缝宽度，提高焊接效率；摆动类型有正弦波、三角波、圆弧

波可供选择，摆动频率和摆动幅度调节方便；④防碰撞功能。焊枪配备防碰撞传

图68  直角坐标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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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在碰撞上障碍物时机器人自动停止动作，移除障碍物后，清除示教盒界面

上的报警，机器人恢复原位继续运行，增加人身及设备安全。

6.2  数控相贯线切割与焊接机器人

图69为莱州市得利安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推出的专利产品DXGR-6300HP六轴

数控相贯线切割&焊接机器人。设备可对各种圆形钢管实现三维相贯线坡口切割

与焊接作业。结构独特新颖、操作简单，切割与焊接快速转换，是可实现高难度

自动数控相贯线切割与焊接的机器人多功能系统。

图69  六轴数控相贯线切割&焊接机器人

6.3  单丝窄间隙埋弧自动焊

与传统埋弧焊相比，窄间隙埋弧焊的坡口窄，焊材填充量小。因此，焊接效

率高，综合成本低；与窄间隙TIG焊和窄间隙MIG焊相比，窄间隙埋弧焊的焊前准

备时间较短，坡口制备要求不高，易于工人掌握；窄间隙焊接热输入小、热影响

区窄、晶粒长大区域小。因此，残余应力和焊接变形小；窄间隙埋弧焊属于有规

律的多层多道焊接，每一层焊缝对前面的焊缝具有回火作用，细化了焊缝金属晶

粒。因此，焊接接头的韧性较好；窄间隙焊缝侧壁熔深一致，母材金属能够均匀

稀释到焊缝中。因此，热影响区的宽度和焊缝金属的成分比较均匀。主要用于锅

炉、压力容器、石化以及核电制造等领域中厚板筒体环缝和纵缝焊接，适用于碳

钢、低合金钢、低温钢以及珠光体耐热钢等多种材料的窄间隙焊接。

时代公司推出的单丝窄间隙埋弧自动焊设备（图70），由时代窄间隙机头

FD11-350NG、重型焊接操作机或龙门架体、自动防窜滚轮架、埋弧焊接系统、

全数字化集中控制系统、焊接输送回收装置等组成。通过大幅度降低焊缝填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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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效化焊接。该设备具有自动送料、自动回收、自动脱渣、自动换道以及自

动跟踪等功能；由精密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组合传动的窄间隙焊枪摆角机构（已

申请发明专利，专利号：201610244260.2），确保焊枪的重复到位精度和使用寿

命，具备高可靠性；分组式机械跟踪装置能够进行高精度二维跟踪，确保焊丝端

部到坡口侧壁的距离以及焊丝伸出长度恒定；全数字、网络化集中控制系统确保

操作简单、使用便捷，具备掉电、出错记忆功能，设备重启后能记住断电前所有

参数。

图70  时代单丝窄间隙埋弧自动焊设备

采用高精度转角式焊枪，具有自动跟踪、自动换道、自动脱渣、自动变速等

职能化特点，可进行高精度多层多道焊接，保证侧壁可靠融合；跟踪方式采用机

械接触式。其中，横向跟踪爪分别以坡口两个侧面为基准，高度跟踪轮以坡口底

部为基准。跟踪传感元件采用高分辨率旋转编码器，具有跟踪精度高、可靠性

强、对坡口装配精度不敏感等优点；绝对值控制系统能够实时记忆并存储当前

值，具备掉电、出错记忆功能，当设备重启

后能记住断电前所有参数。该设备具有金属

填充量小、焊接处韧性好、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等优点，显著降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

提高焊接质量和效率。设备适应工件直径

≥800mm，壁厚≤300mm，横向跟踪精度

±0.30mm，高度跟踪精度±0.50mm。

6.4  全位置窄间隙热丝TIG焊接系统

图71为开元集团开发的全位置窄间隙热

丝TIG焊接系统，适用于厚壁的窄坡口全位置 图71  全位置窄间隙热丝TIG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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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通过电极摇动与热丝TIG配合，进行稳定高品质、高效率焊接。通过电极

摇动使电弧面朝向坡口壁充分熔透。焊接电流脉冲控制，在坡口的两端焊接电流

为峰值，坡口壁焊缝无缺陷。同时，小电流焊接控制热输入。配置三方向AVC跟

踪功能、全位置范围内设置18个区，每个区具备不同的焊接参数，实现无人化操

作；电弧自动跟踪，无需安装摄像头及探针仿行附属装置，无需更换焊枪，在深

150mm的窄坡口内仍可进行一层一道焊接，二次气体全面密封保证焊接质量。

6.5  激光焊接/切割自动化柔性生产线

大型换热器是石油、化工、核电装备的重要换热装置。大型板式换热器通常

由许多换热板片单元组成。一个换热板片单元通常由两片波纹板焊接而成，该波

纹板厚度≤1.5mm，长度2000～20000mm，材料多以不锈钢为主。目前，国内

生产的该类换热器板片大量采用电阻缝焊，焊接变形大及焊缝耐腐蚀性能相对较

差是其主要焊接问题。机械科学研究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成功开发我国首套大

型换热器板片激光焊接/切割自动化柔性生产线，如图72所示。该生产线总长度

75m，可实现厚度0.5～1.5mm、宽度200～2000mm、长度2000～20000mm的

大型波纹板片的上料、组装、传输、激光焊接、激光切割、落料生产的全自动

化，填补了国内空白，整体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图72  换热器板片激光焊接/切割自动化柔性生产线

6.6  焊接无线技术

传统的焊接设备间或控制器间一般采用线缆连接方式。由于焊接设备工作环

境通常处于高温、焊接飞溅状态，线缆极易被烫伤或被工件砸坏，从而引起设备

故障。成都易德莱斯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为焊接领域研发了系列无线遥控器。焊接

无线技术有效解决了线缆连接中出现的故障，不仅使焊接装备的生产适应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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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还赋予参数预置和显示功能，确保焊接质

量，提升工作效率，推动焊接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展会上，重点展出B20系列焊

接中心/操作机遥控器、A10系列滚轮架/变位机遥控器、D系列定制类遥控器。

6.6.1  B20系列焊接中心/操作机遥控器

焊接中心一般包括操作机、滚轮架、变位机、电焊机等设备，针对焊接中心

/操作机间信号传输线缆易出现故障，易德莱斯公司专门研发B20系列遥控器，如

图73所示。该系列遥控器除解决线缆引起的故障外，增加了焊接电流电压预置功

能，普通焊机也可实现预置参数，提高工作效率。

图73  B20系列遥控器

B20特点：跳频传输，抗干扰能力强；遥控距离达300m（直线空旷距离）；

带模拟量输出功能，支持3组变频器速度调节和一组电流电压调节；支持28组开

关量输出，可以扩展至36组输出；带反馈显示功能，支持一组电流电压的反馈显

示；支持收款时间设定功能。开启收款功能后，运行至设定时间，需要输出密码

才能继续使用。

6.6.2  A10系列滚轮架/变位机遥控器

滚轮架在使用过程中，对控制距离要求

比较远，最远直线距离可达100m。A10系列

遥控器针对滚轮架的实际使用过程进行特殊

优化，在半密封筒体内焊接作业也能正常遥

控设备。A10系列接收器和遥控器见图74、

图75。

代表性产品为A1012型，特点为：跳频 图74  A10系列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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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抗干扰能力强，在高频焊接、氩弧焊、等离子

切割等作业时无干扰；遥控距离可达300m（直线空

旷距离）；带模拟量输出功能，支持1组变频器速度

调节和滚轮架的正反转、行走、手动/联动控制输出；

遥控器带速度反馈显示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设备的不

同设定显示不同的速度单位和速度范围；遥控器体积

小巧，方便携带。遥控器手持设计磁铁，方便吸附在

铁质工件上；具有掉网急停功能，在遥控器手持掉网

后，接收器选择性启动急停保证设备和人员安全。

6.6.3  D系列遥控器

该系列遥控器为定做类遥控器，可以根据设备

具体功能设计制作。其中，D20型可直接与PLC双向

通信，通过PLC设定遥控器液晶的显示内容和遥控器

的按键功能和输出等。该遥控器是易德莱斯公司专

为焊接特种专机开发的产品，具有扩展性强，调试

方便，可靠性高等特点（见图76）。

7  数字化焊接电源

目前，国内外焊接设备行业顶尖技术和产品，尤其是在数字化、智能焊接领

域取得多项突破，是焊接自动化行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展会汇聚国内外焊接电源

企业，展出数字化与智能化焊接领域最新焊接电源产品，大多都搭配机器人焊接

工艺。常见企业如山东奥太、上海沪工、北京时代、上海通用重工、凯尔达、

瑞凌、汉神、沪通、华远、华意隆、北京华巍科技、太原星云、威特力、松

下、EWM、OTC、肯倍、林肯、米勒、泰尔稳、法液空、伏能士以及克鲁斯等

约50家。

7.1  数字化控制IGBT逆变式交直流双弧双丝埋弧焊设备及工艺

交直流双弧双丝埋弧焊是应用最多的高效焊接方法。数字化控制技术的应用

使得双弧双丝埋弧焊系统的控制界面更加直观，便于操作；焊接过程控制更加智

能化。双弧双丝埋弧焊的工艺特点决定其焊接方式不仅能实现高效焊接，而且能

提高焊接质量。

图75  A1012手持效果
（带保护套）

图76  D20型特种专机定制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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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丝埋弧焊是高效焊接方法的一种，但在实践中应用最多的，仍然是双丝或

三丝系统。双丝埋弧焊具有焊接生产效率高、焊缝质量好、节能显著、降低裂纹

倾向等多项优点，尤其适合中厚板长缝焊。广泛应用于造船、压力容器、桥梁、

钢结构、起重机械等领域。双弧双丝埋弧焊工艺自从20世纪问世以来，历经几十

年发展日臻成熟。近10年来，随着电力电子器件的进步，控制技术的完善，数字

化技术的运用，双弧双丝埋弧焊从设备到工艺都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以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控制IGBT逆变式双弧双丝埋弧焊系统为

例，对其设备及工艺特点进行说明。

图77为佳士科技数字化控制IGBT逆变式双弧双丝埋弧焊系统。其电源部分由

直流ZD7-1000与交流ZDE-1000数字化电源构成。ZDE-1000为数字化控制IGBT

逆变式交直流方波埋弧焊电源，交流焊接时输出频率可在10～100Hz范围内逐Hz

调节。同时，支持正负半波幅度不对称、宽度不对称电流波形的输出。为在焊接

过程中通过调节交流电源的输出波形最大限度地控制熔敷率提供了可能。

图77  佳士科技交直流双弧双丝埋弧焊系统

系统控制器采用数字化控制方案，参数调节准确直观；具有参数记忆功能，

可自动记忆上次焊接所使用的参数；支持多种焊接模式，即可单弧焊接，又可双

弧焊接；双弧焊接时即可共熔池联动控制，又可不共熔池单独控制；任意时刻均

可调丝调车。面板划分两大区域，分别控制两台电源，较小区域负责小车控制。

整个控制部分由数字化系统构成，控制器与电源之间通过RS485串行通信，控制

电缆芯数少。在控制器上可以实时在线预置并显示焊接过程中所有参数。例如，

电流、电压、引弧电流、引弧速度、初始电流及时间、焊接速度及方向等。支持

完整的可预设焊接过程，包括初始段、上坡段、焊接段、下坡段、收弧段，各段

参数均可独立预置。具有智能化的引弧控制策略，引弧成功率可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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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控制IGBT逆变式双弧双丝埋弧焊系统工艺特点：①节能降耗。双弧

双丝埋弧焊在共熔池焊接时两个电弧共同作用于一个熔池，前弧为直流大电流电

弧形成熔深，后弧为交流高电压电弧形成盖面，焊接过程一次完成，避免单丝埋

弧在焊接时工件需要二次加热，焊剂需要二次融化所带来的热量消耗；②实现高

速焊接。双弧双丝共熔池焊接形成的熔池较长，金属在固熔态时间也较长，与单

电弧焊接相比，熔池冷却速度和热循环过程都较慢，焊缝中的微量元素有较长时

间扩散，低熔点共融物因过冷度的降低而减少了成分偏析。这些特点反映到焊接

上，表现为焊接速度得以提高，尤其在厚度较小的材料焊接实践中已得到证实。

实验证明，在相同焊接线能量条件下，双丝埋弧焊的焊接速度比单丝交流埋弧焊

提高59%，比单丝直流埋弧焊提高67%；③熔敷速度提高。焊接过程中，熔敷速

度的大小表征焊丝金属通过熔滴过渡转化为焊缝金属的快慢。熔敷速度越高，形

成一定尺寸焊缝需要的时间越短，生产效率越高。有研究表明，在焊丝电流密度

相同条件下，双丝埋弧焊的熔敷速度比单丝交流埋弧焊提高108%，比单丝直流埋

弧焊提高64%；④气孔敏感性降低。双弧双丝焊接时熔池搅拌充分，冷却速度减

慢，气体溢出时间充分，因而气孔敏感性减低。有试验表明，双丝双弧焊接的气

孔敏感性约为单电弧焊接的1/4；⑤热裂纹倾向明显降低。有试验证明，在一定条

件下，保持相同的线能量焊接，单电弧时的表面裂纹率平均为27%，而双弧双丝

焊接时的表面裂纹率仅为12%。可以看出，由于焊缝冷却速度降低，焊接时产生

表面热裂纹的倾向明显降低。

7.2  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智能脉冲焊接电源

北京华巍中兴电气有限公司隆

重推出基于互联网+的智能脉冲焊接

电源产品NBM-500RD（图78），

在操作界面、参数设置、控制方式

等方面相比于同类产品有创新。

7.2.1  HMI触摸式人机交互操作界

面

华巍公司推出的NBM-500RD

智能数字化逆变脉冲焊接电源采用
图78  华巍电气推出的全数字化

NBM-500RD逆变脉冲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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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触摸屏操作，直观方便地选择各种功能。内置焊接专家数据库，只需输入少量

参数（例如母材类型、板厚和焊丝直径），系统自动调用已经保存的专家程序，

获得最优焊接参数。焊机主界面如图79所示。

图79  焊机主界面

HMI界面可以点动送丝、点动退丝、气体检测，还可选择焊丝直径、母材类

型、焊接模式；数显位置可以显示焊前的预置电流电压以及焊接过程中实时的焊

接电流电压。同时，数显位置还可切换显示焊角尺寸、板厚、送丝速度、水箱温

度、焊接速度等。该界面可选择2步、4步、焊铝特殊4步及点焊操作模式；可选择

单脉冲/双脉冲/非脉冲焊接模式；还可选择机器人及焊接专机经常用的TIG接触引

弧焊接模式以及选择手工电弧焊功能。焊机配有过温、过流报警指示灯以及起弧

成功指示灯，方便配套焊接专机或焊接机器人使用。

7.2.2  个性化焊接专家数据库

焊机在参数设置和使用时，可以切换到焊接专家数据库界面和焊接参数设置

界面（图80）。

图80  焊接专家数据库与焊接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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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界面，可以按照焊接习惯自行输入匹配好的焊接参数，也可以通过软件

更新升级到华巍公司最新的焊接专家数据库。输入母材厚度，系统自动匹配相应

的焊接参数。

在该界面，可以输入焊接需求，如母材厚度、焊接速度、提前送气时间、滞

后送气时间等参数，系统自动匹配最优焊接规范，降低对操作人员的专业要求，

提高生产效率。

7.2.3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远程监控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移动应用等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工业革命

提上日程，工业转型进入实质阶段。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相继出台，

表明国家开始积极行动，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实现工业化转型。利用物联网技术

和监控技术加强信息管理服务，提高生产过程可控性、减少生产线人工干预，合

理计划排程。

该款数字化焊接电源配有移动通信控制系统，可在智能终端上安装华巍公司

开发的APP软件，对远程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故障诊断、处理设备运行中的

突发状况、合理安排调度多台套设备的生产节拍，实现效率和资源最大化利用。

同时，该款APP的远程监控功能也可以方便快捷地知道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在线为客户解决，降低售后成本。移动终端APP如图81、图82所示。

图82  应用分类界面图81  远程操控APP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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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机器人数据实时交互系统

除上述创新设计外，该产品延续华巍机器人专用焊接电源的优势功能，针对

国内外各品牌机器人专门设计软硬件，开发了专用通信接口，可与机器人实时数

据交互，完成焊缝起始点寻位（始端检出）、焊接过程电弧自动跟踪等智能功

能，并可完全受控于机器人控制系统进行参数预设和实时调整，保证焊接工艺稳

定性。

7.2.5  NBM-500RD性能特点

①与机器人总线连接操作简便，数据传输稳定，产品可靠性高；②可通过示

教盒手动改变焊接参数，或通过编程实现机器人自动焊接；③可实现焊缝寻位变

摆宽自动焊接功能；④可实现角焊缝寻位电弧自动跟踪功能；⑤可实现V型坡口焊

缝寻位电弧自动跟踪功能；⑥可实现平焊缝到斜坡焊缝或阶梯焊缝弧长自动跟踪

调节功能；⑦单脉冲/双脉冲/非脉冲焊接模式都可实现稳定的电弧跟踪焊接过程；

⑧卓越的收弧去小球控制使收弧时焊丝端部无残留小球，提高再次起弧成功率，

并保证焊接终止后机器人焊枪干伸长度保持一致。

7.3  机器人专用逆变式气体保护焊机

图83为成都华远NB-350/500HD（ROB）机器人

专用逆变式气体保护焊机。产品专为机器人焊接配套设

计，主要用于普通低碳钢、低碳合金钢等材料的焊接。

具有与机器人通信的I/O接口；机器人示教器能精准控制

电弧焊机的焊接电流和焊接电压，并实现起弧、送气、

手动送丝、手动退丝功能；实时反馈待机、成功引弧、

粘丝等信息给机器人，进行智能处理；具有起点寻位检

测功能，保证批量焊接产品的一致性；送丝机构重量

轻，极大降低机器人臂附加负载；送丝机构上设有手动

送丝按钮，装丝更便捷；预留两路数字输入和两路输出的可编程接口，用于特殊

功能拓展；继承NB-HD系列电弧焊机的所有功能和特性。

7.4  开放式专家操作模式的数字化智能焊机

与工业4.0接轨，麦格米特公司推出全数字IGBT64kHz工业重载智能化焊机，

实现开放式专家操作模式，满足客户专业要求。针对特种应用市场，也可实现量

图83  华远NB系列机器人
专用逆变式气体保护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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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定制的焊机效果；标配增强型

CAN BUS接口及各类丰富的接口

协议，使焊机和机器人、自动工

装、群控系统能实现无缝数字对

接；基于麦格米特专家焊接数据库

的建立，一元化操作与宽适应范围

的电弧特性相结合，大幅提升自

动化焊接系统的可操作性和容忍

度；全数字控制配合业界顶级的

电源抗干扰设计，即使在极端温度、湿度、电网波动、浪涌冲击、高频传导辐射

等条件下，焊接参数输出始终如一，稳定性压倒一切；高精度采样控制，实现单

片机全电流范围（30～500A）高品质稳定焊接；机器人机型同时标配模拟接口和

各类数字接口，实时反馈焊机参数，配合机器人算法，完美实现电弧跟踪，高达

500kHz的高速数字通信系统，避免采用中继设备带来的畸变和延时，大幅提高系

统响应节拍；灵活的通信协议配置，深度开放焊接参数，将焊接极限大幅延伸，

追求“更稳”“更快”“热变形更小”等。通过Devicenet实现自主研发焊机与

FANUC机器人的通信，并将焊枪作为机器人手臂的一部分与机器人手臂融为一

体，提高灵活性和便捷性。图84为Artsen PM 400 F脉冲智能焊机与机器人通信

系统。

7.5  聚弧脉冲焊接电源

德国Rehm公司的MegaPuls Focus焊机具有脉冲和聚弧功能，其UI控制是电

压先导模式，对磁场干扰不敏感。因此，可实现脉冲焊钢和焊接过程中电弧高度

集中、熔深显著加大。如果采用聚弧+脉冲焊接方法，焊接速度可提高约30%，

省电达30%。

7.6  数字化焊接电源

杭州凯尔达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示了新型CO2低飞溅机器人焊接系

统，如图85、图86所示。为了实现CO2低飞溅焊接，新开发了推拉脉动送丝与电

流同步溶滴过渡控制技术。通过高速响应的伺服马达，送丝控制技术与电波波形

控制技术相融合，CO2气体保护焊在全电流领域实现低飞溅焊接。

图84  Artsen PM 400 F脉冲智能焊机与机器人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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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激光机器人三维焊接系统如图87所示，可分别进行激光飞行点焊、6mm

碳钢板激光深溶焊以及激光脉冲热导焊演示。该系统采用脉冲模式，精确控制焊

接能量，激光斑直径小，可精确控制焊接位置；实现非接触远距离焊接，焊接难

以接近的部位；具有焊接速度快、变形小、成型美观等特点。

图88  唐山松下GL4系列全数字控制脉冲MIG/MAG焊机图87  光纤激光机器人三维焊接系统

7.7  GL4系列全数字控制脉冲MIG/MAG焊机

唐山松下产业机器有限公司GL4系列全数字控制脉冲MIG/MAG焊机（图88）

产品有350/500GL4两种规格，可实现碳钢、不锈钢、铝、镀锌板、高强钢的

焊接。

GL4系列焊机主要特点如下：a控制部分采用40kHz+四核DSP，具有强大的

演算能力，同时采用唐山松下自主开发的软件控制算法；b搭载新开发的混合电

子电抗器，实现焊接波形全软件控制，可方便进化和升级焊接专家数据库；c全

图86  CO2低飞溅机器人焊接系统电流电压波形图85  CO2低飞溅机器人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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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焊机覆盖0.8～1.6mm丝径，适用母材板厚范围更广；d标配3系、4系不锈

钢数据库，不锈钢焊接性能极为出色。创新开发的波形控制技术，实现小电流领

域的低飞溅焊接；e配备ALC电弧稳定控制技术，脉冲模式下实现短电弧、低飞

溅、高速焊接；f标配ROOT根焊功能，降低焊缝热输入量，轻松应对大间隙焊

接、打底焊、单面焊双面成形以及薄板焊接；g可扩展Deepen深透弧功能，电弧

穿透力强劲，适应窄坡口大熔深的焊接需求，降低焊材成本、减少加工量、实现

高效焊接；h可存储调用100组焊接规范；i带有模拟和数字接口，可作为专机

电源和机器人电源；j配置高速电子电抗器控制技术、熔滴检测与控制技术以及

脉冲与短路融合控制技术，GL4具有出色的低飞溅特性和更高的综合性能；k焊

接不同材质，需要选择相应配置。可提供镀锌板、高强钢、铝等多种材料的扩展

软件包；l可接入松下iweld智能焊接管理系统，实现焊接过程全面管理；m极好

的引弧性能，适应高速点焊。

7.8  全数字逆变交直流埋弧焊电源

唐山开元特种焊接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采用

全数字IGBT控制交直流两用埋弧焊电源（图89）。采

用数字控制系统，应对高端自动化焊接、信息化管理

应用。具有CAN、RS422/485专机数字接口，可连接

PLC、焊接机器人、HMI等设备；具有DCT联网接口，

可接入松下iWeld系统。内置送丝控制系统，无需外

接专用的焊接控制器。可实现AC、DC+、DC-输出，

并可实时切换，消除停机时间。可通过改变频率、占

空比、偏置改变对熔深和焊宽的控制，以满足各种工

艺需求。该电源采用逆变技术，三相输入，消除电网

不均衡问题，具有更高效率。独立并联、多弧接口，易于实现并联焊接和多弧焊

接。内置存储器，易于实现焊接规范控制和焊接规范追溯。

7.9  小  结

我国数字化焊接电源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技术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我国

重大工程中，国产焊接电源所占比重严重不足。阻碍我国焊接电源向高技术发展

的原因，是焊接设备制造企业普遍对高服役性能材料重视不够，基础研究严重 

图89  全数字逆变交直流
埋弧焊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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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

面对先进高端金属材料（高强材料、先进耐腐蚀材料、先进耐热材料等）的

焊接性，面对能源工业镍基合金700多℃高温下的蠕变强度经过焊接后是否能达到

可使用要求，如何使焊接接头不降低母材的服役条件，面对铝合金焊缝如何达到

不低于母材性能的挑战等众多问题，不仅是焊接工艺的挑战，更是焊接设备企业

必须下功夫研究的问题。

在世界先进焊接技术行列，搞焊接工艺的不能不懂装备。国外知名的焊接设

备厂商不仅懂设备的制造，对关键焊接工艺的研究也非常深入。正是有扎实的对

被焊材料的认知、对焊接工艺的深入研究，才诞生诸多领先世界的独特新工艺焊

接电源，才能在重大领域占领市场。焊接设备不仅是硬件和控制技术，还包括焊

接工艺软件。软件融入设备才能使设备增值。

对电弧的认识深入到微观尺度的电离状态，才能在数值模拟时把电弧模拟得

更真实。我国的焊接设备厂商，在设备与焊接工艺相结合方面有明显差距，开展

数字化焊接设备的研发，应更好了解被焊材料，深入认识电弧，掌握弧-源之间的

联系，才能获得高附加值的设备。

焊接基础研究特别重要，发展的各个阶段不可逾越。焊接智能化首先是数字

化；第二是焊接电源针对用户的定制化；第三是科技发展要为经济服务。

在研究焊接该怎么发展时，一定要研究相关行业，整个制造业如何发展、趋

势是什么，才能找到焊接的发展方向。

8  增材制造

3D打印，即快速成形技术，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金属或塑料

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构造物体的技术。国外称为增材制造，基本

原理是离散-堆积原理。主要有同步送粉式和铺粉选区熔化式两大技术发展方向。

目前，采用激光技术用于金属零件3D打印的主要方法有：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

SLS、直接金属激光烧结技术DMLS、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SLM以及激光近净成

形技术LENS。

8.1  激光3D打印

大族激光3D打印系统采用多项自有专利技术，涵盖光机设计、软件技术、自

动控制、材料研发、工艺测试等环节。以可靠的DLP技术为基础，以层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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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层曝光模型数据，实现高速度、高精度、高均匀度的三维成型，特别适用于有

高精度要求的3D打印领域，如数字。

大族激光钣金装备事业部3D金属打印技术自2012年起至今，技术方面已取

得长足进步。从最早的旁轴侧送粉的激光熔覆头，到环形和四路同轴送粉3D打

印头，再到现在同轴条形送粉专用头，技术上不断更新推进。同轴条形送粉专用

头可用于航空、航天、汽车等零部件制造，大大提高激光3D打印的效率和产品 

性能。

大族激光的3D打印产业链涵盖浇铸产业的腊模制作、牙床医学的树脂模型以

及金属材料的增材制造。近年连续推出睿逸系列3D打印产品。金属材料3D打印机

器人加工系统，如图90所示。大族激光有着深厚的激光熔敷基础，为3D打印产品

研发打下良好基础。

图90  大族激光3D打印设备及打印样品

8.2  高能束智能增材系统

随着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制造2025”以及新型能源材料的提出和

实施，不仅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始增材制造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有相关经验的民营企

业也着重推动并培养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及再制造行业在增材技术方面的应用。

宁波驰迈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能束智能增材新技术服务及应用

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生产高能束智能增材设备。其机器人柔性工业增材生产系

统，主要展示了工业机器人与高能束电源以及高能束枪高度集成结合的新型结构

和应用方式，并使用变位机和卡盘对外部的工装夹具自动控制，实现生产和加工

的全自动运行。充分展示了CML在自动生产系统方面全新的技术创新能力和集成

技术与工装设计制造水平，带给焊接领域全新的清洁生产工艺。



69

展
会
技
术
报
告 

  

焊
接
设
备

CML在智能设备、技术支持、全面合金化解决方案累积了大量的合金材料应

用经验。展会推出的高能离子束流增材设备及原材料和相关工艺，如图91、图92

所示。该设备利用等离子弧为热源熔化合金粉末实现零件快速成形，主要技术参

数：单层厚度0.5～5mm，单层宽度3～12mm，摆动宽度15～40mm，增材速度

4～7kg/h，增材稀释率4%～8%，结合强度700～1300MPa。

图92  试样及增材材料

图91  高能离子束多功能增材设备

8.3  激光熔覆技术

Laserline公司采用激光加工工艺将粉末及附加的气体同轴或侧轴输送到激光

光束位置，激光光束将粉末熔化到基体材料上实现增材制造。与传统的修复焊

接工艺（PTA）相比，激光熔覆焊接减少粉末与基体材料的混合，具有热影响区

小、粉末利用率高、附着力好等优点，如图93、图94所示。

图93  激光熔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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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具特色的焊接装备

9.1  LNG船殷钢列板缝焊机

LNG船是国际公认的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三高”产品。唐山开元

阻焊设备有限公司针对No.96型LNG船液货舱的建造，设计研发了LNG船殷钢列板

缝焊机（图95），实现船舱围护系统殷钢板（含镍36%的Fe-Ni合金）的连续焊

接。LNG船殷钢列板缝焊机是整个围护系统建造中重要的设备之一，全船焊缝总

长度达130km。包含平、立、仰等共计10个位面的焊接，且不允许有任何漏点。

该设备已通过法国GTT公司认证。

图95  LNG船殷钢列板缝焊机

殷钢列板缝焊机使用中频焊接系统，控制精度高，焊接质量优；采用交流伺

服驱动系统和特殊机械结构。该设备克服自重，在没有任何支撑力的前提下仰面

图94  熔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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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平稳行走进行焊接；触摸屏一体可视化界面，集焊接参数设置、存储、电流

监控、焊接设备故障报警、操作规程于一体的全面焊接过程监控系统，具备绘制

实时电流曲线、存储等功能，每一条焊缝质量都得到保障。

其成功研发从根本上摆脱国外进口设备在此类船型造船行业的垄断，对推进

我国LNG船舶业的发展、促进LNG船舶行业技术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9.2  超小机头埋弧焊接操作机

图96超小机头埋弧焊接操作机

由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研

发，是国内首台套小筒体焊接专机。

适用于水利、化工、石油等行业要求

内径不小于300mm的小筒体内外纵缝

焊接。

与传统操作机相比，横梁采用铝

合金型材结构，直线导轨设计，刚性良好。横梁升降丝杠传动，横梁伸缩齿轮齿

条传动。机构运动平稳、传动精度高、下挠度低、设备加工量少。横梁伸缩交流

变频无极调速，恒转矩输出，速度平稳，提高焊接效率，降低焊接综合成本。机

头前端有定位装置，可有效抑制横梁下挠带给机头的影响。推丝焊接方式有效解

决各类内径不小于Φ300mm筒体内外纵缝焊接的难题。可实现与本公司其他产品

联控，满足客户选择自动化程度高、配置丰富、性价比合理的采购设备需求。筒

体内外焊剂有辅助设备完成输送与回收，质量高，减少人工清理焊剂。焊接机头

人性化设计，配备高清摄像头，激光指示灯，机头调节机构，使用操作机通过控

制中心即可完成焊接作业。该设备可选择各种埋弧电源，以满足客户焊接需求。

9.3  轨道、管道焊接系统

肯倍公司推出多款轨道及管道焊接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9.3.1  A3 MIG轨道焊接系统

通过焊机与机械部件有机结合，成为提高机械化MIG焊接效率最为经济有效

的方式，如图97所示。利用焊机中Kemppi Wise Fusion和Wise Penetration应用

软件提高焊接效率，并借助集成的用户界面和电源节省时间并降低成本，可用于

管道环缝及轨道焊接。与肯倍FastMig X&M通过七芯插头连接。焊接过程可以调

图96  超小机头埋弧焊接操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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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通道，对中带摆动，焊接管道外径可达1500mm，适

用于管道和管线、海洋石油、造船、风电水电站等领

域。并且在轨道焊接中，得益于电池驱动托架而无需单

独电源线。

9.3.2  A5 MIG管道全位置焊接系统

利用一套机械化设备和电源（WFX 300P）构成环

缝焊接系统，实现环缝全位置焊接，如图98所示。借助

Kemppi Wise Root+，Wise Fusion和Wise Penetration

应用软件高效地从打底焊至填充盖面，通过一个用户界

面对整个系统进行集成和简化控制，从而大大提高生产

效率和质量。

图98  A5 MIG管道全位置焊接系统

9.4  智能数据驱动系统

机器人应用从最初的单纯人工示教再现（T/P）发展到目前的离线编程技术

（OLP），效率上有大幅提高。但是，在制造模式为单件、小批量、多品种的

行业，如造船行业里，传统的离线编程技术已经不能满足行业对生产效率的需

求。这正是在行业里很难推广机器人应用的真正原因。在此背景下，唐山开元

自动焊接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开元智能数据驱动系统——KIDDS（Kaiyuan 

Intelligent Data-based Driving System）。

开元智能数据驱动系统-KIDDS是目前世界先进的机器人编程技术，可从繁重

的机器人视角编程工作中完全解放，是单件小批量加工业的福音；具有强大的焊

缝辨识能力，结构件3D图纸导入KIDDS后，可以快速高效生成机器人焊接轨迹程

图97  A3 MIG轨道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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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具有仿真模拟、干涉检查功能，再现准确率100%，较少对示教编程人员的依

赖，实现设备不停机连续运转，减少生产停机时间。

该系统是一种基于产品设计数据，能够自动生成加工轨迹的智能化系统。以

下为KIDDS主要工作流程（图99）。

图99  KIDDS工作流程图

KIDDS（图100）主要特点如下：①高效性。产品设计数据导入后，机器人

的动作数据自动生成，无需人工干预，大幅提高生产效率；②可靠性。具有仿真

模拟、碰撞检测功能，验证程序合格性，保证程序可直接在设备中应用，再现准

确度100%；避免大量的现场调整；③灵活性。支持产品模型（2D/3D图纸）或

设计软件的导出数据（如Tribon数据文件等），更好适应客户的实际情况；④经

济性。减少对示教编程人员的依赖，实现设备不停机连续运转，减少生产停机时

间；⑤易用性。快速搭建基于现场需求的机器人数控系统。

图100  KIDDS示意

9.5  零停机功能机器人系统

图101为FANUC零停机功能机器人系统。通常，生产线因故障停线会造成

巨大经济损失。通过事先对机器人运行参数监控做提前预测、通知用户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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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故障的部件，从而使停机时间减少为零，实现连续生产，即ZDT（Zero Down 

Time）功能。用户可通过PC、iPad等移动端实时查看机器人工作状态、生产信

息、诊断信息及保养计划。

图101  零停机功能机器人系统

9.6  手持式光纤传输激光焊接机

图102是深圳市铭镭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推出的手持式

单光路光纤传输激光焊接机，填补了激光设备行业手持式

焊接的空白，颠覆了传统固定光路激光焊接机的工作模

式。特点是双光路智能切换，分时分光能量分布均匀。手

持式焊枪的操作模式，可以对工件实现任意部位任意角度

的焊接，适用各种复杂焊缝、各种器件的点焊。CCD摄像

监视系统，方便观察和精确定位。其操作模式不但有利于

模具、广告等大型复杂产品的焊接，也使得激光焊接在室

外操作成为可能。

9.7  液体冷却机

储液箱内的冷却液由水泵吸入，经输出接口到被冷却

设备。冷却液经过冷凝器（由冷却风机冷却）降温，再回

到储液箱，如此循环带走热量，从而达到对设备冷却的目

的。适用于需要液体循环冷却的大功率焊割设备，如电

阻焊机；特别适用于冷却等离子切割机，延长割炬耗材的使用寿命。也适用于其

他行业需强制冷却的设备。因冷却功率大，不推荐使用于需要冷却功率较小的场

合，如小功率直流氩弧焊。HYW-10A液体冷却机（图103）除具有液体循环冷却

图102  手持式光纤传输
激光焊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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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必备特点外，还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采用高压泵，流量大，冷却效果好；采用大功

率冷凝器，散热功率大，冷却效果好；具有冷却液过

热、流量不足和液位不足报警及保护功能，保证设备

可靠运行；具有智能模式工作的功能，可根据被冷却

设备的工作状态自动运行，增加产品使用寿命。

自动模式：前面板工作模式选择开关置于“智

能模式”时，与该公司具有“液体冷却机通信接

口”的产品配套使用才能正常工作。该产品可根据

被冷却设备的工作状态，自动运行。当被冷却设备

停止工作8min后，液体冷却机内水泵将停止工作；当被冷却设备再次启动时，液

体冷却机内水泵立即工作。过程中，液体冷却机检测冷却液温度、流量和液位，

一旦出现异常，液体冷却机报警，且保护信号输出到被冷却设备，被冷却停止工

作，保证设备可靠运行。

从历届北京·埃森展资料可以看出，每个参展企业都以各种形式努力展示自

身的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目前，传统制造技术已被大多数制造企业所掌握，技

术屏障不复存在；掌握和拥有核心技术，对技术精髓深入理解，不断推陈出新，

企业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未来，各种新技术、新工艺将不断涌现，独具创新的个

性化产品必将层出不穷。

图103  华远HYW-10A液体冷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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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  接  材  料

根据展会组委会安排，《焊接材料》部分由国家焊接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及

中国焊接协会焊接材料分会组织业界专家编撰。

报告涵盖焊条、气保护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埋弧焊材、钎焊材料等各类焊接

材料。依据参展情况介绍产品，论述行业发展，分析市场需求，查找存在问题，提

出发展建议。

1  展会总体概述

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已连续举办21届，经过20多年发展，规模越来越

大，已成为全球生产厂商、采购商、经销商以及相关技术人才定期交流的大平台

和见面会。2016年第21届展览会上，国内外参展的焊材展商共141家。按产品类

别分别为：焊条56家，气保护实心焊丝68家，药芯焊丝44家，埋弧焊剂19家，堆

焊材料26家，软硬钎料6家，钎剂4家，衬垫材料9家，原辅料及设备11家，其他

焊接材料42家。5年来，四类主要焊接材料参展企业概况见图1。

图1  5年来，北京·埃森展焊接材料展商参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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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焊　条

参展的国内焊材生产企业中既有天津金桥、天津大桥和四川大西洋等大型企

业，也有以特种焊材知名的北京金威、哈焊所华通、安泰科技、昆山京群等中型

企业。国外知名参展企业有法液空、曼彻特、山特维克、美国SMC超合金、日

本神钢等。除法液空以法国本部名义参展，曼彻特与林肯联合参展外，其他企业

均由其国内贸易公司参展。很多国内厂家展出了用于超（超）临界火电机组、

核电、低温超低温、高强高韧性、特种不锈钢和镍基等高端应用领域的焊条。

与前几届展会相比，各焊材生产厂家明显关注焊条品种的突破，而不是关注量的 

发展。

1.2  气保护实心焊丝

国内参展的焊材生产企业有天津金桥、山东索力得、天津大桥、四川大西

洋、哈焊所华通、林肯电气（上海）、山东聚力、江苏中江、浙江新元、武汉铁

锚等。国外有神钢、奥林康、曼彻特等公司。展出的焊丝产品种类丰富，包括碳

钢、低合金高强钢、耐热钢、低温钢、耐候钢、不锈钢、铝合金、铜合金、镍基

等焊丝。为适应市场需求，众多焊材厂家不断开发新焊丝种类以适应新钢材的焊

接，展出品种越来越多。

1.3  药芯焊丝

近年来，受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影响，国内焊材市场需求萎缩，焊材

产销量相应下滑。宏观经济调整直接影响企业对市场走势的判断，企业参展热情

受到一定影响。虽然今年参展的国内焊材厂家与往年变化不大，但已难觅国际知

名品牌的身影。诸如ESAB、伯乐、现代、高丽等纷纷改参展为观展，使国内消费

者失去与厂商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但美国ITW、林肯、神钢等国际知名品牌加上

悉数到场的国内大厂家如天津金桥、天津大桥、四川大西洋等带来的新、特、优

药芯焊丝展品，基本反映目前药芯焊丝产品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1.4  埋弧焊材

国内参展的焊材生产企业有哈焊所华通、四川大西洋、天津金桥、天津大

桥、昆山京群、安泰科技等；国外有山特维克、日本神钢等公司。展出的产品涉

及钢结构制造、造船、桥梁、海洋工程、石化装备、压力容器、发电装备等行

业，用于碳钢、低合金高强钢、耐热钢、低温钢、高强高韧钢等埋弧焊材。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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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主要针对焊材消费的高端市场和发展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锅炉、承压设

备和石油精炼设备、核电、海工装备等。国外企业在该领域具有长期技术积累。

近些年，国内焊材企业取得长足进步，推出相应产品，如四川大西洋、天津金

桥、天津大桥等不乏亮点。

1.5  钎焊材料

钎焊材料生产和技术开发的国内企业有郑州机械研究所、上海斯米克焊材有

限公司、上海申澳有色焊材有限公司、浙江高博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烟台市固光

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龙烁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金华市新宇焊接材料有

限公司等。此外，葡萄牙SoporMetal公司、美国Harris公司、意大利Pietro Galliani 

Brazing公司等国外焊接材料生产厂家，通过国内代理商也有钎料产品参展。具体

产品涉及铝基钎料、铜基钎料、银基钎料、钛基钎料等多种合金系以及相关配套

钎剂，应用领域遍布煤炭开采、石油钻探、制冷设备、切削刀具、高压输变电等

行业。

从展会看，钎焊材料已逐步呈现专业化和多类化态势。专业化即专注于生产

某类钎焊材料，主要是以铜基、银基钎料为主，另有

铝基、镍基、锡铅钎料等；或以钎剂为主要产品，兼

营钎料；而且根据用户需求，钎料的规格形态不断增

加。参加展会的多是行业内较大企业，但国内仍有很

多企业未参展。从展会上看出自动化高效、优质、环

保是钎焊材料发展的重点方向。

1.6  原辅材料

原辅材料企业参展的有湖南瑞升、四川科汇、锦

州宏达、南通奥新等公司。锦州宏达、湖南瑞升、四

川科汇展出的是影响焊条性能的关键材料铁合金粉

末。南通奥新展出的是焊条和药芯焊丝的稳弧剂钛酸

钾、钛酸钠、钛酸钾钠制品。锦州宏达和南通奥新的

部分展品见图2。原辅材料厂家注重提升原辅材料品质

和品牌影响力，对焊材产业的发展和提升焊材品质将

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图2  焊条用辅料

宏达

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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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焊接材料行业发展总体概述

2.1  焊接材料产量发展概述

近10年来，随着产品结构的不断调整，焊接材料总产量整体增长速度放缓，

呈现稳中趋降态势。其中，适用于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焊接材料保持一定增幅，

见表1。

表1  2006～2015年中国焊接材料产量

年  度
焊  条
（万吨）

气保护实心焊丝
（万吨）

药芯焊丝
（万吨）

埋弧焊材（万吨） 总产量
（万吨）焊丝 焊剂

2006 175 80 12 17.6 22.4 307

2007 180 112 26 18.4 21.6 360

2008 185 116 34 17.6 22.4 375

2009 231 125 41 18.1 22.9 438

2010 220 128 51 20.3 25.7 445

2011 226 150 50 21.6 27.4 475

2012 220 160 42 22.9 29.1 474

2013 205 165 39 22.5 28.5 460

2014 195 160 40 22 28 445

2015 175 158 35 21 26 415

10年来，中国各类焊接材料占总产量的比例发生显著变化。焊条产量比例

持续下降；气保护实心焊丝的比例增长。目前，焊条和气保护实心焊丝各约占

40%；药芯焊丝约占8%；埋弧焊材约占11%。形成以焊条和气保护实心焊丝为

主体，药芯焊丝和埋弧焊材基本相当的格局，见图3。我国焊接材料产品结构将继

 图3　2006～2015年中国各类焊接材料占总产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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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调整，焊条在总产量中的占比逐渐降至30%。

2.2  中国焊接材料进出口量和进出口金额

中国一些重点工程和重大装备诸如核电、超（超）临界机组、大型加氢反应

器、海洋工程和管道工程等需要的高端优质焊接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从欧

美、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见表2。

表2　2000～2015年中国焊接材料进口统计  （万吨/亿美元）

年度
焊　条 实心焊丝 药芯焊丝 焊　剂 合　计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总数量 总金额

2000 0.15 0.04 0.17 0.03 1.12 0.21 0.61 0.19 2.05 0.47

2001 0.12 0.04 0.63 0.09 1.31 0.27 0.63 0.21 2.69 0.61

2002 0.17 0.05 0.94 0.13 1.77 0.37 0.74 0.24 3.62 0.79

2003 0.17 0.07 1.60 0.25 2.06 0.44 0.82 0.27 4.65 1.03

2004 0.21 0.13 0.89 0.15 1.97 0.62 1.13 0.37 4.2 1.27

2005 0.34 0.19 0.71 0.15 1.57 0.72 1.34 0.51 3.96 1.57

2006 0.39 0.27 0.76 0.19 1.81 0.96 1.69 0.69 4.65 2.11

2007 0.52 0.41 0.73 0.21 1.95 0.95 1.88 0.74 5.08 2.31

2008 0.69 0.53 0.91 0.25 2.74 1.23 2.31 0.93 6.65 2.94

2009 0.42 0.35 0.68 0.21 2.81 1.04 1.96 0.85 5.87 2.45

2010 0.61 0.51 1.07 0.33 2.87 1.23 2.36 1.08 6.91 3.15

2011 0.81 0.80 0.86 0.27 2.51 1.27 2.33 1.16 6.51 3.50

2012 0.66 0.60 1.02 0.29 2.33 1.28 2.23 1.05 6.24 3.22

2013 0.67 0.70 1.75 0.41 2.07 1.07 2.07 1.02 6.56 3.20

2014 0.85 0.96 1.85 0.41 2.35 1.12 2.05 1.11 7.10 3.60

2015 0.61 0.60 3.91 0.77 2.40 0.97 1.53 0.85 8.45 3.19

注：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

由于焊接材料产能过剩和焊接材料产品质量的提升，中国近年来焊接材料出

口保持持续增长，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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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0～2015年中国焊接材料出口统计  （万吨/亿美元）

年度
焊　条 实心焊丝 药芯焊丝 焊　剂 合　计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总数量 总金额

2000 7.89 0.39 0.02 0.002 0.62 0.05 0.46 0.03 8.99 0.47

2001 9.54 0.46 0.007 0.0008 0.59 0.06 0.45 0.02 10.59 0.54

2002 10.42 0.49 0.02 0.002 1.10 0.11 0.68 0.04 12.22 0.64

2003 10.87 0.52 0.006 0.0006 1.28 0.19 0.73 0.05 12.89 0.76

2004 14.20 0.85 0.09 0.004 3.05 0.41 0.85 0.06 18.19 1.32

2005 15.83 1.05 0.43 0.05 4.95 0.62 1.07 0.08 22.28 1.80

2006 19.06 1.16 0.59 0.06 9.34 1.00 1.28 0.10 30.27 2.32

2007 19.42 1.24 9.91 0.81 7.24 0.98 1.62 0.13 38.19 3.16

2008 19.19 1.74 31.22 3.61 4.35 1.02 1.96 0.18 56.72 6.55

2009 24.75 1.91 22.51 1.98 4.16 0.78 1.75 0.15 53.17 4.82

2010 23.97 1.87 27.53 2.76 4.58 0.81 1.60 0.14 57.68 5.58

2011 26.05 2.36 25.32 3.16 5.37 1.02 2.15 0.20 58.89 6.74

2012 28.83 2.79 25.46 3.00 5.54 1.10 2.65 0.26 62.48 7.15

2013 30.60 2.92 26.80 2.98 5.35 1.04 2.59 0.25 65.34 7.19

2014 30.40 3.04 28.70 3.09 5.50 1.01 2.91 0.30 67.51 7.44

2015 30.76 2.50 54.03 4.82 5.66 0.95 2.98 0.26 93.43 8.53

注：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

2.3  焊接材料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阶段。以往以数量增长为主的经济粗犷增长方式不

可能持续。国家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和《中国制造2025》规划，给中国焊材发展带

来空前挑战，同时也带来极大发展机遇。

2.3.1  积极发展低碳环保的焊接材料生产方式和焊接材料产品

资源和环境友好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改善工作条件，减少烟尘，成为重要课

题。焊接材料生产是污染较高的行业。企业一直致力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粉尘、

噪声等环境污染，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力发展低碳、环保的焊接材料生产方式

和产品，努力推动环保焊接技术的发展，将焊接材料生产企业建设成为现代化绿

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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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高端高效焊接材料将成为发展重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熟练焊工短缺以及焊接效率的提

高，焊接自动化进程明显加快。自动化水平稳步提升，适用于半自动化、自动化

焊接材料的比例也将逐步提高，焊条比例逐步下降到30%。高端装备制造业占全

部装备制造业销售的产值将超过30%。因此，高端焊材成为市场竞争新热点，包

括高性能的各种焊条、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和埋弧焊材等。目前，虽在焊材销售

总量中不足10%，预计将逐步增长到总量的20%～30%。

2.3.3  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中国为了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从“生产型制

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焊接材料制造企业加大为重点行业、重点用户

提供整体服务的开发工作，建立相应服务网络，注重焊接协同发展，推进焊接解

决方案开发，形成集焊接工艺、焊接设备、焊接材料于一体，为高端制造业和重

大工程提供焊接技术整体性解决方案。

2.3.4  加强品牌建设，实现差异化发展

中国焊接材料制造企业在几十年高速发展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应通过采取自

主创新、完善品种、优化品质、降低成本、向国外先进企业学习等多种方法，逐

步使焊接材料由世界最大向世界最强迈进，树立自己的焊材品牌。同时，根据自

身技术优势，找准市场定位，形成自己的产品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未来将形

成几个龙头企业和若干有自身特色的中小企业共存，全面满足中国工业发展需要

的焊接材料行业格局。

3  焊接材料参展产品介绍

3.1  焊  条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焊接机械人、机械手的大量应

用，焊材自动化率逐年上升，很多焊材企业的主要精力放在自动焊材上。但参展

的焊条产品不乏亮点，尤其是国内高端焊条，显示在高端领域应用的突破。

3.1.1  不锈钢焊条

通过近些年不断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冶金技术的进步和工艺水平的提高，

中国不锈钢焊条已达或接近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品种基本覆盖中国、美国

及欧盟标准的产品类型。很多厂家在不锈钢焊条展品中，把特种不锈钢焊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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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奥氏体不锈钢焊条E904L（E385-16）、超级双相不锈钢焊条E2594-16、

E320LR、深冷不锈钢焊条作为重点。E385-16、E2594-16焊条化学成分及力学

性能见表4。北京金威焊材展出的用于加氢反应器内壁堆焊控铁素体的E309L-16

（盖面层铁素体含量7%）和E347L-16焊条，在兰石重装加氢反应器中应用多

年，其熔敷金属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见表5。焊条工艺性能优良，熔敷金属铁素体

含量稳定，焊缝金属抗裂性能优良，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已取代进口。

表4　典型的超级奥氏体和双相不锈钢焊条熔敷金属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

牌　号 C Mn Si Cr Ni Mo Cu N Rm（MPa） A（%）

E2594-16 0.026 0.96 0.70 26.40 8.45 4.15 0.02 0.35 910 24

E385-16 0.025 2.12 0.70 20.5 25.0 4.9 1.38 — 630 38

注：E2594-16熔敷金属铁素体含量43%

表5　JWE347L-16和JWE309L-16焊条熔敷金属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

牌　号 C Mn Si Cr Ni Nb S P Rm（MPa） A（%）

JWE347L-16 0.028 1.20 0.60 19.10 9.95 0.50 0.011 0.017 620 38

JWE309L-16 0.027 1.20 0.55 23.70 12.81 — 0.012 0.020 600 38

近几年，国内一些焊材厂开始进行核级焊材开发，但大多用于核电站外围建

造。核电站的最核心部位——核岛，主设备用焊接材料仍然依赖进口。但因其交

货周期长，工程进度完全受制于人。同时，在AP1000依托项目进展中，国外供

应厂商在供货时材料出现严重质量问题，亟需更多有核电设备用焊接材料制造经

验的国内厂商保障焊材稳定供应。由上海核工业设计院牵头，国内包括四川大西

洋、哈焊所华通等单位共同参与的国家重

大科技攻关项目，开展核电主设备用焊接

材料开发，部分不锈钢产品已用于核岛主

设备建造。这对于改变我国核电设备焊接

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促进我国核电技术

自主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图4为AP1000

核岛主设备——蒸气发生器。 图4　AP1000核岛主设备——蒸气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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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焊所华通、京群、四川大西洋已开发出E308L、E309L核岛主设备用不锈钢

焊条，可满足620℃×40h焊后热处理的使用要求，率先将国产化焊材用于核电站

心脏——核岛主设备的建造。

中国不锈钢焊条水平与前些年相比，有质的提高，除核一回路、超（超）临

界锅炉用耐高温和尿素设备用不锈钢焊条外，基本实现国产化。几乎每个焊材厂

家都展出不锈钢焊条。应将精力放在品种和品质提升，塑造不锈钢焊材优质品

牌，而不是低价低质扩张。

3.1.2  镍基合金焊条

随着国内装备制造业升级换代，镍基合金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石化装备、煤化工装备、火电、核电的

发展，镍基合金将有更大空间。相应，镍基合金焊条

的用量也越来越大。国内很多焊材企业已将镍基合

金焊条当作发展重点，取得很大成果。目前，市场

所需的通用镍基合金焊条，见图5和图6。如ENi-1、

ENiCu-7、ENiCrFe-1、ENiCrFe-2、ENiCrFe-3、

EN i C r F e-7、EN i C rMo-3、EN i C rMo-4、

ENiCrCoMo-1、ENiCrMo-6已基本实现国产化。

金威焊材镍基焊条 四川大西洋镍基焊条 哈焊所华通特种焊材

图6　国产镍基焊条

虽然国内镍基焊条在品种上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很多重要场合如核电、9Ni钢

焊接，应用的仍是进口焊条。国产镍基焊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焊缝金属的开裂、

成型与气孔。企业应潜心在焊条渣系设计、合金匹配及焊缝金属的内在性能上多

ASME GB

ENi-1 ENi2061

ENiCrFe-1 ENi6062

ENiCrFe-2 ENi6133

ENiCrFe-3 ENi6182

ENiCrFe-4 ENi6093

ENiCrMo-3 ENi6625

ENiCrMo-4 ENi6276

ENiCu-7 ENi4060

图5　通用国产镍基合金焊条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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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功夫，早日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有些企业已认识到产品性能做深做细

的重要性。京群展示了镍基焊条熔敷金属的常规性能以及断裂力学性能CTOD值

和焊后的脱渣性能，见图7。

3.1.3  球罐专用焊条和高强高韧焊条

07MnNiMoDR钢是-50℃低温球罐乙烯/丙烯装置使用的主要材料。低温乙烯

/丙烯球罐（图8）设计压力高、设计温度低、易燃易爆，技术指标要求高，代表

球罐建造的最高水平。

图7　京群镍基焊条CTOD试验数值 图8　乙烯球罐

目前，国内07MnNiMoDR钢制低温球罐依赖日本神钢LB-65L焊条。因独家

垄断，价格高交货周期长，造成球罐造价高，工期难以控制。哈焊所华通、四川

大西洋、昆山京群、北京金威等厂家，推出用于09MnNiDR球罐焊接的W707Q焊

条，-70℃低温韧性达到150J，用于60kg级球罐焊接的J607QR，可取代日本神

钢的LB-65。

哈焊所华通的W107DR、四川大西洋的CHE607QR、京群与合肥通用机械

研究院合作研发的GER-N27M（J607RHDQ），在性能方面已与神钢LB-65L相

当；在最大热输入量4kJ/mm，经580±20℃×4h焊后热处理，焊接接头抗拉强度

满足要求，熔敷金属-50℃低温冲击吸收能量平均值达80J，相对技术要求有较大

富裕量，完全满足07MnNiMoDR钢制-50℃低温球罐需求。

3.1.4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焊条

目前，提高火力发电效率的主要途径是提高蒸气压力和温度，即发展超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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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超）临界机组（图9），且经济、环保。开发耐高温性能更好的耐热钢是

发展高效率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的关键技术。目前，世界先进国家普

遍采用新型细晶强韧化铁素体耐热钢和新型奥氏体耐热钢。主要铁素体钢种为

SA335-P1、P92、P122及E911，奥氏体钢种为Super304H、TP347HFG和HR3C

等。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焊条主要采用进口，如伯乐蒂森、曼彻特、神钢等

厂家。国内经过多年卧薪尝胆，有多家焊材厂推出超（超）临界火电机用焊接材

料。如昆山京群、四川大西洋（图10）等。四川大西洋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

焊条熔敷金属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见表6和表7。

图9　超（超）临界机组图 图10　大西洋超（超）临界

表6　四川大西洋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焊条熔敷金属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牌　号 适焊钢种 C Mn Si S P Ni Cr

CHH717 T/P91 0.09 0.60 0.22 0.006 0.009 0.66 9.20

CHH727 T/P92 0.102 0.67 0.28 0.008 0.009 0.659 9.12

CHH727B P911 0.11 0.60 0.30 0.006 0.01 0.60 9.50

牌  号 适焊钢种 Mo V Nb N Cu Al W

CHH717 T/P91 0.95 0.20 0.04 0.03 0.02 0.004 —

CHH727 T/P92 0.51 0.19 0.055 0.026 — 0.004 1.60

CHH727B P911 0.95 0.20 0.04 0.04 — 0.0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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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四川大西洋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焊条熔敷金属力学性能

牌　号 Rm（MPa） ReL（MPa） A（%） KV2（J）（20℃） 热处理

CHH717 720 620 20 60

745℃～775℃
×120min

CHH727 700 600 18 100

CHH727B 720 620 20 60

昆山京群与苏州热工院合作，研究开发多种合金过渡形式的T/P91、T/P92新

型铁素体耐热钢焊条，焊接接头常温理化性能及高温性能优于或相当于国外同类

型产品。焊接接头外推100 000小时高温持久强度优于或达到国外同类型产品。焊

条熔敷金属3000小时高温时效试验未见时效脆性，组织稳定性较好。产品成功打

破国际技术垄断和壁垒，对促进T/P91、T/P92焊条的自主化具有重大意义。不但

填补国内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推进新材料的应用，且为研发其他新型铁素体和奥

氏体系耐热钢及异种钢的焊接材料积累了经验。四川大西洋、中国电建集团上海

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等企业也研发了T/P91、T/P92、P122、E911、CB2等钢种的配

套焊材。

3.1.5  抗氢诱导腐蚀焊条

天津金桥、哈焊所华通、四川大西洋、北京金威展出抗氢钢焊材，提供的焊

条品种除J427HIC、J507HIC外，还包含能够满足-20℃低温要求的R307HIC焊

条。四川大西洋的CHH307LH等产品在煤化工气化炉上得到广泛应用。其熔敷金

属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见表8和表9。

抗氢诱导腐蚀焊条主要应用于抗氢钢的焊接，尤其是加氢反应器的制造。目

表8　典型R307HIC熔敷金属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试验项目 C Si Mn P S Cr

例  值 0.07 0.20 0.75 0.007 0.003 1.23

试验项目 Mo As Sn Sb
焊缝金属回火脆化系数

X（PPm）

例  值 0.55 0.003 0.001 0.00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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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Q245R（HIC）、Q345R（HIC）、14Cr1MoR（H）用焊条据介绍已完全实

现国产化。但有步冷要求的12Cr2Mo1R用焊条虽然国内有焊材厂家（哈焊所华

通、四川大西洋等）在研发，有的已报道研制成功，但未见有实际应用。加氢反

应器用12Cr2Mo1R焊接基本依靠进口焊材。

3.1.6  特种低温钢焊条

（1）LNG配套焊条

天然气作为一种洁净能源，具有高热值、低硫含量和低CO2排放等特点，被

世界各国积极开发利用。据分析，到2020年，中国天然气年消费量将达到2000亿m3，

但其中40%需要进口。LNG储运已成为解决中国能源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

保护的关键工程。

LNG储罐主要选用9%Ni钢作为储罐内胆结构材料。目前，国内已开发出牌号

为06Ni9DR的9%Ni钢板，但与之配套的焊接材料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四川大西

洋开发了9%Ni钢包括埋弧焊、气保焊、焊条等系列焊接材料；昆山京群、哈焊

所华通开发出06Ni9DR钢配套焊条ENiCrMo-6，熔敷金属力学性能见表10。实现

9%Ni钢板、焊材工艺国产化。同时，焊接操作性已达或超过进口产品，可完全替

代进口焊条。

四川大西洋焊材展出的深冷奥氏体不锈钢焊条，焊缝金属具有较好抗结晶裂

纹性能和-196℃低温韧性，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在LNG储罐中得到广

泛应用。

表9  典型R307HIC熔敷金属力学性能

试验项目
温　度
（℃）

Rm

（MPa）
ReL

（MPa）
A

（%）
KV2（J）
（-20℃）

热处理

例　值 室　温 590 490 25 169、178、169 698℃×6h

例　值 475 — 410 — — —

例　值 室　温 550 440 27 155、172、154 698℃×20h

例　值 475 — 390 — — —

表10　ENiCrMo-6焊条熔敷金属力学性能

牌　号 Rm（MPa） ReL（MPa） A（%） KV2（J）（-196℃）

ENiCrMo-6 690~825 ≥430 ≥3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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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Ni钢配套焊条

3.5%Ni钢是可在-100℃低温条件下服役的铁素体型钢，具有良好低温韧性和

较高强度，广泛应用于石油和空分制氧设备以及合成氨设备等。随着中国石油化

工等能源行业的发展，3.5%Ni低温钢的需求与日俱增。

我国已经开发出3.5%Ni钢08Ni3DR。但其配套焊材因需满足-100℃使用要

求，大多使用进口焊材。如ESAB、神钢、伯乐、奥林康等。国内有部分企业正在

进行3.5%Ni钢焊材的开发。

昆山京群与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发出3.5%Ni

钢焊条GER-N38L，实现从-50℃～-100℃石化低温设备配套焊材的覆盖，便于

在石化项目中推广（图11）。该焊条经605±15℃×5h仍拥有良好-100℃低温韧

性，可以替代进口焊材。

图11　LNG储罐甲醇洗涤塔石化设备

（3）水电工程用800MPa级高强钢配套电焊条

国内大型水电工程机组（含高水头抽水储能机组）压力钢管、叉形管、蜗壳

及座环已广泛采用800MPa级高强钢建造。为保证蜗壳焊接后工作的稳定性（图

12），水电站建设中对蜗壳焊接进行焊后热处理。尤其是在立焊大热输入量焊接

条件下，需进行焊后550℃×4h以及600℃×8h

焊后热处理，同时保证-40℃冲击吸收能量大

于47J。此类配套焊条，四川大西洋、天津大

桥等焊材企业进行了大量研究。四川大西洋的

CHE80CF、CHE807RH水工专用焊条已通过东方

电机、哈电机、水电六局、水电七局、葛洲坝工 图12　水电站蜗壳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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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局、水电等焊接企业的工艺评定，用于白鹤滩、乌东德等国内大型水电机组系

统部件的焊接。天津大桥蜗壳配套焊条工艺评定数据见表11。

表11　天津大桥蜗壳配套焊条工艺评定数据

钢板厚度
（mm）

焊接
方法

焊接热输入
（kJ/cm）

试验
条件

Rm（MPa） KV2（J）

技术
要求

实测值
技术
要求

实测值

20
SMAW

（平焊）
25

550℃×4h

≥780 835
-40℃
≥47

焊缝
82、96、94

/91

20
SMAW

（平焊）
30 ≥780 839

-40℃
≥47

焊缝
62、64、64

/63

20
SMAW

（平焊）
35 ≥780 819

-40℃
≥47

焊缝
68、64、68

/67

20
SMAW

（平焊）
25

600℃×8h

≥780 845
-40℃
≥47

焊缝
78、74、76

/76

20
SMAW

（平焊）
30 ≥780 830

-40℃
≥47

焊缝
62、62、60

/61

20
SMAW

（平焊）
35 ≥780 810

-40℃
≥47

焊缝
56、58、60

/58

3.2  气保护实心焊丝

气保护实心焊丝作为一种高效焊接材料，具有焊接成本低、能耗低、焊接变

形小、适用范围广、抗锈能力强以及焊后无需清渣等优点。大量用于船舶、海洋

工程、电力、石油石化、压力容器、轨道车辆、工程矿山机械、汽车、钢结构、

桥梁等行业。由于其易于实现自动化生产，推动焊接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成为焊

接向智能化、高效化发展的主导材料。

近年来，发展多合金成分以提高钢材的强度和韧性，提升钢铁冶金技术使高

强钢实现洁净化、细晶化，钢材性能不断提升，钢材品种逐步完善。如大线能量

焊接用钢、高强高韧钢、耐蚀钢系列化、抗震钢、耐火钢等，不同的使用功能越

来越专业化。焊材作为“钢铁针线”，品种及品质的飞跃进步，迫切要求发展相

对应的高端焊丝。但目前气保护实心焊丝受限于盘条品种、生产周期及批量等，

品种的开发已落后于钢材进展。

3.2.1  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

在MAG焊接中，应用最多的焊材是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经过近20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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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艺、性能、价格等具有较大优势。采用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已经成为MAG

焊接的标准，在众多场合下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仍难以替代。但是，随着时代进

步，节能减排绿色制造理念的提出，焊接过程产生的烟雾对焊工职业健康危害关

注度的提高，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面临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新的挑战。在发达

国家，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的使用已有很大发展。随着在我国焊接自动化快速

推广和国家环保的需求，传统镀铜工序必将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无镀铜气保护

实心焊丝的大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国内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主要采用三种生产工艺：一是镀铜焊丝镀前清洗

工艺生产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在最后工序涂防锈油；二是水溶性润滑剂生产

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表面再涂防锈剂；三是焊丝表面涂层工艺生产无镀铜气

保护实心焊丝，表面涂层达到导电、润滑、防锈的作用。

综合展会上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展品，具有以下特点：①无镀铜气保护实

心焊丝由于表面没有铜层，因此不会出现镀铜结合力不好，在送丝轮和送丝管中

掉铜屑；②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使用过程中飞溅量低，能保证客户获得始终如

一的高品质焊接，降低焊后清理工作量；③焊接烟尘排放少，加之没有金属铜镀

层不产生有毒物质，保护焊工职业健康；④实现清洁化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图13为神钢无镀铜实心焊丝。

图13　神钢无镀铜实心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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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几年市场销售的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并不多，但能够生产无镀铜气

保护实心焊丝的厂家逐步增加。展会上，天津金桥（图14）、索力得（图15）、

山东德运、哈焊所华通、中冶宝煊、京群等众多厂家都展出无镀铜气保护实心 

焊丝。

图14　天津金桥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 图15　索力得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

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的一个亮点是品种趋于多样化。为满足各行业用钢材

高强化的发展趋势，展出60kg、70kg、80kg级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同时，有

焊丝生产厂家开发耐热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哈焊所华通开发了耐热钢无镀铜

桶装实心焊丝（图16），出口至国外用于管壁堆焊。图17为山东聚力的高强无镀

铜气保护实心焊丝。

图16　哈焊所华通耐热钢
无镀铜桶装焊丝

图17　山东聚力的高强无镀铜焊丝

虽然国内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有一定进步，但还存在诸多问题：①对焊接

操作者的职业健康关注度不够，镀铜焊丝焊接时产生的危害不受重视，造成无镀

铜气保护实心焊丝推广难；②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生产涉及到表面涂层工艺研



展
会
技
术
报
告 

  

焊
接
材
料

93

究，焊丝生产企业缺乏这方面人才。研发投入不够，技术发展缓慢，无法达到国

外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的技术水平；③目前虽已掌握一些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

丝生产技术，但生产过程没有完全实现清洁生产，排污环节多，并没有实现环保

无镀铜的要求；④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质量不稳定，没有充分得到市场认可。

3.2.2  自动化焊接用气保护实心焊丝

随着劳动力成本增长、自动化装备控制精度提升，焊接自动化装备在制造企

业的应用越来越多。它不但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可提升产品质量稳定性。

气保护实心焊丝由于具有明弧、焊后无需清渣及可实现全位置焊等特点，焊接时

便于监视与控制，在机械人、自动化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目前，石油、石化行业在长输管线焊接中大力推广自动焊。漠大二线首先大

面积采用自动焊，陕京四线、中靖联络线紧随其后。采用气保护实心焊丝自动焊

的方案主要为：①内焊机+单焊炬实心焊丝自动焊；②内焊机+双焊炬实心焊丝自

动焊；③自动外焊机根焊+单焊炬实心焊丝外焊机。一般，D813mm以上管径全

自动焊接根焊采用内焊机，D813mm管径全自动焊不限定根焊设备。由于全自动

焊装备种类、型号较多，对配套的气保护实心焊丝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焊丝的

送丝性、铁水流动性都需要与设备参数紧密结合。

为满足自动化焊接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焊丝厂家生产250kg/桶以上的桶装

焊丝。有多家焊材公司展出250kg/桶、350kg/桶的气保护实心焊丝及自动化装备

专用气保护实心焊丝。金桥焊材与熊谷焊机联合进行气保护实心焊丝JQ.X70、

JQ.X80长输管线自动焊接的演示，见图18。其采用富氩气体保护，适合全位置焊

接，电弧柔和，焊接稳定；焊缝成形平整、美观，具有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

图18　金桥焊材JQ.X70、JQ.X80长输管线自动焊接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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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不锈钢气保护实心焊丝

不锈钢具有耐腐蚀、轻巧美观、使用寿命长、综合成本低等优点，在石油化

工、能源发电、食品加工、桥梁、建筑装饰、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保、医疗

以及家电厨具等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中国不锈钢需

求增长非常快，2001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不锈钢第一消费大国。前几年更

是取得长足发展。目前，趋于平稳，新增产能减少。2015年，全球不锈钢粗钢产

量达到4155万吨，较上年的4169万吨下降0.3%。中国不锈钢粗钢产量为2156万

吨，同比略降0.6%。

天津金桥（图19）、大西洋（图20）、哈焊所华通、中冶宝煊、京群等国内

厂家和神钢等国外厂家都展出不锈钢气保护焊丝。包括，奥氏体不锈钢、铁素体

不锈钢、双相不锈钢实心焊丝产品，如ER410NiMo、ER510NiMo、ER2209、

ER2594等不锈钢气保实心焊丝。

图20　大西洋CHE-510NiMo图19  天津金桥JQ.ER308LSi-G

3.2.4  耐候钢用气保护实心焊丝

耐候钢的耐大气腐蚀性能为普通碳素钢的2～8倍，并且使用时间愈长，耐

蚀作用愈突出。耐候钢除具有良好耐候性外，还具有优良的力学、焊接等使用性

能。最突出的优点：在无严重大气污染或非特别潮湿的地区，耐候钢可以不用涂

装，直接裸露于大气中，因没有油漆老化等问题，无需涂装维护，大大降低维护

成本。当然也就避免因涂漆影响使用等造成的损失。目前，耐候钢广泛用于铁道

车辆、桥梁、建筑钢机构和集装箱等行业。

耐候钢的发展方向是高强度、优良的低温韧性和焊接性能、良好的耐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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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性、抗脆性断裂、高抗疲劳及蠕变性能。现铁路机车车辆大量采用不断提

高强度级别、耐蚀性能的耐大气腐蚀钢材，如Q400NQR1耐候钢、Q450NQR1

耐候钢、S450EW高耐蚀型耐候钢等。在桥梁行业，高性能耐候桥梁用钢

Q345qDNH、Q345qENH、Q370qENH、Q420qENH已用于大连普湾新区16号跨

海大桥；GR50W耐候桥梁用钢已用于美国阿拉斯加铁路桥梁的建造，实现高性能

国产耐候桥梁用钢在铁路桥梁上的无涂装应用。

展出的多种耐候气保护实心焊

丝，抗拉强度从420MPa到650MPa，

采用适量的Cu＋Ni＋Cr＋Si保证耐大

气腐蚀性能。为了保证焊缝的耐候性

能高于母材，焊丝熔敷金属的耐蚀指

数也有所提升。目前，国内一些厂

家焊丝熔敷金属的耐蚀指数达到 I＞

6.5，-40℃的低温冲击吸收能量可保

证在60J以上，具有良好的耐大气腐蚀

性能及力学性能。图21为天津金桥JQ.TH550-NQ-Ⅱ试件。

3.2.5  铝及铝合金焊丝

铝及铝合金具有重量轻、强度高、成本低及抗腐蚀等优点，广泛用于航空航

天、高铁、汽车、船舶、化工容器、家具等领域。

随着铝合金焊接结构在国内相关行业中的大量应用，对铝合金焊接材料的需

求急剧增加。据统计，国内铝及铝合金焊丝的年消费量已近万吨，占世界总需求

量的1/3，居世界首位。

包括生产厂家和代理商约有近60多家展商展出各类铝合金焊材。其中，以哈

焊所华通、林肯、杭州坤利、台湾商濠、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郑州船王以及一些

规模较少的国内企业重点主推各类铝合金产品。展台图片和实物从材料冶炼、加

工制造、试验测试、产品应用、系统服务等多方面展示各自的能力和特色。

国内铝合金焊材整体质量水平较前几年有较大提高，特别是铝合金焊材方面

加深和统一了认识。国内知名焊材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生产线，致力于打破

进口铝合金焊丝在国内重大领域的垄断地位，带动国内高性能铝合金焊接材料的

图21　天津金桥JQ.TH550-NQ-Ⅱ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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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提高国际竞争力。如哈焊所华通投入先进的大型熔铸设备提高铝材内在品

质，相对于传统引线设备熔炼的低端铝合金材料，大型熔铸设备和工艺通过在线

多道次氢含量和渣含量控制和检测，保证材料内在品质。其内在纯净度得到质

的飞越，从而使高端铝合金焊接材料满足航空航天、高铁、罐料、CTP板、汽车

板、轨道交通用材料的焊接条件。

多家焊材厂展出铝、铝锰、铝硅、铝镁等系列铝及铝合金焊丝。如Al1070、

Al1100铝焊丝，Al3103铝锰焊丝，Al4045、Al4047铝硅焊丝，Al5183、Al5356、

Al5087、Al554、Al5556、Al5556A铝镁焊丝等。图22和图23分别为大西洋CHG-

Al5554试件和哈焊所华通铝焊丝弯曲试件。

图22　大西洋CHG-Al5554试件 图23　华通铝焊丝试件及产品

3.2.6  镍基焊丝

镍基合金焊丝具有耐活泼性气体、还原性酸

介质腐蚀的良好性能；又具有强度高，塑性好等

特点。广泛用于石油化工、海洋开发、核电、火

电等工业。

多家焊材企业展出E R N i C r M o - 3、

ERNiCrMo-6等镍基焊丝。图24为大西洋CHM-

NiCrMo-3试件。

3.2.7  高强气保护实心焊丝

随着钢材优质、高强、轻量化的发展要求，国内工程机械、煤矿机械、港口

机械、水电装备、海工装备、承压设备等行业用钢已发展到Q890、Q960强度级

别。伴随钢材强度等级的提高，焊接过程中焊缝韧性等力学性能的控制以及焊接

裂纹的产生，成为制约高强钢应用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对高强气保护实心焊

丝的性能及品质提出更高要求。如工程机械行业Q960用气保护实心焊丝力学性能

图24  大西洋CHM-NiCrMo-3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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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抗拉强度≥960MPa，屈服强度≥890MPa，-40℃的V型缺口冲击吸收

能量≥47J。

为满足各行业用钢材高强化的发展趋势，国内以高强气保护实心焊丝为特

色的厂家有天津金桥、山东索力得、猴王、四川大西洋、河北鑫宇等，开发了

90kg、100kg级高强钢焊接配套焊丝。

3.2.8  包装形式、辅助装置

桶装铝合金焊丝专为提高生产效率设计，但桶装铝焊丝的送丝性能一直困

扰着用户。哈焊所华通推出的桶装铝焊丝（图25），根据客户需求重量一般在

100～150kg。台湾商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桶装铝焊丝，有125kg和136kg包

装，具备零缠绕、易设置、自携托盘可100%回收利用的优点。林肯电气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的桶装铝焊丝设计了受控的送丝系统，无乱丝，提高送丝性能，安

装简便，见图26。伊萨在展会期间安排技术讲座，介绍了完整的铝合金桶装焊丝

送丝解决方案。

图26　林肯新型桶装铝焊丝图25　桶装铝合金焊丝

随着机器人、自动化装置的应用愈来愈广泛，机器人焊接送丝距离长，焊接

位置常变换。为保证焊接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对自动化用气保护实心焊丝的

焊接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国产焊丝的长距离送丝稳定性、对中性等有待加强，

凸现国内焊丝厂家在为客户提供整套服务方案上的不足。工程前期应加强与焊接

装备厂家的联合，焊接时根据焊丝特性、坡口宽度等条件调节摆动宽度、摆动频

率、边缘停留时间等参数，以保证焊缝质量。



综合
技术展会 报告

98

为解决此问题，多家焊材厂展出在桶装焊丝上安装的新型纠正器，以保证自

动焊接质量。图27为林肯桶装焊丝纠正器，图28为神钢新型纠正器。

图27　林肯桶装焊丝纠正器 图28　神钢新型纠正器

3.3  药芯焊丝

近一年来，药芯焊丝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其最大的应用市场——造船行业的状

况大体相仿。中、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品发展时间短，产品质量稳定

性欠佳，缺乏应用过程中所需的接头断裂韧性、热处理后的接头性能和完整的焊

接工艺参数。且国内钢材市场不景气，焊材企业尽管与钢厂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持

续和巩固，但在短时间内缺少业绩进行支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焊材的推广和使

用。参展的各药芯焊丝企业都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压力，产品利润空间明显压

缩。各企业也都把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作为发展方向，借展会平台向用户推

介自己的产品。以下按应用行业进行特色产品介绍。

3.3.1  造船行业用药芯焊丝

近几年来，造船行业的发展面临需求下降、订单量下滑、低端产能严重过

剩、高端产能不足的严峻态势。船企应对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降低运行成

本，尤其是引入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以降低造船行业的人工成本。

药芯焊丝生产企业在展会上呼应市场需求。日本神钢公司已经连续在几届展

会上向用户推介自己的可大电流立焊的药芯焊丝DW-110EV。美国ITW集团的天



展
会
技
术
报
告 

  

焊
接
材
料

99

泰公司也是连续两届推介类似产品TWE712。产品的技术特点是可用于焊接专机大

电流（250～280A）立向上焊要求，焊缝平整均匀，焊脚尺寸精确可控，增加焊

接效率30%～50%，提高焊接质量，减少返工修补，可明显降低焊接综合成本。

降低制造成本有助于船企提升效益。美国ITW集团天泰公司连续几届展会都

在持续推介适用于大、厚工件，强拘束构件的高抗裂型药芯焊丝TWH-711H。该

焊丝可全位置焊接，在大、厚工件的焊接中降低预热温度或取消预热，有利于改

善劳动环境，大幅度减少裂纹缺陷。

武汉铁锚公司根据造船规范的变化，推出船用耐蚀钢药芯焊丝。该产品的发

展背景是日本提出的以货油舱耐腐蚀钢板代替涂层的方案及耐蚀钢性能标准，已

经获得国际海事组织（IMO）的认可与通过。IMO货油舱防腐蚀规范已于2013年

1月1日强制执行。我国货油舱用钢量大，为防止国外技术垄断，鞍钢、武钢、南

钢、钢研院为代表的少数几家钢厂、研究所已经研制生产油船货油舱（COT）用

耐腐蚀船板及其配套焊接技术。武汉铁锚通过系统性分析船用E36耐蚀钢配套焊

接材料的特点，从解读《COT耐蚀钢导则（NK）》《原油油船耐腐蚀钢检验暂行

指南》《原油油船货油舱保护涂层性能标准》《原油油船货油舱防腐保护替代方

法性能标准》等标准规范要求入手，找出设计中的共性，对关键点技术攻关，研

制出配套焊条、气体保护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埋弧焊丝，并独家供应示范邮轮

“大庆435”。

3.3.2  海洋工程用药芯焊丝

虽然近几年油、气价格降低，使国内刚刚兴起的海工装备建设热度明显降

温，但国家在南海发展的战略性需求，仍然使深海油气钻探、采油、传输环节涉

及的海工装备发展成为热点。海工装备制造用焊材由于技术水平高，历来为国外

知名品牌垄断，且不断有亮点产品推出。美国ITW集团HOBART公司的CO2气保护

型药芯焊丝Fabco Xtreme120适用于690MPa超高强钢，-60℃下冲击吸收能量达

139J。产品在渣系与合金系设计上独具特色，有效平衡高强度与高韧性之间的矛

盾，产品可视为高强度级别药芯焊丝的重大突破。

近年来，国内焊材企业的努力取得明显进步。武汉铁锚公司研发的海工系列

药芯焊丝YCJ81K2、YCJ551K2、YCJ91K2分别完成4Y级别船级社认证，并在大

洋船厂、福建船厂等用于海工产品建造，见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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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武汉铁锚海工系列药芯焊丝 图30　天津中兴系列无缝药芯焊丝

天津中兴盛达公司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无缝药芯焊丝生产设备，并与天津

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推出与海工装备配套的系列无缝药芯焊丝

TME711NiSF和TME81K2SF两种产品，均已通过多国船级社认可。产品焊接工

艺性能好，力学性能高，尤其是低温韧性包括断裂韧性高，加之无缝药芯焊丝具

有独特的技术优势：①超低扩散氢，降低冷裂纹产生率，降低预热温度；②无扭

曲应力，送丝距离长，焊丝对准性能高；③可湿法镀铜，提高电流输送，导电嘴

磨损量小，降低消耗；④抗吸潮、抗生锈能力强，运输、储存方便；⑤填充率稳

定，无空管串粉现象。使该类型产品在海工装备建造市场具有广泛前景。图30为

天津中兴盛达海工系列无缝药芯焊丝。

3.3.3  桥梁钢用药芯焊丝

目前，我国使用的桥梁钢主要为Q345q、Q370q和Q420q钢。正在建造中的

沪通长江大桥应用了我国第六代桥梁钢——Q500q高强度桥梁钢，其屈服强度从

420MPa提高到500MPa，抗拉强度从570MPa提高到630MPa，冲击吸收能量要

求-40℃下不低于120J。武汉铁锚公司和天津金桥公司针对新一代桥梁钢Q500q

焊接材料的市场需求，分别研发配套焊接材料YCJ651Ni-QL和JQ·YJ621K2-

1Q，并成功用于沪通长江大桥建造。YCJ651Ni-QL熔敷金属力学性能如表12 

所示。

根据发展趋势，国外桥梁建设采用耐候钢的比例逐渐增大，美国和日本分别

有约50%和20%的桥梁采用耐候钢。我国也在少量桥梁制造中如大连普湾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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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大桥、丁香大桥及鹤大高速公路宽甸立交桥中采用耐候钢。武汉铁锚公司针

对耐候桥梁钢的发展研制一系列耐候桥梁钢配套焊接材料。其中，药芯焊丝包括

YCJ551NiCrCu-1、YCJ601NiCrCu-1耐候钢药芯焊丝。目前，YCJ551NiCrCu-1

耐候钢药芯焊丝已经成功应用于霸王河桥的建造。

天津金桥推出系列CO2气保护耐候钢药芯焊丝JQ·YJ501NiCrCu-1、

JQ·YJ551NiCrCu-1。其焊接工艺性能优良，电弧稳定，脱渣容易，焊缝成形

美观，可进行全位置焊接。焊缝金属具有优良的抗大气腐蚀性能，耐大气腐蚀指

数超过6.5，-40℃低温韧性优良，用于抗拉强度500MPa、550MPa级耐候钢的 

焊接。

四川大西洋公司针对Q500qE桥梁钢，研发出配套的CHT91K2Q焊材，以及针

对免涂装耐候钢研发的抗拉强度为500MPaCHT71W、CHT71NHQ和抗拉强度为

550MPa的CHT81W2药芯焊丝。其电弧稳定性优良，具有较高抗裂性能，-40℃

冲击韧性，耐大气腐蚀指数大于6.5。

3.3.4  长输管线建设用药芯焊丝

长输管线建设在我国能源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管线钢强度级别不断提

高，配套焊材的性能需要满足高强度、高韧性和适应多种焊接环境的要求。

参展的长输管线用药芯焊丝产品主要有自保护药芯焊丝、金属粉芯焊丝、气

保护药芯焊丝等。国外厂家主要有HOBART、Air Liquide等；国内厂家主要有天

津大桥、天津金桥、昆山京群、四川大西洋等。

美国ITW集团旗下的药芯焊丝品牌有赫伯特和斯坦恩。赫伯特焊材参展的自

保护药芯焊丝产品主要有Fabshield 81N1、Fabshield X80和Fabshield®91T8。其

中，Fabshield 81N1广泛应用于X42、X52、X56、X60、X65及X70钢级的油气管

道环焊缝焊接施工中。Fabshield X80广泛应用于X80钢级的油气管道环焊缝焊接

施工中。Fabshield®91T8是新研发的产品，具有熔敷金属强度较高，韧性较好，

表12　武汉铁锚药芯焊丝YCJ651Ni-QL熔敷金属力学性能

牌　号 Rm（MPa） ReL（MPa） A（%） KV2（J）（-20℃） 数据来源

YCJ651Ni-QL
≥630 ≥500 ≥20 ≥60 标  准

632 550 27.5 122、110、103 复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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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渣快速凝固的特点，可全位置焊接，尤其适合立向下焊。斯坦恩焊材参展的金

属粉芯焊丝产品主要有STEIN-MEGAFIL 240M、STEIN-MEGAFIL 742M，可用

于管道环焊缝自动焊，焊接方向为下向。其中，STEIN-MEGAFIL 240M可用于

X70和X80钢级的油气管道环焊缝焊接施工，STEIN-MEGAFIL 742M可用于X80

级以上强度等级钢管的油气管道环焊缝焊接施工。

法液空旗下的奥林康参展的药芯焊丝产品主要有FLUXOFIL   29HD、

CITOFLUX R620，可用于管道环焊缝的自动焊或半自动焊，焊接方向为上向。

其中，CITOFLUX R620可用于X70和X80钢级的油气管道环焊缝焊接施工。

FLUXOFIL 29HD的强度较高，可用于X80级以上强度等级钢管的油气管道环焊缝

焊接施工。

天津大桥集团参展的药芯焊丝产品主要有THY-58Ni1和THY-70C6。近

几年，其集中科研力量，着力攻关管道用焊接材料的研发，并成功生产出THY 

58Ni1自保护药芯焊丝，已用于X52、X56、X60、X65及X70钢级的油气管道、水

管道等的环焊缝焊接施工，焊接方向为下向。THY-70C6是金属粉芯焊丝，熔敷

金属扩散氢含量达到H4以下，熔敷速度和熔敷效率高，熔渣量少，焊接飞溅量

少，适用于自动焊和机器人焊接，可应用于管道环焊缝的根焊焊接，焊接方向为

下向。

天津金桥参展的药芯焊丝产品主要有JC-29Ni1、JC-30等自保护药芯焊丝和

系列金属粉芯焊丝、气保护药芯焊丝。其中，JC-29Ni1广泛应用于X42、X52、

X56、X60、X65及X70钢级的油气管道环焊缝焊接施工中，焊接方向为下向。

JC-30广泛应用于X80钢级的油气管道环焊缝焊接施工中，焊接方向为下向。JQ-

81T1M焊丝为适用于X70、X80管线钢全位置半自动、全自动焊接的气保护药芯

焊丝。焊接过程中熔滴细小，呈喷射过渡，电弧柔和稳定、烟尘量少、几乎无飞

溅、熔渣易于清除，具有良好的熔深效果以及平坦、美观的焊缝成形，-40℃低

温韧性优良。JQ-70M、JQ-80M系列金属粉芯焊丝主要用于X70、X80管道的

根焊，也可用于填充及盖面焊接，兼有实心焊丝焊渣极少和普通药芯焊丝熔化速

度快、飞溅小、焊接工艺性能好等优点，扩散氢含量低，具有较好的低温冲击韧

性。表13为天津金桥管线钢药芯焊丝熔敷金属力学性能。图31为天津金桥JQ-

81T1M药芯焊丝的管线钢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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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天津金桥管线钢药芯焊丝熔敷金属力学性能

牌　号 Rm（MPa） ReL（MPa） A（%） KV2（J）（-40℃）

JQ-81T1M 613 540 25.5 136、141、127

JQ-91T1M 721 653 23.0 97、102、95

昆山京群参展的药芯焊丝产品主要

有AFR-X80-O、AFR81K2等。其中，

AFR-X80-O是自保护药芯焊丝，可用

于X42、X52、X56、X60、X65及X70钢

级的油气管道环焊缝焊接施工，焊接方

向为下向。AFR-81K2是气保护药芯焊

丝，可用于X70和X80钢级的管道环焊缝

自动焊或半自动焊，焊接方向为上向。

中俄东线管道工程、陕京四线管道

工程和中俄原油二期管道工程即将开工建设。为满足管道安全需求，对钢管建设

提出优先使用管道自动焊工艺。对不适宜采用管道自动焊的局部地段将使用高强

度、高韧性及全位置焊接工艺性能优良的气保护药芯焊丝或自保护药芯焊丝。全

位置工艺性能良好、强韧性匹配性好的实心焊丝、气保护药芯焊丝、金属粉芯焊

丝等焊材将在管道建设领域得到更多应用。自保护药芯焊丝因其焊缝金属韧性离

散性高，应用量将逐年降低。

3.3.5  原油储罐和LPG储罐建造用药芯焊丝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原油供应现状对于国内大型原油储罐的

建造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国内大型原油储罐高强钢12MnNiVR多采用具有一定

自动化程度的气电立焊焊丝和埋弧横焊。面对当前焊材国产化发展的形势需求，

四川大西洋、昆山京群等已经提供系列产品，见表14和图32。

表14　12MnNiVR/Q345R/Q235B钢用焊接材料

焊接材料及方法 材料标准及型号 京群焊材牌号 焊接方式

气电立焊药芯焊丝FCAW A5.26 EG70T-2 GFL-702 气电立焊

气电立焊药芯焊丝FCAW A5.26 EG80T-G GFR-802 气电立焊

图31　天津金桥药芯焊丝用于管线钢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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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京群GFR-802和GFL-702焊丝及焊接试样（30mm板厚）

气电立焊焊材特性：①高熔化速度，电弧极为稳定，焊道成型美观，气电立

焊效率极高；②熔敷金属杂质含量低P≤0.015%，S≤0.010%；-20℃冲击吸收

能量超过100J；③熔敷金属H含量不大于3.0ml/100g。

随着国家能源战略推进，国内LPG（液化石油气）行业加快发展，对于LPG

储罐建造的自动化应用要求不断提升。昆山京群通过大量研发及市场推广，已具

备替代该类国外进口产品的能力，见表15。

表15　SA A537 CL1/CL2钢用焊接材料

焊接材料及方法 材料标准及牌号 京群焊材品名 焊接方式

低合金钢药芯焊丝FCAW A5.29 E81T1-K2 H8 GFR-81K2 自动立焊

埋弧焊焊丝焊剂SAW A5.23F8A8-ECNi2-Ni2 H8 GCR-ENi2-S/GXL-121 自动横焊

药芯焊丝GFR-81K2技术特性（图

33）：①焊接成型美观，焊缝脱渣性佳，

焊接工艺性优异；②熔敷金属杂质含量

低，P≤0.015%，S≤0.010%；-60℃冲

击吸收能量超过100J。

3.3.6  桶装药芯焊丝

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桶装药芯焊 图33　昆山京群药芯焊丝GFR-81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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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的需求有较大增长。林肯不仅展示了焊接

设备方面的发展和优势，且展示出在焊接材

料领域取得的进步。尤其是桶装药芯焊丝，

配合设备改进，进一步提高药芯焊丝在实际

应用中的送丝稳定性能，见图34。国内企业

如天津金桥、天津中兴盛达、中冶也展示了

桶装药芯焊丝的发展。

3.3.7  金属粉芯型药芯焊丝

金属粉芯型系列药芯焊丝既有实心焊丝渣少、扩散氢含量低的长处，又有药芯

焊丝熔敷速度高、电弧柔软、成型美观的优点。武汉铁锚、天津金桥、天津中兴盛

达、昆山京群、四川大西洋均展出各自在金属粉芯型药芯焊丝方面取得的成就。其

中，武汉铁锚的TMC-76主要用于船舶建造的T排流水线，且采用CO2气体保护搭配

YCJMX50高速平角焊丝可组成双丝焊，大大提高焊接效率。天津中兴盛达公司推

出的桶装无缝药芯焊丝TME70CSF焊接工艺性能好，扩散氢含量低，更有利于提升

高速焊条件下抗气孔能力。四川大西洋公司推出的CHT80CNi1等系列金属粉型药芯

焊丝具有优良的工艺性能，且在-40℃低温时具有较高的冲击韧性。

3.3.8  不锈钢用药芯焊丝

不锈钢用药芯焊丝较往届品种更加齐全，质量水平明显提升，尤其是国内厂

家进步显著。一些以不锈钢类焊材为主导产品的专业化公司开始涌现，如北京金

威、金泰焊达等。其不锈钢用药芯焊丝门类齐全，几乎可做到一站式服务。综合

类焊材公司也推出各自的不锈钢类特色产品。天津金桥的LH-308L、LH-309L、

LH-316L系列不锈钢药芯焊丝焊缝外观无氧化色，保留不锈钢本色（光亮的银白

色），平滑美观，减少了常规不锈钢焊材焊

接后焊缝的清洁、酸洗等处理工序；焊接时

电弧稳定、飞溅少、易脱渣。图35为天津金

桥LH-309L不锈钢药芯焊丝焊接试件。

天津金桥还推出308L、316L系列深冷

不锈钢药芯焊丝。主要针对CNG（压缩天然

气）、LNG（液化天然气）、LPG（液化石油

图34　林肯公司桶装药芯焊丝

图35　不锈钢药芯焊丝焊接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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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三大能源储运装备领域深冷低温环境下使用的结构材料焊接，将铁素体含量

控制在最佳范围。不仅在-196℃具有稳定的低温冲击性能，并且保持良好的抗裂

及耐腐蚀性能。

3.4  埋弧焊材

埋弧焊熔深大、生产效率高、机械化操作程度高，适于焊接中厚板长焊缝，

在装备制造业中广泛应用，是发展相对成熟的高效焊材。近年来，虽然产量随着

焊材总量的增加而有所增长，但产品的总体结构没有质的改变。一方面，品种偏

少，高端产品仍需进口，尤其在核电工程、超低温工程、石油化工装备等方面，

缺乏高强高韧性低合金高强钢、低温钢、抗回火脆性耐热钢、抗高温蠕变钢等一

大批品种埋弧焊材；另一方面，熔炼焊剂在焊剂中的比重很高。熔炼焊剂生产能

耗高，对环境污染重，应逐步减少使用，大力推广烧结焊剂。

3.4.1  高强高韧钢埋弧焊材

随着水电站、抽水蓄能电站大装机容量及减量化趋势的不断发展，800MPa

水电压力钢管应用量逐渐增多；国家倡导绿色制造，工程机械用钢强度级别越来

越高，压力容器也向大型化、高参数、长周期、轻量化发展，给高强高韧性埋弧

焊材的发展带来机遇。

这类钢配套埋弧焊材由于国外企业长期的技术积累，优势较国内企业明显。

日本神钢推出490～780MPa级别系列高强钢用埋弧焊材产品，见图36。近年来，

国内主流厂家有重大技术突破，研制出550～760MPa级别的高强高韧性埋弧焊

材，且逐步国产化。四川大西洋研发的埋弧焊剂CHF606配合焊丝CHW-S80，主

要用于800MPa级高强钢的焊接，工艺性能和力学性能良好，在重点工程中已批

量应用，见图37。目前，市场已表现出1000Mpa级埋弧焊接材料的实际需求。

图36　日本神钢高强高韧埋弧焊材 图37　大西洋高强高韧钢用埋弧焊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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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桥研制的550～760MPa级别高强高韧性埋弧焊材在国内水电行业建设

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中，760MPa级别的埋弧焊剂TH·SJ80配合埋弧焊丝THM-

SG80，焊接工艺性能优异，同时保证焊缝较高的抗拉强度和低温冲击韧性。熔敷

金属力学性能和应用案例见表16和图38。

表16  TH·SJ80/THM-SG80熔敷金属力学性能

TH·SJ80/THM-SG80 Rm（MPa） ReL/RP0.2（MPa） A（%） KV2(J)（-40℃）

例  值 849 762 21.0 91、95、102

图38　TH·SJ80/THM-SG80埋弧焊丝及焊剂应用

3.4.2  管线钢埋弧焊材

管线行业对焊接材料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不仅综合性能指标更高，且应

满足高速高效焊接需求。管线钢X70、X80配套埋弧焊材已逐渐国产化，X100以

上管线钢母材强度高，焊接面临的问题是焊缝的强韧化。国内焊材企业已推出

X90、X100管线钢多丝高速埋弧焊材，焊接工艺性能良好，力学性能优异。

天津大桥自主研发的管线专用配套焊剂TH·SJ101GX具有优良的焊接工艺性

能，在多丝焊高焊速条件下，焊接成型平整美观，力学性能指标中低温冲击韧性

优良，赢得用户广泛认可。熔敷金属力学性能和应用实例见表17和图39。

表17　TH·SJ101GX/THM-70GX熔敷金属力学性能

TH·SJ101GX/THM-70GX Rm（MPa） ReL/RP0.2（MPa） A（%） KV2（J）（-40℃）

例  值 616 563 28.5 153、14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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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埋弧横焊焊材

埋弧横焊焊材在国外起步较早，主要应用于大型石油储罐焊接。国内企业近

年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研发。其中，天津大桥研制的埋弧横焊焊剂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在立式大型储罐工程中推广应用，取得良好效果；横焊焊接质量好熔

敷速度高、综合成本低，为高效自动化焊接技术及设备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广阔 

前景。

横向焊接的焊缝位置与平焊不同，主要区别在于焊接熔池形成时铁水活动的

状态。由于重力作用铁水向下流淌，其焊接坡口、焊缝层次等规范参数，都要按

其特定条件做相应变动，适应焊接过程。

3.4.4  抗回火脆性钢埋弧焊材

抗回火脆性钢用埋弧焊材主要指1.25CrMo、2.25Cr1Mo（V）钢配套产

品，是当前高端装备制造业大量进口的焊接材料，其研发重点是低硫低磷等脆

化元素控制。锅炉、承压设备和石油精炼设备使用的Cr-Mo耐热钢长期工作在

375℃～600℃回火脆性温度区间，母材及焊缝的P、Sn、Sb、As等杂质富集于

晶界，减弱晶界强度、接头易出现脆化和韧性下降，给设备安全运行造成严重 

影响。

国外以曼彻特、奥林康、神钢为代表的企业在该领域具有长期技术积累，具

备提供X系数＜8、J系数＜80，VTr54+2.5ΔVTr54≤0℃的埋弧焊丝/焊剂组合产

品能力，具有良好的抗回火脆性性能。虽然国内企业也开发了类似的埋弧焊材，

但低温韧性与产品质量稳定性仍有一定差距。国内以四川大西洋、京群、哈焊所

图39　TH·SJ101GX/THM-70GX埋弧焊丝及焊剂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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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通为代表的焊材企业在该类焊材的研发上投入研发力量，某些重要领域取得一

定进展。

3.4.5  带极堆焊焊材

带极堆焊作为材料表面改性的一种经济、快速、优质的工艺方法，在高端石

化装备及核安全设备中广泛应用。国内外企业重点展示了电渣带极堆焊焊材。国

外企业起步早，技术沉淀丰厚，品种齐全，如Sandvik。国内企业在普通奥氏体不

锈钢带极堆焊焊材品质上已接近国外，但在镍基等带极堆焊焊材方面还需加大研

发力度，丰富品种需求。典型企业有哈焊所华通、四川大西洋、安泰等。

3.4.6  核岛主设备埋弧焊材

“十三五”期间，中国核电建设在政策力推下将进入发展高峰。目前，常规

核电产品所用的钢材和焊材国产化程度较高，有报道接近90%；但在核岛主设备

所用的焊接材料国产化程度极低，如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气发生器、稳压器等，

主要依靠进口。供货产商包括山特维克、伊萨等。

在国家重大专项支持下，上海核工程研

究设计院联合四川大西洋、哈焊所华通等

单位进行了核岛主设备用焊接材料国产化

攻关，推出系列核岛主设备焊接材料。大

西洋开发的14项产品经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鉴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见图40。其中，

钢安全壳埋弧横焊焊材组合CHW-S62HRF/

CHF102HRF被鉴定为国际首创。与此同时，

四川大西洋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联合成

立了“核电焊接材料研发中心”，以推进核

电焊接材料国产化研制和工程化应用，改变

核岛焊接材料依赖进口的现状，推动核岛主

设备焊接材料国产化。

 3.4.7  超低温钢用埋弧焊材

9%Ni钢作为LNG储罐、LNG运输船建造的首选材料被广泛应用。与之配套的

埋弧焊材主要依赖进口。国外多家参展企业重点推介9%Ni钢埋弧焊材，如日本神

图40　大西洋核电站核岛主设备用焊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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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法国奥林康等。图41为日本神钢9%Ni钢LNG储罐用焊接材料，PF-N4/US-

709S埋弧焊材组合具有良好工艺性能、低温韧性和抗热裂性能。国内焊材企业

在该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四川大西洋推出抗裂性与低温冲击韧性俱佳的CHM-

NiCrMo-3/CHF205、CHM-NiCrMo-4/CHF206等埋弧焊材产品。

图41　日本神钢9%Ni钢储罐焊材

3.4.8  抗高温蠕变钢埋弧焊材

抗高温蠕变钢广泛应用于火电站、锅炉、压力容器的焊接，是能源工程领域

的热点。该领域的焊接材料市场一直被国外少数知名企业垄断，特别是在超临界

（SC）、超（超）临界（USC）锅炉机组用钢方面。从展会看，仍然以国外知名

企业展示产品为主。日本神钢连续5年重点推出P91型配套焊接材料，见图42。产

品不仅在室温有良好性能，高温时也有很好的抗蠕变性能，可以满足材料长周期

超临界工作环境下抗高温蠕变的需要。近年来，国内企业在抗高温蠕变钢埋弧焊

材开发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包括T/P24、T/P91、T/P92、E911钢的焊接，其熔

敷金属高温抗蠕变和焊接工艺性能与国外产品相当。四川大西洋推出的系列产品

如图43所示。随着超超临界锅炉的发展，镍基高温合金已有一定应用，其高温抗

蠕变温度达到750℃～950℃。但更高耐热温度的材料（如ODS合金，其抗蠕变温

度超过1000℃）仍是盲点，尚缺必要的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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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钎焊材料

钎焊在异种材料连接和复杂、薄壁、精密构件加工中有显著技术优势，应用广泛。

3.5.1  铝基钎料

在人造卫星、火箭、导弹、飞机或地面雷达天线、汽车水箱、空调散热器等

制造业，为了减轻物体质量，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和增强机动性，都尽可能以铝

代铜，甚至代替钢，导致铝钎料的需求量与日俱増。展会上，钎料生产企业大多

都推出铝钎料产品，多家企业以铝钎料为主导产品或主要产品。

郑州机械研究所、浙江高博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烟台市固光焊接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等企业均推出铜铝/铝铝药芯焊丝、铝硅焊环等产品，如图44所示。郑州机

械研究所推出锌铝和铝硅无缝形态的药芯铝焊丝，内部填有无腐蚀性钎剂，性质

稳定，空气中不易吸水氧化，储存周期长，具

有节材、高效率、低污染、焊接使用方便、接

头质量好等优点，适用于空调、制冷、汽车、

电力装备等行业铝制零件的钎焊。浙江高博焊

接材料有限公司推出的高温铝硅钎料，熔化温

度577℃～585℃，焊接强度高，流动性好，焊

接无腐蚀性，适用于铝-铝的钎焊；推出的FA-

LHG系列铝钎焊膏由铝硅合金粉末、无腐蚀铝 图44　药芯铝合金钎料

图42　日本神钢燃煤火力发电锅炉用焊接材料图 图43　大西洋超（超）临界
火电机组焊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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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剂和粘结剂组成，适用于纯铝、铝合金的钎焊。上海龙烁焊材有限公司推出的

铝硅铜复合药芯焊丝，熔化温度515℃～575℃，适合钎焊高强度中温铝合金；推

出的低温铜铝药芯焊丝，用于铝-铝、铜-铝钎焊。意大利Pietro Galliani Brazing

公司展出AlSi12焊环等铝钎料产品，如图45所示。

图45　AlSi12焊环

国内铝钎料生产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推广等方面都有显著发

展，钎料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不断提高。药芯铝钎料呈现蓬勃发展趋势，市场正逐

步形成规模。粉状和膏状铝钎料潜在市场需求广阔，但展会上基本无相关产品。

3.5.2  铜基钎料

铜基钎料广泛用于铜及铜合金、钢、硬质合金等材料的钎焊，整体市场需求

量巨大。郑州机械研究所、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上海申澳有色焊材有限公

司、金华市新宇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高博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意大利Pietro 

Galliani Brazing公司等企业均有铜基钎料样品展出。常见的如铜磷钎料、铜锌钎

料、铜银磷钎料、铜基环状钎料、铜基药皮和药芯钎料等。展会上铜基钎料展品

种类较多，但新品较少。

郑州机械研究所推出表面覆锡的CuPSn钎料，如图46所示。该类钎料实现对

钎料中锡含量的灵活调控，解决了铜磷钎料钎焊黄铜、白铜润湿效果较差，且加

工难度大的问题，显著提高钎缝强度和韧度。郑州机械研究所推出自带还原剂和

助流剂的铜基药芯钎料和铜基药皮钎料，见图47。钎焊作业时可精确控制钎料用

量，适用于自动化钎焊操作，用于空调、制冷、水暖等产业中铜管、邦迪管的连

接，具备节材、高效、易实现自动化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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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Pietro Galliani Brazing公司新推出NanoTec系列铜磷钎料和铜磷银钎

料，含有纳米磷颗粒，分散在铜基体中。钎焊时，可提升润湿性能，提高接头质

量，如图48所示。

金华市新宇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推出的铜基非晶中温钎料CuNiSnP，具有良好

的润湿性、流动性和导电性，主要用于电器行业代替银钎料。

3.5.3  银、金、钯基贵金属钎料

银、金、钯基贵金属钎料均属于硬钎料。银基钎料是应用最广的一类硬钎

料。因其熔点不太高，润湿性好，并具有良好的强度、塑性、导热性、导电性和

耐蚀性，广泛用于钎焊低碳钢、结构钢、不锈钢、高温合金、铜及铜合金、可伐

合金、难熔金属等。郑州机械研究所、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铜陵新鑫焊材

有限公司、上海龙烁焊材有限公司等均展出多种规格的银钎料产品。有丝状、片

状、环状、箔带状、膏状、预成形、三明治焊片、药芯焊丝等形态。其中，环保

型无镉银钎料的比例持续增加，低银化成为无镉银钎料的发展方向。图49为葡萄

牙Sopor Metal公司展出的无镉银钎料和低银铜基钎料。

图48　NanoTec系列铜基钎料
优良的润湿性能

图49　无镉银钎料和低银铜基钎料

图46　表面覆锡的CuPSn钎料 图47　铜基药芯钎料和药皮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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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钎焊工艺中，分开使用钎料和钎剂的添加

方法影响加工周期和钎缝质量的优劣。郑州机械研

究所推出的复合型药芯银钎料产品，实现钎料和钎

剂一体化制造，可钎焊固相线高于580℃的绝大部

分金属及合金，通过保证钎焊组件中钎剂用量的稳

定性以提高钎焊接头强度的同时，大大降低钎剂用

量及加热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量，具有节材、高

效、污染小、钎焊质量高的特点。由于制造业持续

追求降低成本，节银、代银钎焊材料不断出现，银基钎焊材料的市场需求总量增

长动力不足。但随着自动化钎焊的推广，其产品附加值有望进一步提高。图50为

展出的药芯银钎料。

上海龙烁焊材有限公司推出的中温高强银基药芯焊丝，熔点仅为

595℃～610℃，自带钎剂，可钎焊除镁、锌等固相熔点高于580℃的绝大部分金

属。其优点与药芯铝焊丝相同，具有节材、高效、污染小、钎焊质量好的特点。

其他贵金属由于市场容量小，对其研究也较少，国内生产厂家更少。展会上

基本无金基、钯基钎料参展。

3.5.4  钛基、镍基钎焊材料

钛基钎料具有较高的焊接强度，优良的耐蚀性能，流动性能和润湿性能也较

好，是钛及钛合金钎焊时首选材料。但其难加工成

材，一般以粉末状使用。镍基钎料具有优良的抗腐

蚀性能和耐热性能，可用于铜、镍、钴和不锈钢、

金刚石等的钎焊。钛基、镍基类高温钎料展出种类

和数量较少。郑州机械研究所推出的钛锆铜镍粉

状钎料，见图51。氧氮等气体含量低，熔化温度

低于820℃，流动性能、润湿性能较好，具有较高

的焊接强度，优良的耐蚀性能，可用于钛及钛合金 

钎焊。

3.5.5  软钎焊材料

软钎焊材料为液相线低于450℃的钎焊材料，主要为锌基、锡基合金。软钎料

图50　药芯银钎料

图51　钛锆铜镍粉状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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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电子封装中的元器件连接，其使用形态有线状、箔带状、粉状、膏状、

BGA球等，我国每年用量超过15万吨。但展会上仍旧没有专业的软钎焊材料参展

企业，仅有上海申澳有色焊材有限公司、郑州机械研究所等少数厂家涉及到软钎

料产品。软钎料的主要应用对象是电子行业，国内骨干的软钎料企业大多与软钎

焊设备厂家一起参加电子领域的展会，尚未进入北京·埃森展。目前，国内在锡

条、锡线、助焊剂等软钎料方面占据较大市场份额，改变了国外公司统领市场的

局面。但钎料材料整体上仍然存在多数企业规模小、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技术

标准低、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产能严重不足等问题。

3.5.6  钎  剂

钎剂是钎焊作业时使用的助焊剂，其应用对于获得高质量的钎焊接头不可或

缺。烟台市固光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申澳有色焊材有限公司、金华市新

宇焊接材料有限公司、郑州机械研究所等多家企业均展出相关配套钎剂。

烟台市固光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展出的各类钎剂产品较齐全，包括银钎焊

助剂、铝钎焊助剂、铜钎焊助剂、液体助焊剂等产品。其中液体助焊剂主要是配

合铜基钎料在液体助焊剂发生器帮助下与火焰燃气混合进行工作（火焰钎焊）。

操作方法简单方便，质量容易保证，钎缝平整光滑，残渣易清除。

金华市新宇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推出的XYF63系列多功能低温铝钎剂，活性

强，活性温度低（170℃），可焊接铝-铝、铝-铜、铝-不锈钢等材料。

随着环境保护要求和钎焊可靠性要求的提高，钎剂的无卤素化是未来发展的

必然趋势。目前，国内外许多企业和科研机构通过采用水基溶剂代替醇类溶剂、

采用有机酸及有机胺代替卤素作为活性物。展会上也展出多种类型的水洗或免清

洗助焊剂，环保效果显著。

3.5.7  钎焊材料制备技术

国外钎料先进制造技术主要包括：低氧熔炼技术、水平连铸、大铸锭铸造技

术；自动收线工艺、精轧、气保护退火、在线退火等技术；近净成形铸轧、连铸

连轧、粒状钎料制备等短流程-近终成形技术；膏状钎料、预成型钎料、BGA焊

球制备技术等。目前，国内钎料行业产能充足，发展迅速，整体脱离作坊式生

产。感应熔炼和真空熔炼技术已在一线企业得到普遍应用；水平连铸、在线退

火、自动收线、精密轧制等技术已用于钎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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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焊接材料市场需求分析

根据电力装备、承压设备、管道工程、桥梁、海洋装备、石化、造船、储运

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对钢材的需求，高强度、高韧性、耐腐蚀、超低温、高服

役寿命、高耐磨性等特种性能的钢材将成为市场需求亮点。中高端品种焊材的需

求将会增长，普通焊材比重继续降低。各焊材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一路一

带”“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部署，做好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加快我国高端

焊材的国产化步伐。

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政策等因素驱动工业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1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

量6.6万台，全球占比26.66%，连续三年稳居销售首位。相比工业发达国家

200台工业机器人/万名工人的密度，我国工业机器人仍有近5倍增长空间。随

着机械人、自动化在工业领域的加速发展，焊丝作为高效焊接材料，得到快速

发展。而钢材综合性能提高、品种性能多样化又促进焊丝品种开发、性能提

升。随着国内高效化发展，桶装焊丝在焊接材料的占有量越来越大，受到客户 

青睐。

4.1  焊  条

近些年，随着中国焊材结构调整，不断压缩焊条在焊接材料中的比例和总需

求量。到“十三五”后期，我国焊条占焊材总产量的比值，可能降到约30%。焊

材企业应重点考虑如何满足国内高端装备制造对高性能焊条的需求。焊条应向高

强、高韧、低氢、环保、优质、操作性佳、性能稳定的方向发展，如适用于特种

耐热、耐磨、耐腐蚀、耐辐照、耐低温、高强度等焊接。可以预见，压力容器用

低合金钢焊条、不锈钢焊条、镍基焊条、核电用焊条、管道专用打底焊条及一些

特种小批量焊条，使用量不会大幅缩减；对复杂的需要全位置焊接的结构，其焊

接性能要求高，焊条市场用量还有可能提升。

4.2  气保护实心焊丝

4.2.1  不锈钢实心焊丝

中国双相不锈钢需求开始快速增长，在化工机械设备、石油天然气管道、海

水淡化装置、化学品船、桥梁建筑等行业大量应用。2015年，我国双相不锈钢产

量达到56622吨；比2014年增加20881吨，增幅达58.42%，创历史新高。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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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双相不锈钢气保护实心焊丝需求量将逐渐增加。

4.2.2  耐候钢实心焊丝

耐候钢的耐腐蚀性能和经济性决定了耐候钢是发展潜力很大的钢铁材料。目

前，耐候钢在国外已趋于成熟和完善，钢种开发、应用及设计施工等方面都有较

详细规定。与国外相比，我国耐候钢的研制起步较晚，但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

展，耐候钢已引起国内有关行业越来越多的关注。

铁路机车车辆是使用不同强度级别耐大气腐蚀钢的传统应用行业，现已从

09CuPCrNi发展到Q400NQR1、Q450NQR1耐候钢及S460EW高耐蚀型耐候钢。

根据铁道系统预计，今后新造车辆将大量使用耐候钢。应不断开发新型高寿命、

低成本结构钢，需要配套不同强度级别的新型高耐候气保实心焊丝。

耐候钢在桥梁上的裸露使用1964年从美国开始。目前，美国桥梁大量采用耐

候钢。日本在桥梁上耐候钢的使用方法逐步发展到以裸露使用为主。据统计，在

日本已建成的钢桥中，耐候性钢桥的占有量已超过全体钢桥的20％。中国从2004

年开始进行高性能耐候桥梁钢研发。到目前为止，Q345qENH、Q370qENH、

Q420qENH等高性能耐候桥梁用钢已在工程正式应用。耐候桥梁钢分为两种类

型：一是耐田园大气和工业大气腐蚀桥梁钢；另一种是耐海洋大气腐蚀桥梁钢。

需要配套不同强度级别、耐蚀要求的气保护实心焊丝。

4.2.3  铝及铝合金焊丝

铝及铝合金由于其优异性能，正被广泛应用。在航天、航空等领域，大量

采用铝及铝合金。例如，美国阿波罗飞船和运载火箭结构，铝合金占总结构约

80%。“小斗犬”和“响尾蛇”飞航式导弹，铝合金分别占50%和47%。我国的

Al-Li合金也在一些飞机结构上使用。航天用铝合金焊丝都为国产。

机车车辆用钢材也呈现多样化。高铁车辆大量采用铝合金，相匹配的铝合金

焊材亦大幅增加。目前，普遍采用的焊丝有Al5356、Al5183、Al5081、Al4043。

通过减轻汽车自重达到减少CO2排放已经成为所有汽车制造商追求的目标。因

此，汽车工业也逐渐使用铝合金材料的零部件。6000系列铝合金将大量用于汽车

薄板。铝焊丝在行业的用量越来越大。

Al5356铝镁焊丝在家具行业大量使用。技术要求上不太高，主要关注成型的

美观。此产品在冷藏集装箱行业也在使用，大多采用国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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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镍基焊丝

海洋石油开采时常有CO2或H2S对采油设备内壁或铁杆产生腐蚀，需在钻

井平台水下各关键部位内壁上加镍基合金堆焊层，一般采用ERNiCrMo-3、

ERNiCr-3、ERNiCrFe-7A和ERNiCu-7等焊丝。

在核电行业，压力容器、蒸气发生器、稳压器等核岛主设备接管安全端

隔离层及对接焊缝、RPV顶盖贯穿件隔离层及角焊缝及SG管板堆焊，常用

ERNiCrFe-7、ERNiCrFe-13等焊丝。

在火电厂，应去除电厂废气中的关键污染物质。目前，国内各大火力发电

厂已广泛引入FCD烟气脱硫系统解决这一难题。此系统的腐蚀环境极其恶劣，系

统内的一些部位需要选用镍基合金焊材作为防腐蚀覆盖层，常用ERNiCrMo-4、

ERNiCrMo-10等焊丝。

9%Ni钢在-196℃的低温环境下具有优异韧性，被大规模用于制造或建造

液氮和液化天然气（LNG）贮罐、LNG船。目前，焊接9%Ni钢主要采用低温韧

性好、强度高的镍基焊丝。焊接过程中热裂敏感性很强，易出现弧坑裂纹，必

须严格控制层间温度，否则易发生电弧磁偏吹。目前，主要用ERNiCrMo-3、

ERNiCrMo-4等焊丝。

4.3  药芯焊丝

药芯焊丝的传统市场主要为造船、桥梁及部分钢结构。随着药芯焊丝新产品

的不断涌现，在管道建设、海洋工程、核电工程、石化工程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

大。为了满足不同行业对药芯焊丝的特殊要求，必须对药芯焊丝进行更为深入的

基础研究，提高产品的适用性和质量稳定性。随着国内焊接技术自动化、高效化

的发展，尽管展会上不少企业展出桶装药芯焊丝，但由于药芯焊丝生产设备的限

制以及对焊丝送丝性能等基本问题研究不足，国产桶装药芯焊丝的质量未能完全

过关。且由于不同用户的电源、送丝系统、环境、焊接工艺的不同，桶装药芯焊

丝的系列开发及个性化需求尚需进一步加强。

4.4  埋弧焊材

埋弧焊材作为一种发展较为成熟的自动化产品，其应用领域和占焊接材料的

比重一直相对稳定，约11%。但由于其生产效率高、劳动强度小、焊接质量好等

优势，在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十三五”期间，中国核电建设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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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下将进入发展高峰，国务院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中从2016年开

始以每年6～8座的速度新建核电站，将带动核电用钢及配套埋弧焊材的发展。

4.5  钎焊材料

随着家电行业、金刚石制品行业、微电子行业以及信息产业等行业的快速发

展，我国对钎焊材料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近年来，一些新兴产业以及新应用领

域的发展，如光伏产业、汽车及航空电子、LED、机械及建筑行业等，开始大量

采用钎焊技术，新型钎焊材料的需求也逐年上升。特别是高品质、环保、适应自

动化生产的钎焊材料的需求呈快速上升趋势，近几年将会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

而一些低档钎焊材料由于市场饱和将供大于求，竞争加剧。

4.5.1  航空航天及交通工具

为节约能源、提高速度，交通工具的轻量化日益受到重视。其主要途径是以

轻质合金材料替代钢，用于机车、挂车、汽车、船舶的制造。铝合金仍是航空航

天器主要的结构材料之一，钛合金也已成为航空航天业的主流结构材料。我国正

在大力发展航空航天事业，该领域对钛合金、铝合金钎料的需求量虽然较少，但

都属于高附加值的高端钎料。随着新型高温结构材料逐渐取代传统高温合金，成

为航空航天发动机的主要结构材料，钎焊技术已成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的主导工

艺之一。航空航天发动机制造业对钛基高温活性钎料、钛锆基钎料、镍铬基钎

料、金基钎料、钯基钎料、钼基和钒基高温钎料等高温钎料需求迫切。

4.5.2  空调、制冷与暖通产业

钎焊在空调、制冷与暖通产业中主要用于蒸发器、冷凝器、散热器、热循环

管路等关键结构件的连接，所用钎料以银、铜、铝基钎料为主。为满足环保要

求，我国的家电和暖通产业迫切需要实现钎焊材料的绿色化，主要是禁止含镉、

含铅钎焊材料的使用。为降低成本，在各种热交换器中以铝代铜方兴未艾，需要

相应铝基钎料等铜铝连接用焊接材料。减少或不使用贵金属是节约成本的有效手

段，如选用Cu-P-Sn钎料代替Ag-Cu-P钎料连接铜管降低成本。但为保证质量，

部分可靠性要求较高的构件仍需使用银基钎焊材料。

4.5.3  加工工具行业

钎焊是金刚石工具、硬质合金工具的主要连接手段，用于连接工具刀头和钢

基体，所需焊接材料以硬钎料为主。除使用磨损外，金刚石工具、硬质合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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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的主要原因是钎焊连接失效导致刀头脱落。因此，钎焊连接质量对于上述工

具的寿命至关重要。我国早已成为超硬材料、超硬工具和硬质合金工具生产和应

用第一大国，相关产业年产值达到上千亿元。由于金刚石和硬质合金工具属于耗

材，需求量大，工具制造业对钎焊材料的需求量大而稳定，主要为银钎料、铜

钎料和用于单层金刚石工具的活性钎料。随着我国金刚石和硬质合金工具产量

的增加，钎焊材料需求量将进一步增长。但为降低制造成本，其低银化发展趋势 

明显。

4.5.4  电子封装产业

电子产品制造业是我国支柱产业之一，软钎焊是电子产品封装中最常用的连

接方式。此外，光伏产业、LED、电光源和照明产业也大量采用软钎焊技术，全

球年消耗量超过15万吨。目前，无铅焊料已取代锡铅焊料成为电子封装中常用

的焊料，但其综合性能仍不及锡铅焊料。软焊料的使用形态多样，包括棒、锭、

丝、粉末、箔片、焊球、焊膏等。随着封装技术的进步及封装密度的提高，未来

对软钎料的需求将主要集中到焊膏和BGA焊球上。

4.5.5  轻工制造业

钎焊在金属制品、眼镜、工艺品、首饰、灯具、手表等轻工制造业中应用广

泛。其中，金属制品包括金属家具、容器、炊具、装饰品、厨卫用品、日用品

等，传统用铆钉、螺钉等紧固件进行连接。而钎焊由于具有工艺简单、效率高、

接头美观等优点，正在取代传统连接方式。在一些制造业中，通过钎焊将简单金

属结构件连接为成品，可以大大简化金属材料成型或机加工的工作量，显著降低

成本。但是，钎焊在金属制品制造中的应用仍有待于进一步推广。钎焊是金属镜

架的主要连接方式，所用焊接材料主要为银基钎料。为应对不断更新的镜架材

料，如钛合金和轻质合金材料，需不断开发新的钎料产品。此外，钎焊还经常用

于金属工艺品、首饰、灯具、表壳等产品的连接，对应的母材一般为各种铝合

金、铜合金、钛合金、钢等结构材料。由于工艺品和首饰行业对焊接接头的表面

质量要求严格，需要采用高品质的钎焊材料。

5  焊接材料行业发展建议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我国焊接材料行业有能力、有必要而且正在酝酿

着一场深刻变革。结合供给侧改革和《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国焊材企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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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减少无效供给、创造新的供给以及扩大短缺供给之外，特别要加强改造落后供

给，即应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技术管理理念的升级改造，提高产品数字化技术

含量和工艺水平，促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高供给品质，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

的现实需求。

中国未来将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要以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

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为指导思想。中国焊接材料行业应紧紧围绕海工装

备、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等重点发展领域以及新材料等方

面突破发展。

（1）依托国家政策，寻求高端焊材国产化突破口

国内焊材制造企业应依托国家政策，加强高端以及高品质产品的开发，并加

强与使用企业的紧密合作，寻求高端焊材国产化突破口。把重点放在与《中国制造

2025》规划密切相关的领域所用焊材上。这些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若取得突

破，将有力促进中国焊接材料行业的发展，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焊材企业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找准在国内甚至是国际市场中的地位，重点

发展有针对性的焊接材料，不可盲目求大求全。根据各相关行业发展的需求优化

品种，提高产品适应性，通过细分市场、准确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同时，提

高市场服务意识，提供产品与技术的集成服务。

（2）稳步提升焊接材料的综合质量，塑造企业品牌影响力

中国焊接材料以质次低价、以量为主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不可持续发

展。应把品质提升放在第一位。针对国内高端焊材知名度低、应用业绩少、数据

缺乏的情况，在高端焊材研发过程中，根据产品实际需要的各种焊接工艺参数以

及不同热输入、热处理等要求，建立完整的数据档案，并在研发过程中经使用单

位进行工厂适应性研究，达到研发与使用紧密结合，确保产品适应性。同时，塑

造和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

（3）加大研发力度，对焊材生产设备不断改进和更新

应加大企业科研投入，重视焊接材料基础研究，加快研究平台建设和人才培

养。加快研发能力建设，鼓励创新，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紧跟国

际发展趋势，积极推行先进制造技术，努力提升焊接材料内在品质，缩小与国际

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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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材料的生产流程应向自动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各生产厂家要加强材

料、设备、工艺一体化创新，改进或引进自动化生产装备，努力实现制造过程自

动化，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稳定性，提升产品竞争力。

（4）注重环保及新品种研发

进入21世纪，国家对环境建设提出低碳、环保宏观政策。并随着制造业自

动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新型结构材料的应用，要求其具备绿色化、洁净化、复

合化、多样化、高效化、适应自动化等特征。焊材企业要不断研发、改进生产工

艺，实现能源的高效环保利用，大力发展低碳、环保的产品、包装形式和生产 

方式。

近年来，国内外钢铁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钢材性能明显提升，钢材品种也

逐步完善，焊接材料制造企业应密切关注各行业用钢的发展，适时研发配套的焊

接材料。

（5）相关部门应重视和支持焊材行业的发展

中国焊材业一个很大的困扰是产品研制成功后，无法得到设计单位、装备制

造单位及用户的认可。得不到实际的工程应用，无法推广，进而挫伤研发单位的

积极性。希望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对国产焊材的信任度，协调使用行业进

行新产品推广、试用，支持中国高端焊材发展，以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和重点工程

的自主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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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割  装  备

《切割装备》由中国焊接协会切割分会组织业内专家撰写。由中国焊接协会张

华副秘书长、机械工业火焰切割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王智新、中国焊接协会

秘书处李波负责统稿及编辑，并得到谢伟新、鲍云杰、李乃健、邵燕瑛、谢茂祖、

郭涟、李浩、郑建鸣、王茂忠等业内专家及宁波金凤、江苏博大、无锡华联、上海

通用、北京时代、武汉华中激光、上海发思特及山东艾西特等企业的积极配合与大

力支持。

1  综　述

本部分重点关注国内外主要切割生产企业参展情况及具有技术特色、引领市

场发展方向的产品概况。通过对部分先进企业的产品、技术和工艺分析，阐述切

割技术的总体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趋势。

1.1　激光切割装备发展势头迅猛

激光在商业上的使用最早起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发

展，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发现，激光加工在替代传统制造技术上有着巨大的潜

在需求，纷纷发展激光产业。日本及欧洲地区尤其是德国在激光产业上迅速崛

起，商用日趋广泛。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欧美工业发达国家中，70%~90%零部

件的切割和焊接都采用激光加工。其后，发展中国家亦纷纷加大对激光产业的研

发投入，并在激光商用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以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着全球的激

光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德国的工业激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美主要国家在大

型制造产业，如机械、汽车、航空、钢铁、造船、电子等行业中，基本完成用激

光加工工艺对传统工艺的更新换代，进入“光加工”时代。

专业集成应用企业：德国通快公司（Trumpf）通过兼并、重组，成为拥有7

家从事激光产品生产的企业，是当今激光装备制造产业的霸主。这些大型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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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方面推动激光应用技术与产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

厂商正在谋求规模化发展，提升激光装备的性能价格比，以便垄断市场。

近年来，我国加大对激光加工技术产业化的实施力度，工业企业逐渐将激光

装备引入生产以替代传统加工方式或增加新的工艺，推动激光产业稳步发展。据

前瞻研究院统计，激光装备市场呈现稳定、高速增长态势。2008年，激光装备市

场销售额为38亿元，2014年已达到11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0%。

继传统的气体、固体激光器之后，光纤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碟片激光器

等新型激光器发展迅速。国外激光先进制造的发展趋势是高功率、高光束质量、

高可靠性、高智能化和低成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鲜明的产品差异化特色。核心竞争力明显鲜明的差异化产品特色成为国

外著名激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德国Trumpf公司生产的高功率轴快流CO2激光

器和碟片激光器及其加工系统、德国Rofin公司生产的板条激光器、Synrad公司的

射频激励连续中小功率激光器、Coherent公司的射频激励脉冲中小功率激光、美

国PRC公司的轴流CO2激光器、IPG公司的光纤激光。

（2）新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延伸。主要的大型制造业，如汽车、电子、机

械、航空、钢铁等行业中基本完成用激光加工工艺对传统工艺的更新换代，进入

“光制造”时代。

（3）产业链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国外激光产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产业链

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相关器件达到同行业最高水平，打造完善的激光产业链。

（4）激光器向高功率发展。新型激光器不断涌现，传统的气体和固体激光器

逐渐向高功率和高性价比方向发展。如德国Trumpf推出的万瓦级轴快流CO2激光

五轴切割、焊接和表面处理系统

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典型代表。

1.2　工业机器人应用更为广泛

图1为无锡华联科技研发的

桥梁板单元机器人自动化焊接

生产装备。图2是北京时代公司

TZR-C-3000×300×150直角

坐标式切割机器人。 图1　桥梁板单元机器人自动化焊接生产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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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复合式切割技术受到关注

图3为江苏博大数控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研发的BODAIV数控钻铣切机。图4是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TP系列管板一体光纤激光切割机。

图3　BODAIV数控钻铣切机 图4　TP系列管板一体光纤激光切割机

2　产品部分

重点介绍产品结构特点、技术参数、生产企业及应用领域。

2.1　BODAIV数控钻铣切机

江苏博大的BODAIV数控钻铣切机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一款高精度复合加工设

备，一次装夹即可完成板材的冷热复合加工流程。冷加工可完成钻孔、倒角、攻

丝、划线、铣平面等标准配置功能。热切割可完成直切、坡口切割。在提高加工

精度的同时，提高加工效率。

该设备在电力、桥梁、船舶、汽车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国内外客户实

际应用效果良好。该设备获得江苏高新技术产品称号，部分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图2　TZR-C-3000×300×150直角坐标式切割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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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配置有自动钻铣主轴系统1套，坡口（等离

子）切割系统1套，数控系统1套。

（1）钻铣主轴系统（图5）。采用高精度镗铣主

轴、BT40接口，配置中央出水、气液换刀、伺服主

轴电机。主要特点和加工数据：①模块化结构设计； 

②高精度高转速主轴头；③自动刀具长度测定、自动

换刀库：刀具刀柄BT40-50，钻孔直径Φ50mm，钻

孔深度100mm。

（2）坡口（等离子）切割系统（图6）。配置

博大数控自主制造的无限回转切割割炬装置，其独特

的立式双连杆结构具有发明专利。主要特点和加工数

据：①采用旋转摆动复合运动结构，可完成复合坡口

运动；②配套多种等离子，切割质量好；③旋转结构

采用组合轴承，回转精度高，轴端摆动小；④摆动结

构采用立式双连杆，轻巧耐用：坡口角度45°，回转

速度80r/min，摆动速度20r/min。

（3）数控系统。采用EtherCAT总线式9轴数控

系统，其实时高精的总线系统通信速度达到100M。系统通过EtherCAT总线对电

机的速度位置、现场I/O等参数进行控制，可实现运动轨迹三维模拟。配有手控

盒，操作方便。数控系统技术特点：①基于英特酷睿微处理器架构（工业级）；

②Windows8.1嵌入式操作系统，读取速度高达5kB/s，插补循环时间1~2ms；

③PLC循环时间和内部程序同样迅速，读取速度5kB/s，预先读取2048字节；④操

作界面标准友好，最大限度地方便用户进行开发、调试和诊断工作。

该设备配置具有丰富的选择项，客户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系统：①钻

铣系统主轴头可选BT40、BT50；主轴电机可选变频、伺服；圆盘刀库可选20、

24T；②切割割炬可配套坡口切割割炬、直切割炬。等离子切割系统支持国内国际

各知名品牌。钻铣系统和切割系统均为数控，可联动亦可单独加工。部分加工样

件如图7所示。

图5　钻铣主轴系统

图6　坡口（等离子）切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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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部分加工样件

2.2　桥梁板单元机器人自动化焊接生产装备

无锡华联科技研发的桥梁板单元机器人自动化焊接生产装备是用于桥梁钢结

构的板单元、钢桁梁箱式和工式杆件的高质量连续自动化焊接生产装备。设计采

用工件放置在中间，由2台悬臂式双机器人焊接联动工作站、2套液压摇摆反变形

胎架组成，焊接系统具有焊丝接触传感和电弧跟踪能力，同时进行四条焊缝的焊

接。焊缝质量稳定，可无人化操作，满足大构件高效率和自动化生产。

2.3　数控纵缝坡口清根铣削机

无锡华联科技研发的数控纵缝坡口清根铣削机是用于大型筒体或平板纵焊缝

铣削清根和坡口加工的专用自动化铣削设备。产品有两种形式，一种专门铣削筒

体纵缝，置于地面之上，在45°位置铣削；另一种置于地面之下，既能铣削筒体

纵缝，又能铣削板材类坡口，一机多用。结合应用管子环缝清根铣边机，形成大

型焊接筒体，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生产现场清洁。主要应

用于大型制管业、风塔制造、桩基制造、压力容器制造等（图8、图9、图10）。

图8　数控纵缝坡口清根铣削机（上置式） 图9　数控纵缝坡口清根铣削机（下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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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直角坐标式切割机器人

TZR-C-3000×300×150直角坐标式切割机器人是北京时代公司直角坐标式

机器人系列中的一员，是针对风电等行业开发的一款用于塔筒上门孔切割、打坡

口的设备。

技术参数：①纵向有效行程3000mm；②横向有效行程300mm；③机头升降

行程200mm；④机头回转角度360°；⑤纵向导轨长度约3500mm；⑥切割形式

为直口及最大30°的坡口。

直角坐标式切割机器人由纵向导轨、旋转臂、主从两侧固定架、机头、气路

系统、拖链系统、数控控制系统、各轴驱动系统等组成，可根据用户需求选择

定制。

现阶段，塔筒上切割门孔、打坡口等全部为人工操作，工作量大、生产效率

低。切割好的门孔在焊接门框时还需要对割缝进行打磨修整，整个过程耗时数日。

时代公司开发的直角坐标式切割机器人利用电机减速机驱动、齿轮齿条传动

等，保证门孔的切割精度，减少了工作量。控制系统采用示教模式，可遥控手操

器实时调整机头的运动轨迹，简单易学。行走导轨采用经济适用的铝合金一体式

加厚导轨，在保证一定刚度的情况下轻便易搬运；两端机架下方装有脚轮，两人

一前一后即可将设备推动到位。机器的主侧支架处预留有电源接口和气路接口，

可随时进入工作状态。

针对风电行业在塔筒上切割门孔，该设备有效节省资源，提高效率，减少工

人劳动强度，提升切割质量。设备安装到位后，仅需1人即可示教、切割，大大

图10　管子环缝清根铣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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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人力成本。且系统操作简单。设备的纵向行走采用齿轮齿条传动，两端光轴

导向，较好保证切割的角度和直线度。切割端部曲线更具优势，通过数控系统控

制，自动调整割枪高度，精确模拟曲线轮廓，割缝与门框相匹配，大大减少后期

处理工作。设备具有切割最大30°坡口的能力，在切割门孔轮廓的基础上，再切

割出焊接用单边坡口。数控系统控制整个过程，机械传动保证精度，在前期保证

示教精度的前提下，提升切割质量和效率。

2.5　TP系列管板一体光纤激光切割机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以平面中大功率光纤激光切割和多轴控制管板一体激光切

割为主题亮相展会，重点展示新兴市场对1~16mm薄板高精度、快速度的光纤激

光切割设备和方管、矩形管、圆管、椭圆管等管材的激光自动化切割设备和切割

样件、样品。

上海通用与美国IPG光纤激光公司合作，针对光纤激光切割机重点展示精度

高、速度快的台风TF pro系列高速光纤激光切割设备；可以切割高反有色金属，

如铝、铜等。

结构特点：①经济实惠，既能满足板材气割要求，亦能满足管材切割；②能

在管材端部直接旋转切断，也可进行斜面角度截断；副卡盘为带滚轮送料卡盘，

材料一次夹紧，直接送料加工完成，节省工作时间。全自动气动卡盘装夹迅速，

瞬间自动定心夹紧工件，夹持力稳定可靠，夹持精度高，使用寿命长。配合面均

具有防尘功能；③采用龙门双驱、双电机驱动，运行稳定、动态响应快、定位速

度高。高端数控系统的双边同步驱动功能、稳定可靠；④选用原装进口IPG光纤激

光器，无需维护，体积小巧便于集成，无需启动时间，功率密度高；⑤尖端光纤

激光技术与数字控制技术完美融合，整机性能卓越，千瓦级标准机床设计，预留

产品升级空间。

主要技术参数：设备型号TP3015/6015，激光器功率200~2000W，IPG进口光

纤激光器/国内优质品牌，板材加工幅面3000mm×1500mm/6000mm×1500mm，

X轴行程3000mm/6000mm，Y轴行程1500mm，Z轴行程120mm，切割管壁

厚度视具体激光器功率而定，管材直径Φ20~200mm（常规），管材加工长度

3000mm/6000mm，定位精度≤±0.08mm/m，重复定位精度≤±0.04mm/m，电

力需求380V/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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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广泛应用于健身器材、石油管道、工程机械、客车制造、机车制造、农

林机械、特种汽车、家用电器制造、激光对外加工服务等各种机械制造管材加工行

业。管材激光切割机可实现管、板材下料的同时互换切割方式。管材板材两用激光

切割机，能满足用户进行圆管、方管切割以及钢板的异形加工。切割样品见图11。

工艺品 医疗器械 钣金切割 零件加工 精密配件

汽车零部件 广告制作 机械部件 钣金加工 齿轮加工

图11　切割样品

2.6　TF3D柔性激光切割机

TF3D激光切割机（图12）是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根据金属加工

行业需要量身打造的3D切割机。

设备具有国际水准，切割效果

好、运行成本低、稳定性优异、

加工质量高、适应能力强。三维

光纤激光切割机由专用光纤激光

切割头、高精度电容式跟踪系统、光纤激光器以及工业机器人系统组成，可对不

同厚度的金属板材进行多角度、多方位柔性切割。广泛应用于金属加工、机械制

造、汽车零部件制造等。

产品优势：①各种形状的孔和外框一次成型，节省全序模或落料模的开发费

用；②切口质量好，切割后无需打磨，缩短工艺流程，节省人工成本；③提高产

品档次，增加产品附加值；④节省开发磨具的时间，灵活更换产品，利于抢占市

场；⑤工业控制理念，模块化设计，智能化与使用操作结合的高防护集成技术；

⑥量身定做个性化的全套汽车钣金覆盖件和底盘件切割解决方案；⑦专业离线编

图12　TF3D柔性激光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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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软件，通过数控直接生成切割轨迹，抛弃繁杂的人工示教；⑧更加适合小批量

多批次维修市场、新产品试制和非标定制等个性化切割需求。

机器人各轴可旋转角度：①第一轴+180°-180°；②第一轴+110°-100°；③第一

轴+65°-60°；④第一轴+200°-200°；⑤第一轴+120°-120°；⑥第一轴+400°-40°。

五轴机床＋激光器：根据工件材质、厚度和选配激光器功率大小而异。

机器人＋光纤激光器：根据工件材质、厚度和选配激光器功率大小而异，如

1.5mm厚碳钢用200W激光器，可达5m/min。

应用领域：①材料适应性强；②加工路径由程序控制，若加工对象发生变

化，只须修改程序，修边、切孔时尤为明显。因为，修边模、冲孔模对不同零件

的加工无能为力，且模具成本高。三维激光切割有取代修边模、冲孔模的趋势。

一般，三维机械加工的夹具设计及其使用比较复杂，但激光加工时对被加工板材

不施加机械加工力，夹具制作简单。此外，一台激光设备如果配套不同的硬件和

软件，可以实现多种功能。

在实际生产中，三维激光切割在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缩短产品开发周

期，降低劳动强度，节省原材料等方面优势明显。尽管设备成本高、一次性投资

大，仍有很多汽车、飞机生产厂家购选三维激光加工机。部分高校也购进相应设

备进行科研。三维激光技术势必在制造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7　自动化型钢上下料切割流水线

常州华强基于ProfileCut机型量身定制的一套自动化型钢上下料切割流水线如

图13所示。根据用户要求，自动化型钢上料系统为整台切割机提供上料功能。

图13　自动化型钢上下料切割流水线

出料

除尘 X

系统 控制台

等离子电源

工作区域
包括回转头

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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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如下：

（1）操作工利用行车等工具将型钢上料至入口处铰链，最多可同时容纳3根

最大规格的型钢。当存放数小于3根时，需要手动补料。

（2）铰链在CNC程序控制下转动，将型钢全部移动至钢辊，沿X方向移动；

型钢的空程移动速度≥20m/min。

（3）钢辊承载型钢移动至切割头下方时，切割机上的光感信号侦测到型钢端

头就位，启动气动夹紧装置，将型钢按照Y方向顶紧。同时，检测型钢是否与X方

向平行，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4）切割机首先扫描型钢端头以及型钢是否有扭曲，之后按照扫描结果进行

切割。除3D扫描外，无需其他准备时间，即时开始切割。

（5）一次切割结束后，夹紧装置松开，钢辊按照X方向继续滚动，将切割好

的零件送出切割区域，新的型钢材料开始下一次切割。

（6）切割完成的零件继续被钢辊和铰链运送至出口，操作工清理切割零件，

确保出口处不会溢出。

生产线由1~2名操作工负责上下料及切割。操作节拍由切割的复杂程度所决定。

3  行业发展现状

简要介绍先进切割设备及切割技术的生产企业数量、产量、品种、产能、主

要生产企业，包括新的生产设备、检验设备情况等。

国内外市场需求下降，各数控切割机企业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

小型数控切割机生产企业面临倒闭或转型，大、中型数控切割机生产企业亏损；资

金链周转不健康或转型等其他方式进行自救。从而，市场机制下各企业重新定位、

生产制造理念发生转变。在市场竞争中寻找新的发展，带动整个行业转型。

2013~2014年，钢铁业PMI显示当前国内钢市整体形势低迷。同行业之间进

一步恶性竞争，还要面对其他行业发展压力带来的诸多挑战。如数控冲床、激光

切割机等产品价格和技术发展带来的“跨界竞争”。同时，数控切割机企业对产

品的进一步分类和细化更加剧市场萎缩，各企业产品线发展和市场反应不及时也

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增加生产制造成本而面临新挑战。

（1）薄板高速、高精加工需求加大

近年，数控切割产品市场不断分类细化；客户得到更适合自己的产品。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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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水平和设计水平不断提高，金属板材对薄板高速、高精加工需求加大。

等离子1~38mm切割速度快，性价比高。缺点，火焰精度差、变形大；等离

子断面有斜度、污染大。加工普遍是针对中厚板。激光切割机的优点，1~20mm

板材精度极高、速度快、可切割不规则图形、切割小孔；缺点，投资成本高。

快速发展的今天，相互竞争非常突出。光纤激光技术的发展也使企业进行数

控加工技术的改革。市场需求发生“跨界”竞争，使得薄板高速、高精加工需求

加大。同时，相关产品竞争加剧。

（2）非标切割需求增加

相对于常规板材、管材及其他标准材料的切割，方管、矩形管、H型钢、角

钢、槽钢、球扁钢等异军突起，需求量和相关咨询量增加。为满足客户需求，企

业在原有设备需求基础上进行功能增强和完善。

产品从基本功能型向专业化迈进，企业从劳动密集加工型转变为高科技加工

生产，孕育更大的市场空间。

3.1　激光加工行业分析

3.1.1　全球工业激光行业

过去几年，欧洲和美国经历了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其他一些

因素影响全球激光产业的发展。2012年，全球工业激光装备系统市场规模为102

亿美元，2013年约为106亿美元，2014年达到116亿美元，同比增长8%。

欧洲约占全球工业激光加工系统市场份额的35%，欧元区出台多项经济刺激

措施，致使欧洲地区经济基本摆脱此前债务危机的阴影，出现反弹式增长。2013

年，激光器市场增长率约为10%。在此基础上，欧洲激光市场继续温和增长。

2014年，英国经济增长不错，德国制造业基本令人满意。但法国、意大利的经济

表现差于预期，一定程度影响工业激光系统市场的增长。由于美国推行持续量化

的宽松货币政策，2014年经济增长强劲，并延续至2015年。美国及加拿大的北美

市场经济复苏，激光系统需求强劲。2014年，亚太地区需求仍然不温不火，亚洲

地区约占全球激光消费市场的40%。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装备发货量占据全球工

业激光系统总价值的50%。南美、中东、亚洲和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激光

应用的需求越来越多，是全球激光市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其中，中国正逐渐成

为全球最大的激光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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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国工业激光行业

2014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全年GDP增长率仅为7.4%，差于市场预

期，各项制造业需求减少对激光产品造成一定影响。2013年，中国激光器系统与

工业激光装备市场的总销售额达48亿美元，增长率为12%。2014年，许多本土供

应商抱怨激光市场竞争加大，各类激光器系统继续占领更多份额。固体激光器、

CO2激光器和光前激光器表现出良好增长，总体增长率约15%。其中，光纤激光

器增长率接近25%。

然而，工业激光装备市场则承受更多压力，特别是切割机和打标机价格下

降、竞争加剧。2014年，全球激光器市场价值约24亿美元，工业激光市场为116

亿美元。2014年，中国激光产业总产值约为335亿人民币（约54亿美元），比

2013年增长13.5%。从数据上看，中国激光相关企业市场价值占全球的48%。然

而，如果只计算激光产品业务，并且排除汇率影响，中国激光产品实际价值约占

全球的25%，继欧洲之后位居第二。

光纤激光器在中国备受欢迎，特别是高功率激光切割机和低功率激光打

标机，2014年增长率超过30%。激光打标装备全年发货量50%采用光纤激

光器。

2014年，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外国激光相关公司在中国的销售情况为：通快

公司3亿美元（其中，激光业务1亿美元），IPG公司1.2亿美元，罗芬集团1亿美

元，美国相干5000万美元，SPI1800万美元。

目前，中国经济继续出现下行压力，且作为制造业大国历来享有的劳动力成

本优势正逐步消失，传统的低附加值企业面临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的经营困境，

严峻的内外部条件正倒逼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

2015年，随着激光应用逐步融入高端和传统生产制造的行业中以及我国工

业发展“转型与升级”的需求，激光加工产业无论在高端和传统制造领域日趋普

及。保守估计，中国激光器以及工业激光装备市场增长率可达15%。

整体上，国内制造业升级有望推动激光产业发展，进口替代空间大。光纤激

光器在各个业务领域的占有率不断提升，推动全球激光市场的发展，并以其高效

率及低维护运营成本优势逐渐受到系统集成商青睐。制造业升级以及进口替代有

望推动我国激光产业再续黄金10年。



展
会
技
术
报
告 

  

切
割
装
备

135

3.1.3　中国大型激光加工装备

根据激光制造商情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国内大型激光加工成套装备装机

量约为20000台套。2011~2014年间，大型激光加工装备年均销售量约为1300台

套。企业发展方面，据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统计，高功率激光装备

市场需求依然旺盛，销售1000W以上高功率激光装备的企业有60余家，国内销售

2kW以上高功率激光切割机的厂家约50家。2014年，国内装机量约达1600台。其

中，国内前6强为：大族激光、团结普瑞玛、奔腾激光、领创激光、金方圆、华工

激光等，总装机量超过1100台，部分厂商的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国外进口仍占据大部分高端市场，但国产千瓦光纤激光器已经进入市

场销售，且有出口。随着质量持续改进，本土化优势越来越明显，市场占有率会

有较大幅度增长，并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据普华永道预计，2015~2020年，全球汽车市场总体呈增长趋势，2020年产能

将达到1亿台。汽车行业中，激光焊接可以给汽车制造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随着

全球汽车市场需求的扩大，在汽车智能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同时，以大功率激光加工

技术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也在不断推动汽车制造业的更新换代，激光焊接技术的

逐渐成熟使得各大汽车厂商均加大激光焊接技术在汽车生产线上的应用力度。

除了传统的切割、焊接，激光增材制造技术在我国新型航天发动机中具有复

杂空间型面进气道结构的精密成形，以及先进飞机雷达隐身结构的精确加工上获

得实际应用。除航空航天应用以外，激光表面强化也应用在传统泵阀行业。

制造业升级带动激光在汽车等行业的应用普及以及新应用行业的拓展，国内

高功率激光装备市场将迎来广阔的成长空间。

3.2　激光加工市场容量分析

3.2.1　全球市场

2015年1月27日，瑞士市场研究机构Optech出具的全球工业激光加工系统分

析报告显示，全球激光加工系统的市场销售量2014年达到116亿美元。

工业激光系统的需求在中国和全亚洲成长两个位数。北美洲的需求成长也超

过平均值。而欧洲市场则因疲软的经济状况，平均需求较低。促使全球市场的成

长主要是高功率激光切割和焊接系统，以及用于精密加工中的低功率切割、钻

孔、焊接和增材制造。相比之下，电子业所应用的激光微加工产品的需求仅为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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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升幅。

使用在材料加工的激光类型中，光纤激光的需求成长超过其他激光类型。

2014年，全球工业激光市场8%的增长符合长期平均增长率（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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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全球激光加工系统规模（10亿美元）

综合各市场研究，预计全球工业激光加工系统市场增长率为5%~8%。可估

算全球工业激光加工系统规模大约为125亿美元。

3.2.2　中国市场

据前瞻研究院统计，激光装备市场呈现稳定、高速增长态势。2008年激

光装备市场销售额为38亿元，2014年已达11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0%。据

OFweek激光产业研究中心分析，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激光

产业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20%（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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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高功率激光加工装备的市场规模（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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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LS发布的激光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高功率激光加工装备市场

规模大约为59亿美元。根据整体状况，其增长与全球工业激光加工系统增长状

况相当。

3.3　激光切割机发展状况

3.3.1　全球市场容量

ILS，Strategies Unlimited统计，2013年应用于板材料加工的光纤激光器销售

收入为4.32亿美元，较2012年增幅超过24%。相比之下，CO2激光器在该领域的

市场销售收入同比递减7个百分点，但仍占据厚板加工市场的半壁江山，为6.96亿

美元（图16）。

图16　2012年和2013年全球厚材加工市场的激光器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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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光纤激光器占工业激光市场近50%的份额，并在2015年超过了一

半（54%），光纤激光器在所有的工业应用中都占据主导地位（>50%）。

美国北部是激光切割机的最大市场。2014年，在全球激光切割机市场，美国

占30%以上的收入份额。亚太地区预计将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2014~2020年将

以12.8%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由于中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和印度、韩国、新加

坡等国家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生产总值的积极增长前景预计

将在未来几年中主导激光切割机市场。

总体而言，工业激光器2015年销售收入相比2014年实现6.9%的增长，材料

加工市场的优势非常明显，有59%的总销售收入归功用于材料加工的平均功率大

于1kW的激光器。这个应用领域继续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微加工（占总销售收

入的23%）主要是使用功率小于1kW的激光器，继续以4%的速度增长。打标/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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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类别（占18%）——工业激光市场中唯一的“消费产品”领域，其增长非常稳

定，虽然并不引人注目（4%）。2015年，三个加工类别都在增长。从业内的预

测来看，2016年很有可能继续重演2015年的表现，上半年温和增长，下半年将会

更好。

3.3.2　国内市场容量

OFweek激光网预计未来10年内，我国对高性能激光切割系统的市场需求量

将达到100亿元。如此迫切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反映出激光加工的手段已经覆盖到

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领域。同时，也影响着国防、航空航天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因

此，国产激光切割机产业升级迫在眉睫。预计在“十三五”期间，激光行业受益

于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与扶持，平均年增长率约为10%至15%。我国大功率激

光切割设备的市场需求量将达到15000台（套）。其中，除了通用激光切割机之

外，对高速高精度激光切割机、大幅面厚板激光切割机、三维立体数控激光切割

机、航天航空用有色金属激光器切割机等高性能和特种激光切割系统的需求与时

剧增。

3.3.3　我国国家政策

智能专用装备的发展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精密化、绿色化的先

进制造手段，能带动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领域之一。目前，工业领域普遍接受激光加工的概念，中国

激光产业蓬勃发展，预计3~10年内，中国将步入“光制造”时代。具有技术密

集、附加值高、成长空间大、带动作用强等突出特点，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和工业

崛起的标志，是制造业的基础和核心竞争力所在。

4　展会情况

本部分介绍参展企业和产品。参展新产品重点介绍其特点、技术参数、应用

情况等。从展会规模看行业发展，从新产品概述行业技术进步。

本届展览会较前几届的亮点为，各切割设备参展厂商理性地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一改以往展品多而全的展销模式，精选各自技术水平最优、最有特色的产品

进行展示。部分厂商以举行学术研讨会形式进行企业最新研发动向和最新技术推

广。显现当今国内切割行业趋势向高端、复合、实用等多元化发展，设备制造精

度提高，设备外观造型越趋美化，一机多用功能在国内市场进一步推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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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切割设备的制造技术进入成熟阶段，可与国际水平相媲美。在经济形势较为

萧条的情况下，展示出丰富多彩的效果。

武汉法利莱、江苏博大展示的数控钻切（坡口）机，以钢板的回转等离子坡

口切割和钻孔的多功能化，实现切割设备冷、热加工的有效结合；哈尔滨行健机

器人展示的数控等离子坡口切割机，增加了激光视觉跟踪寻边功能；宁波金凤将

机器人应用到型钢锁口机上；无锡桥联、苏州迅镭激光、无锡洲翔展示了数控光

纤激光切割机；无锡桥联将激光切割应用于方管切割；宁波金凤展示了搅拌摩擦

焊设备；常州亚泰、常州华强展示了欧洲MicroStep公司的第6代回转头坡口切割

设备。

无锡华联科技举办“融合网络技术的智能化焊接”专题研讨会，展现其在

造船、造桥、绿色建筑、工业4.0智能化装备线等众多领域的领先技术实力。

在焊接装备制造中加入了智能化和网络技术等元素，为传统制造业带来新的活

力和契机。

4.1　切割控制技术

德国爱克曼公司（ECKELMANN）展出了采用总线控制技术的开放式控制系

统产品，该类产品代表欧洲制造业理念和相关技术经验以及多功能切割数控系统

的发展方向。

爱克曼产品进入中国市场5年来，销售数量逐年以100%的速度递增，大大

促进总线控制技术在切割领域的应用。爱克曼不断将更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引入

中国。

爱克曼数控系统采用模块式结构，扩展简单方便，最多可以控制128个轴，应

用范围广，除常规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控制器外，应用领域还有：

（1）相贯线切割控制器。采用4轴和6轴相贯线切割软件，主要针对精细等离

子、光纤激光对圆管、方管高效加工的需求。

（2）激光切割控制器。利用控制器良好的硬件性能，满足大功率高速激光切

割机在加工时快速响应及高加速度的控制要求。

（3）坡口切割控制器。内嵌不同坡口结构的6个数学模型，最大限度满足对

坡口机械的配套需求，有效降低坡口机械的生产加工难度。

（4）钻切控制器。在满足切割控制的基础上可以添加钻、刀库、攻丝等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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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功能。

（5）激光等离子复合控制器。在欧洲市场已有客户使用ECKELMANN的控制

器实现此混合切割控制，利用该技术可以提升效率，降低设备采购成本。

（6）视频切割技术。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利用声光电等技术实现自动化

程度，加快此类产品的技术普及已成为现实。ECKELMANN想率先推出视频钢板

校正、视频巡边定位切割、视频剩余板材采集等技术。配有ECKELMANN自主研

发的高分辨率摄像装置。

（7）船舶制造MES系统（智能加工），即船厂智能化生产车间。德国船舶

制造业的代表麦尔造船就是ECKELMANN AG智能工厂的典型客户。目前，一期

工程已实现切割车间的全自动化生产，数据实时管理监控。二期正在筹建视频技

术的生产制造方案。

该项技术有利于实现制造业工业4.0，即数据可视化、数据传输和生产管理的

自动化，建立更灵活、高效的加工车间和生产线，有效控制综合风险，大幅提高

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ECKELMANN目前所提供的控制产品，在软件框架设计上均已考虑兼容MES

（智能加工）系统。

4.2  坡口及型钢切割技术

常州市华强焊割设备有限公司率先启动与MicroStep公司的全面合作，引进先

进的产品和技术，正是对市场做出准确判断后的发展战略调整。

Microstep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顶级的数控切割机生产商，产品涉及等离子、

激光、水刀以及大量客户定制的自动化切割生产线。公司还有专业的套料软件和

生产管理软件。广泛服务于造船、工程机械、海洋工程、化工容器等行业的平面

坡口切割，管材型钢封头的直切与坡口切割。

4.2.1　坡口加工优势

数据调查显示，全球数控切割行业中，近50%的生产零件需要开坡口。然

而，配备有坡口工具站的机器却只占据相当小的比例。传统的加工方式开坡口，

要经过铣、减边、刨边、车削、锯削等多道工序，消耗大量人工和时间成本，生

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低下。MicroStep的坡口切割设备，可实现高质量的坡口一次

成型，无需搬移材料，工序简化，成品质量高，节省大量生产时间并提高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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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而很快收回初始投资。此外，与通常的机器人相比，在3D物体，如封头、

管材、型钢上进行自动化坡口边缘预处理时，MicroStep的数控切割机使用基于龙

门机床的专业工具站，具有更稳定的机械基础机构，机械精度和运动精度更高，

从而切割效率和切割质量高，带来的经济效益大（图17）。

图17　坡口加工

4.2.2　型钢加工优势

除了标准平板机床，MicroStep还有其他多款设备，用于处理3D旋转物体和

多种形状的钢结构型材。旋转物体包括圆形、方形和矩形空心型材、锥形管、准

球形或椭圆形封头和弯管。

一台用于切割平板和管子的MicroStep机器的标准配置有：一个放置钢板的切

割料台，一个沿料台纵向侧边放置的通道，用于管材定位。通道末端摆放用于夹

紧管材的旋转切割装置。整个切割过程包含一系列组合运动：横梁，工具站或坡

口工具站，管切装置一起同步将管子精准定位至切割工具。

管材切割装置上还可加载用于夹持多边形型材和弯管的专用适配器。封头切

割时，料台前后都可作为封头切割区域。一个切割工具可处理多种不同形状的材

料。另外，在钢结构行业应用中，MicroStep开发了可切割结构钢型材的专用机生

产线及其法兰件自动切割钻孔单机。根据材料类型和尺寸或者上下料的自动化需

求，可按不同任务要求进行配置，最终连接至生产流水线。

根据切割直径和壁厚，可装配多种支撑系统，确保切割进程中支撑型钢。且

均可根据型材尺寸在一定范围内调节或者更换为不同的尺寸范围。切割机可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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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带±50°偏摆范围的割炬坡口工具站，从而自动焊接预处理切割，甚至切割

复杂的相贯线或管子和矩形型钢（图18）。

图18　型钢加工

5　存在的问题

根据参展的国外产品，分析国内产品的不足，如质量、品种、生产设备、制

造工艺、检测手段、管理水平及品牌影响力等。

自1987年第一届北京·埃森展，至今已成功举办21届。回顾近30年来我国焊

割行业的发展历程，无论产品品质亦或技术水平都有极大提高。产品除基本满足

国内市场需求，很多相关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通过本届展会，在看到焊割行业

未来发展趋势外，也暴露出行业所存在的问题。

（1）“低价竞争”损害行业整体利益

为改善行业间无序竞争现象，倡导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近年来，行业各级

组织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市场无序和过度竞争现象

并没有得到遏止。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造成整个焊割行业产能过剩，

市场“低价竞争”愈演愈烈。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打价格战提高产品销

售量，导致鱼龙混杂，市场价格越来越低。

本届展会，有些展商的龙门火焰切割机报价仅几万元。有些在行业中具有较

高知名度的企业，龙门等离子切割机的报价不足10万元。对企业的产品定价本无

可厚非，但据业内人士从产品成本角度分析，如此价格根本无法保证企业合理的

利润率。产品价格应由生产成本、技术成本、品牌效应和市场环境所决定。采用

“低价竞争”方式冲击市场，将会使切割行业发展出现萎靡状态，行业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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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规范行业市场行为，保护行业利益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尤为迫切。

（2）行业配套能力差，造成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我国切割行业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产品涵盖所有热切割加工工艺手段，总体

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从参展产品的整体品质和外观设计，与国外同类产

品的差距不断缩小。但从产品配套技术和能力方面，则没有很大改观，相对滞

后。目前，在中高档切割机上的主要配套件仍以国外品牌为主，特别是等离子

切割电源、激光发生器、激光切割头和机器人，几乎全是国外品牌。切割机配

套产业是切割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我国切割行业的综合

市场竞争力。

切割机的主要配套件有：驱动系统、控制系统、切割系统，其成本约占机器

总成本的40％~70％。因受配套能力因素的制约，行业中大多数生产企业仍处于

产业链末端。企业既要面临市场“低价竞争”的冲击，又要克服劳动力成本逐年

攀升的压力，处在微利和亏损边缘经营是企业现状。生存已成为一些企业的主要

目标，根本无力规划和思考未来的发展目标。企业普遍显得发展后劲不足。

（3）盲目跟风，缺乏创新意识

近年来，制造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成本不断攀升等问题的困扰。贯彻政

府“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为机器人制造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近几

届展会可以看出，机器人已逐步成为行业发展的热点，本届展会更是占据半壁江

山。机器人固然有很多特点，但其终究是一个执行机构，需要赋予智能化控制程

序，规划好合理的工艺路径，才能真正发挥应有作用。行业中很多有能力和没能

力的企业都在上该项目，并作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标志。综观机器人市场，

80%以上的产品是外国品牌，国内机器人产业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企业如果自

身没有研发能力，盲目跟风上机器人切割项目，其结果必然是以低价抢市场，仍

在产业链的末端竞争，企业和行业并未因此获益。目前的机器人产业过热，应引

起同仁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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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WT2016“绿色·智能”
焊接国际论坛

IFWT2016论坛组委会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及其焊接分会主办，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

市设计学学会和《焊接技术》杂志社共同承办的IFWT2016焊接国际论坛以“绿

色·智能”焊接为主题，目的是关注“中国制造2025”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推

动我国焊接制造业对自主创新的追求，引领焊接应用基础研究发展方向，促进焊

接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论坛共有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14位国内外专家受邀做大会

报告。其中，中国焊接界四位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中国工程院院

士徐滨士、关桥、林尚扬首次齐聚焊接国际论坛并分别做大会报告，成为近期我

国焊接学术界的一大盛事。图1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监事长、论坛主席宋天虎与特

邀的焊接届关桥、潘际銮、徐滨士、林尚扬四位院士在会前合影。

图1　宋天虎（左一）与关桥、潘际銮、徐滨士、林尚扬合影

四位院士德高望重，虽都年过八旬，却精神矍铄。他们平日不但仍亲身指导

和参与前沿课题研究，更是时刻关注和思考我国焊接领域的未来发展。论坛上，



>>>>综合
技术展会 报告

148

他们做报告，参与活动。潘际銮、林尚扬、关桥三位院士更是全神贯注地听完所

有报告，并做笔记。他们对科学孜孜以求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令人感动。会议

间歇，代表们热情“追星”，讨教问题，合影留念。国内外焊接界的专家、学

者、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共计200余人参加论坛（图2）。

图2　IFWT2016焊接国际论坛会议现场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彦敏致开幕词（图3），代表学会及其

焊接分会向与会者致以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清华大学潘际銮院士做题为“百万千瓦核电汽轮机低压转子焊接技术”大会

报告（图4）。核电汽轮机低压转子焊接是核电中的焊接难点。潘院士深入浅出地

阐述了核电关键装备的焊接技术、检测方法以及评价机制。以潘院士领衔的科研

团队成功攻克了核电低压转子焊接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为我国百万千

图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彦敏致辞

图4　清华大学潘际銮院士做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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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核电技术走向世界奠定坚实基础。

日本广岛大学Kenji Shinozaki教授做题为“高效优质热丝激光焊接”大会报

告，提出将激光焊接与热丝焊接有机结合，利用激光局部高效加热，同时控制热

丝高速送进，能够获得具有良好强度和韧性的软对接接头和角接头，从而提高焊

接接头疲劳强度。实验结果表明，对于5mm厚的1000MPa级高强钢板，采用热丝

填充韧性良好的600MPa焊丝，实现窄间隙焊接，可获得抗拉强度超过1000MPa

的焊接接头，并得到韧性良好的熔敷金属（图5）。

激光 热丝

焊接方向

焊丝送入位置

1mm

80°

5°

熔池

图5　热丝激光焊接示意图及焊接接头典型形貌

再制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徐滨士院士及朱胜教授共同做了题为“绿色再制

造技术的创新发展”大会报告（图6）。再制造技术是公认的解决资源循环再利用

问题的重要途径，徐滨士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开展再制造技术研究得到世界再制造

领域高度评价。徐院士全面阐述了再制造技术的科学内涵。当前，再制造技术已

发展成为将焊接加工、材料科学、纳米科学以及工程力学有机融合的交叉领域，

为焊接制造领域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英国Meat Vision Systems有限公司

Robert Beanie博士做题为“基于视觉的

数字自适应焊接”报告。公司长期围绕焊

接过程的视觉提取展开工作，通过激光点

扫描视觉分析，在焊接过程中，传感器不

断比较实际位置与正确示教位置和实时修

正发送给机器人控制器，将提供可靠的焊 图6　徐滨士院士做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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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迹，为实现窄间隙多层多道焊的自适应焊缝跟踪提供保障（图7）。报告还介

绍了焊接质量的激光检测方法。

图7　激光点扫描视觉分析及其在窄间隙多层多道焊接中的应用

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关桥院士做题为“高能束焊接、加工与增材制造”

大会报告（图8）。近年来，以激光、电子束为代表的高能束加工技术快速发展，

关院士的报告不但展现高能束加工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创新突破，而且阐述高能束

加工制造在航空装备制造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

图8　关桥院士做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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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肯塔基大学可持续制造研究所张裕明教授做题为“焊工智能提取之科学

基础”报告，介绍了一种三维焊接熔池表面状态的传感方法。并将模糊控制技术

与焊接科学有机结合，建立独特的智能化焊接制造系统（图9），充分体现智能化

焊接制造的全新发展方向。

图9　基于激光反射的焊接熔池三维表面传感方法及焊工-机器人操作系统

图片：激光反射
　　　形成光斑

传感片 电弧辐射

入射激光

工件焊接熔池

摄像头

作为替代的焊炬

运动传感器

被反射的激光

焊枪

德国LORCH焊接技术有限公司亚太区销售总监Augustin Thomas做题为“高

效化焊接革命—高速脉冲电弧焊”报告。德国乐驰焊接技术有限公司提出高速脉

冲（图10）、高速电弧等系列高效焊接方法和焊接工艺，通过熔池振荡过渡熔

滴，较少的热输入量，焊接效率加快高达48%，熔深更深、电弧指向性更好，

15mm板厚可以单道成型，高速打底焊接速度较传统TIG提高三倍。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唐继军教授做题为“焊接过程中应力和变形场的实时

检测”大会报告，阐述了数字散斑相关方法（DIC）在变形量测上的原理，将三维

DIC技术所测试的焊接过程变形三维数据与位移传感器测试数据进行对比试验。研

究发现，DIC技术可代替位移传感器测量焊接变形，且测量点密集、使用方便。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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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出一种现代焊接变形监测方法（图11），并介绍了其在数字化、智能化焊接

制造领域的应用潜力。

图11　DIC技术在激光焊接变形测量中的应用

（a）激光实际焊接过程 （b）基于DIC技术的焊接变形测量

郑州机械研究所龙伟民研究员做题为“绿色钎焊、连接生态文明”大会报

告。钎焊制造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3C电子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报告阐述

了绿色钎焊的内涵（图12），介绍了钎焊材料及其制造过程绿色化的关键技术，

为实现环境友好的绿色钎焊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王威研究员做题为“中厚钢板激光氧气切割新机理”大会

报告。在林尚扬院士带领下，王威研究员深入探索激光-火焰复合切割的物理过

程，发现在激光切割过程中的激光诱导等离子体现象，实现中厚板材高效切割

（图13）。王威研究员的报告还展示了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在激光焊接和切割等领

图10　高速脉冲技术与普通脉冲技术熔滴过渡过程对比

普通脉冲技术 高速脉冲技术

次滴

首滴脉冲熔滴
脉冲
熔滴

基极电流

时间 时间

脉冲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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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工作进展。

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研发全球实验室总监Francis BRIAND做题为“三

种气体分子助力应对焊接行业的挑战”大会报告，介绍了O2和CO2等气体组分对

焊接过程中熔滴过渡形式从大颗粒过渡转变为射流过渡临界电流的影响。气体组

分对电弧形态的影响可以通过阳极端部的微观结构变化来解释，尤其通过焊丝末

图12　绿色钎焊的内涵

绿色钎焊

钎料无害化 高效钎焊工艺

成分设计 形态设计 制备过程 使用过程 服役与回收 复合钎焊 无钎剂钎焊 自动钎焊
高效率
高效能

高效果
高可靠

图13　激光-火焰复合切割

最大切厚
国内60mm
国际50mm

最大切厚
国内3.5mm
国际3.5mm

目前成果
切厚140mm
切速0.3m/min

火焰切割激光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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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一定厚度绝缘氧化层的出现和消失得到验证。通过保护气体的调控可以有效提

高焊接熔滴的稳定性，以保证焊接质量（图14）。

图14　气体组分和熔滴过渡方式与电弧温度的关系

射流过渡

颗粒过渡

伏 能 士 焊 接 技 术 国 际 有 限

公司东亚区域销售总监Michae l 

Eberhard做题为“智能焊接：TPS/i 

平台带来超乎寻常的稳定性”大会

报告。公司长期致力于智能化焊接

电源的研发及生产，在焊接过程的

稳定性智能控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图15）。

大连理工大学刘黎明教授做题为“基于电弧设计的绿色焊接制造技术”大会

报告。刘教授从电弧能量密度低、电弧形态松散的物理本质入手开展系统研究，

以电弧焊接过程中热源能量密度增强及热源等离子体形态调控为核心设计思想

（图16），阐明基于多热源耦合或外加介质的电弧能量密度提升机理，开发能源

节约型焊接技术、环境友好型焊接材料及高端焊接装备，形成基于电弧设计的绿

色焊接制造体系。

图15　TPSi智能系统设计（从智能电源到智能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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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监事长、论坛主席

宋天虎研究员做题为“走向焊接制造的数

字化”总结发言（图17）。

宋监事长指出，“数据和信息”已经

成为影响未来制造的重要因素，焊接材

料、焊接电源以及焊接工艺过程的数字化

已经成为驱动焊接制造数字化的核心元

素。目前的焊接机器人还存在较大差距，

尚有巨大发展空间。

宋监事长在报告中再次强调，数字化

制造时代的来临对于多年徘徊在转型与重构十字路口的中国焊接制造行业既是历

史性的生存挑战，又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制造2025》等发展规

划的实施，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的两大发展趋势。提高焊接

制造效率，降低焊接制造能耗，实现绿色焊接制造，以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已经成为焊接制造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论坛的召开对于焊接行业发展、企

业进步、技术提升具有指导意义和重要推动作用。

图16　低能耗、高能量密度绿色焊接热源体系设计

激光诱导电弧

多电弧立体耦合

外部介质拘束电弧

新
方
法

新
原
理

提高电弧
能量密度

图17　宋天虎监事长做大会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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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焊接的机遇与挑战

2016中国焊接产业论坛

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一路走来，人类社会已迈入信息化并正走向智能

化时代。作为人工智能最理想的载体和新一代智能机器典范的机器人产业，被视

为是能够变革制造业的关键改造技术。工业机器人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影

响在于，生产更为灵活，更具柔性。从大规模的单一产品生产，到少量多样的客

户定制化生产；从费时费力、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到低成本高效率、产品质量稳

定……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和发展带来无限可能和转型的力量。

随着产业界对智能化、高品质焊接的需求不断增长，机器人焊接的应用日益

广泛。然而，国内焊接机器人厂商掌握的引领性关键技术不多，所占全球市场份

额很小，高端产业低端化的现象严重。机器人中的先进传感器、精密减速器等核

心零部件受制于人，产品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机器人全产业链上游（核心

零部件，主要是减速机和控制系统）、中游（机器人本体）和下游（系统集成）

等各个方面，均面临严峻挑战。2016年，中国焊接产业论坛结合这一新的发展趋

势，以“机器人焊接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特别邀请国内外知名焊接专家进行

专题报告，旨在引导行业合理应用和推广高效智能的机器人焊接技术。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监事长宋天虎，唐山开元电器集团董事长柳宝诚，北京工

业大学副校长刘建萍，中国焊接协会副会长陈清阳、冯美娟、柳铮、卢振洋、王

春生、王鲁军、杨松、赵若林，唐山开元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宪政，哈

尔滨工业大学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彦宾，中国焊接协会秘书长

李连胜，北京工业大学焊接技术研究所所长

陈树君，中国焊接协会焊接设备分会副秘书

长杨庆轩、刘斌等国内外255名业内专家、

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论坛。图1、图2为论

坛会场。

相关研究所、高校、企业代表分别从焊

接行业、研发机构和用户的角度发表精彩 图1　李连胜秘书长主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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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可以看出，研究院所根据当今焊接机

器人发展趋势和我国现状进行详尽分析和展

望；高校、机器人制作商多聚焦在机器人焊

接关键技术突破上；一线制造企业从用户角

度出发细致介绍机器人焊接在生产上的应用

现状和需求。

1  机器人焊接行业

大会荣誉主席、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宋天

虎监事长针对“关于机器人焊接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之探讨”进行精彩演讲，分别从国家

顶层导向、市场分析、机器人焊接的优劣、

技术趋向和推广应用等5个方面逐一阐述

（图3）。

在国家顶层导向方面，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早在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超级计算、智能机器人等一批

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2015年11月，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向世界机器人大会

发贺信，称“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

《中国制造2025》将工业机器人作为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的重要手段，专门针对

国内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问题提出要求和解决方案。2015年12

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在发展智能制造的布局

中，将智能工业机器人作为开展智能制造的重要技术手段。2016年3月，国家公

布《“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机器人行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而鼓励发展。

在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情况方面，2015年国产工业机器人共销售22257台；

实际销量比上年增长31.3%；其中，工厂用AGV销量占7.9%。2015年，国产工

业机器人市场价值约为32亿元，同比增长13.3%；工厂用AGV机器人，同比增长

3.4%；三轴及三轴以上机器人，同比增长15.1%。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存在如

下三方面问题：一是机器人本体结构，多关节（6轴）机器人国外产品占90%；二

是机器人技术难度，更多体现在焊接领域，国外产品占84%；三是机器人应用行

业，高端产品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国外产品占90%。

图2　论坛会场

图3　宋天虎监事长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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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受相关政策扶持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拉动，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新动向：一是机器人关键零

部件虽然有所突破，但是高端产品还较缺乏；二是部分产品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创新能力亟待加强；三是各地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但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的

隐患逐步显现；四是龙头企业正在崛起，但是小、散、弱等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

改变；五是第三方检测机构虽然已经建立，但是机器人标准、检测认证体系还需

要进一步健全。综上，我国机器人产业在高速成长的同时，产品空心化、应用低

端化、市场边缘化“三化”风险引起行业高度重视。

从机器人焊接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看，首要应解决焊接路径的自主化编程问

题。Scansonic公司采用多条纹结构光传感器扫描整条焊缝，进行焊缝自主识别与

路径规划（图4）。Funuc视觉系统则采用固定相机和随动相机在结构化环境下进

行焊缝偏移检测与路径修正（图5）。

图5　Funuc视觉系统

图4　Scansonic公司的自主焊缝识别及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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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克服机器人焊接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焊接质量的影响，要

求机器人不仅能实现空间焊缝自动实时跟踪，而且还能实现焊接参数在线调整。

未来机器人焊接应该像人一样，能够自动识别任意非结构化环境下的焊缝，并自

主进行路径规划和编程。机载仿人视觉传感技术将是机器人自主编程的关键。机

器人焊接路径将由示教编程、离线编程走向在线自主编程。

充分利用机器人动作稳定、姿态可控的优势，加强适用于机器人焊接的新工

艺开发，创新焊接工艺过程，能有效提高焊接效率和焊接质量。研究主要聚焦在

以下两个方面：①新型的精密电流波形控制。如从直流CMT到交流CMT，更适宜

机器人焊接（图6）；②新型复合热源的开发。如激光-等离子同轴复合、旁弧热

丝Arc-wire等离子弧焊等（图7）。先进的焊接工艺仍是机器人焊接系统的灵魂，

必须坚持不懈地推动优质高效、热/质/力解耦的、适于机器人焊接的新工艺向纵深

推进。

采用多机器人协作，提出增材为主，等材、减材交替辅助，一体化高效融合

制造新理念，突破智能任务分解与调度、多机器人智能协作、在线质量监控关键

技术，开发多机器人智能协作融合制造高端系统装备，是未来构件成形制造技术

的发展趋势（图8）。

2015年称为“人机协同（HRC）之年”，机器人和技术工人的协同配合是技

术发展的热点和难点。人机互动，语言互动是人机融合的第一要点；人机协同，

图6　Advanced CMT：变极性脉冲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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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北京工业大学开发的新型Arc-Wire等离子弧焊

图8  增材、等材、减材一体化融合制造

机器人和人可以共同工作是第二要点；人机融合，不光有语言互动，还有情感互

动与智慧交流是第三要点。由与零件的简单交互发展到与环境、人和其他机器人

的复杂交互，人机互动，共同完成焊接任务是人机协同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

未来机器人焊接，将焊接机器人各子系统集成设计优化、统一调度控制是大

势所趋；建立反映问题（工程问题、物理问题）本质学模型，实现机器人焊接的

过程模拟仿真是提升机器人焊接技术的关键；多机器人智能化协同协作是发展方

向；机器人焊接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是技术核心；而机器人焊接人才的培养认证是

我国机器人焊接领域发展的根基。机器人焊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新形势，

站在新起点，切忌急功近利，力图规划长远；重视人才培养，加强自主创新，推

丝间电源 丝间电流传感器
I = I 1 + I 2

I 1I 2

等离子电流传感器

等离子电压传感器

减材加工机器人

等材加工机器人

装夹机器人

增材加工机器人

同步控制系统

送丝机

丝间电压传感器

上位机

等离子电源

等离子焊枪

高速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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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政、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

2  机器人焊接关键技术

2.1  大型飞机机身铝合金壁板机器人激光焊接技术

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彦宾做了“大型飞机

机身铝合金壁板机器人激光焊接技术”的演讲，介绍哈工大焊接平台和机器人焊

接应用以及机身壁板机器人激光焊接等（图9）。

图9  陈彦宾主任做报告

哈工大焊接研究平台包括以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的基础研

究平台、以国防科技工业焊接自动化技术研究应用中心和联合实验室为核心的应

用研究平台和以哈工大焊接产业集团为核心的成果转化平台。国内首台焊接机器

人-华宇弧焊机器人由吴林教授1986年开发。经多年研究，先后突破机器人九轴

协调控制技术、光纤激光机器人柔性焊接技术、焊接变形预测与控制技术、机器

人焊接离线编程与仿真技术、双侧同步错位TIG／MIG弧焊接技术、主从式双机器

人同步控制技术、侧悬机器人垂直水平旋转运动协调、大景深扫描式激光焊缝跟

踪技术、多层多道焊缝排布规划技术等关键技术。

为实现C919机身壁板制造“以焊代铆”的目标，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建立双

束CO2激光焊接实验系统和双束光纤激光焊接实验系统，并发现控制焊接接头质

量的关键是光束入射和焊接速度。通过大量研究实现熔深约蒙皮一半，蒙皮背部

无热变形，双侧焊缝左右对称且充分熔合，焊角40°~50°，平滑过渡的接头指

标。并突破长桁-蒙皮双侧激光高速焊技术、双曲长桁蒙皮导向压紧技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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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C多轴协调控制技术、高反射铝合金角焊缝激光跟踪技术、焊缝外观质量在线

检测技术、高速运动大型龙门设计技术、大型双曲蒙皮真空吸附定位技术等关键

技术，在铝合金机身壁板双束激光焊接研究中开发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机

器人光纤激光焊接系统。

陈彦宾主任在报告中强调，焊接智能化是未来焊接行业的发展趋势。其中，

机器人焊接是主要途径之一；国外机器人产品提供的专用数据接口限制了焊接智

能化发展的速度；机器人与CNC协同控制技术应用需求越来越多；加快国产机器

人的产业化步伐是众望所归。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等与焊接装备制造业结合，紧跟“中国制造2025”的步伐，坚持创新驱

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就一定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

2.2  大型刮板输送机中部槽数字化／自动化焊接生产线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张善保副总工程师做了“大型刮板输送机中部槽数字化/

自动化焊接生产线”的报告，分别介绍研制背景、中部槽生产线组成、产品试焊

等，列举“中板双机器人、双丝焊接系统”等的控制及工艺流程、参数等相关内

容（图10）。

图10  张善保副总工程师做报告

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刮板输送机需要反复承受采煤机的截割反力、自重力和

牵引力以及液压支架的推力和拉力。中部槽为刮板输送机主体，是关键焊接结构

件，重量占整机的75%。所用材料强度1400MPa，硬度HB450。材料的高强化及

大厚度，易出现焊接缺陷（未熔合、裂缝）等，将对采煤机组的安全运行产生潜

在威胁。刮板输送机作为焊接结构，其强度、可靠性、使用寿命等直接影响采煤



行
业
综
合
文
萃

163

效率和成本。目前，我国煤矿刮板输送机结构件焊接多采用半自动MAG焊，中部

槽较少采用单工位弧焊机器人。中部槽数字化／自动化组装焊接生产线国内外都

是空白。

所开发的生产线如图11所示。由智能组装、激光复合打底、中板双机器人双

丝焊接1、中板双机器人双丝焊接2、底板组装、底板机器人双丝焊接1、底板机

器人双丝焊接2、底板内焊缝掏焊专机、工件RGA传输系统、总控制系统等部分组

成。现场如图12所示。

图11  组装焊接生产线

掏焊工位 激光焊接中板焊接1、2

底板焊接1、2 总控系统干线传输车底板组装

组装工位

图12  现场图

2.3  石油化工行业焊接机器人的发展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焦向东副院长做了“石油化工行业焊接机器人的发展”报

告（图13）。介绍了石油化工行业装备的焊接制造新特点，如装备的工作环境为

海洋、太空、地下；装备本身具有大型化、系统化、复杂化的特点；焊缝形式为

曲面、复杂曲线、立体；焊接制造装备向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感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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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功能、决策功能和服务功能）发展，“三

化”是智慧制造的基础。而石油化工的典型钢

结构包括储存结构、输运结构、反应结构、支

撑结构等。

储存结构主要包括球罐和储罐两种类型，

大多采用现场拼接方式。对自动化焊接装备的

要求是能在异形曲面自由行走。目前，主要有

两种技术方案。

一是柔性轨道。具有定位准确的优点，但是轨道自由度有限。美国BUG-O公

司、ESAB公司、加拿大Servo-robot公司和唐山开元机器人公司等均推出相关产

品（图14）。2015年7月，炼化工程集团南京工程储运分公司自主研发的球罐全

位置自动焊接技术，成功应用于江苏斯尔邦石化项目空压站400立方米球罐，焊接

一次合格率达99.3%。成为国内首家使用球罐全位置自动焊接技术的施工企业。

球罐气体保护全位置自动焊接施工工艺效率为传统手工电弧焊的2.7倍。

图14  加拿大Servo-robot公司和唐山开元机器人公司推出的柔性轨道焊接机器人

二是磁吸附式自由行走。该方案需要解决传感、判断决策、位置调整等跟踪

定位问题。磁吸附方式还要保证灵活性与安全性。无轨道全位置焊接机器人由计

算机编程，实时控制焊接全过程，新型CCD光电跟踪传感器实时跟踪多层焊缝，

无需人工紧盯熔池跟踪焊缝。同时，还具有焊枪角摆机构，与焊接电源联动控

制。目前，主要有履带式（清华大学）、磁轮式（石化学院）和非接触复合式磁

吸附（东方电气中央研究院）三种吸附方式，如图15所示。

图13  焦向东副院长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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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清华大学开发的履带式机器人和石油化工学院开发的磁轮式机器人

输运结构以管道为主，采用铺设焊接方式作业，在保证质量基础上的焊接效

率是技术发展方向。然而，海管维修是研究难点。水下管道维修主要通过遥操作

水下焊接机器人实现。国内外焊接机器人的技术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焊接机器人控制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全数字化控制技术大大提高焊接

机器人的控制精度、机器人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目前，国内焊接机器人仍以

模拟控制技术为主，处于自动化向数字化升级阶段，全数字控制的作用未能发

挥，导致市场认可度不高。

其次，焊接机器人焊接工艺控制智能化。国外进口的焊接机器人专机产品大

都配置焊接专家系统，允许操作者输入焊接材料、厚度、坡口形式等焊接工艺条

件即可自动生成焊接工艺。国内产品差距较大。

第三，机器人系统集成及网络化。国外焊接机器人大多配备现场总线接口，

且可控参数丰富，焊接工艺控制更加方便，已经实现机器人集成及网络化，可进

行多机大规模联网控制和作业。国内机器人焊接处于单机作战模式，不同工位作

业的机器人之间信息传递十分有限，难以实现复杂的焊接工艺协调控制。

第四，焊接机器人产品及应用领域多元化。在欧美、日本等技术发达国家，

移动焊接机器人产品的应用面更广，特别是在批量化、大规模和有害作业环境中

使用率更高，已有成熟技术、设备和与之配套并不断升级的焊接工艺。我国只有

石油石化、电力、钢结构建筑、核电等行业焊接生产现场使用，关键部件采用国

外技术的组装和成套产品，更多的是成套进口设备。

第五，焊接机器人生产专业化。国外焊接企业为提高自身生存能力，都尽可

能完善产品链，提高市场占有率，成立专门的机器人和自动焊公司，从事焊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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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研发和生产，提高市场竞争力。国内焊接装备企业普遍弱小且各自为战，研

发生产专业化程度不够，在高端产品的研制开发上投入不足，高端市场难以对国

外大产品构成威胁，只能采用价格战拼抢低端市场。

2.4  机器人焊接在完整解决方案中的创新应用

唐山开元自动焊接装备公司技术中心主任曹东升做了“机器人焊接在完整解

决方案中的创新应用”的报告（图16），详细介绍了开元电器集团在机器人焊接

技术应用推广中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在数据驱动技术、焊缝传感、特种焊接应

用以及复杂工艺集成等方面进行的研究。针对特定行业的机器人焊接应用需求进

行创新，并提供完整解决方案，满足高品质、高效率的自动化制造要求。

图16  曹东升主任做报告

在数据驱动技术方面，唐山开元自主研发了开元数据驱动系统，根据设计数

据生成机器人动作路径，并附加焊接工艺。经离线仿真后生成可在现场直接应用

的机器人程序，提高设备开动率。该系统应用于多品种、单件小批量生产时具有

高效、可靠、灵活、经济、易用等特点，与人工示教及其他离线编程技术相比具

有显著优势（图17）。

图17  唐山开元中小型结构件智能焊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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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焊缝传感方面，唐山开元从机器人焊接系统集成的角度出发，应用坡口识

别与焊缝跟踪技术，将接触传感、电弧跟踪技术集成应用于机器人弧焊系统，可

进行各种类型直缝、环缝等形式的自动实时引导与追踪，实现中厚板材料水平角

焊缝、立向上焊缝等焊接位置的高速熔敷焊接，并应用于工程机械、船舶、钢结

构等行业。

在特种焊接机器人应用与复杂工艺系统完整解决方案方面，唐山开元针对制

造业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中效率低、产品质量一致性差等问题，综合多种制造工

艺以及专机与机器人的技术优势，建立集切割、焊接、加工、装配、组对与物流

等功能于一体的完整解决方案，满足不同行业对多种复杂工艺制造的要求。

2.5  先进焊接技术与机器人焊接技术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焊接与激光制造所所长华学明做了“先进焊接技术与机器人焊

接技术发展”的演讲（图18），介绍上交大的激光制造实验室概况。主要研究高

能束（激光、电子束、等离子）焊接、激光熔覆与表面改性、焊接物理与高效电

弧新方法、新型焊接材料、智能焊接装备及焊接接头及结构可靠性评估等内容。

并从先进焊接技术发展，焊接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机器人焊接技术

及装备等方面进行演讲。

图18  华学明所长做报告

环境的可持续包含全球变暖、CO2排放、废物处理、再循环等内容。焊接方

法的发展应满足可持续的高品质、环境、安全、健康等需求。汽车、航空航天、

核电、船舶等行业先进材料焊接、异种材料焊接及高效焊接生产（高速焊接、

高熔敷焊接）需求推动一系列先进焊接技术，如波形控制、高效多丝焊接、激

光MIG复合焊接、短抽真空时间和非真空电子束焊接等，同时也推动先进焊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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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机器人焊接的大量需求。

汽车采用机器人点焊、凸焊、GMAW焊、钎焊、螺柱焊、激光焊、SPR、

FDS等连接方法，机器人连接在汽车行业中的应用最为广泛和成熟。上海交大开

展铝钢异种金属FDS（Flow drill screw）连接技术研究，通过螺钉的高速旋转产

生热量融化母材，增加压力打穿母材并在母材上制作螺纹，使两层或者多层板料

连接（图19）。

图19  上海交大的FDS连接技术

上海交大在汽车用材料激光焊接与切割系统、汽车底盘机器人焊接柔性生产

线装备、船用高强钢结构激光机器人焊接技术及装备研究、激光焊接坡口自适应

填丝技术研究、激光焊缝（拼焊、角焊）轨迹跟踪技术研究、船板结构激光焊接

装备集成技术研究、机器人激光焊接坡口自适应填丝技术研究、激光焊缝轨迹跟

踪技术研究、船板结构激光焊接装备集成技术研究、LNG船用大型型材机器人切

割生产线研制、船体表面喷砂除锈爬壁机器人系统等方面投入大量研究资源。

先进材料焊接、异种材料焊接及高效焊接生产需求推动先进焊接技术不断涌

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焊接设备为必然趋势；小批量、产品型号快速变化

的生产需求推动机器人智能焊接与切割技术的发展。

2.6  机器人超低飞溅焊接技术

OTC日本FA机器人事业部技术部楠本太郎工程师做“机器人超低飞溅焊接技

术”的报告（图20）。介绍了OTC公司开发的SynchroFeed GMA焊接系统及技

术，应用机器人电动机控制技术对焊丝进行高速送丝、回抽控制，结合焊接电源

专用LSI的高速、高精度电流波形控制的高度协调，实现超低飞溅焊接。

Synchro Feed GMA焊接系统是一种可在金属气体保护焊大颗粒过渡电流区

域实现超低飞溅的高速焊接系统。采用控制响应性能良好的AC伺服电动机及伺



行
业
综
合
文
萃

169

服控制器，能够根据高速送丝时

电弧、短路状态快速切换焊丝的

动作方向，并控制平均送丝速度

保持一致。通过PDT（Pulsed Dip 

Transfer  Process）控制法和BP

（Buffer Oosition Control）控制

结合，利用推、拉丝与熔滴过渡配

合达到几无飞溅的效果。此外，OTC开发了焊接专用的大规模集成芯片（LSI），

电流的波形控制与焊丝高精度协调控制，即通过PDT实现稳定的熔滴过渡，可在

保证熔深的同时实现极致的超低飞溅高质量、高速焊接；通过BP避免焊丝干涉，

送丝稳定。通过送丝与电流波形控制同期，实现稳定的熔滴过渡。高精度控制机

器人焊接系统可从轿车行业、摩托车行业的薄板焊接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使焊

接效率得到飞跃提高（图21）。

（b）焊丝缓冲器

图21　Synchro Feed GMA焊接系统

（a）高速送丝-回抽控制

反复

燃弧 短路

焊
丝
送
进

焊
丝
反
抽

2.7　管道激光-电弧复合焊接技术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皮亚东高级工程师做“管道激光-电弧复合焊

接技术”的报告（图22）。

我国油气管线长度从2000年的4万公里增加到目前的10.6万公里，已初步形

成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油气管网格局。根据规划，至

2020年我国油气管道总长将超过15万公里。“十二五”期间，中国在境内外新建

管道65000公里。其中，原油管道8000公里，成品油管道16000公里，天然气管

图20  楠本太郎工程师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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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41000公里。截止目前，国内

外在油气长输管道（包括海底管

道）焊接施工中已采用和将可能采

用的焊接方法包括低氢焊条电弧

上向焊、纤维素焊条下向焊、STT

及RMD气保护半自动焊、CMT及

PWT自动焊根焊（单面焊双面成

型）、利用衬垫强迫成型根焊、内焊机自动根焊、自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单

焊炬/双焊炬/多焊炬熔化极气体保护自动焊、埋弧自动焊（多接一）等。

激光-电弧复合焊接技术是将激光束和电弧等离子体热源有机复合而形成的新

型焊接技术（图23）。结合激光和电弧两个独立热源的优点，具有高能量密度、

高能量利用率、高电弧稳定性、较低工装准备精度、焊接速度快、焊接熔深大、

桥接能力好、焊缝力学性能好、一次焊层厚等优点。在管道焊采用该技术，能有

效提高焊接效率，降低机组投资成本和焊接成本。

图23  激光-电弧复合焊接原理与设备

焊接方向

激光 电弧

管道科学院自激光-电弧复合焊立项研究以来，完成了复合焊接技术机理研

究、复合焊炬研制、焊接小车及轨道研制、自动控制系统设计、焊缝自动跟踪系

统研究、整机性能联合测试等关键环节，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目前，激光-电弧复

合焊接系统处于室内试验阶段，并逐步掌握4mm、6mm、8mm钝边坡口的焊接

参数及缺陷控制技术，焊缝力学性能满足长输管道焊接相关标准要求。

2.8　FANUC机器人智能焊接与智能制造

上海FANUC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机器人弧焊激光应用科长孔萌做了

“FANUC——智能焊接与智能制造”的主题报告（图24）。以FANUC智能技

图22  皮亚东高级工程师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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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为主线，通过典型案例分享，展示

FANUC通过若干关键技术的有效整合，

实现高效高柔性自动化生产，最终实现无

人化工厂生产的目标。

工业4.0是实体物理世界与虚拟网络

世界融合的时代。产品全生命周期、全

制造流程数字化以及基于信息通信技术

的模块集成，形成高度灵活、个性化、数

字化的产品与服务新生产模式。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机器

人、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云相结合，嵌入到所有物件中，形成智慧生产系统。

其中，机器人的发展方向是能够智能化地进行人的日常行为，即工业机器人将具

有触觉、力觉或视觉，可识别周围环境并增加自适应、自学习功能，按照人给的

“宏指令”自选或自编程序适应环境，并自动完成更为复杂的工作（图25）。

图25  智慧生产系统

ROBOGUIDE

视觉传感器

智能机器人

力觉传感器

大脑

触觉

视觉

机器视觉可以检测工件一定范围内各个方向的直线和旋转偏移，最终实现轨

迹跟踪和线性跟踪、工件残缺检测、条形码或二维码信息读取、产品类型分拣、

目标定位等功能（图26）。

机器力觉通过力传感器检测设备，同时检出施加在机器人工具前端任意方向

外力的6个分量的力和力矩。图27是专门针对FANUC机器人研制出的力觉检测设

备，检测范围最大可达2500N。分为3轴力传感器与6轴传感器2类5个型号。机器

力觉在仿形研磨、位置搜索和相位匹配、精确插入、面贴合/恒定力推压、相位匹

图24  孔萌科长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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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插入等场合发挥重要作用（图28）。

当生产系统越来越庞大复杂，任何不在计划内的非正常停机时间都会严重影

响生产。为消除非正常停机时间，有必要提前预测机械部件故障，并通知机器人

控制器进程中潜在的问题。发那科实行预防性维护的长期概念，上传并存储机器

人的信息至服务器端，通过FANUC服务端监视机器人信息。典型的预防性维护如

图29所示。电机力矩有增加趋势，随后以电机故障信号通知用户检查电机。机器

人网络化的进步使零停机时间和远程质量管控得以实现，极大提升产品生产效率

和品质。

图27　FANUC的力觉检测设备

图26  机器视觉

M-10iA

M-10iA/6L

M-10iA

R-30iA
(3机器人控制)

迷你机器人用
（3轴）

迷你机器人用 小型机器人用 中型机器人用 大型机器人用

FS-15iAe FS-15iA FS-40iA FS-100iA FS-250iA

图28  力觉应用

位置搜索和相位匹配 精确插入 面贴合/恒定力推压 相位匹配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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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器人焊接应用现状和技术需求

3.1  弧焊机器人在我国空间飞行器结构制造中的应用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卫星制造厂材料和工艺保证中心主任祁俊峰的报告

是“弧焊机器人在我国空间飞行器结构制造中的应用”（图30）。

图30  祁俊峰主任做报告

早期，由于空间飞行器焊接结构品种极少，大都为单件研制。因此，我国空

间飞行器焊接长期以来以自动化焊接专机和手工氩弧焊为主。随着空间飞行器焊

接结构品种、复杂程度增加，焊接部件数量也有一定增加，暴露出自动化焊接专

机适应性差等问题。同时，焊接结构的寿命、可靠性、制造效率要求更高，手工

氩弧焊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对自动化焊接装备提出具有一定的加工柔性，通用

性更强，能够实现复杂结构曲线焊缝自动化焊接的要求（图31）。

铝合金变极性等离子弧（VPPA）焊接技术在国外已成功应用于航天器贮箱、

国际空间站舱体的焊接。美国Marshall制造中心针对空间站舱体结构，最先开展

图29  预防性维护

请检查4号机器人的J2轴电机

安全网络数据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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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复杂曲线焊缝的VPPA自动化焊接工艺技术的研究工作。空间曲线焊缝由于结构复

杂，前期仍然采用手工氩弧焊方法焊接，成为密封舱结构研制的薄弱环节（图32）。

通过与北京工业大学深度合作，针对大型航天铝合金构件无气孔缺陷焊接工

艺和系统装备难题，基于焊接电弧物理、材料连接机理和焊接智能控制的基础研

究，依次突破VPPA穿孔焊接的“电弧稳定、熔池稳定和过程稳定”的系列关键技

术，提出并实现了铝合金大型薄壁壳体焊接成套技术优化方案，研制了铝合金大

型薄壁壳体变极性等离子弧焊接成套装备（图33）。保证了封闭曲线焊缝全过程

稳定穿孔焊接，显著减少焊接变形和焊接缺陷，保证我国天宫一号、新型运载火

箭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关键构件焊接制造顺利实施。

图32  密封舱结构焊接 图33  铝合金大型薄壁壳体变极性等离子弧
焊接成套装备

系统集成双轴转台变位机以保证被焊工件的曲线焊缝与焊枪始终处于垂直立

向上，三维直线导轨增加有效加工范围，弥补6自由度机器人行程的不足。VPPA

图31  焊接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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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焊接机头集成送丝、焊缝跟踪、

监视、焊枪微调等功能为一体，引入

人在控制回路实现焊接过程人为监测和

补偿，保证穿孔熔池准稳定状态的连续

性，并通过现场总线技术解决运动参数

与电源参数的协同控制、焊接轨迹的自

动、反馈控制和焊接过程的人在回路控

制等问题，最终实现工作范围6.8m×4.8m×3m，重复定位精度小于±0.3mm，

11轴联动且具有良好动态加速性能，在焊接工艺指导下，完成产品焊接（图34、

图35）。

图35  基于焊枪位姿优先的VPPA焊接过程

弧焊机器人在航天器领域应用中，高柔性、质量一致性仍然是主要因素。同

时，考虑生产效率和劳动强度。在未来的弧焊机器人研发中，提高人机交互的体

验感，把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相融合。增加弧焊机器人与焊前处理工序衔接功

能，如焊口加工、测量、装配质量检测等，更好适应航天产品的焊接装配。

3.2  焊接自动化的思考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

司焊接主管汪认做题为“焊接自动化的

思考——历史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

（图36）。

我国高速动车组铝合金车体主要由

铝合金挤压中空型材焊接，而底架、

侧墙、车顶、端墙、司机室等大部件

图34  变极性等离子弧焊接专用机头

图36  汪认主管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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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整体组焊而成（图37）。目前，车体自动化焊接流水线主要完成高速动车组铝

合金车体底架、侧墙、车顶和总组装的生产。生产线配备多套双龙门自动焊接机

器人、侧墙及地板整体加工数控双龙门加工中心、自主研发的大型组焊工装。生

产线兼容性强，适用不同型号高速动车组和城际动车组的生产。工艺装备基本实

现自动装夹，减少辅助时间，具有生产效率高、质量稳定的特点。生产线具备柔

性化特点，可在多个车型间实现快速交替生产。焊接机器人具有清除焊缝表面黑

灰、铣削和预热等辅助功能，工作效率高（图38）。

图37  高速动车组示意图

图38  生产现场与控制台

但是，高速动车组生产线上的弧焊机器人源自于汽车大规模生产的需求，尚

未针对轨道车辆行业产品结构尤其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功能强化。目前，司机

室、底架和小部件等仍然存在大量手工焊，且在焊接变形的自动化测量、物料配

送、大部件运输、流水线的布局等方面有待提高。未来研发将针对轨道车辆长、

批次多、数量少等产品特性，探索适合轨道车辆行业自动化厂房、流水线设计，

在位置、力和视觉耦合智能控制下，“柔性智能”机器人具有“以柔克刚”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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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能力，集中力量实现关键部件国产化；分工协作避免恶性竞争。

4  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虽已基本达成，但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

化）的历史任务还未全面完成。工业基础与能力尚待强化，机器人中的先进传感

器、精密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仍受制于人，产品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另一

方面，智能化的产业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人工智能等共性关键技术亟待突破。对

我国机器人焊接产业的战略布局，可谓“机”中有“危”，“危”中有“机”。

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期“互联网+”的发展，信息化与智能

化已成为产业主要发展方向。正在迅速增长的对人工智能核心关键技术的巨大需

求，使人工智能的科学价值与应用价值得到高度统一，学术与产业距离不断缩

小。中国“制造强国”之梦与“互联网+”时代对发展新一代工业机器人的刚性需

求，存在着历史与现实、补课与超越的双重挤压。因此，发展环境适应性与自主

性好，具有一定智能化功能且具备人机共融协作能力的焊接机器人系统，针对性

开发适应国内焊接产业特点的功能和外围硬件平台，将有望令面临严峻挑战的中

国制造业带来转型升级甚至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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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环境、健康与安全

根据展会组委会安排，《焊接环境、健康与安全》部分由中国焊接学会焊接

环境、健康与安全专业委员会组织业界专家撰写，并由专委会副主任、北京工业大

学栗卓新教授总负责，康龙、黄勇、李桓、李红、彭亚萍、叶明强、陆跃华、欧泽

兵、刘华、徐文汉、蔡庸江、张学勇、刘晓东、李伟、张天理、龙伟民、钟素娟、

蔡志鹏、相茜、刘丹等众多行业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撰写工作。

报告论述了第21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焊接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概述，焊接整体防护，局部防护，绿色焊接及其制造技术，总结与展望等

五部分，希望对我国焊接行业和相关工艺与技术的发展有所帮助。

1  焊接EHS概述

随着我国焊接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逐步提高，焊接EHS问题日显突出。推

进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开发无害化焊接产品与绿色焊接技术，减少焊接烟尘、

有害气体等污染物的排放量，降低能源消耗，改善操作环境势在必行。

第21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上，包括焊接烟尘净化、焊接防护用品

和绿色焊接材料在内的参展商共计126家，见图1。展商中不但有蜚声国际的跨国

企业，而且不乏有想法有作为的中小企业，共同为焊接环境的改善、焊接人员的

图1　焊接环境、健康与安全参展商分类

（a）按产品分类 （b）按国内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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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安全、以及绿色焊接技术

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展防护用品企业分布见图

2。展商数量稳定，展品的技术

成熟度逐步提高，产品形式和功

能更趋多样化。

图3为第19、20和21届展会

焊接EHS参展商对比。可以看

出，与往届展会相比，绿色焊接

材料相关展品在总展品中所占比

例有所提高，出现不少专用、新

型绿色焊接材料，且价格稳步下

降、性能逐步提高。

虽然人们环保意识逐渐增

强，但对于焊材产品，更关注生

产过程中的污染治理。针对环保

型焊材研究较少，尚处于初始起

步阶段。通过近3年展会可以发现，有关绿色焊接相关展品种类进展很小甚至出现

倒退，专用绿色焊接装备展商及展品亦较少。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钎焊材料

可与国外产品一较高下。但在熔焊材料方面，与国外厂家差距较大。

展商在演示现场基本配置自动变光焊接面罩、挡弧帘、颗粒物防护口罩和烟

尘净化设备，彰显焊接产品生产制造企业的健康环保理念。

2  焊接整体防护

2.1  展会概况

本届参展环保企业共12家，国内8家，国外4家。国内参展的有凯天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凯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兆和环境、河北春绿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百滤得有限公司、空气产品公司、苏州兆和通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株

洲天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国外参展的有上海赫尔机电有限公司、尼的曼国际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可迪尔空气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阿尔菲机电设备（上

图3　第19、20和21届展会
焊接EHS参展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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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焊接防护用品参展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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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有限公司。

展会特点：①环保产品除常规焊接、切割、打磨除尘净化设备，特有厂房整

体焊接污染物治理技术、湿式防爆粉尘净化设备、有毒有害气体（VOC）及油雾

处理设备、互联网+环境综合治理平台等（图4）；②焊接、切割演示现场，都配

置烟尘净化设备及挡弧帘，环保意识增强（图5）。

图5　演示现场配备烟尘净化装置图4　互联网+环境综合治理平台

2.2　 焊接整体防护新产品新工艺

2.2.1　厂房整体焊接污染物治理创新发展

凯天环保获得专利的厂房整体分层送风治理焊接烟尘技术见图6。自2002年

以来，实施120多个工程项目，从南方夏热冬暖地区到北方严寒地区，广泛应用于

铁路、汽车、军工、石油装备、煤矿机械、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制造行业，在

改善劳动环境、保障职工健康、提高产品质量、节能环保等方面，取得成功经验

和较好社会效益。并在工程实践中，

不断总结、提高、创新。

主要发展有：其一，从铝合金焊

接烟尘治理，推广到碳钢、不锈钢焊

接烟尘治理，又应用到机加工厂房油

雾、油烟、异味治理，如东风汽车康

明斯发动机厂房，西安飞机厂机加工

厂房的综合治理；其二，针对厂房整 图6　整体厂房焊接烟尘治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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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除尘除湿空调的特殊要求，实施以下节能措施：

（1）分层送风，仅消除工作区负荷，与传统混合通风相比，在一年中更长时

间地利用自然通风冷却，相比传统的混合通风节能20%~30%。

（2）利用直膨式制冷机组的风冷冷凝热，作为冷冻除湿的再热热源，免用蒸

气、热水、电加热。从排风中直接回收能量，采用板式热回收装置，回收排风中

的能量、预热或预冷新风，可节约30%新风加热或冷却耗能量。

（3）厂房大门安装工业用风幕机，与大门开启连锁，在夏季供冷和冬季供暖

季节，避免大门开启造成冷（热）量的极大浪费。

（4）回风机、送风机变频运行，根据滤筒阻力，自动调整送回风量，保持厂

房内微正压。

（5）新风单独除湿处理，温湿度独立控制，节约冷量、再热量。

（6）除尘器滤筒采用自动旋翼反吹清灰，提高除尘效率。

（7）夏季供冷和冬季供暖季节，经除尘后的空气绝大部分回流厂房内，避免

冷（热）量损失。

2.2.2　湿式防爆中央粉尘净化系统

赫尔公司的湿式防爆粉尘净化设备见图7。对于

铝、镁等金属粉尘及其他比重相对较重的爆炸性粉

尘，采用高效分离技术和外围防爆、抑爆、泄爆设

施，是安全、可靠、经济的处理设备。针对粉尘特

性，配置必要的气体安全口与中和液自动输入系统，

不同于干式除尘器。湿式防爆粉尘净化设备可以直接

安装在室内工作现场，无需额外的泄爆区域，避免安

装在室外带来的长距离管路维修及额外爆炸风险。

2.2.3　油雾净化器

在各种机加工、淬火等生产中，无论是水基还是油基加工液，都会产生油雾

和油烟。长期接触可导致多种疾病，有些成分甚至引发癌症。油雾净化器分为机

械式和静电式两种，针对不同含油量，选配不同滤芯。凯天环保AFS油雾净化设

备见图8。空气净化量为600~8000m3/h，五段高效分离，对0.3~0.5μm之间的颗

粒分离有效率达99.99%。用于油烟、乳状飞沫、烟尘、干尘的分离。

图7　湿式防爆粉尘净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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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的曼Filtac系列油雾过滤器，采用Fibre DrainTM高性能过滤器进行过滤或分

离，高效捕捉最小达亚微米级液滴，并将其送回生产过程，风量1000~6000m3/h，

见图9。

图8　油雾净化器 图9　油雾过滤器

2.3　焊接整体防护发展趋势

2.3.1　互联网+环境综合治理

凯天环保推出的互联网+环境综合治理，环保产品具有人机交换功能。以物联

网、互联网为基础的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是构建产品信息、运行服务的共享平

台。工业园区整体规划，废气、废水、固废综合治理，实现绿色低碳。

2.3.2　有机和无机废气（VOC）治理

凯天环保展示的光催化氧化净化设备见图10，多微孔陶粒生物净化设备见图

11。应用在石油化工、橡胶、制药、食品加工等行业。

图10　光催化氧化净化设备 图11　多微孔陶粒生物净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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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中央烟尘净化器的改进

滤筒立式安装，全方位自动旋翼反吹清灰，有利于清除残留粉尘，降低反吹

噪声。变频器应用，自动调节吸风量，减少运行能耗，延长滤筒使用寿命。

3　焊接局部防护

3.1　展会概况

焊接作业产生的烟尘、炙热飞溅颗粒、有害气体、紫外/红外辐射以及强可见

光等对操作者的健康存在不利影响的概念已被广泛认知。展会中，局部防护装备

展商来源的广泛性和数量，以及展会现场演示作业人员防护装备的使用，都予以 

证实。

在防护用品展商中，焊接面罩展商67家，焊接防护服和防护围裙展商32家，

防护手套展商42家，防护眼镜展商37家，听力保护装置展商5家，防护口罩或

面罩展商17家。总体展商数量比2015年略少，但展品比往年略为丰富且呈现多 

样化。

3.2　焊接局部防护新产品新成果

焊接和切割作业用防护产品涉及头部防护、眼面部防护、呼吸防护、身体防

护、手足部防护及听力防护等，正确的防护用品和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是使用者得

到适当保护的前提。防护技术的进步、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为选用提供广泛空间。

3.2.1　焊接防护面罩

作为焊工最常用的防护用品，焊接防护面罩仍是展出最多的防护用品。3M、

肯倍、欧博瑞、讯安、迅达等超过57家展商带来针对不同细分市场的焊接防护面

罩。产品的技术性能较上届展会有一些进步，产品功能也更加细化。

从滤光镜的结构和作用原理分，焊接面罩可分为黑玻璃焊接面罩和自动变光

焊接面罩两类。黑玻璃焊接面罩以价格低廉，性能基本够用而依然有着广泛市

场，尤其是低端市场。自动变光焊接面罩在开机后呈现亮态遮光号状态，在感受

到弧光的瞬间自动转换到事先设定的暗态遮光号以保护焊工的眼睛。作为焊接面

罩重要部件的滤光片（或自动变光滤光镜），除光学性能、对有害光辐射的防护

效能外，滤光镜还原真实色彩的性能影响焊工操作时的观察，以及长时间作业时

眼睛的舒适度。3M公司的9100XXi焊接面罩对滤光镜进行创新设计，焊工可以观

察到更真实、更柔和的色彩（图12），缓解焊工眼疲劳。佩戴3M9100i系列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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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罩（图13），不用摘下焊接面罩也不用摘下焊

接手套，轻轻按动外面的按钮即可切换焊接面罩

的工作状态。

本届展会自动变光焊接面罩的亮态遮光号呈

现变小的趋势。往届展会中，仅有3M、米莲娜等

少数厂商的自动变光焊接面罩宣称采用3号亮态遮

光号，多数厂商焊接面罩的亮态遮光号为4号甚至

5号遮光号。高亮态遮光号的问题是可见光透过率

低，长时间焊接时眼睛容易疲劳。常州讯安、温

州迅达等国内厂商，以及肯倍、伊萨等国外厂商

均带来最新研发的3号亮态遮光号（更低的遮光号

即更高的透光率）自动变光焊接面罩。低亮态遮

光号为焊工更清楚观察工位创造必要条件。

众多厂商展示多彩多样、风格各异的彩绘焊接

面罩（图14），焊接面罩外观的多样化从一个侧面

反映焊工年龄年轻化的趋势。彩绘焊接面罩满足大

多数年轻焊工追求个性化的需求。而焊工年轻化更

意味着企业的焊接EHS管理者责任加大。如何选用

合适的防护用品，降低焊工职业伤害风险，减少工

时损失，使其能长期为企业服务成为管理者需要认

真考虑的问题。

图14　风格各异的彩绘焊接面罩

图13　3M 9100Xi焊接面罩

图12　改进前后滤光镜还原色彩的对比

（a）改进前

（b）改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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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过4家厂商展出带镀层PC（聚碳酸酯）滤光片。其具有良好机械性能，

在涂覆涂层后热反射性能明显提升，降低传导到焊接面罩内的热量；PC滤光镜热

稳定性好，不因热膨胀而破裂，导致焊工眼伤害。PC滤光片的耐冲击性能比玻

璃片有质的飞跃，普通黑玻璃滤光片在国标落球试验中（45g钢球在距离滤光片

1.3m高度自由下落）就已破碎，而PC滤光片则能轻松通过，甚至可以防高速粒子

冲击，安全系数和耐冲击等级都远远高于普通玻璃滤光片。

送风式焊接面罩（图15）的样品数量在展会中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一定程度

反映焊工对作业舒适度要求的提升。送风式焊接面罩不仅具备眼面部防护功能，

且提供呼吸保护，甚至还具备头部防护和听力防护等多种功能。多种功能集成的

焊接面罩为简化、轻量化焊工装备提供了可能。配置背带的电动送风装置能把风

机重量分散到肩部，对提高作业舒适度有良好帮助（图16）。

图15　电动送风式焊接面罩 图16　Seeko电动送风焊接面罩

3.2.2　焊接防护服和防护手套

焊接防护服和防护手套是重要辅助工具，有32家企业带来焊接防护服和防护

围裙等产品，防护手套产商超过42家。防护服和防护手套的材料不能对使用者产

生刺激性反应和慢性伤害，对皮质材料的六价铬Cr（VI）含量和PH值都有严格的

限定标准。深圳威特仕、上海赛立特等企业带来符合欧洲标准材料的防护服和手

套产品（图17和图18）。

此外，手套背部增加反光带可提升操作的安全水平，尤其是在照明不足的环

境中作业。部分厂商基于操作的具体情况开发了手掌局部加强的防护手套，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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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和耐用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增强防滑效能（图19）。带铝箔热反射层

的焊接手套（图20）能反射大量辐射热，减少传递到手套内部的热量。

图17　威特仕
焊接防护服

图18　赛立特
反光焊接手套

图19　局部加强
的焊接手套

图20　带铝箔
热反射层的焊接手套

3.2.3　其他焊接防护用品

焊接及切割作业产生光辐射、烟尘、有害气体、噪声、机械伤害等风险因

素，符合标准要求的防护用品是安全作业的必要前提。展会有防护眼镜厂商37

家、听力保护装置厂商5家、防护口罩或呼吸面罩厂商17家，相较焊接面罩厂商数

量略少。

事实上，焊接烟尘及有害气体对作业者的健康影响并不比焊接弧光辐射、炙

热熔滴低，但由于其致病周期长而容易被焊工所忽视。文献资料显示，焊工罹患

尘肺的最短工龄约为10年。以焊接碳钢为例，从GBZ2.1-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暴露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可以查到，氧化铁烟尘的职业暴露限值

为4mg/m3。若焊工劳动强度为中等（呼吸

量30L/min），每年工作220天，每天7小时

焊接操作，为便于计算，假定环境中焊接烟

尘浓度恒定为4mg/m3，则焊工每年流经呼

吸系统的焊接烟尘约为11克，即图21中玻

璃管中收集的烟尘量。永久驻留量约10%，

即约1.1克。吸入大量焊接烟尘直接危害健

康，导致严重职业伤害。由于焊接烟尘的 图21　焊接烟尘展示管



>>>>综合
技术展会 报告

190

理化特性、粒径分布和危害长期性，在焊接或切

割相关作业中，至少应佩戴95%或以上过滤效率

的口罩（图22）。如使用电动送风式焊接面罩，

则无需佩戴口罩。GB/T 2626-2006 KN95，或者

Niosh N95，或者欧洲标准P2或以上过滤效率的

口罩都可以用于焊接作业防护。如果臭氧、氮氧

化物等刺激性气体浓度高，则需要选用带活性炭

的口罩。由于焊接作业接触大量热，带呼气阀的

口罩（图23）能迅速把呼出的热湿空气排到口罩

外，带阀口罩内部温度明显低于不带阀口罩的内部温度，舒适度会大幅上升。

图23　温度对比

（b）带阀口罩（a）不带阀口罩

由于热加工作业的特殊性，传统的聚氨酯底安全鞋由于耐热性能较差不适用

于热加工作业。“奥朗”橡胶底安全鞋（图24）具有轻便、舒适的特点，且具备

脚踝保护功能，适合焊接和切割操作。

眼睛是重要的感觉器官，约85%以上的信息来源于眼睛。在任何机加工作业

场所，作业者都必须佩带安全眼镜。所配置的眼

镜除必须符合相应标准要求外，还必须与作业者

的脸型相适应（图25），与眼面部良好密合，并

且佩戴稳定；且对佩戴者脸部不应存在刺痛、挤

压等情形。依据东亚人脸型设计的仅为20克的3M 

SF400超轻款防护眼镜能够更好地与脸部密合，进

图22　焊接防护口罩

图24　“奥朗”橡胶底安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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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效保护作业人员（图26）。除光学性能外，防护眼镜必须满足抗冲击性能要

求，国标要求防护眼镜应通过高速粒子冲击测试，即直径6毫米（约0.86克）的钢

珠以表1给出的速度冲击测试。即使满足冲击测试要求也并不能完全保证作业者安

全，防护用品的防护限度有限。

图25　脸型差异对防护眼镜设计的影响 图26　超轻“中国款”安全眼镜

表1　GB14866眼护具的冲击测试要求

防护具种类
钢珠冲击速度（m/s）

低速（45） 中速（120） 高速（190）

防护眼镜 + 不适用 不适用

护目镜（含焊接护目镜） + + 不适用

防护面屏（含用于打磨的焊接面罩） + + +

噪声是机械加工面临的风险因素之一。焊接设备和焊接电弧都会产生噪声，

多数焊接岗位还往往伴随有切割、打磨作业，这些操作都会产生噪声。当噪声水

平超出职业卫生标准允许的暴露限值，并且工程控制等其他方法无法使其降低到

允许范围内时，就必须使用听力防护用品，避免或减少对听力造成损害。仅有少

数厂商展出耳塞（图27）或耳罩（图28）等听力防护产品。噪声防护仍需引起各

方关注。

选择听力防护用品应考虑其防护焊接作业场所噪声的特点。防护用品的适用

性、安全性、佩戴舒适性以及其他因素。例如，是否影响操作，是否能与其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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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护用品匹配等。听力防护用品的降噪性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相关标

准评估和标识，其中一个常用的参考指标是标称降噪值。在我国，使用根据ISO标

准ISO4869-2所定义的单值噪声降低值SNR（Single Number Rating）。SNR是

根据标准的方法，通过真人人耳测试得到的数据，再经换算得出。因为SNR是通

过少量受试者在实验室得出的数值，不能代表所有使用者在工作场所使用时能达

到的降噪水平。所以，我国现行《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规定，应将SNR

乘以0.6的系数后使用。即通过适当折算，预估听力防护用品的实际效果。

经过折算后的SNR应大于焊接工作现场的噪声超标水平，即选用的听力防护

用品应能将噪声水平降低到允许的暴露限值范围内。例如，焊工的噪声暴露水平

为8小时等效声级100dB（A），超出我国职业卫生标准允许的8小时等效声级接

触限值85dB（A），则听力防护用品需达到的SNR值可以通过以下不等式算出：

0.6×SNR>（100-85）dB（A），即该焊工应选择SNR大于25dB（A）的听力防

护用品。

需要强调，听力防护用品的降噪性能不是越高越好。工作时，焊工可能需要

互相沟通交流，听到周围环境的声音如操作声、设备报警声等。如果选择的降噪

水平过高，可能影响对这些声音的辨识。最佳选择结果是，佩戴听力防护用品后

实际进入使用者耳道的声音水平在75~80dB（A）之间，既保护听力，又避免对

生产作业过度影响。

3.3　焊接局部防护发展趋势

防护用品的首要考虑因素是安全和有效防护，其次才是舒适度和使用便利

性。满足标准要求，具备相应的防护效能是防护用品的核心要素。提升防护用品

图27　兼具泡棉耳塞和预成型耳塞的特点 图28　与焊接头盔联接的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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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舒适度和使用便利性也是生产商的努力方向之一。焊接

面罩的佩戴舒适度可以从重量、光学性能、头箍的受力分

布以及与作业者的协调性等方面入手，应能与作业及其作

业者相适应，减少作业失误和对健康的损害，提高安全性

和作业效率；材料的进步让焊接面罩轻量化成为可能，370

克甚至更轻的焊接面罩（图29）出现在展会上。

随弧光辐射强度而自动适应环境以调整遮光号的焊接

面罩，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在市场中。智能化焊接面

罩能够降低焊工作业强度和职业伤害风险。焊接作业会面临大量热，降低热负荷

增强作业舒适度也需重点考虑。自动调温电动送风焊接面罩能很好满足需求。新

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将提升防护用品的效能，增强使用便利性和穿戴舒适度。

焊接作业产生高温，为增强穿着舒适度，可在新材料、新工艺基础上通过改

进设计或增加辅助装置以增强透气和散热性能。

3.4　焊接局部防护相关标准

3.4.1　焊接面罩相关标准的要求

标准是对产品性能的最低要求。欧洲、美国、中国及ISO组织均制定与焊接

及切割作业相关的防护用品标准。包括，眼面部防护产品标准、身体防护产品标

准、手足部防护产品标准、听力防护产品标准等。表2列举了部分标准对焊接防护

面罩的主要要求。

表2　焊接面罩主要相关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与焊接面罩相关的主要内容

EN166 个人眼护具-规范
眼护具的功能，型式；设计及制造要求；眼护具性能
的要求；产品标注要求

EN169
个人眼护具-焊接
滤光片透光性能要
求和选用

滤光片的透光率要求；不同遮光号滤光片的选择

EN175
个人防护具-焊接
及相关作业眼面部
防护装置

焊接面罩的最小防护区域。视野要求；焊接面罩抗跌
落测试；材料阻燃、热穿透和防热熔滴要求；焊接面
罩抗冲击测试（高速粒子测试）；帽壳漏光测试

EN379
个人眼护具-自动
变光焊接滤光镜

亮态到暗态遮光号的转换时间，高低温条件下的透光率
要求，透光率均匀度要求，漫射性能、角度依赖性等

图29　轻巧的焊接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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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与焊接面罩相关的主要内容

ANSI Z87.1 个人眼面部防护具

球镜度、柱镜度和棱镜度、透射比等光学性能要求，
抗冲击测试要求（高速测试、高重物低速测试），材
料的阻燃性能、耐热穿透性能和耐热熔滴性能要求，
装成焊接面罩跌落测试，帽壳漏光测试

GB/T3609.1
眼面部防护-焊接
防护第1部分：焊接
防护具

焊接面罩的最小尺寸要求，滤光片最小尺寸要求；滤
光片的投射比，最大透射比的波长范围，光学性能要
求；基本强度要求（45g钢球从1.3m高度自由落体冲
击测试），材料阻燃、热穿透要求

GB/T3609.2
眼面部防护-焊接
防护第1部分：自动
变光焊接滤光镜

透射比，透射比均匀性，透射比角度依赖性，漫射光
要求；球镜度、柱镜度和棱镜度等光学性能要求，以
及最小视窗、表面瑕疵等非光学性能要求；自动变光
焊接面罩还应满足GB/T3609.1的要求

以焊接面罩为例，无论是欧美标准还是国标，都要求有最小防护区域或最小

面积的要求。不同遮光号的滤光片（或自动变光滤光镜）对紫外和红外辐射以及

可见光的透过率要满足相应要求。对于自动变光焊接面罩，除上述要求外还对滤

光镜的透射比均匀度、角度依赖性、漫射光等进行限定，以增加佩戴舒适度，降

低眼疲劳。

依据GB/T 3609.1-2008《职业眼面部防护-焊接防护第1部分：焊接眼护具》

标准，焊接面罩的观察窗不得小于90mm×40mm，手持式焊接面罩的长度不得

小于310mm、深度不小于120mm、宽度不小于210mm。在去除滤光片、安全帽

等附件的情况下，其质量不得大于500g。

GB/T3609.1对焊接面罩滤光片的透射比、光学性能以及保护片的光学性能进行

了规定。焊接面罩不可以漏光。焊接滤光片分为19个遮光号，焊接滤光片的颜色为

混合色，其透射比最大值的波长应为550~620nm。同时，对焊接面罩的抗冲击性能

（国标仅进行落球实验，不进行抗高速粒子冲击测试）、阻燃、耐热穿透、耐腐蚀

及电绝缘性能等非光学性能亦提出要求。上述光学及非光学性能要求适用于手持式

焊接面罩和头戴式焊接面罩。用于电弧焊接防护的焊接面罩，应当具备耐金属熔滴

和炙热固体性能，尽管某些焊接方法其炙热颗粒物飞溅可能不明显。

GB/T3609.1标准没有耐金属熔滴和炙热固体性能要求和进行抗跌落性能测

试要求。而欧洲标准分别在80±2℃高温环境中和-5±2℃低温环境中预置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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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200
+30min的两只焊接面罩样件，在从预置环境取出后的10s内将焊接面罩从

1.50±0.01m跌落到钢制测试平台，跌落后的样件返回原预置环境中静置至少

30min后，重新进行跌落实验。实验重复三次。整个实验过程焊接面罩不得出现

明显变形、裂纹或破裂以及影响防护性能的永久性损坏；焊接滤光片和保护片也

不能出现任何影响防护性能的永久性损坏。其目的是测试整个焊接面罩在意外跌

落后是否漏光，以避免意外伤害。

对于耐金属熔滴和炙热固体性能，欧洲标准要求对于宣称具备耐金属熔滴和

炙热固体性能的焊接防护具，除防护面积应符合相应要求外，还须通过直径约为

6mm、温度为900±20℃钢球的热穿透试验，其中视窗部分在7s内不得穿透，其

他部分在5s内不得出现穿透现象。

3.4.2　焊接防护皮料相关标准的要求

皮料检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检测数据：Cr（VI）和PH值。由于原皮中会

添加铬盐保持皮料储存期，以三价铬形态存在。皮革在加工过程中，如果控制

不好，会有一小部分三价铬在高温及氧化剂存在的条件下氧化成对人体有害的Cr

（VI）。Cr（VI）易被人体吸收，通过皮肤及粘膜侵入人体，产生皮炎和湿疹，

长期接触有致癌危险。PH值是皮革产品中另一个涉及人体健康安全的有害物质限

量指标，PH值过高或过低都会破坏人体皮肤的酸碱平衡，破坏体表弱酸性保护

层，引起皮肤瘙痒、皮炎等疾病。

在皮制焊接防护用品中，CE标准的检测要求为：Cr（VI）的含量少于3mg/

kg，PH值的含量为3.5~9.0。威特仕等企业对大部分产品都进行CE检测，在抗磨

损、抗刀割、抗撕破及刺穿等方面都提供明确数字依据。

3.4.3　相关标准及推进执行的必要性

GB/T 9448-1999《焊接与切割安全》是根据美国标准ANSI Z49.1《焊接与切

割安全》的早期版本制定的国内标准，ANSI Z49.1现行版本为2012版。标准规定

在实施焊接、切割操作过程中避免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为安全实施焊接、切割操作提供了依据。标准从设备及操作、管理者及操作者责

任，人员及作业区域的防护，通风设施，消防措施及有限空间的安全方面提出了 

要求。

标准要求使用中的焊接、切割设备必须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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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安全性或可靠性不足）时，必须停止使用并由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所有的焊

接与切割设备必须按制造厂提供的操作说明书或规程使用，且须符合标准要求。

管理者必须对实施焊接及切割操作的人员及监督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

内容包括设备的安全操作、工艺的安全执行及应急措施等。将焊接、切割可能引

起的危害及后果以适当方式（如安全培训教育、口头或书面说明、警告标识等）

通告实施操作的人员；必须标明允许进行焊接、切割的区域，并建立必要的安全

措施。管理者必须明确在每个区域内单独的焊接及切割操作规则．并确保每个有

关人员对所涉及的危害有清醒认识并了解相应预防措施。管理者必须保证只使用

经过认可并检查合格的设备（诸如焊割机具、调节器、调压阀、焊机、焊钳及人

员防护装置）。焊接或切割现场应设置现场管理和安全监督人员，对设备的安全

管理及工艺的安全执行负责；在实施监督职责的同时，还可担负现场管理、技术

指导、操作协作等其他职责。

促进《焊接与切割安全》标准在企业的执行，有利于增强企业焊接安全与作

业者健康的管理能力和意识，最终降低职业伤害事故风险。

4　绿色焊接及其制造技术

很多的绿色焊接材料及设备企业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制造2025规划，开始

逐步形成专业优势，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虽然很多企业展台面积小了，但从

展示的自动化装备、集成应用系统、特色化产品可看到科技含量的提升。行业与

国外先进应用技术接轨的程度更加深化发展。绿色化焊接是绿色制造的重要支撑

和组成部分。绿色焊接的实现，需要绿色焊接材料、焊接工艺、技术与装备为保

障。成分无害化的焊接材料，可从源头上避免危害物质进入环境；成熟可靠的环

保生产工艺，可进一步减少危害物质对环境的影响；应用绿色焊接工艺与装备和

绿色环保型焊接材料，可持续减少焊接污染物的产生，并降低总体能源消耗。总

之，从消耗品的焊接材料到实施焊接的工装设备，以及生产这些焊材和设备所需

的能源消耗，都可进行控制和干预。

4.1　展会概况

本届展会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呈现出“六多”和“六少”的特点。“六

多”：①焊机及配件新外观增多；②参展焊接相关品种增多，过去难以寻觅的产

品在展会上相继出现；③商业合作的新模式、新概念、新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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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④参展机器人及相关设备相应增多；⑤数字化电源增多，大多数焊机生产

商都称自己具备数字化焊机；⑥能生产特种焊材的生产企业增多，有“特材”普

材化的趋势。“六少”：①终端用户减少；②参观总人数少；③各家展示面积普

遍减少；④传统电焊机展出减少；⑤大型招待活动减少；⑥展位上各类演绎表演

减少。

总之，在转型创新调整期，各个企业都致力于“自身特色”的研究，产品精

品化和特色化，走专项和细分市场。展会在焊机和焊材两方面有如下特点：焊

机，由传统产品向数字化技术求发展，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传统产品如果不能在

规模化发展中获得资金和渠道的解放，就只能依托产品技术革新向上“游”，部

分国产数字化焊接电源在特种焊接工艺上的表现已经超出行业预期；焊材，部分

国内知名焊材制造及研发企业，已经在特种焊材领域取得较大进展，越来越多的

特种焊材实现国产，部分中型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正在以专业化能力化解规

模化的行业发展压力。

近年来，国内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但对于焊材和设备，厂商迫于严格环保审

查，更关注于焊材和设备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治理和有害排放。对环保型焊材和绿

色设备，各厂家的研究还处于初始起步阶段，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绿色焊材产品专

项展示。通过近几年参展情况，绿色焊接相关展品种类很少甚至出现倒退。从研

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钎焊材料还可与国外产品相比较；但在熔焊焊接材料和绿色

焊接设备方面，与国外差距较大。

4.2　绿色焊接相关展品

4.2.1　钎焊材料

成分无害化焊接材料主要为钎焊材料。传统钎焊材料多含有铅、镉元素，随

着RoHS指令等国内外一系列环保法令的实施，铅、镉等有毒有害物质被禁止使

用，迫使传统钎焊材料实现成分无害化。目前，已应用的无害化钎焊材料主要为

不含有毒元素的银钎料、锡基软钎料。

无镉钎料近几年一直是展会热点。而自带钎剂型无镉钎料，是本次展会亮

点。自钎剂型无镉钎料，通过在线自适应调控达到钎剂定位、定温、定时、定量

精准反应并高效利用；并能快速响应填缝。解决了去膜活化效率低的技术问题，

实现大幅减排节材。参展的11家钎料生产企业，9家带来无镉钎料，7家展出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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钎剂复合型无镉钎料。

郑州机械研究所、上海斯米克焊材有

限公司、上海申澳有色焊材有限公司等展

商均展出无镉银钎料产品。除传统的条

状、丝状、带状、片状无镉钎料外，郑州

机械研究所推出无镉药芯银焊丝产品，如

图30所示。该焊丝实现钎料-钎剂定比复

合，钎剂利用率高、钎焊润湿、填缝效果

好，相同润湿效果下钎剂用量比实心焊丝

减少40%以上，可显著降低因钎剂挥发

及清洗钎剂残留导致的污染，改善工作环

境。适用于碳钢、不锈钢、铜合金、硬质

合金等材料的钎焊。

传统的Sn-Pb软焊料因铅元素的毒性而

被禁用，作为替代品的无铅焊料主要以Sn

为主，添加少量能产生低温共晶的三元或多

元合金体系，但其工艺性能仍无法达到传统

Sn-Pb焊料水平。无铅焊料主要用于电子组

装产业，国内软焊料及焊剂年需求量超过8

万吨，但未见无铅焊料产品展出。

郑州机械研究所推出的药芯银焊条、

药皮焊条，适用于制冷、空调、硬质合金

工具钎焊，节约钎剂超过40%，显著降低

焊接烟尘；上海斯米克、申澳、葡萄牙Sopormetal、意大利Pietro等厂家带来的

药皮焊条（图31），通过不同药皮颜色区分钎料的含银量。

郑州机械研究所、烟台固光等厂家带来由钎料与钎剂复合而成的钎料环（图

32），用于制冷行业钢管、铜管的感应钎焊，应对车间无明火的安全要求。国内已

有企业在药皮焊环的制造技术上基于钎剂组分间定向反应和时变效应，完成无胶自

粘结，成功取代国外高比例胶粘工艺。这种绿色药皮钎料，钎焊过程无毒烟、无残

图30　无镉药芯银钎焊丝

图31　不同药皮颜色的药芯焊条

图32　钎剂-钎料复合钎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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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钎焊缝无缺陷，优于国外同类技术，从根源上实现高可靠和清洁钎焊。

4.2.2　熔焊材料

电弧焊接过程中母材和焊接材料被熔化，高温下易形成金属蒸气，在空气中

迅速氧化形成氧化物烟尘。此外，在电弧高温和紫外线作用下，焊接区周围空间

会形成多种有毒气体。气保护焊接过程中，气体从熔滴内溢出导致飞溅。熔焊

过程中产生的烟尘、气体、飞溅等对环境污染严重，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采

用药芯焊丝或气保护焊丝，可显著减少焊接烟尘与气体的产生。减少飞溅的主

要途径是改进焊接工艺与装备，实现稳定电弧，并采用低飞溅焊接材料和焊接 

防溅剂。

展会上有大量低污染低排放焊接材料产品，包括药芯钢焊丝、无镀铜焊丝、

药芯铝焊丝、复合型钎料等。具备少烟尘、高熔敷率、低飞溅的特点，可与自动

焊接设备配合使用。如天津世纪五矿贸易有限公司展出低飞溅型焊条，焊接过程

中电弧稳定，飞溅损失可忽略。台湾首锐焊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电弧稳定、

烟尘量低、飞溅少的不锈钢药芯焊丝产品。北京金威焊材有限公司展出施焊过程

中电弧稳定、飞溅小、成形优良的不锈钢药芯焊丝。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

司展出的无镀铜气保护实心焊丝，与镀铜焊丝比较制造过程更环保、焊接过程中

无铜烟释放，对焊工身体健康影响小，且具有优良的再起弧特性和较低的焊接飞

溅。常州三众焊材有限公司展出焊接工艺性能优良、飞溅小、脱渣容易的氧化钛

型CO2气体保护药芯焊丝新产品。多家企业展出焊接防溅剂。钎焊热输入少、温

度较低，一般无飞溅和金属氧化物烟尘产生。但钎焊往往需要使用钎剂，钎焊过

程中钎剂挥发产生烟雾；残余钎剂需以大量水清洗，导致水污染。通过将钎料与

钎剂复合，可提高钎剂使用效率，降低钎剂用量，减少因钎剂挥发产生的烟尘。

此外，钎料-钎剂复合型钎焊材料适用预装配，便于自动化生产，未来有望逐步取

代传统形态的钎焊材料。郑州机械研究所、烟台市固光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钎谷焊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展出多种类型的复合型钎焊材料产品。除前面

提到药芯银焊丝外，有涂覆钎剂型钎焊环、钎焊条，药芯铝焊丝等，分别用于碳

钢与合金钢、铜合金、铝合金的钎焊或熔焊，减排效果良好。对于低飞溅焊丝产

品，大部分厂家仅采用描述性话语，在其相关介绍中说明（图33），也有部分厂

家做了较为细致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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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首锐焊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展板）比较明确地提出烟雾量少的概

念。2016年，展板没有相关介绍和宣传，只是在宣传单页中有所涉及（图34）。

一些合资品牌比如天泰焊材，也开始在烟尘方

面涉及（图35），说明焊接烟尘量正逐渐引起

厂商重视。

从上述图片展示和介绍不难发现，企业基

本停留在语言定性描述上。相比而言，国外

厂家通过一些定量对比试验表述其相关技术特

点。例如，日本神户制钢所在提及药芯焊丝产

品低飞溅和低发尘量时，采用对比试验方式，

数据图表鲜明地展示其技术特点（图36）。

2015年，日铁住金熔接工业株式会社重点

推广其NSSW无缝药芯焊丝。经过相关试验评

估，无缝药芯的焊接烟尘相比有缝药芯焊丝低约

20%。2016年展会日铁住金未参展。国内中船

重工725研究所推出相关无缝药芯焊丝产品（图

37），能大幅度降低飞溅和烟尘量的产生。

展会上有大量药芯铝焊丝产品，可用于钎焊

或熔焊。药芯铝焊丝所需钎剂减少，熔敷金属使

用效率更高，具有较好的节材和环保效果。

实心焊丝方面，瑞典伊萨较早推出无镀铜

焊丝。日本神钢也推出无镀铜焊丝SE系列。国

图34　低烟尘焊丝产品宣传页

图35　低烟尘焊丝产品展板

图33　低飞溅率焊丝产品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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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东德州恒远、山东聚力和天津金桥（图38）研

制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无镀铜焊丝。

无镀铜焊丝与镀铜焊丝有如下特点（图39）： 

①焊丝防锈性能好；②焊接飞溅小；③焊接烟尘量

（铜烟）少；④焊缝成形相对美观；⑤焊丝送丝性能与

电弧稳定性更好，镀铜焊丝在经过送丝轮时容易被碾下

铜屑，从而堵塞送丝管；⑥生产工艺绿色环保，镀铜焊

丝生产过程中会有铜离子流失并产生废液和废气，废料

排放严重污染环境。而无镀铜焊丝由于在生产过程中表

面采用机械处理且无需镀铜，几乎不产生污染物，达到

环保节能的目标。

随着机械自动化的提高和推广，国内外对于环保型无镀铜焊丝的需求越来越

多，为无镀铜焊丝的发展带来新契机。目前，无镀铜焊丝应用较多的是工程机

械、汽车制造等行业，市场中得到客户广泛认可的无镀铜焊丝有瑞典伊萨、日本

神钢、山东聚力等厂家（对比分析具体见图40和图41），供应产品以桶装为主。

图36　日本神户制钢所低飞溅低发尘量药芯焊丝产品展板

图37　国内外厂家无缝药芯焊丝产品介绍对比

图38　国产无镀铜环保型
实心焊丝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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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镀铜焊丝与无镀铜焊丝对比介绍

目前，市售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个别厂家的无镀铜焊丝只是表面没有铜层炒作概

念而已，防锈性能差、送丝性不稳定、导电嘴易磨损等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从而

影响无镀铜焊丝的推广和使用。

近两年，伊萨公司推出专利——独创的八角形硬纸桶包装形式，神钢也推出

一种连续筒产品。2016年，林肯推出的Gem-Pak（图42）是一个严格控制绕丝

瑞典伊萨 山东聚力 其他品牌

图40　焊接几种无镀铜焊丝（5kg）导电嘴磨损情况

瑞典伊萨 山东聚力 其他品牌

图41　显微镜下几种无镀铜焊丝表面形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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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桶装，承诺无缠丝，更低飞溅，更少送丝管和导电嘴的更换。

图42　Gem-Pak节省成本介绍

另外，国外不少展商已经不再提供纸版的样本和相关资料，而以光盘（林

肯）、APP客户端（山特维克）等形式提供相关产品资料和技术解决方案，体现

互联网加的思维；且减少纸张消耗，绿色环保。

4.2.3　焊接设备与工艺

近年来，绿色高效焊接技术不断出现，主要特点是生产效率高、节能、节

材、排放低。代表性技术有高能束（激光、电子束、离子束）焊、超声焊、搅拌

摩擦焊等，均依赖于相应的高端焊接设备。展会上有较多高能束焊接设备，如宁

波镭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等离子堆焊设备，作为激光熔覆的替代方案，具备

低成本，高效率，性能超强等优点。沈阳伊贝姆科技有限公司展出W800电子束

焊接装置，用于在真空中电子束焊接结构钢件，铜、铝、难熔金属及活性金属的

合金件。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的机器人激光焊接机，可实现点焊、对

接焊、叠焊、密封焊等。宁波驰迈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展出高能束流智能增材设

备。法国Techmeta电子束焊机和德国

SST、Focus电子束焊机也均亮相（图

43）。DIG自动化工程公司展出搅拌摩擦

焊机，具备超高转速、焊接速度快、动

密封循环水冷却搅拌头、高精度恒压力

控制等优点，可完成高铁列车铝合金的

生产。航天工程装备（苏州）有限公司 图43　电子束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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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二维搅拌摩擦焊设备，适用于多种铝合金及各类有色金属合金搅拌摩擦焊。

然而，超声波焊、搅拌摩擦焊设备整体仍较少。

有些厂家（如法国液化空气焊接集团）提及新型逆变技术，能减少30%的初

级消耗（图44）。

数字化焊机与传统弧焊设备相比，电弧稳定，热输入小，焊接过程中弧光及

烟尘飞溅少，焊接操作环境较好，未来将逐步取代现有的弧焊设备。展会上有多

种数字化焊机，与往年相比数量明显增加。如凯尔达集团新推出的数字超低飞溅

逆变焊机（图45），具有超低飞溅焊接功能，免打磨、速度快、省材料，可用于

铝合金、不锈钢、镀锌板、碳钢等的焊接；北京华巍中兴电气有限公司展出的机

器人专用脉冲气保焊机，采用先进自适应控制技术，可实现无飞溅焊接；山东奥

太电气有限公司展出的低飞溅MAG-350RL，可实现电弧和熔滴精细控制，降低

焊接飞溅、提升成型美观度和焊缝搭桥性。

图44　新型逆变技术展板介绍 图45　数字化超低飞溅逆变焊机

本届展会还有一大特点，针对焊接材料和焊接设备相结合的整体解决方案，

通过控制焊接材料、焊接电源、实施方法以及融合上述内容的一体化焊接系统，

解决相关难题。例如，日本神钢的REGARCTM产品，即是一个低飞溅高电流的CO2

气保护电弧焊，通过焊接机器人、焊接电源、焊接材料、保护气体等方面的控制

和选用，成功降低飞溅，减少焊接烟雾产生量，提高熔敷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

成分烧损，是绿色环保型产品。美国林肯也提出一些整体焊接应用解决方案（图

46）。从焊材选用、焊接工艺推荐、焊机配套和实时监控等系统，全方位覆盖，

优化匹配，控制整体能源消耗，体现集成化集约化趋势。整体解决方案的思路，

应引起相关厂家重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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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整体焊接应用解决方案展板介绍

4.3　发展趋势

4.3.1　无害化焊接技术

我国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制造大国的身份，决定了无害化焊接技术在现代绿色

制造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制造企业对周边环境影响和焊工职业健康关注

力度加大，对焊接材料在车间焊接烟尘控制、生产无明火、钎剂无卤素、焊后残

渣无腐蚀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绿色焊接的实现，需要绿色焊接材料、技术与装

备为保障。通过采用成分无害化焊接材料，可从源头上避免有毒有害物质进入环

境，确保焊接环境健康安全。

在成分无害化的焊接材料方面，钎焊材料一直走在变革前列，做了大量有益

工作和尝试。传统无害化钎料熔点高、流动性差，成本高且难以使用。由于基础

理论难成体系、配方经验密不外传，无害化钎料中无镉钎料的精准设计一直是国

际钎焊界的热点和难点。郑州机械研究所通过研究常用元素的主导作用和协同效

应，发现相关元素与镉的效用关系；探明钎料组织演变规律，创建镉当量公式，

为代镉奠定基础；并提出“工艺熵”“性能熵”概念，建立精准评价模型，实现

由成分预测性能的跨越。同时，创建钎料数字设计体系，打破试凑和经验的传统

模式，实现钎料设计高效精准化，跨入智能化设计。

钎焊材料的“绿色化”已经体现在钎料成分选择、制备过程、使用过程和服

役回收全寿命周期。近年来，新出现产品在成分设计、制备技术以及应用等多方

面体现出“绿色”概念：①成分设计绿色化。为了实现钎焊工序对环境的影响最

小化，自带钎剂型钎料一般选择无铅、无镉钎料，并配以不吸潮的无腐蚀焊剂一

同复合；②钎料与钎剂复合成形。通过压涂、喷涂、浸涂等加工技术手段，将钎

料与钎剂相复合。由于钎剂定量，避免传统钎焊过程中钎剂的过量添加，既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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钎剂，又保护环境；③焊接生产自动化。随着现代化制造业精细化运作，钎料和

钎剂用量的精确控制和自动化焊接逐渐取代人力。在成本控制的同时降低钎剂浪

费与能耗。如制冷行业管路焊接用的自带钎剂型钎料环可预先装配，配合高频感

应加热，实现定量供给钎料，高效、自动化生产，节约成本。与火焰钎焊相比，

减少焊漏、焊堵等缺欠，提高产品质量。在绿色环保道路上，钎焊材料已经取得

比较理想的进展。

对于熔焊材料，随着各制造厂家生产设备的改造升级，生产工艺的提高改

进，以及国家环保政策的收紧，各焊材厂家逐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这些进

步是熔焊材料方面难得的亮点。

4.3.2　绿色焊接技术与装备

近年来，绿色高效焊接技术不断涌现，主要特点是高效率、节能节材、低排

放。代表性技术有高能束焊（激光、电子束、离子束）、超声波焊、搅拌摩擦焊

和CMT焊等。但上述设备和技术，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中的应用仍然有限。展会

上展品少，且设备价格有待低廉。应提高其性价比和适应性，以期进一步在工业

生产中推广应用。

随着我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数字化焊机的应用比例快速增长，未

来市场需求广阔。通过将数字化焊机与智能控制技术融合，形成基于数字化焊接

电源的焊接机器人系统。同时，具备绿色化和智能化特征，有望成为焊接机器人

发展方向。从展会明显看出，机器人概念逐渐强化，加上高速脉冲和新型逆变技

术的涌现，在绿色焊接技术和设备方面，有着良好前景。

5　总结与展望

5.1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家和行业学会加紧在焊接领域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法，发达国家及国

际焊接学会（IIW）也不断提高焊接及相关过程的安全、烟尘的排放标准，国内外

焊接环境影响及治理现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政府和行业协会推进的更为严格的焊接作业场所环境标准、防护标准

及焊接材料发尘量标准，普通焊接材料外包装上发尘量标识（英国）等。

（2）开展焊接材料的生命周期评价，并以评价结果指导焊接材料的设计开发。

（3）高效的作业场所通风吸尘系统和焊工操作空间局部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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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低尘、低毒、高效、低能耗焊接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5）重金属及六价铬Cr（VI）的控制。

（6）焊接废弃物的环境影响评价。

（7）在行业中推行职业健康管理体系（ISO 18001）和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0）认证。

（8）焊工职业病防控体系的建立及数据系统分析。

（9）清洁生产在焊接材料的制造和焊接工程中的实施（包括焊接废弃物的管

理和回收）。

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均衡、安全工作基础薄弱等原因，焊接EHS工作远远

滞后于理论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良好发展。展会反应出以下问题：

（1）由于对焊接作业职业危害及防护标准了解不多，用于氧炔焊等极少存在

紫外线辐射的焊接操作防护的护目镜，被误用为电弧焊防护面罩；防护面积仅能

覆盖脸部，且紧贴脸部的“焊接脸罩”被某些企业作为新产品展出；统计数据显

示，电焊弧光伤害仍是焊工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因素。焊接EHS教育任重道远。

（2）虽然绿色钎焊理念在我国制造业提出并推广，但目前只有一些在国际上

有影响力的大厂在积极推进（如海尔、格力、美的、海信等），更多的中小型企

业还在观望；即便是在有动力推进的大厂里，由于钎料在成分、形态上的改变，

工人在焊接操作手法等习惯方面也处于适应时期。一方面，需要国家层次在政策

方面的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钎焊行业技术人员深入客户企业进行技术指导。

（3）国内熔焊材料生产厂家主要关注生产焊接材料过程中的三废排放。而对

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烟尘、气体、飞溅等环境和人体危害，目前的现状是国外厂家

采用双重标准，其英文相关介绍资料中详细列举烟尘量及有害元素含量，但相应

的中文样本基本上没有相关内容，这与国内大的环保环境息息相关。国内厂家，

考虑到经济效益、成本投入和没有强制的标准或法规，普遍对绿色环保焊材不重

视，没有研发积极性。

（4）绿色焊接装备方面，国内开展了大量研究，已经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

市场上的产品仍主要来自于国外，价格偏高。为大幅度降低价格，推广具有低能

耗、低排放、高效率特征的绿色焊接提供装备支撑，需国家进一步支持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国产化绿色焊接设备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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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未来发展的建议

（1）国家有关部门及行业学会协会加强引导，修订标准。根据国际法规，向

国家相关部门建议，修改涉及焊接EHS的法规。

（2）建议焊接协会成立专门的焊接EHS分会，更好地服务于焊接行业。加

大在协会、学会和相关行业间的交流，提高对制造业焊接EHS的认识。焊接EHS

专业委员会将进一步联合国家职业健康卫生协会开展活动，并积极参与国际焊接

EHS的交流与合作。

（3）促进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研发质优价廉易于推广应用的好产品，组织

参加国际焊接EHS展览会，促进焊接健康安全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4）强化GB/T 9448-1999《焊接与切割安全》等标准宣传，促进对相关标

准法规的了解；加大对协会、学会、企业、高校、职业技术学院等机构强化职业

安全与健康教育的影响，促进焊接职业安全与健康意识的提升，降低焊接职业伤

害事故的发生几率，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5）应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前提下，降低绿色焊接材料成本。

5.3　展　望

为了更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对机械制

造行业提出高端、智能、环保的要求。焊接生产环境与危害预防问题也将继续从

源头减排、过程监控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综合治理。

（1）加强对智能焊接制造模式的研发，利用互联网对焊接危害物质远程在线

监控。利用大数据概念，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优化产品设计。

（2）研发新一代焊接烟尘整体治理和局部防护设备，升级厂房整体除尘系

统，促进自动变光焊接面罩等装置的普及应用。

（3）升级和推广职业健康安全标准，在焊接生产中贯彻落实高效、清洁、

节能、节材的绿色制造理念、政策、新方法和新技术；研发具备节能、节材、高

效、低排放特征的绿色焊接设备；加强对相关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提

升绿色焊材质量、开发高端产品，降低成本；通过环保立法手段限期禁用含有毒

有害元素的焊接材料，并严格执行。

我国焊接EHS的相关企业、研究机构及高校应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厚积

薄发，强化合作，以应对中长期内市场对绿色焊接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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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

根据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组委会安排，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部分

由中国焊接协会秘书处组织行业内专家撰写。编撰工作由中国焊接协会秘书长李连

胜和秘书李爱民、《CHINA WELDING》期刊主编何丽君、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

分会秘书黄彩艳负责，并得到陈树君、魏艳红、王敏、李慕勤、吴振勇、张会杰、

陈建武、彭愚立、柳江、郭涟、汪霈、张众等多位业内专家、企业领导、专业技术

人员的积极配合与大力支持。本部分介绍2013年~2016年8月以来我国焊接专利与科

技成果的申请与发布，以便广大用户了解我国焊接行业专利成果的总体发展态势；

阐述中国焊接协会在当前焊接产业新常态下对科技创新的行业布局和发展建议，以

期推动和提高焊接专利成果的应用转化速度和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水平。

0  引　言

十三五开局以来，随着我国《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焊接行业进入产

业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升级新常态。产业结构正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在此背景下，焊接行业必须开创新的服务模式，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

水平，满足当前焊接产业的发展需要，为加快我国焊接产业转型速度和提高焊接

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向企业、大学、研究院所和焊接同仁提供一个展示焊接专利

和推广科技成果的舞台，更好地为广大展商及协会会员服务。中国焊接协会、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决定，在第21届展会期间，继续设立展会增值服务项目

“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区”。

1　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

由于我国工业生产体系正处于调整转型当中，焊接产业亦深受冲击。在此大

背景下，2016年3~5月，第21届北京·埃森展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区共征集

焊接专利与科技鉴定成果38项，《焊接科技成果汇编》收录36项焊接专利成果。

展会现场展示专利及科技成果25项，并增加视频展示。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公

司和肯倍焊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分别进行LED显示屏和等离子电视展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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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可从视听信息更多了解成果，引起热烈反响，成为一大亮点。展示区现场照片

见图1、图2。

图1　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区现场一 图2　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区现场二

1.1　焊接专利

低屈服强度抗氢致裂纹钢专用焊条及其生产方法：本专利为四川大西洋焊

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该专利研究开发了一种低屈服强度抗氢致裂纹钢专

用焊条，主要用于焊接低强度要求的抗氢钢和抗裂性能要求较高的碳钢、低合

金钢等。如大型炼油系统用Q235R（HIC）和16MnR（HIC）钢，热高压分离

器，循环氢分液罐等压力容器或一些输油管线的焊接。生产工艺成熟，满足大规

模工业化生产需求。本专利通过设计专用焊芯，降低硫磷含量（S≤0.005%、

P≤0.010%）；通过配方设计、热处理工艺研究和原材料控制，降低熔敷金属拉

伸强度，焊条可用于全位置焊接。采用直流反接，焊接工艺性能良好，焊缝金属

强度低、韧性高和抗裂性能好。具有抗HIC（氢致开裂）、SSC（硫化氢应力腐

蚀）性能优良的特点。

铬钼耐热钢窄间隙埋弧焊剂及制法：本专利为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本专利研究开发了一种铬钼耐热钢窄间隙埋弧焊用烧结低氢型焊剂，

主要用于2.25%Cr-1%Mo珠光体耐热钢等钢制设备的埋弧焊接，也可用于不同厚

度的耐热钢、碳钢、低合金钢的焊接。

焊剂呈浅色无杂质颗粒，配合焊丝焊接

时具有电弧燃烧稳定、无烟尘、焊缝成

形美观、坡口脱渣容易等特点（图3）；

焊缝金属S、P含量低，低温冲击韧性优 图3　焊缝表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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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焊缝金属X系数、J系数较低，具有良好的抗回火脆性。铬钼耐热钢窄间隙埋

弧焊用焊剂具有诸多优点：窄间隙焊接中能自动脱渣，不同热处理条件下力学性

能优良。本发明专利自主实施成果转化，已形成批量生产，并在国内销售。

JQ·YJ621K2-1钛型药芯焊丝：本专利为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所

有。是Q500qE桥梁钢用钛型CO2气保护药芯焊丝。该焊丝焊接工艺性能优良，电

弧柔和稳定，飞溅小，脱渣容易，焊缝成形美观。可进行全位置焊接。熔敷金属

力学性能优异，各项指标达到国家标准要求：抗拉强度高、-40℃低温冲击韧性

优异、熔敷金属扩散氢含量低且抗裂性能优异，见图4。该产品用于沪通长江大桥

Q500qE桥梁钢的焊接，见图5。

0 100μm

图4　针状铁素体+先共析铁素体的金相组织 图5　沪通长江大桥

JQ·YJ621K2-1Q金属粉型药芯焊丝：本专利为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

司所有。是Q500qE桥梁钢用金属粉型CO2气体保护药芯焊丝。该焊丝熔敷效率

高，焊接飞溅少，熔渣少，电弧稳定。在焊接涂有无机富锌底漆的钢板时，具有

很好的抗气孔性能。用于单丝或双丝平焊、平角焊，广泛用于造船、桥梁结构和

钢结构制造（图6）。

图6　JQ·YJ621K2-1Q金属粉型药芯焊丝在中铁山桥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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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钢用富氩气保护药芯焊丝：本专利为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所

有。该焊丝适用于X70、X80管线钢全位置半自动、全自动焊接。采用立向上焊，

焊接过程中熔滴细小、呈喷射过渡，电弧柔和稳定、烟尘量少、几乎无飞溅，熔

渣易于清除，焊缝成形好，避免未熔合及夹渣等常见焊接缺陷。各项力学性能优

良，特别是稳定的低温韧性（图7）。

图7　焊接位置及焊缝成形

用于X80管线钢焊接的高韧性自保护药芯焊丝：本专利为天津大桥焊材集团

有限公司所有。本发明产品是低合金钢自保护药芯焊丝，符合GB/T E5511T8-

Ni2-J、AWS E81T8-Ni2-J要求。产品焊接工艺、熔敷金属力学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焊丝熔敷金属-40℃ V型缺口冲击吸收功超过150J。该焊丝焊接过程

中电弧稳定，熔滴呈喷射过渡，熔渣具有快凝特性及其优良的全位置立向下操作

性，焊缝成形美观，脱渣性优良，如图8效果，满足管线焊接施工要求。分别经

胜利油田、辽河油建二公司、华北油建、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焊接技术

研究室等多家用户应用，均获好评。

2013年通过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鉴

定，向石油工程建设行业推荐应用。

一种42公斤级钛型碳钢焊条及其

制备方法：本专利为天津大桥焊材集

团有限公司所有。普通42公斤级钛型

碳钢酸性焊条是目前我国使用广泛的 图8　焊缝表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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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材料之一，超过手工焊条用量的70%。在本发明配方设计中不再使用金红

石、钛白粉等价格较高的TiO2原料，全部使用价格较低的还原钛铁矿，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该产品适量使用伊利石替代部分白泥，同时调整焊条

混合粉中的其他滑性、塑性材料，克服了当全部使用还原钛铁矿后，对焊条压涂

性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该产品可采用行业内通用的螺旋式或液压式生产设备的制

造工艺来实现。该产品的熔敷金属夏比V型缺口冲击吸收功KV2低温（-20℃）

冲击韧性数值高于国际上权威船级社认证机构的3级（-20℃大于47J）指标的

70%。该产品具有良好的耐吸潮性，在无包装、环境湿度约为80%条件下，焊条

最大吸潮率小于1.65%。具有较低烟尘含量，一般熔化1千克焊条烟尘含量小于6

克，烟尘中对人体最具危害的锰含量小于4.5%，减少身体危害。二次引弧性能优

良，特别是冷起弧性能，即使用较低空载电压焊机（U0=50V）施焊，约15秒停

弧，在被焊母材无锈并与地线接触良好条件下，不做敲击动作仍可随时再次引燃

电弧正常施焊。

氮强化铁基耐磨涂层堆焊技术：本专利为佳木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所

有。是要解决现有氮合金化堆焊方法获得的堆焊层金属中氮含量低、耐磨硬质相

体积分数小分布不均、堆焊层的硬度略低

的问题。此项技术采用氮气作为保护气

体，焊丝与基材之间引发高温氮弧，同时

将堆焊用合金粉体经焊机喷头送入高温氮

弧区，进行堆焊。此项技术可实现向堆焊

层金属内高效过渡氮元素，获得的堆焊

层氮元素含量可达0.3%~0.4%（图9）。

此项技术采用价格低廉的工业用氮气作为

保护气体，制备的氮合金化耐磨堆焊涂层

表面成形性好，可获得大量氮碳化物硬质

相，堆焊涂层硬度为HRC45~62可调。

便携式数控切割机的机体结构：本专利为上海正特焊接器材制造有限公司所

有。该机体结构包括：导轨底座、切割车、伸缩横臂；切割车由机架、切割车的

纵向移动导向机构、伸缩横臂的横向移动导向机构组成。纵向移动导向机构含两

1-焊枪部件；2-焊丝；3-导电嘴；4-喷头主体；
5-送粉通道；6-喷嘴；7-粉体流动通道

图9　焊机喷头结构示意图

1

2

3

6
7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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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移动副，由双轴心导轨与前后两个双轴心滑块组成。横向移动导向机构由前后

两组滚轮组成。切割车通过纵向移动导向机构安装在导轨底座上，伸缩横臂插入

切割车横向移动导向机构的正菱形空间内。通过切割车的纵向移动导向机构的两

条移动副确保切割车行走时左右同步、灵活、平稳移动。又通过切割车的横向移

动导向机构的正菱形空间供伸缩横臂移动，伸缩横臂获得自身最佳抗弯、抗抖性

能。提高其作业的稳定性（图10、图11、图12）。

图10　便携式数控切割机 图11　数控专用夹持器 图12　数控切割系统

白车身顶盖激光钎焊工艺控制装置：本专利为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所有。汽车白车身顶盖激光钎焊生产线在汽车主机厂的应用呈现越来越多的

趋势。激光钎焊生产线通常由激光器、机器人、激光钎焊头、送丝机、热丝机、

工艺控制柜、主控制柜等部分组成，由于涉及的单元设备很多，工艺控制比较复

杂。白车身顶盖激光钎焊工艺控制装置是在白车身顶盖激光钎焊生产线中，通过

PLC工艺控制柜实现对激光钎焊各个设备：激光器、激光钎焊头、送丝机、热丝

机等的逻辑顺序控制。实现对激光器的功率进行自动周期性检测，并允许手动进

行功率检测。有效减少在工业生产中，由于激光器设备的故障引起故障停机率，

实现激光自动断丝功能，保证一致的焊丝干伸长度，从而解决焊接起始点质量和

外观不稳定的难题。可以对焊接辅助气体流量以及激光钎焊头冷却水实时检测和

控制。保证焊接质量稳定，并延长激光钎焊头设备的使用寿命。在触摸屏上构建

焊接工艺参数数据库，可进行焊接工艺参数设置，在实施焊接过程中不同工艺参

数自动切换，方便优化焊接工艺，保证焊接质量，实现故障显示、故障报警、故

障停机功能。

车顶盖的激光焊接装置：本专利为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所有。

白车身顶盖激光填丝焊自动化控制装置将汽车白车身顶盖激光填丝焊生产线中的

各个控制功能相集成。通过控制柜对不同车型混线顶盖激光填丝焊接进行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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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控制。自动化控制装置可对通道门、工装夹具、滚床、光栅、激光器、激光焊

接头、滚压轮、送丝机、焊缝跟踪系统、车型检测系统、除尘器等设备进行逻辑

顺序控制。同时保证焊接质量和设备稳定性，实现故障显示、故障报警、故障停

机功能。

一种车顶盖激光搭接填丝熔焊焊接设备：本专利为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所有。该设备的工装夹具系统位于工作区域中心，含有一个固定的底板

夹具。另外的左右夹具在底板夹具两侧对称布置，左右床身分别位于左右夹具支

架外侧，在每一侧床身上都有一台机器人附件通过机器人第七轴与之相连，机器

人附件在第七轴上滑动以完成焊接头在不同工位的焊接工作。保护气架安装在机

器人头部，包括激光焊接头，自适应滚压轮单元，保护气装置，光纤接口，导丝

嘴，保护镜。工装夹具系统中，左右夹具上各有顶紧气缸控制夹持部分以固定车

身，防止车身在焊接过程中变形或者晃动。夹持部分由可活动的上压块与侧压块

铰接而成，适用于多种不同高度的车型。焊接头带有自适应滚压轮单元，驱动部

分，电气控制，直线轴，滚压轮安装支架，滚轮，碰撞传感器。安装支架压轮压

力可调，能满足不同焊段不同刚性下对于焊缝间隙的控制，并大量节省顶盖夹具

的费用和工位空间。焊接头带有焊丝导向跟踪系统，自动识别焊缝起点，配合压

紧轮完成基于触觉的焊缝测量-跟踪-补偿，并对焊缝进行校正，降低对冲压件

的要求。该发明解决大尺寸长焊缝中易变形问题，提高焊缝质量，能加工多种车

型，降低材料消耗，简化车身结构，减轻车身重量，降低加工设备成本，为国内

商务车车顶盖盲窗激光焊接提供了新方案。

1.2　科技成果

航天器舱体结构变极性等离子弧穿孔立焊关键技术与

应用：本成果为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应用电子学院所

有。成果面向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主要根据长寿命、高可

靠大型空间飞行器铝合金密封舱体结构高精度和高可靠制

造需求，开发完成铝合金大型薄壁壳体焊接成套技术解决

方案。在设备、工艺、应用上均取得实质性突破，形成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18项、软件著作权1项，获

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如图13），主要技术突破如
图13　2015年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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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①首次提出并设计自均流型双变压器逆变主电路和全负载软开关控制电路，

提高电源容量并保证可靠性；②率先采用“电压+电流”脉冲联合稳弧技术和消除

双弧技术，保证焊接电弧稳定性（图14）；③原创性建立表征穿孔熔池稳定性的

“空心沙漏”模型，通过电流波形与离子气协同调制，拓宽变极性等离子弧在薄

板铝合金焊接的适应性；④设计开发变极性等离子弧专用焊接机头，机器回路和

人在回路结合，实现宏、微融合，满足变极性等离子弧立焊高定位精度的工程需

求；⑤提出并实现了铝合金大型薄壁壳体焊接成套技术优化方案，研制铝合金大

型薄壁壳体变极性等离子弧焊接成套装备，保证封闭曲线焊缝全过程稳定穿孔焊

接，显著减少焊接变形和焊接缺陷（图15）。变极性等离子弧自动化焊接系统在

2009年成功用于“天宫一号”主体结构焊接，保证天宫一号、新型运载火箭等国

家重大工程项目关键构件焊接制造顺利实施，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试验顺利实施

做出贡献，更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和自主建设空间站提供有效保障。获载人航天

总体部赠送的“保对接携手同心，征天宇共创辉煌”锦旗，表彰其采用自主知识

产权科技成果直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图14　ZFL-2500立式纵
缝自动焊机

图15　变极性等离子弧焊接系统

一种连续长焊缝移动送进搅拌摩擦焊技术：本成果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持有。本成果是一种基于辊轮驱动原理的连续长焊缝移动送进搅拌摩擦焊

技术。其移动送进工装主要包括基体、主动辊机构、从动辊机构、背部支撑机构

和上侧压紧机构等（图16）。上侧压紧机构安装于主机头上，且包围搅拌头。

焊接时与背部支撑机构共同对工件施加厚度方向的装卡限位；主动辊和从动辊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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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方向分布于搅拌头的前方和后方，二者靠近上侧压紧机构，对工件施加焊接

方向的装卡限位并提供移动驱动力（图17）。焊接时，主机头带动搅拌头高速

旋转，插入被焊工件。工装主动辊带动从动辊旋转，驱动工件沿焊接方向移动送

进，与高速旋转的搅拌头相对运动，从而实现长焊缝连续移动送进搅拌摩擦焊接

（图18）。工装结构简单紧凑，稳定可靠，占地空间小，制造成本低，工件装卡

简单，极大提高焊接生产效率。原则上，采用这一工艺方法，可以实现任意长度

长焊缝的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的连续搅拌摩擦焊接。

上侧压紧机构

主动辊机构

从动辊机构
板材托架

铝板

图16　移动送进工装结构 图17　移动送进工装实物  图18　平板
长焊缝

超高转速低载荷搅拌摩擦焊技术：本成果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持

有。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场焊接制造及就位维护维修都对FSW

这一高质量的焊接技术提出迫切应用需求，从而要求焊接设备具有更小的体积和

重量。要想研制出小型化FSW设备，首要条件就是从工艺角度降低焊接载荷，即

研发出低载荷FSW工艺。超高转速FSW（焊具转速超过3000r/min）是减小被焊

材料变形抗力、降低FSW载荷的有效手段。本成果基于FSW过程的材料流动机

理，研发专用焊具，成功在5000r/min以上的超高转速下实现铝合金板材的高质量

搅拌摩擦焊接，获得优质焊缝成形和优异的接头力学性能。拉伸测试结果显示，

接头拉伸时断在焊缝外侧母材区，其拉伸性能达到与母材等强水平。载荷测量结

果显示，超高转速条件下，焊接轴向压力和主轴扭矩可达1.2kN和5.7Nm，分别仅

为常规FSW时测量结果的1/5和1/8，焊接载荷显著下降（图19）。FSW设备的低

重量、小体积、柔性化是FSW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本成果对于小型化柔性FSW

设备的研制、FSW技术应用的推广将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小型数控切割机（ZNC型）：该成果为上海正特焊接器材制造有限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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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综合大型龙门式切割机的切割精度和半自动切割小车、仿形切割机小巧灵

活优点而发展的新型悬臂结构式智能化钢板切割设备。本成果已先后突破横向切

割1.5米、2.1米，现已达到2.3米；纵向切割可无限延长这一国内首创的最大有效

切割面积。ZNC系列小型数控切割机采用专业数控机控制，通过数字控制系统编

程对复杂二维图形零件进行直接切割，并能精准控制执行电机获得很高的切割精

度。也可将CAD图形通过USB接口输入后直接作业，并能实现智能化套料切割，

取代人工放样画线，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原材料利用率。ZNC系列小型数控切割

机可快速拆分和组合导轨底座、横臂、切割车三大部件，仅依靠人力或轻便简

单移运设备实现快速搬运。切割时设备不用打地基，也不用采取其他固定辅助措

施。可直接放在地上，也可放于切割台上，或放在被切割钢板上直接切割，不受

固定作业场地限制。可直接使用切割气体火焰切割，或配上等离子切割设备进行

等离子切割，以实现碳钢板、不锈钢板、铜铝等有色金属不同板材进行切割零件

和下料。

焊接智能化办公系统：本成果为南京聚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有。是集焊接

技术、人员测评、机构管理为一体的专业办公软件。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的实际焊

接生产要求和产品执行标准专门设计开发。系统采用专家系统、数据库和网路信

息化技术，建立底层健全的数据流、知识库、模型库。可以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

做，各个系统之间灵活组合，实现企业焊接智能化办公。该系统包括：焊接工艺

评定系统，焊工技能评定系统，焊工考试题库及管理系统，焊接智能化办公系

统，焊接基础数据库系统，焊接知识获取与管理系统，焊接工艺自动设计系统，

焊接材料及工时定额系统。本成果历经5年开发，量身定制智能化焊接办公系统，

具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不仅可以完善焊接数据和知识共享平台、促进焊接数

据积累和知识传承，且可推进企业焊接数字化发展进程。系统已在航空、航天、

图19　8000r/min高转速下焊缝表面成形及接头拉断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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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石油化工、重型机械、工程机械及钢结构等行业成功应用。

焊接数字化系统：本成果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所有。本成果采用有限元技术

研究焊接热过程、应力应变及凝固裂纹预测方法；利用人工神经元网络、Monte 

Carlo、元胞自动机、相场法等对焊接接头力学性能及组织进行多尺度模拟和预

测。利用长期积累的焊接数据、知识和模型，为航空、航天、锅炉、机电、油田

建设、工程机械、船舶制造等各个领域设计专用数据库和专家系统，为焊接企业

提供各种复杂焊接结构缺陷、应力和变形模拟分析。该系统功能包括：焊接基础

数据库共享平台，焊接专家系统，焊接热过程、应力、应变、变形模拟和预测，

焊接接头力学性能预测，焊接组织模拟与预测，焊接模拟软件二次开发和设计，

焊接过程监测和管理，焊接工程专用软件设计。课题组先后承担国家攀登B计划

和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实现熔池凝固组织形貌、晶粒生长和焊缝固态相变组

织模拟和预测，建立钢材和钛合金焊接组织模拟平台，缩短组织模拟与实际应用

距离。图20为焊缝及热影响区晶粒生长蒙特卡罗模拟。图21为焊接熔池枝晶生长

元胞自动机模拟。课题组针对不同行业需求，结合不同标准进行焊接工程专用软

件设计，包括焊接数据库系统，焊接专家系统，焊接CAPP系统，焊接工艺评定系

统，焊工档案和资质管理系统，焊工培训和焊工考试系统等。为哈尔滨电机厂、

汽轮机辅机、大庆油田、玉门油田、上海宝钢、航天三江集团、杭州锅炉、柳州

工程机械、重庆长安、大连新船重工、电子科技集团、台湾东亚检测公司、中信

重机、沈阳冶金机械、武船重工等多家企业设计系列焊接工程应用软件。

WeldEye焊接质量管理系统：该成果为芬兰肯倍公司所有。WeldEye焊接

质量管理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具有如下功能：焊接人员管理、焊接工艺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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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焊缝及热影响区晶粒生长模拟 图21　焊接熔池枝晶生长元胞自动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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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S）管理、焊接项目管理和焊接报告功能。该系统兼容的焊接方法有MIG、

MAG、TIG、MMA和SAW。系统运行需要的硬件有服务器、电脑、电焊机和

SmartReader智能读取器。焊接管理人员和设计人员在系统上规定项目的时间节

点、重要焊缝信息和质检流程，实现电子化办公。系统可以记录焊接项目的进

程，提供100%WPS追溯性，显著提高焊接管理效率。通过SmartReader扫描条

形码的方式记录每一条焊缝、WPS等相关数据，系统自动判断焊工是否有资质使

用相应的WPS，使每一条焊缝都由有资质的焊工完成。并自动收集焊接数据通

过网络上传到服务器，服务器分析和计算焊接数据并与WPS做对比，如果产生

偏差，自动报警。焊接完成后，系统自动进入质检流程，记录每一条焊缝的无损

检测信息，为焊接报告提供资料。该系统不但可实现对肯倍公司焊接电源的数据

管理，而且可实现对其他品牌焊机的数据管理，辅助生产厂商对焊接工艺人员、

WPS以及重要的生产流程进行有效管理，从而提高产品质量。整个闭环项目流程

完成后，系统自动生成焊接报告，WeldEye系统结构，如图22所示。

图22　WeldEye系统结构

WeldEye
云端服务器

Reduced Gap Technology（RGT）窄间隙焊接控制系统：该成果为芬兰肯

倍公司所有。该系统能够减少坡口角度，显著提高大型金属焊接结构件的生产效

益。该成果无需专门设备或配件，可在厚达30mm的材料上进行可靠、有效的窄

间隙焊接。RGT将智能电弧控制和肯倍的高科技电源、送丝机以及机械化设备相

结合。在窄间隙焊接中，坡口角度通常少于20°，而不是一般的45°到60°。减

少完成接头所需的焊道数量，从而降低焊接时间和填充材料的消耗。且降低材料

扭曲风险。然而，减少坡口角度也给焊接带来更多挑战。在狭窄坡口中，电弧难

于控制，可能导致质量问题。除非采用专门为应用设计的焊枪和配件。对于材料



展
会
亮
点

221

厚度低于30mm的窄间隙MIG/MAG应用，该系统是一个新的理想解决方案。可

以使用标准的焊接设备和焊接应用软件，针对对接接头和角接接头进行窄间隙焊

接。RGT融合WisePenetration和WiseFusion软件产品、FastMig焊接设备和A5 

MIG Rail System 2500焊接机械化系统的优点。RGT的核心是先进的电弧控制系

统，可在长达30mm的导电嘴至工件距离上提供恒定的电弧功率。电弧始终精确

集中在坡口中的所需位置，稳定、有效的短电弧可以将未焊透和未熔合的风险降

到最低程度。系统可以自适应调整电弧，将能量密度保持在最大水平。

2　焊接行业重点发展的专利技术情况

十三五开局以来，在李克强总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经济发展策略指引

下，2016年８月８日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强调坚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构筑国家先发优

势、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拓展创新发展空间、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科普和创新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进行系统部署。未来5年，我

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的研发投入比例将大幅提高，增强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培育

重要战略创新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焊接协会必须开创新的服务模式，加强横

向联系，做好焊接科技创新评价导向工作，引导企业和研发机构制定适合自身的

科技创新和生产研发计划，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水平，满足当前焊接产业的

发展需要。

2015年，我国焊接行业重点发展的专利数量迅猛增长。从表1可以看出，

2015年专利总和2811件，比2014年的1357件有爆炸式增长，反映我国焊接产

业自主创新技术有长足进步，特别是3D打印技术专利数从2014年的1105猛增到

2015年的2383件。在焊接机器人、搅拌摩擦焊、激光复合焊等重点发展的专利技

术取得可喜成果，提高了我国焊接产业的总体技术水平。

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首次以国家战略形式提出“互

联网+”规划。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

见》，明确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发展基本格局。2016年5月4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鼓

励制造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跨界合作、积极培育网络化协同制造、

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网络化生产新模式，增强制造企业创新活力和转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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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激发制造业发展新动能。以上三个文件构成中国“互联网+”战略的政策体

系。因此，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突破大数据

共性关键技术，建成全国范围内焊接行业产品质量认证、技术研发导向、企业经

营信息采集分析的数据库开放共享标准体系和交换平台，形成面向全社会的典型

应用和共识性服务模式以及专业技术解决方案，使其具有极大市场应用效益和强

大社会服务能力。这是互联网+时代对焊接行业大数据系统发展的总体要求。

表1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2013年~2016年8月申请公布的焊接行业重点 

发展专利技术及大数据系统相关专利数量汇总表

申请年份
 类别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8月

合计

专利类型 发明 实用 外观 发明 实用 外观 发明 实用 外观 发明 实用 外观

复合焊接 55 21 26 7 36 6 5 1 157

激光填丝焊 2 1 3 1 7

磁脉冲焊接 1 1 2

3D打印 303 211 25 513 519 73 1018 1170 195 579 336 44 4986

搅拌摩擦焊 68 28 3 50 37 82 74 6 26 9 383

切割机器人 4 2 4 4 14 18 4 3 53

焊接机器人 60 49 5 64 34 4 58 108 5 38 14 1 440

无铅钎料 21 3 9 2 35

无镉钎料 3 10 13

高强钢焊材 3 2 3 8

耐热钢焊材 8 3 2 2 15

焊接数据系统 3 2 1 1 2 2 6 3 20

焊接专利合计 530 313 33 677 603 77 1227 1378 206 664 366 45 6119

大数据相关 103 300 17 1 610 75 3 274 31 2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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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1，2013年~2015年我国大数据相关专利数分别为103件、318件、688

件，增长趋势成倍数发展。但是，2013年~2016年8月焊接数据系统专利数总计才

20件。说明焊接行业在网络协同制造、工业焊接数据系统、企业科技研发和产品

数据采集分析等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上尚处于起步阶段。

如何发挥新常态下的能动性，增添发展新动能，拓展发展新空间，提高发展

速度和普及发展成果是焊接行业科技创新急需解决的问题。

3　焊接产业在新常态下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布局与对策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未来5年，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

名从目前第18位提升到第15位，科技进步贡献率从目前55.3%提高到60%，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目前的15.6%提高到20%。意味着

中国进入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行列。大数据要突破共性关键技术，建成全国范

围内数据开放共享的标准体系和交换平台，形成面向典型应用的共识性应用模

式、技术方案和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大数据产业集群。智能制造和机器人关键

技术要以智能、高效、协同、绿色、安全发展为总目标，构建网络协同制造平

台，研发智能机器人、高端成套装备、三维（3Ｄ）打印等装备，夯实制造基础

保障能力。

为此，焊接行业要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以行业大数据、互联网+为突

破口。抢占我国行业大数据系统管理、认证、发布领域的先机，增强焊接行业企

业在网络营销、市场拓展中的话语权；提高焊接协会的社会服务能力，满足我国

焊接产业当前的发展需求，给政府部门提供实时决策参考依据。为焊接企业提供

一个集科技研发评价、经营信息采集，产品身份真实性证明和产品质量约束的认

证平台。解决企业科技评价导向，行业数据统计，焊接产品在网络营销中的产品

质量保证难题。给焊接行业提供一个权威性的从产品研发趋势收集、经营数据采

集分析到企业产品质量认证的一整套、完备的行业大数据系统。中国焊接协会决

定以机械科学研究总院装备制造云服务平台为载体，合作建立“焊接行业研发导

向、企业经营数据分析、产品质量识别（认证）数据系统”。

该系统当中的“焊接产品质量识别（认证）数据子系统”2016年8月已经

进入到系统结构搭建和主控程序代码编写阶段，预计2016年11月进入系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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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阶段。

该子系统的建立为焊接企业提供产品身份真实性证明和产品质量约束保证，

为下游买家提供产品身份真实性查询，为政府部门提供实时的真实性产品生产、

销售、售后信息查询应用系统。该数据系统的又一新功能是生成产品链接代码，

可在生产企业、下游经销商、网络电商的网上产品销售页面嵌入使用，主要解决

焊接行业产品在网络营销中产品质量保证的难题。为企业科技研发、技术创新成

果提供一个最具行业权威性的展示平台。

该系统当中的“企业研发导向和经营信息采集分析数据子系统”将于2017年

启动，2018年构建、设计完成，到2020年完成焊接产业全行业推广应用。

该系统全部建成并在全行业推广应用后，企业研发人员可以通过本单位在中

国焊接协会的会员权限，足不出户实时了解行业科技研发动态，科技项目招投标

信息，在研的行业科技项目数量等信息；帮助企业确定科技研发目标，解决科技

转化市场供需问题，杜绝重复开发，防止科研经费无效支出；焊接协会可以实时

跟踪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趋势，进行有效科技引导和行业资源合理配

置，为焊接产业科技创新建立一个实时、高效的科技评价指导大数据系统。

同时，实行企业经营信息常务理事单位季报、理事单位半年报、普通会员半

年或年报制度，通过企业经营数据信息分析系统，实时生成专项产品的行业统计

分析，根本解决“焊接行业生产经营数据统计调查”的难题。焊接行业企业可以

根据不同的会员权限通过本系统实时查询、下载行业数据统计信息，给企业产业

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提供及时准确的一手指导资料。

以上是焊接协会在新常态下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与当前行业发展现状相结合

做出的有益探索和发展布局。在2016年晚些时候发布的《焊接行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纲要》指引下，通过全行业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步骤、有重点、有目标

的不懈努力，以工业物联网技术、智能感知技术和互联网+科技为依托；逐步引

导焊接企业和研发机构制定适合自身的科技创新和生产研发计划，避免企业和

研发机构科技力量和研发资金过度集中投入，实现我国焊接产业关键技术自主

化的目标。

焊接企业和研发机构要把发展现代焊接制造服务业作为企业结构转型升级的

内生动力，对下游和横向客户提供专门定制的服务化商品，可以增强企业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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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自我“造血”功能。充分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资源和工业

数字化控制技术，开展围绕产品功能扩展和用户特殊需求的远程售后服务、全寿

命周期服务。发展远程故障诊断、维护检修、检测检验、专家咨询、设计服务、

产品定制、零部件定制、柔性制造、个性化制造等专业服务和跨界服务。以期锻

炼、提高企业年轻技术人员的技术操作水平，避免企业技术断层；同时，提高企

业中、高级科技人员的待遇和自主创新积极性。

4　结束语

《中国制造2025》为科研人员指出我国未来自主创新方向，《“十三五”国

家科技创新规划》制定了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我国正处在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关

键时期。作为焊接行业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重任在肩。通过焊接协会在新常态

下的行业科技创新布局，在全行业的不懈努力和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中国焊

接行业的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将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焊接协会和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焊接分会将继续秉承“努力为行业搭建高效焊接专利及成果推广平台，实现

焊接产业关键科技成果自主化”的宗旨，做好焊接科技成果的推广普及，提供更

好服务。



第21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已落下帷

幕。4天盛会，为广大行业人员提供了交流互动的机

会，为企业宣传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技术发展革新

提供了良好的助力。

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行业发

展应为“中国制造”正名，并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

质量效益调整结构为重点，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以

“一带一路”战略，整合资源，加快创新，实施制造强

国战略。

2017年，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将迎来

30岁生日，《展会综合技术报告》也将在2017年同期

出版第10本。30年展会见证行业发展，10年出书记录

行业精华。未来我们依旧会砥砺前行！

在此，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组委会向

参加撰写技术报告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最诚挚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紧迫，水平篇幅有限，难

免有所疏漏，不尽之处望谅解。我们真诚欢迎广大

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欢迎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与 

建议。

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

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组委会

2016年11月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