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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优质 

高效焊接 

1 

原因一 

原因三 原因二 

产品、材料、使用条件

的多样性，对焊接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 

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海洋工程等工业的迅猛

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焊接

技术的进步。 

焊接生产的机械化、

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程

度不断提高,对焊接速

度、生产质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一、研究背景 

为了应对这一需求，国内外在
多根焊丝匹配单个或多个焊接
电源这一方面展开大量的研究
工作。 

典型的双丝焊接工艺 

Twin arc 

welding 

Tandem 

arc 

welding 

Laser-

twin-arc 

hybrid 

welding 

如何进一步提
高焊接效率？ 

基于增加焊接
效率而不增加
焊接热输入，
因而提出了双
电弧间加入第
三根焊丝。 

一、研究背景 



图1  Tandem双丝焊原理图      

一、研究背景 

CLOOSE公司—Tandem 双丝气体保护焊  

特点： 

 TANDEM双丝气体保护焊采用两
根互相绝缘的焊丝，两根焊丝有各
自独立的电源供电，独立的送丝机
和导电嘴。引导焊丝和跟随焊丝分
别由两台焊接供电，参数可独立调
节。 

 
 

 TANDEM焊虽然电流大,但焊接速
度很快，热输入量反而小，焊接变
形小，它具有熔敷速度快、焊接效
率高、成形美观、飞溅少的特点。 

优点： 



图2  Twin-arc双丝焊原理图      

一、研究背景 

Twin-arc 双丝气体保护焊  
特点： 

 Twin-arc焊接采用完全相同的两个
脉冲电源，两根焊丝从同一个导电
嘴伸出，相互间不隔离且共用一个
喷嘴。 

 优点在于它的电弧自身调节特性，
由于两个焊丝共用一个导电嘴,电
流将从回路电阻较小的通路流过,
当某一个电弧较短时,该电弧将会
流过更多的电流，使焊丝熔化电弧
长度伸长,两个焊丝的电流又趋于
平衡。 

优点： 

缺点： 
 在于当电流很大时,两个电弧之间

会由于电磁力的作用产生强烈的吸
引,从而影响电弧的稳定性,导致焊
缝成形变差。 



图3  Twin-arc双丝焊原理图      

一、研究背景 

激光+双MIG/MAG复合焊接 

特点： 
 将激光与两个MIG电弧同时复合
在一起，每个焊炬都可相对另一
焊炬和激光束位置任意调整，两
个焊炬采用独立的电源和送丝机
构。在激光作用下，双电弧吸引
在一起，三个热源同时作用在同
一熔池中。 

 优点在于与激光和单一MIG电
弧复合焊相比，焊速增大了33
％，同时线能量输入减小了25
％，间隙裕度可达2.0 mm，
这都远远超过了激光与单一电
弧复合焊。 

优点： 



一、研究背景 

双明弧加热填丝的三丝焊接工艺 

图4 焊接系统示意图 

特点： 

 采用填充丝在引导弧和跟随弧中
间，引导弧与跟随弧设计成一直
线，可以作相对的偏移微调，并
各有转动轴。 

 引导焊丝和跟随焊丝分别由两台
焊接供电，参数可独立调节。 

 

 热丝的填充不仅提高焊接速度而
且冷却熔池增加了熔池的粘度，
更有利于焊缝成形。 

优点： 

缺点： 

 两个电弧间缺乏彼此通讯。 



一、研究背景 

全新的辅助冷丝埋弧焊工艺（ICETM） 

图5 焊枪示意图 

特点： 
 将三根焊丝集成在一把焊枪中，
且彼此绝缘。在两根平行的熔化
电极中间插入一根冷丝，利用另
两根焊丝熔化时过剩的热量熔化
冷丝。 

 冷丝由一个独立的送丝机送丝，
送丝速度可以独立控制。而两根
热丝由一个直流电机驱动以相同
速度送丝。 

 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增加
焊接熔覆率,降低焊剂消耗，节
能。 

优点： 

缺点： 

 该技术仅应用在埋弧焊领域。 



一、研究背景 

单电源三丝气体保护焊 

图6 焊接示意图 

特点： 
 三根焊丝由一把焊枪引出，采用
一台焊接电源，三套送丝机构。 

 随着电参数的变化，存在三种燃
弧形态，分别为单丝燃弧、双丝
燃弧和三丝燃弧。  

 能够较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增
加焊接熔覆率 。 

优点： 

缺点： 

 该技术对电源要求较高，三个电
弧输出不可单独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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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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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三丝GMAW焊焊接系统示意图 



二、试验系统 

特点： 

三根焊丝集成在一把特制的焊枪中，且分布在同一
圆周上呈等边三角形排布，三根焊丝向焊枪中心聚
拢，与焊枪中心轴线成7°的夹角。 

焊枪外部为不锈钢管，内部为绝缘套，三个电极间
相互绝缘，且每个电极都配有各自的保护气及水冷
通道。 

 



电极排布关系 

A
C

B

电极

保护气通道

高速摄像

拍摄方向

焊接方向

保护气罩

C B AC B AC B A

二、试验系统 

图8 三个电极排布关系示意图 



焊接电源脉冲相位控制原理 

三个焊机建立通讯，设定主从关系，调节主焊机
上的相位角数值，如设为α，从焊机1的脉冲输出
将在主焊机相位角为α角时开始输出，从焊机2的
脉冲输出将在主焊机相位角为（360°-α）角时开
始输出。 

三、试验内容 



直流 

 

直流脉冲 

焊机A 

焊机B 

焊机C 

A、B、C

为直流 

A为直流脉冲 

B、C为直流 

A为直流 

B、C为直流脉冲 

三、试验内容 



图9 不同预设电压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a) 预设电压为22V (b) 预设电压为24V (c) 预设电压为26V  (d) 预设电压为28V 

三、试验内容 

三个电极都为直流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a) 预设电压为22V 

(b) 预设电压为24V 

(c) 预设电压为26V  

(d) 预设电压为28V 

三、试验内容 



三个电极为直流时的电弧燃烧过程 



图10 不同预设电流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a) 预设电流为100A (b) 预设电流为120A (c) 预设电流为140A  (d) 预设电流为160A 

三、试验内容 

三个电极都为直流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a) 预设电流为100A 

(b) 预设电流为120A 

(c) 预设电流为140A  

(d) 预设电流为160A 

三、试验内容 



(a) 预设电压为22V (b) 预设电压为24V (c) 预设电压为26V  (d) 预设电压为28V 

图11 不同预设电压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三、试验内容 

两个电极为直流脉冲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a) 预设电压为22V 

(b) 预设电压为24V 

(c) 预设电压为26V  

(d) 预设电压为28V 

三、试验内容 



两个电极为直流脉冲时的电弧燃烧过程 



图12 不同预设电流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a) 预设电流为100A (b) 预设电流为120A (c) 预设电流为140A  (d) 预设电流为160A 

三、试验内容 

两个电极为直流脉冲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a) 预设电流为100A 

(b) 预设电流为120A 

(c) 预设电流为140A  

(d) 预设电流为160A 

三、试验内容 



三、试验内容 

图13 不同预设电压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a) 预设电压为22V (b) 预设电压为24V (c) 预设电压为26V  (d) 预设电压为28V 

一个电极为直流脉冲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a) 预设电压为22V 

(b) 预设电压为24V 

(c) 预设电压为26V  

(d) 预设电压为28V 

三、试验内容 



一个电极为直流脉冲时的电弧燃烧过程 



图14 不同预设电流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a) 预设电流为100A (b) 预设电流为120A (c) 预设电流为140A  (d) 预设电流为160A 

三、试验内容 

一个电极为直流脉冲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三、试验内容 

(a) 预设电流为100A 

(b) 预设电流为120A 

(c) 预设电压为26V  

(d) 预设电流为160A 



总结 

脉冲电弧对直流电弧的稳定作用，使熔滴随着电弧扰
动的偏移量减小，在相同的预设电压下，短路明显减
少。 

脉冲电弧与直流电弧的相互作用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电
弧之间的距离以及电流大小，可以预测当三个电极都
为直流脉冲时，焊接过程更加稳定。 

直流脉冲的加入，使整体电弧的稳定性增强，直流电
弧周期性向脉冲电弧偏移，这种偏移随着脉冲电弧的
脉冲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试验方案 

α=0° 

α=180° 

α=120° 

同相位 

主从反相位 

异相位 



四、试验内容-从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a)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图15 不同从焊机预设参数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相位角为0°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四、试验内容-从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a)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相位角为0°时的电弧燃烧过程 



四、试验内容-主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a)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图16 不同主焊机预设参数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相位角为0°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四、试验内容-主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a)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四、试验内容-从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a)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图17 不同从焊机预设参数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相位角为180°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a)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四、试验内容-从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相位角为180°时的电弧燃烧过程 



四、试验内容-主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a)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图17 不同主焊机预设参数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相位角为0°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a)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四、试验内容-主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a)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图19 不同从焊机预设参数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d)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四、试验内容-从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相位角为120°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a)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从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四、试验内容-从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相位角为120°时的电弧燃烧过程 



(a)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图20 不同主焊机预设参数下的电信号示意图 

(d)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四、试验内容-主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相位角为120°时的电弧行为及特性 



四、试验内容-主焊机参数对电弧行为及特性的影响 

(a)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0V/100A 

(b)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2V/120A 

(c)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4V/140A 

(d) 主焊机预设参数为26V/160A 



总结 

相位角由0°向180°向120°变化时，电弧之间的相
互作用逐渐减弱，各个电弧逐渐表现出单丝燃弧的特
性，熔滴逐渐不再受其他电弧的影响，过渡越稳定，
焊接过程也更加稳定。 

脉冲频率由主焊丝电弧决定，调节主焊丝电参数时，
主要由调节频率大小来实现，调节从焊丝电参数时，
主要由调节脉冲峰值来实现，脉冲频率不变。 

随着电弧之间逐渐相互独立，熔滴过渡由两脉一滴向
一脉一滴最后向一脉多滴转变，焊接过程也更加稳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