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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4.0的发展 

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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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化 自动化 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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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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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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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  蒸汽机生产车间  网络、智能、创新 

工业1.0 工业2.0 工业3.0 工业4.0 

    “工业4.0(Industry 4.0)”的概念最早于2013年由德国提

出，用来形容第四次工业革命。 



智能制造工程 

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绿色制造工程 

工业强基工程 

制造业创新建设工程 

   中国制造 2025 

五个 
重大工程 

  “中国制造2025”将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抓住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

的研发和生产，通过高档数字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和智能化

生产建设，加快智能化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大力推进制造过程的智能化。 

                                引  言 



    现代焊接质量和制造能力的改善和提升 

• 焊接水平化（引入变位机），焊缝置于船型位置焊接； 

• 焊接自动化（引入焊接小车、专机、机器人、焊接流水线、物流数控自动化线） 

• 焊接组对工装化（提高组对效率、组对精度） 

• 焊接智能化（焊接全过程数字化管控、机器人离线编程，生产成本控制中心等） 

• 焊接高效化（中厚板窄间隙焊接、双丝/多丝高速焊接） 

• 低飞溅化（引入全数字焊机、脉冲MAG/MIG焊机） 

• 焊接变形控制（应用焊接工装夹具、控制焊接顺序等） 

金属制造业的焊接技术必将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机

器人化、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SMAW.welding.af.ncs.jpg


工艺部门 

采购部门 

生产计划部门 

设备管理部门 

品质管理部门 

今天焊接质量如何？
总得往现场跑啊！ 

每天/每周焊丝
用了多少呢? 

当天工作计划
完成了多少？ 

焊机使用状态
如何？ 

焊接现场普遍存在的课题 

焊接参数按
焊接工艺执
行了吗? 

如何建设智能化工厂，提升焊接制造能力? 

   焊接质量数字化管控，实现焊接施工规程化；让焊工按照严格的
工艺步骤、工艺规程（WPS）施焊每一条焊缝，全过程的可跟踪性管
理，确保焊接结构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化智能制造。 



ＬＡＮ连线 

500GR3 

数据管理 

品质管理 

维护管理 

生产管理 

成本管理 500GL3 

机器人电源 
350GS3 

唐山松下第四代焊机联网监控技术-- iWeId系统 

400GE2 



智能化焊接管控系统组成 

数字化焊接管控系统平台 

工业以太网/无线WiFi/USB存储技术 

现场设备信息监控 可编程控制器 

焊接设备与信息化辅助设备的集成 

信息管理层 

数据传输层 

控制层 

设备与 

传感层 

ERP系统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南方某工厂焊接信息化系统方案  

 设备类型及网络架构 

服务器  

108台500FR1逆变焊机 

36台400AT3三头一体的
电焊条弧焊机 

1台服务器电脑 

4台有刷卡功能终端机 

无线网 4台开元埋弧焊机 



  一工厂   二工厂   三工厂   四工厂 

   工艺部门 

做完了明
天的计划 

 操作者A 

扫描完成 

开工了，扫描一下工
件代码 

iWeld3   信息化焊接管理系统之一 ---工艺管理 

做完了明
天的计划 

    工件代码     

焊接工艺参数 

焊接工艺参数 

    工件代码     

焊接工艺参数 焊接工艺参数 

    工件代码     

    工件代码     焊接工艺参数 

iWeld3 焊接工艺写入器 



焊机联网定制性开发内容 

用户简介   

客户端   

按用户需求设计了FR焊机与AT焊机控制软件， FR焊
机具有焊接规范远程下传，超规范作业自动停弧功能， 
AT焊机经规范下传后，只能在设定的若干范围内焊接，
范围之外焊机无法焊接； 
效果：焊机规范可控，保证工艺规范按WPS执行。 

开发了适用于企业多种软件数据接口，可实现其近
百个部门数据编制与近千名员工信息导入到iWeld系统，
iWeld系统将人员、工艺、焊机、质量、物料消耗反馈
给其他管理系统。 
效果：实现焊接数据与企业管理数据共享，焊接信
息化成为企业整体信息化的一部分。 
     



     焊接现场焊机联网监控的实施效果  

1、每名焊工的焊接参数完全可控，焊接质量得到提升； 
2、关键焊缝与焊接任务确保专人执行； 
3、与焊接工艺管理系统实现数据集成，提升整体信息化水平； 

实施 

效果 



    在造船、汽车、压力容器、工程机械、煤机、港
口机械等行业有约200余家企业的8000余台焊接设备正
在使用唐山松下第四代iWeId系统。  



    焊机联网管理应用案例 

   焊机网络化监控焊接工艺规范参数，实现全部焊接电源工艺规范参

数的一致性，获得最优化的焊接接头组织与性能。 

  通过监控焊接成本，控制每台焊机的焊丝消耗量、气体消耗量、电能

消耗量及焊接累计工时，为精益化焊接生产、节能降耗提供管理数据。 

  某公司300余台500FR1焊机全部联网监控管理，提升焊接构件的焊接

质量和效率，降低焊接成本，为企业赢得可观的质量效益和经济效益。 

焊接各种消耗指标实时统计计算功能  焊接工艺规范参数实时监控记录功能  



   焊接机器人的应用－影响自动化焊接质量的因素 

焊接自动 

化系统 

机械系统 

控制系统 

焊接电源 

跟踪系统 

工装夹具 

消耗部品 



电弧 

CO2/MAG焊 
短路过渡电弧 

弧焊电源/弧焊机器人—关键是电弧特性 

MAG焊大电流 
射流过渡电弧 

CO2药芯焊丝 
渣壁过渡电弧 

MAG焊标准脉冲
射滴过渡电弧 

MAG焊HD--脉冲
射滴过渡电弧 

TIG焊标准 
直流电弧 

TIG焊标准 
交流电弧 

TIG焊直流低频
脉冲电弧 

TIG焊直流中频
脉冲电弧 

等离子切割及
焊接电弧 

激光焊接及 
切割电弧 



普通脉冲   

过渡形态:一脉一滴 

HD-Pulse   

   (过渡形态:1Pulse 1Dip)   

SP-MAG   

过渡形态：Dip(短路过渡)  

  350/500GS4焊机新型脉冲波形控制 HD-Pulse   



     在深化焊接工艺设计思路正确的前
提下，PQR（焊接工艺评定报告）、WPS
（焊接工艺规程）完成后； 

    焊工的操作技术是保证焊
接接头质量成功的 

          关键！ 

焊工的操作技术—— 

                 针对实际焊接接头的强化训练 



国家体育场（鸟巢）钢结构焊工强化培训 

     奥运国家体育场（鸟巢）5.2万吨钢结构焊接，2000余吨焊材。专家组指定全部使用唐山
松下CO2焊机。施工前举办了多期焊工强化培训班，从人、机、料、法、环五大环节上保证
了焊接施工质量。（鸟巢）钢结构焊缝全部为全熔透一级焊缝，焊缝的总长超过了31万米。
现场焊缝超过6万米，100%超声波探伤，一次合格率高达99.5%以上，获得国际焊接大奖。 

壮观的焊接钢结构—鸟巢 焊工培训开班仪式 参加培训的焊工们 仰焊的强化焊接训练 

CO2防风焊接试验 厚板焊接接头形式 松下加长焊嘴的应用 焊接质量的技能保障 



唐山松下焊机多次参加全国焊接技能决赛 

2012年6月在江苏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第四届全国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焊工决赛，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 94名焊接精英选手参赛。唐山松下焊机独家赞助，100台
焊机比赛中性能优良，焊接正常率100%；首次实现全国焊工比赛焊机故障为零的目标。创历届全国焊接比赛质量
最高成绩。 

全国焊接决赛开幕式 CO2焊接管道比赛 

比赛用焊机—350FR1/400TX3 电焊条镶板试件 

电焊条仰焊比赛 

电焊条仰焊试件 

CO2焊接管道试件 

TIG焊接小管试件 



唐山松下焊机独家赞助全国焊接技能决赛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第五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焊工决赛2015年10月底在湖南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 94名焊接精英选手参赛。唐山松下焊机独家赞助，
100台焊机比赛中性能优良。又创历届全国焊接比赛质量最高成绩。 

全国焊接决赛开幕式 唐山松下保驾团队 

比赛用焊机—350FR1/400TX3 电焊条管板试件 电焊条仰焊试件 

CO2焊接管道试件 

TIG焊接小管试件 



全国石油石化系统焊接技能决赛全部用松下焊机      
    用松下350FR1逆变CO2焊机，比赛药心焊丝管状6G试件；共
探伤76组304张X光底片，Ⅰ级无缺陷11组 ，Ⅰ级有缺陷 39组；
Ⅲ级26组；创历届全国焊接比赛质量最高成绩。 

  用松下400TX3逆变TIG/焊条两用焊机；
焊条仰焊板状试件，探伤76张底片，Ⅰ级
无缺陷18张，Ⅰ级有缺陷44张，Ⅱ级11张； 
Ⅲ级3张，合格率高达93.4% 

TIG焊不锈钢管状2G试件，探伤76份
152张底片，Ⅰ级54份，Ⅱ级22份。 

松下350FR1焊机 松下400TX3焊机 

2014年3月在青岛由中国能源化学工会全国
委员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共同举办，唐山松
下独家赞助焊机设备。 



松下弧焊机器人参加国际焊接比赛 

2012年和2014年中国中央国资委在北京两次主办国际机器人焊接比赛，有乌克兰、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白俄罗斯、韩国、德国ESS六个国家代表队和十一家中国中央企业集团代表队参赛；
考核机器人比赛示教编程的精准度和碳钢试件、不锈钢试件焊缝的美观度；松下4台TM1400机
器人配350GR3电源和350GL3脉冲MIG电源，实现了完美焊接，两次比赛均获得圆满成功。  

唐山松下技术人员在指导外国选手编程 
外国选手在比赛中 中国选手在比赛中 

机器人比赛的碳钢项目 

机器人比赛的不锈钢项目 



 唐山松下与众多大型企业集团建立战略合作 

        唐山松下与中集集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沪东船舶、振华港机、一汽大众等等众多大

型企业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针对焊接产品共同联合开发弧焊机器人自动化应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共同合作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焊接工厂。 

与中集共建焊接研发中心揭牌仪式 大型企业焊接技术交流会 弧焊机器人攻关试验项目 

中联重科大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 与中集合作开发机器人焊接项目  焊接工法展及技术交流中心 



承蒙垂听 
深表感谢 

感谢您的支持与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