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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提升低熔点涂镀层
钢工件电阻点焊电极寿命及减少焊点表面缺陷
产生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含多个步骤：
其中在执
行电阻点焊工艺时，
至少包含3个阶段以上的焊
接电 流 脉 冲 ，每 个阶 段电 流 作 用时 间 不 超 过
100ms，
每个阶段间冷却时间不超过12ms，
通过多
个脉冲的短时间加热、
冷却能有效避免焊点表面
过热，
减少焊接电极与镀层钢板之间的发热量，
进而提升电极寿命和减少表面过热裂纹的产生，
从而提升焊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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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两个以上的钢工件堆叠形成堆叠结构；
所述钢工件表面具有低熔点涂镀层；
该堆
叠结构在焊接位置具有焊接结合面和与结合面相对的外表面；
其中最薄工件的厚度为s；
提供一种电阻点焊设备，
该设备包含具有两个相对的焊接电极焊接面，
分别将两个电
极焊接面压向堆叠结构的外表面；
其特征在于，
执行电阻点焊工艺，
该过程至少包含n个阶段以上的焊接电流脉冲；
每个焊接电流脉冲
之间具有冷却时间间隔；
多段焊接电流作用后，
保持一定时间的焊接压力后移开焊接电极
使堆叠组合内部凝固形成焊接接头；
每个焊接脉冲的电流作用时间tn不超过100ms，
冷却间
隔时间tm不超过12ms，
且
每段焊接脉冲具有焊接时间分别为t1，
t2，
…tn ,n≥3
总的通电焊接时间为tx＝t1+t2+…tn≥300×s；
其中上述时间单位为ms；
板厚s单位为mm。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每个焊接电流脉冲时间tn 不超过80ms，
焊接脉冲数量为不少于4个；
冷却时间间隔tm 为3‑
12ms。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每个焊接电流脉冲时间tn 不超过60ms，
焊接脉冲数量为不小于5个；
冷却时间间隔tm 为3‑
12ms。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每个焊接电流脉冲的电流幅值为4‑15KA，
每个脉冲电流幅值可以相同或不同。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焊接脉冲总的通电时间tx为250‑700ms。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镀层钢工件为表面镀有锌或其合金化组织。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镀层钢工件为表面镀有铝或其合金化组织。
8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镀层钢工件为强度大于600Mpa的淬火配分钢(QP)。
9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镀层钢工件为强度大于1000Mpa的热成形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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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阻点焊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工件的电阻点焊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汽车制造工业中，
电阻点焊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材料连接方法。钢制材
料目前仍然是汽车车身中应用最多的一种材料，
为了达到防腐蚀性能要求，
往往需要在材
料表面添加一层镀层，
常见的有镀锌、合金化锌、镀铝以及其化合物。增加镀层后由于镀层
熔点较低，
在执行电阻点焊时会导致镀层与电阻点焊铜电极帽发生合金化反应，
进而造成
电极磨损加快，
同时由于焊点表面局部过热而出现裂纹、表面飞溅等焊接缺陷。另外，
随着
越来越多的高强度钢板被应用到汽车车身制造中，
例如热成形钢、
淬火
汽车轻量化的要求，
配分钢等高强度钢板。在焊接带有镀锌层表面的淬火配分钢(QP)时，
由于焊点表面温度较
高，
由于表明低熔点锌层的存在，
在电极压力及电流的作用下，
往往会使表面锌层与电极在
高温下发生反应并导致熔融的锌与铜电极的合金化组织渗入到钢基材晶界，
使晶界强度降
低，
产生表面裂纹，
往往称之为液态金属裂纹(LME)。而裂纹的存在会导致焊点强度降低，
力
学性能变差，
严重阻碍其在汽车车身制造中的应用。在焊接带有镀铝的热成形钢板时，
由于
焊点表面接触电阻较高，
造成表面产热量较高，
发生严重的焊接飞溅毛刺，
焊点表面差，
需
要增加额外的人力物力去清理。所以急需一种能够解决低熔点镀层钢板点焊时电极寿命
低，
焊点表面缺陷严重的电阻点焊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低熔点涂镀层钢板点焊电极寿命低及焊点表面缺陷多的问题，
提
出了一种电阻点焊工艺方法，
可以提升电极寿命并减少表面裂纹、
飞溅毛刺等缺陷产生，
提
升焊接质量，
降低制造成本。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下：
[0005] 一种用于低熔点涂镀层钢制工件的电阻点焊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提供两个以上的钢工件堆叠形成堆叠结构；
所述钢工件表面具有低熔点涂镀层；
该堆叠结构在焊接位置具有焊接结合面和与结合面相对的外表面；
其中最薄工件的厚度为
s；
[0007] 提供一种电阻点焊设备，
该设备包含具有两个相对的焊接电极焊接面，
分别将两
个电极焊接面压向堆叠结构的外表面；
其特征在于，
[0008] 执行电阻点焊工艺，
该过程至少包含n个阶段以上的焊接电流脉冲；
每个焊接电流
脉冲之间具有冷却时间间隔；
多段焊接电流作用后，
保持一定时间的焊接压力后移开焊接
电极使堆叠组合内部凝固形成焊接接头；
每个焊接脉冲的电流作用时间tn不超过100ms，
冷
却间隔时间tm不超过12ms，
且
[0009]

每段焊接脉冲具有焊接时间分别为t1，
t2，
…tn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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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总的通电焊接时间为tx＝t1+t2+…tn≥300×s；
[0011] 其中上述时间单位为ms；
板厚s单位为mm。
[0012] 在一优选例中，
所述每个焊接电流脉冲时间tn不超过80ms，
焊接脉冲数量为不少
于4个；
冷却时间间隔tm为3‑12ms。
[0013] 在一优选例中，
所述每个焊接电流脉冲时间tn不超过60ms，
焊接脉冲数量为不小
于5个；
冷却时间间隔tm为3‑12ms。
[0014] 在一优选例中，
所述每个焊接电流脉冲的电流幅值为4‑15KA，
每个脉冲电流幅值
可以相同或不同。
[0015] 在一优选例中，
所述焊接脉冲总的通电时间tx为250‑700ms。
[0016] 在一优选例中，
所述镀层钢工件为表面镀有锌或其合金化组织。
[0017] 在一优选例中，
所述镀层钢工件为表面镀有铝或其合金化组织。
[0018] 在一优选例中，
所述镀层钢工件为强度大于600Mpa的淬火配分钢(QP)。
[0019] 在一优选例中，
所述镀层钢工件为强度大于1000Mpa的热成形钢。
[0020] 应理解，
在本发明范围内中，
本发明的上述各技术特征和在下文(如实施例)中具
体描述的各技术特征之间都可以互相组合，
从而构成新的或优选的技术方案。
限于篇幅，
在
此不再一一累述。
[0021] 本发明的机理与技术效果为：
常规电阻点焊在执行镀层钢工件的焊接时，
由于较
长时间焊接电流的持续加热，
容易使焊点表面与电极帽接触面间过热而产生裂纹、
飞溅、
毛
刺等缺陷。本发明中采用多个焊接脉冲的焊接工艺，
单个脉冲时间远远小于常规焊接时间，
发热量较小，
同时在脉冲之间通一较短时间间隔的冷却，
由于工件中间接触面散热较慢而
外表面散热较快，
可使电极与工件间发热量大大减小同时工件内部又有足够的热量形成焊
核，
通过多个阶段的循环作用而形成最终足够大的熔核。
由于外表面始终产热量较少，
可大
大减少由于过热引起的电极寿命下降和焊接表面缺陷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做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可替代的实施方式。
[0023] 图1所示为采用本发明焊接方法的一个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所使用焊接电流的变化波形图；
[0025] 图3为对比实施例所使用焊接电流变化的波形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中另一个实施例所使用焊接电流的波形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所焊接焊点的破检断面图 ,其中，
a为焊点表面，
b为焊点剥
离后；
[0028] 图6为本发明中使用图3对比例所焊接焊点表面图；
[0029] 图7为本发明方法另一个实施例所得焊点的表面图；
[0030] 图8为与图7实施例的对比例所得焊点表面图；
[0031] 附图标记，
1‑第一工件；
2‑第二工件；
3‑镀层；
4‑第一焊接电极；
5‑第二焊接电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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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流线；
7‑焊点熔核；
I‑焊接电流；
t1‑第一段通电时间；
t2‑第二段通电时间；
t3‑第三段
通电时间；
t4‑第四段通电时间；
t12‑第一通电阶段与第二通电阶段的冷却间隔；
t23‑第二
段通电与第三段通电之间的冷却间隔；
t34‑第三通电阶段与第四通电阶段的冷却间隔；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
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
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
附图为示意图，
因此本发明装置和设备的并不受所述示
意图的尺寸或比例限制。
[0033] 需要说明的是，
在本专利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中，
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
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
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
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
术语“包括”、
“包含”或者其
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
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
方法、
物品或者
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
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
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
方法、
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
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
素，
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
方法、
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34] 如图1所示为采用本发明焊接方法的示意图，
本发明方法的实施步骤为：
[0035] 提供至少两个工件1与工件2进行堆叠，
形成堆叠结构，
如图1(b)所示，
其中至少一
个工件表面具有镀层3。该堆叠结构在焊接位置具有焊接结合面和与结合面相对的外表面；
值得注意的是本实施例中所示叠层为两层堆叠结构，
但实际上本发明还包括多层工件的堆
叠组合，
并且工件厚度可以相同或不同。其中待焊工件1、
2为钢，
例如是QP钢，
DP钢，
TRIP钢，
其可以为同种牌号或不同种牌号，
并
CP钢，
TWIP钢、
热成形钢等冷轧或热轧钢板中的一种，
无严格限定。而且其材料状态可以包括各种回火，
包括退火、应变强化等热处理状态。所述
堆叠组合工件的最薄件厚度为t，
其厚度为0 .4‑4mm，
优选地为0 .5‑3mm之间。镀层3的种类可
包括例如Zn系、
Zn－Fe系、
Zn－Ni系、
Zn－Al系、
Zn－Mg基板系等。作为Zn系镀层的高强度钢
板，
可包括例如合金化热浸镀锌钢板、
热浸镀锌钢板和电镀锌钢板等。还包括预镀层为铝合
金或铝基，
预镀层按重量计成分为：
6‑12％的硅，
1‑5％的铁，
而其余组分为铝或必然的杂
质。镀层的单位面积重量也无特别限定，
镀层厚度为3‑40μm。另外，
也可以在镀层的表面形
成无机系或有机系的油膜(例如润滑油膜等)等。另外，
堆叠组合体也可以是多层板所构成，
例如三层或三层以上的工件组成。
[0036] 提供一种电阻点焊设备，
该设备具有两个相对的焊接电极4和5，
分别将两个电极
焊接面压向堆叠结构的外表面，
如图1(c)所示。
电阻点焊设备可以是由广泛应用于工业中
的工频焊机、
中频焊机、
交流焊机来实现。其中电阻点焊设备可以是固定式的点焊设备或是
具有机器人带动的自动化设备，
一般包括C型、
X型和其他种类的结构形状的焊钳，
通常是由
另一端与第二焊接电
机器人或自动化部件来实现的。使叠层工件一端与第一焊接4相接触，
极5相接触。
电极帽4和5可以由任何导电和导热材料制成，
例如可由铜合金制成，
包括铜铬
(CuCr)合金、铜铬锆(CuCrZr)合金，
添加氧化铝颗粒的铜合金或其他各种的可用作电极材
料的铜合金，
其焊接面可为球面、
端平面以及其他特殊形状面，
例如表面具有突起结构或凹
陷结构端面的电极帽。
[0037] 执行电阻点焊工艺，
该过程至少包含3个阶段以上的焊接电流脉冲；
每个焊接电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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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之间具有冷却时间间隔；
其中，
每个焊接脉冲的电流作用时间不超过100ms，
冷却间隔
时间不超过12ms；
其特征在于，
每个焊接脉冲的电流作用时间tn不超过100ms，
冷却间隔时
间tm不超过12ms，
且

每段焊接脉冲具有焊接时间分别为t1，
t2，
…tn，
总的通电焊接时

间为tx＝t1+t2+…tn≥300×s；
其中上述时间单位为ms；
板厚s单位为mm。
[0038] 多段焊接电流作用后，
保持一定时间的焊接压力后移开焊接电极使堆叠组合内部
凝固形成焊接接头，
如图1(c)所示为焊接电流脉冲作用过程。最后，
通过两侧焊接电极对待
焊叠层工件施加压力及具有多个通电阶段的焊接电流，
在叠层工件内部形成完整熔核，
如
图1(d)中所示7。
[0039] 现在参考图2所示为本发明中所使用的焊接电流脉冲，
焊接阶段包含4个焊接脉
冲，
每个电流脉冲的作用时间分别为t1、t2、t3和t4 ,每个时间段的作用时间不超过100ms，
相邻脉冲间的冷却时间分别为t12，
t23，
t34，
该时间段不超过12ms。特别地焊接脉冲数量可
以大于3个以上，
而每个脉冲的作用时间不超过80ms ,时间间隔为3‑12ms，
特别地为5‑10ms；
脉冲电流幅值为3‑15KA，
特别地为5‑12KA。
需要说明的是，
每个脉冲电流的幅值可以相同也
可以不同，
多个脉冲电流的时间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多个冷却阶段的冷却时间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
如图4所示为电流脉冲幅值逐渐增大的一种实施例，
这主要取决于所焊接工件
材料的性质。
[0040] 特别地，
本发明可以应用与多种具有该种结构的场合。特别地，
在汽车制造领域，
可以应用本发明方法来形成汽车结构中的多种结构或非结构元件。例如横梁、
底盘托架、
防
撞梁、侧围、
A/B柱、挡板等结构或非结构部位。
[0041] 实施例1
[0042] 现在参考图5，
所示为使用本发明方法所得焊接结构的焊点表面形貌。其中所焊接
材料为QP1180高强钢工件，
该工件表面具有镀锌层，
在焊接时设定电极压力为3500N，
焊接
时包含四个恒定的电流脉冲，
每个脉冲的通电时间为80ms，
电流幅值为8KA，
冷却间隔为
8ms，
维持保压时间200ms，
如图2所示。
从图5所示的焊后焊点表面形貌可看出整个焊点表面
无液态金属裂纹生成，
其焊点失效为完全的纽扣失效，
焊接质量非常好。
[0043] 对比例1
[0044] 现在参考图6，
所示为与实施例1的对比实施例所得焊点表面形貌结果。其中与实
施例1仅有的差别为在整个焊接过程中只通一个电流脉冲，
脉冲时间为320ms，
与实施例1的
总焊接时间相同，
电流幅值仍然为8KA；
从焊后结果可以看出整个焊点表面存在较多的液态
金属裂纹生成，
焊接质量较差。
[0045] 实施例2
[0046] 现在参考图7，
所示为使用本发明方法所得焊接结构的焊点表面形貌。其中所焊接
材料为热成型钢工件，
该工件表面具有镀铝层，
在焊接时设定电极压力为3500N，
焊接时包
含五个逐渐增大的电流脉冲，
每个脉冲的通电时间为70ms，
电流幅值分别为5KA、6KA、
7KA、
8KA，
冷却间隔均为9ms，
维持保压时间200ms，
如图2所示。
从图5所示的焊后焊点表面形貌可
看出整个焊点表面无裂纹及飞溅引起的毛刺生成，
其焊点失效为完全的纽扣失效，
焊接质
量非常好。
[0047] 对比例2
[0048] 现在参考图8，
所示为与实施例2的对比实施例所得焊点表面形貌结果。其中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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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1仅有的差别为在整个焊接过程中只通一个电流脉冲，
脉冲时间为280ms，
与实施例1的
总焊接时间相同，
电流幅值为6 .5KA；
从焊后结果可以看出整个焊点表面存在飞溅引起的毛
刺生成，
焊接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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