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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技术
1

2

韩凤起 ，

(1. 石家庄铁道大学，石家庄
摘

2

李志尊 ，

孙立明 ，

2

马云鹤 ，

2

申

050043；2. 陆军工程大学 (石家庄校区)，石家庄

超

050003)

要： 基于自蔓延高温合成技术 (SHS 技术) 和湿法电弧焊原理，研究了一种用于水下金属结构应急维修的新型

焊接方法—水下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技术. 通过焊条结构设计、焊药设计等，研制了水下燃烧型焊条，进行了焊接
试验，对接头组织和性能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该技术可在无电、无气、无其它设备的条件下实现水下金属构件
的湿法焊接，单面焊双面成形，接头抗拉强度达 267 MPa，冲击吸收能量 13.8 J；SEM 和 EDS 分析表明，焊缝金属
为以 α-Cu 固溶体为基体、有大量块状富铁第二相析出的高铁铜合金，熔合区的成分和组织与焊缝第二相基本相
同，焊缝合金与熔融母材交互结晶，形成了梯度熔焊连接；拉伸断裂发生在焊缝或熔合区，断口有大量韧窝，属韧性
断裂.
关键词： 手工自蔓延焊接；水下湿法焊接；应急维修；燃烧型焊条；组织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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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热量和金属产物实现母材的焊接，操作方法
类似手工电弧焊. 该技术无需外界能源和设备，携

水下焊接是海洋工程结构建造、安装、维修的

带方便、操作简单、使用灵活，是武器装备战场抢修

关键技术，也是舰船装备平时海上维修和战时应急

和野外工程机械、车辆、铁路桥梁等应急维修的理

[1-2]

. 海军舰船船体

想焊接手段. 国内军械工程学院对手工自蔓延焊接

和附体在战争中或航行时出现折断、裂缝、磨损超

的燃烧机理、接头组织和性能、添加剂的影响、焊接

差、凹坑、穿孔、小面积破损等损伤时，均需采用焊

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接的方法加以修复. 水下焊接根据焊接环境分为干

推广应用到武器装备的应急维修；清华大学袁轩

法焊接、局部干法焊接和湿法焊接. 干法焊接设备

一

复杂昂贵，准备周期长，局部干法焊接也需要排水

迅速分离，并通过加入 Al/NiO 提高了焊缝强度；装

抢修不可缺少的重要技术之一

设施，均不能满足战场抢修机动灵活性的需要

[3-4]

.

[14]

[9-13]

，并将该技术

采用自蔓延反应造渣实现了金属与氧化铝的

甲兵工程学院刘宏伟等人

[15]

通过增大焊条直径等

湿法焊接具有设备简单、成本低廉、适应性强的特

方法，实现了中厚度钢板的无电焊接. 以上研究均

点，但是目前常用的湿法焊接方法是焊条电弧焊和

立足于陆地焊接，在水下焊接方面，尹玉军等人

药芯焊丝电弧焊，离不开大功率电源，设备沉重，且

以 SHS 反应放热为焊接热源，利用石墨坩埚+矩管

[16]

.

的复合焊块隔绝水环境，实现了水下自蔓延焊接，

因此发展先进高效的水下应急焊接技术，对舰船战

接头强度 135 MPa，但该方法属于局部干法焊接.

时应急抢修、迅速恢复武器装备的持续作战效能，

对于利用燃烧型焊条直接在水中燃烧实现焊接的

平时海上维修、减少进坞维修次数、延长生命周期

水下湿法自蔓延焊接，国内外文献未见相关报道.

[5-7]

操作工艺要求严格，也很难满足应急维修的需要

文中基于 SHS 技术和湿法电弧焊原理，提出湿

均有重大意义.
手工自蔓延焊接是近年立足战场及野外抢修

法手工自蔓延焊接的原理，通过设计焊条结构、优

提出的一种新型应急焊接方法 ，将能发生自蔓延

化焊药成分，研制水下专用燃烧型焊条，并进行焊

高温合成反应 (SHS 反应) 的焊药制成圆柱形燃烧

接试验，研究水环境对焊条燃烧和焊接的影响，分

型焊条，用火柴点燃焊条引发 SHS 反应，利用反应

析焊接接头的组织和性能，为研究携带方便、操作

[8]

简单、灵活高效的水下应急无电焊接方法提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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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水气化产生的气泡等，使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
的能见度比湿法电弧焊更低，基本属于盲焊.
燃烧型焊条是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的唯一焊

水下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的原理及特点

1.1

水下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是燃烧型焊条直接
在水中燃烧，利用 SHS 反应的放热和金属产物提供
焊接热量和填缝金属，利用焊药成分的物理化学反
应达到渣液分离、自保护和接头强化的目的，焊接
过程包括以下四部分：一是焊药发生燃烧合成反应
放出热量，作为焊接热源，将受焊母材局部加热至
熔化；二是水在焊接高温下分解产生的气体和焊药
燃烧产生的气体及其吹力将受焊部位的水局部排
开，形成小型气室，防止水侵入焊接区域；三是焊药
燃烧合成反应生成金属产物，与熔融的母材金属一
起形成熔池，而焊药中的造渣剂与反应的非金属产
物形成性质适宜的熔渣，与金属熔池分离，熔池凝
固结晶形成完整的焊接接头；四是利用焊药产生的
适当气体保护熔池和焊缝，减轻或消除水介质对焊
接接头的不利影响，实现自保护湿法手工自蔓延
焊接.
该技术采用手工电弧焊的操作方式，不需要

接材料，欲解决以上问题，实现湿法手工自蔓延焊
接，燃烧型焊条的研制是关键. 首先，要能够提供足
够焊接热量；其次，要能发生多种物理化学反应，满
足排水、造渣、造气、强化等一系列性能需求；另
外，要满足方便操作、刚度足够、防水防潮等要求.
水下湿法燃烧型焊条的设计

1.2

1.2.1 湿法燃烧型焊条的结构
水下湿法燃烧型焊条的结构如图 1 所示. 焊条
由药柱、外壳、防水层、堵头和引燃装置构成. 焊条
采用纸制外壳，有聚集能量、减少飞溅和成形药柱
的作用. 为适应水下焊接的特殊性，使焊条在使用
和储存中防潮防湿，保证性质稳定，外壳外加装防
水层. 堵头是焊接时夹持焊条的部位，也可与专用
套管相配合，方便焊接操作. 引燃装置用来引燃焊
条，为了能够在水中安全、可靠、方便的引燃焊条，
水下燃烧型焊条采用电火花点燃方式引燃. 药柱是
燃烧型焊条的核心部分，由粉末状焊药与粘接剂混
合均匀，加压成形.

电、气等外加能源和其它设备工具，工艺简单，携带

1
2

方便，使用灵活，单兵即可操作，可有效提高舰员级
维修保障能力. 但是由于燃烧型焊条直接在水中燃

5

烧焊接，水环境将对焊条燃烧过程和焊接质量产生

4

极大的不利影响. 与陆地手工自蔓延焊接相比，水

3

下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存在以下问题.
(1) 焊接热量小. 水的导热率远远大于空气的

1. 堵头 2. 防水层 3. 引燃装置 4. 外壳

导热率，反应产生的热量迅速散失，致使焊接热量
明显减少，将对母材熔化、熔池形成、渣液分离、金

Fig. 1

图 1 水下湿法燃烧型焊条的结构
Structure of the combustion welding rod for
underwater wet welding

1.2.2

湿法燃烧型焊条的焊药

属铺展等产生不利影响.
(2) 焊条引燃困难. 陆地上用火柴点燃焊条即
可焊接，水下焊接无法用这种方式引燃焊条发生
反应.

5. 药柱

焊药是燃烧型焊条自维持燃烧反应实现焊接
的关键，在水下湿法焊接中，对其要求一是能发生

(3) 熔池和焊接接头冷却速度快. 由于水的高

燃烧合成反应，产生水下焊接所需热量和填缝金

导热率，对熔池、焊缝和热影响区均有急冷作用，严

属，二是实现在焊接过程中非金属产物和气体能够

重影响焊接质量.

与金属熔池顺利分离，减少夹杂、气孔等焊接缺陷，

(4) 焊接缺陷多. 由于焊接热量低、冷却速度

形成有一定强度的焊缝金属，三是减轻水环境对燃

快，气体、非金属夹杂无法充分从金属熔池中分离，

烧和焊接的不利影响，保证焊接质量. 针对水下焊

接头中夹杂、气孔、裂纹等缺陷明显多于陆地焊接.

接的需求，焊药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①高热剂.

(5) 焊接可见度低. 焊条由多种粉末状焊药构

能发生 SHS 反应，提供焊接所需热量. 选用燃烧热

成，焊接过程中未完全反应的焊药、反应生成的烟

大、绝热燃烧温度高的铝热剂 (CuO + Al) 和 (Fe2O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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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作为高热剂，且增加 (CuO+Al) 的含量，以提高

2007《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进行力

反应体系热量，保证足够的焊接热；②造渣剂. 与反

学性能测试，拉伸试验和冲击试验分别在 DNS100

应生成的 Al2O3 形成低熔点、低密度、粘度适宜的

电子万能试验机和 JB－30B 型冲击试验机上进行，

焊接渣系，实现焊渣与焊缝合金的有效分离，形成

冲击试样尺寸为 55 mm × 10 mm × 5 mm，夏比 V

纯净的金属接头；③合金剂. 过渡有益的合金元素，

形缺口位于焊缝中心. 利用扫描电镜观察拉伸断口

保证焊缝金属获得必要的化学成分及性能；④造气

形貌.

剂. 在燃烧过程中生成气体，形成局部气室，并借助
气流吹力阻碍水进入焊接区域，保护燃烧弧和熔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池；⑤其它添加剂. 用以调控反应或产物，缓解燃
烧，提高焊接可控性，或保证反应进行完全，得到预
期的产物和热量等.

3.1

焊条的燃烧
所设计的电火花引燃装置能够可靠的在水中

通过热力学计算和大量试验，在优化高热剂和

引燃燃烧型焊条，且焊条一经引燃，能够在水中稳

造气剂的基础上，调整其它添加剂成分和配比，确

定的自维持燃烧反应，这为水下湿法手工自蔓延焊

定了较理想的焊药组成，如表 1 所示.

接奠定了能量基础. 但是，通过燃烧弧和熔池的亮

表 1 水下燃烧型焊条焊药组成 (质量分数，%)
Table 1 Component of the welding powder for the
combustion welding rod

度和形态以及焊接结果可以看出，焊条在水中燃烧
产生的焊接热量及燃烧弧和熔池达到的温度明显
低于在空气中燃烧.图 2 为相同配方的燃烧型焊条

高热剂

造渣剂

合金剂

造气剂

其它

在水下和空气中焊接的燃烧弧形态，水下手工自蔓

55

12

10

8

15

延焊接熔池和燃烧弧亮度明显比空气中暗，说明其
温度低、热量小. 而且由于水对燃烧弧的压力作用，

2
2.1

试验方法

水中焊接燃烧弧明显被压缩，呈暗红色 (中间稍亮
区域为熔融产物).

焊接试验
按表 1 所示称取各组分，在三维混料机中混合

均匀，压力成形于带堵头的外壳中，安装引燃装置，
涂覆防水层，室温晾干，制成 φ15 mm × 150 mm 的
水下湿法燃烧型焊条.
以 70 mm × 35 mm × 5 mm 的 Q235 钢板为焊
接试板，不开坡口，对接平焊，试板间不留间隙，不
需清理氧化皮和锈蚀. 采用手工电弧焊的运条方
法，在 0.3 m 水浴中进行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观

(a) 水中燃烧

察并用相机记录焊条燃烧和焊接过程，对焊接效果
和焊接接头进行宏观分析.
2.2

接头组织分析与性能测试
金相试样取自焊接接头横截面的中部，经研

磨、抛光后，分别用 4% 的硝酸酒精溶液和三氯化
铁盐酸水溶液浸蚀母材热影响区和焊缝，酒精清理
烘干后利用 OLYMPUS 光学显微镜和 HITACHI S4800 扫描电镜观察接头微观组织，并利用 OXFORD
INCA Energy 350 能谱仪分析接头成分及元素分布.
根据国家标准 GB/T228.1—2010《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229—

(b) 空气中燃烧

图 2 燃烧型焊条在水下和空气中焊接的燃烧弧形态
Fig. 2 Combustion arc for welding underwater and in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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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手工自蔓延焊接的可见度比水下电弧焊更差，基

造成的. 20 ℃ 时水的导热系数是0.599 W/(m·℃)，

本处于盲焊状态，增加了水下焊接的难度.

为空气的 20 多倍，水下焊接时焊药燃烧反应产生

3.2

焊接接头宏观成形

的热量迅速散失，一方面通过燃烧弧和水的接触直

图 3 为用陆地燃烧型焊条进行水下湿法手工

接散失，一方面通过焊接试板扩散到水中，用于焊

自蔓延焊接所得的试件，由于焊接热量不足，试板

接的热量急剧减少，使燃烧弧和熔池的温度明显降

焊接部位不能充分熔化，金属熔池不连续，无法形

低，且大的导热率造成熔池在水中快速冷却，均对

成完整焊缝 (图 3a). 或由于熔池温度低，且大导热

焊接过程和焊接质量产生严重影响.

率使熔池迅速冷却，导致熔池在液态存留的时间

在水下焊接时，由于水对光的吸收、反射和折

短，以氧化铝为主的高熔点非金属产物在与金属液

射等作用，且由于焊接时燃烧弧周围产生大量气泡

分离之前即已凝固，与金属混杂在一起，不能实现

和烟尘，使水下焊接的可见度非常低，对以化学反

有效焊接 (图 3b). 即使形成金属焊缝 (图 3c)，由于

应来提供焊接热量的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尤为显

水的急冷作用，非金属产物和气体来不及或不能充

著，因为焊药为多种粉末的混合物，在焊接时未参

分的从熔池中有效分离或析出，也会出现渣液分离

加反应的原料粉末、反应中间产物、反应生成的包

不彻底、焊道成形不均匀、焊缝不连续，大量夹渣、

括焊渣在内的多种成分极易弥散在水中，使水下湿

气孔、裂纹等缺陷，严重影响焊接质量.

(a) 焊缝不连续

(b) 焊渣金属混杂

图3
Fig. 3

(c) 大量焊接缺陷

水下手工自蔓延焊接试件

Photograph of specimen welded by underwater wet manual SHS welding

针对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存在的问题，以增大

明显夹渣、裂纹等缺陷. 图 4b 为焊缝背面宏观形

焊接热量、提高熔池温度、减轻水的影响、促进渣液

貌，试板沿焊缝长度被焊透，背面焊道成形也较好，

分离为原则，优化设计焊药高热剂、造渣剂、造气剂

达到了单面焊双面成形的效果. 但与常规湿法焊接

等各组元种类及配比，并进行大量试验研究. 试验

方法相比，存在焊道表面有凹坑或凹沟、与母材润

发现，焊药经优化设计后，焊条燃烧产生较大的焊

湿性较差、焊缝一端冗余较多的问题，这是由于水

接热量，在 0.3 m 水深条件下，对 5 mm 厚 Q235 钢

对熔池存在压力、焊缝成分与母材相差较多及手工

板进行对接平焊，可实现有效焊接，并达到单面焊

自蔓延焊接熔池流动性强造成的.

双面成形的效果.

3.3

焊接接头微观组织与性能

图 4 为优化设计的燃烧型焊条湿法焊接得到

图 5 为 Q235 钢湿法手工自蔓延焊接接头的整

的焊接接头宏观形貌，试板焊接部位被熔化，与反

体微观组织形貌，可发现母材局部被熔化，与反应

应生成的金属产物形成焊缝，焊渣和焊缝金属分离

生成的金属产物经扩散、冷却、结晶，形成焊缝合

比较完全，得到较纯净的金属接头. 由图 4a 可见焊

金. 焊缝金属组织比较均匀、致密，弥散分布有少量

接接头完整，焊道成形良好，宽度比较均匀，表面无

非金属夹杂. 同时可见焊缝合金的组织结构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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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热剂 (CuO + Al)，Fe 来源于熔化的母材和高热
剂 (Fe2O3 + Al). 由扫描谱线可以看到，焊缝合金的
基体组织 Cu 含量高 Fe 含量低，为 α-Cu 固溶体；而
块状第二相正好相反，Fe 含量高 Cu 含量低. 这是
由于焊药高热剂中 (CuO + Al) 占较大比例，反应生
成大量的金属 Cu，与 (Fe2O3 + Al) 生成的金属 Fe
及母材局部熔化产生的熔融 Fe 形成液态熔池，但
是由 Fe-Cu 二元相图可知，Fe 在固态 Cu 中的溶解

(a) 焊缝正面

度极低，而焊缝合金中的 Fe 含量远高于其在 Cu 固
溶体中的溶解度，因此随熔池温度降低，Fe 大量从
Cu 基固溶体中析出，形成富 Fe 第二相，因此焊缝
金属是高铁的铜基多元合金.

(b) 焊缝背面

图4
Fig. 4

优化配方后水下焊接接头宏观形貌

Macroguaphy of the welded joint after the
optimizing design of the welding powder

同于母材，这是由于高热剂燃烧合成反应生成较多
金属铜，使焊缝金属化学成分为铜基合金，与母材

50 μm

图 6 焊缝与母材接合区域的微观组织形貌
Fig. 6 Microstructure of the welded joint

不同，但焊缝与母材相接界面比较平直，结合情况
良好.

50 μm

10 mm

Fig. 5

图 5 焊接接头整体微观组织形貌
Micrography of the whole welded joint

Fig. 7

图 7 焊接接头能谱线扫描图像
EDS line scanning pattern of the welded joint

由图 6 和图 7 还可看到，熔合区的化学成分和
微观组织与焊缝第二相基本相同，也为富铁相，说

图 6 为焊接接头的微观组织 SEM 形貌，可明

明被焊母材局部发生了熔化，但在水下焊接快速冷

显观察到焊接接头的三个区域：从左上向右下分别

却的条件下，元素来不及充分扩散，富铁的熔融金

为母材热影响区、熔合区和焊缝金属，焊缝和热影

属首先在母材的半熔化晶体提供的有利结晶表面

响区微观组织相差悬殊，中间有一层明显的熔合

进行结晶，由此生长的晶粒向熔池内部不断长大，

区. 结合图 7 所示的能谱线扫描图像，可以发现焊

使焊缝合金与熔融母材通过交互结晶接合到一起，

缝合金的化学成分明显不同于母材，为 Cu-Fe-Ni-

由母材向焊缝，在成分和结构上形成了逐渐过渡的

Mn-Cr 多元合金，以 Cu 和 Fe 为主，其中 Cu 来源

梯度熔焊连接.

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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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能谱线扫描图像可以发现在母材热影响区

Cu 固溶体为基体、有大量块状富铁第二相析出的

中有较低含量的 Cu，其它元素 (Ni、Mn 等) 的含量

高铁铜合金，熔合区的化学成分和微观组织与焊缝

也低于焊缝，说明焊缝和母材之间发生了元素的

合金第二相基本相同，焊缝合金与熔融母材通过交

扩散，但质点在固体中的扩散明显低于在熔体中的

互结晶接合到一起，在成分和结构上形成了逐渐过

扩散.

渡的梯度熔焊连接；拉伸断裂发生在焊缝或熔合

拉伸和冲击试验结果表明，焊接接头的抗拉强

区，断口有大量韧窝，是典型的韧性断裂.

度达到 267 MPa，室温冲击吸收能量 13.8 J，满足应
急维修对焊接接头力学性能的基本要求. 拉伸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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