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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铝 1060/镀锌钢电阻点钎焊工艺及接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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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采用电阻点钎焊进行了纯铝 1060 与 SGCC 热镀锌钢板的搭接试验，研究了接头界面组织，并测试了接头

力学性能. 结果表明，试验所用铝硅 (Al-Si) 合金钎料润湿良好，焊后接头焊缝界面处产生了具有双层结构且厚度
不均的金属间化合物，厚度小于 10 μm；焊接电流为 7.8 kA 时，接头抗拉剪载荷达到峰值，约为 4.72 kN，在相同工
艺参数下，电阻点钎焊接头的抗拉剪载荷明显高于点焊接头；接头断裂大都发生在铝板侧，且主要在热影响区处而
不在焊点处，说明点钎焊接头质量良好，但由于焊缝铝侧界面局部存在“未钎合”缺陷，焊缝界面会产生拉应力且在
金属间化合物的应力作用下易产生裂纹.
关键词： 纯铝；镀锌钢；电阻点钎焊；微观组织；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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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层的厚度增加会使抗拉强度下降，试验所得接
头的金属间化合物层 1.5 μm 厚时，其抗拉强度最

铝及其合金相较于钢因其密度低，可在不增加

[10]

高只能达到 6.5 MPa
[11]

. 河南科技大学张柯柯等

重量的前提下增加结构强度而越来越广泛应用于

人

汽车制造等行业，尤其对重载汽车的轻量化作用十

Q235 低碳钢做了焊接试验，焊接电流和压力增大

[1]

分明显 ，铝制汽车的轻量化优势和环保价值不断
[2]

采用了电阻点焊热补偿法对 A6061 铝合金和

时，接头熔核直径和拉剪力也随之增大，高焊接电

突出 . 但单一材料往往不能满足实际应用中对车

流下铝钢间有效连接面积增大，接头质量提高，并

辆的各项要求，尤其在碰撞过程中全铝车架变形明

且 在 试 验 过 程 中 发 现 在 界 面 区 域 会 生 成 FeAl3

显，相比高强度钢车架很难保证生存空间不被挤

和 Fe2Al5 等脆性金属间化合物. 哈尔滨工业大学

压. 在充分利用这两种金属材料的固有优势，减轻

何鹏等人

重量、节约成本方面，铝/钢异种金属复合结构具有

钎焊，在两板材间预置硅焊膏作为钎料，钎焊过程

[3-6]

[12]

对纯铝板与 1Cr18Ni9Ti 不锈钢板进行

. 但铝和钢之间的固溶度较低、热物

中 Si 元素在连接界面处富集，形成隔层，阻碍了金

理性能差异较大等问题会导致在焊接时，铝与钢极

属间化合物向铝侧的生长，当金属间化合物脆性层

易反应生成脆性的金属间化合物，这种金属间化合

厚度较小 (低于 10 μm) 时，接头由脆性断裂向韧性

物降低了接头的力学性能，对焊接质量产生严重的

断裂转变，其强度明显提高.

独特的优势

基于铝/钢电阻点焊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一种用

[7]

不利影响 . 因此研究发展铝/钢连接技术并将其应
用于实际生产是突破汽车轻量化难题的关键一步.
电阻点焊因其生产效率高、能耗低、易于实现
自动化等优点而广泛应用于汽车生产中连接环
[8]

于铝/钢连接的钎焊与电阻点焊的复合连接方法，该
方法综合了钎焊和电阻点焊的优点，称为“点钎
焊”，实现了 1060 纯铝与镀锌钢的优质连接.

[9]

节 . 日本熊本大学 Qiu 和 Satonaka 等人 采用电
阻点焊对 A5052 铝合金和 SPCC 低碳钢进行焊接，

1

试验方法

在接头界面处发现 Fe2Al5 和 FeAl3 等金属间化合
物的生成，降低了接头力学性能. 接头中金属间化

试验用母材为 1060 工业纯铝板以及 SGCC 热
镀锌钢板，尺寸均为 100 mm × 25 mm × 1 mm，纯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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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镀锌钢母材的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 试验所用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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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为铝硅 (Al - Si) 合金钎料，其具有良好的漫流性及

接缺陷，且其对接头性能产生有害影响，因此在焊前

耐腐蚀性，在焊接热输入下易均匀地填满接头间隙.

必须对试板进行预处理，利用打磨机和砂纸将铝板

铝/钢进行电阻点钎焊的过程中，由于铝表面附着有

表面及侧边的氧化膜去除，再将铝板与镀锌钢板用

一层致密氧化膜，不处理直接焊接易引起飞溅等焊

丙酮清洗，以防止板材表面杂质对试验的影响.

表1
Table 1

母材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ase metal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材料
1060铝
镀锌钢

C

Mn

P

S

—

0.03

—

—

Si

Fe

0.25 0.35

0.06 0.16 0.02 0.01 0.02

Al

屈服强度ReL/MPa

抗拉强度Rm/MPa

断后伸长率A(%)

>99.60

90

100

12.0

—

297.40

370.80

32.4

—

钎料涂覆方式如图 1 所示，以搭接件的搭接区

试验采用正交优化并利用单元素变化法分别

域中心点为圆心，涂覆的钎料区为该圆心的同心圆

分析焊接电流 I、焊接时间 t 和电极压力 P 三个主

环，外径为 5 mm，环宽 0.20 mm.

要参数对铝/钢点钎焊接头质量的影响. 经过后期
试验确定焊接时间 t 为 10 s、焊接电流范围为 7.6 ~

Al-Si 钎料
镀锌钢板
纯铝板

8.0 kA 时点钎焊接头质量较高，针对此焊接电流范
围重点进行了搭接试验，电极压力 P 对接头质量的
影响有限，不作为考察变量. 焊后取部分成形良好

图 1 钎料涂覆方式示意图
Fig. 1 Mode of solder coating

采用搭接形式进行焊接，铝板在下，钢板在上，
并在铝板下端添加工艺垫片，用以改善铝侧热量不
均匀现象，焊接形式如图 2 所示. 第一阶段采用短
时、强电流、大压力参数形成点焊熔核；第二阶段采
用小电流或不通电使温度场平衡均匀化；在第三阶
段采用长时、大电流、小压力参数使钎料熔解、润湿
铺展并与母材进行冶金结合，完成钎焊过程形成焊
点. 试验选用自行研制的 KDWJ-17 型智能电阻点
焊机，其额定负载持续率为 30%，额定初级电流为
100 A，最大电极压力为 5.5 kN，初级电压为 380 V，
次级电压范围为 4.75 ~ 9.5 V.

试件沿焊点中心线剖开制成金相试样，用金相显微
镜 (OM) 和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观察接头组织，
通过线扫描及能谱分析 (EDS) 分析界面组织结构；
另取焊后试件采用 WDW-100 型电子万能拉伸机
进行抗拉剪载荷测试，每一种焊接电流条件拉剪三
组试样，将所得三组拉剪载荷求平均值，做为该焊
接电流参数点钎焊接头抗拉剪载荷值. 进行了相同
焊接电流参数下电阻点钎焊与电阻点焊的对比试验.

2
2.1

试验结果及分析
接头组织结构分析
为确定试验所得焊接接头的连接机理，通过光

学显微镜对接头焊点区的金相组织进行观察，由图 3

F

可清晰地观察到在纯铝板和镀锌钢板之间存在着
上电极

上搭接件
熔核
镀锌钢
界面层

钎焊区

下搭接件
纯铝

下电极

100 μm
F

Fig. 2

图 2 点钎焊形式示意图
Schematic of resistance spot braze welding

图3
Fig. 3

点钎焊接头微观组织

Microstructure of the welded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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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层，Al-Si 钎料受热润湿铺展并能够与基体金

面产生了厚度不均匀的金属间化合物层. 远离接头

属紧密结合. 为了进一步研究接头是否达到有效连

中心的 A 区中焊缝界面处的金属间化合物明显具

接，通过 SEM 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EDS 能谱线扫描

有双层结构的特征，靠近镀锌钢一侧的金属间化合

分析对焊缝进行了进一步的观察与分析.

物呈现出细密的板状结构，厚度约为 8 μm，它与镀

2.1.1 接头宏观形貌及微观组织结构

锌钢之间的界面为平直态；靠近铝一侧的金属间化

图 4 为接头宏观形貌及不同区域微观组织. 由

合物为粗细不均的针状和棒状结构，厚度约 2.5 ~

图 4b 和图 4c 可以观察到，纯铝与镀锌钢的焊缝界

9 μm 不等，针状金属间化合物向铝侧母材生长.

镀锌钢
A

C

B

500 μm

纯铝
(a) 焊缝宏观形貌
镀锌钢

镀锌钢

镀锌钢
裂纹

纯铝

纯铝

20 μm

20 μm
(c) B 区焊缝显微组织

(b) A 区焊缝显微组织

图4
Fig. 4

纯铝

50 μm
(d) C 区缺陷放大图

接头宏观形貌及不同区域微观组织

Macroscopic morphology and microstructure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joint

接头中心 B 区界面处金属间化合物层的厚度

导致接头焊缝处易出现不均匀的应力应变现象，在

相较于 A 区明显减小，其厚度约为 3.0 μm. 该区域

加热过程中纯铝母材温度较高，且受到压应力的作

界面的金属间化合物也具有双层结构. 但是其界面

用；在冷却时，铝板焊点处凝固成核，熔核中心温度

形貌特征与远离接头中心处界面的金属间化合物

迅速下降，焊缝界面产生拉应力同时在界面间金属

层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靠近镀锌钢侧为板状结

化合物的应力作用下产生了裂纹.

构，靠近铝合金侧为细小的絮状结构.

2.1.2 接头界面层扩散分析

因为铝/钢之间的线膨胀系数等物化性能相差

由图 4c 可明显观察到在铝侧有一层明亮的金

较大，焊缝界面处存在焊接缺陷，如图 4d 所示. 图

属间化合物，为进一步分析该金属间化合物层的元

中所示焊缝界面处的裂纹缺陷，是由于在焊接过程

素扩散，对其进行了线扫描能谱分析试验 (EDS)，

中存在着迅速升温和冷却的过程，温度的迅速变化

如图 5 所示.
5 000

O
Al Ⅰ层
Fe
Ⅱ层
Si
Zn

计数率 n (cps)

镀锌钢
Ⅰ层

Ⅱ层

3 000

Ⅲ层

2 000
1 000

Ⅲ层
纯铝

4 000

20 μm
(a) 线扫描位置

图5
Fig. 5

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距离 L/μm
(b) 界面层元素分布

界面层线扫描曲线

Line scan curve of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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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约 2.0 μm 的钢侧扩散层，Ⅱ层为厚度约 2.4 μm

4
抗拉剪载荷 F/kN

对接头焊缝中心处界面层进行线扫描，Ⅰ层为
的中间扩散层，Ⅲ层为厚度约 2.8 μm 的铝侧扩散
层，如图 5a 所示. 图 5b 为垂直于铝钢界面的线扫
描结果，可观察到 Si 元素的存在，随着保温时间的
增加，界面处的金属间化合物的厚度会增加，而选
用的 Al-Si 钎料中含有 20% 的 Si 元素，能够抑制金

点钎焊
点焊

3
2
1
0

属间化合物的生成. 通过比较图 4b 和图 4c 可清楚

7.6

观察到在铝一侧的金属间化合物分别具有不同的
母材生长，而图 4c 中则没有出现，这正是由于接头

8.0

在相同工艺参数下，电阻点钎焊接头的抗拉剪
载荷明显高于电阻点焊接头，是因为在焊接过程

的生长.
2.2

7.8
7.9
焊接电流 I/kA

图 6 断裂载荷峰值变化曲线
Fig. 6 Peak load curve of fracture

结构，图 4b 中有针状和棒状的金属间化合物向铝
中心处焊缝 Si 元素富集成功抑制了金属间化合物

7.7

中，钎料在电阻热作用下熔化，润湿铺展，能够与两

接头力学性能分析
基于后期的正交试验优化结果，选取的焊接电

侧母材在结合界面处形成良好的冶金结合，得到致

流范围为 7.6 ~ 8.0 kA. 在与电阻点钎焊工艺参数

密接头. 由于钎料层的存在，增大了两母材之间的

相同的条件下进行了电阻点焊的对比试验，对不同

有效连接面积，当电极加压时，焊接工件的接触间

焊接电流下的点钎焊和点焊焊件分别进行了力学

隙减小，接触电阻降低，并且焊接过程中会将多余

拉伸试验，并将抗拉剪载荷结果随焊接电流变化的

的钎料和气体排出，保证接头的焊接质量.
如图 7 所示，焊接接头断裂方式及位置主要分

趋势做了比较.
由图 6 可知，电阻点钎焊时，焊接电流小于

为“纽扣”状、焊点边缘处和热影响区断裂. 图 7a

7.8 kA 时，电流越大，接头抗拉剪载荷越高，且在焊

接头的断裂形式为“纽扣”状撕裂；图 7b 中接头在

接电流为 7.8 kA 时，抗拉剪载荷达到最大，约为

铝板靠近焊点熔核处断裂；图 7c 中接头在铝板的焊

4.72 kN，当电流大于 7.8 kA 时，抗拉剪载荷随焊

接热影响区断裂. 多次力学拉伸试验的结果表明，

接电流的增大而减小. 电阻点焊时，接头的抗拉剪

接头断裂大部分发生在铝板一侧，且主要都在热影

载荷随着焊接电流的增加而增加，焊接电流为

响区处而不在焊点处，说明以 Al-Si 合金为钎料的

8 kA 时达到约 2.5 kN.

纯铝 1060 与 SGCC 镀锌钢的点钎焊接头质量良好.

(b) 焊点边缘处断裂

(a) “纽扣”状撕裂

图7
Fig. 7

3

结

(c) 热影响区断裂

接头断裂方式及位置

Fracture mode and location of the joint

论

匀的金属间化合物层，接头边缘焊缝界面处靠近镀
锌钢侧的金属间化合物为细密的板状结构，厚度约

(1) 试验所用 Al - Si 合金钎料在铝/钢界面润湿

8 μm，靠近铝侧的金属间化合物为粗细不均的针状

性良好，纯铝与镀锌钢的焊缝界面产生了厚度不均

和棒状结构，厚度约 2.5 ~ 9 μm 不等，针状金属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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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向铝侧母材生长；接头中心界面处金属间化

ties of pulsed laser welded Al/steel dissimilar joint[J]. Transac-

合物层厚度约为 3.0 μm，靠近镀锌钢侧为板状结

tions of Nonferrous Metals Society of China, 2016, 26(4): 994 −

构，靠近铝合金侧为细小的絮状结构.

1002.

(2) 焊接电流小于 7.8 kA 时，电流越大，抗拉
剪载荷越高，且在焊接电流为 7.8 kA 时，抗拉剪载
荷达到最大，约为 4.72 kN，当电流大于 7.8 kA 时，

[6] Winnicki M, Małachowska A, Korzeniowski M, et al. Aluminium to steel resistance spot welding with cold sprayed
interlayer[J]. Surface Engineering, 2018, 34(3): 235 − 242.
[7] Kimura M, Suzuki K, Kusaka M, et al. Effect of friction welding

抗拉剪载荷随焊接电流的增大而减小，在相同工艺

condition on joining phenomena, tensile strength, and bend ductil-

参数下，电阻点钎焊接头的抗拉剪载荷明显高于电

ity of friction welded joint between pure aluminium and AISI 304

阻点焊接头.

stainless steel[J].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2017, 25:

(3) 接头断裂大部分发生在铝板一侧，且主要
都在热影响区处而不在焊点处，说明钎料为铝硅

116 − 125.
[8] 凌展翔, 罗

震, 冯悦峤, 等. 铝钢点焊铆接复合连接技术 [J].

焊接学报, 2017, 38(2): 101 − 104.

Al-Si 合金钎料的纯铝 1060 与 SGCC 镀锌钢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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