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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磁脉冲焊接技术凭借其在异种金属焊接中的独特优势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

景。放电电压是磁脉冲焊接过程中重要的电气参数，而金属射流可清理工件表面的污秽和氧化层，
促进金属的冶金结合。为探究放电电压对金属射流及结合界面的影响，该文对放电电压与金属射
流特征、结合界面形貌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分析，并建立镁-铝磁脉冲焊接综合实验观测平台，
捕捉到完整的金属射流轨迹。结果显示，当放电电压从 13kV 提高到 16kV 时，碰撞速度从 403.12m/s
提高到了 498.49m/s，对碰撞角度无明显影响；金属射流持续时间从 31.02μs 增加到 47.94μs，且
射流强度也逐渐增强。金相显微镜测试结果表明，放电电压为 14kV、15kV、16kV 时，镁-铝结合
界面呈现波纹界面，且波幅不断增大，结合区域宽度分别为 1.27mm、1.35mm、1.77mm。放电电
压通过碰撞速度、碰撞点速度、碰撞压力及碰撞后剩余能量改变金属射流特征及结合界面形貌从
而影响焊接效果。该文可为深入研究磁脉冲焊接机理、提高焊接效果提供有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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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magnetic pulse welding (MPW) technology has shown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because of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welding dissimilar metals. The discharge
voltage is an important electrical parameter in the EMPW process, and the metal jet can clean the
surface of the metal and the oxide layer that promotes the metallurgical bonded of metal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scharge voltage on the metal jet and the bonded interfac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scharge volt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al jet and the morphology of the bonded interface was
studied, an integrated observation platform for the MPW process of the Mg and Al sheet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metal jet was captu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discharge voltage was increased from 13kV to 16kV, the collision speed increased from 403.12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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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49m/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llision angle; the duration of the metal jet
increased from 31.02μs to 47.94μs,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metal jet also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metallographic microscop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discharge voltage was 14kV, 15kV, and
16kV, the Mg-Al bonded interface presented the wave interfaces, the amplitude increased continuously,
and the bonded zone width was 1.27mm, 1.35mm, and 1.77mm, respectively. The discharge voltage
changes the welding effect through the collision speed, the collision point speed, the collision pressure,
and the remaining energy after the collisio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powerful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EMPW and improvement of welding effect.
Keywords：Magnetic pulse welding, discharge voltage, metal jet, bonded zone, jet intensity

0

适合用于大批量生产 [14] 。D. Pereira 等应用磁脉冲焊

引言

接技术连接了铝合金管与碳纤维管（Carbon Fibre

近年来，在资源紧缺和环境负荷的双重压力下，
汽车轻量化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材料替代等方式
[1]

Reinforced Polymer, CFRP） [15] 。
截至目前，对镁合金-铝合金磁脉冲焊接的关注

可有效减轻车身质量，从而节约油耗、减少排放 。

还较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焊接工艺、微观结构、

铝及其合金因密度小、分布广、储量多、耐腐蚀等

影响接头因素等方面。A. Stern 等 [16] 研究了 1050 铝

优势，可替代传统钢材，因而受到了广泛关注。此

合金与 AZ31 镁合金焊接接头的波浪状结合界面和金

外，镁合金作为最轻的金属材料，其密度仅为铝的

属间化合物，局部熔化和快速凝固会形成 Mg 17Al12。

2/3、钢的 1/4，被认为在汽车轻量化中极具发展前

Zhu Congcong 等研究了温度对镁合金-铝合金磁脉

景 [2] 。随着铝合金、镁合金两种材料在车辆制造中

冲焊接接头的影响，发现当温度低于 150℃，对结

的大量应用，相互之间的连接难以避免。然而，由

合界面没有明显影响；当温度为 200℃和 250℃时，

于铝和镁的物理化学性能相差较大，传统焊接方法

结合区域会产生镁和铝的化合物，影响接头机械强

难以获得力学性能优良的镁合金-铝合金焊接接头。

度 [17] 。

因此，适用于镁合金与铝合金的焊接技术成为焊接

放电电压是磁脉冲焊接过程中的重要电气参
数，Xu Zhidan 等在磁脉冲焊接管件的仿真和实验

领域的研究热点。
[3-6]

在材料连 接中

中发现，放电电压会影响管件碰撞速度和焊接效

的应用，基于脉冲功率技术和电磁感应原理，依靠

果 [18] ，但放电电压与金属射流持续时间、金属射流

电磁力对材料进行加工，可用于同种金属材料、异

强度以及结合界面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的分析

种金属材料以及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之间的焊

和研究。而金属射流可清理板件表面污染物和氧化

接。焊接过程既不需要填充焊料也不需要保护气体，

膜，露出新鲜的焊接表面，在数十微秒内促使板件

还不会产生热影响区，且整个焊接过程简单、环保、

焊接 [19] ，是实现金属冶金结合的关键 [20] 。目前，对

高效、快速，在电力建设 [7-8] 、电子产业 [9] 、汽车工

金属射流的研究方式主要是仿真分析和射流残余物

磁脉 冲焊接是电 磁成形技术

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因而该技术也引

检测，如 A. Stern 等在检测金属射流残余成分时发

起了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M. A. Moghaddas 等研究

现，金属射流成分由焊接金属之间的相对密度差异

了支撑板件材料对磁脉冲焊接铝合金板-铝合金板、

决定，因而镁合金-铝合金磁脉冲焊接时产生的金属

铜板-铜板的影响，发现支撑板件材料硬度可影响焊

射流成分主要是密度较低的镁合金 [21] 。遗憾的是，

接接头的结合面积和缺陷 [11] 。J. Lueg-althoff 等采用

这些间接的研究手段无法直接反映金属射流的特征

磁脉冲焊接技术实现了薄壁铝合金管与铜管、不锈

及发展过程，难以进一步探究放电电压与金属射流、

钢管的连接[12]。M. Sarvari 等研究了焊接间隙对磁脉

金属射流与结合界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提高镁合

冲焊接效果的影响，当焊接间隙为 0.7mm 时，铜板

金-铝合金的磁脉冲焊接性能，有必要深入了解磁脉

业

[10]

[13]

。S. Muthukumaran 等开展了

冲焊接过程中放电电压对金属表面射流轨迹及结合

磁脉冲焊接铜管与不锈钢管的实验，研究了结合界

界面的影响，从而为工艺参数优化及磁脉冲焊接设

面的金属间化合物，认为磁脉冲焊接接头性能可靠，

备的研制提供理论支撑。

和铝板可实现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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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飞板与基板之间的撞击速度 Vp＞Vpmin，

及放电电压对金属射流、结合界面的影响。基于磁

就会产生金属射流。本文中，K=12，镁合金屈服强

脉冲焊接镁合金-铝合金综合实验观测平台，包括电

度 σ max=290MPa，镁合金密度 ρ min=1.738×10 3kg/m3 。

气参数测量和图像采集两个部分，捕捉到磁脉冲焊

根据式（1）和式（2）以及文献[2]，当撞击角度 β

接过程中的金属射流轨迹，获得了金属射流发展过

范围取 5°～30°，碰撞速度 Vp 对应的范围为 174.48～

程及相应特征，采用金相显微镜研究了结合界面的

1 035.28m/s，即碰撞速度在这一范围内，会产生金

微观结构。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焊接实验揭示了放

属射流。

电电压对金属射流持续时间和形貌的影响规律，以

要形成波形界面，碰撞点速度还需要大于临界碰撞

及其与结合界面的内在联系。

1

此外，根据流体力学、波动力学等理论 [22-25] ，

放电电压影响金属射流及结合界面的
理论分析

速度 Vt，即
2 Re ( H V1 + H V2 ) × 106

Vt =

ρ1 + ρ 2

磁脉冲焊接过程常参考爆炸焊接的临界参数和

（3）

计算模型来分析，因此，本文也采用该方式探究镁

式中，Re 为雷诺数，根据流体力学理论，雷诺数是

合金-铝合金磁脉冲焊接中放电电压对金属射流和

流体从层流到紊流的分界点，根据文献[24-25]，本

结合界面的影响。爆炸焊接平板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文取 Re=10.6；H V1 、H V2 分别为镁合金、铝合金的

图中，Vc 为碰撞点速度，Vp 为碰撞速度， β 为撞击

维氏硬度值，分别取 55.6HV 和 45.2HV[26-27] ；镁合

角度。

金 密 度 ρ 1=1.7×10 3kg/m3 ， 铝 合 金 密 度 ρ 2=2.7×
10 3kg/m3。由此可计算出 Vt≈697m/s，根据文献[25]，
产生波纹界面的最小速度 Vcbmin=Vt+200=897m/s，当
碰撞点速度 Vc ＞Vcbmin 时，即可产生波形界面。
根据仿真结果可知，波形界面形貌与碰撞压力
相关，A. A. Ezra 等 [28] 提出的碰撞压力 P 为
P=
图1
Fig.1

爆炸焊接平板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losive

ρ1Vs1
V
ρV p
1 + 1 s1
ρ 2Vs2

（4）

式中，Vs1 、Vs2 分别为飞板与基板材料的声速。碰

welding for plates

根据爆炸焊接的理论 [22]，碰撞点速度的最小值

撞压力与碰撞速度成正比。
根据电磁理论可知，电磁力与放电电压 U 0 的二

Vcmin （流动限）决定了金属射流形成的基本条件，

次方成正比，而电磁力是磁脉冲焊接过程中的主要

其计算公式为

碰撞压力 P，即

Vcmin = 2 K

Max (σ 1 , σ 2 )
Min ( ρ1 , ρ 2 )

P ∝ U 02

（1）

式中，K 为流动限系数，一般情况取 10～12； σ 1、

ρ 1 分别为飞板的屈服强度和密度； σ2、 ρ 2 分别为基

（5）

碰撞压力与金属表面的破坏程度、产生碎屑量
以及结合界面的形貌也呈正相关，而金属射流强度
可反映碎屑量。

板的屈服强度和密度。可见，计算碰撞点最小临界

当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发生碰撞后，碰撞点还

速度时选择飞板与基板材料中较大的屈服强度和较

将继续沿着焊接方向移动，会受到洛仑兹力 F 与摩

小的密度。

擦阻力 f 的共同作用，此时，加速度 a f 可表示为

从图 1 可知，碰撞点速度与撞击速度之间的关
系为
Vcmin =

Vpmin
2sin

β
2

f − F = maf

（6）

此时，铝合金板与焊接线圈的距离较大，且洛
（2）

仑兹力小于摩擦阻力，加速度的方向与碰撞点移动
速度相反，碰撞点做减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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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0 − Vcmin = af t jd

（7）

Vc0 − Vcbmin = af tbd

（8）

式中，Vc0 为碰撞点初始速度；Vcbmin 为产生波纹界
面的最小速度。当碰撞点速度小于流动限时，金属
射流就不再产生，因而，金属射流的持续时间 tjd 与
碰撞速度以及剩余电磁能量相关。同理，当碰撞点
速度小于临界速度时，波纹界面不再产生，因而，
产生波纹界面的持续时间 tbd 也与碰撞速度以及剩
余电磁能量相关。波纹界面长度则与持续时间、碰

图2

撞点速度相关。

2

Fig.2

磁脉冲焊接综合实验观测平台及实验
材料
为验证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搭建了磁脉冲焊接

综 合 实 验 观 测 平 台 ， 开 展 了 镁 合 金 -铝 合 金 焊 接
实验。
2.1

实验使用的材料为工业中常用的 1060 铝合金
与 AZ31B 镁合金，其力学参数见表 1[29-31] ，均切割
为 100mm×50mm×1mm 的板件。铝合金的电导率和
可塑性高于镁合金，更适合作为飞板与镁合金碰撞
形成冶金结合，因此，选用铝合金板作为飞板，镁
合金板作为基板。实验前，采用酒精将两种板件焊
接表面擦拭干净，自然干燥。
Tab.1

integrated platform

线圈（MEATROL：D-H-FCT-495）测量，采集的数
据由 200MHz 带宽的示波器（Tektronix MDO3024）
存储。采用高速摄像机（Phantom V710）捕捉焊接
过程中的金属射流轨迹，配有 200～500mm 变焦镜
设置为 701 030fps，采样间隔为 1.41μs，采集分辨
率为 196×16。考虑到焊接间隙较小（1.5mm），间
隙内进光量少，且曝光时间短暂，故采用无闪频
LED 灯作为背光源进行补光。高速摄像机通过示波
器同步触发，当示波器接收到电压/电流信号后产生
信号触发高速摄像机。
焊接线圈与金属板件的装配如图 3 所示。从下
至上依次是焊接线圈、绝缘薄膜、铝合金板、绝缘

材料力学参数

垫片、镁合金板、金属固定件。焊接线圈采用“一”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materials

型平板线圈，其横截面尺寸为 8mm×10mm，材料为

1060 铝合金

AZ31B 镁合金

紫铜。通过绝缘垫片将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的焊接

密度/(kg/m )

2.68

1.738

间隙调整为 1.5mm，两块垫片的间距为 30mm。采

拉伸强度/MPa

103

240

屈服强度/MPa

66

140

力学参数
3

2.2

Diagram of EMPW process observation

头（Nikon AF-S 200-500mm f5.6E ED VR），采样率

实验材料及预处理

表1

磁脉冲焊接过程综合观测平台

用不锈钢板固定住镁合金板，防止撞击过程中镁合
金板发生变形影响焊接效果。镁合金的轧制方向与
焊接线圈方向垂直，即与焊接方向平行。

实验平台及信号检测
磁脉冲焊接 镁合金-铝合 金综合实验 观测平台

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充电单元、储能单元、放电
单元、控制单元和测量单元。储能单元中，电容值
C=140μF，额定电压 U 范围为 1～20kV。放电开关
采用真空触发管（Triggered Vacuum Switch, TVS），
由 现 场 可 编程 序 逻 辑 门阵 列 （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控制触发源实现放电开关的导通。
测量单元包括电气参数测量模块和图像采集模
块。储能电容两端的电压信号、放电回路的电流信
号分别通过高压探头（Tektronix P6015A）和 Rogowski

图3
Fig.3

焊接线圈与金属板件的装配

Assembly diagram of welding coil and metal 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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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放电电流波形
实验中，放电电压从 1kV 逐渐升高（步进为

1kV），但当放电电压低于 13kV 时，由于电磁能量
较低，镁合金与铝合金之间未能实现焊接，因此本
文不做详细研究。当放电电压为 13～16kV 时，镁
合金与铝合金实现焊接，不同放电电压下典型放电
电流波形如图 4 所示。

图5
Fig.5

铝合金板变形过程（U=16kV）

Process of the Al sheet deformation (U=16kV)

抗变形力，此时发生的是弹性形变。但是随着放电
时间的增加，洛仑兹力不断提高，当洛仑兹力大于
抗变形力时，铝合金板开始塑性变形。
图4
Fig.4

不同放电电压下典型放电电流波形
Typical discharge current waveforms at
different discharge voltages

从图 4 中可知，放电电流是典型的二阶 RLC 电

铝合金板变形量 d s 指铝合金板最大形变处到未
变形处的最大垂直距离，而铝合金板变形速度是指
两张图像拍摄间隔内的平均速度 Va（同样指垂直方
向的速度），即

路欠阻尼衰减振荡波。电流频率约为 25kHz，最大

Va =

放电电流幅值出现在第一个半周期内，从电流产生

Δd s
Δt

（9）

到最大幅值仅需大约 10μs。当放电电压从 13kV 上

式中，Δd s 为相邻时刻拍摄所得图片中铝合金板变

升到 16kV 时，对应的放电电流幅值不断提高，最

形量之差；Δt 为两张图片的采样间隔，即 1.41μs。

大幅值分别约为 291kA、312kA、334kA 和 356kA。

实际上，在 1.41μs 的时间内，铝合金板并不是一个

当放电电压为 16kV 时，最大放电电流幅值已接近放

匀速变形的过程。随着放电电流的变化以及铝合金

电开关的最大通流限度，因而未继续提高放电电压。

板与焊接线圈之间的间距变化，铝合金板上的电磁

3
3.1

结果及分析

力会发生非线性变化，且铝合金的动态流动应力也
会变化。由于拍摄时间间隔短，为了方便计算，每

放电电压对铝合金板变形过程、碰撞速度和碰

两张照片拍摄时间间隔内的铝合金板变形过程简化

撞角度的影响

为匀速运动过程，可分析铝合金板变形速度随放电

图 5 给出了放电电压为 16kV 时，高速摄影机

电压变化的趋势。

捕获的铝合金板变形过程。高速摄像机镜头界面分

不同放电电压下铝合金板变形速度如图 6 所

别为铝合金板、镁合金板、绝缘垫片，间隙处为 LED

示。从图中可知，铝合金板变形速度并未随时间一

灯源。铝合金板变形后为间隙中的弧形黑影。从图

直增加，结果与 Xu Zhidan 等 [18] 测量的磁脉冲焊接

5 可看出，铝合金板塑性变形起始于焊接线圈对应

中铝合金管件速度变化趋势相近。铝合金板的变形

区域的中部，呈弧形状，随着时间增加，变形区域

与电磁力、板件自身屈服应力等相关，是一个复杂

逐渐变大。当铝合金板最大塑性变形量等于焊接间

的动态变化过程。但可看出，随着放电电压的提高，

隙（1.5mm）时，与镁合金板发生碰撞。铝合金板

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的碰撞速度不断提高。

从变形到与镁合金撞击，整个时间不足 5μs。
铝合金板的塑性变形不仅与所受到的洛仑兹力
相关，还与材料的抗变形力相关。电容放电初期，
放电电流较小，产生的洛仑兹力不足以克服板件的

碰撞角度可根据图 5 中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碰
撞时的三角形结构进行计算，即

β = arctan

h
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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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与内能的转换。R. N. Raoelison 等对磁脉冲焊接
过程中的金属射流仿真结果也显示金属碎屑的温度
可达 600℃[32] 。高温使金属碎屑发光，而高速移动
的金属射流被绝缘垫片挡住通路，附着在绝缘垫片
的边缘表面，所以绝缘垫片也发光。由此可见，该
亮光可反映金属射流的轨迹、分布及强度等特征。

图6

不同放电电压下铝合金板变形速度

Fig.6

Deformation velocity of Al sheet with
different discharge voltage

式中，h 为碰撞夹角对应的三角形的高；l 为碰撞夹
角对应的三角形的底。通过计算可知，当放电电压
为 13～16kV 时，对应的碰撞角度均约为 17°，放
电电压对碰撞角度无明显影响。放电电压的增加并
不能改变放电电流及空间时变磁场的分布，因而飞
板的塑性变形规律也不会发生变化，所以在飞板与
基板碰撞时，放电电压对碰撞角度无明显影响。
3.2

金属射流形貌特征及放电电压的影响

（a）金属射流的全过程（U=13kV）

金属射流是磁脉冲焊接的重要过程，可促进金
属间的冶金结合。根据第 1 节中的计算结果和图 6
中的速度测量计算结果可知，当放电电压为 13～
16kV 时，碰撞速度均满足金属射流产生所需条件
（174.48～1 035.28m/s）。金属射流及其特征如图 7
所示。图 7a 展示了放电电压为 13kV 时，高速摄像

（b）放电电压 14kV 时金属射流起始形貌

机捕获的金属射流的全过程。如图所示，当铝合金
板与镁合金板碰撞后，图像中出现了两道亮光，分
别位于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碰撞处边缘的夹角区。
该光源明显强于背景光源，由此判断其不是源自

图7
Fig.7

金属射流及其特征

Metal jet and its characteristic

根据亮光的状态和铝合金板的形貌，可将金属
射流过程分为起始阶段、发展持续阶段和消退阶段。

LED 灯，且不会发光的绝缘垫片边缘表面也发出了

起始阶段（0≤t＜2.82μs ）：铝合金板与镁合金

亮光，因此可判断亮光是从碰撞夹角处移动到了绝

板刚发生撞击，接触区域较小，金属射流在夹角处

缘垫片边缘，运动方向与焊接方向一致。此外，在

产生。此时也是撞击速度最大的时刻，因此金属射

光源与绝缘垫片之间还发现可见的微小白色光点，

流产生的亮光很快连通了接触区域的两个夹角。

如图 7b 所示。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亮光是由金属射

发展持续阶段（2.82μs≤t＜32.43μs ）：铝合金

流产生的。磁脉冲焊接过程中，铝合金板与镁合金

板在电磁力的作用下继续发生塑性变形，随着变形

板猛烈撞击，撞击处压力较大，会破坏金属表面。

区域不断扩大，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接触面积逐渐

金属表面被破坏时会脱落金属碎屑，并快速朝绝缘

增大，两者的夹角朝绝缘垫片方向移动，且金属射

垫片方向移动，形成了金属射流。此外，金属射流

流产生的亮光面积逐渐增大，直至覆盖着整个夹角区。

还具有高温这一特征，金属碎屑的热量主要来源于

消退阶段（32.43μs≤t＜45.12μs）：尽管铝合金

两个方面：①焊接时板件在极短时间（10μs）内变

板还在继续变形，但金属射流不再产生。此阶段亮

形，间隙中的空气被快速压缩；②猛烈撞击过程中，

光由绝缘垫片表面的高温金属射流残留物产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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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光强度逐渐减弱，覆盖面积逐渐减小，直至消失。

Ec =

当 t =2.82μs 时，不同放电电压下的金属射流如

1 2
LI
2

（11）

图 8 所示。当放电电压为 13kV 时，金属射流集中

式（11）表明，电路中的能量与放电电流 I 的

在板件夹角附近，夹角之间仅有一条微弱的白色光

二次方成正比。通过图 4 和图 6 可知，放电电压越

线。当放电电压为 16kV 时，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

高，运动过程越短，而不同放电电压下放电电流达

的间隙几乎被亮光完全覆盖，包括夹角区以及夹角

到峰值的时间是一样的，因此碰撞后的电流幅值与

之间的区域。如式（5）可知，随着放电电压的提高，

放电电流的峰值之间的时间区域 T 越长，即

碰撞速度与碰撞压力也会不断增大，金属表面被破

T = tpeak − tp

坏程度严重，产生的金属颗粒也会增加，因而金属

（12）

射流强度不断提高，金属射流的面积、覆盖区域的

式中，tpeak 为电流峰值时刻；tp 为碰撞时刻。因而对

面积不断扩大。

应的电路能量也就越大，铝合金板上的洛仑兹力持
续时间越长，式（7）中的反向加速度减小，从而增
加射流持续时间。
3.3

放电电压对结合界面的影响
当放电电压为 13kV 时，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

未得到牢固的焊接接头，在剥离实验中被分开。分
开后的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焊接接头内表面的宏观
形貌如图 10 所示。

图8
Fig.8

不同放电电压下的金属射流

Metal jet with different discharge voltage

图 9 展示了放电电压与金属射流持续时间的关
系。金属射流持续时间指金属射流起始阶段和发展
持续阶段的时间之和，不包括消退阶段。从图中可
知，随着放电电压的提高，金属射流持续时间不断
增加，两者呈正相关。放电电压的提高会增加碰撞
速度和碰撞点速度，金属射流持续时间也会增加。
此外，磁脉冲焊接中，放电能量在储能电容与电路
电感中振荡，电路中的能量 Ec 可表示为
图 10

铝合金-镁合金焊接接头内表面形貌（U=13kV）

Fig.10

Al-Mg welded joint inner surface morphology
(U=13kV)

从图 10 中可知，铝合金板与镁合金板接头处内
表面都出现了一个多层椭圆形貌的焊接区，该形貌
与磁场分布有关 [33] 。根据表面形貌，焊接区域可分
为垂直撞击区、撞击结合区和塑性变形区域。如图
10 所示，撞击结合区是一个扁平椭圆环，该区域的
颜色与金属自身颜色区别明显，表明金属表面形貌
被破坏。冶金结合（焊痕）出现在撞击结合区域内，
图9
Fig.9

放电电压与金属射流持续时间的关系

只有冶金结合区域面积足够大时，焊接接头才牢固。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harge voltage and

当放电电压为 13kV 时，撞击结合区椭圆环端部在

metal jet duration

靠近板件边界处断开，没有闭合，且焊痕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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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推断焊接效果不佳。当放电电压高于 13kV
时，铝合金板沿扁平椭圆状接头的边缘被剥离，而
接头未被破坏，表明焊接接头的机械强度高于母材
铝合金板，与文献[34]实验结果一致。
在拉伸强度测试中，当焊接接头的机械强度足
够大时，母板（铝合金板）比焊接接头更容易被破
坏。因此，本文未采用直接拉伸的方式比较焊接接
头效果。T. Itoi 在铝合金板与不锈钢板磁脉冲焊接
研究中发现，焊接宽度可反映接头结合强度，即冶
金结合区域越宽，焊接效果越好 [35]。为比较焊接区
域的宽度，从焊接接头中心处切割后制样抛光，通
过金相显微镜（Carl Zeiss 37081）对接头微观形貌

（b）冶金结合区域宽度

进行观测。
不同放电电压下的冶金结合区域如图 11 所示。
图中，磁脉冲焊接接头截面形貌为轴对称结构[36]，可
分为五个区域，从左往右依次是边缘未焊接区、焊
接区、中心未焊接区域、焊接区、边缘未焊接区。
中心未焊接区的间隙存在铝合金、镁合金的金属屑
末；中心未焊接区的长度比两边的焊接区长。焊接
区存在波浪结构和平直结构，都是磁脉冲焊接冶金
结合的常见结构。为比较不同放电电压下镁合金铝合金的焊接效果，将两个焊接区域的宽度叠加并
进行比较。当放电电压低于 14kV 时，镁合金与铝合
金没有实现牢固焊接，线切割制样时易脱落，因而
本文不作讨论。图 11b 表明，放电电压为 14kV、
15kV、16kV 时，结合区域宽度分别为 1.27mm、
1.35mm、1.77mm。由此可知，放电电压越高，射
流持续时间越长，则冶金结合区域宽度越宽，即焊
接效果越好。如式（8）中所示波形界面形成时间与
初始碰撞点速度呈正相关。波形界面的长度与形成
时间和碰撞点速度相关，因而碰撞速度越大，波纹
界面长度越长，产生的金属射流持续时间越长。
图 11a 中虚线标注区域，是缝隙与焊接区域过
渡处的结合界面。根据图 6 和式（2），当放电电压
为 14kV 时，碰撞点速度约为 1 300m/s，高于波纹

（c）缝隙与焊接区域过渡处的微观形貌

图 11

不同放电电压下的冶金结合区域

Fig.11

Metallurgical bonded zones at

形成的临界条件 897m/s，因而在结合界面会产生波

different discharge voltages

纹。当放电电压高于 14kV 时，碰撞速度和碰撞点

当放电电压为 14kV 时，结合界面呈现的是几近平

速度也会增大，均将产生波纹界面，如图 11c 所示。

直的形貌，在靠近板件中心处出现了微小的波纹，
其波长最大约为 1.67μm，波高约为 0.81μm；当放
电电压为 15kV 时，结合界面的波长最大约为 41.8μm，
波幅最大约 5μm；当放电电压为 16kV 时，结合界
面出现了明显的波纹形貌，其波长最大约为 83.28μm，
波幅最大约 13.19μm，均远高于 14kV 和 15kV 时的

（a）焊接接头截面宏观形貌

情况，铝合金与镁合金机械咬合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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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射流可清洗金属表面，去除表面的氧化层

[4]

467

邱立, 杨新森, 常鹏, 等. 双线圈轴向压缩式管件

及污渍，促进金属冶金结合。因此提高放电电压，

电磁胀形电磁 力分布规律与 管件成形性能 研究[J].

同时也提高碰撞速度，增长金属冶金结合宽度，如

电工技术学报, 2019, 34(14): 2855-2862.

图 11b 所示。此外，根据式（4），放电电压的提高，

Qiu Li, Yang Xinsen, Chang Peng, et al. Elec-

不仅增加了射流持续时间，还提高了碰撞压力，使

tromagnetic force distribution and forming per-

焊接表面被破坏程度更加严重。碰撞产生的金属碎

formance in electromagnetic tube expansion process

屑也就越多，因而金属射流更加剧烈，产生的亮光

with two coils[J]. Transactions of China Electro-

面积更大，与图 8 中实验结果一致。

technical Society, 2019, 34(14): 2855-2862.

4

[5]

结论

邱立, 李彦涛, 苏攀, 等. 电磁成形中电磁技术问
题研究进展[J]. 电工技术学报, 2019, 34(11): 22472259.

本文建立了 磁脉冲焊接 镁合金-铝合 金综合实
验观测平台，对放电电压这一重要参数对金属射流

Qiu Li, Li Yantao, Su Pan, et al. Research on

及结合界面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得

electromagnetic problems in electromagnetic forming

到如下主要结论。

process[J]. Transactions of China Electrotechnical

1）镁合金与铝合金磁脉冲焊接过程中的金属射
流从碰撞角处产生并沿着焊接方向喷射。根据金属

Society, 2019, 34(11): 2247-2259.
[6]

黎镇浩, 曹全梁, 赖智鹏, 等. 电流丝法在电磁成

射流形成的亮光的形态，可分为起始阶段、发展阶

形线圈电流和工件电磁力计算中的应用[J]. 电工技

段和消退阶段，金属射流的变化趋势为先增强、持

术学报, 2018, 33(18): 4181-4190.

续，再减弱直至消退，整个过程不足 100μs。

Li Zhenhao, Cao Quanliang, Lai Zhipeng, et al.

2）镁合金与铝合金的碰撞速度随放电电压的增

Application of current filament method on the

加而增加。在本文实验条件下，当放电电压增加到

calculation of current and force in electromagnetic

16kV 时，碰撞速度可以达到 498.49m/s 以上。但放

forming[J]. Transactions of China Electrotechnical

电电压对碰撞角度无明显影响。

Society, 2018, 33(18): 4181-4190.

3）当放电电压从 14kV 提高到 16kV 时，金属

[7]

周纹霆, 董守龙, 王晓雨, 等. 电磁脉冲焊接电缆

射流持续时间从 36.66μs 增加到 47.94μs，且强度不

接头的装置的研制及测试[J]. 电工技术学报, 2019,

断增大；镁-铝磁脉冲焊接结合界面分别呈现出微波

34(11): 2424-2434.

界面和波纹界面，结合区域宽度从 1.27mm 增加到

Zhou Wenting, Dong Shoulong, Wang Xiaoyu, et al.

1.77mm。当放电电压为 16kV 时，结合界面波纹的

Development and test of magnetic pulse welding

波长最大约 83.28μm，波幅最大约 13.19μm。

cable joint device[J]. Transactions of China Elec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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