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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钢结构安装与焊接的过程中，由于钢金属本身的特

点，很容易出现焊接应力和变形的情况，这种情况会对

焊接强度和尺寸精度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导致结构

直接报废的现象。同时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钢结构

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承载力的变化也会导致焊接应

力与变形。因此，施工人员要扎实掌握专业的焊接技术，

加强对焊接难点的控制，通过有效措施和方法提升钢

结构焊接质量与使用寿命。

1    钢结构工程的优劣势分析

1.1    钢结构的优势
钢结构是一种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的结构类型，在实

际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钢结构强度较高，其

材料塑性和韧性都比较好，可以适应很多跨度大、承载

力强的建筑工程环境，且在使用过程中不易受天气变

化等外界因素影响，不会轻易变形影响建筑质量，从

而能够在建筑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2    钢结构的劣势
钢结构虽然得到广泛应用，但仍然存在一定缺点。

钢结构的主要构成是钢材，其对于化学药品的抗腐蚀

性比较差，容易受到环境中的化学物腐蚀，从而影响

支撑性。在钢结构的后续维护过程中，需要采用物理

除锈等方式进行维护，增加了维护成本。同时钢结构

对于火的抗性也比较差，一旦发生火灾就会发生结构

变形，从而影响建筑工程质量。

2    自动焊接技术在钢结构生产中的优势

2.1    生产的产品质量较高
自动化焊接技术是通过智能化电子系统控制生产过

程，通过指令下达和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调整焊接

参数等，使自动化设备正常运行，从而使通过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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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设备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水平处于同等水平。同时，

自动化设备生产过程中有专业的焊剂保护设施，产生

均匀分布的焊液成分，产生的污染物比传统生产设备

产生的污染物相对较少。总之，自动化焊接技术设备

的生产质量和水平是相对稳定的，同时在生产过程中

能够及时对指令进行修改和纠正，使钢结构生产能够

始终保持较高水平。

2.2    生产效率高
自动化焊接设备有着显著的优势，其生产效率高、

生产速度快。自动化设备是由许多机械零件组成，通

过预先设定好的程序进行生产，整个过程需要大量电

力，才能实现自动焊接生产。自动化焊接设备具备的

高穿透功能，能够在产生更高热量的条件下同时提升

自动化焊接设备的焊接水平与效率。通过实践数据可

知，同样的时间内，自动化焊接设备焊接的速度比人

工手动焊接要快得多，可以在长期生产中发挥更大的 
优势。

2.3    能够改善加工环境，提高产品质量
在焊接机器工作时，自动化机械设备配置的隔离罩

能够有效隔离焊接过程产生的烟雾等有害物质，同时

避免刺眼焊接光线对人眼的刺激，使焊接设备操作者

的工作过程相对安全，使工作环境更加健康安全，减

少化学物对人体的伤害。但同时钢结构的生产过程需

要大量的重复焊接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操作人员需要付

出较大的体力和精力，因此还要加强对自动化焊接设

备的升级与改进研究，进一步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量，

尽量不要长时间固定动作。

2.4    能降低能源消耗，减少能源浪费
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升级，先进的自动化焊接设备能

够通过自身系统将焊接过程产生的热量进行集中处理，

规避了传统焊接设备的缺点，因此机器运行产生的热

量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持续的热量来源能够有效降

低电能方面的消耗。同时，在焊接较薄的薄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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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自动化焊接设备不像传统焊接设备那样专门

开坡口，因此焊接过程产生的钢板材料不会到处飞溅，

能够造成很少的金属材料浪费，同时降低焊接设备的 
损耗。

2.5    操作简单且方便日常维护
自动化焊接设备的工作流程、焊接形式和工作路径

都是经过预先设计的，焊接设备只需要在预设的条件

下自动工作。这种焊接设备的结构都比较简单，操作

人员提前学习和掌握自动化焊接设备的内部基本结构

和具体操作流程即可对自动化焊接设备进行基本操作。

自动化焊接设备需要定期维护。定期的维护可以有效

地提高设备的生产效率，延长其使用寿命，实现设备

的长期稳定运行。因自动化设备的结构简单，所以维

护也相对容易，需要投入的人力成本也较少。

2.6    能实现高精度零部件的焊接
自动化焊接设备焊接技术比较高端，可以实现对

薄壁零件的高标准焊接。对于精密加工的细小零部

件，相比于传统的手动焊接，自动化焊接设备的焊接

更加精准。自动化焊接设备具有一个独特的技术，即

激光焊接技术。激光焊接技术可以精密加工，形成宽

度小、深度高的焊缝。而且，激光焊接技术在工作过

程中产生的热影响比传统焊接技术要小得多，可以使

零部件不会因高热出现变形，能够保持加工前的原有

形状，使焊接完成的零件外形比较美观。同时，激

光焊接技术的焊接速度较高，能显著提升焊接工作 
效率。

3    自动化焊接技术在钢结构生产中的难点分析

3.1    设备体积较大，影响焊接效果
钢结构成品体积庞大，往往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

涉及的零部件数量较多。而自动化焊接设备普遍体积较

大，对焊接空间有一定的要求，比较适合在大空间工作。

对于钢结构部分区域的焊接操作，如在箱型杆件内部

区域进行钢结构中的整体节点间隙焊接时，由于可施

工空间较小，自动化焊接设备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会

影响焊接工作质量。

3.2    焊接位置不良，难以应用自动化焊接
受环境、空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焊接设备实际

工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现实问题，难以实现焊接

工作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在钢结构的焊接过程中，比

较常见的是平位的焊接方式，其他焊接方式由于受焊

接空间或焊接位置的限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很难保

证焊接效果。因此，要结合自动焊接结构的具体特点

和要求，具体分析工作环境，适当采用自动化焊接技术。

也可以通过改良具体的技术措施和操作方法来提升自

动化焊接技术的应用范围。

3.3    高空作业情况多，焊接难度较大
在钢结构的焊接工作中，许多焊接作业需要在高

空才能完成，而且开展焊接作业时，下面的楼层一般

仍处于待施工的状态，此时因工人施工难度较大，危

险性较高，自动化焊接设备无法使用。因此，在高空

施工前需搭建操作平台，采取完善的防风、防雨、防

雷措施，保证自动化焊接设备的安全。在实际工作中，

有些起连接作用的板材因厚度较大，需要 24h 持续焊

接，工作强度大，因此，必须创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4    自动化焊接技术在钢结构生产中的应用策略

4.1    控制钢结构工程焊接材料的质量与品质
钢结构焊接作业一般在室外或比较潮湿的环境进行，

焊接材料如焊条、焊剂、焊丝等容易出现受潮现象，因此

在存储和运输钢结构材料的过程中，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

进行物理防潮处理，确保材料不受潮变质，以免影响焊接

设备的正常运行。要在分析钢结构构件的特殊性质的基础

上进行防潮处理，首先应该结合不同焊接材料的特性，以

及相关防潮规定和要求对焊接材料和零件进行高温烘焙处

理，实现第一步防潮处理。在处理过程中还要考虑不同材

料的性质，例如对低氢型炭条进行防潮处理时，应在 350
～ 400℃之间进行 2h 持续高温烘焙，高温烘焙结束后应

立即放入保温箱。并且常温状态下，焊接材料的连续使用

时间不得超过 4h，如果超过 4h 需要对材料进行再次高温

烘焙处理，确保焊接材料的状态。在对焊接材料进行高温

烘焙的过程中，要定时准确做好记录，对材料规格、材料

型号、温度变化、外表形态变化等进行记录，记录完成后

由检查人员进行检查和确认，确保烘焙过程的严谨和烘

焙后的焊接材料质量，为后续施工提供基本的焊接材料 
保障。

4.2    科学合理设计，选择正确的焊接方法
钢结构的建造施工过程是以设计师的图纸为施工标

准进行的，因此合理的施工设计是保证钢结构高质量

的重要前提。设计过程中不仅要考虑钢结构的具体构

造节点，还要考虑不同钢结构材料的具体特点，以及

不同钢结构焊接的具体要求，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建

设关键点和施工重难点，并在设计图纸上标注，把焊

接出现变形的概率降到最低。在设计施工方案时，要

充分考虑施工环境、焊接材料等因素，严格控制焊接

位置和着力点和焊缝数量，避免因绗缝质量影响钢结

构的整体稳定性，预防和减少钢结构焊接变形情况的 
出现。

4.3    引进自动化焊接设备，提升焊接水平
自动化焊接设备作为钢结构建造的重要设备，经过

发展和技术升级，其焊接技术已基本成熟，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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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断扩大。但由于我国自动化焊接设备的研究起步

较晚，自动化焊接设备质量和焊接技术相对比较落后，

因此目前市场上使用的大部分自动化焊接设备是国外

生产制造的。目前国内多家企业正在积极研发和生产

钢结构自动化焊接设备，助力实现我国焊接设备的转

型升级。当然，国内的研发工作也需要引进国外的先

进焊接设备，通过借鉴和改造升级，不断提升我国自

有自动化焊接设备的技术水平。

4.4    合理选用自动化焊接材料，确保焊接效果
在使用自动化焊接技术焊接钢结构的过程中，要达

到理想的焊接效果，焊接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首先

要选择合适的焊接材料，保证焊接材料具备良好的工

艺性能，能够在焊接过程中实现连续稳定的送丝，不

会出现乱丝和缠绕等现象。好的焊接材料对焊接质量

有决定性作用。如利用焊丝的对正性能，可以显著提升

焊接外观质量。其次要选择具有良好熔敷效果的焊丝材

料，减少焊接过程的火光，避免脱渣风险。随着钢结

构材料的升级和材料性能的提高，焊接接头的标准也

在不断提高，因此在自动化焊接设备实际工作的过程

中，应坚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新技术，不断积累经验，

总结创新，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操作模式。

4.5    采用结构标准化设计，提升焊接水平
钢结构是一种数量众多、体积庞大、构件繁琐的结

构，科学利用自动化焊接技术的前提是进行标准化设

计，提升焊接的质量。首先要加强对细微细节的处理，

只有确保细节无误，才能为焊接打好基础，保证焊接

过程的连续性。例如钢结构横隔板结构设计中，水平

类型与竖向类型的加劲肋间的距离较小，操作自动化

设备时，前进和操作过程容易有阻碍，不能充分发挥

自动焊接设备的功能。故在操作机械过程中，要实现

焊接缝隙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提升焊缝的质量，保

证不同环境下的焊接效果。

4.6    采用先进的自动化焊接技术，提升工艺技术水平
在钢结构的焊接过程中，需充分利用专业的自动

焊接设备，同时本着科学合理的原则，探索提高焊机

技术工艺与水平，在分析不同操作环境的基础上研发

提升技术说，在提高自动化焊接水平的基础上，保证

焊接效果的高质量。例如在精确焊接工作过程中，可

以采取自动化设备组装定位机床进行操作，将自动化

设备的行走、除尘及定位功能与具体工作设备相结合，

在满足环保性的同时提升自动化焊接水平，满足不断

提高的自动化焊接工作需求，实现工艺技术水平的 

提高。

4.7    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提高自动化焊接技术
自动化焊接技术的发展和调要求与其相关管理制度

要不断完善。只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自

动化焊接技术的持续提高。首先，要建立科学的管理

制度和执行规则，建立符合自动化焊接情况的质量管

理体系，同时专业的管理人员要对工作人员的焊接工

作过程进行实时监督，确保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严

格履行工作职责，遵循严谨的工作流程。其次，要增

加对技术人员的培训频率，使操作人员能够不断学习

和吸收先进的焊接技术，了解和熟悉不更新的焊接设

备的性能和特点，快速掌握设备操作方法和技巧，并

第一时间应用于钢结构焊接作业过程，提高工作效率

和焊接质量。

4.8    自动化焊接技术在钢结构生产中的发展方向
钢结构的建造要求越来越高，结构中对接缝数量也

越来越多，对自动焊接设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自

动焊接设备和技术的升级。目前，自动化焊接技术的主

要发展方向是设备的小型化和技术的精细化。钢结构中

小空间焊接作业要求自动焊接设备向便捷式小型自动

化焊接设备发展。同时，钢结构材料的升级也提升了

对焊缝质量的要求，焊接设备的精密度越高，焊缝质

量也就越高，焊后钢结构的外形质量自然也就越完美。

5    结语

自动化焊接技术在钢结构生产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

的，其工作速度快、适应性强、操作简单易维护的优

点在钢结构建造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因此要加

强对自动化焊接的科学研究力度，探究自动化焊接技

术的发展方向，促进焊接设备和焊接技术的不断转型

升级，真正实现自动化焊接技术水平质的提升，提高

钢结构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 徐洪飞 , 吴佰胜 . 钢结构桥梁焊接自动化技术发展

与应用 [J].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20(33):176-177.

[2] 余力 , 江威 . 浅谈桥梁钢结构焊接自动化技术应用

与发展 [J]. 中国设备工程 ,2020(04):165-166.

[3] 滕光辉 .建筑钢结构高性能钢焊接技术的探讨 [J].

建材与装饰 ,2019(33):35-36.

[4] 徐向军 . 桥梁钢结构焊接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J]. 金属加工 ( 热加工 ),2015(22):1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