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本书由六篇构成，每篇根据归类，又分为不同的章节。第一篇是铝合金车体制造技术基

础篇，主要叙述铝合金车体生产过程中的专业技术基础；第二篇是铝合金焊接质量体系和检

验控制篇，主要介绍了铝合金车体焊接质量体系应该完成的工作、工作规则以及焊接质量检

测和控制的方法；第三篇是铝合金车体制造模式篇，详细介绍了轨道装备制造企业世界各主

要公司的铝合金车体生产模式，从各种模式的比较中，可以清楚了解到铝合金车体制造技术

在世界的发展情况；第四篇是工装卡具设计篇，通过对铝合金车体制造过程所需要的工装卡

具的介绍，详细了解工装卡具的设计原则和方法；第五篇是焊接培训篇，详细介绍了焊接培

训的各种技巧和培训内容；第六篇是焊接环保篇，目的是让操作者和企业管理者意识到铝合

金焊接烟尘对健康的危害，了解保护自己健康的方法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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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章由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撰写，撰写人员：王

俊玖 

第十八、十九章由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撰写；撰写人员：丁国华 

    第二十六、二十七由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撰写，撰写人员：夏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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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三十二章由长沙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撰写，撰写人员：徐文汉、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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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由中国北车集团公司总裁奚国华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尚杨给

予写序和指导。 

本书实践性、理论性、技术超前性均很好，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在校大学生、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和企业管理者使用，特别适合从事铁路设备制造工厂和从事焊接的技术人员使用。 

本书未经作者本人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共同许可，不可以用任何形式的电子化处理、拷贝、

复制该图书。 



 

前  言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运输事业的不断发展,给轨道交通运输车辆提出了越来越

高的要求,轻量化和高速化已成为现代化铁道车辆运输的重要标志,要做到轻量、高速,最好

的办法就是减轻车体自重,大力发展铝合金车辆，采用铝合金车体是铁路运输事业和城市轨

道车辆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开发铝合金车体的起步比较晚，1989 年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开发了首辆铝合金

地铁车体，1996 年首次用进口大型铝型材开发了 “中华之星”号铝合金车体，2001 年长春

轨道客车股份公司建成了国内第一条铝合金车体自动化生产线，并利用国产铝型材先后开发

研制了国内第一列广州二号线地铁、深圳一号线地铁、长白山号动车组、武汉轻轨和重庆单

轨车辆，这些产品对推动中国铝合金车体制造技术和引导车辆消费市场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目前铝合金车体高速动车组已经大量运营在我国的各条铁路干线上，为缓解我国铁路运营能

力起到决定作用。由于铁路制造技术发展异常迅速，相关科研、教学资料明显滞后，没有一

本系统的制造技术丛书可以借鉴，为此中国北车集团组织北车相关单位编写了一套 “轨道

车辆制造技术” 系列丛书，全面反映和介绍铁路车辆制造技术的发展，为人才培养、技术

进步做好基础工作。 

本书为铝合金车体制造技术部分，由中国北车集团奚国华、王炎金组织编写，本书从铝

合金材料、设备、焊接工艺、加工工艺、车辆制造工艺、质量控制、人员培训、环境保护与

健康、工装卡具设计等方面全面介绍了铝合金车体生产所涉及的相关技术，是一本内容新、

实用性强的高水平的专著，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总结。本书可以作为在校大学生、企业工程

师、技术管理者、焊接培训机构、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考用书。 

铝合金车体制造技术发展很快，内容也很丰富，但是限于时间和作者的水平，书中不妥

之处在所难免，真诚希望使用本书的同志批评指正。 

                                                作者 

                                              2009 年 10 月 

 

 

 

 



 

序 

 

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源泉，理论往往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并通过实践实现社会效

益。因此，实践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很宝贵的，通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验更

加宝贵。 

中国北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编写的《铝合金车辆焊接工艺学》，就是根据多

年制造铝合金车辆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总结了在生产实践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在实践中

逐一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难能可贵！ 

我国每年出版许许多多的科技书籍，但是直接来自企业编写的书并不多见。希望通过

这本书的出版能带动更多生产第一线的工程师、技师参与编写和总结实际生产经验的书，繁

荣我国科技图书的市场。  

当今，保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其中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是重中之重，而节能减排是主要的措施。轻金属的扩大应用是 21 世纪的必然，

铝及铝合金不仅在航空航天器，而且在汽车、轨道交通车辆、船舶以及金属结构等领域也将

不断增加其应用的比重。《  铝合金车辆焊接工艺学  》一书以铝合金的焊接制造为中心，

全面介绍了铝合金车体制造中的结构设计工艺性、焊接工艺特点与加工技术、焊工的培训步

骤、车体的制造模式、质量控制与检验、焊接环境与职业健康的有关问题。不但为轨道交通

车辆的制造全面总结了一套成熟的制造技术，而且也为其他行业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焊接大国, 希望到2020年我国能成

为世界焊接强国。在这过程，科学地总结经验和不断地技术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 

                              

                                      林尚扬 

 

                                                  2009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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