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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档

附件 A（资料的）－焊接工艺技术常识

附件 B（标准的）－适合焊机的功能常识

附件 C（资料的）－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的认可考试证书

前言
本欧洲标准由 CEN / TC 121 技术委员会“焊接”所制定，此委员会的秘书由 DS 担任。

本欧洲标准应被给予一个国家标准的地位，或者最迟在 1998 年 6 月是通过出版一个等

同的文本，或者是通过签名赞同，而且最迟要在 1998 年 6 月之前撤销其与本修正有冲突的

国家标准。

根据 CEN/CENELEC 内部规定以下国家的标准组织应遵循此项标准，这些国家包括：

奥地利，比利时，塞谱路斯，捷客，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

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托委亚，卢森堡，马尔它，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

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英国。

说明

本标准由认可检查团体提供与焊接操作员和电阻焊安装员在不同应用领域相关的相互

认知。除非当更多被指定的相关应用标准适用与严格检验时，检验应执行与本标准相一致。

为了制造本标准适用于熔焊和电阻焊，特别对焊接操作员在熔焊领域及电阻焊安装员在

电阻焊领域的术语应被阐明。

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能力和工作常识继续被批准，除非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

装员在认可范围内对焊接工作的合理联贯性。

所有新认可从发行日起要与本标准相一致。

然而，本标准并不使先前认可制定的早期国家标准或规格无效，提供要满足技术要求意

图及先前认可要与应用相关和在采用认可的生产工作。

附加检验必须执行使之在专业认可等值，仅在需要进行与本标准相一致的附加检验。

对先前国家标准或规格的早先认可考虑应在咨询时或合同期制定好及在缔约双方之间

承认。

1 范围

本标准指定对于熔焊焊接操作员及完全机械化电阻焊安装员及对金属材料自动化焊接

工艺要求。仅在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对焊接工艺期间的安装和（或）调整必须要批准。

专门执行焊接机规划或焊接机操作的人员不需要特殊认可。

当由合同或应用标准要求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的认可检验时，本标准适合。

本标准并不适用于在电阻焊的焊接操作员（参考 3.10）或高压条件下。

2 标准参考

本标准包括过期或不过期参考，其它出版物供应。这些标准参考被引用在文章合适地方



及此后列出出版物。对于过期参考，后然修改或任何这些出版物的校正适用于本标准，仅当

被修改或校正包括在内。对没过期的参考适用涉及到的最新的出版物版本。

EN288-2 金属材料焊接程序的规范和认可.第二部分：电弧焊焊接程序规范

EN288-3 金属材料焊接程序的规范和认可.第三部分：钢的电弧焊焊接程序试验

EN288-4 金属材料焊接程序规范和认可.第四部分：铝及铝合金弧焊的焊接程序检验

EN288-8 金属材料焊接方法的要求鉴定.第八部分:通过生产前焊接检验作鉴定

EN719 焊接配合 任务和责任

EN ISO 9956-10 金属材料焊接程序的批准和规范.第十部分：电子束焊接程序规范

EN ISO 9956-11 金属材料焊接程序的批准和规范.第十一部分：激光束焊接程序规范

ISO/DIS 857:1995 焊接和相关工艺.铜焊和钎焊工艺－词汇.
ISO 10447 焊接.点焊.凸焊和有缝焊的剥离和凿剥离试验

3 定义

本标准的目的就是手工焊接和部分机械化焊接的分类，根据 ISO/DIS 857:1995 的表格 1
和以下定义应用于：

3.1 自动焊：在所有操作地方的焊接要执行自动化。在焊接工艺期间焊接规范参数的手

工调整是不可能的。

3.2 功能检验：焊接机安装的检验要与焊接工艺程序规范（WPS）一致。

3.3 完全机械化焊接：在所有主要操作地方的焊接（手工工件除外）要执行机自动化。

是有可能的。在焊接工艺期间焊接规范参数的手工调整是有可能的。

3.4 试制焊接检验：拥有与焊接工艺程序检验相同功能的焊接检验，但基于不标准的试

件，模拟出生产条件。

3.5 产品检验：焊接检验要在焊接机，实际生产或使试件简单化的生产环境中执行。

产品检验的主要特征是在这次检验期间常规生产被中断。

3.6 产品样品检验：实际焊接产品的样品检验从在使用焊接机的连续产品中取样。在取

样期间不中断常规生产是必要的。

3.7 规划：认可的焊接工艺程序规范和/或指定焊接机运动程序。

3.8 机扑焊接：使用机械手来自动化焊接能使预定程序到不同的焊接方向和结构几何图。

3.9 安装：在焊接之前焊接机要正确调整及如有要求要输入机器人程序。

3.10 焊接操作员：人员在熔焊中思执行完全机械化或自动化焊接。焊接操作员在电阻焊

中使用在焊枪和工件之间相关的机械化设备或完全机械化，任务仅给予定向训练（也可参考

第一章）

3.11 电阻焊安装员：安装机械化或自动化焊接的人员

3.12 焊机：执行焊接工艺的设备总体。焊机能包括机床夹具和安装夹具，一个或多个机

械手，喂入装置和其它辅助设备。设备能执行工件的装载和卸载。

3.13 焊机操作：开启和如有必要停止生产周期。操作可包括工件的装载和卸载。

3.14 检查员或检查团体：个人或组织核实与应用标准符合。检查员/检查团体应是缔约

签约双方都能接受的。

4 认可

4.1 概论

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应被以下一种方式认可，详情参考 4.2：
――基于焊接工艺程序检验的认可，参考 4.2.1



――基于试制焊接工艺检验或产品检验的认可。参考 4.2.2
――基于产品样品检验的认可，参考 4.2.3
――基于功能检验的认可，参考 4.2.4
任何认可方法能被与焊接工艺技术相关的常识检测来补充。这样的检测是受推荐的，但

并不是强制性的。附录 A 包含对这次检验的一推荐单。

方法应被适合焊机的功能性常识检验来补充可在附录 B 中参考。

基本参数和认可范围被指定在适合 4.2 小章及在 4.3 中有效。

4.2 基本参数和认可范围

4.2.1 基于焊接工艺程序检验的认可

已成功完成的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与 EN288 第三或第四部分相关的焊接工艺程

序检验，应被考虑对使用的工件类型的认可。

根据一认可的焊接工艺程序规范（WPS）提供那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来工作，提

供的认可范围是没限制的，工件类型和焊接程序是没改变的。

在附录 C 显示的对证书的提议形式。

4.2.3 基于产品样品检验的认可

如果代表的项目样品生产被认可，已成功安装产品的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应被考虑认

可 。这产品样品的检验是与签约双方的要求相一致。

根据一认可的焊接工艺程序规范（WPS）提供那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来工作，提

供的认可范围是没限制的，工件类型和焊接程序是没改变的。

在附录 C 显示的对证书的提议形式。

4.2.4 基于功能检验的认可

已成功执行功能检验的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应被考虑对那工件类型的认可。功能

检验应包括以下：

――了解在参数偏差和焊接工艺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 WPS 控制在焊接机的参数设置

――根据 WPS 检验在焊接机操作项目

――焊接机的任何故障的报告，将会影响焊接

根据一认可的焊接工艺程序规范（WPS）提供那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来工作，提

供的认可范围是没限制的，工件类型和焊接程序是没改变的。

在附录 C 显示的对证书的提议形式。

4.2.5 自动化和机器人焊接

以下改变要求一新的认可：

――有或没有电弧和（或）接头传感器的焊接工艺

――从单焊道到多焊道技术改变

――机扑和系统类型的改变包括数字控制器

――其它基本变量专用于使用的程序

没接头传感器的焊接工艺也覆盖带有接头传感器的焊接工艺，但不是反之亦然。带有

多焊道技术的焊接工艺也覆盖单焊道技术，但并不反之亦然。

4.3 有效期

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认可有效期从试件焊接工艺的时间开始，提供被要求的

检验要满足。

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认可应保留 2 年有效期提供出与 EN 719 相一致的雇主/焊



接工艺协调者确定双方以下条件需实现：

A） 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应在现在认可范围内的焊接工作上的被雇用的合理

持续性 。对某时期的中断不再超过 6 个月是被允许的。

B） 没特殊理由去询问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常识

假如任何这些条件没履行，应取消认可。

雇主/焊接工艺协调者可签相关证书在涉及前面的 6 个月间隔。

5 延长期

在证书认可有效期可能多延长 2 年时期，在最初认可范围内，根据 4.3 提供各自以下条

件需要实现：

――按要求的质量来产品焊接

――检验记录，例如，每半年关于放射性或超声波检查的文档或关于断裂检验或剥离

和凿检验的检验报告要与 ISO 10447 相一致应被保留在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认可

考试证书的档案。

检验员或检查团体应证实与以上条件符合及签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认可考试

证书的延长期。

6 证书

检验员或检查团体应证实那焊接安装员/电阻焊安装员已成功通过认可检验。所有相关

检验情况应被记录在证书中。假如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没通过任何指定的检验，

没发行证书。

证书应在检验员或检查团体的单独责任及应包含所有在附录 C 中详述的信息下发行。

附录 C 格式被推荐作为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认可考试证书使用。

假如任何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认可考试证书其它形式被使用，应包含在附录

C 中的要求的信息。在 EN288-2.,EN ISO 9956-10 或 EN ISO 9956-11 中展示的制造商的

WPS 应给予关于材料，焊接工艺位置，焊接工艺程序及焊接工艺参数范围等的信息要

与本标准相一致。

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认可考试证书应最少以以下：英语，法语，德语一种语

言发行。

超过被允许的范围对认可检验的基本变量的每个改变要求一项新的检验及一项新的认

可证书。

7 文档

证书和检验报告/焊接工艺检验记录和延长期应被保留在文件中。

附录 A（资料的）

焊接工艺技术常识

A．1 概论



推荐工作常识检验，但并不是强制的。

然而，一些国家要求那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经历工作常识检验。假如执行工作试

制常识检验，应被记录在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证书中。

本附录略述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应必须保证符合程序和遵守惯例的工作常识。在

本附录里指示的工作常识仅被定位在最大基层。

由于在不同国家中不同的培训程序，仅提议使总目标或工作常识类别标准化。实际使

用总中的问题应由个别国家拟定，但应包括在 A.2 中包含的与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

装员的认可检验相关的问题。

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工作常识的实际检验可以由以下任何方法或这些方法的

组合体给出。

a)书写客观检验（多项选择）

b)遵循一套书写的问题的口头询问

c)电脑测试

d)遵循书写的一套标准的示范/观察

工作常识的检验被限制在与在检验中使用的焊接工艺程序相关的内容。

A．2 要求

A.2.1 焊接设备

a)气瓶的鉴定

b) 主要部件的鉴定和装配

c) 合适管口和气焊枪的选择

d) 送丝控制方法

A.2.1.2 电子束焊

a)类型和设备

b)主要部件的鉴定和装配

A.2.1.3 压焊

a)类型和设备

b) 主要部件的鉴定和装配

A.2.1.4 电阻焊接

a) 主要部件的鉴定和装配

b)合适电极的选择

c) 冷却系统

d)设备的维持

A.2.2 焊接工艺程序 1） 涉及 EN 24063 的编号

A.2.2.1 气体保护金属极电弧焊

a)程序

b)类型和电极尺寸

c) 保护其气体和流速的鉴定（没 114）
d)油嘴/接触点的类型，尺寸和维护。



e) 金属过渡的模型的选择和限制

f) 从草图焊弧的保护

A.2.2.2 埋弧焊

a)程序

b) 烘干，进料和焊剂的正确恢复

c）正确定位和焊机头的行程

d）单线或多线程序

e）焊接电流和电压的影响

A.2.2.3 电子束焊

a)程序

b）参数和它们对焊接程序的影响

c）聚焦系统

d）参数控制

e）母材的预备

f）真空系统包括泄漏检验

A.2.2.4 激光焊（751）
a)程序

b）参数和它们对焊接程序的影响

c）聚焦系统

d）参数控制

e）母材的预备

f）相关气体的选择

g）不同激光焊的类型的处理

h）对操作的模式类型

A.2.2.5 压焊（41.42.44.45）
a)程序

b）设备类别

c）表面预加工

d）控制系统

A.2.2.6 电阻焊接（21.22.23.24.25.29）
a)程序

b）表面预加工

c）参数

d）电极，接触面积和电极的固定的材料和形状

e）焊接工艺方法

f）控制和监视系统

A.2..3 母材

a)材料的鉴定

b）预热的方法和控制

c）层间温度的控制

A.2.4 消耗材料

a)耗材的鉴定

b）耗材的贮藏，加工和调节



c）正确尺寸的选择

d）电极丝的清洁和熔剂芯焊条

e）引线卷轴的控制

f）气体流速和质量的控制及监视

g）无耗材焊接的原理

A.2.5 安全和事故预防

A.2.5.1 概论

a)带电危险

b）机械风险

c）焊接烟尘和气体的风险

d）噪声危险

e）放射性应用的风险（如有是相关的）

A.2.5.2 所有电弧法

a) 增加电击冒险的环境

b)从电弧的放射性

c）杂散电弧的影响

d）劣质接地的影响

A.2.6 焊接的目检

a)目检的常识

附录 B（标准的）

适合工件的功能常识

本附录略述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应必须保证符合程序和遵守惯例的工作常识。

B.1 在相关程序中的焊接工艺顺序/程序

焊接工艺程序要求的评估和焊接工艺参数的影响

B.2 在相关程序中的接头坡口准备和焊接表示

a)至焊接工艺程序规范（WPS）的接头坡口准备的一致

b）坡口面的清洁

B.3 在相关程序中的焊接不完整性

a)焊接不完整性的鉴定

b)章节

c）预防和补救措施

B.4 焊接操作员的/电阻焊安装员的认可

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应在认可范围内知道。

B.5 程序操作

a)规划的常识（如果是相关的）

b)控制系统的常识及此系统给予的信号

c)运动系统

d）辅助设备

e)夹具和固定物和安装

f)在给出程序内的参数和调整

g）安全规章和预防

h）开始－停止 程序



附录 C（资料的）

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认可考试证书

厂商的焊接工艺程序规范：

参考编号：（若适用） 考官，考试机构 编号：

焊接操作员/电阻焊安装员的名字:

鉴定： 照片（若需要）

鉴定方式：

出生日期和地点：

雇主 ：

邮编/检验标准

工作常识： 通过 / 未考核（删除若必须的）

焊接细节 认可范围

焊接工艺程序

焊接机

－

－

与 4.2.5 细节相一致

接头传感器

单焊道/多焊技术

机扑类型

－

附加信息可利用在附页和/或焊接工艺程序规范 编号：。。。。。。

名字，日期，签名

检查员或检查团体

发行日期

位置

认可有效期至。。。

认可是基于：

－焊接工艺程序检验

要与 4.2.1 相一致

－试制焊接工艺检验或

产品检验要与 4.2.2 相一致

－产品样品检验

要与 4.2.3 相一致

－功能检验要与 4.2.4 相一致

认可检验的结果参考文件 编号：。。。

（焊接工艺程序认可记录或其它检验文件）

雇主/焊接协调者每隔 6 个月认可延长

（参考第五章）

日期 签名 职位或名称雇主/焊接协调者每隔 6 个 2 年月认可延长

（参考第五章）



日期 签名 职位或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