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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合考虑了激光熔覆热流施加 、材料传热两方面的自身特点(在热源施加方面 ,

激光熔覆是小面积 、快速 、分布不均匀的热流输入形式;在材料传热方面 , 激光熔覆是多

层异质 、预置涂层多孔非实质的材料传热方式), 建立了合理的激光熔覆数值模型 , 利用

有限元法 , 通过计算模拟 ,结果表明:所得激光熔覆温度场模拟结果与实际测量情况吻

合良好 , 从而证明了本文数值模型的正确性 ,为今后各种参数下激光熔覆的温度场模拟

提供了一理论基础。

关键词:　激光熔覆　数值模拟　温度场

0　序　　言

激光熔覆温度场的计算模拟主要须考虑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激光加热热源的特殊性;二是

被加热工件的材料特殊性 。从热源方面看 ,激光加热熔池体积小 、加热冷却快 、温度梯度大 、作用力

多等特点;从加热材料方面看 ,加热试件本身为多层异质材料 ,预置涂层为多孔非实质层 。[ 1]本文

利用所建模型 ,通过有限元的方法计算模拟了激光熔覆过程中温度场的分布情况 ,取得了理想的结

果。

1　激光熔覆的物理模型

激光熔覆的物理过程如图 1所示。

图 1　激光熔覆物理模型示意图

Fig.1　Physical model of laser cl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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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限元温度场计算的基本理论[ 2 ～ 4]

2.1　温度场的控制方程

对于任意一封闭曲面所围成的物体 ,其温度场的分布必然满足下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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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θ是物体的温度;K x , Ky , Kz 是对应直角坐标系的 x , y , z轴的热传导率;θe 是面积 S1

的环境温度;qs 是面积S 2 上的边界热流输入;Ks是垂直于表面 S 2 上的热传导率 。

2.2　边界条件

2.2.1　初始条件:θ t=0=θ(x , y , z)

2.2.2　热流边界条件:qs =qs2

2.2.3　对流边界条件:qs =h(θc-θ
s)

2.2.4　辐射边界条件:qs =k(θc-θ
s)

3　计算试件的选择

通过试验可知:对于涂层为镍基合金 ,基材为 45#钢 ,覆层厚度为 0.3 ～ 0.5mm 的激光熔覆 ,在

扫描速度为 0.3m/min和 0.4m/min下 ,熔覆质量良好 ,基材与熔覆层间形成良好的冶金结合 。为

此以扫描速度为 0.3 ～ 0.4m/min为计算基础试件。

4　三维有限元数值分析模型

三维有限元数值分析模型如图 2所示。

图 2　计算试件的单元网格划分示意图

Fig.2　FE mesh for 3D-nume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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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激光熔覆温度场的有限元计算

5.1　激光加热热源

热源是按三维表面热输入方式施加的 ,激光的能量分布近似按高斯分布处理 ,功率为 1500W ,

试件对激光辐射能量的吸收系数为 0.6。

5.2　基体材料的导热系数 、热容

基体材料为 45#钢 ,其热容及常温状态下的导热系数可由材料手册查得;材料在高温状态下的

热容和导热系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如图 3及图 4所示[ 2 、5 、6]

图 3　比热容 Cp ,热焓 ΔH与温度的关系

Fig.3　Rel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Cp、ΔH

图 4　热导 k 与温度的关系

Fig.4　Rel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K

5.3　预置合金涂层的导热系数 、热熔

对于预置涂层 ,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认为 ,预置涂层为绝热层 ,激光通过它传入基体的能量可

忽略 。在本实验所采用的等离子热喷涂方式预置合金层 ,合金层致密 ,气孔率小 ,其固态下的导热

情况既不同于纯固态金属体 ,也不同于纯绝热层。在本文中引入计算预置涂层的传导热系数麦氏

方程:

λp/λm=(1- A)/(1+ A) λp:预置涂层的导热系数

λm:单纯固态金属导热系数

 A:气孔占总体积比

采用等离子热喷涂方式预置涂层 ,其涂层比较致密 ,气孔率较小 ,约为 3%～ 10%,计算中取气

孔率为 5%。

5.4　对流 、辐射系数

激光熔覆加热过程中 ,同时存在与外界环境的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两种形式的散热 ,为计算方

便引用一个总的放热系数来考虑这两种换热方式的综合影响。

5.5　熔池及热影响区的计算结果

5.5.1　单道激光熔覆的熔池 、热影响区的形状与尺寸

计算熔池 、热影响区的形状和尺寸如图 5所示 。可见 ,其计算模拟结果与实际测量情况吻合良

好。

5.5.2　多道搭接激光熔覆的熔池 、热影响区的形状与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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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熔池 、热影响区的形状和尺寸如图 6所示 。可见 ,其计算模拟结果与实际测量情况吻合良

好。

6　激光熔覆试件熔池 、热影响区的测量

6.1　单道激光熔覆的实际熔池及热影响区的尺寸 、形状

在本文中 ,对于单道激光熔覆(激光功率为 1500W 、扫描速度为 0.4m/min 、熔覆厚度为 0.

4mm)采用了熔覆过程中吹高压氮气的方法来获得其液态熔池 ,利用高精度的表面粗糙度测试仪

来测得其形状趋势;利用金相法测量单道熔覆试件截面照片来确定其熔池及热影响区的具体形状

与尺寸 ,如图 5所示 。

图 5　计算 、测量的熔池及热影响区形状 、尺寸

Fig.5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single cladding pool shape and size

6.2　多道激光熔的实际熔池及热影响区的尺寸 、形状

图6分别为激光功率为 1500W 、扫描速度为 0.4m/min 、熔覆厚度为 0.4mm 、搭接量为 1/2情

况下的熔池 、热影响区的形状 、尺寸 。

图 6　计算 、测量的熔池及热影响区形状 、尺寸

Fig.6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multi-cladding pool shape and size

7　结　　论

(1)建立了激光熔覆三维温度场的计算模型 ,体现了激光熔覆的多层异质及预置涂层多孔非实

质的材料加热特点;精确地确定了激光热源的施加分布情况;方便地实现了材料的热物理性能参数

随温度的规律变化;准确地计算了试件所对应的熔池及热影响区的分布形状及尺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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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激光熔覆试验 ,测出了熔池和热影响区的形状 ,结果表明:采用有限元计算模拟的激光

温度场与实际测量的结果吻合良好 ,为合理地选择激光熔覆工艺参数奠定基础 。
(1996-07-18收到初稿;1997-03-28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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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of Temperature Field of Laser Cladding

Xu Qinghong , Guo Wei , Tian Xi tang

(Harbin Inst itute of Technology)

Li Zhi

(China Education Commissio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three -dimensional temperature field of laser cladding is calculated

through FEM .In FEM , the calculated workpiece can be divided into such elements as of dif ferent

shape , size and thermal properties , so , the heat source and material conduction of laser cladding are

fully embodied.In the aspect of heat source , heat flow input includes small area , high speed and un-

even heat flow dist ribution;in the aspect of material conduction , it includes multilayer of different ma-

terial and holy pre -coating.By FEM ,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surface tension , convection , m ass

transfer , fluid flow , metal vapor pressure etc.)are all investig ated by proper processing .It has been

show n that experimentally determined laser cladding pool shape is found to be in fair agreement w ith

the corresponding theo rectically calculated values.It would be possible , at least in principle , to adjust

laser cladding parameters so as to achieve a desi red combinat ion of microstructure and mechnical prop-

erties.

Key words　laser cladding , numerical simulation , temperature f 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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