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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行了不锈钢焊接凝固裂纹温度场分析与数值模拟。首先将电弧看成辐射状对称并呈高斯分

布的二维热流作用于工件表面 ,解决了电弧产热问题;其次 ,通过液淬法测试金属的固相分数随温度变

化率 ,得到了凝固潜热释放率;最后采用增大热传导系数的方法 , 考虑了熔池内流体流动对整个温度场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二维焊接凝固裂纹温度场计算模型。此外 , 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了二维焊

接凝固裂纹温度场 ,并研究了焊接规范参数及材料的热物理性能对温度场的影响 ,为进一步进行焊缝金

属凝固裂纹应力应变场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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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众所周知 ,焊接凝固裂纹是材料对裂纹的抗力与机械驱动力对抗作用的结果 ,当机械驱动力超

过材料对裂纹的抗力时 ,则产生裂纹 。凝固裂纹阻力由材料的冶金因素决定并可基于可调拘束试

验等方法测量。而凝固裂纹的驱动力 ,即在熔池尾部积累的动态机械应变 ,由于焊接中凝固过程的

复杂性 ,相对研究较少。凝固裂纹驱动力主要是由于焊接构件不均匀的温度场引起的
[ 1]
。因此研

究凝固裂纹驱动力首先必须研究诱发产生驱动力的温度场 。

1　焊接温度场模型的建立

1.1　控制方程

本文建立了含有沿焊缝移动电弧热的二维焊接凝固裂纹温度场计算模型 ,考虑了热源随电弧

移动的热输入及上下表面对流 、辐射散热 ,但忽略从板边的对流和辐射热损失 ,所有的边界条件 ,即

由于焊接电弧产热而造成的试件表面所形成的热生成或热损失 ,都以内部热生成或热损失的形式

包含在控制方程中。假设座标系统固定在二维平面上 , X 轴沿焊缝中心线 ,Y 轴沿试板边缘 ,建立

的控制方程如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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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ρ　———单位体积比热容　　　　　δ———工件厚度

Q ———内部热生产率 qc———表面对流散热

qarc ———电弧热输入 q r———辐射散热

q i ———潜热释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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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弧能量输入

对于 TIG焊 ,一般都将电弧看成辐射状对称并呈高斯分布的二维热流作用于工件表面 。设电

弧随 x 轴运动 ,则热输入的高斯分布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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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 、I 、υ分别是电弧电压 、电流和电弧移动速度;r , η分别是点(x , y)到电弧中心的距离和电

弧热效率系数;rb是电弧的有效加热半径(95%的热流分布在此范围内)。

1.3　熔池内的流体流动

熔池内流体流动由于增加了热传导速度 ,对焊接过程的温度场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 ,熔池内流

体传热和流动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大多数研究是以静态熔池为基础 ,对于动态

焊接熔池的热场和流场模拟仍存在很多困难 。本文在模型计算中 ,采用增大有效热传导系数的方

法 ,来考虑熔池内流体流动对整个温度场的影响 ,它的准确性已经得到证明
[ 3 , 4]
。

1.4　相变潜热的处理

研究表明 ,凝固潜热不仅对熔池的形状和尺寸有较大的影响 ,而且对其温度分布也有很大的影

响。因此 ,在本研究中有必要考虑其影响。潜热释放率与金属凝固分数成正比 ,可用下式表示:

qi =ΔH
 fs
 t (4)

式中　fs ———固相百分数;

ΔH———单位体积的熔化潜热 。

固相分数随温度变化率可通过液淬法得

到 ,从而可以得到潜热释放率 。具体试验步

骤如下:将一块 10 mm×10 mm×10 mm 的不

锈钢金属块放在坩埚中加热至稍高于液相线

温度 ,保温 5 min 后冷却至固液共存区某一

温度 ,再保温 5 min ,然后将其投入冷却液中

激冷 。液淬试验后 ,对试样进行腐蚀 ,并通过

金相显微镜对其形貌进行观察和测量 ,从而

计算出固液共存区不同温度下的固相百分

数。通过实测并分段线性后得出的固相分数

随温度变化规律的曲线 ,如图 1所示 。

2　有限元方法的实施

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有限元计算可分为三个方面:确定材料的热物理参数 、落实边界条件及区

域离散化。本文假定所采用的材料是各向同性且均匀的 ,其热物理参数随温度而变化 。采用 4节

点单元进行区域离散 。为了处理可能比较大的温度梯度 ,在焊缝及其附近采用较密的网格 ,如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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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温度场计算时采用的有限元网格

Fig.2　Corresponding heat transfer analysis mesh

3　焊接温度场的计算结果及验证

3.1　凝固潜热对温度场的影响

图3为凝固潜热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温度场的影响 。由图可见 ,凝固潜热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温

度场的影响很大 。与假定凝固潜热在固液相线间以恒定速率释放方法的计算结果相比 ,采用本文

的实测方法计算出的熔池尺寸相对较窄 、较长 ,但对低温处的温度影响不大 。

图 3　凝固潜热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温度场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latent heat o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s in weld pool and adjacent areas

3.2　熔池内的流体流动对温度场的影响

熔池内的对流传热大大加快了传热速度 ,因此对焊接温度场有较大的影响。图 4示出了其模

拟计算结果。

由图可见 ,当考虑了熔池内的对流传热影响时 ,计算出的熔池尺寸及其附近温度场等温线比不

考虑时变宽了 ,长度减小了 ,而对远离熔池的温度场影响不大。由此可见 ,当研究的对象是针对解

决凝固裂纹问题的温度场时必须考虑熔池内流体流动的影响。

3.3　焊接参数对温度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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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提供了在焊接线能量相等且能够全熔透情况下 ,两组焊接参数的温度场 。第一组:I =

135A , U=14.5V , v =2.5mm/s;第二组:I =200A , U =15.6V , v=4.0mm/ s。

图 4　焊接熔池内流体流动对熔池形状和温度场分布的影响

Fig.4　Influence of fluid flow o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s

图 5　焊接规范参数对温度场分布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welding parameters o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s

由图可见 ,尽管焊接线能量相同 ,焊接参数改变时 ,等温线的形状和尺寸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大电流快速焊情况下焊接熔池及温度场变得窄而长 ,反之则粗而短。从这一结果可以预测 ,焊接规

范参数对应力 、应变场也有很大影响 ,从而影响焊接凝固裂纹敏感性 。

4　焊接温度场计算模型的验证

为验证温度场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采用热电偶法 ,对焊缝两侧热影响区的温度进行了测

量[ 5] 。图 6为温度场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可见计算结果与测量结果基本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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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温度场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Fig.6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temperatures and measured ones

5　结　　论

本文建立了不锈钢 SUS310和SUS316凝固裂纹二维热传导模型 ,同时 ,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其进

行了计算 。通过计算发现 ,焊接电弧的产热 、熔池内流体流动 、凝固潜热释放方式及焊接参数对熔

池尾部的焊接温度场有较大的影响 ,在从事与焊接凝固裂纹有关的温度场计算时 ,必须考虑这些因

素的影响 。

(1999-01-25收到初稿 , 1999-07-09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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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emperature Fields for Weld

Metal Solidification Cracking in Stainless St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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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temperature field of weld metal solidification cracking in the stainless steel was

analyzed and simulated.Firstly , the heat input from the moving arc is assumed to be a radially symmetricGaus-

sian distribution which is applied on the surface of a workpiece.Secondly , the released latent fusion heat was

obtained through measurement of the fraction of solid during welding by means of liquid quench test.Finally ,

the fluid flow of the weld pool was taken into account by increasing the heat conduction coefficient at elevated

temperature.As a result , a 2-D temperature field model for welding solidification cracking was developed.

Furthermore , the temperature fields were calculated with finite element method.At the same time , the paper

studied influences of welding parameters and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steels on the temperature fields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analysis of thermal stress/ strain distributions involving weld metal solidification

crack.

Key words　stainless steel , solidification cracking , temperature field ,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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