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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60CrMnMo钢为基体材料 ,用 AST 型 X 射线应力分析仪对堆焊残余应

力场进行了测定。发现在堆焊金属中心部位和熔合区附近的热影响区出现了两个残余

拉应力峰值。用 ANSYS 计算软件 , 模拟了堆焊过程中温度场和残余应力场的分布 , 在

模拟中考虑了马氏体相变 、杨氏模量及其它参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并将计算值与残余

应力场的测量值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 ,残余应力场的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较好 ,

说明本文建立的有限元计算模型是有效的。采用这一模型 , 模拟了不同试样尺寸对堆

焊金属残余应力场分布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 ,随着试样尺寸的增大 ,残余应力峰值增

大 , 且峰值位置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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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中高碳钢零部件的热影响区和熔敷金属堆焊后

经常开裂 ,从而使零件报废
[ 1]
。影响开裂的因素有

两方面 ,即冶金因素和力学因素。对于冶金因素方

面的影响 ,已开展了一些研究 ,如:稀土氧化物在中

高碳钢堆焊金属中成为非均质形核核心作用[ 2 ,3] 、

稀土氧化物对中高碳钢堆焊组织[4] 、拉伸性能[ 5]以及

抗开性能[ 1]的影响 ,并研制了抗开裂堆焊焊条[ 6 、7] 。

而力学因素方面的影响却考虑很少 。中高碳钢堆焊

过程中 ,当发生马氏体相变时 ,必然会产生较大的相

变应力场 ,它与热应力共同作用容易使得具有高硬

度 、低塑性的堆焊金属开裂。同时 ,零部件尺寸不同

其堆焊后残余应力分布也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 ,研

究堆焊后残余应力场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表面

残余应力场可以测量 ,但是其测量复杂 、费用高。所

以 ,在同时考虑相变和温度作用的情况下 ,本文建立

了堆焊应力场的计算模型 ,通过选择材料参数使其

与残余应力场的测量结果吻合很好。在此基础上 ,

分别研究了不同尺寸试样其残余应力变化规律。

1　试验材料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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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母材为 60CrM nMo 热轧辊钢 ,其化学成

分(质量分数 , %)为:C0.6 4 , Cr 1.04 , Mn0 .88 ,

Mo 0.22 ,Si 0.33 ,P 0.016 ,S 0.038。试验前试样经

调质处理 ,工艺为:8 20℃、30min油淬+560 ℃、

90 min空冷。为了保证试样堆焊后不开裂 ,自制了

添加稀土和镍的堆焊焊条。利用 Fotmastor-F 型

膨胀仪 ,对 60CrM nM o 母材和自制加稀土焊条的堆

焊金属测定了相变点 ,试样尺寸为  3 mm ×10 mm ,

顶端有  2　mm×2　mm的小孔。试验标准试样 R1的规

格为90 mm ×90 mm×24 mm ,试样中央钻一个  22

mm×2 mm 的小孔 ,在上进行堆焊 ,堆焊时间为 16

s ,焊接电流为 100 A ,冷却到室温后 ,用 AST ×2001

型 X射线应力分析仪对其残余应力场进行了测定 。

2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先对与R1尺寸相同的标准试样进行温度场

和应力场模拟 。另外三个比较试样为 R2(24 mm ×

180 mm×180 mm)、R3(48 mm ×90 mm ×90 mm)

以及 R4(48 mm×180 mm×180 mm)的堆焊小孔尺

寸 、堆焊规范均与 R1相同 。由于边缘受影响较小 ,

正方形试样可简化为以边长为直径的圆盘 ,可作为

轴对称模型来处理 。取轴对称图形的 1/2截面来分

析 ,其单元划分及边界条件如图 1所示。共划分为

241个网格 ,263个节点 。图中带圆圈的区域为加热

单元 , 即堆焊区域 。用于温度场计算的材料的物

理 、力学参数列于表 1中[ 8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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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区的单元划分表格及区域划分

Fig.1　Element division mesh of each zone

and division of regions

　　应力场模拟分析的模型与温度场相同 。对于

ANSYS 有限元软件 ,不同时刻应力场的计算不仅与

此时刻温度场分布有关 , 还与发生马氏体相变

时的温度 、体积膨胀有关。根据发生马氏体相变的

情况将试样截面分成三个区域 ,即发生马氏体相变

的堆焊金属区(M 2 区)、发生马氏体相变的母材热

影响区(M 3 区)和不发生马氏体相变的母材(M 1

区),各区的分布如图 1 所示 。试样发生马氏体相

变时的体积膨胀用表象膨胀系数来表示 ,其计算参

表 1　用于温度场计算的 60CrMnMo钢物理 、力学参数

Table1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teel 60CrMnMo used for temperature field

Temperature

T/ ℃

Thermal

conductivity

λ/(103W·

mm-1·℃-1)

Specif ic heat

c/(103J·

kg -1·℃-1)

Enthalpy

H/(103J·

kg-1)

Heat t ransfer

coef ficient

a/(10-5W·

mm-1·℃-1)

Thermal expansion

coef ficien t

al/(10-6

℃-1)

Density

ρ/(10-6

kg·mm -3)

Young' s modulus

E/(106M Pa)

Possion' s

rat io

V(%)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41.9

39.4

32.3

29.1

26.5

29.4

29.4

29.4

0.502

0.536

0.586

0.695

0.674

0.67

0.67

0.67

100

214

352

557

674

804

804

804

18.85

33.44

55.95

88.92

134.6　

195.4　

273.4　

370.9　

13.9

16.1

16.7

16.7

16.7

16.7

16.7

16.7

7.85

7.85

7.85

7.85

7.85

7.85

7.85

7.85

　　20

　　12.9

　　　6.78

　　　4.97

　　　4.59

　　　—

　　　—

　　　—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照文献[ 13] ,各个区用于应力场计算的表象膨胀系

数随温度的变化关系见表 2 。

表 2　用于应力场计算的表象膨胀系数(10-6℃)

Table 2　thermal expansion coef ficient of steel 60CrMnMo

used for stress f ield

Temperatu re ,

T/℃

al

(M 1)

Temperature ,

T/ ℃

al

(M2)

Temperature ,

T/ ℃

a l

(M3)

200 13.9 50 　283 50 　285

400 15.9 220 　72 120 　125

600 16.7 225 　71 130 　116

800 16.7 325 　51.9 225 　25.1

1 000 16.7 350 　25.1 230 　25.1

1 200 16.7 600 　25.1 400 　25.1

1 400 16.7 1 000 　25.1 600 　25.1

1 600 16.7 1 600 　25.1 1 600 　25.1

试样在冷却过程中的应力变化还与材料的屈服

强度有关 ,一般认为奥氏体的屈服强度是 400 MPa ,

马氏体的屈服强度为 2 200 MPa ,当温度高于 600

℃时认为材料处于塑性状态 ,屈服强度等于 0。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温度场的模拟结果

图 2a、b分别为堆焊结束时试样上表面和试样

中心沿厚度方向的温度分布模拟曲线 。

图 2　堆焊结束时试样的温度分布模拟曲线

Fig.2　Simulated curves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fter hardfacing

3.2　应力场的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的比较

图 3a 、b分别是试样 R1的径向残余应力和切向

残余应力的实测值与模拟值的比较。从图中可看

出 ,试验所测的结果与模拟分析结果在分布趋势上

基本吻合 ,只是在数值大小上有所偏差 ,这说明了所

建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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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残余应力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Fig.3　Measured results and calculated ones of

residual stress field

3.3　试样尺寸大小对堆焊应力场的影响

图4a、b 分别是 R1 、R2 、R3 、R4 的径向残余应力

和切向残余应力的比较 。由图可见 ,当试样的径向

尺寸增大时 ,径向残余应力的峰值和切向残余应力

的峰值均增大 ,且峰值位置均向中心移动 。当试样

的厚度尺寸增大时 ,径向残余应力峰值和切向残余

应力峰值都增大 ,而峰值位置几乎都不变;当试样的

径向和厚度尺寸均增大时 ,径向残余应力的峰值和

切向残余应力的峰值均增大 ,且峰值位置均向中心

移动。这是因为试样的尺寸变大 ,由于试样是热的

良导体 ,散热速度变快 ,尺寸大的试样中热影响区中

各点比尺寸小的试样中热影响区中各点提前到达马

氏体相变点 ,而使其堆焊后残余应力场峰值向试样

中心方向移动。同时 ,峰值增大开裂趋向变大 ,但残

余应力趋势相同 ,证明了计算模型的统一性和正确

性。

图 4　不同尺寸试样的残余应力的比较

Fig.4　Residual stres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sample

4　结　　论

(1)采用 X射线应力分析仪 ,对本试验条件下

的残余应力场进行了测定 。发现在堆焊金属中心部

位和熔合区附近热影响区出现两个残余拉应力峰

值。

　　(2)利 用 ANSYS 有限 元程 序 建立 了

60CrMnMo钢中央堆焊的应力场计算模型。模拟

发现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基本吻合 ,从而证实了模

型的有效性。

(3)模拟计算了试样尺寸对堆焊金属的影响。

试样尺寸变大 ,残余应力峰值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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