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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已完成的焊接凝固裂纹数值模拟工作的基础上 , 作者设计了一个凝固裂纹

数值模拟系统 。文中主要介绍其中的温度场数值模拟后处理系统。该系统以 ADINT 软

件为基础 , 利用 Visual Basic6.0 作为主要编程语言 , 借助数学软件 MATLAB5.3 及 Matrix

VB矩阵运算函数库建立了温度场数值模拟后处理系统 ,实现了温度场的三维 、等高线 、

横截面 、纵截面和循环线的显示功能。通过方便的位置和时间步设置 ,实现了任意位置

和时刻温度场的计算结果处理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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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镍基合金 、不锈钢和铝合金等金属材料广泛地

应用在航空航天 、军工 、水电等行业的有关装备中 。

众所周知 ,镍基合金 、不锈钢和铝合金焊接过程中的

凝固裂纹是这些材料中的主要焊接性问题。长期以

来 ,针对凝固裂纹的冶金 、力学行为中的疑难问题及

焊接凝固裂纹的模拟等方面 ,焊接工作者做了大量

的工作 ,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 1～ 8]

。但是 ,

到目前为止 ,人们还不能做到在焊接过程中 ,彻底地

防止凝固裂纹产生或预测焊接过程中是否产生凝固

裂纹 。目前获得工程界认可的知名有限元通用软件

有数十种 , 例如:MSC/NASTRAN 、MARC 、ANSYS 、

ABAQUS及ADINA&T 等 ,这些通用软件在多年使用

中得到不断发展 ,算法稳定 ,可信度高 。但是 ,这些

通用的有限元计算软件 ,不是针对焊接领域的专用

软件 ,使用起来比较复杂 ,没有中文版 ,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来熟悉它的操作。同时 ,针对特定的焊接

现象 ,如焊接凝固裂纹 ,进行模拟与预测 ,需要进行

以下几方面工作:前处理 、建立物理模型和数学模

型 、相关因素的处理 、计算及后处理 。其中 ,后处理

是对节点(或其它数值积分点)上取得的计算结果进

行提取 、分析 、图形显示等 ,使计算结果直观化以便

分析。对于温度场 ,需要显示不同时刻温度的三维

分布曲面 、二维等高线 ,不同位置和不同时刻的横

界面 、纵界面的温度分布曲线及不同位置的焊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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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曲线 。对于应变场 ,同样需要显示类似的曲面

或曲线。对于应力场 ,除了显示上述特征曲面和曲

线外 ,需要绘制出不同位置 ,特别是熔池尾部的应力

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该曲线代表凝固裂纹的驱动力。

进行焊接凝固裂纹预测 ,除了上述工作外 ,还需

要对焊接凝固裂纹阻力曲线进行回归和绘制 ,并与

凝固裂纹的驱动力曲线同时显示 ,以便比较和确定

是否能够形成凝固裂纹 。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 ,进行凝固裂纹数值模拟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普通的焊接工程师很难进行这

样的工作 。如果将上述凝固裂纹的数值模拟过程 ,

设计成计算机应用软件 ,使上述复杂过程能够自动

实现 ,将具有比较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普通用户只

需输入一些熟悉的内容 ,如焊接条件 、材料性能参

数 ,网格划分模型 、各种相关因素的处理 、计算和后

处理等过程则由计算机自动完成 。

文中以ADINA&T8.4为基础 ,在以往凝固裂纹

数值模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计算机辅助

焊接凝固裂纹模拟系统 。该系统由前处理 、模拟计

算 、后处理及凝固裂纹预测模块组成 。前处理包括

参数输入模块 、卡片生成模块及与 ADINA&T8.4程

序接口模块三部分 。它可以使普通的焊接工程师在

系统的引导下 ,方便地完成输入文件的自动生成[ 4] 。

数值模拟计算是在前处理的基础上自动调用

ADINA&T8.4程序来完成 。系统的后处理包括温度

场和应力应变场结果的多种方式显示处理 、凝固裂

纹预测模块包括凝固裂纹驱动力曲线的自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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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及凝固裂纹阻力试验结果的拟合两部分 ,最终实

现了凝固裂纹的数值模拟和预测。

文中重点介绍温度场数值模拟后处理的实现方

法和结果 。

1　编程语言选择

1.1　Visual Basic For Windows

Visual Basic使用简单 、方便 ,具有功能强大的图

形用户界面和程序开发接口 ,使程序设计者可以充

分利用其图形环境和Windows系统资源 。文中利用

VB来开发焊接凝固裂纹数值模拟系统的主体程序。

1.2　MATLAB工程计算软件

MATLAB(Matrix Laboratory)是美国 Math Works

公司推出的数学类科技应用软件 ,MATLAB中提供

了丰富的绘图函数 ,可以方便的将工程计算的结果

以二维图形或三维图形的形式表示出来。MATLAB 的

基本数据结构是矩阵 ,用它来进行矩阵操作非常方

便。该系统主要利用其绘制三维图形和等高线图形。

1.3　Matrix VB矩阵运算函数库

Matrix VB是美国Math Tools公司为 VB 开发的

一个关于数学矩阵计算的科学函数库 ,其中包括

600多个可供使用的成员函数。包括一维 、二维快

速傅利叶转换 ,线性方程求解 ,特征值分解 ,线性和

二次最优化 ,多项式插值与拟合等等。此函数库以

一个动态链接库(DLL)的形式存在于操作系统的系

统目录下 ,程序运行时能够从此链接库中找到相关

数据 。

该系统对Matrix VB的功能调用 ,主要是用其进

行矩阵文件存取 ,矩阵运算 ,平面曲线绘制 ,曲线拟

合等 。

1.4　ADINA&T有限元计算软件

ADINA&T软件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K.J.

Bathe教授指导下开发出来的结构分析程序系统 ,它

能解决多种力学问题和场问题 ,单元齐全 ,材料模式

多 ,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材料非线性问题 。每种单

元都有自己的材料模块 ,因此修改或增减材料模式

非常方便。该套软件可以进行线性的静力 、动力分

析 ,更见长的是进行几何非线性 、材料非线性以及非

线性 、瞬态温度场计算 ,是目前国际上比较著名的有

限元程序系统之一。

2　温度场计算结果与提取

温度场计算结束后 ,所得到的计算结果是一个

比较大的数据文件 。包含每一个时间步各节点的温

度值以及计算中所涉及的信息 ,保存在文本文件

FORT.6中。经过对 FORT.6 文件的分析和研究发

现 ,此文件有一定的规律可循:ADINA&T 按顺序依

次将各时间步的温度场存放在文件中 ,而每个时间

步的温度信息又是按节点顺序保存的温度值。在每

一个时间步的开始处 ,都有一段字符串 ,标识所处的

时间步和时间 ,文中称其为时间步特征行;而在每一

个结点信息的开始处 ,也有一段字符串 ,标识结点的

编号 ,文中称其为结点信息特征行 。这样 ,通过查找

时间步特征行和结点信息特征行 ,就可以将各时间

步 ,各结点的温度值提取出来 。根据温度场结果文

件格式的这种特点编制了温度场数据自动提取与处

理程序。

若网格划分后的平板被划分成 m 行n 列 ,则可

以将提取出来的对应于某时间步的温度场放进一个

m ×n 的矩阵Ts(s=1 ,2 , …N ,其中 N 为总的时间

步数)。

Ts=

t11 t 12 t13 … … … t1n

t21 t 22 t23 … … … t2n

… … … … … … …

… … … … … … …

tm1 tm2 tm3 … … … tmn

在一个循环中从FORT.6的文件头依次读取其

中的数据 ,每次读取一行 ,当读到时间步特征行时退

出循环。重新开始一个循环 ,依次从上一个循环退

出的地方读取 FORT.6文件的内容 ,当读到节点信

息特征行时开始温度场数据读取与处理。首先对读

出的内容作分段处理 ,以分离出该行的四个节点及

其对应的温度值 ,然后把温度值存入上述温度矩阵

中 ,在该循环中重复此过程 ,直到累计读出的节点数

等于网格划分的节点总数时退出该循环 ,此时一个

完整的时间步中的所有温度信息已全部读出 ,并存

入到相应的温度矩阵中 ,然后类似地处理其它的时

间步 ,直到文件结束。这样 ,温度场模拟结果的数据

就转化成了 N 个数学矩阵。最后再由程序把这些

温度矩阵中的值保存在一个以当前时间步为文件

名 ,以“ .MAT”为扩展命的二进制格式文件中 。至

此 ,就把FORT .6温度场结果文件按时间步数分别

保存在 N个二进制文件中 ,最后程序把此次计算所

采用的网格划分的纵向坐标保存在一个名为 Y.

MAT 的二进制文件中。这样处理计算结果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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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个方面:

(1)仅把每个节点及其对应的温度值提取出

来 ,并且保存在二进制格式的文件中 ,大大缩减了结

果文件所占用的存储空间 。这样处理后的文件总共

所占的空间只有原始结果文件的一半左右。

(2)处理后的每一个时间步的温度信息对应于

一个二进制格式的文件 ,可以方便的转化为温度矩

阵 ,借助于MATLAB及 MatrixVB的矩阵运算和图像

处理功能 ,就能很好地解决各种转换工作及进行各

种类型的图形绘制。

3　温度场计算结果的图形显示与结果
分析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把温度场计算结果中用户

感兴趣的部分以图形的形式直观的显示出来 ,用户

可查看温度场模拟结果的三维分布图 、等高线图 、横

截面分布图 、纵截面分布等。

3.1　参数设置

由于温度场的三维温度分布图 、等高线图 、横截

面分布图 、纵截面分布图和循环线的显示结果与试

件的位置和当前时间步有关 ,所以在该模块中设置

了一个参数选择的子模块 ,如图1所示。

图 1　温度场参数设置界面

Fig.1　Setup interface of calculating thermal distributions

在设置查看时间步时 ,用户既可以通过该界面

直接输入时间值也可以输入时间步数来完成;在设

置查看位置时 ,用户不仅可以直接输入位置坐标或

网格行列号 ,还可以通过鼠标直接在试件区域内点

击希望查看的位置来完成位置坐标的设置 ,应用起

来非常方便。

3.2　三维图形绘制

为了利用MATLAB进行三维图形绘制 ,需要系

统与MATLAB进行数据交换和功能间的相互转换 。

文中采用了MATLAB的 ActiveX服务器支持和MAT-

LAB与 VB 间的动态数据交换(DDE)。这样 , 将

MATLAB作为一个服务端应用程序 ,而 VB作为一个

客户端应用程序。在绘制三维图形和等高线图形

时 ,基于的是这样一种工作模式:VB系统准备好矩

阵数据后 ,向 MATLAB 发出运行绘图命令的请求 ,

MATLAB根据矩阵数据绘制出图形 ,放在操作系统

的缓存中 ,VB 系统从缓存中获取图形结果 ,返回到

界面中显示。图2 是某一焊接时间的温度场三维分

布图 。图 3为某一时刻的温度场等高线图。

图 2　三维温度场

Fig.2　3-D thermal distributions

图 3　等高线图

Fig.3　Temperature in contour

由图 2可以总览焊接进行到该时刻整个试板上

温度的分布情况。用户可通过参数设置界面来设置

查看焊接过程中任意时刻整个试件上温度的分布情

况及其变化趋势。

通过图 3可以看出 ,焊接进行到某一时刻温度

场等高线的形状 ,并可比较试板上不同方向的温度

变化梯度 。用户可以通过参数设置界面来查看焊接

过程中任意时刻的温度场等高线 。

3.3　平面曲线绘制

由于MATLAB与 VB进行数据交换时 ,占用的

系统资源比较多 ,速度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将平面

曲线绘制及转换工作移交给 Matrix VB 来完成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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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库作为一个动态链接库(DLL)的形式存在 ,除

了这样一个动态链接库外 ,不再需要其它的软件支

持 ,程序运行时从此链接库中寻找相关的数据和功

能函数调用支持 ,在混合编程和系统集成方面有很

大的优越性。用 Matrix VB绘制平面曲线与用 MAT-

LAB没有很大的差别 ,它们支持的数据格式具有一

致性 。文中也探索了用 Matrix VB 函数库进行三维

图形的绘制 ,但效果不够理想 。

图4是焊接进行到某一时刻 y =0处的温度场

纵截面分布图。图 5为焊缝中心线上坐标为(64 ,0)

的点在整个焊接过程中的温度循环线图 。

图 4　纵坐标 y=0处纵截面温度分布曲线

Fig.4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lognitudinal section

in the position where y equals zero

图 5　点(64 , 0)处的热循环线

Fig.5　Temperature cycle of point(64 , 0)

图4反映了此时刻焊缝中心线上温度的分布情

况。用户可通过参数设置界面来查看焊接过程中任

意时刻 ,试板上任意位置的温度场纵截面图。

图5反应了(64 ,0)点在整个焊接过程中的温度

变化情况 。用户可通过参数设置界面来查看试件上

任何一点的热循环曲线。

4　结　　论

在已经完成的焊接凝固裂纹数值模拟工作的基

础上 ,设计了一个焊接凝固裂纹温度场后处理系统。

该系统利用 Visual Basic ,Matlab 及 MitrixVB等语言

工具 ,实现了温度场各种特征图形的显示和处理 ,为

进一步进行凝固裂纹应力应变场的模拟和预测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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