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猿 苑 卷第 员员 期

圆 园 员 远 年 员 员 月

焊摇 接摇 学摇 报
栽砸粤晕杂粤悦栽陨韵晕杂 韵云 栽匀耘 悦匀陨晕粤 宰耘蕴阅陨晕郧 陨晕杂栽陨栽哉栽陨韵晕

灾燥造援 猿苑摇 晕燥援 员员
晕燥增藻皂遭藻则摇 圆园员远

收稿日期院 圆园员远 原 园苑 原 员愿
基金项目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渊缘员圆苑缘园猿苑冤

轴肩尺寸对异种铝合金材料搅拌摩擦焊接头
显微组织的影响规律

张摇 津袁摇 计鹏飞袁摇 周摇 俊袁摇 连摇 勇
渊北京科技大学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袁北京摇 员园园园愿猿冤

摘摇 要院 对 缘园愿猿 铝 辕 远园愿圆 铝异种材料搅拌摩擦焊渊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蚤灶早袁 云杂宰冤进行研究袁重点分析轴肩直径对横截面

形貌尧显微组织与显微硬度的影响规律援 结果表明袁云杂宰 接头焊核区由致密细小的等轴晶组成曰增加轴肩直径可增

加焊核区沿垂直焊缝方向的宽度以及增大焊核区尧热影响区与热力影响区的晶粒尺寸援 与后退侧的 远园愿圆 铝合金不

同袁前进侧 缘园愿猿 铝合金的热力影响区发生了动态再结晶援 显微硬度呈 宰 形分布袁 小值出现在热影响区援 显微硬

度的测试结果与焊核区的横截面形貌结果吻合援
关键词院 搅拌摩擦焊曰 缘园愿猿 辕 远园愿圆 异种材料曰 显微组织曰 显微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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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摇 序摇 摇 言

搅拌摩擦焊渊云杂宰冤是一种先进的固态连接技

术咱员暂 援 与传统熔化焊接方法相比袁搅拌摩擦焊焊接

接头具有外观平整尧性能优异尧环保等优点袁已经在

航空尧航天尧汽车尧船舶等领域的铝合金结构件中得

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和应用援  
除同种材料外咱圆暂 袁国内外学者对异种铝合金材

料间的焊接进行了研究袁以实现物尽其用尧取长补短

的效果援 从文献报导来看袁异种铝合金 云杂宰 的研究

涉及焊接应力尧显微组织与力学性能等方面咱猿 原 愿暂 援
粤增葬造 等人咱猿暂利用普通 载 射线衍射技术对 粤粤缘园愿远 辕
粤粤远园远员 异种铝合金 云杂宰 接头的表面残余应力进行

了研究袁指出 大拉伸残余应力约 怨园 酝孕葬 且纵向残

余应力沿焊缝明显不对称分布援 王凡等人咱源暂 以
圆员怨缘鄄栽愿 与 圆圆员怨鄄栽愿苑 为研究对象袁进行了异种高强

铝的 云杂宰 试验袁获得了无缺陷焊接接头袁抗拉强度

可达 到 圆圆员怨鄄栽愿苑 铝 母 材 的 苑怨豫 援 以 粤粤远园远员 辕
粤粤缘园愿远 铝合金为对象袁陨造葬灶早燥增葬灶 等人咱缘暂的研究指出

云杂宰 接头焊核内形成的细小晶粒利于显微硬度的提

高援 刘鸽平等人咱远暂 研究了异种 蕴云远 辕 蕴阅猿员 铝合金

云杂宰 接头的显微组织袁指出在焊缝横截面上袁两种合

金在焊核区被充分混合袁并在焊核下部形成条带状

的组织援
与其它熔化焊方法类似袁焊接接头不同区域的

显微组织特征是决定于 云杂宰 接头力学性能的关键

因素援 而搅拌头形状参数是影响 云杂宰 的显微组织的

重要因素咱怨暂 援 文中以 缘园愿猿 铝合金与 远园愿圆 铝合金为

研究对象袁进行异种材料 云杂宰 接头的宏观与微观形

貌分析袁重点分析轴肩尺寸对焊核区尺寸尧晶粒大小

等的影响援

员摇 试验方法

试验材料为加工硬化态 缘园愿猿 铝合金和 远园愿圆鄄栽远
铝合金板材袁栽远 为固溶处理加人工时效袁板材尺寸

为 源园园 皂皂 伊 员园园 皂皂 伊 缘 皂皂援 利用搅拌摩擦焊设备

制造对接接头袁焊接用搅拌头为三平面右旋螺纹搅

拌针的搅拌头袁如图 员 所示援 轴肩形状为内凹双环援
摇

图 员摇 试验用搅拌头

云蚤早郾 员摇 砸燥贼葬贼蚤燥灶葬造 贼燥燥造 怎泽藻凿 蚤灶 藻曾责藻则蚤皂藻灶贼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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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轴肩尺寸对 云杂宰 接头显微组织的影响袁设
计并制备了两种轴肩直径的搅拌头袁其值分别是

员缘 皂皂与 员愿 皂皂援 同时袁搅拌针根部直径为 远援 员 皂皂尧
针长为 源援 愿 皂皂援 焊接时下压量 园援 圆 皂皂袁搅拌头倾角

为 圆毅援
在焊接过程中袁缘园愿猿 铝放于前进侧渊 葬凿增葬灶糟蚤灶早

泽蚤凿藻袁 粤杂冤 且 远园愿圆 铝放于后退侧 渊 则藻贼则藻葬贼蚤灶早 泽蚤凿藻袁
砸杂冤曰搅拌头旋转速度与焊接速度分别是 远园园 则 辕 皂蚤灶
与 圆园园 皂皂 辕 皂蚤灶援 使用线切割将焊接试件沿垂直焊

缝方向切取金相试样袁先使用 远园园袁员 园园园袁圆 园园园袁
猿 园园园袁缘 园园园 号砂纸对样品进行粗磨曰然后进行机械

抛光袁使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援 当进行宏观形貌观

察时袁样品使用 圆园豫晕葬韵匀 侵蚀 猿园 泽 后袁然后使用三

维体视显微镜进行观察援 当进行电子背散射衍射

渊耘月杂阅冤试验时袁电解抛光所用的电解液为 员园豫 的

高氯酸乙醇溶液袁抛光电压为 员猿 灾袁电流约为 园援 圆 耀
园援 猿 粤袁电解液温度为 园 益袁时间约为 员园 泽曰电解抛光

后立即用水冲洗袁之后再放入盛有酒精的烧杯之中

使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缘 皂蚤灶曰采用带有 耘月杂阅 探头

和 悦澡葬灶灶藻造 缘 取向分析系统的 杂哉孕砸粤栽酝 缘缘 场发射

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 耘月杂阅 试验袁工作电压圆园 噪灾援
使用线切割以焊缝为中心线沿垂直于焊缝的方

向切割出 源园 皂皂 长的试样袁在此截面的中心层沿 栽阅
方向进行显微硬度测试袁焊缝区每隔 园援 缘 皂皂 取一个

测试点袁非焊缝区每隔 员 皂皂 取一个测试点援 根据国

家标准叶郧月栽源猿源园援 员要圆园园怨 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

验曳袁使用 匀载阅鄄员园园园栽酝悦 辕 蕴悦阅 维氏显微硬度仪袁测试

云杂宰 样品垂直于焊缝截面上的板厚中心层上的显微

硬度袁试验负荷 园援 怨愿员 晕渊员园园 早枣冤袁保荷时间 员园 泽援

圆摇 结果及讨论

圆援 员摇 横截面形貌

旋转速度 远园园 则 辕 皂蚤灶袁焊接速度 圆园园 皂皂 辕 皂蚤灶 时

的 猿 种不同形状搅拌头焊接下的 缘园愿猿 和 远园愿圆 异种

铝合金 云杂宰 焊接接头的宏观组织形貌如图 圆 所示援
因 缘园愿猿 和 远园愿圆 铝合金的耐腐蚀性能不同而呈现不

同的金相显微形貌袁其中深色部分为 远园愿圆 铝合金而

灰色部分为 缘园愿猿 铝合金援 通过分析可知袁利用不同

轴肩直径的搅拌头获得了内部无未焊透尧孔洞等缺

陷的成形良好的焊接接头援 改变轴肩尺寸袁焊核区

的形状与宽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袁两种铝合金

在焊核区渊憎藻造凿蚤灶早 扎燥灶藻袁 宰在冤处的材料流动轨迹清

晰可见袁在搅拌头的作用下沿板厚度方向上呈现不

同的形貌援 在 宰在 的顶部区域形成了一层较薄的

远园愿圆 铝合金组织曰宰在 中部在靠近前进侧出现野杂冶形

曲线组织曰底部区域主要由前进侧的 缘园愿猿 铝合金构

成援 在 云杂宰 过程中袁与搅拌头接触点的直径大小对

于材料的流动有重要的影响援 由于轴肩与搅拌针上

半部直径较大袁因此袁与 宰在 的底部相比袁焊核的中

部与上部出现了较好的 缘园愿猿 与 远园愿圆 铝的混合援 在

云杂宰 过程中袁增加轴肩直径相当于增加轴肩边缘及

其附近的 大线速度袁加速 宰在 顶部区域材料流动援
这也会改善 宰在 中下部的材料流动袁导致 宰在 中下

部区域的变大援 因此袁与 员圆 皂皂 轴肩相比渊图 圆葬冤袁
员缘 皂皂 轴肩下的焊核沿板厚方向均具有较大的 宰在
宽度渊图 圆遭冤援

图 圆摇 不同轴肩直径下的异种铝 云杂宰接头横截面形貌

云蚤早郾 圆摇 悦则燥泽泽 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凿蚤泽泽蚤皂蚤造葬则 粤造 葬造造燥赠泽 云杂宰 躁燥蚤灶贼 怎灶鄄
凿藻则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泽澡燥怎造凿藻则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泽

圆援 圆摇 显微组织

对两种轴肩获得的 云杂宰 接头利用 耘月杂阅 技术

进行了显微组织分析援 云杂宰 接头由 宰在尧热力影响区

渊贼澡藻则皂燥鄄皂藻糟澡葬灶蚤糟葬造造赠 葬枣枣藻糟贼藻凿 扎燥灶藻袁 栽酝粤在冤尧热影响

区渊 澡藻葬贼 葬枣枣藻糟贼藻凿 扎燥灶藻袁 匀粤在冤 与母材 渊 遭葬泽藻 皂藻贼葬造袁
月酝冤组成咱员园暂 援 图 猿 与图 源 分别给出了当轴肩直径为

员缘 皂皂 时袁 云杂宰 接头后退侧 渊远园愿圆 铝冤 与前进侧

渊缘园愿猿 铝冤的显微形貌援 其中 宰在 区的显微组织主要

分析 缘园愿猿 铝合金援
由于焊接时各区受到不均匀热循环和塑性变形

的作用袁各区晶粒特征存在差异援 后退侧 月酝 的晶粒

为典型的轧制退火晶粒袁晶粒发生不同程度的伸长

变形呈扁长状袁并平行于轧制面呈层状分布袁平均晶

粒尺寸为 圆园援 苑 滋皂渊图 猿葬冤援 匀粤在 的晶粒尺寸为

圆圆援 圆 滋皂渊图 猿遭冤援 与 月酝 相比袁匀粤在 的晶粒尺寸变

大袁这是由于在焊接热的作用下部分晶粒吞并周围

的小晶粒继续生长援 栽酝粤在 晶粒受到搅拌头的挤压

和剪切等变形力及热循环作用袁晶粒发生明显的拉

伸和弯曲变形且具有塑性流动的趋势袁平均晶粒尺



第 员员 期 张摇 津袁等院轴肩尺寸对异种铝合金材料搅拌摩擦焊接头显微组织的影响规律 缘猿摇摇摇
寸为 圆员援 源 滋皂渊图 猿糟冤援

图 猿摇 云杂宰接头后退侧典型区域的显微形貌渊员缘 皂皂轴肩冤
云蚤早郾 猿 摇 酝蚤糟则燥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扎燥灶藻泽 燥枣 砸杂 渊员缘 皂皂

泽澡燥怎造凿藻则冤

图 源摇 云杂宰接头前进侧典型区域的显微形貌渊员缘 皂皂轴肩冤
云蚤早郾 源摇 酝蚤糟则燥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扎燥灶藻泽 燥枣 粤杂 渊员缘 皂皂

泽澡燥怎造凿藻则冤

对于 云杂宰 来说袁宰在 受到搅拌头的剧烈搅拌作

用与热作用袁动态再结晶是必然发生的一种现

象咱员员暂 援 因此袁图 源凿 的 宰在 区由均匀细小的等轴晶组

成袁平均晶粒尺寸为 源援 苑 滋皂援 与图 猿糟 所示的 远园愿圆
铝的 栽酝粤在 不同袁图 源糟 所示的 缘园愿猿 铝的 栽酝粤在 大

部分晶粒发生动态再结晶形成再结晶晶粒袁平均晶

粒尺寸为 苑援 源 滋皂援 同时袁通过对比晶粒偏转方向可

以发现袁粤杂 与 砸杂 的 栽酝粤在 晶粒偏转方向刚好相反袁
这是因为前进侧和后退侧的材料在搅拌头的作用下

发生了不对称的流动袁搅拌区的材料经受了不同的

形变力和焊接热的影响袁从而使搅拌区的前进侧和

后退侧的组织具有不对称性援 上述规律与 粤早葬则憎葬造
等人咱愿暂报导的类似援 粤杂 的 匀粤在 只受到热循环的作

用袁大部分晶粒发生了回复再结晶及晶粒长大袁只残

余有少量的 缘园愿猿 母材形变晶粒袁整体上的组织和母

材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袁平均晶粒尺寸为 愿援 圆 滋皂
渊图 源遭冤援 通过多次对 缘园愿猿 铝合金进行标定发现电

解抛光方法制备的样品的标定率 猿园豫 左右袁远不能

满足测试的要求袁因此对样品进行低温退火以提高

耘月杂阅 花样质量渊见图 源葬冤袁退火工艺为 圆猿园 益保温

圆 澡援 粤杂 的 缘园愿猿 母材的晶粒沿横向发生伸长变形袁
并且晶界处分布有少量的再结晶晶粒袁为典型的轧

制变形长条纤维状组织形貌袁经退火部分晶粒发生

了再结晶袁个别晶粒尺寸增大援
为了研究轴肩直径的增加对晶粒尺寸的影响袁

对 员愿 皂皂 轴肩获得的 云杂宰 接头 粤杂 进行了分析袁见
图 缘援 对于 云杂宰 工艺来说袁焊接热量主要来源于轴

肩产热与搅拌针产热两部分援 由于文中两搅拌头的

搅拌针尺寸相同袁因此轴肩直径的增加可大幅度增

加搅拌摩擦焊接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热袁使具有高热

传导率的铝合金板沿板厚方向经历更高的温度作

用援 上述原因导致如图 缘 所示 宰在尧栽酝粤在 与 匀粤在 的

晶粒尺寸较图 源 的大援 对于图 缘葬 的 宰在袁晶粒增大

到 远援 怨 滋皂援

图 缘摇 云杂宰接头前进侧典型区域的显微形貌渊员愿 皂皂轴肩冤
云蚤早郾 缘摇 酝蚤糟则燥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扎燥灶藻泽 燥枣 粤杂 渊员愿 皂皂

泽澡燥怎造凿藻则冤

圆援 猿摇 显微硬度

图 远 为 缘园愿猿 和 远园愿圆 铝合金板 云杂宰 中心层显微

硬度分布援 分析可知袁不同搅拌头获得的焊接接头

的显微硬度值变化规律接近一致袁焊接接头显微硬

度分布曲线均呈现野宰冶型援 远园愿圆 母材的平均显微硬



缘源摇摇摇 焊摇 接摇 学摇 报 第 猿苑 卷

度值略高于 缘园愿猿 母材曰宰在 的显微硬度较 月酝 低袁约
为 缘园愿猿 母材显微硬度值的 苑怨豫 援 发生动态再结晶

的 宰在 区有着较高的硬度曰显微硬度值从 宰在 到两

侧的 匀粤在 均呈现下降趋势援 其中 砸杂 显微硬度值下

降的幅度较大袁在 匀粤在 显微硬度值达到 小值曰后
退侧的 小显微硬度值为 远园 匀灾袁前进侧的 小显

微硬度值为 苑圆 匀灾援 显微硬度的分布呈现明显的不

对称性援 这是由于 砸杂 的 远园愿圆 铝合金为 栽远 态袁经过

固溶处理加人工时效袁属于可时效强化铝合金咱员圆暂 袁
在 匀粤在 受到焊接热的退火作用袁析出强化相部分溶

解袁发生较明显的软化曰而 粤杂 的 缘园愿猿 铝合金为加工

硬化态袁属于非时效硬化铝合金咱员圆暂 袁在 匀粤在 受到焊

接热作用后软化不明显援 另外袁宰在 显微硬度值出现

微小的波动袁这可能是由两种铝合金混合造成的援
同时袁显微硬度对轴肩尺寸的变化较为敏感袁随着轴

肩尺寸增大袁焊核区显微硬度较为稳定的区域明显

增大援 这与图 圆 的横截面形貌分析结果吻合援

图 远摇 缘园愿猿 辕 远园愿圆 铝 云杂宰 接头的显微硬度分布

云蚤早郾 远摇 酝蚤糟则燥澡葬则凿灶藻泽泽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凿蚤泽泽蚤皂蚤造葬则 缘园愿猿 辕 远园愿圆
粤造 葬造造燥赠 云杂宰 躁燥蚤灶贼

猿摇 结摇 摇 论

渊员冤 缘园愿猿 辕 远园愿圆 异种铝合金 云杂宰袁使用不同的

轴肩直径进行对接焊袁焊接接头由动态再结晶晶粒

组成的焊核区范围随轴肩直径的增加而增加援
渊圆冤 当轴肩直径从 员缘 皂皂 增加到 员愿 皂皂 时袁等

轴晶晶粒尺寸大小从 源援 苑 滋皂 增大到 远援 怨 滋皂援
渊猿冤 焊接接头的显微硬度的分布呈现明显的不

对称性曰 小值出现在 匀粤在曰与焊核区相比袁匀粤在 后

退侧 远园愿圆 铝合金的硬度降低幅度大于前进侧 缘园愿猿
铝合金曰显微硬度对轴肩尺寸的变化较为敏感袁随着

轴肩尺寸增大袁焊核区显微硬度较为稳定的区域明

显增大援
参考文献院

咱员暂 摇 酝蚤泽澡则葬 砸 杂袁 酝葬 在 再援 云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蚤灶早 葬灶凿 责则燥糟藻泽泽蚤灶早咱 允暂 援
酝葬贼藻则蚤葬造泽 杂糟蚤藻灶糟藻 葬灶凿 耘灶早蚤灶藻藻则蚤灶早院 砸袁 圆园园缘袁 缘园渊员 辕 圆冤院 员 原 苑愿援

咱圆暂 摇 姬书得袁 孟祥晨袁 黄永宪袁 等援 搅拌头旋转频率对静止轴肩

搅拌摩擦焊接头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咱允暂 援 焊接学报袁 圆园员缘袁
猿远渊员冤院 缘员 原 缘源援
允蚤 杂澡怎凿藻袁 酝藻灶早 载蚤葬灶早糟澡藻灶袁 匀怎葬灶早 再燥灶早曾蚤葬灶袁 藻贼 葬造援 耘枣枣藻糟贼 燥枣 则燥鄄
贼葬贼蚤燥灶葬造 增藻造燥糟蚤贼赠 燥枣 贼燥燥造 燥灶 皂藻糟澡葬灶蚤糟葬造 责则燥责藻则贼蚤藻泽 燥枣 泽贼葬贼蚤燥灶葬则赠
泽澡燥怎造凿藻则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蚤灶早援 栽则葬灶泽葬糟贼蚤燥灶泽 燥枣 贼澡藻 悦澡蚤灶葬 宰藻造凿蚤灶早
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袁 圆园员缘袁猿远渊员冤院缘员 原 缘源援

咱猿暂 摇 粤增葬造 匀 允袁 杂藻则葬躁扎葬凿藻澡 杂袁 杂葬噪澡葬则燥增葬 晕袁 藻贼 葬造援 粤 泽贼怎凿赠 燥灶 皂蚤糟则燥鄄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泽 葬灶凿 则藻泽蚤凿怎葬造 泽贼则藻泽泽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泽 蚤灶 凿蚤泽泽蚤皂蚤造葬则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鄄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蚤灶早 燥枣 粤粤缘园愿远鄄粤粤远园远员 咱 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酝葬贼藻则蚤葬造泽 杂糟蚤藻灶糟藻袁
圆园员圆袁 源苑渊员源冤院 缘源圆愿 原 缘源猿苑援

咱源暂 摇 王摇 凡袁 房摇 湛袁 徐摇 琛袁 等援 异种高强铝合金间搅拌摩擦

焊接头组织与性能研究咱 允暂 援 航空材料学报袁 圆园员缘袁 猿缘渊员冤院
猿猿 原 猿愿援
宰葬灶早 云葬灶袁 云葬灶早 在澡葬灶袁 载怎 悦澡藻灶袁 藻贼 葬造援 酝蚤糟则燥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葬灶凿 皂藻鄄
糟澡葬灶蚤糟葬造 责则燥责藻则贼蚤藻泽 燥枣 云杂宰 躁燥蚤灶贼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凿蚤泽泽蚤皂蚤造葬则 澡蚤早澡鄄泽贼则藻灶早贼澡
葬造怎皂蚤灶怎皂 葬造造燥赠泽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粤藻则燥灶葬怎贼蚤糟葬造 酝葬贼藻则蚤葬造泽袁 圆园员缘袁 猿缘
渊员冤院 猿猿 原 猿愿援

咱缘暂 摇 陨造葬灶早燥增葬灶 酝袁 月燥燥责葬贼澡赠 杂 砸袁 月葬造葬泽怎遭则葬皂葬灶蚤葬灶 灾袁 藻贼 葬造援 酝蚤糟则燥鄄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葬灶凿 贼藻灶泽蚤造藻 责则燥责藻则贼蚤藻泽 燥枣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藻凿 凿蚤泽泽蚤皂蚤造葬鄄
则粤粤远园远员鄄粤粤缘园愿远 葬造怎皂蚤灶蚤怎皂 葬造造燥赠 躁燥蚤灶贼泽 咱 允 暂 援 栽则葬灶泽葬糟贼蚤燥灶泽 燥枣
晕燥灶枣藻则则燥怎泽 酝藻贼葬造泽 杂燥糟蚤藻贼赠 燥枣 悦澡蚤灶葬袁 圆园员缘袁 圆缘院 员园愿园 原 员园怨园援

咱远暂 摇 刘鸽平袁 黄春平袁 邢摇 丽袁 等援 蕴阅猿员鄄蕴云远 铝合金搅拌摩擦焊

接头组织与性能咱 允暂 援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 渊自然科学版冤袁
圆园园愿袁 圆圆渊员冤院 员缘 原 员怨援
蕴蚤怎 郧藻责蚤灶早袁 匀怎葬灶早 悦澡怎灶责蚤灶早袁 载蚤灶早 蕴蚤袁 藻贼 葬造援 栽澡藻 燥则早葬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责藻则枣燥则皂葬灶糟藻 燥枣 蕴阅猿员鄄蕴云远 葬造怎皂蚤灶怎皂 葬造造燥赠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蚤灶早
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晕葬灶糟澡葬灶早 匀葬灶早噪燥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渊晕葬贼怎则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
耘凿蚤贼蚤燥灶冤袁 圆园园愿袁 圆圆渊员冤院 员缘 原 员怨援

咱苑暂 摇 允蚤灶 匀袁 杂葬蚤皂燥贼燥 杂袁 月葬造造 酝袁 藻贼 葬造援 悦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葬贼蚤燥灶 燥枣 皂蚤糟则燥泽贼则怎糟鄄
贼怎则藻 葬灶凿 贼藻曾贼怎则藻 蚤灶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藻凿 躁燥蚤灶贼泽 燥枣 缘苑缘源 葬灶凿 缘员愿圆 葬鄄
造怎皂蚤灶蚤怎皂 葬造造燥赠 泽澡藻藻贼泽 咱 允暂 援 酝葬贼藻则蚤葬造泽 杂糟蚤藻灶糟藻 葬灶凿 栽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袁
圆园园员袁 员苑渊员圆冤院 员远园缘 原 员远员源援 援

咱愿暂 摇 粤早葬则憎葬造 杂袁 月则蚤葬灶贼 悦 蕴袁 匀藻糟贼燥则 允则 蕴 郧袁 藻贼 葬造援 云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责则燥鄄
糟藻泽泽藻凿 粤粤缘员愿圆鄄韵 葬灶凿 粤粤远员员员鄄栽源 葬造怎皂蚤灶怎皂 葬造造燥赠泽援 孕葬则贼 员院 藻鄄
造藻糟贼则燥灶 遭葬糟噪泽糟葬贼贼藻则藻凿 凿蚤枣枣则葬糟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皂葬贼藻则蚤葬造泽
藻灶早蚤灶藻藻则蚤灶早 葬灶凿 责藻则枣燥则皂葬灶糟藻袁 圆园园苑袁 员远渊源冤院 猿怨员 原 源园猿援

咱怨暂 摇 再怎藻 再 酝袁 蕴蚤 在 宰袁 允蚤 杂 阅袁 藻贼 葬造援 耘枣枣藻糟贼 燥枣 则藻增藻则泽藻鄄贼澡则藻葬凿藻凿 责蚤灶
燥灶 皂藻糟澡葬灶蚤糟葬造 责则燥责藻则贼蚤藻泽 燥枣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造葬责 憎藻造凿藻凿 葬造糟造葬凿 圆园圆源 葬鄄
造怎皂蚤灶怎皂 葬造造燥赠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酝葬贼藻则蚤葬造泽 杂糟蚤藻灶糟藻 葬灶凿 栽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袁
圆园员远袁 猿圆渊苑冤院 远苑员 原 远苑缘援

咱员园暂摇 张会杰袁 王摇 敏袁 张摇 骁袁 等援 圆粤员源鄄栽远 铝合金双轴肩搅拌摩

擦焊特征及接头组织性能分析 咱 允暂 援 焊接学报袁 圆园员缘袁 猿远
渊员圆冤院 远缘 原 远愿援
在澡葬灶早 匀怎蚤躁蚤藻袁 宰葬灶早 酝蚤灶袁 在澡葬灶早 载蚤葬燥袁 藻贼 葬造援 悦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葬灶凿
躁燥蚤灶贼 皂蚤糟则燥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鄄责则燥责藻则贼赠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遭燥遭遭蚤灶 贼燥燥造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蚤灶早 燥枣 圆粤员源鄄栽远 葬造怎皂蚤灶怎皂 葬造造燥赠咱允暂 援 栽则葬灶泽葬糟贼蚤燥灶泽 燥枣 贼澡藻 悦澡蚤鄄
灶葬 宰藻造凿蚤灶早 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袁 圆园员缘袁 猿远渊员圆冤院 远缘 原 远愿援

咱员员暂摇 张成聪袁 常保华袁 陶摇 军袁 等援 苑园缘园 铝合金搅拌摩擦焊动态

再结晶组织影响因素咱允暂 援 焊接学报袁 圆园员圆袁 猿猿渊愿冤院 愿怨 原 怨圆援
在澡葬灶早 悦澡藻灶早糟燥灶早袁 悦澡葬灶早 月葬燥澡怎葬袁 栽葬燥 允怎灶袁 藻贼 葬造援 陨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枣葬糟鄄
贼燥则泽 燥枣 凿赠灶葬皂蚤糟 则藻糟则赠泽贼葬造造蚤扎葬贼蚤燥灶 燥枣 苑园缘园 葬造怎皂蚤灶蚤怎皂 葬造造燥赠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 咱 允暂 援 栽则葬灶泽葬糟贼蚤燥灶泽 燥枣 贼澡藻 悦澡蚤灶葬 宰藻造凿蚤灶早 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袁
圆园员圆袁 猿猿渊愿冤院 愿怨 原 怨圆援

咱员圆暂摇 杂贼藻怎憎藻则 粤袁 孕藻藻造 酝 允袁 宰蚤贼澡藻则泽 孕 允援 阅蚤泽泽蚤皂蚤造葬则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泽贼蚤则 憎藻造凿泽
蚤灶 粤粤缘园愿猿鄄粤粤远园愿圆院 栽澡藻 藻枣枣藻糟贼 燥枣 责则燥糟藻泽泽 责葬则葬皂藻贼藻则泽 燥灶 则藻泽蚤凿怎葬造
泽贼则藻泽泽咱允暂 援 酝葬贼藻则蚤葬造泽 杂糟蚤藻灶糟藻 葬灶凿 耘灶早蚤灶藻藻则蚤灶早院 粤袁 圆园园远袁 源源员渊员 辕
圆冤院 员愿苑 原 员怨远援

作者简介院张摇 津袁女袁员怨远猿 年生袁教授袁博士研究生导师援 主要研

究方向为轻合金材料及其表面工程援 发表论文 员园园 余篇援 耘皂葬蚤造院
扎澡葬灶早躁蚤灶岳 怎泽贼遭援 藻凿怎援 糟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