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铝合金/合金钢异种金属摩擦焊接头组织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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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用钻杆轻量化的需求，以小尺寸试棒 7075-T6铝合金和 37CrMnMo合金钢利用连续

驱动摩擦焊技术实现连接，探索开发铝合金/合金钢轻量化复合钻杆焊接制造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研究了焊接工艺

参数对接头成形、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接头界面铝侧的晶粒受到力和热的作用发生完全动态再

结晶，而在热力影响区发生了不完全动态再结晶. 界面沿径向热力分布的不均匀导致了在中心区域没有化合物产

生，但在 1/2半径区域有亚微米级的化合物层生成，接头抗拉强度最大可达 240 MPa. 中心区域较为平整的断裂面

说明该区域是接头的薄弱环节. 因此仍需进一步调控铝合金/合金钢摩擦焊接过程，促进中心区域冶金结合，以提

升接头整体强度.

创新点： (1) 铝合金/合金钢连续驱动摩擦焊接过程中铝侧发生动态再结晶，其中摩擦界面铝侧发生了完全动态再结晶.

              (2) 铝合金/合金钢接头在界面中心和边缘区域以机械结合为主，而 1/2半径处产生了厚度为 0.4 ~ 0.7 μm
的金属间化合物层，实现了冶金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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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言

近年来，国内外在深层次油气资源勘探方面加

大了对轻量化钻杆研发力度以期降低勘探开发成

本，其中铝合金钻杆被公认为适用于深海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的最具有经济性的钻杆[1-2]
. 铝合金具有

良好的耐蚀性、高比强度、优异的导热性和导电性

及无磁性等优点，但由于铝合金硬度相对较低且铝

合金管接头之间摩擦系数大，使其在使用过程中容

易发生黏连而使管接头报废导致铝合金钻杆的寿

命大幅度降低、增加了其工程应用成本. 为了提高

管接头使用寿命，降低铝合金钻杆使用成本，国外

采用铝合金管体与合金钢管接头通过采用冷组装

或热组装的机械装配方式来制造铝合金复合钻杆，

实现钻杆的轻量化，并在国内外获得了一定的工程

应用，但在制造及工程应用中也暴露出制造工艺复

杂、修复困难、重复利用率低、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

限制了其在油气资源开采领域的大规模推广应用.

针对铝合金管体/合金钢管接头组成的轻量化

复合钻杆亟待开发一种焊接工艺以实现铝合金复

合钻杆的高效、低成本制造和修复. 但由于铝合金

和钢存在热物理性能参数相差较大，冶金相容性

差，熔化焊过程中易在结合界面处生成大量脆性金

属间化合物 (intermetallic  compounds， IMCs)恶化

接头性能，而钎焊、扩散焊等工艺均不能充分发挥

母材的性能潜力，仍存在接头强度低、耐蚀性差等

缺点.

摩擦焊具有优质、高效、低耗环保的优点，自

20世纪发明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研究，在航空航

天、汽车以及石油地质等领域得到相对广泛的应

用[3-5]
. 摩擦焊接头热影响区小，并获得锻造态焊缝

组织，具有接头质量高的特点，避免传统熔化焊、闪

光焊等焊接方法易产生的各种夹渣、气孔等焊接缺

陷. 摩擦焊作为一种固相连接工艺，被国内外相关

学者重点运用在了异种材料的连接上[6-9]
. 相对于

常规熔化焊接工艺难以实现铝合金/合金钢异种金

属高效的连接，摩擦焊接过程中母材不发生熔化，

可有效抑制界面处产生的 IMCs，有助于提升铝合

金/合金钢结构界面强度及界面耐蚀性[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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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合金钢摩擦焊界面状态仍旧是焊接接

头的相对薄弱环节. 由于摩擦焊的本质，在界面处

的热力分布不均匀，导致界面结合状态不一致，显

著影响了接头强度. Dong等人[11] 发现由于铝合金/
不锈钢摩擦焊界面处形成了厚度不一的 Fe-Al
IMCs，界面结合强度分布也非常不均匀. Ma等人[12]

认为由于在铝合金/不锈钢摩擦焊界面处形成了亚

微米尺寸的 IMCs，接头的耐蚀性与铝合金母材相

当. Kimura等人[13-14] 发现不同牌号铝合金与不锈

钢存在着很大的界面强度差异，证实了铝合金和不

锈钢的母材组织状态同样会影响其界面结合强度.

因此，文中利用连续驱动摩擦焊、以小尺寸试棒

7075-T6铝合金和 37CrMnMo合金钢为研究材料，

研究 7075铝合金与 37CrMnMo合金钢摩擦焊接头

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旨在探索开发铝合金/合金钢

轻量化复合钻杆焊接制造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1    试验方法

试验用材料为 15 mm的 7075-T6铝合金和

37CrMnMo合金钢棒材，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如

表 1和表 2所示. 开展了不同参数下连续驱动摩擦

焊工艺试验，匹配的焊接工艺参数如表 3所示，焊

机及工件装配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前期试验表明，

摩擦压力 P1、顶锻压力 P2 和摩擦时间 t 对焊接接

头性能影响较大，因此文中要探究不同 P1，P2 和

t 对接头显微组织和性能的影响，而转速固定为

2 200 r/min，顶锻保压时间为 10 s.
 

  
表 1    7075 铝合金和 37CrMnMo 合金钢的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7075 Al alloy and 37CrMnMo alloy steel
 

材料 Si Fe Cu Mn Mg Zn Al Cr Ti Ni C S P Mo

7 075 0.40 0.50 1.5 0.30 2.6 5.7 余量 0.18 0.2 — — — — —

37CrMnMo 0.10 余量 0.03 0.85 — — — 0.90 — 0.03 0.38 0.035 0.035 0.28
 
 
 

  
表 2    7075 铝合金和 37CrMnMo 合金钢的力学性能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7075  Al  alloy  and
37CrMnMo alloy steel

 

材料 抗拉强度Rm/MPa 硬度 H(HV0.5)

7075 570 160

37CrMnMo 1 020 240
 
 

  
表 3    连续驱动摩擦焊工艺参数

Table 3    Friction welding parameters used in experiments
 

摩擦压力

P1/MPa
顶锻压力

P2/MPa
摩擦时间

t/s
轴向缩短量

l/mm

90 ~ 150 120 ~ 180 1 ~ 3 6.7 ~ 9.5

 
 

焊前，将两棒材端面车齐平，并用丙酮对工件

摩擦面进行了擦拭清洗，防止试样表面留存氧化

膜、油污等杂质污染摩擦面. 为保证试验结果的准

确性，每组试验进行了 3次重复试验. 焊接过程中

7075-T6铝合金为旋转端，37CrMnMo合金钢为进

给端，如图 1所示.

焊接完成后，对试样机械加工去除飞边，采用

万能电子材料试验机测试接头抗拉强度，拉伸速率

设置为 1 mm/min. 利用金相试样制备流程对焊接

试样横截面进行处理，采用 ECLIPSE LV150N型光

学显微镜和搭载牛津 NordlysMax3型电子背散射

衍射 (EBSD)探头的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800F)对接头微观组织进行分析，并采用显

微硬度测试仪测定不同工艺参数下接头横截面显

微硬度，试验力为 4.90 N，同时利用牛津 XMax-
80型能谱分析仪分析界面及断口元素组成，进一步

得到接头界面连接机制. 

 

1
5

75 60

7075Al 37CrMnMo

ω

(a) HSMZ-4 型摩擦焊机

(b) 焊接试样示意图 (mm) 

图 1    焊接工艺设备及试样示意图

Fig. 1    Friction welding machine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workpiece. (a)  HSMZ-4 friction welding mach-
ine；(b) schematic of work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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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接头宏观成形

工艺参数的设定决定焊接热输入的多少，不同

焊接工艺参数会导致接头产生不同的轴向缩短量.

典型接头成形形貌如图 2所示.
 

 

4 mm

合金钢

铝合金

1 2 3 4 5 6 7

(a) 接头宏观成形

(b) 典型接头横截面 
图 2    7075 铝合金/37CrMnMo 钢摩擦焊接头

Fig. 2    Friction  welded  joints  of  7075  Al  to  37CrMnMo
steel.  (a)  appearances of  joints;  (b)  typical  cross
section of joints

 
 

通过对接头宏观形貌分析，发现在不同焊接工

艺参数下，铝侧均形成了飞边，而合金钢侧未发生

宏观塑性变形. 这主要是由于两种材料物理性质差

异较大，合金钢具有较高的屈服强度，在铝合金/合
金钢摩擦焊过程中难以产生塑性变形. 随着轴向压

力 (摩擦压力 P1、顶锻压力 P2)和摩擦时间 t 增加，

摩擦产热增加[15-17]，促进界面温度的升高. 同时铝

合金的热传导系数较大，使得铝合金侧高温区域沿

轴向变宽，更多的高温铝合金被轴向压力挤出，导

致轴向缩短量随着工艺参数的增大而显著增加. 

2.2    微观组织

摩擦焊接头分为界面焊缝区 (weld zone，WZ)、
热力影响区 (thermal mechanical affected zone，TMAZ)
及热影响区 (heat affected zone, HAZ) 3个区域. 在
摩擦焊过程中，焊缝区即摩擦界面温度最高，会发

生强烈塑性变形和流动[18]
. 图 3为铝合金/合金钢

摩擦焊接头微观组织. 界面区受明显的加热及沿径

向、轴向材料流动作用，原有母材晶粒破碎，进而发

生动态再结晶；同时，也能看到第二相粒子的弥散
 

TMAZ

细晶区
400 μm

400 μm

400 μm

400 μm

(a) P1 = 120 MPa, P2 = 150 MPa, t = 1 s 

(b) P1 = 120 MPa, P2 = 150 MPa, t = 2 s

(c) P1 = 150 MPa, P2 = 150 MPa, t = 2 s

(d) P1 = 120 MPa, P2 = 180 MPa, t = 2 s

细晶区

细晶区

细晶区

 

图 3    接头的微观组织

Fig. 3    Microstructure  of  joints.  (a) P1 =  120  MPa, P2 =
150  MPa, t =  1  s； (b) P1 =  120  MPa, P2 =  150
MPa, t = 2 s；(c) P1 = 150 MPa, P2 = 150 MPa, t =
2 s；(d) P1 = 120 MPa, P2 = 180 MPa, t = 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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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产生弥散强化. 热力影响区同样受到轴向压

力和热的作用，使得区域内组织发生不完全动态再

结晶，并产生沿飞边挤出方向 (由轴向变为径向)的
流线形形貌.

通过与图 3b、图 3c和图 3d的对比可以发现，

随着摩擦压力及顶锻压力的增加，焊缝区层逐渐变

薄. 随着轴向压力的增加，摩擦界面上的能量会更

快的作用在摩擦界面上，使之在更短的时间内生成

更多的高温塑性变形层，并在顶锻压力作用下，高

温塑性金属被挤出，使得铝侧焊缝区层厚度变薄.

为了进一步表征铝合金侧不同特征位置的显

微组织及再结晶行为，对焊缝区、热力影响区及热

影响区的进行了 EBSD分析，如图 4所示. 将拉拔

方向定义为 RD (rolling direction)，将径向定义为

TD (transverse direction)，将与 RD，TD的垂直方向

定义为 ND (normal direction).
 

 

30 μm 30 μm 30 μm

001

101
111

001

101
111

ND ND

RD RDRD RD

TD TD

001

101
111

ND

RDTD

TD

(a) 热影响区 (b) 热力影响区 (c) 焊缝区 
图 4    铝合金/合金钢摩擦焊铝合金侧 EBSD 图及反极图

Fig. 4    EBSD and corresponding IPF images of  Al/steel
joint. (a) HAZ; (b) TMAZ; (c) WZ

 
 

从图 4可以看出，铝合金热影响区晶粒的

<111>和<100>平行于棒材的拉拔方向 RD，说明了

热影响区仍保留着母材在拉拔过程中形成了典型

的平行于拉拔轴方向的两种丝织构<111>和<100>，
同时其内部仍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小角度晶界 (low
angle grain  boundary,  LAGB,  其晶粒位相差 2°  ~
15°)，如图 4a中蓝色细线所示. 从热力影响区可以

看出，铝合金母材原有的丝织构被完全打乱，晶粒

取向杂乱且大小不一，同时在该区域存在着大量的

LAGB，表明该区域发生了不完全动态再结晶. 虽
然在较大的摩擦压力作用下材料发生了剧烈塑性

变形，但是热力影响区温度略低于焊接界面位置温

度，高温持续时间略短，因此动态再结晶过程并不

完全. 如图 4c所示，在焊缝区晶粒出现了显著细

化，且该区域小角度晶界分数较低，说明该区域发

生了完全动态再结晶，LAGB的数量相较于其它区

域急剧减少. 这是因为焊缝区受到了足够的热力作

用使材料发生塑形流变，原有晶粒破碎后发生了完

全动态再结晶，使组织变得更细小，有助于焊缝区

强韧性提升. 同时焊缝区金属受到显著的径向塑性

流动，所以产生了大量平行于径向 (transverse direc-
tion, TD)的<111>丝织构.

铝合金/合金钢异摩擦焊界面中形成的 IMCs
是决定焊接质量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图 5为

7075铝合金与 37CrMoMn钢在界面不同区域的显

微组织形貌. 从图 5可以看出，在不同区域界面组

织状态有明显的不同. 在中心区域，没有发现明显

的 IMCs的存在，而 1/2半径位置，界面处形成了厚

度约为 0.4 ~ 0.7 μm的 IMCs层.
 

 

2 μm

1 μm

合金钢

合金钢

铝合金

铝合金

(a) 中心区域

(b) 1/2 半径区域 

图 5    铝合金/合金钢摩擦焊界面显微组织
Fig. 5    Interfacial  microstructure  of  Al  alloy/steel  joint.

(a) central zone；(b) 1/2 radius zone
 
 

IMCs的产生受到摩擦焊过程中热力耦合作用

的显著影响. 在摩擦界面上，厚度为 dr，距离圆心

为 r 的圆环产热效率可以表示为[19]

Pf =
w r+dr

r

w 2π

0
2πµnr2Pdθd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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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f 为产热效率；θ 为角度；μ 为摩擦系数；n 为

转速；P 为摩擦压力. 当厚度 dr 很小时，圆环产热效

率可近似表示为

Pf = 4πµnr2Pdr (2)

从式 (1) ~  式 (2)可以看出，产热效率 Pf 与

r2 成正比关系，表明随着与圆心距离的增加，界面

产热量越大. 在中心区域，产热量相对较低，温度的

升高主要依靠热传导的作用，界面处温度不会有很

高的提升，因而不足以生成 IMCs，界面处主要以机

械结合为主. 在 1/2半径处产热量充足，材料塑性

流动较为剧烈，因此元素相互扩散充分，有利于

IMCs的生成，形成冶金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在接

头边缘位置，虽然摩擦产热量很大，但是会受到强

烈的对流及不均匀应力分布的作用，该区域的温度

同样会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冶金反应同样不会很

剧烈[20-22]
. 

2.3    力学性能 

2.3.1 抗拉强度

图 6为不同参数下接头的抗拉强度. 当焊接工

艺参数为 P1 = 120 MPa，P2 = 150 MPa，t = 2 s时，

铝合金/合金钢异种金属连续驱动摩擦焊接头抗拉

强度达到最大值 235 MPa，拉伸曲线如图 6a所示.

铝合金/合金钢异种金属摩擦焊接头在不同参数条

件下抗拉强度对比关系如图 6b ~ 图 6d所示，结果

表明，随着摩擦时间、摩擦压力、顶端压力的增加，

接头抗拉强度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摩擦时间延长会增大摩擦界面上的能量输入，

摩擦压力的增大会使摩擦界面上的热功率得到提

升，两者都会促进焊接过程中铝侧高温塑性金属的

生成，但过高的能量输入会使得摩擦界面上的扩散

反应更为充分，生成更多的金属间化合物，影响接

头力学性能；同样当顶锻压力过大时，降低界面温

度反而影响了 Fe，Al元素的扩散，使界面冶金结合

程度有所下降，降低了接头连接强度. 因此，只有当

焊接参数相匹配时，界面处有最高连接强度. 

2.3.2 断口形貌

接头拉伸断裂均发生在铝合金/合金钢摩擦界

面上，且无明显屈服和缩颈现象，如图 6a所示，为

典型的脆性断裂. 图 7为不同焊接工艺参数下铝合

金/合金钢摩擦焊接头钢侧断口摩擦界面的宏观

形貌. 结果表明，在焊接工艺参数 P1 = 120 MPa，
P2 = 150 MPa，t = 2 s下，相比摩擦时间 1 s时 (图 7a)，
断口表面相较粗糙，结合微观断口，界面生成了较

少的金属间化合物，中心区域存在圆环状疤痕，自

1/2半径区域至边缘区域钢侧有少量铝母材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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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参数下接头的抗拉强度

Fig. 6    Tensile  strength  of  joints  at  different  welding
parameters.  (a)  typical  tensile  curve； (b)  friction
time；(c) friction pressure；(d) upsetting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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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b所示.

图 8和表 4分别为摩擦焊接头钢侧断口表面

的 SEM图像和 EDS点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钢侧

断口主要分为灰褐色和亮银色两种区域，对不同区

域进行 EDS分析结果表明，中心区域位置 1的化

学成分组成主要为 98.51% Fe和 1.49% Al，说明中

心区域主要为铁基体，并且接头中心区域断口较为

平整，表明在焊接过程中界面中心区域没有产生明

显的 IMCs，而是以机械结合为主；在钢侧断口

1/2半径处存在较多的亮银色片层状结构，断口更

加粗糙. 对位置 2的化学成分组成进行分析，发现

其主要为 24.22% Fe和 75.78% Al，成分组成符合

FeAl3 相，进一步证明了摩擦界面上形成了 IMCs
以及该参数下接头在 1/2半径区域实现了冶金结

合；而边缘区域较为光滑，主要是铁基体以及少许

层片状基体边缘的 Fe-Al IMCs.
从图 8c可以看出，在边缘处仍然清晰的看出

机械加工后环状纹路，所以接头边缘区域也是以机

械结合为主，并伴有少量 IMCs生成，以上结果与界

面显微组织形貌的分析一致. 总体而言，接头发生

了明显的脆性断裂，其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结合强

度略低于 1/2半径区域. 因此需要对摩擦焊接过程

进行进一步优化和调控，促进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

发生冶金反应，提升接头性能.
 

2.3.3 显微硬度

图 9为不同焊接工艺参数下铝合金/合金钢异

种接头摩擦界面两侧显微硬度分布曲线. 钢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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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摩擦时间 1 s

(b) 摩擦时间 2 s 

图 7    钢侧断口宏观形貌

Fig. 7    Fracture  macroscopic  appearance  of  steel  side.
(a) friction time of 1 s；(b) friction time of 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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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断口表面不同区域 SEM 微观图像及 EDS 分析

Fig. 8    SEM  images  and  EDS  results.  (a)  central  zone；
(b) 1/2 radius zone；(c) marginal zone

 

表 4   EDS 分析结果 (原子分数，%)
Table 4    Results of EDS analysis

 

位置 1 2 3

Al 1.49 75.78 37.58

Fe 98.51 24.22 62.42

6 焊    接    学    报 第 42 卷



度、硬度远大于铝，所以在焊接过程中钢侧几乎不

会发生明显塑性变形，同时焊接过程中摩擦界面上

温度不足以使钢发生剧烈塑性流动，导致钢侧界面

显微硬度值没有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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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接头显微硬度分布曲线

Fig. 9    Vickers hardness profiles of friction welded joints
 
 

铝侧显微硬度在焊接界面附近先降低，后升

高，随着远离界面，硬度逐渐趋于平缓. 这是由于铝

近界面处焊接过程中发生了动态再结晶，消除了铝

母材的加工硬化现象，而且铝中第二相由于较高的

温度会有一部分溶于铝基体，从而形成了一定距离

的软化区域，在接头热力影响内显微硬度逐渐升

高，直至到母材处硬度值出现动态平衡. 进一步对

比后可以看出，随着摩擦时间的增加，接头软化情

况更加明显，这是由于摩擦时间的延长，界面温度

进一步升高，促进了第二相的溶解，导致界面区域

硬度降低. 增大摩擦压力和顶锻压力，更多的高温

塑性铝合金被挤出，都使得接头软化宽度变窄. 

3    结论

(1)当采用转速 2 200 r/min、摩擦压力 120 MPa、
摩擦时间 2 s、顶锻压力 150 MPa、保压时间 10 s的
焊接工艺参数时，对直径 15 mm的 7075铝合金/
37CrMnMo合金钢棒材进行摩擦焊，接头飞边成形

良好，抗拉强度可达 235 MPa.
(2)铝合金/合金钢接头铝侧发生动态再结晶，

在热力影响区原有的<111>和<100>取向被打乱，而

在细晶区则由于很强的径向流动和较高的温度，发

生了完全动态再结晶，出现了晶粒细化并伴随有

<111>方向织构. 由于第二相的溶解，自接头界面处

显微硬度先降低后逐渐增大至母材硬度. 钢侧几乎

不发生塑性变形，显微硬度变化不明显.

(3)铝合金/合金钢接头在界面中心和边缘位置

未发现金属间化合物的形成，而 1/2半径处产生了

厚度为 0.4 ~ 0.7 μm的金属间化合物层. 断裂面不

同位置的粗糙度进一步说明了 1/2处结合强度较

高，其它区域以机械结合为主. 因此需要对摩擦焊

过程进一步调控，使薄弱环节产生冶金结合进一步

提升接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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