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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煤矿液压支架和海洋平台立柱的表面防护与修复的工程需求，采用 FeCrNiMo 马氏体不锈钢粉末在
27SiMn 结构钢基体表面进行激光熔覆，以改善基体表面的耐磨、耐蚀综合性能。本文旨在研究激光能量密度对
FeCrNiMo 熔覆层的截面特征及其开裂倾向的影响，采用热力耦合有限元模拟方法，基于双椭圆平面热源模型，
计算分析了 FeCrNiMo 不锈钢粉在 27SiMn 钢基板表面的激光熔覆过程中，在不同的激光输入能量密度条件下，
熔覆层的温度场和应力场的演变过程。并采用相同工艺参数进行激光熔覆实验，通过稀释率（熔覆层横截面中，
母材熔化的面积与整个熔覆层横截面积的百分比）和熔宽情况的对比，以验证模拟结果的可靠性。进而研究激光
能量密度对熔覆层稀释率、熔宽及其开裂倾向的影响规律。熔覆层的稀释率、熔宽均随输入能量密度的增加而增
大，当输入功率达到 3000W，熔覆速度 6mm/s 时可获得较理想的稀释率和熔宽。而熔覆层边缘的应力随输入能
量密度的增加而增大，其开裂倾向增大；而熔覆层中心线附近的应力随功率增大而有所降低。在激光熔覆过程中
提高输入能量虽有利于增大熔宽，提高熔覆效率，但是同时增加了熔覆层的稀释率及其边缘开裂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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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engineering requirements for surface protection and repair of the hydraulic supports
in the coal mining industry and offshore platform columns, the laser cladding process of FeCrNiMo martensitic
stainless steel powder on the surface of 27SiMn structural steel was adopted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wear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properties of the substrate surface.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laser energy
density on the cross-se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racking tendency of the FeCrNiMo cladding layer. This paper
studied the laser cladding process of FeCrNiMo martensitic stainless steel feedstock on the substrate of 27Si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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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 using the thermo-mechanical coupled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and the double ellipse heat source mod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mperature field and stress field of FeCrNiMo layer on the surface of 27SiMn substrate
during laser cladding process under different laser input energy densities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thermal-elastic-plastic FEM simulation. The laser cladding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using the same process
parameters as the FEM simulation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a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dilution ratio and the melting width between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In addition, the coating
quality and the cracking tendency were investigated as well.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dilution
ratio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ratio between the melted substrate and the whole cladding layer) and width of the
cladding layer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input energy density. An ideal dilution ratio and melting width
can be obtained when the input power reached 3000W and the laser scan speed reached 6mm/s. The stress at the
edge of the cladding layer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put energy density, suggesting the cracking tendency
increased. The stress at the center of the cladding layer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laser cladding, increasing the input energy is beneficial to increase the width and efficiency of cladding, but it also
increases the dilution ratio of the cladding layer and the tendency of edge cracking.
Key words: Laser cladding; FeCrNiMo stainless steel; Finite element method; Double ellipse heat source;
Thermo-mechanical coupled calculation
缺陷 [5]。因此，研究熔覆过程中的应力分布情况，

0引言
马氏体不锈钢具有较高的硬度，与奥氏体不
锈钢和双相不锈钢相比具有更好的耐磨性，可满
足磨损和腐蚀双重环境作用下的工况需求，可用
于煤矿液压支架、海洋平台立柱等结构的表面防
护和修复用涂层材料 [1]。为提高金属基体的耐磨、
耐蚀综合性能，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工艺是电镀
硬铬，该方法虽然工艺简单、成本低，但镀层与
基体结合强度较低，易脱落，且电镀工艺对环境
污染严重，近年来开发环境友好型的替代工艺已
成为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2-3]。激光
熔覆技术利用激光高能量密度的特点，可在基体
表面形成致密的冶金结合层，被广泛用于提高金
属表面硬度、耐磨性、耐蚀性和抗蠕变性能等 [3-4]。
FeCrNiMo 马氏体不锈钢是在 AISI 431 不锈钢的
基础上，通过适当调整合金元素的含量获得的具
有更高综合性能的马氏体不锈钢。采用激光熔覆
工艺可将 FeCrNiMo 马氏体不锈钢粉末熔覆于高
强结构钢（如 27SiMn）基体表面，制得具有良好
的耐蚀、耐磨综合性能的工件。然而，FeCrNiMo
不锈钢的裂纹敏感性较高，熔覆层与基体的热膨
胀系数存在差异，且激光熔覆工艺的冷速较高，
在熔覆过程中极易产生较大的内应力，因此在制
备较大厚度（2 mm 以上）的熔覆层时易产生裂纹

有助于预测裂纹产生的倾向，并优化调整相应的
熔覆工艺，以提高熔覆层质量。然而，激光熔覆
过程是高温下的动态加工过程，采用实验方法难
以准确获得实时的热、力学参数，而数值模拟方
法可为此提供一种有效的分析手段。
在激光熔覆过程中，输入热源的能量分布在
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较大不均匀性，因此，选择适
当的热源模型是确保温度、应力计算可靠性的重
要前提。热源模型按照其函数中位置坐标的空间
维度划分包括：点热源、面热源和体热源三类 [6]。
Rosenthal 最早研究了移动热源模型 [7]，他基于准
静态的假设（认为除了初始和终止时段外在足够
长的工件中的热流是稳定的）提出了点热源模型，
但该热源模型不能很好的描述热源的能量分布规
律，对熔合区和热影响区的计算误差较大。平面
热源多用于熔池的深宽比较小的热导型焊接或熔
覆过程的模拟，常见的平面热源有：高斯分布、
椭圆、双椭圆热源等 [8-9]。高斯平面热源模型将输
入能量按照高斯函数分布在一定半径的圆形区域
内，该模型具有周向对称分布的特点 [10-11]。高斯
分布模型虽可以较好的反映静态激光在其辐照区
域内的能量分布，但当激光以一定速度运动时，
能量不再是对称分布，高斯模型会带来一定的误
差。椭圆模型是对高斯分布模型的改进，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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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池在运动过程中的伸长；而双椭圆模型则考虑

与温度相关的能量函数满足如下平衡方程 [14]。

了熔池前、后缘的非对称特性，用两个半长轴各

(1)

不相同的椭圆分别表征热源模型前、后半部的能

其中 Ein 为输入热量，即激光器通过辐射输入

[12-13]

。李豪等在模拟矩形光斑的激光

工件表面的热量，可用工件上任意点的坐标 (x、

熔覆过程中，采用了椭圆热源模型，计算结果与

y、z) 和时间 t 相关的函数，即热源函数 Q(x,y,z,t)

量分布状况

[6]

实验结果基本吻合 。体热源模型是将输入能量

来表示。Egen 为体系内部的产热，在不锈钢粉末

直接加载到工件的一定体积内，主要用于热流密

和基板的激光熔覆过程中材料内部无明显自发生

度高，熔池深宽比较大的焊接或熔覆过程，常见

成的热量，因此该项为零。Eout 为输出的热量，包

的体热源有：圆锥、椭球、双椭球、旋转高斯体

括三部分：熔覆层对基板接触热传导，熔覆层或

[8]

以及组合型热源模型等 。综上，热源的选择应

基板表面与周围空气介质的对流换热，熔覆层和

综合考虑热源种类、热流密度、能量分布状况、

基板对周围环境的热辐射。Est 为激光熔覆过程中

热源的移动速度、熔池形貌等多种因素。

在工件中所储存的能量，与比热容、温度变化量

本文所研究的激光熔覆工艺特点是：光斑面

和质量成正比。为计算激光熔覆过程中任意时刻

积较大，移动速度较低 (6mm/s)，类似于热导型焊

的温度状态，需将 (1) 中各项对时间求导，转换

接，因此本文拟采用双椭圆平面热源模型来模拟

为能量的变化率方程，将之展开可获得如公式 (2)

该激光熔覆过程。为探究 FeCrNiMo 不锈钢激光

所示的微分方程。用有限元软件对该方程进行时

熔覆过程中的温度场以及工件中的应力分布状况，

间积分，从而可以求得到模型中每一个节点上在

优化熔覆工艺，减少其开裂倾向，本文拟采用热

任意时刻的温度，即工件在激光熔覆过程的实时

力耦合有限元模拟的方法，分析 FeCrNiMo 不锈

温度场。

钢粉末在 27SiMn 高强结构钢基体表面的激光熔
(2)

覆过程，并研究熔覆工艺对其熔覆层质量和开裂
倾向的影响。

1 研究方法
1.1 控制方程及热源模型

其中 T 为温度，t 为时间，k 为热导率，ρ 为
材料密度，Cp 为定压比热容，这里的 k、ρ、Cp 皆
为随温度非线性变化的材料参数。Qconvection 为工件

本文采用有限元法计算分析在不同工艺条件

通过对流换热方式传出的热量，本文用牛顿冷却

下 FeCrNiMo 不锈钢合金粉末在 27SiMn 钢基板上

定律来描述，即 Qconvection=hAΔT，其中 A 为对流换

的激光熔覆过程中的温度场和应力应变场的演变

热面的表面积，ΔT 为工件壁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

过程。针对该研究对象特点，做出以下基本假设：

差，h 为对流换热系数，在强制冷却区域（如：

(1) 工件连续且均匀，忽略材料内部的孔隙，裂纹

有氩气流经的熔覆层上表面）取 100W/(m•℃ )，

及其他缺陷对材料热物性参数的影响；(2) 热源的

在其他区域取 10 W/(m•℃ )。Qradiation 为高温工件

输入功率稳定，不随时间发生波动；(3) 热辐射系

对环境辐射所发出的热量，用斯特藩 - 玻尔兹曼

数和激光吸收率均匀稳定，不随温度和工件状态

定律描述，即 Qradiation=εσT4•A，其中 ε 为辐射系

变化；(4) 固液两相区界面、熔覆层与基板界面均

数（本文取 0.85），σ 为斯特藩 - 玻尔兹曼常数，

为连续介质，忽略界面热阻对传热的影响；(5) 忽

单位为 W/(m2·K4）。在公式 (2) 中 Qradiation 的单位

略熔池内部液体的流动和搅拌作用对传热的影响。

为功率，因此该式需乘以面积 A 以保证量纲一致，

本文采用顺序耦合的热力耦合计算思路，首
先计算激光熔覆过程中某一时刻的温度场，然后

同时在模型中也需要定义对应辐射散热的表面，
以获得其表面积。

再以每一时刻的温度场为输入参数，计算相应时

在构建热源模型的时，因本文的激光熔覆过

刻的应力、应变场。在激光熔覆的传热过程中，

程类似于热导型焊接，激光光斑面积较大（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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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形光斑），能量密度较低，熔覆层的深宽比

其中， εe 是弹性应变量，与材料的杨氏模量

较小，激光光斑运动速度较低 (6mm/s)，因此采

有关；εie 是非弹性应变量，与屈服极限、塑性关

用双椭圆平面热源 Q(x,y,t) 实现其对涂层表面的加

系有关；εth 是热膨胀导致的应变量，与材料的热

载，该模型是由 Kurtz 等

[12]

提出的椭圆平面热源

膨胀系数有关，上述材料参数也都是与温度相关，

模型热源演变而来，其表达式如 (3)~(6) 式所示。

并呈非线性关系的物理量，可通过一系列材料性
能实验获得。
1.2 有限元模型的定义

(3)

（x>x0+vt）

采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进行求解计算，
因激光熔覆模型沿熔覆层中线对称，为提高计算
效率，因此本文只建立 1/2 模型，并在对称面采
取对称约束，如下图所示。基板模型的尺寸为

（x≤x0+vt）

(4)
(5)
(6)

其中 Qf 和 Qr 分别为热源的前、后半椭圆的
输入能量分布函数；P 表示激光输入功率；η 为熔
覆层的激光吸收率（取 0.85）；v 为激光光斑的
移动速度（取 6mm/s），t 为时间；af、ar 分别为前、
后半椭圆沿激光运动方向的半长轴（af 取 2mm，
ar 取 6mm），b 为前、后半椭圆的横向半长轴（取
3.35mm）；(x0, y0) 为激光熔覆起点处的坐标。
对于应力 - 应变计算步，需要在上述温度场
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应力 - 应变计算，与常见
的力学和结构计算方法类似：用基于牛顿第二定

60×20×10mm，熔覆层的几何模型是半长轴分别
为 3.35mm 和 2.5mm 的 1/4 个椭圆柱体，长度为
60mm。模型的有限元网格划分，全部采用八节点
六面体单元进行划分，温度计算步采用传热单元，
而力学计算步采用缩减积分力学单元。为兼顾有
限元计算效率与精度，对熔覆层基板的网格划分
采用不同的尺寸，熔覆层及其附近区域需网格适
度细化，而远离焊缝区采用较为粗大的网格。熔
覆层网格在截面方向上的节点间距（宽、高）均
为 0.5mm，长度方向为 2mm，而基板与熔覆层接
触区域的网格尺寸为 2×2×0.5mm，其他基板区
域的网格尺寸为 2×2×2mm。为模拟同轴送粉模
式的激光熔覆过程，采用生死单元技术，先将全
部熔覆层网格单元暂时的“杀死”，在热源移动
过程中逐渐激活相应的单元进行温度和应力场的
计算，在计算过程中未激活单元不参与计算。

律的力学平衡方程 (7) 与柯西应力张量方程 (8) 联
立求解，即可获得某一温度下的位移、应力、应
变关系。因温度场是与时间相关的量，因此应力 应变也是与时间相关的暂态物理量，控制方程如
公式 (7)、(8) 所示 [15]。
σ+Fv=0

△

σ=D·ε

(7)
(8)

其中，σ 为应力张量，Fv 为在体系上的作用
力张量，D 为刚度矩阵，ε 为应变张量，由以下
三部分组成 [16]：
ε=εe+εie+εth

(9)

图 1 激光熔覆的有限元模型
Fig.1 FEM model of the laser cladding process.

·

16 ·

12 卷

热 喷 涂 技 术

在力学计算步中，为模拟实际工况，需对模

团 有 限 公 司 开 发 的 FeCrNiMo 马 氏 体 不 锈 钢 气

型进行适当的位移约束。对模型的对称面而言，

雾化粉末，整体球形度良好，粒径分布范围是

沿该对称面做镜像对称应当获得完整的激光熔覆

75~95μm。该 FeCrNiMo 不锈钢是在 AISI 431 的

模型，因此要保证模型节点不穿过对称面，约束

基础上，通过对其合金元素的成分进行调整获

对称面沿 x 方向的平移和绕 y、z 轴的旋转运动，

得， 其 成 分 如 表 1 所 示。 激 光 熔 覆 实 验 的 基 体

坐标轴方向及模型如图 1 所示。激光熔覆过程中

选 用 10mm 厚 的 27SiMn 结 构 钢 板， 其 名 义 成

将基板放置于工作台上，模型任意节点不应穿过

分如表 1 所示 [17]。激光熔覆实验采用的设备为

底平面，因此约束底面沿 y 方向的平移和绕 x、z

YLS-6000 型 光 纤 激 光 器 (IPG, Massachusetts，

方向的旋转。此外，熔覆过程中工件两端被固定，

USA)，输出激光的波长 1075±10nm，最大输出

因此在模型两端各取一节点（A、B 点），约束其

功率为 6 kW，功率可调范围 10~100%，功率稳

沿 x、y、z 方向的平移，如图 1 所示。

定性 ±2%。实验采用 HIGHYAG 激光熔覆加工

2.3 实验方法和材料参数

头 (Brandenburg，German)， 输 出 光 斑 的 尺 寸 为
5×5mm2 方斑。

本文的研究激光熔覆材料为矿冶科技集

表 1 FeCrNiMo 不锈钢和 27SiMn 的化学成分表 (wt.%)
Table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FeCrNiMo stainless steel and 27SiMn (wt.%)
Elements

Cr

Ni

Mo

Mn

Si

C

Fe

FeCrNiMo

16.8

2.0

2.3

0.5

0.5

0.2

Bal.

27SiMn

-

-

-

1.1~1.4

1.1~1.4

0.24~0.32

Bal.

为 6mm/s，通过改变激光功率获得不同的输入能

本文采用单道次的激光熔覆实验来与模拟结
果进行对比，FeCrNiMo 粉层的铺粉厚度为 2.5mm，

量密度，具体的工艺参数如表 2 所示，模拟所用

保护气（氩气）流量为 12L/min，激光扫描速度

的工艺参数与实验保持一致。

表 2 激光熔覆 FeCrNiMo 粉末的工艺参数
Table 2 Process parameters of laser cladding FeCrNiMo powder
Sample

Laser power (W)

Scan speed (mm/s)

Energy density (J/mm3)

1

1800

6

24

2

2400

6

32

3

3000

6

40

有限元计算中所需的 FeCrNiMo 和 27SiMn 的

温度（开始凝固的温度）等，皆是与温度相关的

材料参数包括：密度、弹性模量、泊松比、比热容、

物理量，本文采用 JMatPro 计算得到，如图 2 和

热导率、热膨胀系数、塑性应力应变关系、潜热、

表 3 所示 [18-20]。

开始熔化的温度（完全凝固的温度）和完全熔化
表 3 FeCrNiMo 和 27SiMn 粉末的潜热和熔化温度
Table 3 Latent heat and melting temperature of FeCrNiMo and 27SiMn powders
Sample

Latent heat (kJ/kg)

Initial melting temperature(℃ )

Complete melting temperature (℃ )

FeCrNiMo

164.12

1211

1482

27SiMn

231.13

1210

1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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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2 熔覆材料的热物理性能参数曲线：(a)FeCrNiMo; (b)27SiMn
Fig.2 Thermal physical property curves: (a) FeCrNiMo; (b) 27SiMn

2 结果及分析
2.1 激光熔覆过程的温度场
经 温 度 步 计 算， 提 取 各 算 例 在 7.8s 时 刻 的
对称面截面（Y-Z 面）和斜视图的温度场云图，
如图 3 所示，其中灰色的区域为熔池，该区域温
度高于 FeCrNiMo 粉末的熔化温度 (1121℃ )。如
图 3(a) 所示，当功率为 1800W，能量密度为 24J/
mm3 时，在深度方面，熔池与 27SiMn 母材之间

尚有一定的间隙，粉层未能完全熔化。当功率达
到 2400W，能量密度为 32J/mm3 时，如图 3(b) 所
示，粉层基本可以完全熔化，但基板并未发生熔化，
稀释率几乎为零。当功率达到 3000W，能量密度
为 40J/mm3 时，由图 3(c) 可见熔池越过基板，少
量 27SiMn 母材也发生熔化，存在较低的稀释率。
此外，随着功率的增加，熔池的截面积增大，熔
宽也有所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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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 7.8s 时刻不同功率下的温度场云图：
(a) 1800W; (b) 2400W; (c) 3000W
Fig. 3 Cross-sectional temperature contour at 7.8s with
different powers: (a) 1800W; (b) 2400W; (c) 3000W

图 4 为不同功率下单道 FeCrNiMo 熔覆层的
宏观形貌和截面形貌图，截面图上标出相应的熔
宽值。当功率为 1800W，能量密度为 24J/mm3 时，
由于热输入不足，粉层未能完全熔化，熔覆层成
型不均匀，熔覆层焊趾（熔覆层表面与母材交界
处）部出现未熔透所导致咬边现象，影响熔覆层
与基板的结合性能，熔覆层的熔宽较小。当功率
为 2400W、能量密度为 32J/mm3 时，深度方向上，
粉层基本可以被熔透，27SiMn 母材几乎未发生熔
化，稀释率接近于零，熔覆层与基板界面清晰平
整，熔覆层与基体难以形成冶金结合；此外，熔
宽和熔池截面积明显增大。当功率为 3000W，能
量密度为 40J/mm3 时，少量 27SiMn 母材被熔化，
经计算熔覆层稀释率约为 7%，且熔宽和熔池截面
积进一步增大，可得到外观尺寸较为均匀的熔覆
层。实验结果与模拟计算结果的趋势完全一致，
模拟结果是可靠的。此外，从图 4(c) 可见，当功
率为 3000W 时，熔覆层左侧的焊趾处存在局部开
裂（缺口）的倾向。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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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图 4 不同激光功率下的单道截面显微照片和熔覆层表
面形貌：(a) 1800W; (b) 2400W; (c) 3000W
Fig. 4 Cross sectional morphology of single pass cladding
layer at different powers:
(a) 1800W; (b) 2400W; (c) 3000W

为研究熔覆层上的某点在整个激光熔覆过程
中的温度变化情况，分别取图 1 中的 C、D、E、
F 点作温度 - 时间曲线，如图 5 所示。其中图 5(a)
为当功率在 1800W，能量密度为 24J/mm3 时在激
光在运动方向上在熔覆层中心线上的三个点 C、
E、F 点的温度 - 时间曲线，可见熔池中心经历了
快速加热和冷却的过程。C、E、F 三点温度峰值

图 5 熔覆层上特定位置的温度 - 时间曲线：(a) 功率
1800W，能量密度为 24J/mm3 时 C、E、F 点的温度 时间曲线；(b) 不同功率下 C、D 点的温度 - 时间曲线
Fig. 5 Temperature time curve of specific position on
cladding layer: (a) the temperature time curves of C, E and
F at a power of 1800W and an energy density of 24J/mm3;
(b) the temperature time curves of point C and D under
different power

非常接近，温度时间历程相似，只是温度峰值出
现的时刻不同，这与激光扫描的先后顺序有关。

2.2 激光熔覆过程的应力分析

由此可知，在单道熔覆过程中当输入能量稳定后，

在应力步的计算中，以米塞斯 (Mises) 屈服

熔池的峰值温度即不再发生变化。图 5(b) 比较了

准则作为判断材料在局部是否到达屈服的判据，

不同功率（密度）下 C、D 点的温度 - 时间曲线，

求得模型的等效 Mises 应力，对上述三个算例作

由于各算例中取点位置相同，并采用相同的激光

同一时刻 (10s) 的 Mises 应力分布云图，如图 6 所

扫描速度，因此峰值温度到达的时刻是相同的。

示。熔覆层中心线附近的 Mises 应力峰值随功率

当 功 率 由 1800W 增 加 到 3000W 时， 熔 池 中 线

的增大而降低，而其边缘的应力峰值随功率的增

上 C 点的峰值温度随之升高，依次为：2672℃、

大而逐渐增大，表明随着功率增加其中心开裂倾

3504℃和 4360℃；而熔池外缘 D 点温度相对熔池

向减小而边缘开裂的倾向增加。而 1800W 能量密

中心温度较低，依次为 487℃、627℃、760℃，

度为 24 J/mm3 的工况下，熔覆层中心高应力区域

说明熔池附近温度分布极为不均，从中心到外缘

面积（>479.2MPa 的橙色部分）较大。这是因为

温度梯度极大。

1800W 工况下熔池体积较小、温度较低，在到达

(a)

某一时刻 (10s) 时，有较多的熔覆层金属已经凝固，
先凝固的熔覆层冷却更加充分，温度更低，因此
在该时刻易产生较大面积的高应力区。随着时间
的推移，2400W 和 3000W 的熔覆层中部高应力区
域也会沿着激光运动方向延伸，而其 Mises 应力
峰值基本保持恒定，熔覆层边缘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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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熔覆层上某点在整个激光熔覆过程中
(a)

的 Mises 应力变化历程，取图 1 中的点 G 和点 H
分别作 Mises 应力 - 时间曲线，如图 7 所示。在
不同功率情况下，点 G 的 Mises 应力变化趋势相
似，随着激光输入功率增大，输入能量密度提高，
熔覆层中心线附近的应力下降。熔覆层边缘 H 点
的 Mises 应力随温度程波动变化：在 0.5~1.5s 时段，
激光光斑位于点 G 附近，点 G 为熔池区域，应力
接近为零；而熔覆层焊趾部位（H 点）处于固液
界面附近，存在较大温度梯度，从 0.5s 到 1.5s 时
段，应力迅速升高，并达到一个局部的峰值。随
光斑移开后，H 点的应力有所波动，此后随冷却

(b)

继续进行，应力又缓慢增大，并趋于稳定。随着
输入功率（能量密度）的增大，熔覆层焊趾（H 点）
的应力峰值增大，因此当输入能量密度较高时（如
功率 3000W 能量密度为 40 J/mm3 时），熔覆层
容易在边缘发生开裂，这与图 4(c) 的实验结果相
吻合。整体而言，熔覆层在对称中心线附近（点 G）
的应力较熔池焊趾部位（点 H）的更大。

(c)

图 7 熔覆层模型上点 G 和点 H 的 Mises 应力曲线
Fig. 7 Mises stress curve of points G and H on the cladding
layer

图 6 激光熔覆 10s 时刻的 Mises 应力云图：
(a) 1800W; (b) 2400W; (c) 3000W
Fig. 6 Mises stress contour of laser cladding at 10s with
different powers: (a) 1800W; (b) 2400W; (c) 3000W

3 结论
本文采用有限元法对 FeCrNiMo 马氏体不锈
钢粉末在 27SiMn 结构钢基板表面的激光熔覆过
程进行了模拟计算，并分析了熔覆过程的温度历
程，及其对熔覆层熔宽及稀释率的影响，以及应
力演变历程对熔覆层开裂倾向的影响，得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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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煜 , 赵海燕 , 吴甦 , 等 . 电子束焊接数值模拟中分段

结论。
(1) 随着输入功率和能量密度的增加熔覆层的
稀释率、熔宽逐渐增大，但当功率为 2400W，能
量密度为 32J/mm3 时，粉层刚好可以完全熔透，
但 稀 释 率 极 低 几 乎 为 零，FeCrNiMo 熔 覆 层 与
27SiMn 母材难以形成良好的冶金结合。当功率为
3

移动双椭球热源模型的建立 [J]. 机械工程学报 , 2004,
40(002): 165-169.
[10] Pavelic V, Tanbakuchi R, Uyehara O, et al. Experimental
and computed temperature histories in gas tungstenarc welding of thin plates[J]. Welding Journal Research
Supplement, 1969, 48: 295-305.

3000W，能量密度为 40J/mm 时，熔覆层可以稳

[11] Pardo E, Weckman D C. Prediction of weld pool and

定沉积，具有一定的稀释率。熔池附近温度分布

reinforcement dimensions of GMA welds using a finite-

极为不均，从中心到外缘温度梯度极大。
(2) 随着输入功率和能量密度的增加，熔覆层

element model[J]. 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B-process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Processing Science,
1989, 20(6): 937-947.

的中心线附近的应力降低，而熔池边缘的应力随

[12] Krutz G W. and Segerlind L J.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着功率的增加而增加，表明随着输入能量密度的

of Welded Structures[J]. Welding Journal Research

增大其中心开裂倾向减小而边缘开裂的倾向增加。

Supplement, 1978, 57: 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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