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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轴是高速线材轧机的重要部件,轴颈表面易磨损,为了延长辊轴的服役寿命,可以对磨损后的轴颈表面进行激光熔覆再制造。 但是辊轴表面

硬度较高,激光熔覆高硬度粉末易产生大量裂纹,而梯度熔覆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此问题。 前人关于梯度熔覆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及工艺阶段,
鲜见应用于实际修复中。

本工作利用 4 kW 光纤激光器在辊轴材料 45#钢基体表面逐层熔覆了 Fe1 合金粉末和 Fe5 合金粉末,前者为过渡层,后者为强化层。 利用渗透

探伤检测了涂层表面的缺陷情况,运用 OM、SEM 和 EDS 等手段分析了熔覆层的显微组织及元素含量变化,采用 XRD 技术分别分析了各层的物相

组成,利用显微硬度计测试了涂层的显微硬度。 结果表明,梯度熔覆层表面形貌良好,无宏观裂纹,内部组织致密无缺陷。 各层之间呈现良好的冶金

结合,过渡层与强化层结合处的晶粒出现了细化,上层晶粒比下层晶粒细小。 XRD 分析表明,过渡层主要由奥氏体组成,强化层由奥氏体和马氏体两

相组成。 熔覆层硬度呈典型的梯度分布,强化层平均硬度为 566郾 12HV0郾 2,达到了辊轴的硬度要求,过渡层平均硬度为 385郾 98HV0郾 2,起到了很好的

缓冲作用。 最后,推导出了激光熔覆时机械臂与轴颈转速之间的关系模型,取得了较好的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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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er shaf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 speed wire mill, and the shaft journal is easy to wear. In order to exten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roller
shaft, the worn shaft journal can be remanufactured by laser cladding. However, the hardness of the roller shaft is high. And there will be

large number of cracks when laser cladding high hardness powder. But gradient cladding can be us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Previous researches
of gradient cladding mainly focus on theory and technology, but few works touch the practical repairing.
摇 In this paper, Fe1 alloy powder and Fe5 alloy powder were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45# steel by 4 kW fiber laser. The former was transition la鄄
yer, and the latter was strengthened layer. The defects on the surface of the coating were detected by penetrant inspection. Furthermore, the mi鄄
crostructure and element content of the coating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OM, SEM and EDS. And the phase composition of each layer was in鄄
vestigated by XRD. Meanwhile, the microhardness of the coating was measured by microhardness tes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mple
presented good surface morphologies. No macroscopic cracks formed on its surface. And the coating was compact and free of defects. Moreo鄄
ver, metallurgical combinations were achieved between the layers. And the grains at the junction of the transition layer and the strengthened layer
were refined. In general, the upper grains are smaller than the lower ones. XRD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ransition layer was mainly composed
of austenite and the reinforcement layer was made up of austenite and martensite. The hardness of the cladding layer presented a typical gradient
distribution. And the average hardness of the strengthened layer was 566郾 12HV0郾 2, which met the hardness requirement of the mill roll shaft.
Furthermore, the average hardness of the transition layer was 385郾 98HV0郾 2, which played a good role in buff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ed of mechanical arm and the rotating speed of journal during laser cladding were deduced. Meanwhile, a good repair effect has been a鄄
chieved.
Key words摇 摇 laser cladding, Fe鄄based alloy, gradient coating,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y, phase composition, mill roll shaft

0摇 引言

激光熔覆技术是一种先进的表面改性技术,熔覆过程

中,高能激光束的能量密度可达到 1010 ~ 1012 W/ cm2,同时冷

却速度高达 106 ~ 107 K / s。 激光熔覆具有稀释率低、晶粒细

小、节能高效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石化、汽车、航空航天等

工业领域[1鄄5] 。 但在熔覆高硬度粉末时,涂层内部极易产生

裂纹,严重影响熔覆层性能[6] 。
针对激光熔覆高硬度涂层的开裂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

了大量研究。 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1)对试样进行

预热和缓冷处理,以此来减小熔覆区与非熔覆区的温度梯

度,减小熔池凝固时的热应力。 卞宏友等[7] 研究了基体预热

对激光熔覆 Inconel 718 合金粉末的影响,结果表明,基体预

热至 300 益时,有效降低了涂层内的残余应力。 (2)加入过

渡层,形成梯度涂层,以减小熔覆层与基体之间的热物性差

异。 张德强等[8]在 H13 钢表面逐层熔覆了 FJ鄄1 粉末、铁基

合金粉末 1 号以及高铬铁基合金粉末,得到了质量较好的梯

度熔覆层。 房刘杨等[9] 在铜合金表面熔覆了以铝包镍(KF鄄
6)为过渡层、以 TiB2 增强镍基复合涂层为强化层的梯度熔覆

层,研究了 TiB2 质量分数对涂层性能的影响。 Bobbio 等[10]

在 TC4 基体表面首先熔覆了 21 层 TC4 合金粉末,然后以每

层增加 3% (体积分数)Invar 合金粉末的速度熔覆,直到第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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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完全过渡为 Invar 合金粉末,在此基础上又熔覆了 22 层纯

Invar 合金粉末,得到共计 75 层、8郾 5 mm 厚的梯度熔覆层,且
熔覆层内无裂纹。 Shah 等[11] 在 316L 不锈钢基体上首先熔

覆了 3 层 316L 不锈钢粉末,然后以每 3 层增加 25% (质量分

数)Inconel 718 合金粉末的速度熔覆 12 层,得到内部无裂纹

的熔覆层。
上述研究表明,激光熔覆制备梯度熔覆层可得到内部无

裂纹、性能优异的涂层,但多数研究目前仍停留在理论阶段,
并未应用于实际修复中。 且如果熔覆层数过多,会导致下层

晶粒粗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熔覆层性能,同时也会降低实

际修复效率。 辊轴为线材轧机的重要零件,如果对表面磨损

的辊轴进行修复,则可极大地节约成本。 本工作先在辊轴材

料 45#钢表面进行实验,以 Fe1 粉末为过渡层,Fe5 粉末为强

化层,熔覆得到两层梯度合金涂层,分析并测定了涂层的显

微组织和硬度,并对轧机辊轴的轴颈部分进行修复,取得了

良好的修复效果。

1摇 实验

实验所用的基体材料为 45 # 钢,尺寸为 椎120 mm 伊
9 mm。 实验前,用金相砂纸打磨基体表面,除去锈迹和氧

化物,然后用丙酮溶液清洗,烘干后待用。 实验所用粉末为

广东新材料研究所生产的 Fe1 合金粉末和 Fe5 合金粉末,
粒度均为-140 ~ 325 目。 基体材料与熔覆粉末材料的化学

成分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基体材料和熔覆材料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Table 1摇 Chemical compositions (wt% ) of substrate and cladding material

Element C Si Cr Ni Mo B Mn Fe

Steel 45 0郾 42—0郾 50 0郾 17—0郾 37 臆0郾 25 臆0郾 25 — — 0郾 5—0郾 8 Bal.

Fe1 0郾 05—0郾 08 0郾 8—1郾 2 17郾 00—19郾 00 11郾 00—13郾 00 2郾 0—4郾 0 0郾 5—1郾 0 — Bal.

Fe5 1郾 0—1郾 2 0郾 5—1郾 0 14郾 00—16郾 00 2郾 00—4郾 00 0郾 5—1郾 0 0郾 5—1郾 0 1郾 0—2郾 0 Bal.

摇 摇 该实验采用同步侧向送粉,实验设备主要包括德国 IPG鄄
YLS鄄4000 型 4 kW 光纤激光器、KUKA鄄KR30HA 机械臂、新松

双料仓负压式送粉器等,设备实物如图 1 所示。 优化后的工

艺参数为:激光功率为 2 kW,圆形光斑直径为 4 mm,扫描速

率为 10 mm / s,送粉速率为 1郾 5 g / s,熔池保护气体为氩气,气
流量为 10 L / min。 本实验制备的试样为 2 层 21 道搭接熔覆

层,搭接率 50% ,第一层过渡层采用 Fe1 合金粉末,第二层强

化层采用 Fe5 合金粉末,熔覆第二层时,激光扫描方向与第一

图 1摇 激光熔覆设备
Fig郾 1摇 Equipments for laser cladding

图 2摇 激光熔覆示意图
Fig郾 2摇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aser cladding

层相同,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最终得到长度为 70 mm、宽度为

43 mm、高度为 2郾 5 mm 的熔覆试样。
在涂层中沿垂直于激光扫描方向线切割 10 mm伊10 mm

大小的试样,用金相砂纸研磨并机械抛光后制备熔覆层横截

面的金相样品。 用王水对试样截面腐蚀 10 ~ 15 s 后,利用

MJ21 型光学显微镜(OM)和 Quanta FEG 250 型场发射扫描

电子显微镜 ( SEM) 观察其显微组织,利用牛津 INCAX鄄
MAX50 型能谱仪(EDS)检测层间元素变化趋势。 通过德国

BRUKER D8 型 X 射线衍射仪(XRD)分别测定强化层和过渡

层的物相组成,2兹 衍射角范围为 20 ~ 90毅,步长为 0郾 02毅。 为

了测定过渡层的物相,先用铣床铣去表面强化层,再进行测

试。 借助 HXD鄄1000 型显微硬度计测量涂层截面的硬度,自
涂层表面起,沿垂直涂层的方向每隔 0郾 2 mm 作为测试点进

行测试,在每处测试点同一纵深的不同位置处测 3 次硬度

值,载荷为 200 g,加载时间为 15 s。

2摇 结果与分析

2郾 1摇 梯度熔覆层的宏观形貌

实验得到的梯度熔覆层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经过两

层堆积后,熔覆层表面仍然连续平整,并没有出现裂纹与气

孔等缺陷。 为了进一步检测熔覆层表面的质量,用铣床铣去

涂层表面 0郾 3 mm,并用渗透探伤法检验,如图 4 所示,结果表

明涂层表面无裂纹等缺陷,熔覆质量较好。

图 3摇 熔覆层宏观形貌
Fig郾 3摇 Macro morphology of cladding coating

7083

激光熔覆铁基合金梯度涂层的组织性能及应用 /范鹏飞等



图 4摇 渗透探伤检测结果
Fig郾 4摇 Result of penetrant inspection

分析认为,相较于 Fe1 合金粉末,Fe5 粉末与基体 45#钢

的性能差异较大,自熔性较差,熔覆过程中易产生应力集中,
造成开裂。 Fe1 合金粉末具有较高的 Ni 含量,提高了熔覆层

的抗开裂能力;同时加入的 B、Si 元素具有良好的脱氧造渣

作用,增强了润湿性[12] 。 Fe1 过渡层的加入起到了很好的缓

冲作用,改善了熔覆层的应力状态,故得到质量较好的梯度

熔覆涂层。
2郾 2摇 梯度熔覆层的微观组织分析

梯度熔覆层的光学显微形貌(OM)如图 5 所示。 图 5a
是过渡层(Fe1 熔覆层)的微观组织,可见过渡层大体可分为

熔覆区、结合区和基体三部分,层内组织致密,无裂纹与气孔

等缺陷。 过渡层与基体交界处的结合区存在一条“白亮带冶,
表明过渡层与基体形成了良好的冶金结合。 由图 5a 可见,
过渡层底部为晶粒粗大的胞状组织,中下部为方向性明显的

柱状树枝晶,上部集中分布着大量细小的等轴树枝晶。
这些复杂组织的形成主要是熔池内的冷却条件所致。

激光熔覆是一个快速加热、快速冷却的过程,熔池存在时间

较短,属于非平衡凝固。 涂层内的晶粒形态主要取决于固液

界面前沿的温度梯度 G 与凝固速度 R 的比值[13] 。 凝固过程

自底部向顶部进行,凝固开始时,液态金属与基体接触,传热

速度快,在熔池底部形成激冷区,固液界面处温度梯度 G 很

大,凝固速度 R 很小,G / R 值很大,晶粒以平面晶形式生长,
因此在结合区形成一条“白亮带冶。 随着凝固的进行,固液界

面向上推移,G / R 值逐渐减小,凝固界面与散热方向平行,由
于热量沿垂直于基体方向散失最快,故在涂层中下部形成大

致垂直于基体方向的柱状树枝晶。 过渡到熔覆层上部,液态

金属与保护气接触,直接散热到周围环境中,过冷度和形核

率均较大,可以均匀形核,因此在上部形成无方向性的等轴

树枝晶。
第二层(Fe5 熔覆层)凝固时的组织变化与第一层大体

相同。 如图 5b 所示,第二层的中下部为大致与界面垂直的

柱状树枝晶,但是在两层间的界面处并未出现“白亮带冶。 这

是因为第二层熔覆层是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一层尚

未完全冷却,两层间的温度梯度 G 与凝固速度 R 的比值虽然

较大,但还不足以完全形成平面晶。 由图 5b 可见,两层间界

面处出现了一层明显细化的等轴树枝晶。 这是因为熔覆第

二层时,第一层发生部分重熔,重熔深度并未超过其上部的等

轴树枝晶区域厚度。 随着第二层的熔覆,重熔部分形成了连

续外延生长的柱状树枝晶,未重熔部分的等轴树枝晶则被保

留下来。 由于激光束的加热作用,两层间界面附近未被重熔

的等轴树枝晶经历了一次淬火过程,细化了这个区域的晶粒。

图 5摇 梯度熔覆层 OM 形貌:(a)过渡层形貌;(b)过渡层与强化层交界
处形貌
Fig郾 5摇 OM morphologies of the gradient cladding coating: ( a) morphology
of transition layer; ( b) morphology of the junction between transition layer
and strengthened layer

熔覆层截面的 SEM 形貌如图 6 所示。 由图 6a 可见,各
层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冶金结合,两界面处并未出现孔洞等熔

合不良现象,保证了梯度熔覆层的整体性能,强化层与过渡

层之间形成了一条明显的界线。 图 6b 为图 6a 中 A 区域的

放大图,结合图 5b 可以看出,上层强化层的晶粒明显比下层

过渡层的晶粒细小。 这主要是因为熔覆第二层时,第一层会

经历重熔、淬火及回火过程[8] ,且随着激光的反复扫描,回火

温度逐渐升高,使得下层的回火区晶粒发生粗化。 由图 6b
可见,在第一层与第二层的界面处,部分等轴树枝晶跨过两

层间的界面连续生长,形成较好的交互性,有利于熔覆层的

整体性能。

图 6摇 梯度熔覆层 SEM 形貌:(a)各个界面形貌;(b)图(a)中 A 区域的
放大图
Fig郾 6摇 SEM morphologies of the gradient cladding coating: (a) morpholo鄄
gies of the interfaces; (b) magnified image of A zone in (a)

梯度熔覆层各层间界面处的能谱线扫描结果如图 7 所

示。 由图 7a 可见,基体与过渡层的元素含量差异较大,从基

体到过渡层,Fe 元素含量逐渐降低,而 Cr 与 Ni 元素的含量

则逐渐增加。 由表 1 可知,45# 钢基体的 Cr 含量小于等于

0郾 25% ,过渡层 Fe1 粉末的 Cr 含量为 17% ~ 19% 。 由图 7a
中的元素变化曲线可以看出,Cr 元素在界面处形成了约

12 滋m宽的过渡带,Fe 元素在界面处形成了约 15 滋m 宽的过

渡带。 这说明基体与过渡层界面处的元素实现了互扩散,形
成了一定的元素分布梯度,减小了不同材料间的成分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激光束的热传导作用,基体中含量较高的 Fe
元素向过渡层扩散,过渡层中的 Cr 元素向基体扩散,在界面

处形成元素过渡[14鄄15] 。 由图 7b 可见,过渡层与强化层之间

的元素含量差异较小,变化不太明显。 由过渡层到强化层,
Fe 元素呈现微量增长趋势,Cr 元素则为微量降低趋势,变化

均不显著,Ni 元素含量降低较多。 由图 7b 的元素变化曲线

可见,过渡层与强化层之间也形成了元素过渡,表明两层间

实现了良好的冶金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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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摇 熔覆层各界面元素线扫描分布曲线:( a)基体与过渡层界面元素
分布;(b)过渡层与强化层界面元素分布(电子版为彩图)
Fig郾 7摇 Element line scanning curves of each interface in the cladding layer:
(a) element distribution curves between substrate and transition layer; (b)
element distribution curves between transition layer and strengthened layer

2郾 3摇 梯度熔覆层各层的表面物相分析

梯度熔覆层的 XRD 衍射图谱如图 8 所示。 由图 8 可见,
过渡层的组织为单一的奥氏体,强化层则由奥氏体与马氏体

两相共同组成。 过渡层的 Fe1 合金粉末中含有大量的 Ni 元
素,可降低马氏体转变起始温度(Ms)至室温以下,故在奥氏

体的冷却过程中并未发生马氏体相变。 过渡层的奥氏体组

织可以增强梯度熔覆层的韧性,减少裂纹产生,提高涂层性

能。 强化层的 Fe5 合金粉末中 Ni 含量较少,冷却过程中发生

了马氏体相变,但也保留了部分残余奥氏体相。 马氏体的形

成提高了强化层的硬度,残余奥氏体保证其具有一定的韧

性。 对照过渡层与强化层的 XRD 图谱可见,在相同衍射角

处,强化层的衍射峰比过渡层的衍射峰宽,从另一角度也表

明强化层的晶粒尺寸比过渡层小[16] 。

图 8摇 梯度熔覆层各层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Fig郾 8摇 X鄄ray diffraction patterns of the gradient cladding layer

2郾 4摇 梯度熔覆层的显微硬度

图 9 为梯度熔覆层自表面至基体的硬度变化曲线。 由

图 9 可以看出,涂层的硬度值由强化层向基体呈梯度下降趋

图 9摇 梯度熔覆层的硬度分布
Fig郾 9摇 Hardness distribution of the gradient cladding layer

势,强化层的平均硬度达到 566郾 12HV0郾 2,满足轧机辊轴的表

面修复要求(55HRC),过渡层的平均硬度为 385郾 98HV0郾 2,实
现了与基体的平缓过渡,对降低熔覆过程的内应力比较有

利。 强化层的 Fe5 合金粉末碳含量比过渡层高得多,且在熔

覆过程中形成大量高硬度的马氏体相,同时强化层的晶粒尺

寸比过渡层小,产生了细晶强化作用,故得到高硬度的强化

层。
2郾 5摇 轧机辊轴轴颈修复

辊轴是高速线材轧机的重要组成部分,热处理后表面硬

度达到 55HRC,辊轴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需承受高转速、大
扭矩等严苛条件,属于轧机的易损部件。 由图 10a 可见,辊
轴的锥度轴颈部分与辊环配合,轴颈磨损后导致尺寸不足,
造成辊轴松动,轧机无法正常工作。 对辊轴轴颈进行激光熔

覆修复可以降低成本,节约资源,符合绿色制造理念。 取下

辊环后发现,轴颈表面锈蚀严重,用车床车去表面锈蚀部分

并去除锥度后熔覆。

图 10摇 辊轴修复流程:(a)未修复辊轴;(b)激光熔覆实验;(c)轧机辊
轴轴颈表面熔覆层;(d) 处理后的轴颈表面
Fig郾 10摇 Roller shaft repair process: (a) unrepaired roller shaft; (b) laser
cladding process; ( c) cladding layers on the mill roll shaft journal; ( d)
journal after processing

如图 10b 所示,将车削处理后的辊轴用顶尖和卡盘水平

固定,控制卡盘旋转和机械臂水平运动即可对其进行修复。
卡盘转速与激光扫描速度有如下关系式:

n·仔·D=Vf (1)
故有:

n=
Vf

仔·D (2)

式中:D 为车削加工后所需修复轴颈的直径;Vf 为激光扫描

速率;n 为旋转卡盘转速。 考虑到本实验中激光熔覆搭接率

为 50% ,则机械臂水平运动速度与卡盘转速关系式为:

Va =
L

仔·D
Vf

· L
d / 2

=
Vf·d
2仔·D=n·d

2 (3)

式中:L 为所需修复轴颈的长度,Va 为机械臂水平运动速度,
d 为激光单道熔覆宽度。

根据式(2)、式(3),结合上述工艺参数可计算出修复过

程中的卡盘转速和机械臂运动速度。 熔覆后的轴颈表面如

9083

激光熔覆铁基合金梯度涂层的组织性能及应用 /范鹏飞等



图 10c 所示,可以看出涂层表面平整连续,金属光泽度高,没
有宏观裂纹等缺陷。 图 10d 是将熔覆后的涂层表面经过车

削、磨削以及激光清洗处理后的照片,可以看出处理后的表

面光滑平整,没有裂纹、气孔等缺陷。 硬度测试表明,修复后

的轴颈表面硬度接近 54HRC,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效果。

3摇 结论

(1)激光熔覆得到的铁基合金梯度熔覆层表面质量优

异,内部组织致密,无裂纹与气孔等缺陷,各层间形成了良好

的冶金结合。
(2 ) 过 渡 层 主 要 物 相 为 奥 氏 体, 平 均 硬 度 为

385郾 98HV0郾 2,强化层以奥氏体和马氏体为主要物相,平均硬

度为 566郾 12HV0郾 2,且强化层的整体晶粒尺寸比过渡层小。
(3)辊轴修复时机械臂与轴颈转速之间的关系模型为

Va =
n·d
2 ,用此模型对高速线材轧机的辊轴轴颈进行了修复,

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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