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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基于 ＣＭＴ焊接技术的增材制造系统ꎬ研究层间冷却温度对多层单道增材制造件

的宏观结构、金相组织、力学性能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一定参数范围内ꎬ当送丝速度、熔覆速度、
电流电压一定时ꎬ层间温度越高ꎬ熔覆层塌陷越严重ꎬ影响增材构件的成型ꎮ 由于前熔覆层的

预热作用ꎬ晶间铁素体生长时间更充分ꎬ变得更加粗大ꎬ使得构件的拉伸强度下降ꎬ且拉伸试样

断裂类型为韧性断裂ꎮ 试验研究表明ꎬ层间温度≤１５０℃时ꎬ可以得到晶粒较细、性能较好的构

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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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增材制造以其制造原理的优势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

力的制造技术ꎮ 随着材料适用范围增大和制造精度的提

高ꎬ增材制造技术将给制造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发展[１] ꎮ
常规 ＭＡＧ焊接的熔滴过渡模式为短路过渡ꎬ在焊接

过程中ꎬ焊丝端部的熔滴与母材熔池短路接触ꎬ使电流增

加ꎬ其较高的热输入与磁收缩使得熔滴发生爆断ꎮ 而冷金

属过渡焊接(ＣＭＴ)的熔滴过渡方式ꎬ可以大幅度地降低

焊接过程的热输入ꎬ过渡过程更加平稳ꎬ减少熔滴飞溅ꎬ成
型与性能更为良好ꎮ ＣＭＴ焊接具有较强的工作环境适应

性ꎬ焊缝较为均匀ꎬ热输入可控ꎬ具有与 ＭＡＧ 焊接基本相

同的熔宽以及更小的熔深ꎬ表面成型也更加美观ꎬ可以精

确地控制焊接热循环ꎬ使其特别适用于电弧增材制

造[２－４] ꎮ
不锈钢在结构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相对于 ＥＲ３０４

而言ꎬＥＲ３１６Ｌ因为其具有钼元素ꎬ而具有更强的抗腐蚀能

力ꎬ特别是在氯化物环境中ꎬＥＲ３１６Ｌ对缝隙腐蚀和点蚀的

抵抗力较大[５] ꎮ ＥＲ３１６Ｌ是 ＥＲ３１６的低碳版本ꎬ在通常情

况下ꎬＥＲ３１６和 ＥＲ３１６Ｌ之间价格差异较小ꎬ而在焊接时ꎬ
ＥＲ３１６Ｌ中的碳不易析出ꎬ减少了焊接部分出现腐蚀的情

况ꎮ 当冷却到低温时ꎬ这些奥氏体结构也提供了更好的韧

性ꎮ 与其他铬镍奥氏体不锈钢相比ꎬＥＲ３１６Ｌ 在高温下具

有较高的抗断裂、蠕变和拉伸强度ꎮ
由于 ＥＲ３１６Ｌ不锈钢优良的力学性能和相当好的耐

腐蚀性能ꎬ因此具有广泛的前景以及研究价值ꎮ 本文基于

ＣＭＴ焊接技术ꎬ以 ϕ１.０ｍｍ的 ＥＲ３１６Ｌ不锈钢焊丝为堆覆

材料ꎬ进行了 ４组单道多层直壁体实验ꎮ 通过宏观测量、
金相分析、硬度测量、拉伸试验、扫描电镜等观察研究方

式ꎬ研究在增材制造过程中ꎬ层间温度对试样的组织与性

能的影响ꎮ

１　 试验设备及方法

基于 ＣＭＴ焊接技术的增材制造(ＣＭＴ－ＡＭ)试验系统

使用的焊机系统为 ＴＰＳ－ＣＭＴ焊机系统ꎮ
ＣＭＴ－ ＡＭ 基板为尺寸 ３００ｍｍ × １５０ｍｍ × ６ｍ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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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３０４不锈钢ꎬ焊丝为直径 １.０ ｍｍ 的 ＥＲ３１６Ｌ 不锈钢焊

丝ꎮ 表 １ 所示为 ＥＲ３１６Ｌ 不锈钢焊丝的质量分数ꎮ 实验

开始前对基板进行预处理ꎬ以排除氧化物和其他杂质对实

验的干扰ꎮ
在 ＣＭＴ－ＡＭ过程中ꎬ为了保证每条焊道适当平整ꎬ采

用往复式的堆覆方式ꎮ 预设参数如表 ２ 所示ꎮ 保护气类

型为 ９８.５％Ａｒ＋１.５％Ｏ２ꎬ气流量为 ２０ Ｌ / ｍｉｎꎮ 进行 ４ 组单

道多层直壁体堆覆ꎬ为了对比分析层间温度对直壁宏观的

影响ꎬ堆覆层数均为 ５０层ꎬ进行金相组织观察ꎮ 本试验所

用的拉伸件为非标准试样ꎬ外形尺寸为 ５０ｍｍ× １５ｍｍ×
４ｍｍꎬ拉伸试样取样位置和设计尺寸如图 １ 所示ꎬ并利用

扫描电镜对断口进行分析ꎬ研究断裂类型ꎮ

表 １　 ＥＲ３１６Ｌ 不锈钢焊丝的质量分数 (％) 　

Ｃ Ｍｎ Ｓｉ Ｃｒ Ｎｉ Ｍｏ Ｐ Ｓ Ｃｕ Ｎ

ＥＲ３１６Ｌ ０.０１２ ２.１８０ ０.５７０ １８.９７０ １２.７００ ２.３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９

表 ２　 ＣＭＴ－ＡＭ 预设参数设置

堆覆
速度 /

(ｃｍ / ｍｉｎ)

送丝
速度 /

(ｍ / ｍｉｎ)

电流 /
Ａ

电压 /
Ｖ

弧长修
正 / (％)

送气提
前 /滞后
时间 / ｓ

起弧电
流占比 /
(％)

收弧电
流占比 /
(％)

５０ ５.０ １０５ １８.７ －１５ ０.５ １０５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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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拉伸试样取样位置和设计尺寸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宏观分析

表 ３为 ４组直壁体分别选取多个位置而得到的平均

宏观尺寸ꎮ 图 ２分别为获得的 ４组直壁体成型ꎬ分析表 ３
中数据可知:

１) 当层间温度为 ５０℃和 １５０℃时ꎬ平均层高分别为

１.７４ ｍｍ与 １.７３ ｍｍꎬ直壁堆覆层之间的边界清晰、平滑ꎬ
平均层高较高ꎬ成型性好ꎬ直壁的堆覆效果最好ꎮ 这是因

为在堆覆层数增加的过程中ꎬ有效地控制了热输入ꎬ同时

层数增加ꎬ较后进行的堆覆层和初始堆覆层表面成型质量

相对均匀ꎮ
２) 当 层 间 温 度 为 ２５０℃ 时ꎬ 平 均 层 高 降 低 至

１.６０ ｍｍꎬ层与层之间的边界基本明显ꎬ但具有一定的弯

曲度ꎬ表面形状基本平滑ꎬ层高较低ꎬ堆覆效果一般ꎮ 这是

由于随着层叠数量的增加ꎬ使得堆覆层开始出现轻微的塌

陷ꎬ在堆覆过程之中熔池出现不稳定的现象ꎮ
３) 当 层 间 温 度 为 ３５０℃ 时ꎬ 平 均 层 高 降 低 至

１.４１ ｍｍꎬ层与层之间的边界已经不是十分明显ꎬ开始出

现大量层间结构混合的情况与表面不均匀现象ꎬ直壁也出

现一定的倾斜ꎬ堆覆成型很差ꎮ 这是由于 ＣＭＴ－ＡＭ 中的

热输入量过多ꎬ使得周边凝固金属过多熔化ꎬ液态金属开

始塌陷到外侧ꎬ而较大的热输入也导致熔池的扩散更宽ꎬ
流动性更强ꎬ使得多个堆覆层部分区域相互熔合在一起ꎬ
形成混合层并导致凹凸不平ꎮ

对比 ４组宏观尺寸ꎬ可以得出ꎬ直壁体的高度与宽度

均受到层间冷却温度的影响ꎮ 当层间冷却温度> １５０℃
时ꎬ堆覆层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塌陷ꎬ层间温度越高ꎬ塌陷越

严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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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堆覆试样外观成型侧视图和正视图

表 ３　 ４ 组直壁体平均宏观尺寸

层温 / (℃ ) 长度平
均值 / ｍｍ

厚度平
均值 / ｍｍ

高度平
均值 / ｍｍ

平均层
高 / ｍｍ

５０ １４１.９５ ７.０２ ８６.４７ １.７３

１５０ １４１.３３ ６.３５ ８７.００ １.７４

２５０ １４１.７２ ７.６８ ８０.０３ １.６０

３５０ １４２.４５ ８.７５ ７０.３３ １.４１

２.２　 金相分析

奥氏体不锈钢在非平衡凝固过程中ꎬ熔覆层中的 Ｃｒ、
Ｎｉ元素含量决定其结晶模式[６] ꎮ 铬、镍当量按下列公式

进行计算:
Ｃｒｅｑ ＝Ｃｒ＋１.３７Ｍｏ＋１.５Ｓｉ＋２Ｎｂ＋３Ｔｉ
Ｎｉｅｑ ＝Ｎｉ＋０.３１Ｍｎ ＋２２Ｃ＋１４.２Ｎ＋Ｃｕ
由上式计算ꎬＣＭＴ－ＡＭ试样熔覆层的 Ｃｒ 当量(Ｃｒｅｑ)为

２２.９９％ꎬＮｉ当量(Ｎｉｅｑ)为 １４.２１％ꎬ[Ｃｒ / Ｎｉ]ｅｑ约为 １.６１ꎬ所以在

ＣＭＴ－ＡＭ中 ＥＲ３１６Ｌ的凝固模型为铁素体－奥氏体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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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ＥＲ３１６Ｌ堆覆层凝固过程中ꎬ在结晶过程中树枝状

铁素体首先析出ꎬ析出的铁素体与液熔化金属发生包晶转

变ꎬ铁素体连续转变为奥氏体ꎮ 铁素体周围ꎬ奥氏体形核

ＣＭＴ－ＡＭ的冷却速度快ꎬ冷却时间较短ꎬ限制了铁素体向

奥氏体的转化ꎬ因为包晶转变最终得到奥氏体与被奥氏体

包围的铁素体的组织ꎬ如图 ３所示ꎮ
直壁试样底部在增材过程中ꎬ第一层熔覆金属最开始

凝固时ꎬ熔覆层的晶粒生长方向与熔合线的切线方向保持

垂直ꎬ并朝向熔覆层中心方向生长ꎮ 分析原因ꎬ晶粒的生

长方向是由散热方向决定的ꎬ由于前面几层的熔覆层与基

板的距离很近ꎬ所以其具有足够大的散热面积ꎬ使其具有

较快的冷却速度ꎬ如图 ４所示ꎮ

　

图 ３　 堆覆层铁素体－
奥氏体组织

　

图 ４　 直壁试样底

部枝晶组织

　 　 通过有限元模拟可知ꎬ基板对熔覆层散热的影响与热

源距基板的距离有关ꎬ熔覆成型直壁在第 ４层之后冷却途

径以及冷却速度维持在稳定状态ꎬ在熔覆大概 ４ 层以后ꎬ
通过基板散热的途径可以进行忽略ꎬ散热方式转变为向四

周空间散热ꎮ 在 ４层以后的直壁中部区域ꎬ大量整齐的奥

氏体枝晶垂直排列ꎬ铁素体在奥氏体枝晶中呈现网状形

态ꎮ 最后导致铁素体均匀地分布在奥氏体基体上ꎬ并形成

较为不规则的晶界ꎬ有利于防止熔覆层中裂纹的扩展ꎬ可
以有效减少缺陷的产生ꎮ

相比较于层间温度 １５０℃ꎬ层间温度为 ３５０℃时ꎬ在
ＣＭＴ－ＡＭ过程中ꎬ由于前熔覆层具有预热作用ꎬ所以晶间

铁素体生长时间更加充分ꎬ晶粒更加粗大ꎬ如图 ５所示ꎮ

a��L$��50�,-���?44(  b��L$��150�,-���?44( 

c��L$��250�,-���?44( d��L$��350�,-���?44( 

图 ５　 不同层间温度下试样的有效层显微组织

在 ＣＭＴ－ＡＭ过程中ꎬ由于堆覆层具有一定的熔深ꎬ所
以堆覆层内部分为两部分组织ꎬ分别为再次被熔化形成熔

池并凝固的组织和未被再次熔化的组织ꎮ 对于这两个区

域ꎬ分别称其为重熔区与非重熔区ꎮ 这两个区域内组织差

别明显:非重熔区主要为粗大的向外扩散的树枝状奥氏

体ꎬ树枝晶生长方向为向上生长ꎻ重熔区内ꎬ在 ＣＭＴ－ＡＭ
时每一层熔覆层都会作为后一熔覆层的基底ꎬ以供在其之

上进行生长ꎬ其垂直于熔池熔合线的方向ꎬ并向熔覆层中

心进行生长ꎮ 因而ꎬ此区域内的奥氏体晶体与非重熔区内

的奥氏体晶体相比更加细小ꎬ而铁素体也成点状分布ꎬ如
图 ６所示ꎮ

图 ６　 堆覆层间结合处晶粒组织图

２.３　 显微硬度测试

采用 ＨＶＳ１０００－Ｚ 显微硬度计进行直壁硬度的测量ꎬ
对不同层间冷却温度的 ＣＭＴ－ＡＭ 直壁件ꎬ测量其维氏硬

度ꎮ 为了使测试更具有代表性ꎬ在选取测量位置时ꎬ需要

避开直壁的底部与顶部ꎮ 所以ꎬ选取的位置为直壁距离基

板 ３０ｍｍ~４５ｍｍ这个区间内的直壁件进行测量ꎮ 测试选

用的加载力为 ０.５ ｋｇꎬ测试时长为 １０ ｓꎬ每个测试点之间相

距 ０.５ ｍｍꎬ测试结果如图 ７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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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显微硬度测试结果

由图 ７中可以得出ꎬ直壁件的硬度值在 １８５~２００ＨＶ之

间ꎮ 对比层间冷却温度分别为 １５０℃与 ３５０℃时的硬度差

异ꎬ可以得出ꎬ当层间冷却温度为 ３５０℃时比层间冷却温度为

１５０℃的硬度分布更加离散ꎬ层间冷却温度为 １５０℃的硬度分

布更为集中ꎮ 对结果进行分析ꎬ硬度值在 １８５~２００ＨＶ之间

不断地上下波动ꎬ这是因为由于二次加热ꎬ使得熔覆层与熔覆

层之间的重熔区出现了数量较少的奥氏体粗晶ꎬ与铁素体相

比奥氏体硬度较小ꎬ所以在测试中此处测量值较低ꎮ 通过层

间冷却温度的调节ꎬ较低的层间冷却温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重熔区中奥氏体粗晶的数量ꎬ因此ꎬ在硬度测量数值表现

上就显示出更小的波动性ꎮ

２.４　 拉伸强度测试

图 ８所示为 ４组直壁体拉伸强度和延伸率曲线比较图ꎮ
观察曲线比较图可知ꎬ直壁体的横向拉伸强度是高于其

纵向拉伸强度的ꎬ高出的数值大概在 ３０ＭＰａ ~４０ＭＰａ 之间ꎮ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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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在 ＣＭＴ－ＡＭ过程中ꎬ熔覆层与熔覆层之间会有少量

的氧化膜以及其他杂质参杂其中ꎬ严重影响其抗拉强度ꎮ 由

前章节的金相组织分析可知ꎬ晶粒的生长方向是垂直于熔覆

层方向的ꎬ所以其纵向拉伸试样中的晶粒生长方向更为复

杂ꎬ拉伸强度也更高ꎮ 直壁体纵向拉伸试样的断裂位置是位

于熔覆层与熔覆层之间的重熔区域ꎬ根据组织分析ꎬ重熔区

的奥氏体晶粒较大ꎬ所以其抗拉强度较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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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４ 组试样的室温静拉伸性能

层间温度为 ５０℃和 １５０℃时ꎬ试样的拉伸性能不产

生变化ꎮ 层间温度为 ２５０℃和 ３５０℃试样的横向与纵向

的抗拉强度均低于层间温度为 １５０℃的试样ꎮ 这可能是

因为层间冷却温度较高时ꎬ由于熔覆层不断受到二次加

热ꎬ熔池过热导致晶粒粗大ꎬ使成形件抗拉强度较低ꎬ而熔

覆时层间温度降低后ꎬ层间结合强度增大ꎮ
图 ９为试样扫描电镜下的拉伸断口形貌ꎮ 在拉伸断

口出现的颈缩现象可以确定其为韧性断裂ꎮ 观察其断口

形貌ꎬ也可以发现大量密集的等轴韧窝与第二相粒子ꎬ由
此可判定出ꎬ试样在不同层间温度下增材试样的断裂方式

均为微孔聚集型断裂ꎮ 此外ꎬ对比二者的韧窝大小ꎬ可以

明显看出层间温度为 ５０℃试样拉伸断口的韧窝更加密

集ꎬ韧窝小而深ꎬ其韧性性能更好ꎮ

３　 结语
１) 层间温度为 ５０℃及 １５０℃时ꎬ直壁堆覆层之间的

界限清晰、堆覆效果最佳ꎮ 高于 １５０℃时ꎬ层间温度越高ꎬ
堆覆层的塌陷越严重ꎮ

２) 直壁试样底部堆覆层的晶粒生长方向垂直于熔合

线的切线方向ꎮ ４层以后ꎬ晶粒生长方向也开始呈现垂直

   

   

a)��L$��50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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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拉伸断口形貌(ＳＥＭ)

基板向上的趋势ꎮ 在层与层之间重新熔化的区域内ꎬ熔合

线附近组织变得更细ꎬ铁素体成点状分布ꎮ 层间温度高于

１５０℃时ꎬ晶间铁素体生长时间更加充分ꎬ晶粒更加粗大ꎬ
为自下而上连续生长的粗大柱状晶ꎮ

３) 与层间冷却温度为 ３５０℃的试样相比ꎬ层间冷却

温度为 １５０℃试样的硬度分布更为集中ꎮ 堆覆件横向拉

伸抗拉强度高于其纵向强度ꎮ 层间温度高于 １５０℃时ꎬ强
度降低ꎮ 断口形貌分析表明两种工艺试样的断裂方式均

为微孔聚集型断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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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滑块的速度对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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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曲柄的转矩对比图

无急回特性ꎮ 图 ９ 中ꎬ在公称压力行程内ꎬ３ 种机构的滑

块平均速度分别为 ６１ｍｍ / ｓ、３０ ｍｍ / ｓ 和 １６ｍｍ / ｓꎬ表明三

角连杆机构在公称压力行程内具有更低的工作速度ꎮ 根

据图 １０的数据对比分析ꎬ在公称压力点 ６ｍｍ处曲柄连杆

机构、等长肘杆机构和三角连杆机构所需的最大转矩分别

为 ２５４ ４８８ Ｎｍꎬ９７ ３１１ Ｎｍ和 ２８ ５６７ Ｎｍꎬ后者仅分别

为前两者的 １１.２２％和 ２９.３％ꎻ 前两者的转矩在公称压力

点以下快速单调降低ꎬ三角连杆－肘杆机构的转矩略降后

反而有所上升ꎬ这是由于增力比的变化引起的ꎮ 同等条件

下三角连杆机构所需曲柄转矩比曲柄连杆机构减少了 ８８.
７％ꎬ比等长肘杆机构减少了 ７０.６％ꎬ说明三角连杆机构具

有更优的增力比特性ꎬ能降低伺服电机的容量和成本ꎮ

４　 结语

１) 伺服曲柄压力机采用了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代

替普通异步感应电机ꎬ并采用计算机控制技术ꎬ仿真结果

证明ꎬ伺服曲柄压力机可以实现滑块特性曲线随成形工艺

不同而任意变化ꎬ实现了机械压力机的柔性化、智能化ꎮ
２) 对曲柄连杆机构、等长肘杆机构和三角连杆－肘杆

机构分别进行运动仿真试验对比ꎬ结果证明同等条件下三

角连杆机构所需曲柄转矩比曲柄连杆机构减少了 ８８.７％ꎬ
比等长肘杆减少了 ７０.６％ꎬ说明三角连杆机构具有更优的

增力比特性ꎬ能降低伺服电机的容量和成本ꎮ
３)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软件作为仿真平台ꎬ仿真

试验结果表明ꎬＭＡＴＬＡＢ /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软件可以很好地完成仿

真建模、仿真试验及图形处理ꎬ仿真软件的选择正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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