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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激光涂覆时因陶瓷颗粒与金属之间物理性能差异而在其界面处形成 的残余应力 
一 定假设条件下，通过有限元计算和界面应力场分析，得出熔覆层由陶瓷颗垃的数量及 

陶瓷／金属界面应力状态的影喃。． 

金属 ! E巫肆增强堂 堕曼 建鱼墅 

较高的硬度和 良好的耐磨性使金属基陶瓷颗粒增强激光熔覆层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陶瓷颗粒与基体金属的结合状态直接关系到涂层的耐磨性．疲劳特性等力学性能以及激光加 

工过程中涂层的开裂问题，是评价涂层优劣的重要指标，也是熔覆层加工和使用过程必须考虑 

的问题⋯。一般地．影响颗粒与基体界面力学行为的因素有：热应力、组织应力(或生长应力) 

和熔覆层受到的约束应力。Ledbetter等用弹性力学模型针对无限大基体中单个球形颗粒的 

残余应力场进行了理论分析 J，文献[1]的工作引用弹塑性力学模型，推导了由纤维、中间层 

及基体组成的复合结构产生的热应力分布。涂层的热应力特征与陶瓷数量和形状有关，本文 

通过有限元计算分析讨论陶瓷数量及其形状对陶瓷／基体界面热应力的影响。 

1 模型和计算 

将陶瓷颗粒简化为大小相同并在涂层内均匀分布的球体。于是界面区域的应力场便只由 

陶瓷和金属材料性质，以及陶瓷颗粒的体积分数所决定。同时有如下假设：① 陶瓷颗粒的大 

小只随温度变化，对界面处应力具有足够大的刚性；② 在冷却过程中．存在零应力温度点⋯； 

◎ 计算时对陶瓷和基体金属的热物理性能参数取平均值；④ 颗粒分布有周期性．可将三维空 

间问题转化为密排面以轴对称问题进行计算。 

由于陶瓷颗粒与基体金属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在制造过程中经历一定范围的温度变化，必 

将导致在二者的界面发生定量的偏移，从而产生相应的应力分布。在图 1中，R表示在零应 

力点时颗粒半径，R 和 R 分别表示无约束冷却后基体金属和陶瓷颗粒应达到的理想半径， 

根据上述假设条件．可认为确定值 =R 一R 即界面发生的实际位移_2]。取陶瓷和基体的 

热膨胀系数 a。=6×10 ／K，口 =12 X10～／K，陶瓷颗粒半径 R=5 m，零应力点温度 T0= 

1000K，则界面位移 =R·(a 一a )-T0=3×10～,um。图2表示在界面处一点的应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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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应力 。和径向应力 。 

图 1 凝固过程中两相界面发生确定位移 

Fig．1 Displacement of interface during s。Iid l∞ti∞ 

有限元的计算模型如图 3所示。计算平面为密 

排面，因具有对称性．只计算 1／'4部分．阿格 自动划 

分。距离涂层自由表面不同位置的陶瓷颗粒的受力 

状态不同，近表面颗粒的界面应力在 y向和z向有 

较大的差别．而处于涂层深处的颗粒受力有对称性。 

计算时对应两种情况采用了不同的边界条件，对近 

表面颗粒 z向无约束，y向约束；对内部颗粒．z和 

Y方向同时约束。 

2 计算结果分析讨论 

确定陶瓷颗粒为WC，溶剂金属为 Ni基合金(泊 

松比“=O．3)。计算结果表明，局部界面的应力状态 

超过 Mises等效应力，表明界面处基体金属发生塑性 

形变。初步计算结果表 明，颗粒距离椽层表面的深 

度>8R时，y向和z向应力有对 称 

性．可认为是内部颗粒；为突出近表 

面颗粒与内部颗粒应力的差别，前者 

的计算取表面最近的颗粒 为对 象。 

因为周向应力 是裂纹产生的根本 o． 

原因．所以着重考察了 B一 关系。 

2．1 球形颗粒 

计算结果表明(图4)，近表面颗 ～ 

粒界面的最大 d8位于 N点(60。)附 

近，并且随 的增大向极区 P点移 

动；内部颗粒界面最大 位于 M 点 

(45。)处，并且 随 增大而减小． 

r 

图 2 界面的应力状态 

Fig 2 Stress on interface 

图 3 轴对称模型单元划分 

Fig．3 Calculating e|em~ s ax；s— 

symmetr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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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界面处 a。与体积分数 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of Bto on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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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5 颗粒有尖角和 Ni包覆层的 B(夹角处) 

Fig 5 Variation of B with sharp angles of Ni 

coated and uncoated particle 

极点 P处的 0随 增大很快地减小。 

2．2 颗粒尖角和镍包陶瓷颗粒 

常用的陶瓷颗粒有 TiC、WC和 O3等， 

TiC、 o3颗粒一般是球形或接近球形，而 WC 

颗粒往往不规则，有尖角。对有尖角的颗粒界面 

应力的计算和镍包陶瓷颗粒的界面分析表明两者 

对界面力学行 为有影响。当陶瓷颗粒有 150。、 

120。、90 尖角时，在尖角处应力分布相对集中， 

明显增大；假设颗粒 为正多边形，最大 直径 为 

4pm，当颗粒表面包覆金属镍(泊橙比 =0．35) 

成 51an球形时，计算结果如图 5所示。 

3 结论 

1)陶瓷颗粒的体积分数对周向应力有较大 

影响。对于涂层表面附近的颗粒，界面最大 随着陶瓷含量的增加而增大；相反，对于涂层内 

部的颗粒， 。将逐渐减小，且极区和 45。处的 变化不同。 

2)颗粒表面的尖角明显增大 。值；镍包陶瓷颗粒对界面的力学效应有很大改变，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or。值，对具有不规则形状的陶瓷颗粒激光熔覆工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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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strain Analysis on Interface Between 

Ceramic and M atrix of Laser Cladding Layer 

Ge Xiaoyue，W u Xiaolei，Chen Guangnan 

(The Institute of 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0) 

ABSTRACT This paper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feature of residual thermal stress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ceramic particle and ma trix of laser cladding layer．The residual stress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thermal expand coefficient of tWO phases．Under certain hyIxxheslses．the results of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and stress．strain analysis demonstrate tlIe influences of volume fraction 

(f )and the shape of ceramic upon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ceramic and 

matrix． 

KEY WORDS ceramic particles reinforced composite， laser cladding， interface between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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