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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喷射成形技术制备 GCr15 轴承钢,对其超塑性进行了研究 。选取喷射成形铸态及经过二次油淬超塑处理两种状态试

样进行拉伸试验,得到伸长率分别为 119%和 328%。由 TEM 照片上获得:喷射成形铸态试样的珠光体平均片间距为 85nm;经

过二次油淬超塑处理试样的马氏体平均宽度仅为 0.15μm,碳化物尺寸范围为 0.12～ 0.58μm。研究表明,材料的超塑性与其显

微组织关系密切。并对影响超塑性的几个可能因素作了分析。

优越的耐蚀性,同 1Cr18N i9T i不锈钢相比其耐蚀性有显著的

提高。加入 CeO 2 的合金熔覆层的耐蚀性优于不加 CeO2 的

熔覆层, 但加入稀土氧化物 CeO2 量过大, 熔履层的耐蚀性反

而会降低。

图 3　1mol/ L硫酸介质中各试样的静腐蚀速率直方图

Fig.3　Corrosion rate of the samples in 1 mo l/ L sulphuric-acid

激光熔覆镍基金属陶瓷复合层优越的耐蚀性首先与其细

小的组织和大量的镍 、铬 、硅等耐蚀元素有关[ 11] 。由于激光

处理的快速凝固和冷却的特点, 使得激光熔覆陶瓷复合层的

显微组织较为细小,且快速冷却形成的定向凝固组织使表面

晶粒取向相似,减少了因取向不同而造成的原电池反应。激

光快速加热及冷却加大了γ-( Ni, Fe)固溶体中合金元素的固

溶度, 从而提高了熔覆层基体 、固溶体枝晶的电极电位, 缩小

了枝晶间高电极电位的共晶化合物之间的差值, 减缓了两者

之间的电化学腐蚀速度
[ 12]

, 因而激光熔覆层均具有比

1Cr18Ni9T i不锈钢好得多的耐蚀性。

Ni60+20%W C熔覆层中含有硬质相碳化钨颗粒, 快速

熔覆后在这些质点附近形成较大的残余应力, 造成局部区域

组织之间的电位差, 易形成应力腐蚀。加入适量的 CeO 2, 加

速碳化钨颗粒的溶解和使碳化钨颗粒的形状变化, 成为较为

光滑的表面形状,使局部的应力得以缓解, 降低各区域间的电

位差,减小了应力腐蚀倾向。再加上稀土元素有净化晶界 、降

低界面能的作用, 加入少量的 CeO2 可以降低发生晶间腐蚀

的趋势,因此, 当加入适量的 CeO2 ( 0.5%质量分数, 下同)后,

其耐蚀性与不加稀土的 Ni60+20%WC 熔覆层相比有大幅度

提高。但是,当添加的稀土较多时(如 1.5%) , 虽然碳化钨颗

粒的溶解更加充分,应力得到进一步缓解, 但针状组织变得粗

大并呈现树枝化, 过多的 CeO2 降低了熔池中液态合金的流

动性, 使熔池中液体金属对流速度减慢,气泡不易排出, 况且

较多的稀土添加量与其它成分形成的内部夹杂物也增多[ 10] ,

造成熔覆层表面和内部质量的下降 ,增加了形成表面孔蚀和

在内部夹杂物附近引起腐蚀的趋势,降低其耐蚀性。

　　综上所述, CeO2 对激光熔覆金属陶瓷复合层耐蚀性的影

响与加入的 CeO2 的量有关,加入适量的 CeO2 有利于耐蚀性

的提高, 而过多的 CeO2 会降低熔覆层的耐蚀性。实际应用

中对于要求耐蚀性的激光熔覆金属陶瓷复合层中添加的

CeO 2量有一最佳值, 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试验探索, 以

准确确定此最佳值。

3　结论
( 1) 激光熔覆镍基金属陶瓷层中,稀土氧化物( CeO2 )能

够加速陶瓷相碳化钨颗粒的溶解和促进其形状改善;

( 2) 激光熔覆镍基金属陶瓷层均具有优越的耐蚀性, 同

1Cr18N i9T i不锈钢相比其耐蚀性有显著的提高;

( 3) 加入 CeO 2的激光熔覆金属陶瓷层的耐蚀性与不加

稀土的熔覆层相比有所提高, 但加入 CeO2 量过大, 使得针状

组织粗大并造成耐腐蚀性能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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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Cr15 steel w as prepared by spray fo rming and its superplasticity investigated by means o f tensile test, optical micro scope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 scope( TEM ) .The superplasticity o f the as-sprayed and twice oil-quenched specimens were examined and

their tensile elongation with 119% and 328% w ere obtained, respectively.The average value of 85nm o f pearlite interspacing in as-

sprayed sample and the average value of 0.15μm of the width fo r mar tensite and carbide sizes ranging from 0.12 to 0.58μm in twice

oil-quenched sample for superplastic treatment of the spray formed GCr15 steel w ere determined from TEM micrographs by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micro structure.It was showed that the superplasticity o f materia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micro structure.The probable rea-

sons for influencing the superplasticity of the tested materials were briefly analy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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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GCr15 钢是一种高强度 、高耐磨性且具有稳定的力学性

能的轴承钢,可制造各种精密量具 、冷变形模具 、丝杆 、冷轧辊

和高精度的轴类等耐磨材料[ 1] 。关于传统工艺制备的 GCr15

钢的超塑性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文献介绍, 但有关喷射成形

GCr15 钢的研究报道很少,本文则是这方面研究的初步结果。

2　试验材料及方法
　　试验用材料是以 GCr15 钢热轧退火棒料为母合金, 在上

海钢铁研究所喷射成形装置中零化沉积的圆形坯件。喷射成

形试验的主要工艺参数:钢液过热度控制在 120℃左右, 用氮

气作雾化气体, 雾化压力为 1.8M Pa, 气体/金属熔液比约

0.3m3/ kg ,喷嘴至接受器底板间距离约 360mm。超塑拉伸试

验选用喷射成形铸态及经过 830℃保温 5min 油淬重复二次

两种状态试样,超塑变形温度 790℃,应变速率为 2.5×10
-4
/

s。采用 Backofen 速度突变法测得二次油淬试样的应变速率

敏感性指数 m 值为 0.59。使用光学显微镜及透射电镜

( TEM )对材料的微观组织进行分析 。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图 1 为喷射成形 GCr15 钢铸态和经过二次油淬超塑处

理试样拉伸试验的应力-应变曲线, 它们的伸长率分别为

119%和 328%。图 2和图 3 则分别对应上述两种状态试样

的光学显微照片及 TEM 形貌像。由图可见, 喷射成形铸态

试样(见图 2a)及经过二次油淬处理试样(见图 2b) , 其显微组

织均非常细小。根据 TEM 照片测得:喷射成形铸态试样的

珠光体平均片间距为 85nm(见图 3a ) , 一次油淬试样马氏体

平均宽度为 0.35μm(图略) , 而二次油淬超塑处理试样的马氏

体平均宽度为 0.15μm (见图 3b) , 它的碳化物尺寸范围为

0.12～ 0.58μm(图略) 。由此可见,二次油淬试样相比一次油

淬试样,其微观组织更为细化。

图 1　喷射成形 GCr15 钢应力-应变曲线
( a) 喷射态　　　( b) 二次油淬

Fig.1　Stress-strain curves of GCr15 steel prepared by spray forming

( a) as-sprayed　　　( b) twice oil-quenched

图 2( b) 　喷射成形 GCr15 钢试样光学显微组织

( a) 喷射态　　　( b) 二次油淬

Fig.2　M etallograph of GCr15 steel prepared by spray forming

( a) as-sprayed　　　( b) twice oil-quen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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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低碳钢形变诱导铁素体晶内和晶界的析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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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TEM ,萃取和 X-ray衍射方法分析了利用形变诱导铁素体和铁素体再结晶机制获得超细晶铁素体的晶内和晶界析

出碳化物的成分和析出行为。证明晶内以 M 3C 形成弥散析出, 晶界以层片状形式析出和碳为短程扩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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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超塑性受诸多因素影响, 其中有应变速率 、变形温度 、

晶粒度 、组织状态等。在超塑性测试时选择合适的超塑温度

和应变速率是非常重要的。各种超塑材料, 它们的超塑变形

温度区域及应变速率取值范围存在一定差别, 即使同类超塑

材料,由于处理工艺不同造成微观组织的差异, 在相同试验条

件下,它们之间也会呈现不同的超塑性。一般认为, 影响超塑

性因素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超塑性变形的能力和应变速率敏

感性指数 m 值的变化[ 2] 。虽然应变速率和变形温度对超塑

性影响很大,但这两个参数对超塑性的作用还依赖于材料本

身的微观组织。超塑性好的材料,通常具有细晶 、等轴及组织

稳定条件,而喷射成形技术制备的材料, 一般都具备上述几个

特点。传统工艺由于冷却速度较慢,易产生成分偏析 、组织粗

大,制备的 GCr15钢难以获得喷射成形材料如此细化的珠光

体和马氏体微观组织。一般要求超塑性材料晶粒直径在 0.5

～ 5μm 左右,高于 10μm 的晶粒组织难于实现超塑性。本研

图 3　喷射成形 GCr15钢试样 TEM 形貌像

( a) 喷射态　　　( b) 二次油淬

Fig.3　TEM microg raph o f GCr15 steel prepared

by spray fo rming

( a) as-sprayed　　　( b) twice oil-quenched

究选用未经超塑处理喷射成形铸态试样的伸长率达 119%,

这一结果优于冶金铸造工艺制备的 GCr15 钢,这与其优良的

微观组织不无关系。

普遍认为, 超塑性好的材料, 应变速率敏感性指数 m 值

都比较高。本研究测得二次油淬试样的 m 值为 0.59, 根据

这一数值来估算, 二次油淬试样的超塑性似乎尚未达到预期

的理想值, 可能有几方面原因:第一, 本试验选择的变形温度

可能偏高, 使得碳化物溶解量增加而导致碳化物量减少, 从而

会削弱高温拉伸条件下碳化物阻止晶粒长大的作用。一般认

为, 细小碳化物弥散分布, 能起到阻止晶粒长大的钉扎作用,

而晶粒长大会严重地影响材料的超塑性。在 GCr15 钢中形

成的( Fe, Cr) 3C 是一种复杂碳化物, 其性能稳定, 在热变形过

程中抑制了铁素体晶粒的长大;第二, 选用的 GCr15 钢是用

喷射成形工艺制备的, 该工艺一个不可忽视的缺陷是制备的

坯料含有一定的空隙(或缩孔) ,通常使用时需要进行热挤压

或热等静压处理。经过二次油淬处理, 虽然晶粒和颗粒得到

细化, 但该工艺带来的缺陷仍未得到改善, 这种组织不均匀性

对超塑性也会产生影响;第三,尽管对超塑性试样涂刷了防高

温氧化涂料, 但拉伸后发现, 试样表面氧化程度并非明显改

善, 很有可能部分氧进入材料内部而形成致脆氧化物, 据此推

测,氧化可能是导致超塑性达不到理想值的又一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尚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超塑

性变形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金属塑性变形, 后者的变形主要

发生在晶粒内部, 如滑移 、双晶 、扭曲等,其原子的相对移动量

不易超过两个原子的间距, 因而这种经典的塑性变形机制不

可能产生大的伸长率。即使在高温拉伸条件下,虽然扩散作

用及晶界滑移在增加, 但因高温而引起的晶粒变粗趋势亦同

步增加, 从而影响了材料的超塑性。超塑变形时, 晶界滑动 、

晶粒易位 、晶粒转动等起了主要作用。许多研究表明, 超塑变

形的主要变形机制是一种晶界行为。

4　结论
　　喷射成形 GCr15 钢铸态及二次油淬超塑处理的试样具

有如此细化的微观组织, 是传统工艺难以获得的。未经超塑

处理喷射成形铸态试样的伸长率优于冶金铸造工艺制备的

GCr15钢, 这与其优良的微观组织不无关系。二次油淬试样

超塑性尚未达到预期值与喷射成形工艺带来的缺陷及超塑性

试验条件的选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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