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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速度对铝合金搅拌摩擦焊接头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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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厚度 3 mm 的 6061-T6 铝合金板材搅拌摩擦焊对接接头为研究对象，建立热力
耦合有限元模型，准确模拟了焊接过程的温度场分布及演变规律，采用光学显微观察、电子背
散射衍射、显微硬度测量以及拉伸试验等表征方法，研究了焊接速度对焊接接头成形特性、显
微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机理. 结果表明：接头焊核区在焊接过程中经历了完全动态再结晶，
形成细小等轴晶；后退侧热影响区经历了动态回复，晶粒显著长大，晶界强化作用弱于焊核区
晶粒；当焊接速度为 300~800 mm/min 时，接头焊缝成形良好，
拉伸断裂均在焊缝后退侧热影响
区，在焊接过程中受温度（400~480 益）影响显著，析出强化相溶解导致力学性能明显降低，在
此焊接速度范围内，随速度的提高，接头强度增加，最高强度系数为 80.86%（800 mm/min）；当
焊接速度进一步增加至 1 200 mm/min 时，接头的焊接成形性变差，焊核区出现未焊合和隧道
缺陷，接头拉伸试验时在焊核区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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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elding Speed on Properties of Friction
Stir Welded Joint of Aluminum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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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friction stir welded joints of 3 mm thickness 6061-T6 aluminum alloy pla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thermal mechanical coupling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temperature
filed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law of the welding proces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welding speeds on forming char原
acteristics,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joints was studied by using optical microscopy, electron
backscatter diffraction, microhardness measurement and tensile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completely dynamic re原
crystallization process occurs in the nugget zone during the welding process, which generates fine equiaxed grains,
whereas the heat-affected zone (HAZ) on the retreating side undergoes dynamic recovery, resulting in the obvious
grain growth.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grain boundary in the HAZ is weaker than that in the
nugget zone. The joints are well-welded when the welding speed is 300~800 mm/min, and the fracture occurr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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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Z of the retreating side could be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temperature（400~480 益），dissolution of the precipi原
tation phase leads to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and in this welding speed range，the joint

strength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welding speed，
and the highest strength factor is 80.86%（800 mm/min）. As the
welding speed is further increased to 1 200 mm/min, the weld formability of the joint would deteriorate significantly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heat input and thermo-plasticity. Besides, the un-welded and tunnel defects in the weld nugget
lead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fracture in the nugget zone during tensile test.

Key words：friction stir welding；aluminum alloys；mechanical properties；weld speed

汽车轻量化是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主要
包括结构轻量化和材料轻量化. 铝合金是理想的轻
量化材料，具有密度低、比强度高、耐腐蚀等特点，已

温度增加，焊后接头硬度最低点位置析出相密度增

加，接头强度高于低转速的接头. Dawood 等[9]发现在
其他焊接参数一致的情况下，采用三角形搅拌针时

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汽车工业等领域.

焊接过程中热输入量更少，其接头力学性能更优异.

控，应用广泛，但其连接工艺仍存在一定的挑战. 传

响显著，同时，优化焊接速度可提高接头强度及焊接

其中，
6 系铝合金的力学性能可通过热处理灵活调
统铝合金焊接技术存在诸多不足，易出现裂纹、气
孔、焊后较大变形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铝合金

在工程中的应用. 搅拌摩擦焊（Friction Stir Welding，
FSW）是一种固相焊接方法，具有热输入量低、接头
强度系数高、焊接变形小等特点，可有效避免熔化焊

的冶金缺陷，已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的车体焊
[1]

接 ，并逐步或部分取代熔化焊. 近年来，学者们

[2-4]

采

用激光辅助、超声辅助、双轴肩焊接等新方法，改善

了 FSW 接头焊缝成形性，使其可焊接的材料厚度提

高，进一步拓宽了搅拌摩擦焊在工程中的应用. 但对
于 6 系热处理可强化铝合金，焊接产生的热冲击会

使热影响区材料析出强化相溶解，引起接头性能恶
化. 从已有研究来看，焊接参数对接头力学性能影
响显著，其本质原因在于焊接热影响区在焊接过程

中所受的热冲击差异明显. 焊接参数对 6 系铝合金
FSW 接头力学性能的影响和相关机理仍需进一步
研究.

为了探明焊接参数对接头力学性能的影响，诸
多学者对比了不同焊接速度、旋转速度及搅拌头
形 状 时 6 系 铝 合 金 FSW 接 头 力 学 性 能 的 差 异 .

Feng 等 和 Ren 等 发现提高焊速可提升 6061-T6
[5]

[6]

铝合金 FSW 接头力学性能，接头硬度分布最低点在
焊接热作用下形成的过时效区，材料力学性能最低.

Dong 等 对 6005A-T6 铝合金 FSW 接头的研究结果
[7]

以上研究表明 FSW 接头力学性能受焊接温度的影
效率. 因此，研究焊接速度对接头力学性能的影响机

理对于 FSW 实际工程应用具有指导意义，准确获取
焊接接头各区域的焊接温度曲线，是研究过程中的
关键.
为了更准确描述焊接过程中接头各区域温度、
应变等分布规律，研究者们开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

对 FSW 焊接过程进行有限元仿真. 通过建立 FSW
热力耦合模型，可更准确、
直观地了解焊接过程中接
头温度、
应变分布及演变. Zhang 等[10-12]采用 ABAQUS

软件模拟了 6061-T6 铝合金 FSW 过程，研究表明摩
擦生热是焊接过程主要热量来源，温度和应变峰值

处均在焊缝上表面，且上下表面应变分布差异明显.
Soundararajan 等[13]采用 ANSYS 软件建立了 6061-T6
铝合金 FSW 热力耦合模型，结果表明：材料的换热
系数与接触压力有关，采用换热系数随接触压力变

化的有限元模型进行仿真分析，获得的温度变化曲

线与试验测量更吻合. Jain 等[14]采用 DEFORM-3D 软
件模拟了转速对 6082-T6 铝合金 FSW 接头温度场
分布和搅拌头轴向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随转速的增
加，焊接过程峰值温度增加，焊核区温度分布更加均
匀，搅拌头轴向力降低. 上述研究均较好地获得了焊
接过程中接头温度场分布，但尚未将温度分布与接
头力学性能联系起来. 因此，通过数值模拟获取不同
焊接速度下各区域的温度变化，建立接头温度分布

表明：随焊接速度的增加，焊接峰值温度降低，析出

与各区域力学性能及显微组织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准

相溶解程度减少，热影响区硬度和接头强度提高.

确描述，以更好地描述或预测接头的力学性能及失

Liu 等 研究了 6061-T6 铝合金高转速 FSW 接头的
[8]

力学性能，结果表明：随转速升高，焊接过程中峰值

效行为，
需求迫切.

基于此，本文以厚度 3 mm 的 6061-T6 铝合金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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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摩擦焊对接接头为研究对象，开展接头的力学性
能及显微组织研究. 为准确获得接头不同位置温度

分布，
利用 ABAQUS 软件建立 FSW 热力耦合有限元
模型开展焊接过程工艺仿真，通过对标实测温度曲
线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结合温度分布及显微组织观
察，
分析焊接速度对接头力学性能的影响机理.

1 试验与建模
1.1 试 验

试验材料为 3 mm 厚 6061-T6 铝合金挤压板材，

成分如表 1 所示. 工件去除焊接表面氧化层后沿挤

压方向进行焊接，搅拌头转速为 1 200 r/min，焊接速
度分别为 300、500、800、
1 200 mm/min，搅拌头下压
量为 0.2 mm，倾角为 2.5毅. 接头在焊接过程中的温度

变化采用热电偶实时测量，分别在距离焊缝中心线 8
mm 和 10 mm 位置加工深度为 2 mm 的盲孔，将热

电偶插入其中，并用高温胶带固定在工件上. 采用
NI LABVIEW 软件在线采集热电偶测得的实时温度

变化，用于与仿真结果输出的温度数据对标，采样频
率为 50 Hz. 焊接接头拉伸试样尺寸、搅拌头尺寸以
及热电偶布置位置如图 1 所示.

表 1 6061-T6 铝合金化学成分表

Tab.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6061-T6 Al alloy %
wMg

wSi

wCu

wFe

wCr

wMn

w 其他

wAl

0.85

0.38

0.35

0.14

0.11

0.086

0.072

余量

25
R25
12.5

搅拌头
逆时针旋转

在垂直于焊接方向的横截面厚度中心线上每隔 0.5
mm 记录一个点，
测试载荷为 9.8 N，
保荷时间为 10 s.
所有力学性能测试均在焊接完成两周后进行. 接头
垂直于焊接方向横截面经机械抛光后，采用 Keller
试剂 （3 mL HNO3+6 mL HCl+6 mL HF+150 mL H2O）
浸蚀 2 min，用 COSSIM 显微镜观察接头宏观形貌.

采用 FEI Quanta 200 扫描电镜及电子背散射衍射
（EBSD）观察母材、焊核区和热影响区（Heat Affected
Zone，HAZ）的显微组织，试样经机械抛光后采用 10
mL HClO4 +90 mL CH3OH 混 合 溶 液 在 -20 益温度、
20 V 电压下电解抛光 60 s.
1.2 有限元建模
采用 ABAQUS 商业软件中 ALE （Arbitrary La原
grangian Eulerian）自适应网格方法建立 FSW 热力耦
合模型，以解决搅拌摩擦焊数值模拟涉及的大变形
和高度非线性问题，同时为保证计算过程收敛，搅拌
针长度略大于板厚. 使用库仑摩擦描述搅拌头和工
件之间的接触关系，系数设为 0.3 [12]；为减少网格数

量，提高计算效率，采用非均匀网格划分，搅拌头与
工件接触区域网格划分密集，尺寸为 0.4 mm，远离接
触区域网格划分较稀疏，
模型如图 2（a）所示. 工件与
外部热交换采用对流换热等效，工件和工装、搅拌
头、空气导热系数分别为 5 000 W/（m·益）、
11 000 W/

（m·益）、30 W/（m·益）[15]. 采用 Johnson-Cook 材料本
构模型描述 6061-T6 铝合金在不同温度、应变速率
下的硬化属性.

蓘

着
滓=[A +B（着p）n ] 1+Cln
着0

蓡 蓘 1- 蓸 TT-T-T 蔀
m

r

m

r

蓡

（1）

式中：A 为参考温度和应变率下初始屈服应力；B 为
材料应变硬化模量；n 为硬化指数；
C 为材料应变率
强化参数；m 为材料软化系数；着p 为塑性应变；着为应

热电偶测量点

焊接方向
搅拌头尺寸

接头拉伸试样

用 Instron 3369 万能试验机按照 GB/T 228.1—2010
试验方法进行拉伸力学性能测试，拉伸速度为 5 mm/
min；采用 HV-1000 维氏显微硬度计进行硬度测试，

覫5.8
覫3.6
覫12

图 1 搅拌摩擦焊接拉伸试样尺寸、
搅拌头尺寸
及热电偶测量点布置图（单位：mm）

变速率；着0 为参考应变率，本文为 1；Tr 为参考温度；
Tm 为熔化温度. A、
B、
n 通过拟合母材准静态拉伸应
力-应变曲线获得，
C、
m 值采用文献[16]中试验的结果.
上述参数的取值如表 2 所示. 材料热物理参数采用
JMatPro7.0 软件计算得到，
相关参数如图 2（b）所示.
表 2 6061-T6 铝合金 Johnson-Cook 材料本构模型参数
Tab.2 Parameters of Johnson-Cook constitutive

Fig.1 Size of FSW joint tensile sample and FSW tool

and location of the thermocouples measurement（unit：
mm）

焊接完成后采用线切割加工焊接接头试样. 采

material model of 6061-T6 aluminum alloy
A/MPa

B/MPa

n

C

m

285

168

0.55

0.002

1.34

Tm /益
583

Tr /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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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到 16.5 mm；焊核区（Nugget Zone，NZ）的硬度分

布在 70~78 HV 之间，随着与焊缝中心的距离增加，
硬度开始略微下降，除 1 200 mm/min 试样外，
均在后

退侧距焊缝中心线 5.5 mm 位置附近达到最低值，之

后硬度逐渐恢复至母材水平. 300 mm/min 试样 RLH

xy z
o

和 ALH 硬度较其他试样差异较小，硬度曲线呈较明

（a）FSW 有限元模型
2 800

72

2 400
2 000

密度
比热容
弹性模量
热膨胀系数
导热系数

1 600
1 200

8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4
56
48
40

温度/益

（b）6061-T6 铝合金热物理参数

图 2 FSW 有限元模型及 6061-T6 铝合金热物理参数

显的“W”形，其他焊接速度下 ALH 硬度略高于 RLH
硬度，
这与荆洪阳等[17]和 Liu 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
RS

AS

300 mm/min
500 mm/min
800 mm/min

Fig.2 FSW finite element model diagram and

2.1 接头宏观形貌
图 3 为不同焊接速度的 FSW 接头焊缝横截面
形貌图. 右侧为焊接前进侧（Advancing Side，
AS），搅
拌头转动方向与焊接方向相同，材料受到强烈的剪
切作用，因此前进侧焊核区边界较为明显. 左侧为焊
接后退侧（Retreating Side，RS），
搅拌头转动方向与焊
接方向相反，
材料均向后流动，因此焊核区边界模糊.
由图 3 可见，焊核区呈“碗”状，是典型的 FSW 焊核
区形状，这是由于随着与焊缝上表面距离的增加，轴
肩对材料的热力耦合作用逐渐减弱而搅拌针作用逐
渐增强，因此焊核区呈现上宽下窄的形状. 当焊速为
1 200 mm/min 时，由于热输入不足，材料流动性差，
不能及时填充搅拌头行进时产生的空腔，焊缝成形
性变差，出现未焊合和隧道缺陷.
2.2 接头力学性能
2.2.1 接头显微硬度分布
图 4 为不同焊接速度的 FSW 接头横截面中心
硬度分布，将后退侧、前进侧硬度最低区域分别用
RLH（Retreating side Low Hardness）、
ALH（Advancing
side Low Hardness） 表示. 热力影响区 （Thermo-me原
chanical Affected Zone，TMAZ）宽度较窄 [7]，其硬度难
以 测 试 . 当 焊 接 速 度 从 300 mm/min 增 加 到 1 200
mm/min，焊缝及软化区域的宽度明显变窄，从 21 mm

隧道缺陷

未焊合

therm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6061-T6 Al alloy

2 试验结果

3 mm

1 200 mm/min

500 滋m

图 3 不同焊接速度的 FSW 接头焊缝横截面形貌图
Fig.3 The cross-section morphology

of FSW joints with different welding speed
120

HAZ

110

NZ+TMAZ HAZ

100

90 RS
80
70

HAZ NZ+TMAZ HAZ

AS RS

ALH RLH

RLH

120

19.5 mm

21 mm

300 mm/min
17.5 mm

HAZ NZ+TMAZ HAZ

110
100

90 RS

ALH

500 mm/min
16.5 mm

HAZ NZ+TMAZ HAZ

AS

AS RS

80 RLH
70
-15 -10 -5

AS

ALH

0

800 mm/min
5

10

距焊缝中心距离/mm

RLH
-10 -5

ALH

1 200 mm/min

0

5

10 15

距焊缝中心距离/mm

图 4 不同焊接速度的 FSW 接头横截面中心硬度分布
Fig.4 The cross-section hardness distribution
of FSW joints with different welding speed

2.2.2 接头拉伸力学性能

图 5 为不同焊接速度下 FSW 接头拉伸力学性

能，每组参数的结果为 3 个试样测试结果的均值.
6061-T6 铝合金板材的抗拉强度为 303 MPa，延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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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7%. 随着焊接速度的增加，焊接接头延伸率和

抗拉强度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在 4 种焊接

3 分析与讨论

值 6.50%；800 mm/min 焊速试样抗拉强度达到最大

3.1 焊接速度对接头温度及成形性的影响
搅拌摩擦焊接头各微观区域的力学性能与焊接
过程所经历的温度曲线有关. 其焊接参数 （焊接速
度、转速以及下压量等）又会影响焊接过程中各区域
的温度分布. 因此，为了分析焊接速度对接头温度场
分布的影响，建立了 FSW 热力耦合有限元模型，模
拟接头温度分布随焊接速度的变化.
为了验证仿真模型计算得到的温度场结果的准
确性，将其与实测温度对标，如图 7 所示. 当焊接速
度为 300 mm/min 时，在距离焊缝中心 8 mm、10 mm
位置，仿真得到的峰值温度分别为 324 益、
259 益，试
验测得的峰值温度分别为 316 益、256 益，其误差分
别为 2.53%、
1.17%；当焊接速度为 800 mm/min 时，
仿真得到的峰值温度分别为 310 益、251 益，试验测

速度接头中，500 mm/min 焊速试样延伸率达到最高

值 245 MPa，强度系数为 80.86%. 1 200 mm/min 焊速

试样虽然存在缺陷，但抗拉强度仍高于 300 mm/min
焊速试样，
而延伸率最低.
350

抗拉强度
延伸率

300
250
200

238

223

245
6.50

4.81

150

10.69
303
230

10
8

5.85

6

4.12

100

12

4
2

50
0

300

500

800

1 200

母材

0

焊接速度/（mm·min-1）

图 5 不同焊接速度的 FSW 接头拉伸力学性能
Fig.5 The tensil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SW joints with different welding speed

图 6 为不同焊接速度下 FSW 接头拉伸断裂位

置示意图. 当焊接速度为 300~800 mm/min 时，接头

试样均断裂在后退侧热影响区，而焊接速度为 1 200
mm/min 时，断裂位置在焊核区. 一般而言，硬度曲线

可以很好地反映接头上各区域的力学性能特点[18]，由
图 4 可知，FSW 接头拉伸断裂位置对应接头硬度最

低点或缺陷位置. 当焊接速 度为 300 ~800 mm/min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时，硬度最低点在后退侧热影响区，意味着此处材料

350

软化严重，拉伸测试时易产生裂纹直至断裂. 而对于

300

1 200 mm/min 焊速试样，焊接缺陷决定了接头断裂
位置，焊核区底部的未焊合缺陷在拉伸过程中成为

裂纹源，使裂纹朝焊核区扩展，最终接头在焊核区发
生断裂.
RS

AS

10

800 mm/min

15

时间/s

20

（a）焊接速度 300 mm/min

250
200
150
100

0

500 mm/min

图 6 拉伸试样断裂位置

5

50

300 mm/min

1 200 mm/min

0

距焊缝中心距离
8 mm（试验）
10 mm（试验）
8 mm（仿真）
10 mm（仿真）

0

2

4

时间/s

距焊缝中心距离
8 mm（试验）
10 mm（试验）
8 mm（仿真）
10 mm（仿真）
6

8

（b）焊接速度 800 mm/min

3 mm

Fig.6 The fracture location of tensile specimens

图 7 前进侧距离焊缝中心分别为 8 mm 和
10 mm 位置仿真温度和试验结果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of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at
distance of 8 mm，
10 mm from weld center line at advancing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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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峰值温度 309 益、245 益，其误差分别为 0.32%、
2.45%. 由此可见，仿真与试验峰值温度吻合程度较
高，温度上升曲线一致. 由于无法考虑实际中工件和
工装、
平台之间复杂的接触关系，降温曲线差异较大.
但本文主要研究接头不同区域峰值温度，对于降温
曲线计算可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优化.
图 8（a）为 300~800 mm/min 焊接速度的接头温
度场分布，图中黑色虚线为金相试验中所获得的相
应的接头焊核区形状. 当焊接速度为 300~800 mm/
min 时，焊核区在焊接过程中峰值温度均在 502 益以
上，焊核区边缘峰值温度为 480~502 益，温度分布呈
上宽下窄的形状，随着与焊缝中心距离的增加，上下
表面温度分布逐渐均匀. 当焊接速度增加时，焊核区
温度分布均匀性降低. 这是由于焊接过程中的热量
主要来自工件和轴肩和搅拌针的摩擦热，因此，搅拌
针根部温度最高. 进一步地，通过材料内部热传导及
搅拌头引起的材料流动，热量会传递到无搅拌头作
用的区域. 而焊接速度越高，温度横向传导以及焊核
区从上到下传导的时间变短，因此，接头软化区域变
窄，焊核区温度分布差异增大.
RS

温度. 下表面材料的焊合主要依靠搅拌针对材料的
摩擦作用，促使材料流动；当材料热塑性不足时材料
流动阻力增大，搅拌不充分从而形成未焊合及隧道

缺陷. 在 ALE 自适应网格技术中，材料在网格切向

方向可以自由运动而在网格法向上与节点固定，当
材料软化程度不足时，材料无法流动至前进侧而朝
搅拌头后侧流动，此时搅拌针后侧存在法向与材料
流动方向一致的网格，这类网格会随着材料的运动
而脱离搅拌针，最终由于畸变严重而中止计算，如图
8（b）所示.

3.2 焊接速度对接头显微组织的影响
为了研究焊接速度对接头焊核区及热影响区

RLH 显微组织的影响，本文通过 EBSD 获取 300 mm/
min、800 mm/min 焊接速度下接头各区域的晶粒形
貌，取点位置如图 9（a）所示，图中，ND（Normal Di原

rection）为法向，TD（Transverse Direction）为横向，垂

直平面方向为 RD（Rolling Direction）轧制方向. 图 9

（b）为母材晶粒形貌图，
平均晶粒尺寸为 89.42 滋m.
ND

AS

NT11 益
+5.740e+02
+5.700e+02 300 mm/min
+5.020e+02
+4.800e+02
+4.020e+02
+3.200e+02 500 mm/min
+2.500e+02
+2.200e+02
+1.500e+02 800 mm/min
+5.000e+01
+2.700e+01
RLH 硬度点位置

母材

RLH

EBSD 取点位置

TD
NZ

（a）EBSD 取点位置示意图
3 mm

（a）300~800 mm/min 焊接速度的接头温度场分布
平行焊接方向截面

材料流动路径

旋转方向
搅拌头

缺陷
1 200 mm/min

焊接方向

3 mm

材料软化不足
材料充分软化

（b）1 200 mm/min 焊接速度的接头温度场分布及缺陷示意图

图 8 FSW 接头横截面温度场分布及缺陷图
Fig.8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FSW joints cross section and defect

图 8（b）为 1 200 mm/min 焊接速度的接头温度
场分布及缺陷示意图. 由图可知，焊核区上下表面温
度分布差异明显，搅拌针根部附近峰值温度在 502
益以上，下表面峰值温度仅为 400 ~ 480 益. 分析认
为，当焊接速度增加至 1 200 mm/min 时，焊核区上表
面产生的高温向下表面传递的时间进一步缩短，而
搅拌针产热有限，下表面材料温度明显低于上表面

（b）母材晶粒形貌图

图 9 EBSD 取点位置及母材晶粒形貌图

Fig.9 EBSD location and base material grain morphology map

图 10（a）、
图 10（b）分别为 300 mm/min、
800 mm/

min 焊接速度下接头焊核区的晶粒形貌图，焊核区均

为等轴晶，这是由焊接过程发生动态再结晶所致. 其
晶粒相比母材明显细化，且随焊接速度增加，平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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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尺寸从 12.27 滋m 减小至 8.54 滋m. 在焊接过程中，

排成低能构型，位错胞结构演变成亚结构，形成大量

性状态并产生大量位错，在高应变速率下位错不断

长，形成的小角度晶界越多. 因此，300 mm/min 焊接

搅拌头与工件摩擦产生的高温使材料迅速达到热塑

累积和重组，形成由小角度晶界（Low Angle Bound原
aries，LAB） 组成的亚晶粒，其晶界取向差角为 2毅~
15毅，如图 10 所示的细线；当位错进一步增加，相邻
晶粒的小角度晶界取向差逐渐增大，最后转变成大

小角度晶界[20]. 焊接速度越低，其回复进行的时间越
速度下，热影响区小角度晶界占比明显多于 800 mm/
min 焊接速度的试样.

3.3 焊接速度对接头力学性能的影响

一般而言，FSW 接头显微硬度分布曲线是接头

角度晶界（High Angle Boundaries，
HAB），形成细小等

各区域力学性能变化规律的直接反映. 对 Al-Mg-Si

示的粗线. 同时，焊接速度越高，冷却速率越快，位错

等密切相关[21]. 晶粒尺寸越小，材料强度越高，并可根

轴晶，大角度晶界取向差角一般大于 15毅，如图 10 所
运动和亚晶界的迁移受到限制，从而抑制再结晶晶

粒长大[19]. 因此，800 mm/min 焊速接头的焊核区平均
再结晶晶粒尺寸小于 300 mm/min 焊速接头的焊核
区平均晶粒尺寸.

合金而言，显微硬度与晶粒尺寸和析出相形貌、密度

据霍尔佩奇公式计算出平均晶粒尺寸对于材料屈服
强度的贡献：

滓d = k y d-1/2

（2）

式中：d 为平均晶粒尺寸；k y 是与材料性质有关的

常数 . 材料屈服 强度 滓y 和硬度 H v 存在经验 关 系
式：H v抑0.33滓y. 因此，晶粒尺寸对硬度贡献的计算
公式为：

H vd = k d d-1/2

式中：k d 为比例系数，其值为 50 HV·滋m

.

（3）

1/2[22]

表 3 为不同焊接速度样品焊核区以及热影响区

（a）300 mm/min 焊核区

（b）800 mm/min 焊核区

的平均晶粒尺寸及其对硬度的贡献，由表 3 可知，随

焊接速度的增加，焊核区晶界强化效应对硬度的贡

献值从 14.27 HV 上升至 17.11 HV，而 300 mm/min、
800 mm/min 焊接速度下接头焊核区平均硬度均为
75.3 HV，晶界强化效应贡献的硬度分别占焊核区平

均硬度的 18.9%和 22.7%. 虽然接头热影响区 RLH
（c）300 mm/min 热影响区

（d）800 mm/min 热影响区

图 10 不同焊接速度下接头焊核区及热影响区晶粒形貌图
Fig.10 Grain morphology of NZ and HAZ
of joints with different welding speeds

对于热影响区，材料只受到焊接热作用，晶粒长

大明显，如图 10（c）、图 10（d）所示. 当焊接速度从
300 mm/min 增加至 800 mm/min 时，热影响区平均晶
粒尺寸从 156 滋m 减小到 142 滋m，且小角度晶界明
显减少. 一方面，焊接速度的增加缩短了高温持续时
间，减少了晶粒在焊接热作用下长大时间. 因此，相
比于低焊接速度，高焊接速度接头的热影响区晶粒

尺寸减小. 另一方面，由于铝合金具有高层错能，在
高温和高应变下易发生动态回复，位错发生湮灭、重

区域晶粒均发生明显长大，但与母材晶界强化效果

相比，强化效应贡献的硬度值差异在 1.29 HV 以下.

同时，300 mm/min 和 800 mm/min 焊速的接头热影响

区 RLH 平均硬度分别为 67.5 HV 和 72 HV，母材平

均硬度为 110 HV，对比晶界强化效应贡献的硬度，
可发现 RLH 和母材晶界强化作用不明显. 对于焊核
区，平均晶粒尺寸最大为 12.27 滋m，相比母材和接头
热影响区，晶界面积更大. 因此，接头焊核区晶界强

化作用要高于接头其他区域. 对于接头热影响区
RLH，晶粒在焊接热作用下长大，平均晶粒尺寸超过

140 滋m，晶界强化对于材料力学性能影响较小. 6 系
铝合金是热处理可强化合金，析出强化是最主要的

强化机制，因此，析出相在焊接过程中因热冲击发生
溶解、相变及粗化是接头热影响区 RLH 材料性能差
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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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焊接速度样品焊核区以及

用下，发生动态再结晶，形成细小的等轴晶；接头热

热影响区的平均晶粒尺寸及其对硬度的贡献

影响区在焊接热冲击作用下发生动态回复，晶粒尺

Tab.3 Average grain siz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hardness in NZ and HAZ at different welding speed
微区
硬度贡献
值/HV

300 mm/min

800 mm/min

焊核区

热影响区

焊核区

热影响区

14.27

4

17.11

4.2

母材

5.29

根据 Dong 等 的研究，T6 状态的 Al-Mg-Si 合
[7]

金在受到焊接热影响后，析出相在不同温度下的变
化规律为：
（a）250~320 益，
茁义相转变成 茁忆相以及 Q忆

相；
（b）400~480 益，
茁忆和 Q忆相溶解；
（c）480~502 益，茁
相析出和溶解. 图 8 中菱形标记为 RLH 区域硬度测
试点位置，虚线表示焊核区轮廓. 如图 8 所示，焊接

时经历的温度均在 480 益以上，析出相全部溶解，同

时由于冷却速度过快 茁 相无法析出[7]，焊核区处于高

浓度溶质原子和高密度空位状态，对于焊后自然时
效过程中 GP（Guinier Preston zone）区析出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23]. 由此可知，焊核区硬度的主要贡献者是
自然时效析出的 GP 区. 本文中接头拉伸力学性能主

寸相比母材长大明显. 随着焊接速度的增加，接头焊
核区和热影响区晶粒尺寸均减小.

3） 焊接速度是影响接头力学性能的重要因素，

焊接接头受热过程中，热影响区析出强化相的溶解

是导致接头强度下降的本质原因. 当焊接速度为
300~800 mm/min 时，接头在拉伸测试时均断裂在后

退侧热影响区硬度最低点 （RLH）；当焊速为 1 200
mm/min 时，接头存在未焊合缺陷，从焊核区断裂. 接
头 RLH 处在焊接过程中峰值温度为 400~480 益，达
到了析出相溶解条件；随着焊接速度的增加，高温持
续时间减少，析出相溶解程度降低，材料性能损失减
少，接头力学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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