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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载荷作用下熔接涂层与基体结合界面处应力
特性仿真研究
黄树涛，周旺，宋博，许立福
（沈阳理工大学，沈阳 110159）
摘 要：目的 通过有限元仿真获得熔接涂层与基体结合界面处的应力分布特性，得到熔接涂层与基体的力
学性能匹配性。方法 应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将模型沿轴向和径向剖切，讨论不同扭矩载荷下镍基合
金涂层和基体轴结合界面的应力分布规律，分析涂层厚度对结合界面处应力的影响。结果 从模型剖切后采
样结点的应力变化曲线看，基体和涂层的内部应力变化均匀，在基体和涂层结合处应力存在突变，涂层上
的应力大于基体上的应力。涂层厚度从 0.5 mm 增大到 1.0 mm 时最大应力减小量约为 18 MPa，从 1.0 mm
增大到 2.5 mm 时最大应力的减小量约为 1 MPa，涂层厚度大于 1.0 mm 后最大应力减小量变化不明显。结
合面两侧涂层和基体应力差值的最大值Δσmax 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大有所减小，在涂层厚度小于 1.0 mm 时，
变化较为明显。结合面底面处的应力突变随涂层厚度的增加而略有减小。结论 在涂层和基体结合界面处存
在应力突变，最大应力出现在涂层外表面的中心位置，增大涂层厚度可以减小应力突变，在涂层厚度较小
时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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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Study on Stress Characteristics of Fusion Bonded Coating and
Substrate Bonded Interface under Torsional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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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obtain str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fusion bonded coating and substrate by
virtue of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hen further acquire mechanical property compatibility of the fusion bonded coating to the
substrate. ABAQU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was used to slice model along the axial and radial direction, stress distribution rules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nickel base alloy and the substrate shaft under different torque loads were discussed, and the effect of
coating thickness on the stress at the interface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stress changing curve of the sampled nodes, the internal stress change of the substrate and coating was uniform. The stress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substrate and coating was
subject to sudden change. The stress on the coat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on the substrate. The maximum stress reduced by nearly
18 MPa as the coating thickness increased from d1=0.5 mm to d2=1.0 mm; the maximum stress reduced by nearly 1 MPa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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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ting thickness increased from d1=1.0 mm to d2=2.5 mm; the maximum stress reduced slightly after the coating thickness exceeded 1.0 mm. Maximum stress difference Δσmax between coatings on both sides of the interface and the substrate interface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oating thickness. More obvious changes were present when the coating thickness was less than 1.0 mm.
Stress at the bottom of the interface reduced sligh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oating thickness. Sudden stress change is present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coating and substrate. The maximum stress is present in the center of outer surface of the coating. Increasing
the coating thickness can reduce the sudden stress change and obvious effects are present when the coating thickness is low.
KEY WORDS: torsion load; Nickel base alloy coating; bonding interface; coating thickness; stress

镍基合金熔接涂层在耐磨零件及零件修复再制
造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熔接涂层与基体的力学性
能匹配性是影响其应用的重要问题。例如装甲车辆扭
力轴是车辆的重要零件，其工况恶劣，经过一段时间
的使用后，表面会产生严重磨损。由于扭力轴成本较
高，因此通过熔接涂层进行修复再制造就成为一个重
要的发展方向。国内外对于镍基合金熔接涂层的涂覆
工艺、微观组织及结构、表面状态及其硬度的研究较
多 [1—5]，对于在载荷作用下的应力应变及结合界面的
应力状态等少有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熔接涂层在再制
造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但通过实验
研究其应力应变较为困难，因此通过仿真进行相关研
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参考价值。
扭力轴作为装甲车辆悬挂装置的主要弹性元件，
工作中一端固定，一端扭转，承受很大的扭转变形，
车辆静止时，扭力轴承担车的自重产生扭转变形，变
形角大约为 30°，在条件恶劣的路面行驶时，平衡肘
转至极限位置，扭力轴的扭转变形角大约为 48°，在
制造过程中进行预扭处理时扭转变形角大约为
52°[6—8]。扭力轴材料为 45CrNiMoVA 钢，具有较高
的抗拉强度、屈服极限、疲劳强度、冲击韧性和塑性，
工作过程中主要承受很大的扭转载荷，最大剪切应力
出现在扭力轴的外表面，在较高的应力作用下将产生
微裂纹等表面损伤而导致其被破坏，减少使用寿命，
对于扭力轴的耐久性产生很大的影响 [9—11]；镍基合金
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性、耐磨耐腐蚀性。镍基合金作为
扭力轴修复再制造的熔接涂层材料 [12—13]，在承受扭
矩载荷时，其应力应变特性对其应用具有极为重要的
影响，需要予以特别关注。文中应用 ABAQUS 有限
元分析软件对熔接涂层及扭力轴基体在扭转载荷作
用下的应力进行仿真研究，分析结合界面两侧最大应
力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

1
1.1

为 Ni60，其化学成分有 C, Cr, B, Si, Fe 和 Ni，其质
量分数分别为 0.7%, 26.0%, 2.5%, 3.5%, 5.0%，其余
为 Ni，其粒度范围为−140~+320 目 [14]。45CrNiMoVA
钢的密度为 7830 kg/m3，弹性模量为 198 GPa，泊松
比为 0.29，抗拉强度为 1488 MPa[7—8]；Ni60 合金的
密度为 7530 kg/m3，弹性模量为 246.9 GPa，泊松比
为 0.28，抗拉强度为 850 MPa[12,14]。

1.2

模型建立

为了研究熔接涂层和基体在扭转载荷作用下的
应力状态，采用圆柱扭转试样，考虑到所采用的
ABAQUS\Student 版本软件的节点限制，取模型圆柱
长度和截面直径比为 L/D=4, L=200 mm, D=50mm，由
于实际对损坏的扭力轴修复时涂层的面积不大，所以
仿真过程中涂层为局部涂覆，涂覆熔接涂层的扭力轴
模型如图 1a 所示，涂层长度为 60 mm，轴向对称于

仿真模型建立
材料属性

针对扭力轴熔接涂层修复应用实际，所研究熔接
涂层的基体材料为 45CrNiMoVA，熔接涂层合金粉末

图 1 有限元分析模型
Fig.1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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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力轴中间位置，涂层圆弧为 90°，涂层厚度为 d=0.5
mm。为了能够模拟出在试样端部受扭转载荷作用下
的变形，定义参考点 rp-1 在坐标原点，即在扭力轴模
型的轴心，采用“约束”中“耦合”选项，定义参考点与
扭转试样右端截面位移的耦合连接。基体采用十结点
二次四面体三维应力单元（C3D10）；涂层采用八结
点线性六面体三维应力单元、减缩积分、沙漏控制，
为了更加直观的观察涂层的力学性能以及提高计算
速率和分析结果的精度，对模型中涂层及基体相接触
的界面临近部分进行单元网格细化，网格划分后的有
限元分析模型见图 1b，扭力轴基体模型结点总数为
178 541 个，单元总数为 45 467 个；涂层模型结点总
数 61 128 个，单元总数为 11 700 个。
涂层和基体之间结合界面的定义是影响仿真分
析的重要因素，图 2 是我们应用真空熔接技术在基体
上熔接 Ni60 合金粉末后，应用 VHX-1000C 型基恩士
三维超景深显微系统所拍摄的基体与涂层间的三维
超景深显微照片，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涂层与基体结合
紧密，界面结合处的亮白区域为涂层与基体的互溶
带，说明熔接涂层与基体是冶金结合，这与其他研究
文献结论一致 [13—17]。根据文中在有限元仿真分析模
拟中将涂层与基体的界面结合处定义为绑定。

图 2 熔接涂层与基体的界面三维超景深照片
Fig.2 Weld coating and substrate interface of 3D digital photos

扭力轴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主要产生扭转变形，载
荷条件设置为扭矩载荷能够直观地反映实际情况，把
试样的左端完全固定，在右端参考点上分别施加绕 z
轴扭矩为 T1=9000 N·m, T2=6825 N·m, T3=4725 N·m,
T4=2625 N·m 的扭转载荷 [18]。分析步时间为 1 s，时
间增量为 0.05 s，一共 20 个增量步，创建静力，通用
分析步并提交作业，运行一段时间后进入可视化模
块，查看各阶应力云图。

2

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不同扭矩载荷下对涂层和基体进行应力仿真
分析，根据扭力轴的应用实际，对模型进行弹性阶段
的分析，材料参数按 1.1 材料属性所给数据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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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够更好地分析结合界面两侧的受力情况，将模型
沿轴向和径向分别剖开，剖切示意图见图 1a，分析
结合界面对涂层和基体应力状态的影响。

2.1

涂层及基体的应力分布

将模型沿轴向剖开，适当选取模型结点进行应力
分析，图 3 为结点位置示意图，结点 1, 2, 3, 4, 5 在基
体上，结点 6, 7, 8, 9, 10 在涂层上，结点间距为 0.1
mm；图 4 是不同扭矩载荷下轴向截面涂层和基体的
应力分布云图，从图 4 可以看出，在承受扭矩载荷作
用下，随着扭矩的增大模型轴向截面的最大应力逐渐
增大，基体内部应力由轴心向四周逐渐增大，在结合
界面处发生应力突变，涂层上的应力大于基体上的应
力，最大应力出现在涂层外表面中心位置。

图 3 模型轴向截面结合界面两侧结点位置
Fig.3 The axial section of the model is combined with the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interface

不同扭矩载荷下模型轴向截面结合界面两侧应
力分布曲线见图 5，从图 5 可以看出，对于涂层侧面，
基体上的应力无明显变化，涂层上的应力由边缘向中
间位置逐渐增大，由于涂层和基体材料力学性能不
同，所以在相同条件下涂层上的应力始终大于基体上
的应力；在试样中间位置，基体一侧各采样结点的应
力分布较为均匀，涂层上的应力总体也较为均匀随径
向尺寸的增加而略有增加，在外表面位置达到最大。
涂层上的应力始终大于基体上的应力，相比涂层侧
面，在径向方向涂层与基体应力差值大于前者。从整
个模型轴向截面来看，由于各采样结点的间距相差不
大，基体和涂层的内部应力均匀变化，涂层与基体结
合处有明显的应力突变，涂层径向位置的应力突变程
度大于涂层轴向侧面。
将模型沿径向剖开，适当选取模型结点进行应力应
变的分析，结点位置示意图见图 6，结点 1, 2, 3, 4, 5 在
基体上，结点 6, 7, 8, 9, 10 在涂层上，结点间间距为单
元间距 0.1 mm；图 7 是不同扭矩载荷下径向截面涂层
和基体的应力分布云图，从图 7 可以看出，在承受扭矩
载荷作用下，随着扭矩的增加模型径向截面最大应力逐
渐增大，基体内部应力随远离轴心而逐渐增大，在结合
界面处发生应力突变，涂层上的应力大于基体上的应
力，最大应力出现在涂层外表面中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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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扭矩载荷下轴向截面涂层和基体的应力分布云图
Fig.4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coating and the substrate under different torque load

图 5 模型轴向截面结合界面两侧应力分布曲线
Fig.5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at the two sides of the axial section of the model

图 6 模型径向截面结合界面两侧结点位置
Fig.6 The radial cross section of the model and the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interface

不同扭矩载荷下模型径向截面结合界面两侧应

力分布曲线见图 8，从图 8 可以看出，对于涂层侧面，
基体上的应力变化幅度较小，在结合界面处应力变化
幅度骤然增大，涂层上的应力始终大于基体上的应力
并且略呈上升趋势；在截面涂层中间位置，基体上的
应力变化幅度不大，在结合界面处应力明显增大，涂
层上的应力变化也较为平缓，涂层上的应力大于基体
上的应力。从整个模型径向截面来看，涂层和基体上
的应力均略呈增长的趋势，在结合界面处发生应力突
变现象，且涂层径向位置的应力突变现象比涂层侧向
的应力突变现象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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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扭矩载荷下径向截面涂层和基体的应力分布云图
Fig.7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coating and the substrate under different torque load

图 8 模型径向截面结合界面两侧应力分布曲线
Fig.8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at the two sides of the radial
section of the model

2.2

不同涂层厚度对涂层和基体应力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涂层厚度对基体结合界面处的
应力及应力分布状态的影响，分别将涂层的厚度设置
为 d1=0.5 mm, d2=1.0 mm, d3=1.5 mm, d4=2.0 mm,
d5=2.5 mm 进行仿真分析，观察结合面两侧涂层和基

体的应力状态讨论单一扭矩载荷不同涂层厚度对模
型最大应力的影响，为了研究结合界面处产生应力突
变的幅度变化，取结合面两侧涂层的应力 σ1 和基体
的应力 σ2 两者的差值 Δσ=σ1−σ2 进行比较。
扭矩为 T4=9000 N·m 不同涂层厚度下应力分布云
图见图 9，从图 9 可以看出最大应力出现在涂层外表
面的中心处，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大最大应力值有所减
小，但减小量不大。最大应力产生的位置不随涂层厚
度的改变而改变，且涂层上的应力始终大于基体上的
应力。最大应力随涂层厚度的变化曲线见图 10，从
图 10 可以看出最大应力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大逐渐减
小，从 d1=0.5 mm 增大到 d2=1.0 mm 过程中最大等效
应力减小量约为 18 MPa，从 d2=1.0 mm 增大到 d5=2.5
mm 过程中最大应力的减小量约为 1 MPa，涂层厚度
超过 1.0 mm 时最大等效应力减小幅度很小。
轴向截面结合界面处涂层和基体应力差值的最
大值 Δσmax 随涂层厚度的变化曲线见图 11，从图 11
可以看出 Δσmax 随涂层厚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对于
涂层侧面，从 d1=0.5 mm 增大到 d2=1.0 mm 过程中
Δσmax 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从 d2=1.0 mm 增大到
d5=2.5 mm 过程中 Δ σmax 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对于
涂层中间位置，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大 Δσmax 的下降趋
势并不明显。所以轴向截面结合界面处产生的应力突
变程度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这种变化趋
势在涂层侧面表现的较为明显，在涂层中间位置变化
不大，增加涂层厚度可以减小结合界面产生的应力突
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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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扭矩为 T4=9000 N·m 不同涂层厚度下应力分布云图
Fig.9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different coating thickness of T4=9000 N·m

图 10 最大应力随涂层厚度变化的曲线
Fig.10 Maximum curve with the thickness of the coating

图 11 轴向截面结合界面处 Δσmax 随涂层厚度的变化曲线
Fig.11 Variation of the axial section of the interface with the
coating thickness delta Δσmax

径向截面结合界面处涂层和基体应力差值的最
大值 Δσmax 随涂层厚度的变化曲线见图 12，从图 12
可以看出无论是涂层的侧面还是涂层的中间位置
Δσmax 均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对于涂层
侧面，从 d1=0.5 mm 增大到 d2=1.0 mm 过程中 Δσmax
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并且载荷越大，Δσmax 下降的
趋势越大，从 d2=1.0 mm 增大到 d5=2.5 mm 过程中
Δσmax 的变化幅度有所减小，涂层厚度超过 d2=1.0 mm
时，虽然应力突变的程度仍然在减小，但是减小的幅
度较小；对于涂层中间位置，曲线整体较为平滑，应

图 12 径向截面结合界面处 Δσmax 随涂层厚度的变化曲线
Fig.12 Variation of the radial section of the interface with the
coating thickness delta Δσ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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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突变随涂层厚度的变化较小。所以径向截面结合界
面处产生的应力突变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加而逐渐减
小，并且这种变化在涂层侧面的表现比较明显，在涂
层中间位置的变化不大，增大涂层的厚度对于减小应
力突变有明显效果。

3

技

Alloy at Home[J]. Modern Welding Technology, 2010(7):
1—4.
[6]

PERENDA J, TRAJKOVSKI J, ZEROVNIK A, et al.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of the Surface Residual Stresses Induced by Deep Rolling and Presetting of
a Torsion Ba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erial Form-

结语

1）单一涂层厚度不同扭矩载荷作用下，在涂层
与基体结合处发生应力突变，涂层中间位置底面结合
界面处产生的应力突变程度大于涂层四周侧面结合
界面处产生的应力突变，涂层的应力大于基体的应
力，最大应力位置出现在涂层外表面几何中心处。
2）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大模型最大应力有所减小，
但减小的趋势并不明显，涂层厚度小于 1.0 mm 时，
最大应力减小量约为 18 MPa，涂层厚度大于 1.0 mm
时，最大应力减小量仅为 1 MPa 左右。
3）增大涂层厚度可以减小结合界面处应力的突
变程度，在涂层侧面结合界面处效果较为明显，涂层
厚度小于 1.0 mm 时，增大涂层厚度可以明显减小应
力突变，涂层厚度大于 1.0 mm 时，增大涂层厚度对
于减小应力突变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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