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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室温拉伸和高温拉伸实现了 304 奥氏体不锈钢不同应变率及不同温度下

的拉伸塑性变形，使用铁素体测量仪、XRD 等分析手段测试了不同应变率、不同组织状
况及不同温度下的形变诱导马氏体转变量． 结果表明，形变诱导马氏体的转变量与应
变率、组织均匀度及变形温度三种因素有关，室温形变时，随着塑性变形率的增加，马氏
体转变量逐渐上升； 对于室温下周向变形率为 30% 的内高压成形环焊缝拼焊管而言，
母材、热影响区和焊缝处的马氏体转变量依次呈上升趋势，组织均匀性越差，马氏体的
转变量越高； 高温拉伸时，随着环境温度的上升，马氏体的转变量呈下降趋势，在 275 ℃
时，马氏体的转变量趋近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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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形变诱导马氏体以上的影响，在探讨不同
因素对于 304 不锈钢形变诱导马氏体转变影响的基

言

304 奥氏体不锈钢因其独特的耐腐蚀和良好的
［1］
焊接性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由

础上，对内高压成形拼焊管不同位置马氏体转变规
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对于 304 产品内高压成形

于固溶处理后 304 不锈钢组织为过饱和的亚稳态奥
氏体，在发生较大程度塑性变形时，容易出现形变诱

工艺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导马氏体相变． 对于产品加工而言，形变诱导马氏
体的出现易导致产品形变硬化现象的加剧 ，造成产

1

品塑变能力下降以及制备过程中的开裂，且在产品

1． 1

后期服役使用时也易出现延迟开裂以及应力腐蚀状
［1，
2］
． 因此对影响该材料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的
况

试验方法

焊接工艺
304 奥氏体不锈钢管和钢板由太原钢铁不锈钢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壁厚 3 mm． 化学成分见表 1．

因素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 304 不锈钢产品塑性
加工的成形能力及抗开裂、抗腐蚀性能．
目前关于 304 不锈钢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的研
［3］
究很多，Arpan 等人 发现 304 不锈钢塑性变形过
程中马氏体转变量随着应变率的增加而降低 ，对于
弯曲试样不同部位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量进行了测
量，发现马氏体转变量在弯曲试样外侧相较于内侧
［4］

较多； Lippold 等人

对 304 不锈钢形变前后的耐腐
蚀性能进行了研究，相较于形变前发现形变后的材

料在腐蚀时，晶界处的马氏体组织易于优先腐蚀 ，且
在腐蚀介质存在时，易于发生晶间腐蚀现象，整体抗
腐蚀性能由于发生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而降低 ．

收稿日期： 2012 － 09 － 05

表 1 304 不锈钢板的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base metal
C

Mn

Si

S

P

Cr

Ni

Fe

0． 04

1． 32

0． 48

0． 001

0． 042

18． 11

8． 10

余量

采用 TIG 焊方法，焊前对管材进行 100 ～ 150 ℃
［5］
预热． 由于该材料导热系数低，线膨胀系数大 ，且
所对焊的管材厚度较小，因此宜采用较低的焊接热
输入进行焊接． 焊接接头形式为不开坡口对接，单
道焊接，不填丝，焊接工艺参数见表 2．
1． 2 拼焊管内高压成形试验
环焊缝拼焊管的内高压成形试验是为了分析组
织不均匀性对形变诱导马氏体的影响，试验在哈尔
滨液力成形工程研究中心最大内压 400 MPa 的数控

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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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接

不填丝 TIG 焊接工艺参数

Welding parameters of autogeneous TIG process

电弧电压

焊接电流

焊接速度
v / （ mm·min

U /V

I/A

23 ～ 26

130 ～ 140

－1

保护气体流量
）

180

q / （ L·min

－1

）

12 ～ 15

液力内高压成形机上进行． 内高压成形后拼焊管试
件尺寸如图 1 所示，壁厚 2． 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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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体测量仪，对塑性变形后不同应变条件和温度条
件下的马氏体转变量进行测定． 该设备测量精确度
误差可以达到最高 ± 2% ，而且测量探头面积在 1 ～
2 mm2 ，可实现小面积内的铁磁相含量测试 ． 满足热
影响区和焊缝等狭小范围内的测量要求 ．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 1

组织不均匀性对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的影响
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是当 304 奥氏体不锈钢在

高于马氏体自发转变温度 M s 点，低于两相自由能
平衡点温度 T0 的温度范围内，在外界载荷作用下发

图1
Fig. 1

1． 3

内高压成形后环焊缝拼焊管试件
Specimen of tailor-welded tube

常温和高温拉伸试验

对于不同应变率和不同温度条件下试件的力学
性能测试采用拉伸试验法． 拉伸试件尺寸如图 2 所
示． 试样厚度 3． 0 mm，平行部分尺寸为 29 mm × 8
mm，过渡半径为 25 mm．

生变形时，机械能将补偿部分马氏体转变所需要的
形核驱动力，从而导致的马氏体组织的形成． 因此
外加驱动力越大，马氏体转变量越多．
图 3 为拼焊管周向应变率为 30% 时母材、热影
响区和焊缝区域马氏体含量分布结果 ． 从图 3 中可
以看出，在相同应变率下，母材区马氏体转变量较
低，平均含量为 4． 4% ，随着逐渐靠近焊缝，在热影
响区马氏体转变量均值达到 9． 4% ，在焊缝附近马
氏体含量较多，均值达到 11． 2% ，考虑到焊缝金属
中铁素体的存在，已经使用舍弗勒相图计算了其原
始含量，并去掉了其所占的铁磁性含量百分比例 ．

图2
Fig. 2

拉伸试样尺寸（ mm）

Shape and size of tensile testing specimen

常 温 拉 伸 试 验 使 用 美 国 INSTRON 公 司 INSTRON5569 电 子 万 能 试 验 机 进 行，拉 伸 速 度 为 5
mm / min，环境温度 20 ℃ ． 高温拉伸试验使用美国
INSTRON 公司 INSTRON5500R 电子万能试验机进

图 3 同一应变率下不同部位组织马氏体转变量
Fig. 3 Martensite contents of welded joint

行，拉伸速度为 2 mm / min． 试验所要求高温环境温
度范围为 100 ～ 300 ℃ ．

以上不同区域马氏体转变量的差异是由焊接接
头组织不均匀性导致的． 由于不均匀的组织在发生

变形后相关组织和力学性能测试手段
使用日本理学株式会社 D / max-r B12KW 旋转
阳极 X 射线衍射仪对不同应变率和温度条件下塑

塑性变形时，容易造成局部金属的应力集中和局部
过度应变，这将有助于提高形变诱发马氏体转变的

性变形的 304 不锈钢进行物相分析． 试样表面按照
金相试样标准制备，抛光后腐蚀去掉应变层进行物

此形变诱导马氏体转变的敏感性与区域组织的均匀
度有关，组织均匀度越低，马氏体的转变量越高，反

相分 析． 衍 射 角 角 度 为 20° ～ 90°，扫 描 速 度
5 ° / min．

之越低．
2． 2 应变率对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的影响

1． 4

试验选用哈尔滨焊接研究所生产的 F-2A 型铁

形核驱动力，从而导致马氏体组织的大量转变． 因

图 4 为应变率 0% ，30% 和 60% 下 304 不锈钢

杨建国，等： 304 不锈钢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 12 期

91

拉伸试样 XRD 物相分析结果． 从图 4 XRD 衍射谱
上可以看出对于没有发生塑性变形的 304 不锈钢母

当变形量达到材料的最大断后伸长率 60% 时，此时
马氏体转变量达到均值 28． 9% ． 马氏体转变量从

材来说，物相均为 γ-fcc 奥氏体； 对于应变率为 30%
的 304 不锈钢来说，衍射峰中除了 γ-fcc 奥氏体，此

0% 到 30% 增加较快，从应变 30% 到 60% ，增加幅

外还有 α-bcc 和 ε-hcp 衍射峰的存在． α-bcc 结构的
物相为 α-bcc 铁素体或者 α'-bcc 马氏体，由于塑性
变形前 304 奥氏体不锈钢母材为单相的过饱和奥氏
体组织，组织中不存在铁素体相和马氏体相，且 304

304 不锈钢在常温塑性变形
度变小． 测试结果表明，
过程中，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会导致整个构件产生
铁磁性，且马氏体转变量随着塑性变形量的增加而
增大．

奥氏体不锈钢不随温度变化而发生组织相变 ，因此
变形后的 α-bcc 应该是 α'-bcc 马氏体相． 当应变率
从 30% 增大到 60% 时，ε （ 002） 衍射峰消失不见，γ
相衍射 峰 强 度 进 一 步 降 低，α' 衍 射 峰 α' （ 110 ） ，
α'（ 200） 衍射强度也降低，而 α'（ 211） 衍射强度略有
增加．

图5
Fig. 5

马氏体转变量与应变率关系

Relationship of martensite contents and plastic
strain rate

温度对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的影响
不同温度下高温拉伸断后试样 XRD 分析结果
如图 6 所示． 从图 6a 可以看出，在环境温度 100 ℃

2． 3

图4
Fig. 4

塑性变形后 304 不锈钢 XRD 分析

XRD results of SUS304 stainless steel with different plastic deformation

XRD 分析结果表明 304 奥氏体不锈钢在塑性
变形过程中，形变诱发导致了马氏体转变的发生 ，而
［6］
ε 马氏体是 α' 马氏体转变过程中的中间相 ，因此
304 奥氏体不锈钢常温拉伸塑性变形过程中发生了

γ→α' 或者 γ→ε→α' 的转变．
形变诱导马氏体的转变量可以使用金属磁记忆
检测技术来检测，这是基于铁磁性金属磁记忆效应
［7］

原理开发出来的新型无损检测技术

． 由于 304 奥
氏体不锈钢中的奥氏体相为顺磁性，磁性检测为弱
磁性或者无磁性，而马氏体相是一种铁磁相，针对上
述特性，目前普遍使用铁素体测量仪来进行形变诱
［8］

导马氏体相变程度的测量

，根据测量仪测得的铁

磁含量可以定量获得不同条件下塑性变形前后形变
诱导 α ＇马氏体转变量．
图 5 为使用 F-2A 铁素体测量仪所测得的不同
应变率下马氏体转变量．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室温
下，应变率 0% 时母材中马氏体含量 （ 体积分数 ） 为
0，应变率为 30% 时，马氏体转变量均值为 24． 4% ，

时拉伸试样物相中存在 ε，α' 和 γ，说明在 100 ℃ 拉
伸依然会产生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 随着环境温度
的提高，在 150 ℃ 时，α'（ 110） 相消失，在 175 ℃ 时，
α'（ 200） 相消失，由此可见，175 ℃ 是抑制马氏体大
量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在 175 ～ 275 ℃ 范围内，所有
高 温 拉 伸 试 样 的 物 相 均 由 ε （ 100 ） ，γ （ 111 ） ，
γ（ 200） ，γ（ 220） 和 α'（ 211） 组成． 随着温度的升高，
ε 衍射峰变化不大，作为转变的中间相而一直存在，
γ 相各衍射峰的衍射强度和衍射峰面积变化亦不
大，而 α'（ 211） 衍射峰强度和面积在 275 ℃ 时明显
降低，试验结果表明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 ，马氏体转
变量进一步减少． 高温拉伸后，马氏体衍射峰只剩
α'（ 211） ，说明此时残余的马氏体存在一定程度择
优取向，倾向于以 （ 211） 为生长面或在该面上原子
空间排列较为有序．
图 7 为不同温度下高温拉伸的马氏体转变量变
150，175，200，250 和 275 ℃ 不同高
化曲线，在 100，
温环境下对 304 奥氏体不锈钢拉伸试样进行了高温
拉伸试验． 从图 7 中可知，随着拉伸环境温度的升
304 不锈钢塑性应变过程中马氏体转变量逐渐
高，
降低，其中在 175 ℃ 以上温度时下降明显，在 275 ℃
时，所测得的马氏体转变量趋近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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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体含量为 0，应变率为 30% 时，马氏体转变量为
24． 4% ，当变形量达到材料的最大断后伸长率 60%
时，马 氏 体 转 变 量 达 到 28． 9% ． 马 氏 体 转 变 量 从
0% 到 30% 增加较快，从应变率 30% 到 60% ，增加
幅度变小．
（ 3） 形变诱发马氏体相变与塑性变形的环境温
度有关． 高温拉伸试验、XRD 及马氏体含量测试结
果表明，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马氏体转变量呈下降
趋势． 175 ℃ 是形变诱导马氏体相变的一 个 转 折
点，在高于 175 ℃ 以上的高温环境中，马氏体转变量
缓慢降低，在 275 ℃ 时趋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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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形变诱发马氏体相变与组织的均匀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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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ABP optimized algorithm for filler rate of non-h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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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rocess of submerged arc welding filled
with non-heated wire，the filler quantity of non-heated wire is
one of the main parameters that affects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welded joints． First，through a lot of
welding experiment，the effect of the filler quantity of non-heated
wire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was investig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heat balance law in welding process，
the balance equation of heat dynamic distribution for the process
of submerged arc welding filled with non-heated wire was established． Then the relational expression was formulated for the filler rate of non-heated wire． At last，the nonlinear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lding current I，arc voltage U，welding
speed v and filler rate of non-heated wire vl was realized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the
optimized algorithm of BP neural network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 GABP） can realize adaptive control for the process of
submerged arc welding filled with non-heated wire． The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filler rate of non-heated wire in actual welding process and the expectative output comes up to 0． 991 88．
This shows that the algorithm of GABP can meet requirement for
welding process and properties．
Key words： submerged arc welding filled with non-heated
wire； heat dynamic distribution； genetic algorithm； BP neural
network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double-pass
XING Shuwelding temperature field for DP590 steel
qing1 ，HAO Fei2 ，YAN Bo3 ，MA Yonglin1 （ 1． School of Material and Metallurgy，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otou 014010，China； 2．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Center， PetroChina LNG Jiangsu Co． ，Ltd， Nantong
226400，China； 3． Technology Center，Baotou Iron and Steel
Co． ，Ltd，Baotou 014010，China） ． pp 81 － 84
Abstract： DP590 steel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automobile industry． In present paper，the double-pass
welding process in single-sided of CO2 gas shielding was simulated by using parametric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life-and-death
cell technology．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btained with the same pre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sample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measured temperature valu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first
welding pass，the thermal cycling of the second pass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microstructure across the heat-affected zone． Because of the great influence of reheating temperature on the
multi-pass welding process，it will be more advisable to maintai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teel at around 200 ℃ at the beginning of
second welding pass．
Key words： DP590 dual-phase steel； CO2 gas shielded
weld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temperature field

Ⅴ

Optimum design of magnesium alloy welding parameters
SU Yunhai，JIANG
with GTAW under magnetic field
Huanwen，WU Deguang，LIU Zhengjun （ School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henyang 110870，China） ． pp 85 － 88
Abstract： During the welding of AZ31 magnesium alloy
plate by GTAW，AC longitudinal and conversion magnetic field
were used． The magnetic field current and magnetic field frequency can be adjusted during welding process．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arameters on
the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welded joint． The properties
of tensile strength and hardness of welded joint were tested． The
microstructure of magnesium welded joint was analyzed by metallographic microscop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al properties of magnesium alloy welded joint are obtained
when welding current is 80 A，magnetic field current is 2 A，and
frequency is 20 Hz．
Key words：
magnesium alloy； welding process under
magnetic field； parameters optimum design
Factors affecting deformation induced 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 of SUS304 stainless steel
YANG Jianguo1，2 ，CHEN
1，
3
1
Shuangjian ，HUANG Nan ，FANG Kun1 ，YUAN Shijian1 ，
LIU Gang1 ，HAN Cong5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Welding and Joining，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2． Institute of Process Equipment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32， China； 3． Shanghai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Shanghai 201800，China） ． pp 89 － 92
Abstract： Tensile tests of SUS304 stainless steel specimens were performed with different strain rate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Moreover，the martensite induced by deformation was
analyzed by ferrite measuring instrument，optical microscopy and
XR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tensi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uniformity of microstructure，strain
rate and temperature． At room temperature，the amount of martensite induced by deformation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ensile strain． For the tailor-welded tube endured 30% circumference strain in hydroforming process at temperature，the amount of martensite is higher in fusion zone than that in HAZ，
and it is fewer in the base metal，i． e． ，the higher the uniformity，the less the amount of martensite transformation induced by
deformation from austenite． The amount of martensit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esting temperature． Tensile tests at 275 ℃
indicated that martensite transformation induced by deformation
can be restrained in the process of plastic deformation at this
temperature，the volume fraction of martensite is almost 0 under
such conditions．
Key words： deformation induced 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 strain rate； microstructure heterogeneity； temperature； influencing factor
Forming process study of friction stir welding joint
ZHAO Huaxia，DONG Chunlin，LUAN Guohong （ Beijing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 pp 93
－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