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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服役于高温环境，且承受波动载荷的作用，其

破坏一般发生于表面微裂纹处。在高温合金表面获得细晶结构而保持其

内部的粗晶结构，且引入残余压应力使表面微裂纹闭合，从而提高高温

合金的综合力学性能。激光冲击强化作为一项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能

在冲击区域细化表层晶粒大小和引入大幅值残余压应力，但是高温服役

环境下会发生残余应力释放、高温软化和晶粒粗化等现象，因此有必要

研究高温环境下镍基合金激光冲击处理前后的力学性能。本文以镍基铸

造高温合金K417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和有限元数值模拟，从宏观力

学性能和微观组织角度验证了激光冲击对高温服役构件强化处理可行

性，并获得了该合金激光冲击处理的极限温度。论文的主要工作和取得

的结论如下：

(1)高温环境激光强化冲击效果：通过试验分析获得了不同温度下

激光冲击对材料表层残余应力影响机理，并运用F鼬～NC2D＼L数值分析

了残余压应力对K417表面微裂纹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温度的增加，

残余压应力的释放速率增大；升温到700。C释放率仅为18．1％，且残余

压应力明显大于未激光冲击的表面，700。C至800。C的释放率为38．5％，

研究表明小于800。C时激光冲击是有效的，并给出了激光诱导的残余压

应力高温释放的宏观和微观解释；激光冲击处理能有效降低裂纹尖端的

应力强度因子，延长裂纹扩展寿命。

(2)材料表面力学性能变化：试验研究了激光冲击后不同温度下表

面粗糙度及显微硬度变化，结果表明：激光冲击对粗糙度的影响与基体

本身的粗糙度有关，激光冲击减小粗糙试样的粗糙度，对于光滑试样，

粗糙度略有增加，但影响很小，冲击后表面完整性得到保证；随着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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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高，K417发生高温氧化现象，粗糙度增加；中高温情况下，镍基合

金硬度的提高率低于室温，但是均大于未激光冲击区域，深度方向的硬

度符合指数形式衰减且随温度的增加深度减小，800℃时为O．3加．35mm，

研究结果表明激光冲击硬化高温服役构件是有效的。

(3)材料表层显微结构改变：通过对比晶粒大小、析出相和X射线

衍射谱线半高宽等，研究了中高温环境下激光冲击前后合金显微组织的

变化，发现800。C激光冲击后晶粒大小由500斗m减小为200¨m，半高宽

得到宽化，表明激光冲击强化效果在此温度下是有效的；高温保温后第

二相尺寸变大和针状碳化物的析出导致了合金性能的降低，900℃时观察

不到细小的晶粒，冲击后细化的晶粒已经长大。

关键词：激光冲击处理，镍基高温合金，中高温，宏观力学性能，微观

结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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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rving in the enviro姗ent of hi曲 temperature and bearing the

nuctuation loading，the turbine blades of aero engine often damage f如m the

surface血cro cracks．The su巾eralloys would haVe excellent mechaIlical

propenies，if fine grain stmcture and CoInpressiVe residual stresses which

makes nliIco cracks closure obtains on the su渤ce while intemal

coarse—grained stmcture k印t．Laser shock processing(LSP)which is aIl

adVanced surface treatment technology caIl re丘ne the grain size and produce

great 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es on the treated region． HoweVer， the

phenomena of the release of residual stress，11i曲temperature soRening and

铲ain coarsening would occur in the eleVated temperature．Based on this

analysis，the casting Ilickel-based superalloy K4 17 was taken as a study

object．Throu曲experiments and 6Ilite element simulation methods，the

feasibility of laser shock processing on the high temperature serviced

Component was Verified in the meChaIlical propenies and lllicrostmcture

point of View．The paper go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Ef!I’ect of laser shock processiI培at lligh temperature：the mechaIlism

of laser shock on residual stress at di骶rent temperature was stumed and the

efI'ect of residual stress on su—'ace mircocracl【s was numerical analyzed with

F】RANC2D＼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ease rate of the compressiVe

residual stI．es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teInperature．The release rate was

oIlly 1 8．1％when up to 7000C aIld the 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 was

si鲥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non-LSP region．ne release rate was 38．5％

ffom 700。C to 800。C．T11e study showed that LSP was ef!f＆tiVe under 800。C

and gaVe a high temperature induced release of CompressiVe stress in the

macro and IIlicro explamtioIls．LSP could induce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n

the craek tip and extend the crack propagation lif．e．

(2)Sur|’ace mechaIlical properties chaIlges：The sumce rouglmess and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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蛐cro hardness before and anerlaser shock were eXpenmentally studled．’I-he

e骶ct of LSP on the rougluless was related tO the substrate rougllIless．ne

rough sanlple’s roughIless reduced after LSP，while the smooth saInple’s

rougllIless increased slightly，but the e行eCt was smaU and the su订’ace

integfity was guaranteed．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high—temperature

oxidation occurred，causing roughness increased．Hardened rate in the case of

high temperature wa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room temperature．But the

hardness Value was bigger than un—LSP region．With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d，the thicl【Iless ofhardened layer which induced by LSP showed a

decreased trend and the hardness in the depth was fitted with exponential

function approximately．

(3)Microstmcture Changes：Tlle血crostmcture changes of K4 17 before

and after laser shoCk processing were obseⅣed tllrou曲the perspectiVe of

grain size，precipitation phase and FWHM of X—ray difhaction spectmm．The

grain size decreased f幻m 500恤m tO 200¨m at 800。C and the FⅣHM was

broadened after laser shock processing． 111e la玛er second phase aJld

needle—like carbide precipitated from the alloy reduce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with the increased tenlperature．

Key words： laser shock processing，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high

temperature，mechanical properties，IIlicrostm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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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

第一章绪论'帚一早瑁了匕

高温合金指在650。C以上具有一定抗疲劳、抗氧化和耐腐蚀等力学性能的合金，

是为了满足航天发动机对材料的苛刻要求而研制的，至今已成为军用和民用涡轮盘、

涡轮叶片等发动机热端部件不可代替的关键材料【11。西方国家称其为超合金

(Superalloys)，是制造现代航空航天发动机和工业燃气涡轮发动机的重要合金材料，

在先进的航空发动机中，其用量占材料总用量的40％。60％【21，并且在石油化工、能

源动力、核工程、冶金等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

我国从第一炉高温合金GH3030试炼成功到现在已有50多年，在这期间生产工

艺不断改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我国研制的高温合金有200多种，已形成了自己

的高温合金体系。按基体元素分为镍基、钴基和铁基高温合金；按其成形方式分为

铸造高温合金、变形高温合金、粉末冶金高温合金、弥散强化高温合金和金属间化

物高温合金；按照强化方式分为固溶强化高温合金和沉淀强化高温合金等。

镍基高温合金K417是一种高强度、低密度的镍基等轴晶铸造高温合金，工作温

度小于900。C，主要用于航空发动机聊13的I级导向叶片，WP7、聊13系列的I

级涡轮叶片和wz8、WJ9的II级涡轮叶片等【3】，主要在铸态下使用，显微组织主要

为67％的y’相弥散分布于y基体相上，y相和y’相都是面心立方结构。

激光冲击处理技术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基于冲击波力学效应的先进制

造及表面强化技术，高功率密度、短脉冲宽度强激光诱导的冲击波压力，高达数吉

帕，远大于材料的动态屈服强度，作用于材料后使其表层发生高应变速率的塑性变

形，形成一定深度的高幅值残余压应力层，表层材料硬化，晶粒得到细化，大幅提

高材料的抗疲劳、抗应力腐蚀和抗磨损等性能【铂】。美国已将该技术用于实际工程应

用，F22战斗机上大部分整体叶盘都经过了激光冲击处理。我国于2008年在西安阎

良国家航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成了中国第一条激光冲击强化生产线。

激光冲击是一项极具前景的高新技术，在军工国防、航空航天、石油化工、海

洋船舶、医疗工业等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如军用飞机小孔强化延寿、发动

机损伤叶片修复、石油管道焊接区强化、潜艇抗腐蚀强化和核容器焊缝延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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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激光冲击处理技术简介

1．2．1激光冲击处理技术基本原理

激光冲击处理(Laser shock processing，or Laser shock peening，简称LsP)是利

用高功率密度(GW／cm2)、短脉冲宽度(ns)强激光辐照材料表面，材料表面的能

量吸收涂层吸收激光能量而气化、电离，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受后续激光辐射，

迅速积累能量，引发膨胀爆炸，激光维持的等离子体爆轰波向材料内部传播，形成

冲击波，当冲击波的峰值压力大于材料的动态屈服强度时，材料表层发生超高应变

率的塑性变形，位错密度显著增加，表层材料晶粒细化，在表层产生了一定深度的

高幅值残余压应力，形成强化区，从而提高材料的抗疲劳性能、耐磨性、抗断裂性

等机械性能【6，‘71，其基本原理如图1．1。

fjj侈心
∥夕7

j≯哆
，r’＼

瀚鬈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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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激光冲击处理的实验装置主要包括：钕玻璃激光发生器、激光发生器控制

单元、数控工作台、工作台控制器、水流输送装置、废水收集箱和激光器冷却单元。

其中激光发生器是核心部件，激光器控制单元设置激光的光斑直径、能量等各项参

数并控制激光器的运行，工件装央固定在数控工作台上，通过工作台控制器移动、

定位。图1．2为激光冲击实验装置原理图。激光冲击过程中约束层和能量吸收层的作

用是显著的：由于水是无形的，其具有优良的表面适应性，所以约束层一般使用流

水，通过水流输出装置在预处理表层形成一层薄薄的水流层，约束层使得激光诱导

的等离子体受到约束限制，有效提高冲击波的压力及其作用时问；能量吸收涂层的

主要材料有黑漆、铝箔等，由于铝箔具有方便粘贴且易于剥落的特性，因此被广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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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铝箔的功能是吸收激光能量气化、电离产生等离子体冲击波，同时保护工件

表面的材料不被激光烧蚀，保证了被加工表面的完整性。

computer

／

图1．2激光冲击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1．2 schematic reprcsenta响n of the LsP expe血ental setup

1．2．2激光冲击技术国内外强化发展现状

1972年，美国的Fairand B．P．等人使用高功率脉冲激光诱导冲击波改变7075铝

合金的机械性能和显微组织结构，研究表明合金的屈服强度提高了30％【9’101，从此揭

开了激光冲击波强化材料的研究序幕。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

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激光物理的理论研究：解析激光冲击强化的物理过程，分析冲击波和材料

相互作用的机理，建立激光诱导爆轰波的理论模型并进行有限元仿真等；

(2)激光强化机理研究：从表面粗糙度、硬度、残余应力和微观组织等角度研

究激光冲击处理提高材料抗疲劳、耐腐蚀、抗磨擦磨损性能的机制以及冲击强化过

程中使用的能量吸收层和约束层的相关理论研究等；

(3)工程应用研究：对激光器整套设备系统、激光冲击处理工艺参数优化、冲

击区域质量控制技术、激光连续多点搭接冲击以及冲击过程在线监控的研究等。

激光冲击强化在美国已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技术趋于成熟，1998年被美国研

发杂志评为全美100项最重要的先进技术之一。1995年，JeffDelanev博士创立了全

球第一家激光冲击处理技术公司(LsPTechnolo孚es Inc．)，利用其先进的激光冲击处

理设备系统，提供激光冲击处理加工服务。2004年美国颁布激光冲击强化技术规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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舢江S2546，从事激光冲击研发和加工的企业主要有通用电气航空发动机公司(General

Electric～rcraft Engines，GB墟)、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公司(LsP Tecllnolo西es，Illc．，

LSPT)和金属强化公司(Metal hIlprovement CompaIly，MIC)【1l】。激光冲击强化在航

空航天、核工业、海洋船舶、石油化工、医疗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2002年，

美国MIC公司将激光冲击强化用于F119叶片生产线，完成了传统喷丸不能强化的

部位，提高了抗破坏能力，延长了使用寿命，显著提高了效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石油、天然气管道焊接区采用激光冲击强化技术，提高了管道的抗应力腐蚀

疲劳寿命；钛合金用于制造人体的医疗植入物，但是钛合金的微动疲劳性能较差，

激光冲击可将钛合金的微动疲劳寿命提高10．25倍【121。

中国激光冲击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由于该项技术涉及到先进的军事应用

领域，目前属于禁止向中国输出的敏感技术和产品，国人通过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已获得大量的成果，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目前从事激光冲击研究的单位有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空军工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625

所、江苏大学、航空材料研究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院，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虽

然工程应用方面才起步，但是在理论及试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其工业

化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提出了激光冲击制备表面高性能纳

米涂层的新工艺，将碳纳米管通过激光诱导的冲击波冷植入铝合金表层，该工艺结

合激光冲击和纳米复合材料双重强化效果，为制备纳米复合涂层提供了新思路【13】。江

苏大学激光研究团队将激光冲击技术用于节能环保型球团链篦机关键制造技术，解

决了长寿命问题，并获得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西安天瑞达光电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和陕西蓝鹰航空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承建了中国第一条激光冲击强化生产线，

该示范线可以实现复杂曲面(如叶片)双面激光冲击强化。

1．2．3激光冲击技术新趋势

1．方形激光光斑

目前常用的激光光斑形状为圆形，然而圆形光斑残余应力空洞现象比较严重【141。

美国的MIC公司已使用方形光斑进行激光冲击强化，方形光斑残余应力洞现象很弱，

且实现连续搭接冲击时，搭接平整，需要的最小搭接率小，提高了效率，获得的加

工表面质量相对较好。图1．3为方形光斑用于激光强化飞机叶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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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激光方形光斑冲击飞机叶片【15】

Fig．1．3 Laser shock aircr心blades using sq呲spots【15J

2．可移动激光处理设备

国内的激光冲击设备装置主要是固定在实验室中，通过数控工作台的移动完成

不同部位的冲击强化，主要适用于实验研究，在工程应用方面，对于已经装备好的

不方便拆卸的零件或者难以在工作台上装夹的大型设备件均不适用，因此为了扩大

激光冲击的应用范围，可移动激光冲击处理系统必然会成为发展的主要趋势，配合

柔性机器人系统、光纤激光器等技术，加工柔性化程度极高，不受场地、零件尺寸

等因素的限制，可进行三维选区立体激光冲击强化。

3．热激光冲击处理(w釉laser shock processing)

热激光冲击强化是一项热．机械复合处理技术，整合了激光冲击强化和动态应变

时效的优点【161。其主要技术特征是，在激光冲击之前对材料进行预热处理，只要温

度合适(钢材150—300。C)，热激光冲击复合技术可以获得更高的残余压应力、硬度

和晶粒细化程度，更加显著地提高被处理构件的疲劳寿命【171。

1．3镍基高温合金简述

1．3．1镍基高温合金组织结构及应用

镍是过渡族元素，面心立方结构，组织非常稳定，从室温到高温不发生同素异

形转变，耐腐蚀、耐高温，蠕变起始温度高。镍基高温合金以镍为基体，镍的百分

含量大于50％，可在700～1000。C温度范围内使用，是高温合金中应用最广、高温强

度最高的一类合金。镍基高温合金可溶解较多合金元素，具有较好的组织稳定性，

高温强度较高；镍基合金可以形成共格有序的A3B型金属间化合物丫ffNi3(AJ，Ti)1相

作为强化相，使合金得到有效的强化，获得比铁基高温合金和钴基高温合金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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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强度。

镍基高温合金的显微组织主要有y相、y’相、碳化物相、仃相【18】：y相是高温合

金的基体相，面心立方结构，含有较多的Co、Cr、Mo、W等合金元素，保证了合

金具有良好的固溶强化、沉淀强化和晶界强化效果，以及良好的抗氧化、抗腐蚀能

力。y’相是绝大多数镍基高温合金的主要强化相，其尺寸、形态和分布显著影响合

金的高温持久、抗蠕变等力学性能，较好的高温合金y’相数量已达到65％。70％。碳

化物相主要有MC、M23C6等，MC型碳化物通常具有面心立方结构，密度大，强度

高，M23C6具有复杂面心立方结构，M23C6对镍基高温合金的性能影响明显，分布在

晶界的块状或颗粒状M23C6，可以阻止晶界滑动，从而提高持久强度，如果析出过多，

颗粒长大过快，则有利于裂纹形成与扩展，从而大幅度降低持久性能和塑性【19】。镍

基高温合金K417、K409、K．405、K423、GHl441等在高温处理后析了仃相，长针状

的盯相降低材料的抗疲劳性能，颗粒状的盯相对力学性能影响不大，盯相的数量如

果过多，无论其形态如何都会对合金性能造成有害影响。

镍基高温合金在整个高温合金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广泛地用于航空发动机、

涡轮叶片、涡轮盘和导向叶片等热端部件的生产制造【捌。K417主要用于制造聊7、
岍13系列发动机的I级涡轮叶片，聊13的I级导向叶片；K406C用于制造wZ6

发动机的燃气涡轮II级导向器、自由涡轮II级导向器；GHll5用于6000C以下工作

的航空发动机和燃气汽轮机弹性承力件的制作；GHl70用于航空发动机的燃烧室和

加力燃烧室等高温承力件的制造；DK5用于制造9800C以下工作的航空发动机和工

业燃气轮机的涡轮叶片和导向叶片。

1．3．2镍基高温合金激光冲击处理的研究现状

已有学者研究激光冲击对高温合金的影响，这对本文所做的课题研究起到参考

支持作用。对K417进行激光冲击研究的主要有空军工程大学的相关研究团队，何卫

锋等人【21】将激光冲击技术应用到涡轮叶片材料的强化处理中，进行了显微硬度、微

观组织等检测和振动疲劳试验，研究表明：激光冲击提高材料表层的显微硬度，深

度达到0．7mm；粗糙度变化不大；模拟件冲击后的疲劳寿命提高了67％。周留成等

人【221采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激光冲击K417产生的残余压应力高温下的松弛规律，

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周磊【捌等人利用小能量、小光斑直径的Y_AG激光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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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K417合金，发现抗振动疲劳性能显著提高，由110．5MPa提高到285MPa。

1．4选题意义及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1．4．1选题意义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服役于高温环境，且承受波动载荷的作用，发生高温疲劳

和高温蠕变等行为，其破坏一般发生于表面微裂纹处。为了保证K417涡轮叶片的抗

蠕变性能，其铸造晶粒尺寸比较粗大，然而粗大的晶粒对疲劳性能和屈服强度是不

利的，因此在涡轮叶片表面获得一层非常细小的晶粒结构而不改变叶片内部的微观

结构，同时引入残余压应力使表面微裂纹发生闭合现象，这样可以使该涡轮叶片同

时具备良好的抗蠕变性能和抗疲劳、抗磨损等性能。利用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可以在

材料表层产生超高应变速率的塑性变形，极大程度细化表层颗粒大小，在材料表层

产生一定深度的残余压应力层，降低平均应力水平，同时又可以阻止裂纹萌生和降

低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目前激光冲击技术已被广泛认为是提高常温构件抗疲劳、抗腐蚀、抗磨损性能

的先进手段【弘凋，但是对于材料经高温保持后的力学性能及微观组织变化的研究相

对较少。高温合金工作温度不是常温，是常温一高温的循环，针对高温条件下，激

光冲击后在试样表层产生的残余压应力会释放、材料发生高温软化和晶粒粗化等现

象，本文主要模拟K417高温构件的实际工作温度环境，对激光冲击后的材料进行加

热保温处理，通过表面轮廓仪、维氏显微硬度仪、金相、SEM和X射线应力检测等

手段检测经激光冲击且高温保持后的材料微观组织的变化以及表面粗糙度、残余应

力、显微硬度等力学性能的改变，并使用F凡蝌C2D＼L软件数值模拟激光冲击前后

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分析激光冲击处理对于高温服役材料的作用

机制，验证激光冲击技术对高温构件的可行性并获得其极限温度，具有实际工程意

义。

1．4．2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本课题主要进行以下的工作：

1．激光冲击镍基合金时，激光与能量吸收涂层的相互作用以及诱导的激光冲击波与

工件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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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光冲击镍基合金产生残余压应力的原理及其在后续高温保温后残余压应力的释

放规律；

3．激光冲击后不同温度下材料表面形貌及其粗糙度的实验研究；

4．使用删C2D＼L断裂力学软件分析激光冲击对材料抗疲劳断裂的影响；
5．不同热处理温度下，激光冲击后合金表面及其深度方向显微硬度的变化：

6．通过金相组织、晶粒大小、析出相、SEM和x射线衍射峰半高宽等角度来分析激

光冲击处理在不同中高温下的强化效果。图1．4为本课题研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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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第二章激光冲击材料过程理论分析

激光照射材料后发生的物理现象主要有材料对激光的反射、吸收，激光对材料

的加热、熔化、气化及激光诱导等离子体现象等。通过对激光与材料的相互作用的

分析与研究，已发展出许多与激光相关的材料处理技术【韧，如激光相变硬化、激光

重熔、激光表面合金化、激光表面熔覆、激光物理气相沉积、激光化学气相沉积和

激光冲击强化处理等。

激光冲击强化处理的反应过程是纳秒量级的，又是极其复杂的。简化其模型，

主要包括两个过程：(1)激光与能量吸收涂层的相互作用；(2)激光诱导的冲击波

与基体材料的相互作用。激光与能量吸收涂层的作用指激光束辐照能量吸收层所发

生的光学、热学、力学效应以及发生了物理、化学变化的涂层物质对激光束传输和

吸收特性产生的反作用；冲击波与基体材料的作用主要是激光支持的爆轰波在材料

表面产生的压力以及冲击波在材料中的传播和衰减，本章主要借鉴已有理论分析激

光冲击处理中纳秒量级反应过程的机理并获得激光多点搭接冲击的工艺参数优化。

图2．1为激光冲击时脉冲激光、能量吸收层、约束层和工件之间发生的作用关系图。

图2．1激光冲击工艺主要过程

F绝．2．1 T1le main p砌潲ses of lascr shock procc豁ing

2．2激光冲击时激光与能量吸收层的作用机理

激光冲击处理时，脉冲激光与能量吸收涂层(本文只考虑铝箔的情况)的作用

主要分为：(1)铝箔吸收激光能量发生气化现象；(2)气化形成的金属蒸气的电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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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3)电离形成的等离子体与激光的作用。

2．2．1能量吸收层气化

激光冲击处理过程中的激光辐照的实际靶材不是工件表面而是能量吸收涂层，

如第一章所述，能量吸收涂层的作用是吸收激光能量进而气化、电离、膨胀，在约

束层的作用下形成一个向工件传播的巨大冲击波，冲击波对工件进行表面处理，同

时保护了预加工工件表面不被激光烧蚀。实验中常用的能量吸收涂层为铝箔贴片，

激光冲击前将其平整地粘于预加工表面。

激光冲击处理是使用高功率密度(GW／锄2)、短脉冲(璐)强激光辐照铝箔，强

激光一部分被铝箔表面发射，一部分散射，而大部分被铝箔吸收，铝箔吸收激光能

量后，铝粒子将获得过余的能量，这些获得多余能量的粒子通过相互碰撞传递能量，

使得材料的宏观温度明显升高。当激光强度足够大时，铝箔温度达到其气化阈值时

将首先发生瞬时的气化现象，产生铝蒸气。

关于激光气化模型，比较被接受的是激光平衡气化模型，AHCNMOB模型给出

了饱和蒸气粒子密度～与溶液表面温度乙。的关系【捌：

仉-(薏j抽p卜薏。J 仁。

式中聊=儿／M为原子质量，屯为玻尔兹曼常数，“历为原子从溶液表面的逸出功，

％为德拜频率，札为阿伏伽德罗常数。

当激光强度比较大，铝箔气化率增大，蒸气压力增高，蒸气中返回熔液的粒子数

减少，速度分布偏离平衡的麦克斯韦分布。离开液面的气体粒子必须经过若干个平

均自由程的相互碰撞后才逐渐达到平衡【291。液面之上蒸气处于不平衡向平衡状态过

渡的薄层称为克努森(1(】吣dsen)层。

观察激光冲击处理的实验，作者认为铝箔发生的是表面气化模式，铝箔的表层完

全气化，而深层处于高温熔融状态。按照AHCNMoB模型，高功率密度的激光脉冲

使得铝箔表层气化完全，蒸气粒子几乎不返回铝箔深层的熔液中，脉冲结束后，熔

融的铝箔快速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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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金属蒸气的电离过程

铝箔受激光能量而气化形成的铝蒸气继续吸收激光能量，将发生电离过程，形

成等离子体。等离子体是指不带电的普通气体在受到外界高能作用后，一部分原子

中电子吸收的能量大于原子电离能后脱离原子核束缚而成为自由电子，原子因失去

电子成为正电离子，由自由电子、正电离子和部分中性原子组成的整体上近似中性

的电离气体。

高功率激光辐照靶材时，使部分铝箔转变为等离子体状态的主要机制是【划：

(1)光电离原子中的电子受到激光辐射时，由于光电效应或多光子吸收足够

的光子能量而发生电离；

(2)热电离高温下热运动速度很大的原子相互碰撞，使其电子处于激发态，

其中一部分电子的能量超过电离势而使原子发生电离；

(3)碰撞电离气体中的带电粒子在电场作用下加速并与中性原子碰撞，发生

能量交换，使原子中的电子获得能量而发生电离。

处于局部热力学平衡状态的气体中单次电离的自由电子的粒子数密度札可以由

Saha方程【31】确定：

孵=2Ⅳo(蜀／go)(力≈晚r／2万办2)狮exp(一骂／乞丁) (2．2)

式中Ⅳ0是气体原子的粒子数密度，z是温度，＆、90分别为一次电离态和基态粒子

的统计权重，毛、^分别是玻耳兹曼常数和普朗克常数，能是电子质量。

2．2．3激光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

金属蒸气电离出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后，等离子体向外迅速膨胀，膨胀过程中等

离子体继续吸收激光，等离子体阻止了激光继续辐照靶材表面，切断了激光与靶表

面的能量耦合。这种效应叫做等离子体屏蔽效应【3羽。等离子体屏蔽能量的程度可以

用等离子体屏蔽系数77来描述，它的定义是等离子体吸收的能量‰收与入射激光能

量取射之比：

刀：鱼一

E蝴
(2．3)

这种屏蔽效应在激光冲击处理时具有积极的作用，使得激光束不能达到工件的表

面，保护了工件表面不被激光烧蚀，同时等离子体吸收更多的激光能量，使得等离



中高温服役环境下激光冲击处理镍基合金试验与机理研究

子体的温度更高、膨胀速率更大，继而产生的冲击波更大。可以看出77值越大表示屏

蔽效应越强烈，当入射激光的能量一定时，屏蔽效应主要由等离子体吸收的激光能

量确定。

等离子体吸收激光的机制主要分为正常吸收与反常吸收两大类幽1。正常吸收指

逆韧致吸收，指处在激光电场中的电子被激励而发生高频振荡，并以一定概率与粒

子相碰撞，把能量交给相对重的粒子，从而使等离子体升温的过程。反常吸收是指

通过多种非碰撞机制，使激光能量转化为等离子体被能量的过程。在激光冲击处理

工艺中，激光等离子体对激光能量的吸收主要通过韧致吸收机制进行。对于铝箔，

其逆韧致吸收系数【33】为：

K=焉笋[1-e印(剀警 ㈤

式中，1，为激光频率，Z为等离子体温度，M电子数密度，M铝离子密度，z原子

序数，忌玻耳兹曼常量。

2．3激光冲击诱导的冲击波与工件的作用机理

2．3．1激光维持的爆轰波(LsD)

高功率密度激光作用铝箔时，铝箔表面瞬时气化，铝蒸气继续吸收激光能量，

温度继续上升，形成高密度、高温、高压等离子体，这种高压等离子体向外迅速膨

胀能产生激光维持吸收波和爆炸波，进而在靶材表面产生压力和传递冲量。在铝箔

未破坏的情况下，忽略微弱的热效应，工件的响应主要是诱导冲击波的力学效应。

激光冲击处理时激光强度足够强，在激光与靶材相互作用时，金属蒸气电离产

生的等离子体以超声速离开靶面向激光方向传播，其等离子体膨胀波前称为激光支

持的爆轰波(LSDw)。LSDW现象是相当复杂的，与激光本身特性、介质特性等有关，

它涉及到等离子体物理、热传导、空气动力学、光学、爆炸动力学等学科。1965年，

P描3印【勰】首先提出了LSDW的气体动力学模型，把LSDW看作以超声速传播的没有

厚度的强间断面，即冲击波，入射激光在这里被完全吸收，成为推动此波前进的原

因。冲击波压缩前方的气体，使之升温电离、吸收激光，成为新的波阵面，向激光

入射方向继续传播。激光支持爆轰波的结构示意图如图2．2所示。迎着激光方向的等

离子体膨胀波前就是LSDW波面，等离子体侧面膨胀为爆炸波波面，在等离子体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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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

F毡．2．2 schematic dia伊am of laSer supponed detonation wave【27】

假定A、岛和乞。为LSDw波前气体的压强、密度和内能，仍、岛和色：为LsDw

波后气体的压强、密度和内能。吒表示LsDW的速度、屹为LsDW波后粒子的速度

激光功率密度为e，圪为等离子体的绝热指数。若不考虑辐射损耗，通过流体动力

学方程组可以得到无约束层时激光冲击时LSDw波后压强密度等量如下式【33】。

屹=士 (2．5)l，’=——±一 lZ．5l
‘

以+1
、 7

岛：盟岛 C．6)

乞：：糕岛耶e印 G．乃

见：咩水邡 仁8，

从方程可以看出，LSDW波速直接与作用功率密度相关，LsDW波后压强和密

度等量也都与入射激光功率密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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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Fabbro模型

Fabbro提出了基于力学和热学原理的约束层激光冲击压力模型，该模型简单实

用，其作了几点假设【34】：(1)约束层和靶材的声阻抗为常数；(2)等离子体认为理

想气体；(3)激光能量在辐照范围内均匀分布，且只周向膨胀；(4)因为激光功率

密度很高，所以不考虑等离子体的形成时间。冲击波压力的产生可分为激光辐照和

等离子体绝热膨胀两个阶段。激光能量被靶材和约束层之间的能量吸收层吸收，吸

收层气化、电离后形成等离子体，由于约束层的存在，压力立刻增大，打开界面空

隙做功，等离子体的压力产生冲击波，在靶材和约束层中传播。传播速度分别为C、

C，，界面的位移速度分别为地、％。

“1 ．．
L

1 ◆“2

G C，
L

·●——一 ’

Laser beam

1■rget Plasma OVerlay

图2．3冲击波压力计算约束模型口41

Fig．2．3 Con丘ned model fbr the predictiOn Of laser pressure【34J

Fabbro推导出激光冲击在约束层作用下的峰值压力估算公式【35】为：

唧班㈣压嗣厮 仁9，

式中，。为激光功率密度，z为靶材与约束层的合成冲击波声阻抗，其值为

三：上+上，口是内能转化为热能的系数，一般取o．1。
Z Zf哪，Z。肼

2．3．3冲击波压力空间及时间分布

研究冲击波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研究激光冲击后的残余应力分布和硬度分布具

有重要的意义，激光具有光束空间分布特性，功率密度在空问一般呈高斯分布，见

式(2．10)，Zhang W色nwu和Y Lawrence Yao【36】等人认为激光诱导的等离子体冲击波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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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这种特性并给出了激光冲击波在光斑上的空间分布式，见式(2．11)，激光能量8J、

光斑直径3咖情况下激光功率密度和冲击波压力空间分布如图2．4。可见距光斑中心

的距离越远，冲击波压力越小，所以有必要对其光斑边缘部位进行搭接工艺，这样

不仅能够补充光斑外围的冲击效果的不足，还能减小试样表面的波纹度【37】，同时还

能实现大面积工件的激光处理工艺。

一翌
，(r)=，·e R

(2．10)

聃Ⅳm印卜杀] ㈣
式中尺——激光光斑半径值

，．——距光斑中心的距离

12

言，o
善e
笛6

考4
Q

襄2
皇?

a

№射附懈蛐dⅫ晰∞∞岫sPot
b
35

一

重3
l 25

I

I矗s●r thock Pmt暑um d蛐氓ion On怕sp眦

图2．4激光能量8J、光斑直径3衄情况下，激光功率密度和冲击波峰压在光斑上分布：(a)
功率密度，(b)冲击波峰压b81

Fig．2．4 Distributions of laser power densi田柚d l勰ef shock pre醛ure on the splot undef the

∞ndi缸on of l签er ener鼢7 8J，l舔er spot 3衄：(a)laser power density，m)l勰er shock p北ssure
I∞J

图2．5试样表面激光冲击区域搭接情况：(a)25％搭接率；(b)50％搭接率

Fi醇．5 oVedapping of the la∞r spots彻the su嘞ce：(a)25％oVerlap rate；@50％0vedap rate

激光搭接冲击处理工艺指在某一区域内通过激光光斑的搭接来实现该区域的整

体激光冲击强化。本文采用搭接率的概念来描述连续搭接冲击的表面光斑特征，搭

15



中高温服役环境下激光冲击处理镍基合金试验与机理研究

接率的定义见式(2．12)【38】：

仇2 1一去×100％(江础) (2·12)

其中77f为x、少方向的搭接率，墨为相邻两个光斑之间的距离，R为光斑半径。图

2．5为搭接率为25％，50％的搭接冲击情况。可以看到25％虽然整个区域都已经搭接

到，但是光斑边缘部分搭接较少，冲击效果均匀性不能保证，实验中一般我们使用

50％的搭接率。

2．4本章小节

本章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激光冲击过程，将其纳秒作用时间解析为两部分，分

别是激光与能量吸收层的相互作用和激光诱导冲击波与工件的相互作用。论述了经

典的激光维持的爆轰波模型和带约束层作用的Fabbro模型。根据功率密度高斯分布

特性建立了8J能量、3mm直径激光冲击镍基合金K417时形成的冲击波压力分布；

分析了激光连续多点搭接冲击的工艺特征，获得了镍基高温合金的激光作用优化参

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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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激光冲击对高温镍基合金K41 7力学性能的影响

3．1 引言

激光冲击技术(Laser Shock ProcessiIlg)已被广泛认为是提高常温服役条件下构

件抗疲劳、耐腐蚀、耐磨损性能的先进表面强化技术【39'柏】，但是对于激光冲击后材

料高温服役下的力学性能的研究极少【411。激光诱导的吉帕量级冲击波作用于工件形

成的高幅值残余压应力，已有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实验和有限元模拟研究【42舢1，

高温下残余应力的释放也有学者给出了结论和预测模型【22】，但是针对激光冲击后不

同中高温环境下显微硬度的变化规律，国内做专门研究的比较少【451。

高温材料易发生高温氧化现象，影响激光冲击表面粗糙度及形貌特征。一般认

为残余应力在高温环境下会逐渐释放【矧，对于高温服役构件，研究激光诱导的残余

压应力在高温下的释放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分析激光冲击对高温服役构

件的冲击效果，而且可以得到激光冲击的极限温度。硬度是材料在一个小体积范围

内性能的综合物理量，对激光冲击后硬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完善激光冲击强化效

果的表征。

本章主要研究激光冲击镍基高温合金K417不同温度下的表面轮廓特征、残余应

力释放及显微硬度值分布规律。对激光冲击后的试样进行加热保温处理，随后检测

不同温度下表面形貌和粗糙度，测试不同温度和不同保温时间的残余压应力，最后

测量激光冲击单个光斑的显微硬度分布、激光连续搭接冲击区域的表面平均显微硬

度随温度变化和不同温度深度方向显微硬度及硬化层深度变化情况。试图从这三个

方面表征激光冲击对高温服役材料的强化效果。

实验设计方案概述：

1．激光冲击处理试验。激光冲击强化工艺参数：激光波长1064I皿，脉冲宽度10ns，

激光能量8J，选用约为1I姗厚度的流水层作为约束层，用黑胶带作为能量吸收层，

单面搭接冲击试样的抛光层，激光光斑为3衄，搭接率为50％。
2．中高温保温处理。取数个激光冲击样分别加热到700。C、800。C、900。C保温120

分钟，再取数个激光冲击样加热到8000C分别保温30min、60min、90lInin、120nlin

和150min，再取数个未激光冲击样加热到800。C保温120分钟，用于后续性能检测。

3．分别对不同热处理试样进行表面粗糙度、残余应力测试和维氏显微硬度测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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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激光冲击实验

3．2．1实验材料与实验仪器

实验材料选用镍基高温合金K417，是一种高强度、低密度(7．8∥cm3)的铸造高温

合金，由西安空军工程大学提供的WPl3II级涡轮叶片模拟件，适合制作高温转动件，

主要用于制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和燃气涡轮等。使用能谱仪EDS对材料进行成分

检测，测试一个区域内的元素含量，如图3．1所示，其主要元素含量见表3．1

图3．1 EDS测试电子图像及能谱图

Fig．3．1 EDS electroIlic image and spectrum

表3．1 K417镍基高温合金的主要化学成分
Table．3．1 The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K417 Super alloV

COmpositi伽 Co Cr Mo ～ Ti V Ni

用线切割法把棒状材料加工成块状试样，长宽为24ⅡlIIl×20mm，厚度为7姗；
然后逐次使用粒度为150目、360目、600目、800目和1000目的水砂纸将试样的一

面手工打磨成镜面效果；最后使用无水酒精清洗、除油，如图3．2所示。

18

图3．2激光冲击试样形貌|奎|：(a)原始状体，(b>打磨后试样表面
Fig．3．2 Mo啪ology of the specimens：(a)the ori百nal mo巾hology(b)after pou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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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冲击处理实验在江苏大学激光冲击强化实验室进行，整个试验装置包括：

高功率钕玻璃激光发生器、激光器控制单元、三轴联动数控工作台及其控制器、水

流输出装置和冷却器单元，图3．3为整套激光冲击处理的实物图。

激光器是法国盖亚(GAL～)公司研制的大能量灯泵激光器Nd：YAG．G-姒R，
该激光器性能稳定，模块化紧凑设计，激光波长为1064姗，光斑直径3～10mm，最

大峰值功率密度达17G形／c埘2，其他性能指标有：

(1) 重复频率(Repetition rate)：5Hz；

(2) 最大脉冲能量(Ene唱y per pulse)：12J；

(3) 平均功率(Average Power)：>60W：

(4)脉冲宽度(]Plllse duration)：<12ns(一般10Ils)；

(5)激光偏振方式伊ola也ation)：水平

(6) 光束外形轮廓(Be锄profile)：平顶—超高斯。

1 CNC COnSOIe

2 OSCⅢOS∞pe

3 SignaI generIator

4 LaSer COntrDI Unit

5 I nfrared ray focuSing deViCe

6 Vibration-pr00f SIand

7 Water pjpe for。0nstrajned layer

8 Three．axiS table

9 LaSer generator

图3．3激光冲击处理主要实验仪器

Fig．3．3 Tllle main experil啦ental equipment for laser shⅨ’k proce鲻ing

3．2．2试验参数的确定

确定试验参数的基本原则是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实验激光连续冲击

搭接工艺的具体情况。

1．约束层的作用与选择

大量实验研究及理论证明约束层能有效增强激光诱导的冲击波的峰值压力，延

展冲击波的脉宽【47‘491。目前主要使用的约束层材料有K9光学玻璃、有机玻璃和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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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等。玻璃类约束层对冲击波的提高效果最好例，但是其加工适应性差，无法满足

形状复杂的局部区域，微孔和曲面的加工，且玻璃在冲击波的作用下会发生碎裂现

象，仅适用于激光单次冲击，在激光连续多点搭接冲击工艺中不适用，无法连续冲

击就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实际应用。因此本文选用水流层作为约束层，该约束层的优

点在于：(1)可以认为流水层是一种无限大的约束层，激光连续多点搭接冲击时，

无需更换；(2)水对工件的表面适应性强，可用于曲面的激光冲击，而固体约束层

难以用于弯角、曲面的约束；(3)水成本低、施加方便，并容易实现操控自动化。

水流约束层的具体实施方法是：将试样放置在工作台上，将出水口置于待加工区域

的上部分，水流受重力作用在加工区域形成均匀的流水层。通过电控流量调节阀调

节水流的流量，以控制水流层的厚度，避免出现水波纹和水流层厚度差异大的现象。

值得提出的是试样表面水层厚度比较难控制，水流层厚度的差异会引起冲击效果如

残余压应力、硬度提高的不一致。

2．能量吸收层的作用与选择 ，

能量吸收涂层的主要功能是本身气化、电离产生等离子体，诱导冲击波和保护

被加工表面不被激光灼伤。选择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要求：(1)涂层材料对激光有

较高的吸收率，使激光能量充分利用，提高能量转化率；(2)低的热传导系数和低

气化热，最小化对工件的热影响；(3)易于涂敷于工件表面，且易于去除。(4)能

量吸收层厚度要求，涂层过厚，剩余涂层对激光能量产生损耗，降低冲击波的压力；

涂层过薄，剩余激光将直接作用于金属表面，烧伤工件表面。对于理想涂层厚度的

计算，理论上应该等于气化层厚度，江苏大学的张永康和任旭东等人研究了其计算

方法，得出了涂层的气化厚度公式【51】：

肛r伽万畿可 m)

式中，瓦为气化温度；户一材料的密度(蚝／m3)；三一汽化热(J／k酚；C．-比热(J／蚝。C)；

厶一激光入射到材料表面的功率密度(W／m2)；A-一材料表面对激光的吸收系数；

常用的能量吸收层材料有黑漆、铝箔和黑胶带等汽化热低的材料。考虑黑漆材

料在冲击完成后不便于去除，所以选用铝箔和黑胶带作为能量吸收涂层，鉴于激光

冲击实验中存在能量吸收涂层爆裂的情况，导致工件表面烧蚀以致报废。本文先分

别使用铝箔和黑胶带进行激光预冲击，观察冲击后涂层的表面情况，如图3．3所示，

黑胶带和铝箔层表面完整，无明显热损伤，所以这两种吸收层在本实验中都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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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可以通过冲击后测试表面残余压应力的大小，比较两种涂层的增强效果。

B穗CI‘tape

图3．4激光冲击后能量吸收层的形貌

Fig．3．4 MoIphology of absOrbing layer after lascr shock pmcessiIlg

3．激光能量与功率密度的确定

对于脉冲激光能量指一个脉冲过程中激光器输出的总能量，用E表示。若激光

脉冲宽度为f，激光光斑半径尺，为则激光功率密度可以有下式计算【52】：

， ￡
Jf=——_

f7rR2
(3．2)

由式(2．9)可以看出激光冲击波的峰值压力与激光功率密度的平方根成正比，一般情

况下，激光冲击的峰值压力需要超过材料的动态屈服强度时，材料才发生高应变速

率的塑性变形，查相关手册【53】得知室温下K417的屈服强度为780MPa，动态屈服强

度一般为静态屈服强度的2~4倍【45】，为1．56～3．18GPa。本实验选用激光器的脉冲宽

度是10ns，如果选用6J的激光能量和3衄直径的光斑，由式(2．9)和式(3．3)可以计
算得功率密度为8．5Gw地m2、冲击波峰值压力为2．91GPa，选用8J的激光能量和3mm

直径的光斑，功率密度为11．3 GW／锄2、峰值压力为3．36GPa。所以选用8J能量，3衄

直径光斑。

4．冲击路径的确定

由2．3．3节分析，激光具有光束时间、空间分布特性，功率密度和冲击波在空间

一般呈高斯分布，激光强化中沿光斑径向的冲击波压力是不相等的，距光斑中心的

距离越远，冲击波压力越小，这就导致表层材料塑性变形的不均匀，影响整体冲击

强化效果和表面一致性，且激光单光斑直径只有3衄，无法区域加工，故本实验中
采用光斑搭接连续冲击，搭接率为50％，蛇形扫频方式，如图3．5所示，这样不仅能

够补充光斑外围的冲击强化效果的不足，还能进行大平板工件的处理工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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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试样表面激光冲击区域搭接情况及其激光扫频路径图

Fig．3．5 Sche呦tic of oVerlappiIlg on the laser shock re酉on and the laser swe印ing path

3．2．3激光冲击工艺具体实施

综合上面的分析，本实验中采用的激光冲击处理工艺参数：激光波长1064nrn，

脉冲宽度10ns，激光能量8J，选用约为1mm厚度的流水层作为约束层，用黑胶带作

为能量吸收层，单面搭接冲击试样的打磨层，激光光斑直径为3IlHn，搭接率为50％。

激光冲击实验具体操作：首先打开激光器预热，接着把试样装夹固定在工作台

上，移动数控工作台通过红外校准仪校准激光冲击初始光斑区域，然后编制数控工

作台移动路径的程序和设置激光能量、光斑直径等激光器的基本参数，待激光器预

热30分钟后，打开水流装置，调节流量调节阀使试样表层形成一层1mm左右的水

流层，最后同时启动数控工作台和输出脉冲激光。本试验中激光每秒输出一下，数

控工作台每秒进给1．5InIll，实现3mm光斑50％搭接率的激光连续多点搭接冲击工艺。

图3．5显示了试样的激光冲击区域及其激光的扫描路径。冲击完成后，取下的试样如

图3．6所示。可以看到激光连续搭接冲击后涂层上没有破坏点，烧蚀部分激光搭接明

显，且近乎完全气化，说明激光冲击效果是可行的。试样表面产生了微凹坑，宏观

上说明发生了塑性变形。

国 b

图3．6 K417块状试样激光冲击前后形貌：(a)能量吸收层烧蚀情况、(b)试样冲击后表面形貌图
Fig．3．6 Mo甲hology of specimen su行ace(a)absorbing layer aner LsE(b)spedmen surface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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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激光冲击残余压应力的产生及其高温释放

3．3．1激光冲击诱导残余压应力的原理

物体受外力作用将发生变形。弹性变形是指当外力卸除后，物体能够恢复到原

有形状的变形；塑性变形是指当外力大小超过材料的弹性极限时，此时即使卸去外

力，物体也不能完全恢复到原有形状，而是产生了一部分永久变形，这部分永久变

形称为塑性变形。产生残余应力的本质原因是塑性变形的不均匀【541，金属内部有达

到平衡状态的趋势，已发生塑性变形的部分与未发生塑性变形的部分互相制约形成

的弹性应力场。

激光冲击后镍基合金表面残余应力测试在X．350AX射线应力测试仪(如图3．7)

进行。测量方法采用侧倾固定、I，法，交相关法定峰：辐射为CoKn，、l，角为0。、25。、

35。、45。，20角为133。一125。，20角扫描步距0．10。，计数时间0．5s；X光管高压为

20Kv，x光管电流5．0 mA；准直管直径2衄。测试两个常温试样做比较，测试值
见表3．2。

图3．7 X-350A型X射线压力测定仪

Fig．3．7 X·350A typc X·fay di胁ct meter

表3．2常温下激光冲击残余应力测得值

!垒垒丝：i：兰!!曼!曼兰丝竺生!些塑垄垒坚堡垒垒Y!璺塑!!塾2生2至竖翌!i篮璺!塑巴丝巴2宝!兰坐堡
Before LsP A‰r LsP Increasement

∥speciInen ．406MPa -703MPa 73．2％

观察到两个常温试样激光冲击前材料表层已经存在残余压应力，且数值不相同，

笔者认为是由于材料之前可能进行的一些加工过程中引入的和材料本身的微观结构

导致的，砂纸手工磨削也会引入残余应力，砂纸手工磨削产生的磨削热少，试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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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会属发生冷塑性变形，沿磨削方向表层产生伸长变形，晶粒被拉长，而里层材料

阻碍这种变形的恢复，因此在表层产生一定大小残余压应力。但是本实验中初始残

余压应力的存在和其大小不影响分析激光冲击的增益效果。

如表3．2所示，A号样未冲击表面平均残余应力值为．248MPa，激光冲击区域平

均值为．520MPa，冲击后比冲击前试样残余压应力值提高了109．7％；2号样冲击前为

．406MPa，冲击后为一703MPa，提高了73．2％。由实验结果知，激光冲击大幅提高工

件表面残余压应力的大小，对提高材料的抗疲劳，抗高温蠕变性能是非常有利的。

激光冲击主要基于的是激光诱导的等离子体冲击波的力学作用，其热影响区非

常小，可以认为是冷加工过程。高功率密度、短脉冲激光透过水流约束层射到粘有

铝箔涂层的合金表面，铝箔涂层吸收激光能量迅速气化、电离、爆炸，形成向金属

内部传播的冲击波，当冲击波的峰值压力超过合金材料的动态屈服强度时，金属表

层发生一‘定深度的塑性变形f55】。从宏观变形角度来看，表层金属在冲击波的作用下

在平面内发生伸长变形，冲击脉冲结束后，为达系统的平衡态，周围及内部材料欲

把变形后的材料推入原来位置，这部分塑性材变形料受周围材料的作用，导致表层

残余压应力的产生，原理如图3．8所示；从微观结构来看，金属表层冷塑性变形后，

组织结构有明显变化，激光诱导的强大冲击波使得表层晶粒细化，形成亚晶粒【5们，

在亚晶粒边界上存在大量位错带，位错的运动对晶界和亚晶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晶格发生严重畸变，而晶格畸变是残余应力的本质【571。

I a scll bcanl

D嘶ng laser shock ARer 1aser shock

图3．8激光冲击残余压应力产生原理图

F培3．8 The schematic graph of residual stresses jnduced by laSer shock processing

3．3．2残余压应力的热释放

一般认为，在无温度、力等载荷条件下，激光冲击后材料表层的高幅值残余压应

力基本不发生变化，而残余压应力是提高材料疲劳寿命、降低裂纹扩展速率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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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所以激光冲击在室温下显著提高材料的抗疲劳性能。然而对于高温服役

构件，残余压应力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将发生变化，温度是使残余应力释放的主要

外界因素之一。

为了研究镍基高温合金K417激光冲击处理产生的残余压应力在中高温服役环境

下的释放规律，设计如下实验步骤：

(1)在同一根镍基合金K417棒材上截取8块相同大小的块状试样，试样在磨

削抛光预处理后，使用X．350AX射线应力分析仪测试原始试样表面的应力值。

(2)激光冲击处理，激光参数为：激光波长1064姗，脉冲宽度10ns，激光能

量8J，选用约为1咖厚度的流水层作为约束层，用黑胶带作为能量吸收层，单面搭
接冲击试样的抛光层，激光光斑直径为3衄，搭接率为50％，具体实施方法见3．2
节。

(3)使用X．350A x射线衍射仪测试激光冲击表面残余应力。

(4)加热、保温处理，加热炉型号为Sx2．15．13，功率为15Kw±10％，额定温

度为1300。C，见图3．9。3个试样分别加热到700。C，8000C，900。C，保温120n血，

另5个试样加热到800。C，分别保温30miIl，60mill，90I】瞳in，120玎曲，150mill见表

3．3。

(5)测试保温后试样的表面残余应力。

图3．9 SX2—15—13热处理炉

F蟾．3．9 SX2—15·13 type heat嘞nmnt fIlmace

表3．3加热保温工艺参数

!垫!宝：i：三P!!：堡!垒P璺三垒璺芝丝坚21壁垒垡翌g
Specimen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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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如图3．10所示，基体的平均残余压应力值为．501MPa(±36MPa)，激光

冲击后残余压应力值提高为．883MPa(±52MPa)，工件加热到700。C并保温120lIllin

后残余压应力释放为．724MPa(±58MPa)，800。C情况下为．445MP“±42MPa)，900。C

为．143MPa(±40MPa)，如图3．11所示。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增加，残余压应力的释

放速率增加，小于600。C时残余应力释放程度很小，650。C以后释放速率明显增大，

到700。C释放率仅为18．1％，且残余压应力数值明显大于未激光冲击的情况，700。C

到800。C的释放率为38．5％，800。C时残余压应力已经小于基体的残余压应力，说明

8000C时激光冲击的强化效果已经消失，同时也可以看出800。C以下激光冲击是有

效的，虽然较常温下残余应力降低了，但是总体上大于未冲击表面。对于800。C时

不同保温时间的残余应力测试结果如图3．11所示，由图可以看出，激光冲击引起的

残余应力的释放程度平缓，120分钟以后基本释放到基体的状态，从残余压应力的角

度，激光冲击对K417的强化效果只有两个小时，这似乎是个不令人喜悦的结果，但

是激光冲击的提升效果不只是残余压应力，还有表层晶粒大小，硬化程度等。

T鲫DB珀t埘．e!℃

图3．10不同温度相同保温时间残余压应力释放情况

Fig．3．10 Rele勰e Of residual str嚣s in the condition 0f dⅢ．erent temperature锄d the s锄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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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800。C不同保温时间残余应力释放

Fig．3．11 Relea∞of residual stresscd at di彘rcnt holding ti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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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经激光冲击后表层发生超高应变速率的塑性变形，晶格发生畸变，材料内

部存在的较大的应变能，处于热力学上的不稳定状态，随着温度的升高，原子将获

得更多的动能，高能量的组织状态在合适的条件下总趋向于低能量的平衡态【58】，发

生静态回复。残余应力的释放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宏观角度，金属合金

高温下受热发生膨胀，引起塑性变形，材料有恢复到冲击前的状态的趋势，其特征

可以用线膨胀系数口来表征，指温度每变化1。C材料线性长度的变化，反映了受热

膨胀的程度，K417的不同温度下的线膨胀系数如3．12图所示，6000C以下，口值基

本没有变化，650。C以后口值明显增大，变形速率变大，这也与实验中得出了650。C

以后残余应力的释放率变大是一致的。微观角度，残余应力释放过程是与材料内部

微观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残余应力的稳定性与材料内部储存的弹性应变能相关，

残余应力释放的实质是保存在材料中的弹性应变能通过微观或局部塑性变形逐渐释

放的过程【59】，也即与位错的运动有关，材料晶粒内和晶界上的原子扩散、位错运动

和晶体滑移的难易程度决定温度对应力释放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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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残余压应力对裂纹扩展的影响

激光冲击处理可以提高材料的疲劳性能、抗磨损性能、耐腐蚀性能等，其可以

通过激光冲击在材料表层产生的残余压应力表征。在验证了800℃以下激光冲击产生

的残余压应力有效的情况下，本小节讨论残余压应力对疲劳裂纹扩展特性的影响。

作为对材料承受动载性能的影响而言，残余压应力对材料的抗疲劳性能的影响

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外学者对激光冲击强化产生的残余压应力对疲劳裂纹的影响做
j

了相关的研究。张宏，余承业【删研究了激光冲击处理对2024．T62铝合金疲劳裂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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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速率的影响，双面激光冲击中心裂纹拉伸(CCT)试件的裂纹扩展路径并覆盖裂

尖，结果表明激光冲击处理可以显著降低20獬62铝合金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其
降低幅度随应力强度因子范围的升高而降低，其作为止裂工艺是可行的。任旭东，

张永康【61】等人研究了含裂纹金属板在激光冲击波作用下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和裂

纹扩展速度的变化，采用应力强度因子叠加法，将外加载荷引起的应力强度因子和

激光冲击后残留的残余压应力引起的应力强度因子叠加，推导出下裂纹尖端应力场

强度因子表达式。C．R曲io．Gonzalez，J．L．OcaIla等人【62】使用了不同脉冲密度的激光

冲击预制裂纹的6061．T6紧凑拉伸试件，认为在必值大于20MPa(神1尼时，随着激

光脉冲密度的增加，残余应力场区域尺寸变大，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减小，同时激光

冲击增加了材料的断裂韧性。A．Chahardehi，F．P．Bre衄an，A．Steuwer【63】研究了激光冲

击对钢板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实验发现激光冲击区域产生了大幅的残余压应力，

并用有效应力强度因子的概念来解释了残余压应力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

实际机构所受的外力往往是复杂的多轴疲劳载荷，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设定

材料受最大应力‰，最小应力‰，应力比为R(R=‰／‰)的交变疲劳载荷作
用，平均应力见式(3．3)，材料经冲击强化处理后，其表层发生超高应变率的塑性变

形，产生了高幅值的残余压应力‰，则平均应力变成式(3．4)的形式，可见

％．。<吒，即激光冲击强化后残余压应力的存在可以降低交变载荷的平均应力水

平，而冲击前后应力幅没有改变，见式(3．5)。由式(3．6)，易知％与尺正相关，所以

可以通过R的变化来定性分析激光冲击强化后残余应力对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

响。

1

％=云(‰+‰) (33)

％，。=丢(‰一吒+‰一吒)

吒=吒，船=三(‰一‰)

(3．4)

(3．5)

立：垒坐k：拦：1+÷俾≠o) (3．6)
吒‰一‰1一R 三一1、

7 、7

R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可分为三个区域：低速区、中速区和高速区。对于低速区，

主要考虑激光冲击强化诱导的残余压应力对疲劳裂纹扩展门槛值削毛的影响，舣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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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材料开始扩展的临界值，当应力强度因子幅度敝>眠。时裂纹才扩展，其值越

大，疲劳裂纹就越难以扩展。关于刖％有以下经验公式【6q：

蛾=蛾(1一触)口 (3．7)

雠是R=0时的裂纹扩展门槛值，口，∥是由材料确定的参数，一般情况下，尺与丛m
负相关，激光冲击强化后残余压应力的存在使尺减小，从而增大了疲劳裂纹扩展门

槛值脚％，使得疲劳裂纹更难以扩展；对于中、高速区，应力强度因子幅度是影响

疲劳扩展速度的主要因素。这里通过裂纹闭合理论【65】来解释激光诱导的残余压应力

对疲劳裂纹扩展速度的影响。Elber认为只有当施加的应力达到某一水平时，裂纹才

开始完全张开，这一应力被称为是裂纹张开应力％；卸载时小于某一应力水平，裂

纹即开始闭合，闭合应力％。因为裂纹只有在完全张开时才开始扩展，所以只有△％

对疲劳裂纹扩展有贡献，对应的有效应力强度因子为啦矿，如式(3．8)，激光冲击强

化后，产生残余压应力‰，则有效应力和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变为△％，。，蟛形，。，

见式(3．9)，引入残余压应力后，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变小，由改进后的Pairs公式

驯刎=c(战矿)“(c，所是材料常数)，裂纹扩展速率驯捌将减小；也可以由应

力比尺跟裂纹闭合率理论解释，定义U为裂纹闭合率，如式(3．10)

△％2‰一％
O．8)

馘哂=馘呱一△KoP
、7

△％，一2‰一‰一％
0．9)

丛酊，船=舣一一越。一越≮
、7

u：鳖：竺选<1 (3．10)
舣 必眦一必min

、7

△j％=u·敝(舣为不考虑闭合效应时的应力强度因子幅度，激光冲击前后不变)，

有关研究表明，U是应力比尺正相关的函数，所以激光冲击产生的残余压应力使尺减

小，从而U减小，进而丛咿减小，降低裂纹扩展速率砌／科。更有这样一种的极值

情况：由式△％=‰一％一％知，如果‰一％应力水平达不到％的应力水平，
裂纹将不发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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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裂纹扩展FRANC2D／L数值模拟

F凡～NC2D／L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力学小组(Conleu Fractllre Group，CFG)开发

的专业断裂力学有限元软件，是一个基于工作平台的、二维的有限元软件，尤其适

用于模拟含有预置裂纹固体的裂纹扩展行为【鲫。这套软件具有模型建立、应力分析、

应力强度因子计算、裂纹稳定扩展模拟和疲劳寿命预测等功能，可以用于准静态线

弹性体或非线性体的裂纹扩展的仿真。由于它的模块化软件设计和拓扑数据结构，

删C2D／L在离散断裂分析软件的发展史上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相比其他
有限元软件，FRANC2D／L建模、网格划分和运算过程都相对简单，且精度较高，专

业性强。删C2D／L有三种不同的方法自动计算应力强度因子：位移相关技术
(DCT)，虚裂纹闭合积分法(MCCI)和J积分法；采用三个裂纹扩展理论预测裂

纹的扩展方向：最大周向拉应力理论(仃判据)、最大能量释放率理论(G判据)和

最小应变能密度理论(S判据)。

FRANC2D／L具有加载残余应力的功能，所以用于模拟激光冲击表面裂纹的扩展

情况非常合适。本文模拟激光冲击前后平板边裂纹的扩展特性，为了方便且不影响

比较效果，使用英制单位模拟。使用Q峪CA建模、网格划分后，导入到FRACN扛札

中设定K417的弹性模量、屈服强度、泊松比等参数，添加边界约束，施加载荷，选

用弹塑性von Mises求解，最后进行应力强度因子计算、扩展寿命预测、应力应变分

析等后处理。预设初始裂纹后，计算构件受载荷作用下应力分布，确定激光冲击的

区域为预测裂纹扩展路径上，如图3．13所示。图3．14是裂纹扩展时裂纹尖端网格自

动划分过程。

裂纹自动扩展后，使用J积分法计算应力强度因子，结果如图3．15所示，激光

冲击后I型裂纹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均小于未冲击区域，裂纹长度的中部区域

1．2英寸到2．0英寸效果最好，3．O英寸到3．2英寸未非激光冲击区域。裂纹全长的应

力强度因子的减小率不一致，主要是由冲击区域的冲击波压力不一致导致的残余压

应力不均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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髑e樾疆wlN

图3．13裂纹尖端应力图和激光冲击路径 图3．14裂纹扩展路径及其裂尖有限网格划分情况
F谵．3．13 stress around the crack tip and LsP re西on Fig．3．14 Crack propagalion path

C馆ckLeng协，in

图3．15激光冲击前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变化

F噜-3．15 stre豁intensity factor changes before粕d after laser shock processing

将上述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的关系应用到裂纹扩展规律P撕s公式中可以预测裂

纹扩展速率【671，

黑：c(赵)”心
、 ’ (3．11)

式中，口一初始裂纹长度；N一应力循环次数；△l卜应力强度因子幅度； C，Ilr试验

材料常数。

得到图3。16是载荷循环数与裂纹长度之间的关系，明显可以看出激光冲击可

以提高裂纹抗裂性能，裂纹扩展到1．0in，冲击前载荷循环166次，冲击后提高为243

次，扩展到2．2in，由冲击前的216次提高为3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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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懵ck Length／in

图3．16激光冲击前后裂纹长度与载荷循环的关系

F培3．16 crack propagation life before and心erlaser shock processing

3．4表面形貌及其粗糙度变化

3．4．1实验仪器和方法

表面粗糙度与材料的很多力学性能有直接关系，如疲劳强度、摩擦磨损性能、

抗腐蚀性能等，激光冲击对材料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不同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

论【68，691，本节主要研究激光冲击对K417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分别对铸态试样和抛光

试样进行分析。使用的仪器是超高分辨率触io CSM 700真彩色共聚焦显微镜，如图

3．17。试样为上一节中的A撑、1撑、斜、3腻样和一个未抛光试样编其号为C群，测试
方法为在激光冲击和未冲击区域内各随机取5个小范围的粗糙度值，再分别取其平

均值作为整体区域的粗糙度值。

3．4．2实验结果及分析

32

图3．17AXio CSM 7UU真彩色共聚焦显微镜
Fig．3．17 AⅨio CSM 700 confocal micros∞pe

各个试样表面的粗糙度测量值如表3．4所示。总体来说激光冲击前后的粗糙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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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都有变化，但是变化不大，且材料原始粗糙度对激光冲击后的粗糙度变化有影响。

下面分为磨光试样和未磨光试样分析。

1未磨光试样

未磨光试样激光冲击后，表面没有出现图3．5b所示的微凹坑，测试其粗糙度，

发现冲击前粗糙度Ra为7．235斗m，冲击后减小为6．050Ilm，激光冲击有效减小粗糙

基体材料的粗糙度值。

表3．4为各个试样表面粗糙度的测量值(单位微米)
Table．3．4 Tlle呲asu硎Values of su如ce mu曲ness(Hm)

2抛光试样

不同温度抛光试样的测得的表面粗糙度如图3．18所示，

Tempe阳tu旭(℃)

图3．18不同温度下激光冲击前后粗糙度变化

Fig．3．18 Surf乱七foughness before and af【ef LSP at diffbrent temperatufc

—Erl一对Ⅳ|、∞∞occ西『10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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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冲击区域的料糙值曲线整体位于末冲击曲线之上，说明激光冲击区后表面

粗糙度变大了，这与未磨光试样的结果相反。说明激光冲击对材料表面粗糙度的影

响与原始表面形貌特征相关。室温下，粗糙度数值由1．179微米变为1．373Llm，7()o。C

时由2．261l^m增大为3．269“m，800。C时由5．387¨m变为6．328¨m，900。C时由9．036¨m

变为9．819um。各温度下增长的Ra绝对值为O．194um，1．008斗m，O．941¨m，0．783¨m，

常温下，激光冲击的料化影响最小，中高温环境下，影响也不人。料糙度随温度的

增加而变大，这卡要与不同温度下材料表面发生的氧化程度有关，如图3．19为不同

温度下表面形貌特征，温度越高，表层材料的氧化作用越明显，相应粗糙度越大。

C d

图3．19不同温度保温后试样表面形貌，【a)25。c，(b)700。c，(c)800。c，(d)900。c

F培3．19 surface nlorphology mer di骶rent temperature：(a)25。C，(b)700。c，(c)800。C，(d)900。c

3．5激光冲击后镍基合金显微硬度变化

硬度表示金属材料在一个小体积范围内抵抗塑性变形或弹性变形或断裂的能

力，是材料性能的综合物理量。硬度试验是机械性能试验中最简单易行的一种，它

无需制作标准件，可直接在试样表面进行测试。一般情况下，强度和硬度成正相关

系，所以硬度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合金强度的变化。通过测试硬度可以间接地判断镍

基高温合金K417激光冲击强化效果，这种方法简单、可行而且实用。硬度的变化实

质上又反映了显微组织的变化。

显微维氏硬度的测量原理【70】是以一定大小的试验力，将两相对面夹角为13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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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四棱锥体金刚石压头压入试样表面，保持一定时间后卸除试验力，测量压痕两对

角线长度，通过计算或查表得到硬度值，原理如图3．20。显微维氏硬度值是试验力

除以压痕表面积所得的商，见公式3．12：

风=等咖詈口。 Z
(3．12)

式中，P是试验载荷，d为压痕两对角吐和矗：的算术平均长度，口为正方形四棱角

锥体压头两相对面夹角(规定为1360)。

本实验中使用m①．1000TMSC’／LCD型维式显微硬度计测试硬度，如图3．21为

硬度仪实物图，图3．22为试样表面典型棱形压痕。

图3．20维氏显微硬度原理图 图3．21 HxD一10001MSC／以D维式显微硬度计

Fig．3．20 schematic ofⅥkcrs hardne豁tes痂培F远．3．21Ⅵke娼hardneSs me眦

3．5．1单个光斑的硬度分布

图3．22试样表面压痕形态

Fig．3．22 IIldentation topography

测试一个光斑直径上的硬度分布，每隔0．1衄测一个点，测试结果如图3．23



中高温服役环境下激光冲击处理镍基合金试验与机理研究

·1 Z -1 D 田8 田5 -04 椰Z U口 口Z U4 0e U．甘 1．口 1．Z

Radi刮posibon on me diameter of laser 5pol(mm)

图3．23激光光斑径向的硬度分布

Fig．3．23 Hardne鼹distribution on the radial dire耽Ion of l勰er spot

由图3．23得知合金经激光冲击后，硬度效应在靠近光斑中心最高，同一光斑直

径上随着距光斑中心距离的增大呈下降趋势，光斑边缘硬度值与基体相当，失去了

强化效果，这是由于激光能量分布不均匀等因素造成的，如2．3介绍的激光空间分布

特性，激光具有光束空间分布特性，激光功率密度和激光诱导的冲击波在空间一般

呈高斯分布。光斑直径上的硬度分布并没有与冲击波一样呈现高斯分布，因为硬度

与冲击波压力的关系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对应，影响硬度的因素比较复杂，除了激

光功率密度的分布特性引起的残余应力的变化，还有材料表面的粗糙度及材料中存

在的微观缺陷导致原始硬度的分布不均等。发现合金表面形成的微凹坑比铝箔上烧

蚀半径小几百微米，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激光在光斑周围冲击波压力也较小，塑

性变形的程度不大或者不发生塑性变形，这样激光冲击整体硬化效果很不均匀，有

必要对光斑边缘部位进行多点连续搭接工艺，补充光斑外围的冲击效果的不足。除

了激光的能量空间分布，还有涂层和约束层的不均匀与材料表面的本身微观组织的

不相同也会引起显微硬度的分布不均。

3．5．2不同温度处理后合金表面显微硬度

对激光冲击及其不同温度下处理的试样表层进行显微维氏硬度测试，表征激光

冲击的强化效果，分别将non．LsP、璐P+25。C、LSP+7000C、LSP+8000C、LsP+900。C

试样受压面抛光后，在HXD．10001MSC／LCD型维氏硬度计上进行压痕试验，载荷

为2009，保压时间为10s，然后在数显硬度计中读出显微硬度，每种测试取5个点

以上，最后的硬度取所有硬度值的算术平均值。

按照《GB厂r 4342．1991金属显微维氏硬度试验方法》的要求处理数据，得到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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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的显微硬度平均值。

表3．5不同温度激光冲击前后试样表面的显微硬度平均值
1'able．3．5 AVerage hardness of the speciInens’su血ce befofe and a船r LsP at di脏rent temperatll陀

落
{
垩

董
多

lempe伯tu陀C

图3．24不同中高温下下激光冲击前后硬度变化图

Fi93．24 Hardne豁V撕adon before柚d a船r璐P at dij旺erent lli曲temperatu心

由表3．5和图3．24所示结果表明，在室温下和700。C、8000C、900。C保温情况

下，激光冲击区域的平均硬度比基体的硬度均明显增加，机理是激光冲击诱导的强

大冲击波使得合金表面产生微凹坑，发生高应变速率的塑形变形，表层晶粒尺寸变

小，形成高密度的位错结构。室温下激光冲击处理硬化效果最显著，冲击后显微硬

度提高了37．9％；在中高温情况下，合金的硬度提高效果有所降低，分别于700。C

时提高7．6％、8000C提高5．6％和900。C提高8．8％，但激光冲击区域的平均硬度均

明显大于未冲击区域，抗高温软化性能较好。激光冲击后，冲击区域金属的内能升

高，处于热力学上的不稳定状态，如果升高温度，原子动能的增加，就会产生向稳

定状态的转变趋势，发生静态回复【5踟，部分位错消失，晶粒将长大且原始铸态组织

中的第二强化相将重新融入基体中，硬度将低于室温下，700。C时显微硬度由室温下

的Hv536．7降为HV448．6。7000C到800。C硬度有个上升的现象，主要认为是析出

了较多的碳化物相【71'72】，如图3．25为沿晶界和晶粒内析出了碳化物。900。C时溶入

基体的强化相越来越多，强化作用减弱，且温度的升高发生再结晶现象晶粒长大，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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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再次减小。铸造镍基合金中存在的疏松微孔影响材料的综合性能，激光冲击可

以消除表面的部分疏松缺陷，使表面更加密实，提高了试样表面的硬度。K417的工

作温度小于900。C，注意到700。C、800。C和900。C情况下，激光冲击区域的显微硬

度均大于未冲击区域，说明激光冲击处理作为提高K417工作温度时的显微硬度的处

理手段是有效的。

图3．25 800摄氏度析出的碳化物

Fig．3．25 Carbides precipitated in 800。C

3．5．3不同温度处理后深度方向的显微硬度

为了观察激光冲击后硬化层的厚度，实施了深度方向的显微硬度的测试，设计

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通过电化学腐蚀逐层腐蚀一定厚度，接着测显微硬度，直到

显微硬度降为与基体相当，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每次腐蚀之后材料表面变的不再

光洁，必须进行再次磨削抛光才能达到显微硬度测试所需要的表面光滑要求，磨削

抛光会带来硬化层，这样循环累积误差大；第二种是测试激光冲击表面的纵截面的

硬度，需要对其进行磨光抛光处理，然后测其显微硬度，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截面

上距离表层非常近的点是无法测量的，但是其优点是只是进行一次磨削抛光，虽然

也存在硬化层，也不是真实表示材料的显微硬度值，但是其误差小，且在相同条件

下，比较深度方向硬度大小是十分有益的，可以确切得到硬化层深度。

分别LsP+250C、峪P+7000C、LSP+8000C和LSP+9000C的试样进行深度方向

的显微硬度测试，具体方法为：使用载荷为2009，保压时间为10s，表层的点无法

测量，从距表层50}lm处丌始测量，深度间距为50I^m，每个深度测量5个点，直到

显微硬度保持一定数值后停止测量。测试结果如图3．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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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激光冲击引起的硬化效果随深度的增加总体呈减小的趋势，不同温度

下，最大显微硬度均出现在据表面50斗m处，分别有25。C时Hv470．5、700。C时

HV438．2、8000C时Hv463．5、900。C时H1v420．5。在700一9000C范围内，硬化层深

度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25。C情况下，当深度达到0．45衄后显微硬度值Hv419只
比远离激光冲击区域的显微硬度值Hv408．6提高了HVl0．4，说明0．45姗以下激光
冲击波的影响已非常小，认为室温下激光冲击镍基高温合金K417的硬化影响层为

0．4加．45衄。700。C情况下，硬化层为0．3加．35Inm。800。C情况下，总趋势也是随

深度的增加硬度值减小，但波动比较明显，在误差范围内，8000C时硬化层为

0．3加．35衄。900。C情况下，50pm处的硬度值最大Hv420．5，其他深度的硬度值在
Hv388．HV413．2之间变动，与基体的H、，394．8相当，塑性变形回复程度比较大，可

以认为明显硬化层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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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激光冲击区域显微硬度沿深度方向的变化

(a)25。C、(b)700。C、(c)800。C、(d)900。C
Fig．3．26 Hardness ill d印￡h direction at di妇felrent tempcratu陀

(a)25。C、@700。c、(c)800。c、(d)900。c

为了更加方便地比较不同温度的影响效果，绘制如下图3．27，可以看出，250C

时激光冲击的硬化效果最明显且硬化层最厚，700。C曲线整体位于250C下方，说明 气

700。C保温后硬化效果有所降低且硬化层稍有变薄，800。C曲线整体位于700。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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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并与25。C曲线有交叉，说明800。C后硬度提升效果大于700。C。900。C情况下，

激光冲击产生硬化层显微硬度最小，且硬化层基本消失。

D{stance f∞m the su哟ce，mm

图3．27激光冲击区域不同温度下显微硬度沿深度方向的变化

11ig．3．27 Hardness in d印th direction at di|I亡佗nt teInperature

激光冲击后具有一定深度的硬化层和深度方向硬度呈递减的现象主要与激光冲

击波的传播与衰减相关，激光冲击后材料发生弹塑性变形，其弹性波波速e和塑性

波波速Cp分别为‘731：e=踞=隔=F竽
q=

瓜
=．f——

、『岛

(3．13)

(3．14)

式中K=志为材料的体积模量，G 2赤为材料的切变模且，岛为物体密
度。本文中K417镍基合金密度为7．89／伽3，泊松比y为o．27，弹性模量E为208G阮，

剪切模量G为82G阮，可以算出e为1．82×107研叫J，cp为1．39×107所州s。

激光冲击后塑性变形深度可以按下式【35】计算：

D：要雩(警) (3．15)
e—C口、2％7

、 。

式中％=吾=(唧一‰)，为HugoIliot弹性极限，唧为动态屈服强度，‰为金属
表层初始应力，理想状态下取O。f为冲击波的脉宽，一般为激光脉宽的2倍左右。

K417的静态屈服强度为780 M砌，则仃。为2．2GP口，式中P由下式【45】计算

∞∞∞cDJ∞c∞．I∞Y一>



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尸-0．01√焘厄厄 (3．16)

口是内能转化为热能的系数，一般取0．1，厶是激光功率密度，Z为靶材与水约束层

的合成冲击波声阻抗，其值为；。乏≥+乏三，本实验中厶为11．3GW／蚀2，z却为
4．9×1069·硎～·s～，Z，咖为0．165×1069·硎～·s～，计算得到P为3．36凹口，进而可

以算出激光冲击后的塑性变形层深度D为0．31蛐，与实际测到的硬化层0．4加．45衄
在同一数量级，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该计算是有效的。

为试图寻求激光冲击后显微硬度随深度变化的规律，拟合室温、700。C和800。C

情况下深度方向硬度，900。C因发生较大的静态塑形回复，硬化层已消失，不做考虑，

发现采用指数衰减拟合效果很好，如图3．28。

Dis协nce Fr1跚n l he Su—钮ce(mm)

图3．28深度方向硬度指数衰减拟舍

Fig．3．28 Exponen黼丘t of嘶∞hardness of the d印th di嗽tion

在距表层0．8衄以内，激光冲击后的深度方向显微硬度变化满足一次指数方程。

拟合得到25。C、700。C和800。C时硬度衰减方程分别为式(3．17)、(3．18>和(3．19)

砜．2=88．知心‘2。+389．6 (3．17)

Z吼．2=72．6矿"工+377 (3．18)

用乞=100．8e协+370．8 (3．19)

式中，x为距表层的距离，砜．：是2009加载时维氏显微硬度。
张永康、廖培育等人通过实验得出诱导的等离子体冲击波在工件内也是按指数

形式衰减的【74'751，满足p=口e一缸+c，口，6，c是与材料及实验情况相关参数。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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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的冲击波压力最大，随着距离的增加，应力波逐渐减弱，当峰值压力小于动态

屈服强度时，不发生塑性变形，硬化效果消失，在一定范围内，硬度的变化值与冲

击波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近似指数形式衰减。

3．6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镍基高温合金K417实际服役温度，对激光冲击后的试样进行加热保温

处理，并测试其表面粗糙度、残余压应力和维氏显微硬度，并进行F凡气NC2D＼L有

限元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常温下，激光冲击显著提高K417表面的残余压应力值；随着温度的增加，

残余压应力的释放速率增大；升温到7000C释放率仅为18．1％，且残余压应力明显

大于未激光冲击的表面，700。C至800。C的释放率为38．5％，研究表明小于800。C时

激光冲击是有效的，并给出了激光诱导的残余压应力高温释放的宏观和微观解释；

激光冲击减小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减小裂纹扩展速率，优化参数可以使裂纹

面闭合，提高构件的安全性能。

2．激光冲击对粗糙的影响与基体本身的粗糙度有关，激光冲击减小粗糙试样的

粗糙度，对于光滑试样，粗糙度略有增加，但影响很小，冲击后表面完整性得到了

保证。随着温度的升高，发生高温氧化现象，粗糙度增加。

3．激光冲击显著提高高温服役构件的显微硬度，室温下硬化效果最明显，在中

高温情况下，合金的硬度提高效果低于室温，但是硬度数值均大于未激光冲击区域，

说明激光冲击硬化高温服役下构件是有效的，深度方向的硬度符合指数形式衰减，

室温下硬化深度在0．45mm左右与估算值0．31砌相当，随温度的增加，深度减小，
800。C时为0．3加．35衄。单个光斑上硬度分布与激光功率密度分布引起的激光冲击
波压力分布特性相关，光斑中心附近显微硬度值最大。

42



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激光冲击强化对高温镍基合金K41 7微观组织的影响

4．1 引言

高温合金的力学性能取决其的组织结构，研究高温合金的微观组织，对于了解

和掌握合金相与位错的交互作用以及合金相与合金力学性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激

光冲击处理对材料微观组织的影响机制是相当复杂的，一般认为激光冲击产生的强

大冲击波使得表层晶粒细化是其主要影响机制。

本章通过金相、扫描电子显微镜等仪器，观察分析激光冲击后不同温度下镍基

高温合金K417微观组织变化，从晶粒尺寸、析出相等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并由此

分析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4．2实验材料及实验方法

4．2．1试样的制备

扫描电镜的试样和光镜的试样制样过程基本相同，整个金相试样的制备流程如

图4．1所示。金相实验的试样有四个：1号样LsP+25。C、2号样LSP+700。C、3号样

LSP+800。C、4号样LSP+9000C。每一个金相试样的制备过程如下：

(1)取样：将方形试样沿激光冲击区域中心切开，取纵截面作为观察面，这样

可以观察到激光冲击影响层与非影响层的对比情况。

(2)镶嵌：使用镶嵌机镶嵌试样，露出观察面，便于后面的磨削与抛光。

(3)磨光：本实验采用的是传统的水砂纸手工磨削，分别使用150～1200撑的水

砂纸在光洁的玻璃衬底上手工磨，每道磨削工序中，以磨痕方向一致为准。

(4)抛光：由前面的显微硬度测试得知K417合金的硬度较高，所以抛光剂采

用5微米的金刚石悬浮液，可以快速地去除磨光工序中留下的磨痕，得到光亮的观

察面。

(5)腐蚀：采用化学腐蚀，化学腐蚀是显示金相组织最常用的方法，将抛光面

在腐蚀剂中腐蚀一段时间，从而显示出内部组织的过程。K417金相实验的化学腐蚀

液使用混合液CIuS04．HCl．H2S04．H20，成分比例为4：20：1：16。将试样放入腐蚀液中，

观察面向上，待显示低倍组织后，立刻取出试样，用水和酒精冲洗，并用脱脂棉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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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擦拭，最后烘干，腐蚀时间为15—20秒。

4．2．2实验设备

1．试样制备设备

图4．1金相试样制备流程图

Fig．4．1 Flow chart Of spec]．皿ens’pr印ara曲n

(1)Buelller silIlpliIIlet 1000全自动热镶嵌机

主要参数：1)微机控制，电动液压系统；2)成型加载80．300bar；3)成型温度

50。180。C；4)加热功率220V时1500W； 5)控制电压24V直流

(2)YMP．2金相试样研磨抛光机

主要参数：1)；转速50．1400r／mill；2)磨盘直径250咖；3)抛盘直径220lnm；4)
砂纸直径230I砌；5)研磨盘直径220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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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品检测设备

(1)LeicaDM 2500M金相显微镜

主要参数：；1)目镜放大倍数1．24X-一1000x；2)标本尺寸最大100X100衄，最高
80衄；3)物镜直径32咖；4)手动粗中细三档调焦；5)光学变倍1．5X和2X
(2)JSM．6480型SEM

主要参数：1)加速电压0．3kV～30l【v；2)高真空模式分辨率3．3nm；低真空分辨率

4．0砌；3)带eds能谱仪

C

图4．2实验设备：(a滓嵌机(吣光机(c)金相显微镜(d)SEM扫描电镜
Fig．4．2 Experin∞nt devic鹤：(a)Mosaic呦chiIle@Pouslling眦chinc(c)nletall唧ptIic microscIDpe

(d)ScamliIlg electron microscope

4．3组织观察及性能分析

4．3．1激光冲击与未冲击K417试样微观组织比较

1．晶粒尺寸

激光冲击可以引起材料表层发生塑性变形，减小表层的晶粒大小，这一点已被

广大学者所证明。K417的固相线温度为1260。C，液相线温度为1340。C，本文中的

加热保温温度为700—900。C，主要是模拟涡轮叶片的实际服役温度，考虑中高温下的

激光冲击前后的微观组织的比较分析。图4．3为8000C时激光冲击区域与未冲击区域

的金相图，可以看出未激光冲击区域晶粒粗大，平均晶粒尺寸大于500“m，而在激

光冲击区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晶界，晶粒尺寸明显减小，平均约为200Ilm。激光诱

导的冲击波作用工件表面，表层材料发生强烈塑性变形，表层晶粒被打碎，产生大

量的位错，大量的位错堆积逐步形成晶界，晶界的增多表示着晶粒尺寸的减小。晶

粒尺寸细小有助于提高材料的屈服应力、流变应力和解理断裂抗力等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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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4．3激光冲击前

Fig·4．3 The舒ain s娩e befbre andafter laser shock processing

根据屈服点与晶粒大小的Hall．Petch公式【761，

q。cr0+巧d叫2 (4．1)

式中，K，为晶界阻力系数，d为晶粒直径，％为晶格阻力，盯。为屈服应力

可见晶粒直径越小屈服应力越大。激光冲击强化的应变速率高达10‘7s～，其与位

错运动速率及位错密度有如下关系【77】：

叠2川矽p (4．2)

式中，叠为应变速率，历为常数，p为可动位错密度，6为柏氏矢量，v为位错的平

均运动速率。

由式(4．2)可得在应变速率一定的情况下，位错密度越高，位错的运动速率越小。

而激光冲击可以大量增加材料的位错密度，进而降低位错运动速率，提高材料的流

变强度。

Fig．4．4 The ori百naJ o玛aniZation of K4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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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力学角度看，晶粒尺寸越大，晶界总表面能越低。所以晶粒粗化是一种向

着稳定状态的自发趋势。高温服役材料随着温度的升高，原子获得额外的能量，其

扩散能力不断增强，晶界将发生运动，大晶粒吞并小晶粒，晶粒粗化【58，781。比较图

4．3(b)与图4．4可以看出，室温下原始组织中的晶粒大小比800。C情况下大，说明在

该温度下，高温粗化作用与激光冲击细化作用之间，激光冲击细化作用起主导影响。

同时观察900。C试样，发现晶粒都比较粗大，说明激光冲击细化后的晶粒已经在高

温的作用下长大。

2．X射线衍射峰谱线半高宽

也可以从x射线衍射谱线半高宽的角度分析晶粒细化程度，使用x射线照射材

料晶粒晶面时，X射线衍射半高宽与材料晶粒的亚晶粒尺寸大小与晶体点阵畸变程

度相关【21】。对激光冲击前后常温和700。C情况下，晶粒(311)原子面x射线衍射谱

线半高宽测试结果见表4．1， 未激光冲击区域的半高宽分别为1．48。和1．57。，冲

击后其值变为1．59。和1．81。，衍射谱线半高宽变宽了，可以认为激光冲击后表层

材料发生了塑性变形，位错密度增加，晶粒发生细化现象，微观残余应力增大，有

利于材料疲劳强度的提高。

3．显微疏松、微孔

铸造高温合金中往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显微疏松、夹杂物和缩孔，尤其是在表

面的，如图4．5，往往成为裂纹的形核地，明显降低合金材料的疲劳强度。激光冲击

处理以后，表层的夹杂物和显微疏松在诱导的冲击波的作用下变得紧实，且小孔洞、

微裂纹在残余压应力的作用下发生闭合现象，抑制了裂纹的产生与扩展／。

图4．5合佥中的显微缺陷

Fig．4．5 Microscopic defbcts iII the au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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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中高温环境下激光冲击表面显微组织变化

1．y’相的变化

高温合金的一个主要强化机制即是第二相强化，其本质为第二相质点与位错的

交互作用，主要有共格应变强化机制、Orowan机制、切割机制和高温蠕变的攀移机

制，第二相的存在有效阻碍了位错的运动，提高了材料的强度。y’相数量和y’相的

尺寸是决定高温合金高温强度的主要因素，y’数量愈多，强化效果愈好，强度愈高，

屈服强度、高温持久强度愈高。，，’相颗粒大小对高温合金疲劳裂纹扩展行为有明显

影响【79】。在y’相数量一定的条件下，y’相尺寸减小，有利于降低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并提高疲劳裂纹扩展门槛值。对于小y’相，位错以平面滑移方式切过，不宜发生交

滑移，在循环载荷作用下，可降低裂纹尖端循环变形的累积损伤水平，导致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降低，门槛值提高，同时也提高了裂纹闭合效应。而对于大尺寸力’相，

位错则以Orowan方式绕过，易于交滑移，在循环载荷作用下不易回复，增大裂纹尖

端的循环变形累积损伤水平，使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提高，门槛值降低【18】。

温度对第二相有着重要的影响【踟1，温度过低，析出的第二相数量偏少，随着温

度的增加，相的数量逐渐增加，形成大量细小的相，均匀地弥散分布于基体上，温

度过高时，原子扩展速率越快，析出了粗大的相。

如图为激光冲击后不同温度下的第二相的SEM图，可以看出700摄氏度时y’呈

细小颗粒状，但是数量比较少，均匀分布，800摄氏度时y’相数量增多，同时尺寸也

变大，900℃时明显看出粗大的y’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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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图4．6合金扫描电镜图(a)7009C㈣800。C(I))900。C
Fig．4．6SEM of the K417：(a)700。c(b)800。c(b)900。c

2．碳化物

相关研究表明，镍基铸造高温合金中MC型碳化物基本上有三种状态：块状、条

状和草书体状181】。如图4．7所示随着温度的增高，析出的碳化物比例越来越多，A图

25。c情况下，碳化物析出很少，呈块状，B图700。c保温后，析出的碳化物为细小

的块状，分布在晶界和晶内，C图800。c时析出了条状的碳化物，条状碳化物棱角越

多，越容易造成应力集中，给疲劳裂纹形核造成有利条件，从而降低了高温合金的

塑性、冲击韧性和疲劳性能。D图900。c尖锐的条状碳化物析出更多，材料的缺口敏

感性更大。从碳化物的角度，可以认为随着温度的增加，材料的高温综合性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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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出icle

图4．7不同温度下，合金组织中析出的碳化物sEM图：(a)25。c(b)700。c(c)800。c(d)900。c
Fig．4．7 The SEM graph of Carbide predpitated from the microstmcture at d强cerent temperatures：

(a)25。c(b)700。c(c)800。c(d)900。c

4．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晶粒大小、析出相和X射线衍射谱线半高宽等角度，观察了中高温环

境下激光冲击前后合金显微组织的变化，通过对比晶粒大小、析出相和X射线衍射

谱线半高宽等，研究了中高温环境下激光冲击前后合金显微组织的变化，发现800。C

激光冲击后晶粒大小由500¨m减小为2cHDI^m，半高宽得到宽化，表明激光冲击强化

效果在此温度下是有效的；高温保温后第二相尺寸变大和针状碳化物的析出导致了

合金性能的降低，900℃时观察不到细小的晶粒，冲击后细化的晶粒已经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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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总结与展望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材料暴露于高温环境中，常发生高温蠕变、高温疲劳和高

温氧化等现象，严重影响涡轮叶片的服役寿命。本文基于激光冲击波原理，将激光

冲击强化技术运用到高温服役材料的强化中，以镍基高温合金K417为研究对象，从

力学性能和微观组织角度验证激光冲击强化在高温下的有益效果。主要完成的基础

工作和进展如下：

(1)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激光冲击过程，将其纳秒作用过程解析为两部分，分

别是激光与能量吸收层的相互作用和激光诱导冲击波与工件的相互作用。论述了经

典的激光维持的爆轰波模型、带约束层作用的Fabbr0模型、冲击波空间分布特性和

激光连续搭接冲击的工艺特征，获得了镍基高温合金的激光作用优化参数。

(2)将激光冲击后的试样分别加热到7000C、8000C、900。C并保温不同的时间，

测试表面残余应力值。结果表明：常温下，激光冲击显著提高了K417表面的残余压

应力值，高温下，残余压应力值释放，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压应力释放速率增大，

800。C时压应力水平已与基体相当。从宏观和微观解释了高温下残余应力释放的机

理。从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闭合理论方面分析了激光冲击对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的影响，使用H乙气NC2D＼L软件对不同温度下激光冲击前后的疲劳裂纹扩展做了数

值仿真。

(3)激光冲击对粗糙的影响与基体本身的粗糙度有关，激光冲击减小粗糙试样

的粗糙度，对于光滑试样，粗糙度略有增加，但影响很小，冲击后表面完整性得到

了保证。随着温度的升高，发生高温氧化现象，粗糙度增加。使用维氏显微硬度计

测试不同温度处理后，材料表面和深度方向的显微硬度大小，在中高温情况下，合

金的硬度提高效果低于室温，但是硬度数值均大于未激光冲击区域，说明激光冲击

硬化高温服役下构件是有效的，深度方向的硬度符合指数形式衰减，室温下硬化深

度在0．45mm左右与估算值0．31衄相当，随温度的增加，深度减小，800。C时为
0．3—O．35mm。

(4)通过晶粒大小、析出相和x射线衍射谱线半高宽等角度，观察了中高温环

境下激光冲击前后合金显微组织的变化，激光冲击后晶粒大小由500微米减小为200

微米，冲击后半高宽宽化明显，表面显微疏松状态得到改善，随温度的增加第二相

尺寸变大和针状碳化物的析出合金的性能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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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针对激光冲击对高温服役构件做了一些基础工作，由于时间、设备等原因

的限制，未能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学生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可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1)高温合金材料承受高温、复杂载荷的作用，本文主要模拟的是实际高温环

境，对载荷情况未加考虑。下一步的工作中可以使用实际涡轮叶片，设计与实际载

荷相当的施力装置，进行高温下的实验分析，这样得到更加精确的结果。

(2)使用有限元模拟分析涡轮叶片高温下的应力状态，预测裂纹萌生与扩展部

位，并结合实际使用过程中涡轮叶片的破坏情况，确定激光冲击的区域，制定激光

冲击工艺规范。

(3)不同材料有不同的激光冲击最大极限温度，通过做大量的试验，制定数据

库，提出各种材料的建议温度。本文对激光冲击材料的微观机理研究不够深入，可

以通过分辨率更高的透射电镜观察亚微米结构的演变。

52



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 师昌绪，仲增墉．中国高温合金五十年【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6．

【2】 林琳．GH4169合金高温压缩变形行为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

【3】 王东林，李家宝，金涛等．利用喷丸再结晶方法提高K417合金的疲劳寿命【J】。稀有金属

材料与工程，2006，35(8)：1294_1297．

【4】 B．s．Ⅶb嬲，S．z．Shuja’A“t，，M．八Gondal．L舔er shock processing 0f steel川．Joumal of

material processing妖hnology，2()0_6，135(1)：昏17．

阁 Bc商nwn，sha 7I的，Sbuting Lei．Numedcal modeHng of l勰er shock pceniIlg with fem沁se00nd

l撇r叫溺and comparisons t0 experi蛳nts m Applicd su血cc Sdencc，2010，256(13)：

4376—4382．

【6】 唐亚新，张永康，张宏，余承业．铝合金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的研究【J】．金属热处理学报，

1997， 18(4)：22．26．

【7】 M．Morales，J．L Ocaiia，C．Molpcccr鼯．Model ba§酣op出nization critefia for the generation of

de印compressiVe r鼯idual strc猖6elds iIl lli曲el弱缸limit metamc alloys by璐一la∞r shock

processing【J】．Surface&Coatings 1khnolo鼢2008，202(11)：2257—2262．

【8】 A．W．Wa仃en，YB．G∞，s．c．chen．M勰sive p盯allel l勰er shock peeIling：simul撕on，锄alysis，

蛐d VaJidation【J】．Illte瑚tional Joumal of Fatigue，2008，30(1)：188—197．

【9】F舡f柚d B E wncox B A Gallaglltr wJ，wiujams D N．L硒er Shock Illduced Microstructure强d

MechaIIicaJ Propen)，ch柚gcs iIl 7075砧uminumfJ】．J．√气ppl．Phys，1972，43(9)：3893～3895．

【10】石朝阳，刘赤荣，应才苏．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p咽．机械设计与制造，2010，

4：61蠢洱． ．

【1l】B．M．Davis，S．R．M姗ava，T．J．Rocks们h et a1．Pe面衄ance of GenⅣLsP for

tllick section ailfoil d锄age toler加ce【C】．A幽A．2004，2062：1—10．

【12】曹子文，邹世坤，巩水利．激光冲击处理技术最新动态及发展趋势【J】．航空制造技术，2010，

5：40．42．

【13】钟敏霖，朱仁杰，吕亮等．一种轻金属表面激光冲击微纳米颗粒注入强化方法：中国，

201010033764．2【P】．2010-06—16．

【14】 Yon函柚g Hu Ch衄ming Go％Zhenqiang Yao，Jun Hu．hⅣestigation on tlle non·homogeneity

of residual stre蟠矗eld induc甜by la∞r shock peeIling川．Su血ce＆Coatin琴TechIlolo鼢2009，

203(23)：3503—3508．

【15】D蚰．The eff6cts of l撇r peelling衄me fatigIle behavior of眦切Ⅲc瑚tefials【J】．Fi璐t
intemationa王c0Ilference on l勰er peeIlin舀2008．

f16】 G T．alli，L OIIa五，A Fortunat0，A Aacafi，G c衄lpa舱．wra衄【丑∞r Shock Pcerling：New

developments狮d pra。鼯s opti皿娩ation【J】．ManufactIl血g’Ikhnology，60(2011)：219—222．

【17】 Ch柚g Yc，serl，ey Suslov，Bong JoongⅪm'E№A s‰h，Ga哆J．Cheng．FatigIle pe哟加加ce

53



中高温服役环境下激光冲击处理镍基合金试验与机理研究

呻roVement in AISI 41小)steel by dynamic strain a西ng and dynamic predpitation duringw锄
la∞r shock pcI咖ng【J】．Acta MateriaHa'59(2011)：1014_1025．

【18】郭建亭．高温合金材料学上册应用基础理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19】郑运荣，张德堂．高温合金与钢的彩色金相研究【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

【20】陈国良．高温合金学【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8．

【21】何卫锋，李应红，李启鹏，李伟，周磊．涡轮叶片榫槽部位激光冲击强化试验研究【J】．中

国激光，37(7)：1898．1902．

【22】周留成，陈东林，汪诚，王文兵．K|417材料激光冲击强化残余应力松弛预测【J】．中国表面

工程，2009，22(4)：57．60．

【23】周磊，薛德志，陈科庆，徐拮．K417合金激光冲击强化实验研究【M】．航空精密制造技术，

2010，46(6)：3942．

【24】 Ha伽呲eh O，L和Ils J，Foman R．LaSer锄d shot peening e侬鹏on fatigIle cmck gr0嘶h iIl

伍以on stir welded 7075一T7351 alumin岫alloy joints【J】．IIltema曲nal Joumal of FatigIle．2007，

29(3)：421-434．

【25】Mon仃oss C S，wei T，Ye L ct a1．Laser shockprocessing柚d its e舭cts on microstmctIlre锄d

propenies of雠tal alloys：a rc、，iewm 111tem础nal Joumal of Fatigue．2002，24(10)：1021—1036．

【26】李伟，何卫锋，李应红，汪诚，杨卓君．激光冲击强化对K417材料振动疲劳性能的影响【J】．中

国激光，2006，20(5)：493．495．

【27】张国顺．现代激光制造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28】孙承伟．激光辐照效应【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

【29】赵在新．激光诱发喷流与超声速流场相互作用数值模拟研究【D】．湖南：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2005．

【30】朱士尧．等离子体物理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31】奥尔曼．激光束与材料相互作用的物理原理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32】许嫒．脉冲激光烧蚀过程中等离子体屏蔽的形成【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28：24—26．

【33】陆建，倪晓武，贺安之．激光与材料相互作用物理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6．

【34】凡进军．激光冲击强化孔周表面的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35】 P．Pey佗，R．Fabbro，PMe玎ien．L勰er shock p雠essing of aluminum aⅡ0ys．Applicalion to lligh

cycle f{Itigue bchaviof【J】．Matedals sci锄ce姐d en西neefingA210，1996：102-113．

【36】 Zhang Wenwll，Y-Lawrcllce Y幻．Microscale l弱er shock proce豁ing—modeⅡn岛testin岛扭d

microstnlcture charac钯rization【J】．Joumal of mnllfactIlring proce豁鼯，2001，3(2)：128-131．

【37】曹子文，邹世坤，但丽玲．工艺参数对马氏体不锈钢激光冲击区表面轮廓的影响【J】．应用

激光，2008，28(4)：278．281．

【38】 Yong】【i柚g Hu，zhenqiang Yao．OVedapping rate e骶ct on l鹤er shock processing of 1045 stcel

by锄all spots with Nd：Y黼叫sed lasef【J】．Su血ce&coatings融加olo鼢2008，202(8)：
15 17．1525．

S4



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9】 )【-c．zha％YK zhan易J．z．h，et a1．ImproVe眦nt 0f fatigue胁ofTi-锨l-4V龇y by l勰er

shock p∞Iling川．MaIerials sdence柚d En百neeringA 2010，527(15)：3411-3415．

【40】Hyunt∞ck Um，Piu【yu慰m，Hoemin Jeong．Enh卸ccment of abr弱ion雒d corrosion r髓istallcc

of duplex staillless steel by la∞r shock peeIling川．Joumal of Mate血ls Processing 1khIlolo麟

2012，212(6)：1347—1354．

【411 Ren X D，Jiang D W，zh卸g Y K et a1．E￡facts oflaser shock proce豁ing on 00Crl2 mechanical

propeni鹊in the temperatIlre mnge fmm 25。C to 600。C【J】．AppIied Surface Sdenoe．2010，

257(5)：1712—1715．

【42】彭薇薇，凌祥．激光冲击残余应力场的有限元分析【J】．航空材料学报，2006，26(6)：31．35．

【43】吴先前，黄晨光，宋宏伟．激光冲击强化诱导的残余应力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激光，2010，

37(10)：2633—2636．

【44】黄舒，周建忠，蒋素琴．激光连续喷丸强化过程中应力的动态分析【J】．中国激光，2010，

37(1)：2654．2657．

【45】张永康，陈菊芳，许仁军．AM50镁合金激光冲击强化实验研究【J】．中国激光，2008，35

(7)： 1069．1072．

【46】张宁一，刘咏，刘峰等．退火温度对Fel3crWTiY高温合金显微组织与硬度的影响Ⅲ．粉

末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2008，13(4)：246．249．

【47】 E．Maawada'Y Sano，LW．猡ler，et a1．Inves吣a曲n of laser shock peening e此cIs on residual

s纰豁stacc觚d fatigIIe pe面衄ncc of dtanium aJloys川．MaIerials Sdencc柚d Eng汹∞豳g A，

2012，536(28)：82—91．

【48】段志勇，王声波，吴鸿兴等．约束层材料及靶材表面特征对激光冲击波的影响【J】．激光杂

志，2000，21(2)：19—21．

【49】顾永玉，张永康，张兴权等．约束层对激光驱动冲击波压力影响机理的理论研究【J】．物理

学报，2006，55(11)：5886．5890．

【50】张凌峰，张永康，冯爱新等．激光冲击用柔性贴膜的研究【JJ．激光技术，2007，3l(1)：

66石7．

【51】任旭东，张永康，周建忠等．激光冲击加工表面涂层厚度的优选【J】．金属热处理，2006，

31(7)： 61石3．

【52】杨超君，周建忠，张永康等．激光冲击金属板料的变形最小激光能量估算及其实验研究【J】．光

学精密工程，2006，14(3)：396401．

【53】 《高温合金手册》编写组．高温合金手册【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72．

【54】米谷茂．残余应力的产生和对策【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75．

【55】 L zh卸g，KY ho，J．z．Lu．E骶缸of l蹴r shock p“)ce豁ing wial d赶ferent sho凼ed paths伽

mechaIlical propenies of l蹈er welded ANsl304 staime鼹steel joint川．Material sdence柚d

E孵nee血g，528(2011)4652—舢657．

【56】鲁金忠，罗开玉，冯爱新．激光单次冲击LY2铝合金微观强化机制研究【J】．中国激光，2010，

SS



中高温服役环境下激光冲击处理镍基合金试验与机理研究

37(10)：2662．26(弭．

【57】程晓宇，王晓梅．残余应力的本质及其调整【J】．全面腐蚀控制，2009，23(7)：33．35．

【58】徐有容，高飞．热加工时动态及静态同复中亚结构的变化【J】．钢铁，1988，23(11)：24．29．

【59】胡永会．航空铝合金板应力松弛行为的实验研究【D】．湖南，中南大学，2011．

【60】张宏，余承业．激光冲击处理铝合金疲劳扩展速率影响的研究【J】．航空学报，1999，20(1)：

62-64．

【61】任旭东，张永康，周建忠．激光冲击对金属板料裂纹的影响模型【J】-中国机械工程，19(3)：

358．360．

【62】 C．Rubio—G_o北alez，J．L Oca尬．E胝t of l弱ef shock processing伽fatigue crack孕钾加and
I‰tIlre tougllness of 6061-T6 aluminum alloy[J】．Materials Science and En舀neerin岛2004，386：

291．295．

【63】 A Chahardelli，EP．Bre衄觚，八Steuwer．ne ef￡琵t of residual stresscs arising from l弱er shock

peeIling on fatigIle crack孕owth．En舀nee血g Fractufe Mechanics，加10，77：2033—2039．

【64】whng y溉i，wang yaIl姗，wh贩∞”an．A study on the rcladon be研een thfeshold印ktiv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range and load m曲【J】．Joumal of ship mechaIlics，2008，12(3)：440．449．

【65】 Elber Wb也Fatigue crack dosure under叫ic temion【J】．En百ncering fractIlrc mech卸ics，1970，

2(1)：37—44．

【66】 J锄懿M，swenson D．F黜悄C2正Ⅵ：A Crack Propag撕on Sinmlator for Plane Layered

stnl咖r懿【M】．ComeⅡUnive稻咄2002．

【67】刘立名，段梦兰，柳春图．对裂纹扩展规律Paris公式物理本质的探讨【J】．力学学报，2003，

35(2)： 171—175．

【68】黄舒，周建忠，孙月庆等．激光喷丸强化6061坷6铝合金板料的表面完整性研究【J】-应用

激光，2007，27(6)：450—454．

【69】任志强，何卫锋，杨拥萍．激光冲击强化与喷丸提高不锈钢疲劳性能对比研究【J】．热加工

工艺技术与材料研究，2010，3：79．80．

【70】韦斯特布鲁克，康拉德．硬度试验科学及其应用【M】．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87．

【71】郭永安．热处理对镍基高温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D】．沈阳，沈阳工业大学，2007．

【72】谢文江，邹军涛，赵永芹．热处理对K445高温合金组织及硬度的影响【J】．铸造技术，2007，

28(11)：1446．1448．

【73】胡永祥，姚振强，胡俊．激光冲击强化残余应力场的数值仿真分析【J】．中国激光，2006，

33(6)：849．851．

【74】张永康，于水生，姚红兵．强脉冲激光在Az3lB镁合金中诱导冲击波的实验研究【J1．物理

学报，2010，59(8)：5602-5604．

【75】廖培育，王声波，盛晶晶．实验研究脉冲强激光在钛合金靶中诱导的冲击波【J】．应用激光，

20【)7，27(2)： 109—112．

56



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6】

【77】

【78】

【79】

【80】

【81】

石德珂．位错与材料强度fMl．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

杨德庄．位错与金属强化机制fMl．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1991．

张长利，沈厚发，柳百成．低碳高强钢奥氏体晶粒粗化对高温流变行为的影响fJl．材料热

处理技术，2011，40(8)：60彤．

黄乾尧，李汉康．高温合金【M1．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0．

谢文江．热处理对K445高温合金组织及性能的影响『D1．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07．

金文中．K417高温合金真空熔铸凝固过程的电磁控制fDl．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8．

57



中高温服役环境下激光冲击处理镍基合金试验与机理研究

致 谢

值此硕士学位论文即将完成之际，谨向在三年硕士期间关心、帮助、支持过我

的老师、家人、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

和论文的撰写。

感谢张永康教授在课题研究方面对我的悉心指导，张老师敏锐的眼光、渊博的

学识、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谦和的为人处事方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

受益匪浅的宝贵财富，始终是作为弟子的我的楷模，激励着我在科研及以后工作、

生活道路上不断探索、积极进取。感谢任旭东副教授对我的指导与教育，在课题研

究方面给我提供了大量前沿的学术资料，任老师扎实的理论基础，严肃的学术态度

和优秀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深深地影响着我，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与

任老师的交谈中总是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任老师定期检查我课题的进展情况，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给我指明了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与重点。两位老师在生活中

和科研道路上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指导，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

感谢周建忠教授、冯爱新教授、杨超君教授、殷苏民教授、顾永玉副教授、鲁

金忠副教授、张朝阳副教授、崔成云、孙桂芳博士给予的帮助和提点，感谢同一课

题组的师兄弟阮亮、占秋波、王飞、张田、姜大伟、聂贵锋、钟俊伟、李鹏、王耀

民、王俊伟、周鹏程、钟金杉、张曙光、余天宇、欧阳占欢、王庆伟、张满奎、李

中洋及师姐师妹张磊、吴忠、赵倩、杨慧敏等，感谢你们在硕士三年来给予我许多

的关心、帮助和陪伴，正式因为有了你们，我的科研道路不再枯燥，生活中充满着

喜悦，在此表示感谢。

感谢我的家人给与我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与理解我不可能安

心做我的硕士课题。

感谢提供实验材料的空军工程大学的相关老师。

衷心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审阅本文的专家。

最后我要感谢母校江苏大学，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定当以博学、求是、明德的

精神一直鞭策自己，为社会做出贡献，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零一二年六月于镇江



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一、发表论文

1． HUANGFU Yong-zh帅，REN Xu—don舀Z地州G Yong-k觚g，RUAN Liang，JiaJlg

Da-wei．E虢cts of laser shoCk processing on fatigIle liVes ofheat—resistant steel and

estiIllation of fatigIle safe liVes【J】．AdVanCed mate血ls resea础l，2011，376—379．(EI)

2． Xudong Ren，Yongzh咖H岫ngm，Yon班ang Zhan岛Dawei Jiang，Tian zllang．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experiIIlent and simulation on 7050 alumin啪alloy【J】．

Key En百nee血g Materials，2011，464：560-563．①I)

3．任旭东，皇甫喁卓，阮亮，杨慧敏，占秋波．激光冲击对中高温服役条件下镍基

合金K417显微硬度的影响【J】，中国激光．(已录用)皿I)

二、申请发明专利

1．任旭东，皇甫喁卓，张永康，周益军，阮亮，姜大伟，张田．发明专利：一种改

变材料表面纳米性能的方法．申请号：201110065470．2．公开号：102140644A．

2．任旭东，皇甫喁卓，阮亮，张永康，占秋波，杨慧敏，周建忠，戴峰泽，孙桂芳．发

明专利：光纤激光器熔覆制备类金刚石涂层的方法和装置．申请号：

201110367258．1．公开号：102409339A．

3．任旭东，李应红，皇甫喁卓，汪诚，阮亮，何卫峰，周鑫，楚维，张永康，戴峰

泽，张田．发明专利：一种激光诱导等离子体注入工件的方法和装置．申请号：

201110120841．2．公开号：102208321A．

4．任旭东，汪诚，皇甫喁卓，楚维，李应红，何卫峰，周鑫，阮亮，张永康，戴

峰泽，张田．发明专利：一种激光诱导连续爆轰冲击波作获得纳米涂层的方法和

装置．申请号： 2201110120822．X．公开号：102199769A．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2 激光冲击处理技术简介
	1.2.1 激光冲击处理技术基本原理
	1.2.2 激光冲击技术国内外强化发展现状
	1.2.3 激光冲击技术新趋势

	1.3 镍基高温合金简述
	1.3.1 镍基高温合金组织结构及应用
	1.3.2 镍基高温合金激光冲击处理的研究现状

	1.4 选题意义及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1.4.1 选题意义
	1.4.2 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章 激光冲击材料过程理论分析
	2.1 引言
	2.2 激光冲击时激光与能量吸收层的作用机理
	2.2.1 能量吸收层气化
	2.2.2 金属蒸气的电离过程
	2.2.3 激光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

	2.3 激光冲击诱导的冲击波与工件的作用机理
	2.3.1 激光维持的爆轰波(LSD)
	2.3.2 Fabbro模型
	2.3.3 冲击波压力空间及时间分布

	2.4 本章小节

	第三章 激光冲击对高温镍基合金K417力学性能的影响
	3.1 引言
	3.2 激光冲击实验
	3.2.1 实验材料与实验仪器
	3.2.2 试验参数的确定
	3.2.3 激光冲击工艺具体实施

	3.3 激光冲击残余压应力的产生及其高温释放
	3.3.1 激光冲击诱导残余压应力的原理
	3.3.2 残余压应力的热释放
	3.3.3 残余压应力对裂纹扩展的影响
	3.3.4 裂纹扩展FRANC2D/L数值模拟

	3.4 表面形貌及其粗糙度变化
	3.4.1 实验仪器和方法
	3.4.2 实验结果及分析

	3.5 激光冲击后镍基合金显微硬度变化
	3.5.1 单个光斑的硬度分布
	3.5.2 不同温度处理后合金表面显微硬度
	3.5.3 不同温度处理后深度方向的显微硬度

	3.6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激光冲击强化对高温镍基合金K417微观组织的影响
	4.1 引言
	4.2 实验材料及实验方法
	4.2.1 试样的制备
	4.2.2 实验设备

	4.3 组织观察及性能分析
	4.3.1 激光冲击与未冲击K417试样微观组织比较
	4.3.2 中高温环境下激光冲击表面显微组织变化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