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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铁表面氩弧重熔强化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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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球铁表面氩弧重熔I艺事数对重熔焊道形状和表面硬度的影响，重熔I 

艺对重熔焊道的组织和耐蘑性的影响．重熔后热处理对重熔焊道硬度及耐磨性影响．多 

道重熔焊道之间对表面硬度的相互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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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ract：The effeCt of TIG arc reflo parerneter on the surface of ductile iron upon the 

hardness and thicknes~of reflow layer． the  effect of reflow strengthening upon structure of 

reflow layer and wearability and the effect of reflow layers between be ads upo n the surface 

hardness were studied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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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磨损是金属制产品失效的重要原因。许多 

泵体和阀体采用球铁制造，但其硬度低，耐磨 

性差。提高球铁耐磨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的途径，其方法也很多，各有其优缺点，而氩 

强表面重熔强 化工艺具 有成本 低，强化敖果 

好，易于推广的特点。 

2 试验方法及条件 

2．1 试验用材料 

球铁的化学成分如表 1所示．试件尺寸为 

20OmmX 100mmX 12mm，钨极直径为 雪4Ⅱm． 

电源为交流。 

表 1 试验 用球铁的化学成分 ％ 

元素 C Si Mn S Cr Ni Ti Mg Fe 

含量 3 62 2．71 6 ≤O 013 O．05 0． 0 03 O 05 余 

2．2 重熔工艺参数试验 

采用不同的重熔工艺参数进行重熔试验， 

探讨重熔电流和电弧移动速度对重熔焊道形状 

和表面硬度的影响。 

2．3 多道焊道重熔试验 

当工件耐磨表面积较大时，必须进行多道 

焊道重熔．以保证重熔焊道有足够太的面积。 

首先在试件表面采用电流 I=140A，电弧移动 

速度 V=1．3mm／s．进行首道焊道的氩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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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冷却后测量其表面硬度 。然后紧靠前一焊 

道采用同样参数再重熔一焊道，并使两焊遭相 

互重叠 1／3～1／4，冷却后再测量第一焊道 的 

表面硬度，探讨焊道之间的相互影响。 

2．4 重熔后热处理试验 

为了探讨重熔后热处理规范对重熔焊道组 

织性能的影响，以适应不同产品的要求，将重 

熔参数为 J=140A． V=1．3mm／s的试 件分 

别在 750℃下保温 100min、200min和 300mln 

进行遇火处理．然后进行表面硬度测试、组织 

观察和耐磨性试验。 

2．5 耐磨性能试验 

将 f=140A． V=1、3mm／s重熔 的试件， 

重熔后在 750℃下保温 200min处理的试件和 

原始球铁的试件分别在 MM．200型磨损试验 

机上 进 行 耐 磨 性 对 比试 验。试 样 尺 寸 为 

15．5mm×7．5mm×10mm。试验 时，正压力 

P=4．5MPa，转 速 H=200r／min．下试样 为 

O35mm 的 45号钢淬火，HRCS0，干摩擦。 

3 试验结果殛分析 

3．1 氩弧重熔参数的影响 

重熔电流 f和重熔 速度 y对重熔焊道形 

状的影响规律为 

P=0．049f (J) +0．09 

^ 

苦=一0．051f(f)+5．3 
j 

r r4 ]1，3 

，(J) l南 J 
式中 p-- 熔深．mm 

6—— 熔宽 ，mrn 

E——重熔 电弧电压，v 

重熔电流和重熔速度对重熔焊道表面硬度 

的影响如图 1所示 。由公式和 图 1可 以看 出， 

随着重熔电流的减小或重熔速度的提高 ．输入 

的线能量减少，重熔焊道的冷却速度加快．因 

不平衡结晶形成的莱氏体和渗碳体数量增多， 

重熔焊道的硬度增大．熔深则减小。但重熔 电 

流过小，电弧稳定性差。重熔速度过快．重熔 

焊道成形差。所以本试验采用 f=140A， V= 

1．3mm／s的参数重熔。 

3．2 重熔焊道的硬度沿板厚方 向的变化 

虽 

皤 

电流 I 

恤 · 

图 1 重熔参 数对表面硬度的影响 

将重熔焊道逐层打磨并测量打磨的厚度和 

打磨后试样表面的硬度，即可探讨重熔焊道硬 

度沿厚度方向的变化 (图 2)。 由图 2可见重 

熔焊道表层冷却速度最快，产生的莱氏体和渗 

碳体组织的数量最多，硬度最高。随着与表面 

距离的增加，冷却速度降低，莱 氏体和渗碳体 

组织数量 减少，硬度逐渐降低．但在 1．5mm 

范围内，硬度仍保持在 HRC55以上。 

3．3 多道焊道重熔时焊道之间的影响 

在多道焊道重熔时，后一焊道对前一焊道 

表面硬度的影响如表 2所示。由表 2的数据可 

以看出，后一重熔焊道对前一重熔焊道有热处 

理作用，使前一焊道硬度有所降低，但因作用 

时间短．所以硬度降低幅度不大。因此大面积 

的多道重熔强化是可以实现的。 

量 
倒 

I睛 】／ 

图2 重熔焊道硬度滑厚度方向的变化 

3．4 重熔后热处理对重熔焊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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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多 相互影响 

重熔次数 第一谯重熔焊道表面硬度值HRC 蒿硬度差值 
值 M-1RC 

第一次重熔 62 63 61 5 63 65 62 63 5 66 63．3 
第二戎重{軎 57 59 57 6o 61 59．5 6o 61 59．3 4 

重熔后热处理规范对重熔焊道表面硬度的 

影响如表 3所示．随着退火保温时间的延长， 

硬度值降低。因为重熔时快速冷却的不平衡结 

晶，使重熔焊道产生白口组织。但这种组织中 

的渗碳体是不稳定组织，在退火过程 中其中的 

碳将转变成球状石墨，退火保温时间越长．转 

变成球状石墨的数量越多，重熔焊道的硬度越 

低。 

裹 3 I熔后热处理戴范对■熔焊 道硬鏖的影响 

3．5 耐磨性能的研究 

耐磨试验的结果 (表 4)可 以看出，重熔 

后的试件耐磨性是原始球铁试件 的 12．9倍， 

重熔后退 火的试 件 只是原 始球 铁试 件 的 1．5 

倍。因为球铁表面重熔后因快速冷却而转变成 

白口组织 (图 3)，硬度大 幅度提高。在摩擦 

过程中摩擦系数小，能有效地防止粘着开裂金 

属转移和表面拉伤现象 ，因而耐磨性能大幅度 

提高。退火后的试件因重熔层 中 Fe 中的 c 

在退火过程转变为球状石墨，使硬度降低．摩 

擦表面较容易产生粘着和金属转移现象，使重 

熔层的耐磨性降低。 

4 结语 

①球铁表面的氩弧重熔．随着重熔电流的 

圈 3 重熔焊道的组织 x 400 

裹 4 摩攘富损试 验结果 

减小或重熔速度的提高，重熔层表面 硬度 增 

大，熔深略有减小，但要注意 电弧的稳定性和 

焊道的良好成型。 

②多道重熔时，后一焊道对前一焊道有热 

处理作用 ．使前一焊道表面硬度有所降低。 

③重熔后再进行退火将降低重熔焊道的硬 

度和耐磨性。 

④氩弧重熔强化技术具有操作简单，成本 

低，效果好，易推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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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是得到了sP型平衡阀的理想流量特性 

曲线与直线及上凸曲线所表示的流量特性比 

较，可以看出sP型平衡阀结构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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