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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材料 FV520b 再制造熔覆层
冲蚀损伤行为及评价
刘子武 1,2，李剑峰 1,2
（1.山东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济南 250061；2.山东大学 高效洁净机械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061)
摘 要：利用激光熔覆及钨极氩弧熔覆（TIG）技术在 FV520b 钢制备与材料成分相同的熔覆层，并对 TIG 熔覆层
分别进行 470°C 及 615°C 回火，分析了熔覆层的微观组织、抗冲蚀能力及冲蚀后的熔覆层表面特性。试验结果表
明：激光熔覆层均匀致密，平均显微硬度最高；回火 TIG 熔覆层性能较母材相似。硬度越高，冲蚀率最高点向高
角度方向移动。冲蚀角度小于 30°时，激光熔覆层抗冲蚀性能及表面粗糙度较好；高角度冲蚀，激光熔覆层冲蚀
率高于回火 TIG 熔覆层。在冲蚀率最高的角度附近，冲蚀硬化程度最低，正向冲蚀下的硬化程度最高。熔覆层越
硬，冲蚀产生的残余拉、压应力都较高。
关键词：材料合成与加工工艺；熔覆层冲蚀评价；显微组织；粗糙度；冲蚀硬化；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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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sion damage and evaluation of remanufacturing cladding layer
for impeller’s metals FV520b
LIU Zi-wu1,2, LI Jian-feng1,2
（1.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61,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High
Efficiency and Clean Mechanical Manufac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61, China)
Abstract: Coating layer with the same composition as the FV520b steel was deposited on the base material by the laser cladding and
tungsten inert gas (TIG) cladding, then TIG cladding were tempered at 470°C and 615°C, respectively. The microstructure, hardness，
e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cladding layer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surface quality, micro-hardness and residual stress were also tested
after ero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aser cladding with compact and symmetrical microstructure has the highest hardness; TIG
cladding with tempering has the similar microstructure compared with base material. With increasing the hardness, the erosion peak
will move towards the high angles. When the impacting angle is less than 30°, the anti-erosion performance and surface quality of
laser cladding is the better. At higher impact angle, the anti-erosion performance of laser cladding is the worse than the TIG cladding
layers. For all the layers, erosion hardening is the lowest at the impact angle with highest erosion rate, and erosion hardening is
highest at the impact angle of 90°. Both residual extend stress and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which caused by erosion are maximal
for the laser cladding layer with highest hardness.
Key words: materials synthesis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erosion evaluation of cladding layer; microstructural; surface roughness;
erosion hardening; residu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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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FV520b 钢具有很高的强度、良好的韧塑性、较
好的耐腐蚀性能和极佳的焊接性能，热处理工艺不
同 ， 得 到 适 用 于 不 同 性 能 要 求 的 FV520b-I 和
FV520b-S 材料，常用于离心鼓风机、压缩机叶轮的
制造等，其中叶轮做功时具有很高转度，极易受到
固体颗粒的冲蚀磨损[1]。这类零件制造周期值高，
对损伤叶片进行再制造，可以有效保障装备正常运
行、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2]。
TIG 熔覆技术具有良好的电弧稳定性和良好的
保护性能，在不锈钢的焊接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
适用不开坡口的薄板和全位置的损伤再制造[3]，但
由于热输入较大，需进行熔覆后热处理。而激光熔
覆是一种先进的再制造技术手段，具有能量集中、
热输入量小、熔覆层成形好，还有“净化效应”等
显著优越性，对损伤叶片的几何尺寸及力学性能进
行有效恢复[4]。目前，许多研究采用 TIG 及激光熔
覆技术进行叶片再制造研究[5-10]，并测试了熔覆层
表面的抗冲蚀性能及冲蚀机理。由于叶片做功时处
于多场作用下，往往出现多种损伤，这些损伤也会
相互促进，例如冲蚀表面的表面粗糙度，冲蚀硬化
及冲蚀表面残余应力都会对叶片的疲劳及腐蚀损伤
产生影响。因此，要评价再制造叶片可靠性，不但
要对再制造熔覆层性能进行评价，还需要对冲蚀后
的表面特性进行评价。
叶片再制造过程中的熔覆材料与基体材料存在
匹配性要求，不合理匹配将会出现裂纹、气孔等缺
陷。异质结合，熔合区中的元素易产生稀疏作用，
导致结合界面缺陷、力学性能匹配困难等问题；而
同质匹配更容易获得良好的结合界面[11, 12]。因此采
用同质配方，对 FV520b-I 和 FV520b-S 表面进行激
光和 TIG 熔覆。研究熔覆层和热影响区的组织及性
能，熔覆层的抗冲蚀能力及冲蚀后粗糙度、硬度和
残余应力等随冲蚀角度变化的规律。本工作对叶片
再制造的冲蚀特性评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熔覆层制备及评价
试验所用母材为 FV520b-I、FV520b-S 钢，其化
学成分及热处理方式如表 1 所示，由沈鼓集团提供。
Tab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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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V520B 材料化学成分 w/%
Chemical components of FV520B w/%

C
0.02-0.07

Mn
0.3-1.0

Si
0.15-0.7

Cr
13-14.5

Ni
5-6

Mo

Nb

Cu

S

P

Table 2
材料
FV520b-I
FV520b-S

0.25-0.45

1.3-1.8

<0.03

<0.025

表 2 材料热处理方式
Heat treatment condition of materials

固溶/°C × h
1050 × 1.5
1050 × 1.5

过时效/°C × h 淬火/°C × h 回火/°C × h
630 × 4
850 × 3.5
470 × 5
630 × 4
850 × 3.5
615 × 5

熔覆材料为化学成分与基体一致的金属芯焊丝
及粉末。激光熔覆采用额定功率为 6kW 的多模横流
CO2 激光器，激光熔覆参数设定如下：激光器输出
功率为 4kW，光斑直径为 3mm，焦距 300mm，氮
气为保护气体，扫描速度为 500mm/min；共进行 3
层熔覆，所得修复层总厚度约为 1.2mm。采用 TIG
技术将焊丝熔覆到母材基体上，预热温度为 200°C，
TIG 熔覆工艺：电压 11V，电流 180A，氩气流量
9-12L/min，焊接速度 2.0mm/s，熔覆两层，厚度为
2.0mm。熔覆试样切割为 70mm×60mm×5mm 的板
材，由于 TIG 熔覆热输入大，为了改善熔覆层综合
性 能 ， 熔 覆 后 对 FV520b-I 采 用 470°C 回 火 及
FV520b-S 采用 615°C 回火，由于熔覆后试样尺寸较
小，将回火时间设定为 lh。
再制造熔覆层剖面微观形貌和金相组织变化使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及金相显微镜（OM）观察；
硬度测试使用 MH-6 显微硬度计，加载为 0.98N，
载荷保持时间为 10s。
1.2 抗冲蚀性能测试及评价方法
冲蚀试验采用山东大学可持续制造中心设计的
气流喷砂冲蚀试验机[13]。为研究熔覆层的抗冲蚀性
能，对熔覆试样在不同角度下作对比冲蚀试验。对
试样先去表面油污，再浸入丙酮用超声清洗机清洗，
清洗完毕吹干后放入干燥器中备用；冲蚀料粉为白
刚玉砂（Al2O3），粒度为 7μm，采用浮选法获得，
主粒径含量在 70%以上，试验采用 2.5g/min 的加料
速度，180m/s 的冲蚀气流速度。
冲蚀试样质量用 BS224S 型精密电子天平测量；
冲蚀表面粗糙度测量采用 Wyko NT9300 型白光干
涉仪测量；冲蚀表面硬度测试使用 MH-6 显微硬度
计，加载为 0.98N，载荷保持时间为 10s；采用 X
射线应力分析仪 STRESS 3000 系统对冲蚀表面残余
应力状态进行测试。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熔覆修复层材料组织及性能分析
2.1.1 熔覆层微观组织观察
由于两种材料激光熔覆各区的晶粒形态及组织
组成比较相似，所以文中仅列出 FV520b-I 激光熔覆
层的组织形貌，见图 1。从图 1（a，b）可以看到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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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搭接紧密，无裂纹缺陷。熔覆层间结合界面处存
在重熔现象，图 1（d）可以观测到该区域的粗晶区、
混合晶区及细晶区。热影响区可分为 3 个区：图 1
（e）为原始析出相基本溶解区，完全固溶后发生全
部奥氏体化，急速冷却后完全淬火形成马氏体；图
1（f）为完全奥氏体化区，原始析出相没有溶解，
该区完全奥氏体化后急速冷却形成淬火马氏体，但
板条较为细密；图 1（g）不完全奥氏体化区，由于
温度介于 Ac1 与 Ac3 之间，只发生了部分奥氏体化，
相对基体材料白色组织部分较多。

⋅奇数页页码⋅

层和热影响区的组织与母材都十分接近，但
FV520b-I 熔覆层和热影响区的组织相对母材较为
粗大，而 615°C 回火时，熔覆层及热影响区的微观
组织与母材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因为不同的热处理
温度，影响组织变化的机制不同，虽然熔覆后热处
理，回火温度低时，熔覆层依然保留了柱状晶的特
征，较为粗大；随回火温度升高，柱状晶转变 α 相
能力增强，从而导致熔覆组织向母材组织趋于一致。

b

a

激 光 熔 覆 层

原始 析出相 溶解 区

c

马氏 体板束

完全 奥氏体 化区

不完 全奥氏 体化 区

修

d

复

基

体

f

e

FV520b-I (a)基体，(b) 热影响区，(c) 熔覆层
FV520b-S (d)基体，(e) 热影响区，(f) 熔覆层
f

g

图 2 TIG 熔覆层的金相组织
Fig.2 OM images of TIG cladding layer

(a) 熔覆总体 SEM，(b) 熔合区及热影响区 OM，
(c) 熔覆层 TEM，(d) 层间结合界面 SEM，(e) 溶解区，
(f) 完全奥氏体化区，(g) 不完全奥氏体化区
图 1 激光熔覆层及热影响区微观组织形貌
Fig.1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y of the laser cladding layer
and the HAZ

图 2 为 TIG 熔覆后经不同回火温度热处理后的
修复层、热影响区及母材的金相图。可以看出，所
有组织均为回火索氏体，均保持原板条位向。熔覆

2.1.2 熔覆层硬度测试
图 3 为激光熔覆层和热影响区的显微硬度分布。
激光熔覆层平均硬度为 455HV，在熔覆层间结合界
面处存在重熔现象，晶粒变得粗大，硬度有所降低；
两种材料激光熔覆热影响区中，溶解区硬度最高，
也基本相似；完全奥氏体化区次之，FV520b-S 此区
域的硬度开始低于 FV520b-I；而在不完全奥氏体化
区，硬度都略高于原始基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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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激光熔覆层显微硬度分布

图 5 不同冲击角度下材料冲蚀率对比

Fig.3 Microhardness of laser cladding layer

Fig.5 Comparison of erosion rates at different impact angles

由图 4 可见，FV520b 钢经热处理后 TIG 熔覆
层和热影响区显微硬度大致相等。470°C 回火时，
熔覆层及热影响区硬度高于母材，当回火温度为
615°C 时，熔覆层及热影响区硬度与母材基本相似。
这说明回火温度高，熔覆层回火完全。激光熔覆层
硬度提高较大，为 FV520b-I 基体材料的 1.2 倍，
FV520b-S 基体材料的 1.6 倍；经热处理后的 TIG 熔
覆层硬度提高较小。硬度的提高往往会伴随着塑性
等下降，而再制造需要有良好的性能匹配，由于激
光熔覆加工成本相对较高，而熔覆后热处理进一步
增加成本及降低生产效率，因此 FV520b-S 叶片不
易采用无热处理的激光熔覆修复后直接服役。

当熔覆层以及母材的组织和性能相似时，冲蚀
率只是略有差异，并且最大冲蚀角都在相同范围内。
在低角度冲蚀，硬度越高其抗冲蚀性能越好；高角
度冲蚀，除了硬度较高的激光熔覆层的冲蚀率较大
外，其余冲蚀率都在较近的范围内；冲蚀率都有一
个最高点，且随着材料硬度的提高，最高冲蚀点向
高角度方向移动。硬度最高的激光熔覆层在高冲蚀
角度的抗冲蚀性能明显低于其余材料。FV520b-I 及
其 TIG 熔 覆 修 复 层 最 大 冲 蚀 角 为 24° 左 右 ，
FV520b-S 最大冲蚀率出现在 18°的冲击角度附近，
两种材料的激光熔覆层的最大冲蚀角则为 30°左右。
低角度下的冲蚀磨损与磨粒磨损的微切削机制
是相似的，如硬的基体能抵抗粒子的侵入，从而导
致基体较硬的材料冲蚀率低于较软的塑性材料。当
角度增大时，颗粒不能直接的切削去除表面材料，
只是将材料挤出，在划痕的两侧和末端形成堆积唇，
而由后续的粒子将这部分材料切除或者剪切折断去
除，冲蚀率开始下降。材料越硬，颗粒侵入基体越
浅，切向能量消耗越少，虽然冲击角度升高，但仍
能完成一次切削，冲蚀率继续上升，这也是硬的材
料出现最大冲蚀角度较高的原因。当冲蚀角接近正
向冲蚀时，颗粒挤压材料表面，形成冲击凹坑并在
周围有挤压唇片，这些唇片在后续颗粒的不断击打
下，经过反复的塑性变形，硬化剥落或剪切折断。
材料越硬，表面引起的接触应力越大，材料越软，
产生的塑性变形越大，接触应力越松驰，因此较软
材料就不易剥落或者折断，从而冲蚀率较低[14]。
2.2.2 冲蚀表面粗糙度分析
表面粗糙度是影响材料疲劳及腐蚀等损伤行为
的重要因素。三种熔覆修复层不同角度冲蚀后表面
粗糙度对比分析，如图 6 所示。不同冲蚀角度下熔
覆层的冲蚀 SEM 形貌，如图 7 所示。可以发现，不
同修复方式的熔覆层在 45°冲蚀后的表面粗糙度数
值都最大，在 24°-60°冲蚀角度下，粗糙度值普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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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熔覆结合中心距离/（mm）

图 4 TIG 熔覆层显微硬度分布
Fig.4 Microhardness of TIG cladding layer

2.2 冲蚀试验结果及分析
2.2.1 抗冲蚀性能与冲蚀角度的关系
图 5 为各种材质在常温，粒子粒度为 7μm，颗
粒冲击速度为 180m/s，冲蚀时间为 40min 时，冲蚀
率以随冲蚀角度变化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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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低角度和高角度冲蚀
蚀后表面质量
量都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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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熔覆, α=30° (dd) FV520b-I TIG 熔覆, α=30°
(c) FV520b 激光

G 熔覆, α=90°
(e) FV520b-I TIG 熔覆, α=45° (ff) FV520b-I TIG
图 7 FV520b 激光熔覆层不同
激
同冲击角度下冲
冲蚀微观形貌
Fig.7 SEM of errosion surfacess at different im
mpact angles

图 6 材料冲蚀表
表面粗糙度变化
化曲线
Fig.6 The cu
urves of erosion
n surface roughness at differrent
impaact angles

图 7（aa-b）所示，发现低角度冲
冲击下，粒子
子切
面较为光滑
滑，切痕为浅而
而长的切削沟
沟槽，沟槽两
两侧
出现有细小切削唇片，后
后部很少出现
现唇片，因此
此粗
糙度值较小。如图 7（cc-e）所示，中
中角度冲击下
下，
沟槽两侧出现较大切削唇
唇片，后部同
同时也出现唇
唇片，
因此粗糙度值偏大。高角
角度冲击下，
，如图 7（f）
）所
示，颗粒冲蚀塑性靶材主
主要以挤压变
变形为主，颗
颗粒
锻打材料形
形成较细的唇片，唇片受颗
颗粒下压变形
形导
致高度变低，因此表面粗
粗糙度值不高
高。对比图 7（aa-d），
发现材料越硬表面变形较
较小，冲蚀微
微切削沟槽越
越浅，
唇片出现相对也较少，粗
粗糙度越低。
。

(a) FV520b-I T
TIG 熔覆, α=122° (b) FV520b--S TIG 熔覆, α=
=12°

冲蚀后，较
较硬修复层的
的表面质量整
整体较好。根
根
[15]
据文
文献 叶轮叶
叶片压力面后
后缘根部冲蚀
蚀比较严重，
，
而叶
叶片根部是叶
叶轮疲劳失效
效最危险的部
部位，因此冲
冲
蚀损
损伤部位也是
是叶轮极易疲
疲劳失效的部
部位。由于当
当
粗糙
糙度值大于 0.6
0 时，FV5220b 的超高周
周疲劳裂纹仅
仅
[16]
存在
在表面萌生的
的情况 ，因
因此叶片再制
制造部位不但
但
要有
有较好的抗冲
冲蚀性，冲蚀
蚀后的表面质
质量也能抵抗
抗
超高
高周疲劳损伤
伤。
当冲蚀角低
低于 30°时， 激光熔覆修
修复层不但有
有
较好
好的抗冲蚀性
性能，还有较
较低的表面粗
粗糙度，因此
此
在 30°以下冲蚀
蚀角，FV520bb-I 采用激光
光熔覆可以得
得
到更
更好的再制造
造修复层。当
当冲蚀角度超
超过 30°时，
若修
修复因疲劳掉
掉块损伤的叶
叶片，当以冲
冲蚀后更好的
的
表面
面质量为主，进行激光熔
熔覆再制造；若修复冲蚀
蚀
减薄
薄叶片，当以
以抗冲蚀性能
能为主，进行
行 TIG 熔覆再
再
制造
造。虽然 TIG 熔覆修复只 能恢复到原材
材料的性能，
，
但是
是延长了叶片
片寿命，节省
省了资源。
2.2
2.3 冲蚀前后
后表面硬度对
对比分析
冲蚀过程中
中，材料处于
于高压、大应
应变及大应变
变
率的
的状态，这些
些作用会引起
起材料晶粒细
细化、位错增
增
殖，亚晶界增多
多，形成高位
位错密度的硬
硬化层，硬化
化
层的
的存在有利于
于提高叶片表
表面疲劳裂纹
纹的萌生抗力
力。
测试
试三种修复方
方式在不同角
角度冲蚀后表
表面下 3μm 的
显微
微硬度并进行
行对比，结果
果如图 8 所示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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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冲蚀表
表层硬度随角度
度变化曲线
F
Fig.8
Microharrdness curves oof erosion surfface at differen
nt impact anglees

颗粒冲击均会在浅表
表层产生一个
个硬化层，冲
冲蚀

表面
面及亚表面硬
硬化是因为颗
颗粒动能被靶
靶材吸收转变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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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残余应力测量参数
Table 3 Residual stress measurement parameters
参数

设定值

准直器直径/(mm)

1

靶材

Cr, Kα

衍射晶面

211

无应力铁粉衍射角 2θ/(°)

156.4

曝光时间/(s)

25

Ψ 角/(°)

-35, -25, -15, -5, 0, 5, 15, 25, 35

旋转角/(°)
电压/(kV)
电流/(mA)

0, 90
30
6.7

（a）

冲冲冲ε/(mg/g)

100

0

-100

-200
0

15

30

45

60

冲冲冲冲α/(°)

75

90

（b）

FV520b-I TIG熔覆
FV520b-S TIG熔覆
FV520b-I/S 激光熔覆

200

100

0

-100

-200
0

15

30

45

60

75

90

冲冲冲冲α/(°)

(a)平行于冲蚀方向应力，(b)垂直于冲蚀方向应力
图 9 不同冲蚀角度的表面残余应力
Fig.9 The surface residual stress at different impact angles

当冲蚀以微切削形式冲击材料，类似于切削加
工，颗粒以一定的角度冲击并划擦表面，颗粒尖端
前部区域的材料会随颗粒运动而产生沿加颗粒水平
切削方向的塑性压缩变形以及垂直切削方向的塑性
拉伸变形，从而在表面产生残余拉应力。与此同时，
颗粒尖端会对切削沟槽摩擦挤压，会使表面发生塑
性伸长而产生残余压应力。而冲蚀表面残余应力大
小为这两种残余应力的叠加[17]。在 12°冲蚀时，颗
粒与靶材接触面积较小且接触时间也较短，因此残
余应力值最低。随冲蚀角度增大，颗粒侵入材料深
度变大，导致以上两种方式产生的残余拉、压应力
都增大，当残余拉应力增速大于残余压应力，表现
为残余拉应力增大的趋势，随冲蚀角度进一步增大，
残余拉应力增速低于残余压应力，表现为残余拉应
力减小的趋势。颗粒接近正向冲蚀，类似于喷丸强
化，引起表面局部塑性变形，凹陷引起金属表层产
生拉伸，而表层下材料的弹性变形趋向恢复，但受
到表层金属的牵制，形成残余压应力层[18]。同时可
以看到，熔覆层越硬，无论是产生的残余拉应力还
是残余压应力都较高，这是因为材料越硬，表面引
起的接触应力越大，材料越软，产生的应力越松驰。

3

FV520b-I TIG熔覆
FV520b-S TIG熔覆
FV520b-I/S 激光熔覆

200

300

冲冲冲ε/(mg/g)

为塑性变形能，随着后续颗粒的冲击，使得亚表层
材料塑性变形积累，位错密度增大，并产生交互作
用，变形抗力增加，亚表层材料强度和显微硬度提
高。材料硬化程度并没有随冲蚀角度增大而增加，
在冲蚀率最高的角度附近，冲蚀硬化程度最低。由
于颗粒细小，对于亚表层的塑性影响较浅，当角度
增大，冲蚀率也增加，导致材料没有充分硬化，就
已经被颗粒冲蚀掉了。冲蚀角度继续增大，颗粒冲
击深度增大，并且冲蚀率下降，使得材料塑性变形
充分积累，材料硬化程度提高。一般来说，塑性好
的材料，硬化会有大幅度提高，但是低角度下塑性
好的 TIG 熔覆修复层硬化程度却低于激光熔覆修复
层，这是由于塑性好容易被冲蚀磨损，造成表面及
亚表面塑性变形积累不完全，从而硬化程度不高。
2.2.4 冲蚀表面残余应力分析
叶片表面熔覆及精铣加工后会存在一定的残余
压应力，经测量范围在 300MPa-400Mpa 之间，然而
颗粒冲蚀过程打破了表面原有的应力状态，形成新
的残余应力，而较高残余应力会影响材料的疲劳强
度、抗脆断等能力。为了研究冲蚀表面应力状态，
采用 X 射线应力分析仪对试样表面进行残余应力测
试。基本测量参数如表 3 所示。测量时，使冲蚀气
流方向与应力测试仪φ=0°方向平行，这样可以保
证能够测量到平行冲蚀方向和垂直冲蚀方向的应力。
在冲蚀表面冲蚀区域选取 3 个测试点，分别测量出
测试点平行于冲蚀方向和垂直冲蚀方向的残余应力。
取三次测量的应力值的平均值作为残余应力值。不
同角度下表层残余应力测试结果如图 9 所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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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激光熔覆修复层组织致密、均匀，无气孔裂纹缺
陷，平均硬度分别为基体材料 FV520b-I 的 1.2 倍及
FV520b-S 的 1.6 倍。TIG 熔覆经 615°C 回火处理的
修复层硬度同基材近似，且分布均匀；而经 470°C
回火处理的修复层的组织较基材粗大，硬度也略高。
2）较高粗糙度会促进表面疲劳等损伤，再制造区域
为 30°冲蚀角以下的冲蚀损伤，采用激光熔覆再制
造。冲蚀角大于 30°时，对于冲蚀减薄叶片，采用
TIG 熔覆后热处理再制造；对于疲劳等损伤的叶片，
当以冲蚀表面质量更好的激光熔覆进行再制造。
3）冲蚀硬化及残余应力均会影响表面抗腐蚀和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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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武，等：叶片材料 FV520b 再制造熔覆层冲蚀损伤行为及评价

损伤的能力。在冲蚀率较高的区域，由于表面易被
去除导致表面及亚表面塑性变形积累不完全，硬化
程度不高。在低于 60°冲蚀角时，整体呈现残余拉
应力，接近正向冲蚀时，呈现为残余压应力，熔覆
层越硬，产生的残余拉、压应力都较高。
4）服役叶片处于多场作用下，往往会出现多种损伤，
而这些损伤也会相互促进。因此，叶片损伤部位的
再制造应建立熔覆工艺与耐冲蚀性能、冲蚀表面特
性、冲击角度等参数之间的映射关系。

[8]

黄薇. 激光熔覆技术在空压机叶轮修复上的应用[J].
化工机械, 2011, (03): 355-356.
Huang Wei. Laser Cladding for Repairing Air Compressor
Impellers[J]. Chemical Engineering & Machinery, 2011,
38(3): 355-356.

[9]

姚建华, 叶钟, 沈红卫. 激光加工技术在汽轮机叶片制
造 中 的 应 用 [J]. 激 光 与 光 电 子 学 进 展 , 2012,
49(3):104-109.
Yao Jian-hua, Ye Zhong, Shen Hong-wei. Application of
laser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on turbine blades[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12, 49(3):104-109.

参考文献：
[1]

Utamura M, Fukuda T, and Aritomii M.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 centrifugal compressor working in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J].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BV, 2012, (2012): 1149–1155.

[2]

舒林森, 曹华军, 许磊, 等. 离心压缩机再制造叶轮结
构 特 征 三 维 建 模 方 法 及 应 用 [J]. 机 械 工 程 学 报 ,
2014,50(3):184-190.
Shu Lin-sen, Cao Hua-jun, Xu Lei, et al. 3D
Characteristic Modeling Method and Application for
Remanufactured Impeller of Centrifugal Compressor[J].
Chin J Mech Eng, 2014,50(3):184-190.

[3]

Nakhaei R, Khodabandeh A, Najafi H. Effect of Active
Gas on Weld Shape and Microstructure of Advanced
A-TIG-Welded Stainless Steel[J]. Acta Metallurgica
Sinica, 2016,29(3):295-300.

[4]

徐滨士, 刘世参, 史佩京, 等. 再制造工程和表面工程
对 循 环 经 济 贡 献 分 析 [J]. 中 国 表 面 工 程 ,
2006,19(1):1-6.
Xu Bin-shi, Liu Shi-can, Shi Pei-jing. Contribution of
Re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Surface Engineering to
Cycle Economy[J] China Surf Eng, 2006, 19(1):1-6.

[5]

周圣丰, 戴晓琴, 郑海忠. 激光熔覆与激光-感应复合
熔覆 WC-Ni60A 涂层的结构与性能特征[J]. 机械工程
学报, 2012, 48(7):113-118.
Zhou Sheng-feng, Dai Xiao-qin, Zheng Hai-zhong.
Characteristics on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WC-Ni60A
coatings by laser cladding and laser-induction hybrid
clading[J].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2,
48(7):113-118.

[6]

Rottwinkel B, Nölke C, Kaierle S, et al. Crack Repair of
Single Crystal Turbine Blades Using Laser Cladding
Technology ☆[J]. Procedia Cirp, 2014, 22(1):263-267.

[7]

Xu L, Cao H, Liu H, et al. Study on laser cladding
remanufacturing process with FeCrNiCu alloy powder for
thin-wall impeller blad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6:1-10.

[10] Wei Z, Yao J H, Dong C H, et al. Repairing and
Strengthening of Eroded Turbine Blades by Laser
Technology[J]. Journal of Power Engineering, 2008.
[11] 余冬梅. 激光熔覆 Stellite6/TiCN 复合涂层的组织及性
能研究[D]. 兰州:兰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2014.
Yu Dong-mei. Investigation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Stellite6 ／ TiCN Composite Coating by
Laser Cladding[D]. Lanzhou: College of materials,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4.
[12] 王璐, 胡树兵, 单炜涛,等. 激光熔覆 NiCrMn-WC 复合
涂层的组织与耐磨性[J].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2014,(1):
145-151.
Wang

Lu,

Hu

Shu-bing,

Shan

Wei-tao,

et

al.

Microstructure and wear resistance of laser cladding
NiCrMn-WC composite coatings[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Nonferrous Metals, 2014,(1): 145-151.
[13] 李剑峰, 王光存, 刘子武, 等. 一种气流喷砂式冲蚀磨
损试验机[CN103760048A]: 中国.
[14] 余 永 宁 . 金 属 学 原 理 [M]. 冶 金 工 业 出 版 社 , 2013:
422-423.
[15] 王光存. 离心压缩机叶轮冲蚀磨损机理和规律的研究
[D]. 济南: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5.
Wang Guang-cun. Study on Erosion Wear Mechanism and
Law of Impeller in Centrifugal Compressor[D]. Jina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2015.
[16] 张明. 离心压缩机叶轮材料 FV520B 超高周疲劳行为
与机理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5.
ZHANG Ming. Research on Fatigue Behavior and
Mechanism of FV520B in Very High Cycle Regime[D].
Jina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2015.
[17] Agrawal S, Joshi S S. Analytical modelling of residual
stresses in orthogonal machining of AISI4340 steel[J].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2013, 15(1): 56-68.
[18] Byrne G D, O'Neill L, Twomey B, Dowling D P.
Comparison between shot peening and abrasive blasting
processes as deposition methods for hydroxyapatite
coatings onto a titanium alloy[J].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 2013, 216: 224-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