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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薄壁铝合金 /铝基 SiC 复合材料锁底接头微搅拌摩擦焊接工艺特性、接头形貌特征及力学性能进行研

究． 结果表明，当铝合金位于前近侧，搅拌针无偏移且压入深度合适时，在较宽的工艺参数窗口内均可得到成形良

好的焊缝． 由于微搅拌摩擦焊所特有的金属流动特点以及 SiC 颗粒难以流动的特性，搭接界面呈现出形状复杂的

特殊形貌． 不同工艺参数下得到的接头断裂路径不同，决定着接头强度的差异，强度高低取决于断裂路径是否穿过

铝合金及铝基 SiC 材料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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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在大功率集成电路和

微波器件中，铝基 SiC 材料由于其具有的高熔点、高
密度、低膨胀系数、高导热、高导电性能，应用需求日

益增加［1 － 3］，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其自身及与其它材

料的焊接． 由于 SiC 在高温时会生成 Al4Si3脆性相，

铝基 SiC 材料无法采用常规的熔焊进行焊接． 搅拌

摩擦焊作为一种固相焊接方法可以有效避免脆性相

的产生，适合于该材料的焊接． 但目前针对铝基 SiC
的搅拌摩擦焊研究尚属起步阶段［4 － 6］，且大多针对 2
mm 以上铝基 SiC 自身的焊接，而在电子领域产品应

用中经常面临的薄壁材料的微搅拌摩擦焊技术相关

研究却非常有限．
微搅拌摩擦焊技术采用高转速 ( 大于 10 000

r /min) 和小尺寸轴肩搅拌工具，主要针对连接厚度

为 1 mm 以下的材料，其焊接过程中材料产热、流动

机制与常规搅拌摩擦焊相比有其独特之处［7 － 8］． 但

目前国内外针对此项技术的研究却鲜有报道，且均

是针对铝合金自身而非异种材料的焊接．
针对薄壁壳体结构的封装问题，对 0． 8 mm 厚的

6061 铝合金与铝基 SiC 复合材料异种材料锁底接头

的微搅拌摩擦焊工艺特性进行研究，重点研究焊接

工艺、接头宏观形貌特征及接头力学性能．!

1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 0． 8 mm 厚的 6061 铝合金薄板及 2

mm 厚的增强相体积分数为 15% 的铝基 SiC 复合材

料( SiCp /Al6061) 进行微搅拌摩擦焊接试验，两种材

料的力学性能见表 1． 试板尺寸均为 100 mm × 50
mm( 图 1) ． 焊前板材用砂纸打磨除去氧化膜，并用

丙酮清洗、烘干．

表 1 铝合金及铝基 SiC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Table 1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6061 Al alloy and SiC
reinforced Al composite

材料
弹性模量

E /GPa

抗拉强度

Ｒm /MPa
断后伸长率

A( % )

6061-Al 67 209 16
SiCp /Al6061 92 410 23

图 1 微搅拌摩擦锁底接头结构简图( mm)

Fig. 1 Diagram of lock joint

采用自主研发的微搅拌摩擦焊设备，主机头采

用高速电主轴，转速比传统搅拌摩擦焊高出 1 个数

量级( 最高转速 30 000 r /min) ． 为保证设备高速运

转下的稳定性，采用无倾角焊接． 考虑到 SiC 增强相

对搅拌头的磨损，采用耐磨性能优异的高速工具钢

W6Mo5Cr4V2 进行搅拌工具的制造． 经过前期工作

中针对轴肩形状的初步优化，兼顾搅拌针耐磨性及

轴肩内聚效果，选取圆台光针以及四流道渐开形式

的轴肩花纹，如图 2 所示． 其中，搅拌针长度为 0． 8
mm，直径为 1 mm，轴肩直径为 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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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微搅拌摩擦焊工具

Fig. 2 Friction stir welding tool

焊接完成后，截取焊缝横截面制作金相试样，经

过镶嵌、打磨、抛光、腐蚀，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焊缝

宏观形貌． 对得到的锁底接头采用 100 kN 电子万能

材料试验机对接头拉伸性能进行测试，并对试样拉

伸测试后的断裂位置进行观察．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 1 焊缝表面成形规律

对于铝 /铝基 SiC 复合材料锁底接头微搅拌摩

擦焊工艺来说，搅拌头转速( n) 、焊接速度( v) 、压入

深度( d) 、两种材料的相对位置、沿中心线向铝侧偏

移距离( s) 都会影响到焊缝成形质量，见表 2． 由于

微搅拌摩擦焊工具尺寸较小，采用异种材料焊接时

常用的搅拌针沿中心线向塑性较好材料一侧偏移的

方式易于产生界面结合不良导致的裂缝( 3 号及 5
号) ． 压入深度需达到一定数值才能得到较好的焊

缝成形，当压入深度过小时( 2 号) ，焊缝表面易于出

现孔洞缺陷． 当铝基 SiC 位于前近侧时，易于出现表

面裂缝、孔洞、飞边过大等表面缺陷( 1 号 ～ 4 号) ，而

铝合金位于前近侧时，成形质量可得到明显改善，在

较宽的转速变化范围内均可得到表面光滑无缺陷、
飞边小的焊缝( 6 号 ～ 9 号) ．

表 2 不同焊接工艺参数下焊缝表面成形

Table 2 Weld appearances under various welding parameters

序号 搅拌头转速 n / ( r·min －1 ) 焊接速度 v / ( mm·min －1 ) 压入深度 d /mm 前进侧 向铝侧偏移距离 s /mm

1 号 25 000 200 0． 15 SiCp /Al 0

表面光滑，有折弯，飞边大

2 号 25 000 200 0． 10 SiCp /Al 0

表面光滑，有孔洞，飞边大

3 号 25 000 200 0． 10 SiCp /Al 0． 2

表面光滑，有裂缝，飞边大

4 号 20 000 200 0． 15 SiCp /Al 0

表面光滑无缺陷，飞边大

5 号 20 000 200 0． 15 Al 0． 2

表面有裂缝，飞边小

6 号 20 000 200 0． 15 Al 0

表面光滑无缺陷，飞边小

7 号 25 000 200 0． 15 Al 0

表面光滑无缺陷，飞边小

8 号 15 000 200 0． 15 Al 0

表面光滑无缺陷，飞边小

9 号 30 000 200 0． 15 Al 0

表面光滑无缺陷，飞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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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接头宏观形貌

图 3a 及图 3b 分别为铝基 SiC 为前进侧及铝合

金为前进侧对应的铝合金 /铝基 SiC 复合材料锁底

接头宏观形貌． 从中可以看出，当铝基 SiC 为前进

侧时，出现材料流动充填不足形成的隧道，这与铝基

SiC 硬度高、流动性差，难以在搅拌工具作用下从前

进侧向后退侧转移有关． 当铝合金为前进侧时，由

于铝合金流动性好，可以有效避免隧道的产生． 从

图 3b 还可以看出，由于微搅拌摩擦焊搅拌针尺寸较

小，搅拌针将难以有效带动材料充分旋转，而轴肩具

有相对较大的尺寸，相比搅拌针将会更有效驱动材

料流动，导致在厚度方向上材料不同的流动性能及

模式，进而形成交界处复杂的连接形式． 在原始的

对接界面( 界面 I) 上部出现材料混合区，铝合金与

铝基 SiC 出现相互渗透的现象，下部搅拌针端部位

置界面形态变化不大( 图 3c) ． 在材料混合区 SiC 颗

粒有明显的碎裂并沿变形流线分布的趋势． 而在原

始的搭接界面( 界面 II) 处，在轴肩摩擦热及锻压力

作用下，材料发生塑性变形，界面 II 不再是原始平

直状态，呈现出微观凹凸不平的形态，两种材料在界

面 II 处形成一定程度的机械咬合．

图 3 铝合金 /铝基 SiC 复合材料锁底接头形貌( 4 号及 6 号)

Fig. 3 Typical metallographic cross-sections of joints

其它工艺参数不变( v = 200 mm /min，d = 0． 15

mm，s = 0 mm) 时，随着转速的升高( 图 4 ) ，铝合金

与铝基 SiC 在界面 II 的混合程度增大，但转速高到

一定程度后反而导致隧道缺陷的产生． 这是因为在

同样的热输入及 FSW 工艺条件下，铝合金与铝基

SiC 热塑化后的粘度、流动性等热力学物理性能差

异较大，焊核区材料塑性流动的非均匀化，不同塑性

状态的材料不能同步流动混合，而高的转速加剧两

种材料的流动差异，反而易于出现后退侧铝基 SiC
充填不足造成的隧道缺陷．

图 4 不同转速下锁底接头形貌

Fig. 4 Joint cross-sections under different rotation speeds

2． 3 接头力学性能

对不同工艺参数下得到的锁底接头力学性能进

行测试，结果见表 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沿中心线

向铝侧偏移会使焊核区产生裂缝，对应的接头抗拉

强度非常低( 5 号) ． 较低的转速有利于得到高的接

头强度( 6 号，8 号) ，在高转速下，易于产生隧道缺

陷( 7 号，9 号) ，对接头性能造成不利影响． 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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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 位于前进侧时，出现几乎贯穿界面 I 的大尺寸隧

道( 1 号) ，但接头抗拉强度却高于存在小尺寸隧道

的接头 7 号，这与接头的断裂行为有关． 总体上，除

接头 5 号外，不同工艺参数下得到的接头均是沿铝

合金与铝基 SiC 的交界处开裂．

表3 铝 /铝基 SiC 复合材料微搅拌摩擦焊锁底接头力学性能

Table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joints under differ-
ent welding parameters

序号 前进侧
抗拉强度

Ｒm /MPa
接头横截面及断裂位置

4 号 SiCp /Al 144

5 号 Al 27

6 号 Al 169

7 号 Al 118

8 号 Al 171

9 号 Al 95

为进一步分析接头的断裂行为，对接头的拉伸

曲线及断裂位置进行分析． 如图 5 所示，除 5 号接

头 5 号及 9 号接头外，所有接头在最终破坏前均出

现一个较低的载荷平台，且载荷平台对应的数值非

常接近． 从 5 号及 9 号接头不存在低载荷平台可

知，低载荷平台并非锁底接头中界面 II( 搭接界面)

的失效所致，即界面 II 中铝合金与铝基 SiC 的机械

咬合对接头性能贡献很小，接头性能主要取决于界

面 I( 对接界面) 的结合状况．

图 5 不同工艺参数下接头拉伸曲线

Fig. 5 Force-displacement curres of lap joints obtained
with different welding parameters

从表 3 中接头断裂位置( 如虚线所示) 可以看

出，5 号接头由于存在几乎贯穿铝合金板厚度的裂

缝，接头在拉伸载荷作用下直接沿裂缝破坏，强度非

常低． 9 号接头由于在界面 I 处存在大尺寸隧道，显

著减小承载厚度，断裂沿铝合金 /铝基 SiC 界面进

行，由于界面平直，两种材料在界面上形成的机械咬

合与混合程度低，界面分离所需的强度较低． 而且

两种材料在力学性能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在接头受载

时界面为应力集中区域，成为接头薄弱环节． 4 号

接头在界面 I 处也存在较大尺寸的隧道，但对应的

强度却较高，这是由于接头断裂时除了在界面 I 顶

部两种材料在界面的分离( 虚线 A) 外，还有在底端

铝基 SiC 材料内部破坏( 虚线 B) 对应的强度． 对于

强度较高的接头 6 号 ～ 8 号来说，断裂总体上仍然

沿着铝合金 /铝基 SiC 界面进行，但会在断裂路径上

部分穿过铝合金( 虚线 C) 及铝基 SiC 材料内部( 虚

线 B) ． 其中，6 号接头沿接头中的两个界面断裂

( 虚线 A) ，分别穿过铝合金( 虚线 C) 及铝基 SiC 材

料( 虚线 B) 的长度较长，对应强度较高． 8 号接头

断裂路径穿过铝合金及铝基 SiC 的长度最长，对应

最高的强度．
总得来说，不同工艺参数下接头断裂路径主要

有三种． ( 1) 接头出现贯穿整个铝合金厚度的裂缝

时，直接沿裂缝断裂，对应强度非常低( 5 号)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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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铝合金 /铝基 SiC 的界面断裂，断裂路径不穿过铝

合金及铝基 SiC 材料，此时对应的强度略高于第一

种，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9 号) ; ( 3 ) 沿铝合金 /铝基

SiC /界面开裂的同时，在断裂路径上穿过铝合金及

铝基 SiC 材料内部，对应的强度较高，且强度的高低

取决于接头中缺陷的情况及穿过铝合金与铝基 SiC
材料内部路径的长短( 4 号，6 号 ～ 8 号) ． 其中第一

种及第二种情况下只存在一个载荷平台，对应着铝

合金与铝基 SiC 界面分离所需载荷，而第三种情况

下存在两个载荷平台，低载荷平台为两种材料界面

分离所需载荷，高载荷平台对应穿过铝合金及铝基

SiC 造成两种材料破坏所需的载荷，其大小与穿过

这两种材料的路径的长短相关．

3 结 论

( 1) 对于铝 /铝基 SiC 复合材料锁底接头微搅

拌摩擦焊来说，搅拌头转速、焊接速度、压入深度、两
种材料的相对位置、搅拌针偏移距离都会影响到焊

缝成形质量． 当铝基 SiC 位于前近侧时，易于出现

表面裂缝、孔洞、飞边过大等表面缺陷; 而铝合金位

于前近侧时，成形质量可得到明显改善，在搅拌针无

偏移且压入深度合适时，在较宽的转速变化范围内

均可得到表面光滑、无缺陷、飞边小的焊缝．
( 2) 由于微搅拌摩擦焊自身的高转速、金属流

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轴肩的特点，在原始的锁底对

接界面上部出现材料混合区，铝合金与铝基 SiC 相

互渗透，下部搅拌针端部位置界面形态变化不大; 而

在原始的锁底搭接界面处，在轴肩摩擦热及锻压力

作用下，界面呈现出微观凹凸不平的形态，两种材料

在界面处形成一定程度的机械咬合．
( 3) 不同工艺参数下得到的接头断裂路径不

同，决定着接头强度的差异． 接头总体上沿铝合金 /
铝基 SiC 的界面开裂，当断裂路径不穿过铝合金及

铝基 SiC 材料内部时，强度较低，当断裂路径穿过铝

合金及铝基 SiC 内部时，对应的强度较高，且强度的

高低与穿过铝合金与铝基 SiC 材料内部路径的长短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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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gas flow behavior in the
chamber for laser processing CAI Chuang，WANG Xian，

LI Liqun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Welding and Join-
ing，Harbin Institut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
pp 108-112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the weld seams immune to the
hydrogen，oxygen and nitrogen uptake，laser processing of the
alloys possessed active chemical property was always performed
in the chambe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gas flow behavior in the
chamber wa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eliminate the heat and smoke
produced during the laser processing． In the present study，the
influences of number and angle of air knives，inlet flow rate on
the gas flow behavior in the chamber were investigated respec-
tivel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wo air knives were necessary to
make the gas flow over the workpiece and prevent the backflow of
external gas． The optimal gas flow behavior could be obtained
while the angle of the adjustable air knife and gas flow rate were
30°-45° and 60-120 L /mi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laser processing; chamber filled with argon;

air knife; gas flow behavior

Weld pool image segmentation method based on active con-
tour using shape priori LUO Xiang，WANG Zongyi，CHU
Huihui，LIU Fuqiang ( College of Automation，Harbin Engineer-
ing University，Harbin 150001，China) ． pp 113-118

Abstract: Since the weld pool is near from the weld arc
light，which causes a lot of interferences，it is difficult to seg-
ment the weld pool imag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ctive contour
model based on the convex shape priori and contour candidate
points，in polar coordinates． Firstly，weld pool contour candidate
points are obtained by combination of gray extreme value and gra-
dient extreme value． Secondly，set up the edge energy term and
shape energy term of the active contour model by using the posi-
tion information of the contour candidate points，and the interior
angle information of contour vertex in polar coordinates． Finally，

find the contour vertex with minimum energy by using greedy al-
gorithm，and the smooth and closed weld pool contour can be ob-
tained by cubic spline． The result shows that active contour mod-
el is not sensitive to the initial contour． At the same time，it can
overcome the interference of arc and other noises，and get high-
precision weld pool segmentation result． Since the nearest dis-
tance between welding arc and weld pool，the arc interference is
severe in the weld pool region of the image which leads to the dif-
ficulty of the weld pool image segmentation． To achieve an accu-
rate image segmentation of the weld pool，this paper presents a
polar coordinate active contour model based on convex shape pri-
ori． Firstly，the brightness and gradient distribution of the weld
pool edge is analyzed，the edge candidate points is obtained by
combining gray and gradient extreme points features，this method
is able to locate the edge of the weld pool accurately and realize
the weak edge location． Then，edge energy of the active contour
model is configured based on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edge
candidate points，shape energy is configured based on the inter-

nal angle information of the contour vertices． Finally，minimum
overall energy contour vertices are gotten by using a greedy algo-
rithm，and a smooth closed weld pool contour is gained by using
a cubic B-spline interpol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tive contour model proposed is initial contour insensitivity，

which can achieve high accuracy weld pool segmentation and
overcome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arc light．

Key words: welding image; weld pool segmentation;

shape priori; active contour model

Investigation on micro fricition stir welded lock joint of thin
Al-alloy /SiC reinforced Al composite ZHANG Jing，

HUANG Hui，FENG Xiaosong，GUO Lijie ( Shanghai Aerospace E-
quipments Manufacturer，Shanghai 200245，China) ． pp 119-123

Abstract: The micro friction stir welding of lock joint of
thin Al-alloy plate with a thickness of 0． 8 mm and SiC reinforced
Al composite were investigated，concentrating on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macro-morphology of weld cross-section and me-
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joi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Al-alloy plate is on the advancing side and with suitable indenta-
tion depth，welds of good appearance can be obtained in a wide
range of process window． The weld cross-section shows special
interface morphology，caus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 fric-
tion stir welding process and SiC particles． The joints under dif-
ferent welding parameters show different crack paths，leading to
differ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he joint mechanical prop-
erties depend on whether the failure path propagates through the
Al-alloy and SiC reinforced Al composite base metal．

Key words: SiC reinforced Al composite; micro friction
stir welding; lock joi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Parameters on hybrid friction stir welding of 616 armour
steel XIA Hao1，2，HUANG Jun1，2，ZHOU Qi1，2，WANG
Xuejuan1，YANG Li2，JING Yan2 (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
ence ＆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China; 2． Ｒsearch Institute of Taizhou Nanjing
University Science ＆ Technology，Taizhou 225300，China) ． pp
124-128

Abstract: Si3N4 friction stir tools hybrid TIG arc and
back heating pad were used to weld 2 mm thick 616 armour
steel． This research involves welding parameters affecting weld-
ing joint，including rotation speed，welding speed，preheating
current of TIG arc and preheating temperature of back heating
pad． Matching relation of preheating parameters and friction stir
welding parameters is achieved by comparing the welding joints
status under different paramet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as the
hybrid heat source added，the quality of welding joint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friction stir
welding． Good quality of welded joint can be obtained under the
situation of rotation speed of 1 000-1 200 r /min，welding speed
of 35-40 mm/min，preheating current of 30-40 A，back heating
pad of 200 ℃ ．

Key words: friction stir welding; armour steel; hybrid
heat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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