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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纳米化对 GH4049镍基高温合金性能的影响 

钟蜀晖，韩同伟 

(贵州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3) 

[摘 要] 超声喷丸(USSP)处理工艺在GH4049镍基高温合金表面制备出了纳米表面晶层，分析了不同超声喷丸强 

度和喷丸时间对其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显微硬度的影响，并通过试验分析了经表面纳米化后试件的残余应力分布。研究 

结果表明，喷丸时间的增加对材料强度的提高无直接关系，且随喷丸时间的增长，由于材料表面的损伤，会使材料的强度降 

低。经超声喷丸处理后，显微硬度较未处理试件明显提高，试件表面形成大约0．2mm厚度的压应力层，最大压应力远超过 

材料的屈服极限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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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rface Nanocrystallization on the Properties of GH4049 

Nicke1．base Superal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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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ultrasonic shot peening(USSP)tmatment，a nanostructured surface layer(i．e． 

generation of a surface layer of nanostructures)was formed on a GH4049 nickel—base superalloys．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USSP processing time and amplitude of vibration on the properties(such as yield strength，tensile 

strength and surface hardness)of samples tested were analyzed．In addition，the
．

residual stress field of partial 

specimen after shot peening was also research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 indicate that the increase of yield 

strength and tensile strength of samples have no direct relation with the increment of treatment duration，and the 

strength will decrease with the increment of USSP processing time because of the surface damage of the materia1． 

After the ultrasonic shot peening treatment I the surface micro-hardness of sample is effectively enhanced contrast 

to the untreated samples．A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layer of about of 0．2mm thick is formed and the maxi— 

mum compressive stress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yield strength． 

[Key words] Shot peening treatment；GH4049 Nickel base superalloy： Surface nan0crystallizati0n； 

Hardness of surface；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0 引 言 

纳米晶体材料由于具有独特的结构特征(晶粒尺寸很小， 

界面所占比例高)及一系列优异的力学及物理化学性能⋯，为 

金属材料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发展空间。材料在使用过程中所 

受的破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材料的表面开始或受材料表面性 

能控制，如果在材料的表面制备出一定厚度性能优异的纳米结 

构表层，即实现表面纳米化 j，就可以通过表面组织性能的优 

化提高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及其环境服役行为。近年来，表面 

纳米化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今后几年内纳 

米材料研究领域最有可能取得实际应用的技术之一。目前表面 

纳米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外学者对低碳钢、工业纯 

钛 等低强度金属材料表面纳米化后的相关性能(如力学性 

能、摩擦磨损性能 、抗腐蚀性能 等)做了较多的研究工作。 

镍基高温合金由于具有耐腐蚀、抗高温蠕变、高屈服强度和断裂 

韧性等特点而广泛应用于核工业和航空工业中。目前，国内外 

学者对镍基高温合金等高强度材料的纳米化研究工作还很少。 

本研究所用试验材料GH4049镍基高温合金，利用超声喷 

丸技术在GH4049镍基高温合金表面制备出纳米晶层，并分析 

了不同超声喷丸强度和喷丸时间对其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显微 

硬度的影响，并通过试验分析了经表面纳米化后试件的残余应 

[收稿日期]2005—08一o4 

[作者简介]钟蜀晖(1951一)，男，河南开封人，副教授，从事金属材料断裂、疲劳、损伤等研究工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钟蜀晖等 表面纳米化对GH4049镍基高温合金性能的影响 

力分布。 

1 试验方法 

试验用材料为 GH4049镍基高温合金，化学成分(质量分 

数／％)见表1。其常规力学性能见表2。 

表 1 GH4049镍基高温合金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试验采用宽 10ram，厚 lmm的板状试件，表面用粒度为 w 

1．5的金刚石研磨膏抛光后，随后在 1×10 Pa真空中进行不完 

全退火，然后双面超声喷丸处理 ，试验装置如图 1所示。弹丸材 

料为不锈钢，弹丸直径为3ram，系统振动频率为20kHz。试什分 

组及喷丸强度及喷丸处理时间见表3。超声喷丸后，样品表面 

用超声振荡器清洗以去除样品表面的油污。 

拉伸试验在Instron4484试验机上进行，板状拉伸试件横截 

面尺寸为10ram×1 mm。硬度测试在Mitutoyo AVK—cl 微硬度 

计上进行，载荷为 10N，直接在试件表面测量超声喷丸所形成纳 

米晶层的显微硬度。残余应力测试采用钻孔法，转速为5000r／ 

rain，钻孔速度为 100mln／s，钻孔直径为0．5mm。 

表3 试验用 GH4049镍基高温合金试件分组表 

编号 振动幅度／mm 处理时间／rain 

原始未处理 

25 lO 

25 15 

5O 5 

5O 10 

5O l5 

1 试验结果与讨论 

1．1 表面纳米化对材料拉伸性能的影响 

表4列出了拉伸的试验结果。图2为6组试样的 力应变 

曲线。从试验结果和应力应变曲线中可以看出，喷丸幅度为 

34 

真簪 

图 1 超声喷丸设备示意图 

25mm的试件1和试件2，其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均较未经 USP 

处理试件有所下降，且随喷丸处理时间的增加而有所降低；喷丸 

幅度为50ram的试件3、试件4和试件5．其屈服强度和抗拉强 

度均较未经 USP处理试件有所提高，屈服强度提高幅度达 

24．3％，抗拉强度提高幅度达6．9％，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均随 

喷儿时间的增加而有所降低。 

表4 表面纳米化处理后 GH4049镍基高 

温合金试件拉伸试验结果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府变／％ 

图2 GH4049镍摹高温合金试什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2．2 表面纳米化对材料硬度的影响 

硬度是广泛应用的力学性能，表征金属的塑性变形抗力及 

应变硬化能力。在传统金属材料中硬度与晶粒尺寸的变化规律 

符合 Hal1．Petch经验公式 J： 

H = 0+K ‘ ／2 

其中，日 是硬度，d为晶粒直径，，，0、K为常数，对于普通多 

伽 瑚 咖啪啪瑚咖啪伽湖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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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材料，K为正值。由Hall—Perch经验公式可以看出，随着晶 

粒尺寸的减小，材料变硬。超声喷丸处理后，试样表面形成一层 

晶粒细化的纳米晶层，Hall—Petch模型认为晶界是位错运动的障 

碍，随着晶粒尺寸的减小，会有更多的晶界阻止位错运动，因此 

材料变硬。 

超声喷丸处理后，6组试件测得的硬度结果如表5，图3为6 

组试件硬度对比条形图。由表5和图3可以看出，经表面超声 

喷丸处理后，试样表层的硬度随喷丸强度和喷丸时间的增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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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表面纳米化处理前后GH4049镍基高温 

合金试件硬度对比条形图 

提高，其中试件5的表层硬度约为原来的1．4倍，这种硬度的提 

高是由于晶粒细化和加工硬化引起的⋯。 

2．3 超声喷丸表面纳米化处理后残余应力的分布 

材料表层的残余应力状态对材料性能有显著的影响，超声 

喷丸处理可以在试样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压应力层，表5为超 

声喷丸处理后，试样3表层残余应力的大小。图4为试样 3超 

声喷丸处理后，应力沿厚度方向的分布情况。由图可见，超声喷 

丸处理后在表面形成的压应力，最大压应力远超过 ，压应力 

层的厚度达到0．22mm。 

表5 表面纳米化处理前后 GH4049镍基 

高温台金试件硬度 

关于残余压应力的产生机理，一般认为是由于在弹丸每次 

撞击力量的作用下，表面层会尽可能向四周展开，但是受底层材 

料的阻止，于是在塑性变形层就产生了压应力 8 J。文献[9]对 

于喷丸压应力的产生机理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一个弹丸与待 

处理表面相互作用产生压痕，在压痕的中心部位产生拉应力，而 

压痕的周围产生压应力，喷丸处理后表面产生均匀一致的压应 

力是压痕周围压应力叠加的结果。 

3 结 论 

1)对于高强度合金材料，通过表面纳米化处理，能大幅度 

= 

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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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000 

．2000 

。 

。： 。 。 8 

深度／nun 

图4 试样3喷丸强化后的残余应 场 

提高材料的力学性能； 

2)喷丸时间的增加对材料强度的提高无直接父系，且随 

喷丸时间的增长，由于材料表面的损伤，会使材料的强度降低。 

3)超声喷丸处理在试件表面形成厚度约为0．22mm的压 

应力层，最大压应力远超过 8 。 

4)表面纳米化后，试件表层硬度明显提高。 

本项 目实验在法国 LASMIS实验 室完成，特对 LU JIAN教 

授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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