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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贝氏体是钢过冷奥氏体的中温 ( 350 ～ 550℃ ) 转变产物，α － Fe 和 Fe3C 的复
相组织。贝氏体转变温度介于珠光体转变与马氏体转变之间。本文介绍了采用等温淬火法
制备典型羽毛状上贝氏体与针状下贝氏体的工艺过程，对奥氏体化温度和保温时间以及等
温转变的温度和保温时间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GCr15 钢在奥氏体化
温度为 1 000℃，保温时间 1h，等温转变温度为 450℃，保温时间为 15s的条件下能得到典
型的羽毛状上贝氏体; 42CrMo钢在奥氏体化温度为 1 100℃，保温时间 1h，等温转变温度
为 350℃，保温时间为 15s的条件下能得到典型的针状下贝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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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Bain 及其合作者于美国第一次发表
了放大 1 000 倍的贝氏体的显微照片。20 世纪 40
年代，为了纪念 Bain 的功绩，人们将过冷奥氏体
在中温区的转变产物命名为贝氏体 ( Bainite) ［1］。
贝氏体组织形貌和亚结构是研究贝氏体相变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其相变机制的重要实
验依据之一。因此，制备具有典型上贝氏体和下
贝氏体组织的金相试样是贝氏体理论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
1 贝氏体转变的原理
1. 1 贝氏体的形成及组织形态

过冷奥氏体在贝氏体转变高温区将转变为上
贝氏体，在贝氏体转变低温区将转变为下贝氏体。
对于亚共析钢，过冷奥氏体在贝氏体转变高温区
将转变为无碳化物贝氏体。［1］贝氏体组织形态取决
于化学成分和形成温度，当高温奥氏体在中文范
围内不同温度下保温时，析出的铁素体和碳化物
的分布形态不同。［2］上贝氏体中的铁素体形态为板
条状，碳化物在铁素体条间不连续沉淀; 而下贝
氏体中的铁素体形态则呈透镜状，细粒状或薄片
状的碳化物在铁素体片上弥散析出。
1. 2 贝氏体的相变机制

对于贝氏体相变机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但至今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本文简单
介绍其中的一种相变机制。

如图 1 所示，当奥氏体过冷到 350 ～ 550℃的
中温区时，首先在奥氏体晶界附近形成铁素体晶
核，并且成排地向奥氏体晶内长大，同时，铁素
体中多余的碳通过扩散向两侧相界面移动。在铁
素体之间就形成了富碳奥氏体，从富碳奥氏体中
析出了渗碳体分布在贝氏体铁素体片条之间。由
于渗碳体形核需要较高的碳浓度起伏，碳原子进
行扩散富集需要时间，铁原子的自扩散更需要时
间，渗碳体形核困难长大也慢，只能长大到细小
的片状、短棒状或者断续的颗粒而终止长大，因
此，在贝氏体铁素体片条之间分布着渗碳体，呈
现羽毛状。而下贝氏体的形成过程与上贝氏体的
不同，形核地点可能是晶界，也可在晶内的缺陷
处，也是首先通过涨落形成贫碳区。在贫碳区的
奥氏体形成贝氏体铁素体晶核，并且迅速长大为
下贝氏体亚单元。片状的亚单元侧面是富碳奥氏
体，它可能析出 ε －碳化物，也可能稳定，不足以
沉淀析出碳化物。如果析出了碳化物，消耗了碳
原子，则将又一次贫碳，这有助于形成第二片亚
单元，这样在亚单元侧面不断重复形成亚单元，
而构成下贝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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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贝氏体转变机制图［1］

2 试验设计及过程
2. 1 选材

试验设想分别在中碳钢和高碳钢两种钢铁材
料中制备得到典型的贝氏体组织。通过查看及对
比不同材料的 TTT 曲线，最终确定选用 GCr15 和
42CrMo两种材料成分 ( 见表 1 ) ，对应的 TTT 曲
线［3］分别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表 1 GCr15 和 42CrMo成分及相变温度

钢号 成分 ( wt. % ) 相变温度 ( oC)

GCr15
C Mn Cr Mo Ac1范围 Ms

1. 04 0. 33 1. 53 ＜ 0. 01 750 － 795 245

42CrMo
C Mn Cr Mo Ac3 Ms

0. 41 0. 67 1. 01 0. 23 800 310

图 2 42CrMo钢的 － TTT曲线

图 3 GCr15 钢的 － TTT曲线

2. 2 工艺参数及流程
根据两种材料的 TTT 曲线可以得到生成温度

和孕育时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合金元素含量的变
化对 TTT曲线的影响，最终确定了奥氏体化温度、
上贝氏体和下贝氏体生成的等温温度以及等温时
间等工艺参数，制定了初步的工艺流程，如图 4
和图 5 所示。等温温度选定后，选取 3 个不同的
等温时间，以制得不同百分含量贝氏体的样品。
在此实验基础上进行工艺流程的改进，并最终制
备出清晰的上贝氏体和下贝氏体的金相样品。

图 4 GCr15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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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2CrMo工艺流程图

3 试验结果
3. 1 第一轮结果

按照初步设计的工艺流程，分别做出了
GCr15 的上、下贝氏体和 42CrMo 的上、下贝氏
体，见图 6 GCr15 所制备的上贝氏体 ( a) 、 ( b) 、
( c) 和下贝氏体 ( d) 和图 7 42CrMo 制备的上贝
氏体 ( a) 和下贝氏体 ( b) 、( c) 、( d) 。

图 6 ( a) GCr15 等温 15s所制备的上贝氏体

图 6 ( b) GCr15 等温 30s所制备的上贝氏体

图 6 ( c) GCr15 等温 45s所制备的上贝氏体

由图 5a、6b、6c可以看出，三者都存在共同
的问题; ①背底不鲜明，不是预期的白色背底，
而是颜色较深的背底，对实验结果的观察造成了
干扰; ②奥氏体的晶粒不很粗大，导致了后期形
成的贝氏体较小。经过分析，背底不鲜明可能是
回火马氏体造成的，因为笔者在制备试样时采取
了热镶样，这样就使参与奥氏体转化的马氏体回
火，形成了回火马氏体，而回火马氏体易被腐蚀，
颜色较深。而奥氏体晶粒过小可能是奥氏体化温
度较低或者保温时间较短造成的。随着等温时间
的延长，形成的贝氏体是逐渐增多的，而清晰的
贝氏体试样要求贝氏体生成的量控制在 10 ～ 30%
为佳，因此，应该缩短等温时间，从第一轮实验
结果来看，等温时间 15s为比较理想的时间。

图 6 ( d) GCr15 等温 2min所制备的上贝氏体

在下贝氏体的制备中同样存在背底不鲜明的
问题，前面已经做出分析。另外，笔者初步定的
等温时间是 2min、5min、10min。由图 5d 可以看
出，这时视野中已经有较多的下贝氏体形成，但
是，下贝氏体的透镜都比较短小，这与奥氏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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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粒大小有关。

图 7 ( a) 42CrMo 等温 20min所制备的上贝氏体

图 7a中存在的问题为奥氏体晶粒太细小，无
法辨别组织形态。

图 7 ( b) 42CrMo 等温 30s所制备的下贝氏体

图 7 ( c) 42CrMo 等温 45s所制备的下贝氏体

图 7 ( d) 42CrMo 等温 60s所制备的下贝氏体

通过对 42CrMo所制备的下贝氏体的观察，也
存在奥氏体晶粒细小，下贝氏的透镜短小，并且
等温时间过长，在等温 30s 时已经出现了较多的
贝氏体，同样也存在背底不鲜明这一问题。
3. 2 工艺过程改进

经过对最初设计的工艺所得到的结果进行分
析，工艺参数的设定仍存在不足，主要的问题是
奥氏体晶粒度不大，背底不鲜明，以及保温时间
的选定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改进的措施主要是
提高奥氏体化温度或者延长保温时间，采取冷镶
或者不镶样，另外适当地缩短等温时间。

经过分析，修改了后续试验的工艺参数，将
奥氏体化温度分别升高到 1 000℃ ( GCr15 ) 和
1 100℃ ( 42CrMo) ，保温时间延长至 1h，同时，
缩短等温淬火时间。工艺流程图见图 8、图 9，试
验结果见图 10 ～ 14。

图 8 改进后 GCr15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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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改进后 42CrMo工艺流程

图 10 GCr15 等温 15s所制备的上贝氏体

图 11 GCr15 等温 15s所制备的上贝氏体 ( 高倍率)

图 12 GCr15 等温 30s所制备的下贝氏体

图 13 42CrMo 等温 1min所制备的上贝氏体

图 14 42CrMo 等温 15s所制备的下贝氏体

图 10 是 GCr15 在改进工艺后得到的上贝氏体
组织。与图 6 ( a) 相比，贝氏体明显粗大，这说
明提到奥氏体化温度使奥氏体晶粒变得粗大，从
而使沿晶界生长的贝氏体有更多伸展的空间。另
外，图 10 中贝氏体组织更加清晰，这是由于采用
冷镶样避免形成回火马氏体，从而避免了回火马

氏体对试验结果的干扰。在更高的方法倍率下，
可以观察到典型的羽毛状组织，如图 11 所示。

由图 12 可见图中组织不是明显的针状下贝氏
体，其中有针状下贝氏体，也有透镜状的，还有
部分上贝氏体，这些组织占满了整个视野，它们
交叉生长。因此，等温 30s 明显已经超出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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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温时间。
42CrMo 在奥氏体化温度为 1 100℃，保温时

间 1h，同时在温度 530℃下保温 1min 得到的上贝
氏体长得很大，并且都交叉生长在一起，羽毛状
不明显。图 12、14 就成功地制得了背底鲜明的针
状下贝氏体，背景是残余奥氏体和马氏体，而黑
色的针状则是下贝氏体。
4 讨论

在实验中，影响制备典型贝氏体的因素有很
多，在本实验中，影响较为突出的就是奥氏体化
温度和保温时间，奥氏体化温度的高低直接影响
奥氏体晶粒的尺寸，从而影响贝氏体的大小，在
贝氏体转变温度下的等温时间则影响贝氏体生成
的量的多少。在制备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控制贝
氏体大小适中，并且生成量为视野范围的 10 ～
30%，这样才易于观察。

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尤其是研究性的实验，

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真理往往因忽略一些细
节而擦肩而过。实验研究要善于观察，善于分析。
比如，镶样这一影响因素，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
可能导致整个实验的失败。分析过程不是单纯的
根据实验结果来分析，而是要根据理论基础和实
验分析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在开始时
只关注实验结果，根据实验结果来改进工艺，而
忽略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忽略了等温转变曲线图，
结果作出的结果与预期相去甚远。

通过本实验，可以得出制备典型羽毛状上贝
氏体和针状下贝氏体的工艺过程及参数: GCr15
在奥氏体化温度为 1 000℃，保温时间 1h，在
450℃盐浴炉中保温 15s，在进行水冷淬火能得到
典型的羽毛状上贝氏体。

42CrMo 在奥氏体化温度为 1 100℃，保温时
间 1h，在 350℃盐浴炉中保温 15s能得到典型的针
状贝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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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of Samples with Typical Bainite Microstructure

Sun Qiaoling Qu Yanan Han Taojie
( Department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

ABSTRACT The bainite is a kind of structure made of α － Fe and Fe3C produced in the temperature of 350 ～
550°C． The transformation temperature is between the temperature of perlitic transformation and 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of samples with typical bainite microstructure with the method of isothermal
quenching． And the austenitizing temperature and holding time and isothermal transformation temperature and holding time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were also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the typical feather － liked upper bainite could be
produced by GCr15 steel with austenitizing temperature of 1 000 ° C，holding time of 1h，isothermal transformation temper-
ature of 450 ° C，holding time of 15s． Also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needle － liked lower bainite can be produced by
42CrMo steel in the austenite temperature of 1 100 ° C，holding time of 1h，isothermal transformation temperature of 350 °
C，holding time of 15s．

KEY WORDS upper bainite; lower bainite; isothermal quenching; austenitizing temperature; hold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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