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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背景知识介绍 

不锈钢：含铬（Cr）量超过12%的铁基合金。 

不锈钢分类：奥氏体不锈钢，具有面心立方结构，最广泛使用的不锈钢种 

                          铁素体不锈钢，具有体心立方结构，含铬量在15%-30% 的低               

                                                           碳不锈钢 

                          马氏体不锈钢，具有体心立方结构，铬含量在12%-18%之间 

                                                          的低碳或 高碳不锈钢 

                          双相不锈钢，固溶组织有铁素体和奥氏体两相组成 

                          沉淀硬化不锈钢，通过敏化处理而硬化的一类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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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r相图 

由于合金元素含量的增加（特别Cr，Ni）， 

以及C元素含量的减少，铁碳相图不能再 

满足不锈钢的研究 

 

常用Fe—Cr或者Fe—Ni相图做为研究不锈钢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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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中一些常见稳态相基本信息 

        名      称         典型成分 析出温度范围 

铁素体（ɑ） … … 

奥氏体（ϒ） … … 

σ Fe-Cr-Mo 600-1000 

铬氮化物 Cr2N 700-900 

铬氮化物 CrN … 

χ Fe36Cr12Mo10 700-900 

R Fe-Cr-Mo 550-650 

ԏ ND 550-650 

𝜋 Fe7Mo13N4 550-600 

M7C3 … 950-1050 

M23C6 … 6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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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模块功能介绍、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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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力学计算—相图绘制 

热力学计算 

① Step Temperature：温度—相组成图 

② Step Concentration & Profile：合金成分—相组成图 

③ Single：固定温度和合金成分的相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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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计算的理论基础（CALPHAD 技术） 

根据热力学原理，体系在恒温恒压达到平衡的一般条件： 

       （1）体系的总吉布斯自由能G达到最小值Gmin 

       （2）组元i在各相中的化学势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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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混合熵引
起的自由能增
加 

偏离理想溶液引 
起的超额自由能 

每一相的摩尔 
吉布斯自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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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力学计算—1.Step temperature 

参数设置界面 

设置合金 
成分 

温度设置 

是否考虑所有 
出现的稳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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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 

合金成分一定 

勾
选
择
需
要
显
示
的
相 

温度—相组成图 

查看某一相中合金 
元素随温度的变化 

查看某一合金元素 
在各相中随温度的 
变化 查看某一温度下的相组成图 

还给出了热力学函数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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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力学计算—2.Step Concentration 

参数设置界面 

固定温度 

选择平衡元素 选择一种合金 
元素平衡元素 

除了成分变化以外的 
合金元素全为平衡元 
素 



Infinitely Closer to Real 

无限接近真实！ 

Infinitely Closer to Real 

无限接近真实！ 

以Ni为成分变化元素，Fe为平衡元素 以Ni为成分变化元素，其余元素为平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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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力学计算—3.Profile 

参数设置界面 

同时设定多种合金 
的成分变化 
默认Fe为平衡元素 

自定义开始成分 

将已保存的合金成分作为 
结束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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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力学计算—4.Signal 

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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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表形式给出每一相中的合金成分 
显示不同形式的图 

切换2D和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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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请关注 
中仿科技年会专栏： 

         http://conference.cntech.com.cn  

中仿科技网络研讨会： 

         http://webinar.cntech.com.cn 

中仿科技公开培训： 

         http://training.cntech.com.cn  

中仿科技市场活动报名： 

         http://seminar.cntech.com.cn 

中仿科技资源下载中心： 

         http://down.cntech.com.cn 

中仿社区： 

http://i.cntech.com.cn   

中国视频教程网： 

http://www.cax.cn  

中国仿真互动： 

http://www.simw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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