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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先进航空发动机对单位推力、推重比、超声速巡航、推力矢量功能、隐身性能、高

可靠性、长寿命和良好的维修性等性能要求更高，需要设计大量整体结构、轻量化结构和

先进冷却结构，使用多种新型的高温超高温材料。

本期为发动机专刊，来自西工大、清华、航空工业制造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昆工、上

大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团队聚焦气膜孔加工、整体叶盘 / 环加工、高温材料设计等先

进技术，分享最新的研究进展。此外，专稿中中国航发东安的研究团队针对航空用弹性传

动轴法兰端面精密磨削时的颤振，提出了检测和减振方法。再次对各位专家团队表示最

诚挚的谢意。

                                           学术编辑 王雪坤

编-读-往-来

R E A D E R S   &   E D I T O R S

《航空制造技术》期刊在投稿、审稿和编校方面的工作都很细致，期刊发表速

度也比较快，这离不开各位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非常感谢。为了进一步提升期刊

的质量，个人认为在纸质版刊物中广告植入稍多，可以适当删减部分，以让读者有

一个良好的阅读感和体验感。同时也祝贺期刊成为中文核心期刊，希望期刊继续

提升影响力，越办越好。

� 西安赛隆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车倩颖

《航空制造技术》作为一本航空制造领域高质量期刊，为广大学者提供了技术交

流的平台，同时也记录着国家航空制造业的发展。投稿过程中，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

意见对我有着启发式的思考，促使我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深表感谢。同时，也感谢编

辑对于论文编校的贡献，使论文最终在期刊上赏心悦目地呈现。希望可以组织相关

领域的学者进行线下交流，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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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NEWS

10

NiTi 形状记忆合金

（SMAs）具有优异的超弹

性、形状记忆效应和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等独特性

能。NiTi SMAs 的导热系

数低、反应活性高，制备与

加工存在很大的困难。近

年来，SLM 已被应用于

NiTi SMAs 元件的制造，

扩大了其应用范围。然

而，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工艺参数对组织演

变、相变行为和压缩性能

的影响上。由于结构缺陷

（如微裂纹、孔隙）的存在，

SLMed NiTi SMAs 在压缩

条件下获得了良好的恢复

应变，而拉伸恢复应变难

以获得。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金

属材料近净成形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卢海洲博士研究

生、杨超教授研究发现，与

SLMed NiTi SMAs 相比，

热处理后的 NiTi SMAs 基

体中由于 SLM 过程产生

的大量位错和残余应力等

被基本消除，同时热处理

后基体中形成了富 Ni 的
Ni4Ti3 相，导致 B2 基体中

的 Ni 浓度降低，使得热处

理态样品在相转变过程中

的吸热焓和放热焓相较于

SLMed 样品明显增大。相

较于 SLMed 样品发生的

单步相转变过程，热处理

后的样品由于析出不同分

布与尺寸的 Ni4Ti3 纳米

沉淀相，表现出两步和三

步相转变过程。相关论文

发表在Acta Materialia 上。

 （本刊记者    雪松）

高温微机械电子系统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 作 为

服役于 200 ℃以上高温

环境的智能器件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受传

统 微 加 工 制 备 工 艺 的

限 制，复 杂 的 MEMS 器

件 往 往 需 要 通 过 光 刻

电 铸 成 型（Lithographie 
galvanisierung abformung, 
LIGA）的工艺方法来进行

制备。但面向高温 MEMS
器件应用的 LIGANi 和纳

米晶 Ni-W 合金两种材

料分别存在高温强度不

足和韧性较差的致命弱

点，无法满足高温 MEMS
构件所用材料的实际需                      
求。

基于上述应用背景，

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

心薄膜与微尺度材料及力

学性能研究团队结合异

质结构材料的设计理念，

使用电沉积方法制备和

开发出一种 Ni/Ni-W 层

状复合材料，通过分别发

挥 Ni 和 Ni-W 组元层在

高温环境中优异的热稳定

性和塑性流变能力，期望

其能够取代 LIGANi 和纳

米晶 Ni-W 合金成为高温

MEMS 构件所用理想材

料。团队通过不断调整组

元层的结构和几何尺度，

设计并制备了具有不同厚

度比的 Ni/Ni-W 层状复合

材料，系统研究了其室温

拉伸性能和共变形行为。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Acta 
Materialia 上。

研究发现，通过调控

初始态 Ni-W 层厚使其位

于临界厚度以下，从而增

加界面约束下晶界滑移对

Ni-W 层塑性流变能力的

贡献，能够使具有较大厚

度比的 Ni/Ni-W 层状复合

材料表现出更加优异的强

韧性匹配，这为纳米晶 Ni/
Ni-W 层状复合材料取代

LIGANi 成为理想的高温

MEMS 构件材料提供了指

导方向。

 （本刊记者    雪松）

华南理工：增材制造形状记忆
合金的纳米沉淀相调控

复合材料共变形行为研究
取得新进展

2021 年 9 月 6~9 日，

由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

（ICAS）主办、中国航空学

会承办的第 32 届国际航

空科学大会在上海召开。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

贺信，指出：“航空科技是

20 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

速、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

最大的科技主题之一。当

今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航空

科技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开展全球的航空科

技合作十分必要、大有前

途。希望本届大会为促进

全球航空科技合作发挥积

极的作用，为世界各国人

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国科协主席万钢宣读了贺

信并向大会致辞。中国

航空学会理事长林左鸣、

ICAS 主席铃木信二教授、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

所副所长高磊分别为大会

致辞，开幕式由中国航空

学会秘书长姚俊臣主持。

ICAS 的主席和官员、中国

科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

发动机集团以及中国民用

航空局相关领导与代表等

出席了开幕式。

本届大会安排了数字

工程转型与创新、清洁天

空计划、未来航空所需技

第32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

能等 8 场大会报告，主题

涵盖航空科学各大领域。

会议同期举办以“基

于模型的系统工程与数字

转型”为主题的中法航空

领域双边交流。

本次大会还特别设置

了两场“中国专场”，向世

界各国展示我国航空领域

取得的成就，分别由中国

航空学会张新国副理事长

和西北工业大学高正红教

授主持。

铃木主席通过直播的

方式主持了大会闭幕式，

之后与新任主席乔奥 · 阿

泽维多（巴西）进行了交

接。  
     （本刊记者    雪松）

2021 年 9 月 5 日，以

“高端赋能 智造未来”为

主题的“科创中国 · 高端

装备制造科技服务团天津

行”活动在天津举行。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理事长李培根院士、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陆大明研究

员、常务理事杨华勇院士、

毛明院士等 13 位科技服

务团专家莅临活动现场与

天津市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对接科技服务。天津市委

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喻

云林出席活动并讲话。中

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党委

书记刘亚东、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陆大明、天津市北辰区

委书记冯卫华分别致辞。

SMC（天津）制造有限公

司、联想集团、京东物流集

团等 20 余家企业代表，共

计 100 余人出席会议。

会上，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与天津市高端装备和

智能制造人才创新创业联

盟签订合作协议，李培根、

林忠钦、陈学东、杨华勇、

毛明、单忠德、陆大明 7 位

院士专家被天津市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聘请为联盟特

聘专家，并在会前向各位

专家征集到具备转化前景

的科技成果 15 项，内容涵

盖智能制造、压力容器、塑

性成形技术等，均为天津

市急需的科技成果。

在会议的第二环节，

与会的 13 名专家分成 8

组，分别与天津市企业就

具体的技术需求开展现场

指导和交流。参与对接的

企业都表示，与服务团专

家们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十

分难得，参会收获很多。

本次活动由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天津市高端装

备和智能制造人才创新创

业联盟、中国科协学会服

务中心、“科创中国”京津

冀吉挂点组、天津市科协、

天津市北辰区委区政府联

合主办，天津市机械工程

学会协办。上图为会议现

场。

 （本刊记者   雪松）   

“科创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科技服务团天津行”
活动在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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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9日，罗·罗
公司宣布将成为普渡大学

高超声速地面测试中心

（HGTC）的创始成员，该中

心将是一个新的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测试机构。

该测试中心将支持美

国国防战略，并汇集众多航

空航天公司，以提升他们的

测试能力。美国国防部将

高超声速能力视为重中之

重，目前有 7 个关键的快速

原型项目正在进行，年度资

金总额达 30 亿美元，并成

立了联合高超声速过渡办

公室来协调工作。

此外，罗·罗北美公司、

普渡大学和普渡研究基金

会正在联合实施一个新的

项目，将在普渡大学建立一

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混合

动力和高空测试能力设施，

在普渡大学航空航天校区

形成一个重要的大规模测

试园区，罗 · 罗公司已经在

那里配装了电子控制设施，

并在 Zucrow 推进实验室

进行先进发动机测试。

高超声速飞行是航空

航天领域日益受到关注的

领域。高超声速通常指 5
倍或更高马赫数，这将带来

一系列挑战，例如极高的温

度和巨大的压力。新的测

试设施将使工业部门和大

学研究人员能够应对航空

航天项目发展等挑战。

新项目还包括罗 · 罗

北美公司过去 6 年在印第

安纳波利斯投资的超过 6
亿美元的先进制造技术和

设施。预计未来罗 · 罗公

司还将会对印第安纳波利

斯工厂新的测试设施追加                 
投资。

 （本刊记者   雪松）

近期，麻省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和苏黎世联

邦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在联

合开展的一项全新研究中

创造了由纳米级碳支撑结

构制成的超轻材料，这种

结构赋予了材料优异的韧

性和机械强度。这种采用

精确图案化纳米级结构设

计的“纳米结构”材料有

望成为制造轻质装甲、防

护涂层、防爆盾和其他抗

冲击结构的基础用材。

研究团队利用射出的

超声速微粒冲击材料表面

测试其弹性，发现这种材

料的内部支撑结构的每个

碳支柱直径比人类头发的

宽度还要更细，支柱密度

前所未有，这种密集的超

细支撑结构可以阻止微型

高速射弹的穿透。

经过研究人员的计

算，与钢、凯夫拉、铝和其

他重量相当的抗冲击材料

相比，这种新材料在吸收

冲击能量方面具有更明显

的效果。该研究的主要作

者、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

程助理教授 Carlos Portela
表示，与质量相当的凯夫

拉纤维相比，同等质量的

新材料在防弹能力方面效

率要高得多。如果能够实

现大规模生产，这种新材

料和使用相关概念设计的

其他纳米结构材料，可被

设计为更轻、更强的制品

或结构，替代现有的凯夫

拉纤维及钢。

这项研究工作中获得

的技术原理和相关知识，

可为超轻质抗冲击材料建

立设计原则。上图为超轻

质纳米材料的晶格结构。

 （本刊记者   雪松）

12

罗·罗公司与普渡大学合作开展
高超声速测试研究工作

超轻质纳米结构材料有望成为
装备重要防护结构用材

在多孔材料压缩变形

的初始阶段，其应力 - 应

变曲线呈现出一个较长应

力平台。但近年来备受关

注的纳米多孔金属在压缩

下呈现均匀变形，且在其

应力 - 应变曲线上未见

应力平台。一般认为，这

是由于当前纳米多孔金属

相对密度较高所致，压缩

应力平台可能在相对密度

更低的纳米多孔金属中出

现。

与传统认识相反，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

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刘凌志等发现，通

过进一步提高而非降低相

对密度，可在纳米多孔金

属中复现由非均匀变形诱

发的压缩应力平台。

研究发现，随着相对

密度升高，纳米多孔金属

压缩加工硬化率急剧下

降，在相对密度提高至约

33% 以上时呈现良好的

应力平台，其变形也从均

匀变形逐渐转变为非均匀

变形。进一步结构表征和

分析表明，纳米多孔金属

变形方式转变源自其孔棱

变形从弯曲主导向拉压主

导的转变。在较低相对密

度纳米多孔金属的压缩变

形中，由于悬挂孔棱的搭

接以及孔棱弯曲产生几何

必须位错强化，从而诱发

应变硬化并抑制应变局域

化。而在较高相对密度纳

米多孔金属中，孔棱在拉

压主导变形下更易发生位

错滑移雪崩诱发的应变失

稳，从而诱发局部变形带

的形成以及恒定载荷下递

进式的宏观变形方式。这

一转变只在孔棱直径小于

200nm，且晶粒尺寸远大于

孔棱直径的条件下存在，

或是自组装纳米多孔结构

晶体材料的共同特征。

这是在该临界相对密

度（约 33%）附近观察到

纳米多孔金属的异常力学

行为之后，该团队发现的

纳米多孔金属异于传统多

孔金属的又一特征行为。

该研究对于发展结构 - 功

能一体化高性能纳米多孔

金属材料、理解自组装纳

米结构的稳定性及表面控

制力学响应等具有重要意

义。

 （本刊记者　雪松）

在纳米多孔金属中观察到反常的
均匀-非均匀变形转变

高熵合金因其独特的

热力学性能成为各种工程

结构部件的潜在候选者，

目前，对高熵合金可焊性

研究大多局限于同种材料

焊接，因为两种基材的混

合会促进有害相的形成，

所以关于 CoCrFeMnNi 高
熵合金的异种金属焊接鲜

有报道。     
近 期，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 大学 J.P. 
Oliveira 教授团队成功地

获得了无缺陷及完全焊透

的异种接头，实现了轧制

态 CoCrFeMnNi 高熵合金

与 316 双相不锈钢的异种

激光焊接研究。采用电子

显微镜、高能同步辐射 X
射线衍射、力学性能评定

和热力学计算等方法，对

焊接接头的组织演变进行

了评定和合理化分析，进

一步扩展了高熵合金异种

焊接的研究。通过 SEM/
EBSD 图像 , 在接头的不

同部位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明显的组织特征。靠近高

熵合金一侧的热影响区相

对较薄，并且由于热循环

促进变形组织中形成大量

细小再结晶晶粒。在熔合

区，形成了较大的柱状晶，

且晶粒无明显的择优晶粒

取向。通过同步辐射及基

于热力学计算中的 Scheil 
模型，对熔合区的非平衡

凝固过程进行了热力学计

算，得出 CoCrFeMnNi（单

一 FCC 相）和 316 不锈钢

（FCC+ 少量 BCC）焊接的

熔合区同样为单一的 FCC
相的结论。

由于起始母材条件 / 

焊接热循环对热影响区和

熔合区的影响，焊接接头

会产生不同的微观结构和

局部机械性能，因此会发

生不均匀变形。尽管在强

度和延展性方面不如母

材，但该焊接接头的抗拉

强度也达到了 450MPa，断
裂应变约为 5%，断裂失效

均发生在熔合区。大部分

变形由 316 不锈钢母材和

熔合区承受，冷轧高熵合

金和焊缝的其他区域相比

承受非常小的变形。

该研究的相关论文

以Dissimilar laser welding 
of a CoCrFeMnNi high 
entropy alloy to 316 stainless 
steel 为题发表在 Scripta 
Materialia 上。下图为整个

焊接接头的显微硬度分布

图。� （本刊记者   雪松）

高熵合金和不锈钢的异种焊接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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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轴磨削颤振检测与颗粒阻尼
减振研究*

孙 浩 1，张 兵 2，唐 琦 1，王山城 1，董 超 1，姚 斌 2

（1.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哈尔滨 150060；
2. 厦门大学，厦门 361101）

[ 摘要 ]  由于航空用弹性传动轴法兰与轴之间以膜片连接，在精密磨削法兰端面时会发生严重颤振，造成磨削效率

低、质量不宜控制。为此，采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磨削过程中弹性传动轴端面的振动位移数据，根据获得的端面振

动时域和频域特征，针对性地设计一种颗粒阻尼器，并开展了结构参数优化研究。首先，根据工件结构和磨削工艺确

定了阻尼器的安装形式与外形尺寸；然后，通过离散元仿真对比研究了不同内部参数的性能，确定了最优颗粒填充

方案。最后，通过电磁激振器试验验证了设计制造的颗粒阻尼器的抑振效果。

关键词：航空用弹性传动轴；磨削颤振检测；颗粒阻尼减振技术；离散元仿真；振动抑制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8.014

* 基金项目：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 2019 年度产学研合作项目（HFZL2019CXY02）。

孙 浩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

航空轴类与精密齿轮制造。

弱刚性薄壁零件添加辅助支撑，增加

了薄壁零件的刚度和阻尼，有效抑制

了加工过程中的振动与变形。Wang
等 [2] 提出了一种将力控末端执行器

集成到机器人磨削工作单元中，实现

对薄壁壳体振动有效控制的方法。

花键 – 膜片联轴器 – 法兰一体

化制造的传动轴是军用直升机动力

分流传输的关键零件，对其制造精度

有极高的要求。其自身存在阻尼小、

弹性强、耐疲劳等优点，但是较高的

使用寿命与可靠性要求给制造加工

带来技术难题。在端面精密磨削过

程中，法兰盘在砂轮磨削力的外部激

励下会发生严重颤振，法兰盘端面产

生周期性端面跳动，导致成品的端面

跳动、平面度及表面微观形貌难以达

到设计要求。图 1 所示为弹性传动

轴简化模型。

针对薄壁类零件刚性差，切削加

工过程中经常发生颤振，难以保证加

工质量和效率的技术难题，国内外学

者开展了相关研究。Aoyama 等 [1] 为

图 1 弹性传动轴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elastic 
transmission shaft

弹性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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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等 [3] 建立了整体叶盘砂带磨

削的振动模型，通过调整磨削参数，

成功减小了磨削过程中的振动。戴

士杰等 [4] 提出了一种基于增量耦合

预测控制的颤振抑制方法，有效抑制

了风电叶片打磨机械臂末端的颤振。

吴建等 [5] 通过优化砂轮杆结构增大

了砂轮系统的固有频率和刚度，有效

提高了叶片叶尖磨削砂轮系统的加

工稳定性。目前的研究多聚焦在加

工工艺优化、机械结构设计优化以及

智能控制等领域，而在不改变设备和

加工工艺的前提下，采用附加阻尼的

方法来抑制薄壁零件磨削颤振的研

究很少，所以对薄壁弱刚性零件的阻

尼减振磨削的研究非常必要。

颗粒阻尼减振技术 （Particle 
damping technology）[6–8] 是一种通过

填充在封闭腔体内的微小颗粒之间

的摩擦和碰撞来消耗系统振动能量

的减振技术，该封闭腔体可以是外附

于主体结构的独立空腔体，也可以是

主体结构内部形成的空腔。颗粒阻

尼成本低，结构简单，减振效果明显，

在极端环境下（高 / 低温、辐射）鲁棒

性好，易于工程应用 [9–10]。颗粒阻尼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机械、航空航天

等领域的振动控制，并且取得了良好

的减振效果。肖望强等 [11–12] 研究了

颗粒阻尼器对大功率齿轮传动系统传

动过程中振动和噪声抑制的影响。刘

彬彬 [13] 设计了一种导管减振器，用于

飞机液压系统的导管结构减振，有效

提高了飞机飞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薄壁回转零件在转动磨削的过

程中，不适合安装接触式传感器检

测磨削颤振。利用激光三角反射

原理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可以实现

快速高精度的短距离非接触式在

线测量 [14–15]，可以用于被测物体的

位置及位移、尺寸等信息的检测。

周航等 [16] 将激光位移传感器用于

确定工件位姿以及螺纹孔特征中心

点。王帆等 [17] 通过搭建基于激光

位移传感器的检测平台实现了航空

叶片轮廓的快速测量。

本研究利用激光位移传感器的

高精度、高效率和非接触的特点，将

其应用于弹性轴端面磨削颤振检测，

获得了端面振动的时域和频域特征。

将颗粒阻尼技术应用于弹性传动轴

的磨削抑振，为弹性传动轴磨削工艺

优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磨削颤振检测

为提高磨削效率和质量，需要对

传动轴法兰盘磨削过程中的振动状

况进行实时检测，采用激光位移传感

器对磨削过程中传动轴端面的振动

位移数据进行测量。基于激光位移

传感器的磨削颤振检测系统方案如

图 2 所示。

在传动轴法兰盘端面的正常磨

削加工过程中，测量端面的振动位移

数据。激光位移传感器的采样频率

设置为 50kHz，可以采集到更多的细

节信息。图 3 为测点处振动位移数

据的时域图和频域图。

从时域图可以看出，磨削过程中

端面跳动比较明显，振动较大，端面

跳动峰峰值最大达 0.25mm。同时

观察频谱图，振动能量主要集中在

100~200Hz 频率段，其中在 162Hz 时

振动能量最大，在后续减振分析中应

重点考虑。

激励
砂轮磨削

PC端
数据分析处理

数
据

数据

采集
数据采集卡 激光位移传感器

传
输

端面

跳动

图 2 检测系统方案

Fig.2 Detection system scheme

图 3 磨削加工过程中法兰端面振动位移时域和频域图

Fig.3 Vibration displacement time domain and frequency domain diagram of 
flange end face in grind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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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阻尼器结构设计

颗粒阻尼器的结构应根据其安

装位置的结构特征进行设计。为达

到最好的减振效果，颗粒阻尼器的最

佳安装位置应在主体结构的振动敏

感位置。为确定该弹性传动轴振动

敏感位置，在 ANSYS 中对其进行模

态仿真，得到该传动轴前三阶固有频

率及相应模态振型，如表 1 所示，可

以看出，传动轴振动敏感区域为法兰

盘和膜片之间的结构。

传动轴磨削加工示意图如图 4
所示。法兰盘与膜片之间的空缺喉

颈部位空间较大，且处于传动轴的振

动敏感位置，又非常接近振源，所以

确定该喉颈位置为颗粒阻尼器的安

装位置。为了生产现场安装灵活方

便，阻尼器设计成半环式成对使用，

安装夹紧采用卡箍箍紧的方式。法

兰盘磨削加工包括端面的磨削和外

圆的磨削，为了避免与砂轮的干涉，

应该严格控制阻尼器的轴向尺寸。

考虑到阻尼器空间和耗能效率的因

素，腔体选择曲面内壁结构。为了

保证结构体密封效果良好，腔体上

侧采用密封盖板与阻尼器通过螺栓

密封连接。考虑阻尼器质量过大会

导致传动轴产生较大应力以及阻尼

器定制加工的生产周期过长的问

题，阻尼器加工采用快速增材制造

3D 打印技术，材料选择质量较轻且

强度较高的 ABS 材料。具体结构细

节设计根据实际传动轴的喉颈部位

结构而设计，颗粒阻尼器结构如图 5
所示。

颗粒阻尼器参数优化
仿真计算

离散元素法是一种有效反映颗

粒真实运动的数值模拟方法，能够同

时分析颗粒间以及颗粒与腔体边界

之间的相互作用。离散元素法为具

有复杂交互作用的不连续颗粒介质

运动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将

颗粒介质看作一系列的离散单元，建

立数学模型，进而通过数值模拟仿

真，得到离散单元的运动以及力学信

息，为颗粒流的运动预测提供了新的

解决方案。

1 颗粒碰撞耗能机理分析

颗粒阻尼技术的能量损耗主要

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颗粒间

及颗粒与腔体间的非弹性碰撞耗能；

另一方面是颗粒间及颗粒与腔体间

的摩擦耗能。

式（1）代表非弹性碰撞耗能：

E
m m e v

m m
i j

i j
1

2 21
2

=
−

+

( ) | |
( )

 （1）

其中，mi 为颗粒 i 的质量；mj 为单元

j 的质量；e 为颗粒恢复系数；v 为颗

粒 i与单元 j间发生碰撞的相对速度。

式（2）代表摩擦耗能：

表 1 传动轴模态振型

Table 1 Modal shape of transmission shaft

阶数 频率 /Hz 最大变形量 /mm 振型图

1 168.67 0.26  

2 279.84 0.18  

3 340.68 0.37

图 4 磨削加工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grinding process

阻尼器安装位置

砂轮

装夹部位
法兰待磨削部位

图 5 颗粒阻尼器模型

Fig.5 Particle damp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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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ij ij2 = µ δ| |  （2）
其中，μ为两单元间摩擦系数；Fij 为

两单元间的摩擦力；δij 为两单元间

的相对位移。

式（3）代表系统能量总消耗：

E = E1 + E2 （3）
从式（1）~（3）可以看出，影响

系统耗能的主要因素为接触单元质

量、颗粒恢复系数、单元间摩擦系数、

颗粒相对位移等，而这些因素主要受

颗粒材质、颗粒直径、颗粒填充率等

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

颗粒材质、颗粒直径和颗粒填充率

等颗粒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以期最

大程度提高传动轴的阻尼，抑制传

动轴的振动。

2 EDEM 仿真设置

利用离散单元法软件 EDEM 对

颗粒阻尼器进行参数优化的仿真计

算，探究不同的颗粒配置方案（颗粒

材质、颗粒直径、阻尼器填充率）减

振效果的优劣。仿真分为前处理、动

态模拟计算和后处理 3 个部分。

首先，基于 Solidworks 完成阻

尼器的实体建模，通过 Solidworks 与

EDEM 接口将阻尼器模型导入 EDEM
中，完成材料、直径、填充率和激励

等的设置。激励信号采用正弦激励，

设置正弦激励频率为 162Hz，幅值为

0.25mm。

其次，设置时间步长为 Rayleigh
时间步长的 30%，网格尺寸为最小颗

粒半径的 3 倍，激励作用时间为 1s。
最后进行分析计算和后处理。

3 参数优化仿真结果分析

图 6 为颗粒阻尼器离散元模型，

模拟了振动过程中颗粒阻尼器中颗

粒的真实运动情况，粒子的不同颜色

表示不同的实时速度，粒子在低速

（蓝色）到高速（红色）之间实时变化。

根据颗粒碰撞耗能机理，颗粒材

质、颗粒直径、颗粒填充率等颗粒参

数是影响系统耗能的主要因素。为

了得出最优的颗粒阻尼器参数配置

方案，实现振动控制的最大化，针对

以上 3 种参数应用 EDEM 软件开展

仿真计算。

首先针对不同颗粒材质的减振

效果进行探究，综合考虑实际应用和

成本，选用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牌

号 Y12Cr17）、灰铸铁（牌号 HT200）、
氧化铝和氧化镁 4 种不同材料的颗

粒。相应的属性参数如表 2 所示。

仿真参数设置同上一节，颗粒直径统

一选择 3mm，填充率选择 90%，设置

不同的颗粒材质属性。统计 1s 内不

同材质颗粒总能量损耗情况，如图 7
所示。

从颗粒接触总耗能随时间变化

的响应来看，不同材质的颗粒对阻尼

表 2 不同材质颗粒属性参数

Table 2 Particle attribute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颗粒材质 密度 /（g ·mm–3） 弹性模量 /GPa 泊松比

不锈钢 7.78 200.00 0.28

灰铸铁 7.20 148.00 0.31

氧化铝 3.97 38.00 0.27

氧化镁 2.75 43.60 0.32

图 6 颗粒阻尼器离散元模型

Fig.6 Discrete element model of particle damper

图 7 不同材质颗粒单位时间系统总耗能

Fig.7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time of particle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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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减振效果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其中不锈钢颗粒随时间的积累，能量

损耗量最多，减振效果最好。灰铸铁

颗粒表现出了和不锈钢相似的性能。

而氧化镁和氧化铝颗粒的耗能速率

远低于不锈钢颗粒，减振效果差。由

于 4 种材料的泊松比比较相近，难以

判断其对耗能的影响。而对于密度，

就本研究 4 种材料而言，数值越大，

颗粒耗能越大，减振效果越明显。本

研究的后续仿真和试验都将基于不

锈钢颗粒来开展。

对颗粒直径和颗粒填充率对耗

能的影响进行仿真分析，不同颗粒直

径和不同颗粒填充率的配置方案及

仿真耗能结果如表 3 所示。

图 8 为不同颗粒直径和不同填

充率仿真耗能的趋势图。从填充率

角度分析，能量损耗随填充率的增

加先增加后减少。填充率较小时，

颗粒数量有限，单元间的碰撞摩擦

少，故能量损耗较少；填充率较大

时，颗粒堆积过多，运动空间较小，

限制了颗粒运动，故能量损耗较少。

不同颗粒的直径下，最优填充率不

同。从颗粒直径角度分析，2~3mm
之间，能量损耗较多。综合分析，

当颗粒直径为 3mm，颗粒填充率为

80% 时，系统能量损耗最多，减振效

果最为明显。

试验验证

为了验证颗粒阻尼器的减振效

果，搭建振动试验平台，将仿真得到

的最优阻尼器参数配置方案应用于

振动试验，与不安装减振器的试验数

据对比，观察阻尼器的振动抑制效

果。振动试验台如图 9 所示。

试验激励信号与仿真激励信号

保持一致。首先通过信号发生器设

置正弦激励的频率为 162Hz，同时调

节输入电压幅值，通过激光位移传感

器检测法兰盘端面跳动值，直至端面

跳动峰峰值在 0.25mm 上下波动时，

记录此时的输入电压幅值为 57V。

故试验激励信号设定频率为 162Hz，
电压幅值为 57V。颗粒材料选用不

锈钢颗粒，颗粒直径选择 3.0mm，颗

粒填充率选择 80%。同时利用激光

位移传感器，分别采集不安装颗粒阻

尼器与安装颗粒阻尼器时传动轴法

兰盘端面的位移数据。所得试验数

据的时域信号及其对应频谱图如图

10 所示。

从图 10（a）的时域信号图中可

以看出，在一个振动周期内，安装颗

粒阻尼器后，法兰盘端面跳动得到了

明显抑制，最高抑制比达 70.4%，说

明颗粒阻尼器减振效果明显。振动

幅值越大，振动抑制效果越明显，且

安装阻尼器后端面跳动振动波形变

化趋于缓和。

同时观察图 10（b）频谱图，未

安装颗粒阻尼器时，存在 2 个谱峰，

分别在 114Hz、149Hz 时取得峰值，

峰值为 0.0147mm、0.0114mm。安装

颗粒阻尼器后，只存在 1 个谱峰，在

82Hz 时取得峰值，峰值为 0.005mm。

在其他频段响应值也均有明显下降，

且安装颗粒阻尼器后，谱峰出现时的

频率不在传动轴的固有频率上，不会

出现明显的共振现象。

表 3 仿真耗能结果

Table 3 Simulation resul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填充率 /%
不同颗粒直径的耗能 /J

1.0mm 1.5mm 2.0mm 2.5mm 3.0mm

30 0.065 0.050 0.072 0.042 0.040

40 0.071 0.162 0.129 0.045 0.134

50 0.116 0.184 0.201 0.146 0.244

60 0.096 0.138 0.208 0.307 0.282

70 0.077 0.107 0.164 0.250 0.298

80 0.060 0.081 0.117 0.326 0.344

90 0.030 0.062 0.105 0.185 0.249

图 8 阻尼器参数优化仿真

Fig.8 Optimization simulation of damper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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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振动试验平台

Fig.9 Vibration experiment platform

激光位移传感器

弹性传动轴

颗粒阻尼器

电磁式激振器

结论

本研究搭建了基于激光位移传

感器的磨削颤振检测平台，准确获得

了传动轴法兰盘端面磨削过程中的

振动位移数据，识别了端面振动的时

域和频域特征。

通过离散元仿真验证，颗粒直径

和颗粒填充率对阻尼器耗能的影响

是非线性的，密度越大的颗粒材料耗

能效果越明显。通过电磁激振器试

验验证了最优阻尼器参数下（颗粒材

质为不锈钢，颗粒直径 3.0mm，颗粒

填充率 80%）传动轴端面跳动峰峰

值减幅达 70.4%，阻尼器减振效果优

异。研究颗粒材质、颗粒直径及填充

率对阻尼器减振性能的影响，有助于

航空用弹性传动轴磨削振动控制效

果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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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Engineering, 2019, 53(6): 104–107.

通讯作者：姚斌，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复杂

曲面成形原理与齿轮啮合理论、先进制造工

艺及智能制造装备技术、金属切削机理及先

进刀具设计、超硬材料精密磨削技术、机床—

工艺交互作用机理研究。

Research on Chatter Detection and Particle Damping of 
Elastic Shaft Face Grinding

SUN Hao1, ZHANG Bing2, TANG Qi1, WANG Shancheng1, DONG Chao1, YAO Bin2

(1. AECC Harbin Dongan Engine Co., Ltd., Harbin 150060, China;
2.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1, China)

[ABSTRACT] The flange of elastic transmission shaft is connected with the shaft by diaphragm, serious chatter will 
occur in precision grinding of flange end face, resulting in low grinding efficiency and poor quality control. Therefore, 
a laser displacement sensor is used to measure the vibration displacement data of elastic transmission shaft end face in 
grind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time domain and frequency domain characteristics of end face vibration, a particle 
damper is designed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structural parameters is carried out.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workpiece structure 
and grinding process, the installation form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of the damper are determined. Then, the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internal parameters are compared by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and the optimal particle filling scheme 
is determined. Finally, the vibration suppression effect of the designed particle damper is verified by the experiment of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exciter.
Keywords: Elastic transmission shaft for aviation; Grinding chatter detection; Particle damping technology;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Vibration suppression

（责编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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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睿豪

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材

料信息学。

金元素可用于合金化，导致了巨大的

未知成分空间；另一方面，为了优化

合金的微观组织结构，需要同时调控

热处理温度、时间、变形量等多种加

工工艺参数，产生了巨大的未知工艺

参数空间 [3]。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

材料研发方法如试错法和经验法难

以实现材料的快速筛选、设计和开

发，亟须发展新的研究手段，提升航

空发动机材料的研发效率。

材料基因工程是近年来新兴的

材料研发新范式，通过融合高通量试

验、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实现材料研

发时间和成本的同时减半 [4]。其中，

基于高通量试验和计算产生的数据，

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材料数据中潜

在的模式或者物理规律，加速新材料

的设计与开发，是近几年来的研究热

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技术的

明珠，航空发动机材料是高性能航空

发动机的基础。伴随着航空发动机

的发展，其主要部件所采用的材料也

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例如，从早期一、

二代发动机主要使用金属结构材料

如高温合金，到第四代发动机中复合

材料的引入 [1]。近年来，新一代航空

发动机对推重比、压气机增压比、涡

轮前入口温度等性能指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因此，设计和开发新型的

航空发动机材料，满足在更高温度、

更高压力、更高速度等极端环境下的

长期服役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工程应用价值 [2]。但是，复杂的成

分构成和加工工艺使得航空发动机

材料的设计和开发耗时较久，成本较

高。以传统的高温合金为例，多种合

数据驱动的航空发动机材料
设计研究进展*

袁睿豪，廖玮杰，唐 斌，樊江昆，王 军，寇宏超，李金山

（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72）

[ 摘要 ] 数据驱动的材料设计模式已经广泛应用于材料科学研究中，以加速新材料从研发到应用的进程。机器学习

技术能够挖掘数据中存在的潜在模式或规律，是数据驱动材料设计模式的研究关键和热点。其中，基于主动学习的

策略已经成功指导了多种新材料的开发。首先，介绍了主动学习的研究思路、构成要素及每个环节常用的方法；其

次，以航空发动机材料如高温合金、钛基合金、复合材料、热障涂层等为例，介绍了机器学习在其中的具体应用和取得

的效果；最后，针对航空发动机材料的恶劣服役环境，展望了机器学习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材料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

可能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材料基因工程；机器学习；主动学习；航空发动机材料；高温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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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传统的计算和理论模拟不同，

数据技术如机器学习等仅需要从数

据出发，构建成分、工艺、组织等和目

标性能之间的映射关系，实现对所需

性能的正向预测，或者基于构建的预

测模型，逆向指导最佳成分或工艺参

数的选择 [5]。这一研究方法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了理论模型难以处理复

杂材料体系的难题，例如，相图计算

方法需要大量的热力学数据，对于多

元体系的计算精度难以保证；第一

性原理计算能够保证计算精度，但是

计算规模通常是几百个原子，限制了

在复杂多元体系中的应用 [6]。值得

注意的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材料开发

是从数据出发的，意味着这一研究方

法不受限于特定尺度，可以实现微

观、介观、宏观的多尺度建模。

最近，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路也逐

渐被用于航空发动机材料的研究中，

以提升材料的研发效率，预测极端条

件下的服役性能等。本论文主要从

以下 3 个角度进行讨论：首先，以最

近广泛应用的主动学习为例，详细讨

论如何进行数据库构建、机器学习建

模和模型评估、优化算法指导材料选

择以及试验或计算的验证；其次，以

航空发动机材料，即高温合金、钛合

金、复合材料、热障涂层为例，介绍了

机器学习在其中的具体应用；最后，

对机器学习在材料中的应用进行总

结，针对航空发动机服役环境的复杂

性，讨论了机器学习在航空发动机材

料的研究中所面临的难题，并提出了

可能的解决思路。

数据驱动的材料研究进展及
基本思路

目前，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驱

动材料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 3 个方

面： （1）通过构建成分、组织、结构与

性质、性能之间的定量预测模型，加

速新材料的开发； （2）基于大量的数

据，提取潜在的规律，获得新的物理

知识； （3）通过融合已有的成熟理论

模型，进一步加速数据模型的性能优

化效率。例如，通过直接构建高温合

金成分与 γ′ 相溶解温度的数据模型，

实现对具有高 γ′ 相溶解温度合金成

分的快速筛选 [7] ；构建材料的描述

符，通过特征工程，确定影响材料性

能的关键基因，指导新材料的设计 [8]；

通过将已有的理论与数据模型结合，

对未知材料空间进行预先筛选，实现

高性能铁电材料的快速开发等 [9]。其

中，基于主动学习的材料开发策略在

不同的材料体系中均获得了成功 [10]。

因此，本文将以主动学习为例，简要

介绍数据驱动材料设计的思路和关

键步骤，主要包括以下 5 个部分：材

料数据库的特点及构建；材料描述

符的构建及筛选；机器学习模型的

构建和评估；优化试验设计；试验 /
计算验证及反馈。

1 主动学习简介

与传统的基于机器学习的材料

设计思路相比，主动学习包括优化试

验设计和数据反馈环节，这一环节能

够在迭代的过程中快速提升机器学

习模型的性能，进而加快材料研发效

率。如图 1 所示 [10]，首先，基于文献

或实验室累计数据，构建所需的数据

库，并利用数据算法，对数据进行清

洗、降维等处理，以满足后续机器学

习建模的需求；其次，根据对所研究

材料的理解，构建材料描述符，增强

后续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能力；再

次，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均能够用于

数据模型的构建，因此，需要利用标

准误差等判据对数据模型的性能进

行评估；相对于未知数据，已有数据

体量通常较小，导致预测过程存在不

确定性，基于预测值和伴随的不确定

性，结合优化算法推荐最具期望的新

材料进行验证；最后，基于算法的推

荐，进行样品的制备、测试与表征（或

者第一性原理计算），并将数据反馈

到初始数据集，进行下一轮迭代，直

至找到满足要求的目标材料 [10]。在

主动学习中，迭代停止准则可以基于

以下 3 个方面考虑：材料已经满足目

标性能；优化算法的提升指标已经

收敛；预算难以满足更多次迭代。

2 数据库的构建

高质量的数据库是保证数据模

型的预测精度和外推能力的基础。

对于主动学习，数据库需要包括输入

变量和输出变量，输入数据通常包括

材料的元素含量、种类、晶体结构、加

工工艺、微观结构等，输出数据包括

材料的目标属性如力学性能、物理性

能、化学性能等。在实际应用中，难

以快速获得高质量的试验数据和理

论模拟数据，需要借助文献中已经发

表的数据或者已开放的数据库。对

于文献数据，可以采用文本挖掘结

合自然语言处理实现对数据的快速

提取 [11–12]。另外，目前存在多个开

源数据库，例如 Materials Project[13]、

AFLOW[14] 以及无机晶体结构数据

库（ICSD）[15] 等，包含数十万条数

据，能够为模型提供大量的数据进行

训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试验条件

图 1 基于主动学习的材料设计 
Fig.1 Materials design based on active learning

统计模型推断

数据库

适应性
试验设计

第一性
原理计算

材料的分析
和表征

全局搜索
（探索和开发）

成功

局部抽样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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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操作方式不一致，文献中的数据

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对同种

材料同种工艺，可能会产生偏差很大

的结果，这需要在使用过程中仔细甄

别。同时，已有的开源数据库通常基

于理论模拟计算，和试验测试数据之

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如何将理论

模拟数据用于指导试验设计，需要研

究人员进行合理的考量。基于文献

或者开源数据库建立的数据集，可能

存在数据缺失或者重复的问题，可以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数据进行清洗、

补全等处理，保证后续高性能机器学

习模型的建立。

3 材料描述符的构建与筛选

材料描述符需要具有以下性质：

相对于目标性能更容易获得、维度适

中、具有可解释性。优异的描述符

在提升数据模型性能的同时，能够

增强模型的可解释性。材料描述符

的构建可以采用手动和自动两种方

式。前者通常包括以下 3 类： （1）材

料的物理特性如原子半径、电负性

等； （2）材料晶体结构的坐标等； （3）
对结构或者成分的二进制编码表示

（One–hot）[7，16–17]。后者可以采用神

经网络模型等对已有数据如组织结

构图片进行建模，提取能够代表图片

信息的关键潜在变量，即描述符，进

行图片的重构和后续优化 [18–19]。由

于描述符的数值在数量级上会存在

较大差别，可能导致模型偏向于某一

特定描述符。因此，在建立数据模型

之前，通常需要对描述符进行归一化

处理，即将描述符映射到某一特定数

值区间内，常用的归一化公式有：

x x x
x x

* =
−
−

min

max min
或

x x x
x x

*

max min
=

−
−

 （1）

分别可以将数据映射到 [0，1] 和 [–1，
1] 区间，其中 xmax 和 xmin 分别表示某

一描述符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

为该描述符数据的均值 [20]。

描述符维度过高一方面会降低

模型的训练效率，另一方面，不同描

述符可能代表着类似的信息。为此，

需要对描述符进行预先筛选，提取

与目标性能最相关的描述符。评估

描述符本身与目标性能之间的相关

性的算法有多种，如皮尔逊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PCC），

这一算法可以表征两个变量之间的

线性相关性，但对于一些非线性的

关系则难以捕捉 [21] ；最大互信息系

数（Maximal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MIC）能够评估描述符间的复杂函数

关系，如抛物线、三角函数等非线性

关系。常用的描述符相关性表征算法

和特点如表 1 所示 [22]。除了相关性

分析，还有重要性排序算法如 Lasso、
随机森林、决策树等，能够根据描述

符对目标性能的影响程度进行重要

性排序 [27–28]。经过筛选的描述符，可

以进一步通过最佳子集选择、遗传算

法等，确定最佳的描述符组合。

4 机器学习模型的构建与评估

基于构建的数据库，可以用多种

机器学习算法训练代理模型，例如，

线性模型、多项式模型、支持向量机、

神经网络等。线性模型和多项式模

型是基于最小二乘法，通过将均方误

差最小化确定模型的参数。这一算

法形式简单、容易解释，但效果通常

难以满足要求。对于具有复杂模式

的数据，需要更加复杂的算法如支持

向量机和神经网络等。支持向量机

在处理小数据量问题时展现了优异

的性能，基本思想是利用核函数将数

据映射到更高维度的空间，通过最大

化不同类之间的超平面，实现分类效

果，如图 2 所示，其中少数支持向量

决定了最终结果，这使得该模型不仅

算法简单，而且可以抓住关键样本，

去除冗余样本对分类的影响 [29]。但

是，支持向量机算法在应对大规模样

本时会耗费大量的机器内存和运算

表 1 相关性算法与特性

Table 1 Correlation algorithms and characteristics

相关性算法 适用范围 是否标准化

MIC 线性、非线性数据 是

Pearson 线性数据 是

Spearman[23] 线性、简单单调非线性数据 是

Kendall[24] 线性、简单单调非线性数据 是

阈值相关 [25] 线性、非线性数据 是

距离相关 [26] 线性、非线性数据 是

图 2 支持向量机算法的二维平面表示

Fig.2 Two-dimensional plane representation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lgorithm

支持向量

类别1

类别2

超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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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从而难以实施，对于多分类问题

也需要结合其他算法或组合多个二

分类支持向量机解决。神经网络模

型理论上可以映射任何复杂的非线

性关系，但一般需要很多数据训练模

型，同时，过多的超参数使得模型训

练耗时长、成本高，并且模型通常难

以解释。

在数据模型构建之后，为了避

免过拟合和欠拟合，需要对模型性

能进行评估。通常采用交叉验证的

方法，将初始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

和测试集，计算模型的误差或者精

度。例如十折交叉验证是将训练数

据集等分为 10 个子集，每次选用

其中 9 个子集作为训练集训练模

型，剩余的一个子集用作测试集测

试模型性能，依次迭代 10 次，直至

每个子集都曾被用作测试集。由于

十折交叉验证利用训练集的子集进

行了测试验证，因此能够避免预测

模型的过拟合，更可靠地评估模型

的泛化能力。对于分类模型，常用

的性能评估指标有准确率、错误率、

ROC 曲线等。对于回归模型，常用的

指标有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均方误差（Mean squared 
error，MSE）、决定系数（R2）等，表

达式分别如下：

MAE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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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 表示目标性能的实际值；y-i

表示实际值的均值；ŷi 表示模型的预

测值；N 为数据集材料的个数。

5 优化试验设计

未知材料空间巨大，无法对所

有候选材料组分或者工艺参数进行

验证。因此，需要借助优化算法，推

荐最有可能提升材料性能的成分或

者工艺参数组合，最大程度减少试

验验证的次数 [10]。常用的优化算法

基于以下两种策略的平衡，即探索

（Exploration）和开发（Exploitation）。
探索的策略主要考虑选取未知材料

分布中预测值不确定性最大的成分

点，反馈到初始数据集，最大程度矫

正数据模型对预测不准确的数据点

的评估，但是，所推荐成分的性能通

常难以满足要求。开发的策略基于

对未知材料的预测，直接选择具有最

大预测值的材料进行试验验证，虽然

能够发现高性能材料，但可能会限于

局部极值。因此，需要能够同时平衡

开发和探索的策略，即全局优化算法

（Efficient global optimization），可以

同时考虑预测值和伴随的不确定性，

在保证推荐高性能材料的同时，能够

跳出局部极值，最终提升新材料的开

发效率。

6 验证和数据反馈

主动学习中的关键一步便是

数据的反馈，因此，基于优化算法

推荐的成分或者工艺，需要进行试

验或者模拟验证，将数据反馈到初

始数据集，快速提升数据模型的

性能，提升迭代的效率。目前，所

用的验证方法主要为试验。但是，

对于某些极端条件或者电子尺度

的性能，试验表征难以实现，可以

选择理论模拟的手段进行验证。

例如基于密度泛函理论（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DFT）可以计算

晶体在 0K 下的各种性质如弹性模

量、带隙等 [30] ；基于热力学理论的

CALPHAD（Calculation of phase 
diagram）计算可以模拟和预测材

料的相图 [31]；分子动力学（MD）和

有限元模拟（FEM）可以分别在微

观尺度和介观尺度上预测材料的相

变和力学行为 [32–33]。

数据驱动方法在航空
发动机材料中的应用

航空发动机材料的恶劣服役环

境给材料的研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新材料从开发到应用可能要经过数

十年的时间。本部分将以典型的航

空发动机材料为例，如高温合金、钛

基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热障涂层

等，介绍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驱动方

法在其中的应用及最新进展。

1 高温合金

针对高温铁基奥氏体不锈钢的

抗蠕变性能，Shin 等 [34] 将热力学计

算的高温下相体积分数、相元素含量

等作为输入变量建立模型，发现这些

基于热力学计算的参量对蠕变性能

的数据模型有较大影响。之后，该团

队结合热力学参数和机器学习预测

了 9%~12% Cr 铁素体 / 马氏体钢在

不同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发现在较低

温度下模型的 R2 可以达到 0.9 以上，

但是，随着温度升高，模型的准确率

迅速下降，这可能是高温下数据缺乏

和变形机制的改变所导致的 [16]。在

机器学习预测钴基或镍基高温合金

性能的研究中，Yu 等 [7，35] 采用合金

成分，元素性质和时效温度、时间等

热处理工艺参数作为描述符，成功预

测了高温合金中 γ′ 相的溶解温度和

体积分数等；Zou 等 [36] 采用多重扩

散法（Diffusion–multiple approach）获

得了 1375 个具有 γ/γ′ 两相区的材料

成分和 γ′ 相的体积分数，利用建立的

数据库，通过随机森林、深度神经网

络等算法构建了能够准确预测高温

合金 γ′ 相体积分数的机器学习模型。

此外，Tamura 等 [37] 利用机器学习建

立了气体雾化过程参数与晶粒尺寸

的关系，所得结果与 Lubanska 提出

的公式中的趋势一致，并以此优化了

Ni–Co 基高温合金粉末冶金过程的

工艺参数。镍基高温合金中拓扑密

堆相（TCP）的存在会消耗强化元素

并促进裂纹的产生，针对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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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等 [38] 基于高通量试验获得的数

据库，以合金成分和元素的混合熵、

价电子浓度等物理参数为描述符，利

用机器学习预测了合金中拓扑密堆

相的存在，可以指导合金成分的快速

筛选。上述利用材料微观结构的研

究都采用了人工识别的方法，而在另

外一项研究中，Khatavkar 等 [18] 利用

图像识别技术提取材料微观结构信

息作为描述符，如图 3 所示 [18]。首

先将 CMSX–6 和 DZ125 两种镍基高

温合金的原始扫描电镜图像（图 3（a）
和（d））进行阀值处理，产生只有黑白

两种颜色的图像，如图 3（b）和（e）
所示；之后通过图像识别技术提取图

片信息如图 3（c）和（f）所示，作者

将这种描述符用于机器学习并实现

了对镍基高温合金硬度的精确预测。

2 钛基合金

人工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技术

已广泛应用于钛基材料的研究中，如

对 Ti–6Al–4V 合金的流动应力 [39]、

微观组织演化 [40]、机械性能 [41] 与工

艺参数 [42] 的预测等。Arisoy 等 [43]

利用随机森林模型研究了切削速度、

刀具几何形状等工艺参数对合金显

微组织和性能的影响，并通过遗传算

法，根据所需的组织和硬度选择合适

的加工工艺。Harsha 等 [44] 利用神经

网络算法研究了切削速度、给进量、

切削时间等输入参数与刀具磨损、钛

合金表面粗糙度等输出响应之间的

关系。另外，有研究通过机器学习

预测了 Ti–6Al–4V 合金切削过程中

的无颤振加工条件，并提高了工件

表面的质量和刀具寿命 [45]。对于其

他的钛基合金，有学者利用神经网

络模型，预测了纳米 B4C 粒子增强

型 Ti–6Al–4V 合金磨损性能 [46] ；根

据钛合金成分和热处理温度预测合

金中的 α 相和 β 相的体积分数 [47] ；

建 立 了 Ti–2Al–9.2Mo–2Fe 合 金 应

变量、应变率、温度和流变应力之间

的预测模型，优化了热加工条件 [48] ；

以钛合金相组成、氧化温度、氧化时

间、氧气和水蒸气含量作为描述符，

通过梯度提升树、随机森林和 k– 近

邻 3 种机器学习模型预测合金高温

氧化的抛物线速率常数，其中梯度

提升树模型的 R2 可以达到 0.92，这
是一种基于梯度下降法和决策树的

集成算法，泛化能力较强，可以灵活

处理各种类型的数据，包括连续值

和离散值 [49] ；基于扩散复合技术产

生的多组分变化数据库，通过 BP 神

经网络建立了新型钛合金（Ti–3Al–
2Nb–1.2V–1Zr–1Sn–xCr–yMo）的成

分 – 显微组织 – 性能之间的模型，并

成功设计出性能优异的钛合金 [50]。

3 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因其优异的耐高温、抗

氧化、高比强度、抗蠕变等性能，是

新一代航空发动机备受青睐的新型

材料，包括陶瓷基复合材料、碳 / 碳复

合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等 [51]。神经

网络模型常应用于复合材料性能和

行为的预测，如图 4 所示 [52]，Pramod
等 [52] 建立了预测 Al2O3 颗粒增强

Al2075 复合材料磨损性能的人工神

经网络模型，以密度、施加载荷、滑动

距离和颗粒的质量分数作为描述符

预测表面磨损高度，其中隐藏层的作

用是把输入数据的特征抽象到另一

个维度空间，使得更抽象化的特征能

够更好地映射模型输出。SiCf  – BN/
SiC 复合材料中的纤维分布和基体

形成层状结构，这种结构使得合金的

（a）CMSX-6初始扫描
电镜显微图像

（d）DZ125初始扫描
电镜显微图像

（b）CMSX-6经图像处理产
生的两相分离二进制图像

（e）DZ125经图像处理产
生的两相分离二进制图像

（c）CMSX-6图像识别算法的
输出结果

（f）DZ125图像识别算法的
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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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得到镍基高温合金微观结构信息

Fig.3 Microstructure information of Ni-based superalloys obtained through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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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复合材料的磨损性能

Fig.4 Neural network model used to predict the wear performance of composit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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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基体在横向载荷下产生的连续

性受损成为引发失效事件的关键因

素。针对这一现象，Patel 等 [53] 通过

神经网络模型量化连续纤维增强陶

瓷基复合材料在相关尺度下的损伤，

预测出最能抵抗基体损伤的纤维微

结构。Canakci 等 [54] 以时效温度、时

间等热处理工艺参数、B4C 增强颗粒

的尺寸和体积分数作为输入，硬度、

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弹性模量作为

输出，建立了预测 Al–Cu–Mg 基复合

材料性能的神经网络模型（错误率仅

有 2%），发现热处理工艺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材料性能。随着复合材料

制造技术的提升，分级、多孔、多维等

复杂结构大大扩展了复合材料的设

计空间，也使得结构优化变得至关重

要，机器学习正是一种选择最佳结构

的有效手段，从而发挥复合材料的最

大潜力。

4 热障涂层

晶格热导率决定了非金属材料

的导热能力，是设计热障涂层的重

要参数。Chen 等 [55] 通过基于随机

森林的特征选择建立了高斯回归模

型预测晶格热导率，在 19 个样本的

测试集里达到 0.93（R2）的准确性，

但由于数据集较小，存在过拟合的风

险。为了提高泛化能力，Juneja 等 [56]

结合通过高通量计算得到的描述符，

利用包含 2162 种材料的数据集进行

机器学习，得到了高鲁棒性的预测模

型，实现了对晶格热导率的准确预

测。Loftis 等 [57] 关注了符号回归、多

层感知器的深度神经网络、随机森林

回归 3 种模型在 347 个样本的数据

集上对晶格热导率的预测能力和不

同特点，随机森林通过集成学习降低

了过拟合的风险；多层感知器的深

度神经网络能够从数据集中准确发

现非线性关系；符号回归虽然计算

量大、耗时长，但会产生具有物理意

义的公式，图 5 所示为符号回归得到

的公式和预测结果 [57]，公式中的符

号都为数据集中包含的描述符，这对

理解描述符的作用和设计具有高晶

格热导率的涂层材料有很大的价值。

描述符的数据可以来源于各种测量

仪器，有学者利用神经网络模型学习

红外成像数据，模拟热响应与热障涂

层厚度的关系 [58]；通过 BP 神经网络

优化超声反射系数谱特征参数，并利

用高斯回归算法预测热障涂层的孔

隙率，其误差小于 5.3% [59]；通过多元

线性回归、BP 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

3 种模型，结合涂层的太赫兹光谱特

征预测材料的微观结构（孔隙率、孔

隙裂纹比、孔径等） [60]。数值型、图

案型、图表型等不同类型的数据都可

以通过特征工程转化为可用于机器

学习的数据，从而帮助理解机器学习

模型和分析原始数据与目标性能的

关系。

5 分析与讨论

通过机器学习模型预测材料力

学性能或断裂、氧化等失效行为的关

键在于寻找合适的描述符，从而提高

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和可解释性，因

此，如何收集和选择描述符数据是材

料研究与机器学习结合的重点之一。

对于高温合金，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

是决定其性能的重要因素，但这种

信息往往需要研究人员或专家从材

料的显微图像中提取，过于依赖科研

人员的个人知识与经验。研发适用

于材料科学的计算机图像识别技术，

可以从文献资料里大量的显微图像

中快速有效地提取关键信息，甚至得

到一些研究人员难以直接观察到的

结构信息。高温钛合金常用于航空

航天发动机复杂结构件，对性能要求

较高的同时也提高了加工工艺的难

度，如何采集各种工艺参数及其对工

件性能或结构变化的响应信息，并将

其转化为可用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是

应用这一技术设计工艺参数的关键。

另一方面，钛合金的组织与性能对热

处理温度、时间等工艺参数敏感，例

如合金在 β 转变温度以上退火时，晶

粒会迅速长大，从而降低材料的力学

性能，因此，这要求机器学习模型能

够准确预测材料性能并通过逆向设

计推荐合适的参数。在复合材料领

域，机器学习对界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见，而这一因素对复合材料的物理、

化学等性能有重要的影响，界面的结

合状态和强度，以及界面的传递效

应、阻断效应、不连续效应等都可以

应用机器学习进行研究。降低热导

实际值

训练点数：347个，R2=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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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符号回归得到的计算公式与模型的预测结果

Fig.5 Calculation formula and results of model prediction based on symbol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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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设计热障涂层的首要目标，目前

机器学习的应用只集中于普通材料

的晶格热导率，而忽略了涂层本身的

微观结构和形态也是影响其导热能

力的重要因素。

结论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机器学习在航空发

动机材料中的应用，主要关注了基

于主动学习的材料开发和优化策

略，对主动学习中每一个步骤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并系统回顾了

机器学习或者数据驱动算法在高温

合金、钛基合金、复合材料、热障涂

层等方面的应用。虽然目前机器学

习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航空发动

机材料研究中，但是依然存在大量

的问题，需要用机器学习技术去解

决。例如，目前的方法主要集中于

利用机器学习构建成分、工艺与性

能之间的预测模型，但是基于预测

模型进行逆向设计的研究还比较鲜

见。同时，航空发动机材料的组织

结构对最终服役性能至关重要，目

前的研究对组织结构的关注不够。

将图像识别技术应用于材料微观组

织结构的量化，并充分利用机器学

习逆向设计的优势设计新材料是解

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航空发动机材料的服役环境恶

劣，导致服役数据难以获得，即能够

用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的数据集有

限。这会导致数据模型的高度不确

定性，如何解决数据的缺乏问题，是

这一领域面临的关键问题。这一问

题有望通过以下思路解决。

（1）利用迁移学习，从容易获得

的数据中挖掘信息，用于较少数据的

建模，提升模型预测能力；

（2）发展不确定性评估方法，对

基于小数据的预测模型进行不确定

性估计，有效利用不确定性来推荐候

选材料或工艺，减少试验次数；

（3）有效利用材料科学中存在

的大量成熟理论如热力学和动力学

模型，提升数据模型性能，缩小待探

索的未知材料 / 参数空间；

（4）研发文本挖掘和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利用文献发表的数据，扩

大样本数量。

总之，基于机器学习的材料研发

是一种材料研究的新范式，将加速材

料的开发效率，降低成本。这一新的

研究方向结合了材料科学和数据科

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是一个多

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需要材料领域

与计算机领域的专家相互协作，进一

步推动其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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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Data-Driven Aero-Engine Materials Design

YUAN Ruihao, LIAO Weijie, TANG Bin, FAN Jiangkun, WANG Jun, KOU Hongchao, LI Jinsha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lidification Processing,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The data-driven materials design paradigm has been largely applied in the research of materials science, to 
shorten the process from materials discovery to applications. As the key and hot pot in the research of data-driven materials 
design, machine learning can extract the pattern or law behind the data, of which the active-learning based strategy has been 
successfully employed to guide the exploitation of materials.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idea and elements of 
the active learning loop, as well as the methods/algorithms used in each step. Then the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s and 
effect of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aero-engine materials including superalloys, titanium-based alloys, composites and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Considering the extreme service environment of aero-engine materials, the review is concluded by 
discussing the possibl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Keywords: 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 Machine learning; Active learning; Aero-engine materials; Superalloys
 （责编  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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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膜冷却孔技术是解决航空发动机

热端涡轮叶片冷却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而精确的气膜孔结构设计和先进的加工

工艺是实现这一冷却技术的关键。相关

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激光加工等特种

加工工艺及其组合被持续研究和应用。

Film Cooling Holes Machining

气膜孔加工气膜孔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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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膜冷却孔电加工工艺与
装备技术研究*

佟 浩 1，2，李 勇 1，2，李宝泉 3

（1. 清华大学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2. 清华大学精密超精密制造装备及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3. 无锡微研精微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无锡 214161）

[ 摘要 ]　面向航空发动机热端涡轮叶片上气膜冷却孔加工，报道了近 10 年来的气膜冷却孔电火花加工研究现状，并

阐述了在解决复合材料（高温合金基体 + 陶瓷热障涂层）、复合结构（圆形孔段 + 扩散结构）、表面低 / 无损伤的气膜

冷却孔加工问题上的研究尝试，侧重在电加工工艺与装备技术方面的创新思想和研究进展。研发出功能主轴头、高

能量密度脉冲电源、加工间隙伺服控制方法、组合冲液系统、贯穿检测方法等关键方法和核心技术。验证了无重铸层

的电火花电解复合 / 组合穿孔加工工艺、扩散结构电火花分块成形加工工艺、氧化锆陶瓷热障涂层放电辅助化学加

工工艺的可行性。集成研发出气膜冷却孔电火花加工的六轴数控装备，实现了直孔和斜孔批量化全自动加工过程，

穿孔效率达到 >20mm/min，孔径精度优于 ±20μm，重铸层平均厚度可控 <10μm。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气膜冷却孔；电火花加工；扩散结构；陶瓷热障涂层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8.034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2060108，51675302，51305230）；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BY20 
16024–01）；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20131089209）；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

（YETP0084）。

佟 浩

  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微细特种加工工艺及装备。

通过规律分布的大量气膜冷却孔（简

称气膜孔）喷出冷却气流，在叶片壁

面上形成气膜降温和隔热 [3]，以保护

叶片在高温、重载、变应力条件下工

作。气膜孔加工质量直接影响叶片

的成品率、冷却效率和工作寿命。

气膜孔加工对被加工材料、尺

寸、结构、表面质量等多方面的特殊

要求，使其成为不断探索的研究课

题。涡轮叶片高温合金是一种难加

工材料，气膜孔孔径小（0.2~ 0.8 mm）、

深径比较大（5~8）、数量多（数十至数

热端涡轮叶片是涡扇航空发动机

的核心部件之一，需要胜任极端温度、

复杂应力的苛刻工作环境。提高涡轮

前温度可有效提高航空发动机效率和

推重比，目前先进航空发动机涡轮前

温度要达到 2000K，已超出涡轮叶片

高温材料可承受温度极限，比如英国

罗·罗公司第 4 代单晶合金仅能承受

约 1450K[1]。改善叶片材料耐热性和

采用先进冷却技术是解决高温问题的

两个主要途径。研究表明，先进气膜

冷却技术可起作用约占 60%~70%[2]，

引文格式： 佟浩 , 李勇 , 李宝泉 . 气膜冷却孔电加工工艺与装备技术研究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8): 34–45.
  TONG Hao, LI Yong, LI Baoquan. Research on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of electro machining film cooling holes[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8):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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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个）、结构复杂等特点增加了加工

制造难度。为提高耐高温性能，新型

涡轮叶片设计为带有陶瓷热障涂层

（厚度 0.3~0.6 mm）的复合材料；为

改善冷却效果，特殊位置气膜孔设

计为复合角出口的扩散结构 [4] ；这

样的复合材料和复合结构对加工制

造工艺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考虑

到涡轮叶片可靠性和工作寿命，对

加工后气膜孔表面要求低损伤甚至

无微观损伤 [5]，对气膜孔加工贯穿后

要求防止过加工到空心叶片另一侧

壁面造成背伤 [6]。为解决这些加工制

造难题，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激光

加工及其组合 / 复合的特种加工工艺

被持续研究和逐渐应用。考虑到加

工效率、加工精度、表面质量和设备

成本的综合优势，电火花加工及其组

合 / 复合工艺是国内外实际应用中最

常选用的工艺途径。

通过近十年国内外文献调研分

析，航机涡轮叶片气膜孔加工相关

论文发表不多，电火花加工气膜孔

的发明专利时有公开。2012 年，美

国佛罗里达涡轮技术公司（Florida 
Turbine Technologies Inc）公开了一

种用于电火花成形加工气膜孔扩

散结构的阵列成型电极 [7] ；日本日

立公司（Hitachi Ltd）公开了一种涡

轮叶片上电火花加工镍基高温合

金气膜孔、掩膜水射流去除氧化锆

陶瓷热障涂层的组合工艺过程 [8]。

2014 年，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公开了一种用于

涡轮叶片上气膜孔电火花加工用弯

曲工具电极的导向定位系统，此系

统具有电火花穿孔加工过程中保护

出口位置热障涂层完整性的优点 [9]。

从国外公开专利可见，国外研究机构

也在不断研究并应用电火花加工工

艺解决气膜孔加工问题。

由国家需求牵引，国内气膜孔电

火花加工及其组合 / 复合工艺取得

了研究进展。2010 年，中国航发黎

明研发了电火花加工专用电极夹具

及导向器，实现了一次装夹加工出叶

身型面上全部气膜孔 [10]。2016 年，

中国航发西航探索了激光去除陶瓷

热障涂层 – 电火花加工高温合金气

膜孔的组合工艺 [11]。2015~2020 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较为系统地开展

了电火花电解组合 / 复合加工工艺，

以实现表面无重铸层的气膜孔穿孔

加工 [12–15]。2018 年，上海交通大学

探究了采用微钻头工具电极的电化

学放电加工带有氧化铝陶瓷热障涂

层的复合材料穿孔工艺 [16] ；哈尔滨

工业大学探究了导电电极辅助情况

下带有陶瓷热障涂层复合材料的穿

孔加工工艺 [17]。国内研究主要考虑

无损伤目标、带有热障涂层复合材料

的电加工工艺及其解决方案。

本研究团队在微细孔电火花加

工工艺与装备研究基础上 [18]，以复

合材料（高温合金基体 + 陶瓷热障涂

层）、复合结构（圆柱孔 + 扩散结构）

的低 / 无损伤加工为目标，较早提出

电火花加工及其组合 / 复合创新工

艺 [19]，在技术积累的基础上研发出

复合功能主轴、高能量密度脉冲电

源、加工过程智能控制等关键技术，

集成开发出气膜孔加工装备。本文

主要介绍本研究团队在气膜孔穿孔

加工、重铸层减薄 / 去除、扩散结构

成形加工、氧化锆陶瓷热障涂层加工

上的创新思想和研究进展。

气膜冷却孔电火花加工装备
关键技术与应用

通过产学研联合的方式，在电

加工工艺、技术及装备的积累基础

上，面向重铸层减薄的高温合金高

效穿孔加工，攻克复合功能主轴头、

窄脉宽高能量密度脉冲电源、提升

脉冲利用率的放电间隙伺服控制、

贯穿冲液与贯穿检测的关键方法及

其技术，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气膜孔电加工装备，而且衍生技

术亦可应用于对深小孔精密加工需

求领域。

1 复合功能主轴头设计及性能

传统气膜孔电火花高速穿孔加

工用主轴机构采用夹头夹持长电极

后端的后推式进给方式，由于后推端

与前端导向器之间距离较长，造成电

极伺服进给和旋转时刚度低、易引起

弯曲变形情况，影响穿孔加工精度和

效率。虽然可通过在后推端和导向

器端之间的电极上附加辅助导向器

提高电极刚度，但这以减小电极可用

长度为代价。

在已开发并应用于柴油发动机

喷油嘴微细喷孔电火花加工的蠕动

式主轴头基础上 [18]，为满足气膜孔电

火花穿孔加工对工具电极旋转精度、

损耗补偿、加工产物快速排出的要

求，本研究设计出一种可实现电极高

精度旋转、蠕动进给、高压内冲液的

功能复合型主轴头 [20]，其机构原理和

三维模型分别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采用旋转运动机构叠加于轴向

进给运动机构之上的构成方案，主轴

头定位 Z 轴和电极进给 S 轴组成宏

微复合驱动方式。气膜孔加工前，Z
轴定位主轴机构相对于工件表面的

位置；气膜孔加工过程中，S 轴伺服

控制电极保持放电间隙，同时旋转轴

R 轴带动常闭夹子夹紧电极转动、管

电极中空高压冲液用来提高排屑和

加工效率，精密导向器约束电极底端

旋转径跳误差以提高旋转精度；每

个气膜孔加工完成后，通过协调控制

常闭夹子和常开夹子开闭与 S 轴进

退，蠕动进给工具电极实现其损耗补

偿。高压工作液密封结构设计解决

了蠕动进给密封问题，利用蠕动密封

结构件达到加工时高压冲液自动压

紧电极密封、电极蠕动进给时停止高

压冲液自动松开电极的密封效果。

采用专门设计的导电环实现将脉冲

电连接到旋转工具电极上。为解决

常闭夹子开闭后旋转精度和夹紧力

容易受到旋转离心力影响的问题，采

用双瓣夹头结构并与绝缘套筒的小

锥角锥面定位夹紧的方式，不仅提供



FORUM论坛

36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8期

可靠径向夹紧力，而且外锥面定位保

证夹紧后电极轴线与旋转中心的同

轴精度。

主轴头性能测试表明可满足复

合功能要求，工具电极伸出导向器

2mm 位置的旋转径跳误差 < 8μm，主

轴转速 400r/min 情况下中空冲液密

封压力可达 6MPa，蠕动进给行程和

速度分别可达 150mm 和 2mm/s。研

究解决了旋转常闭夹子开合驱动及

夹紧力可控、高压工作液密封、脉冲

电供给及隔离等关键问题。

2 窄脉宽高能量密度脉冲电源

电火花加工用脉冲电源对加工

效率、表面质量、电极损耗、能量利用

率有重要影响。窄脉冲高能量密度

放电加工能提高工件材料气化去除

比例，可有效减薄由于熔化过程造成

的重铸层厚度。本研究研发出一种

高频窄脉宽高能量密度独立式脉冲

电源 [21]。

设计原理框图如图 3 所示，主要

由上位机、信号控制模块、功率放大

模块、功率管保护回路、放电状态检

测系统构成。上位机根据加工需要，

通过串口 232 给单片机发送加工电

参数（脉宽、脉间、电流、电压）；信号

图 1 复合功能主轴机构原理  
Fig.1 Principle of multi-functional spindl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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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复合功能主轴机构三维模型

Fig.2 3D model of multi-functional spindl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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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脉冲电源的设计原理

Fig.3 Design principle of pulsed pow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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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模块 FPGA 将其转换成相应的

脉冲信号和 I/O 调控信号输出；光耦

隔离防止强电信号干扰 FPGA 发出

的弱电信号；功率放大模块根据脉

冲信号控制功率管开关来产生放电

脉冲；放电状态检测系统实时检测

加工间隙的电压和电流信号，转换为

频率信号反馈作为放电间隙伺服控

制的依据；通过 PMAC 控制口输出

可调节直流电压，从而调节放电电路

的开路电压。

上述原理脉冲电源的拓扑结构

如图 4 所示，通过 T1、T2、T3 选择调

节电阻阻值来调控峰值电流，而且设

计了放电过程中多余能量回收回路，

可以通过快速响应二极管将间隙多

余能量反馈回直流电源 E。可实现

开路电压、脉宽及占空比、峰值电流

的在线调控功能，达到的主要性能指

标见表 1。
3 提高脉冲利用率的放电间隙伺服

  控制方法

电火花加工过程中工具电极与

工件电极间的放电间隙直接影响有

效放电率，微小放电间隙伺服控制是

一种控制目标不确定且微观瞬态随

机变化的非线性控制难题。极间间

隙状态随着电火花穿孔加工过程

中瞬时的工件材料去除和工具电

极损耗而瞬时变化，工具电极需要

伺服控制轴向运动以保持合理放

电间隙 [22]。研究表明辅助工具电极

或工件高频微幅振动可提高合理放

电间隙出现概率，从而提高电火花加

工的有效放电率 [23]。但考虑到用于

气膜孔加工的复合功能主轴头机构

复杂性以及涡轮叶片工件的特殊性，

难以通过辅助高频振动的方法提高

有效放电率。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

控制系统硬件性能不断提高，这为复

杂智能控制方法应用于放电间隙伺

服控制提供了可行性。

本研究分析了气膜孔电火花加

工中工具电极运动和工件材料蚀除

过程，建立了气膜孔电火花加工间隙

的状态方程，提出一种基于滑模控制

器的加工间隙伺服控制算法 [24]。算

法实现先是通过系统辨识得到工具

电极主轴系统的传递函数，之后通过

建模仿真方法优化滑模控制器参数。

伺服控制系统实施方案如图 5 所示，

滑模控制器接收间隙状态检测和工

具电极运动的参数，通过滑模控制算

法计算工具电极的目标速度来伺服

调控放电间隙。

在镍基高温合金上的穿孔加工

试验表明，当采用可引入工具电极中

等振幅抖动特性的滑模控制器参数

时，可更加充分地发挥滑模控制算法

优势以提高有效放电率。控制算法

可在较高电极进给速度下，仍能抑制

加工产物对放电过程的干扰。试验

中放电间隙可基本维持在 15μm 左

右，有效脉冲利用率可达 55.8%，在

保证加工质量条件下加工效率比阈

值控制方法提升了 38.1%（图 6）。
4 贯穿冲液与贯穿检测技术

在电火花穿孔加工过程中，由于

工具电极损耗使得其端部变尖且有

一定长度，这样加工过程可分为盲孔

加工和和贯穿加工两个阶段，如图 7
所示。贯穿加工是电极端部已穿过

工件后前面尖端要全部穿过工件的

加工过程。这个过程中高压内冲液

迅速从电极顶端流出而不再流经放

电间隙（图 7 中贯穿加工 B 阶段），加

工间隙内的工作液停止流动使得加

表 1 脉冲电源的主要性能指标

Table 1 Main performance index of pulsed power supply

参数 指标

电压 /V 60~200 

最大平均电流 /A 15

最大峰值电流 /A 50

脉宽、脉间分辨率 /μs 0.2

最大脉宽、脉间 /μs 205

占空比 0.5~50

图 4 脉冲电源的拓扑结构

Fig.4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pulsed pow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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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物堆积，导致加工速度变慢且易

产生短路、电弧放电等不利现象。考

虑到工具电极端部损耗变形对出口孔

形的影响，工具电极穿孔后还要有一

定过贯穿量（图 7 中过贯穿加工 C 阶

段）来保证出口孔形精度，但过贯穿量

过大会加工到涡轮叶片薄壁空腔结

构另一侧壁面，造成背伤破坏叶片完

整性的不利现象。这要求对过贯穿

量要进行精准的检测及控制，特别是

对于涡轮叶片上较窄空腔部位的气

膜孔加工。2017—2019 年，上海交通

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KU Leuven）
主要基于电信号、工具电极进给速度

的信号反馈，开展了穿孔加工贯穿过

程特征及贯穿检测研究 [25–26]。

面向解决贯穿加工过程中（图 7
中贯穿加工 B 阶段）加工产物堆积问

题，本研究分析了盲孔加工和贯穿加

工过程中加工产物的分布情况，提出

一种可避免贯穿瞬间加工产物颗粒堆

积的高压内冲液和高速外冲液组合冲

液方式。盲孔加工时高压内冲液快

速排出加工产物，贯穿加工时高速

外冲液快速排出侧壁及放电间隙内

的加工产物。此研究通过流体仿真

方法和基础试验分析了组合冲液的

有效性（图 8），得到了冲液条件因素

对加工产物排出的影响规律 [27]。电

火花高速穿孔试验验证了组合冲液效

果，多喷嘴或环形外冲液相比单喷嘴

更有效，组合冲液情况下盲孔加工阶

段效率提高了 9%~33%，贯穿阶段加

工效率提高了 89%，而且提高了孔加

工的表面质量和出口孔径精度。

面向解决过贯穿加工过程中（图

7 中过贯穿加工 C 阶段）贯穿位置检

测及控制停止问题，本研究分析了电

火花穿孔加工过程中可用的反馈信

号，提出声音信号 – 间隙电信号 – 工

图 6 滑模控制方法的放电间隙伺服控制效果

Fig.6 Discharge-gap servo control effect using sliding-mode control method

（a）滑模控制过程的放电间隙状态 （b）工具电极运动轨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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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Process of fast hole-drilling 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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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电极运动的信息融合贯穿检测方

法 [28]。研究发现，采用方向敏感性

好的麦克风采集贯穿阶段的声音信

号可得到明显特征，通过设计声音信

号特征提取算法可得到作为贯穿检

测依据的定量化指标。试验表明，单

一的声音信号、间隙电信号或者工具

电极运动信号都无法高可靠性地准

确判断贯穿时刻，信息融合检测方法

可有效提升贯穿检测精度，可实现检

测位置平均误差 0.5~0.7 mm，最大检

测误差 1.5~1.8 mm，检测误检率和漏

检率都 <3% 的效果。

5 装备集成与加工验证效果

集成研发出软硬件关键技术及

其功能模块，进而开发出气膜孔电火

花加工的六轴数控装备如图 9 所示，

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2。加工的直孔和

斜孔样件如图 10 所示，实现了穿孔

效率达到 >20mm/min、孔径精度优于

±20μm、重铸层平均厚度可控 <10μm。

面向无重铸层的电火花电解
组合 / 复合加工工艺

尽管窄脉宽高能量密度脉冲放

电可提高气化去除比例来减薄重铸

层，但对于表面无重铸层的气膜孔穿

孔加工，基于电加工原理的电火花电

解组合 / 复合加工是较好的解决方

案。为了能直观观测重铸层厚度效

果，首先研究了采用光学显微镜的重

铸层观测方法。进而开展了水基弱

电解质工作液的电火花电解复合 /

组合自适应加工工艺研究。

1 重铸层观测方法

本研究采用试件热镶嵌、粗磨—

细磨—抛光、腐蚀的步骤，实现了在

镍基高温合金上清晰观测出孔表面

材料的晶相组织和重铸层。对热镶

嵌试件进行粗磨、细磨和抛光，使被

观测的侧面达到光滑镜面效果，之后

对表面进行化学浸蚀（酒精、盐酸和

氯化铜组成的混合溶液），这样在光

学显微镜下可明显观察出显微组织

和重铸层。如图 11 所示，光学显微

镜下镍基高温合金重铸层与基体之

间界线明显，重铸层的厚度并不均匀

但组织结构比较致密。

2 重铸层去除工艺及效果

本研究采用管状工具电极的去

离子水高压内冲液和水基弱电解质

表 2 加工装备主要性能参数

Table 2 Main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equipment

参数名称 性能指标

重量 /kg 1500

尺寸 /mm 1900×1200×2300

数控轴数 / 个 6

X、Y、Z、S 行程 /mm 380、260、100、60

B 轴摆角范围 /（°） –30 ~ 105

C 轴旋转速度范围 /（r·min–1） 0~500

X、Y、Z 定位精度 /μm 15

X、Y、Z 重复定位精度 /μm ±5

图 9 气膜孔电火花加工装备

Fig.9 EDM equipment of film cooling holes
图 11 镍基高温合金重铸层观测

Fig.11 Recast layer observation of nickel-based superalloy

重熔层

镶嵌料

基体

10μm

重熔层

镶嵌料

基体 50μm

图 10 加工样件

Fig.10 Machined samples

2mm300μm

（a）直孔 （b）斜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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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外冲液的内外同时冲液方案，以

穿孔贯穿过程中监测电信号作为调

整电参数的依据，提出电火花高速穿

孔盲孔加工 – 电火花电解复合贯穿

加工 – 保持电解加工停留时间去除

重铸层的自适应加工过程 [29]。此过

程中通过内外冲液压力不同自适应

调整去离子水和电解液，以适应穿孔

过程和重铸层去除过程。当判断进

入贯穿加工阶段时，加工液冲液能自

动调整为电解液外冲液主导的电极

侧壁电解加工。为清楚观测镍基高

温合金穿孔后孔壁内侧重铸层去除

效果，采用抛开孔壁的扫描电子显微

镜观测方法。

工艺过程分为 4 个阶段，如图

12 所示。第 1 阶段是盲孔加工过程

（图 12（a）），内冲液压力远高于外冲

液压力使得加工产物快速从侧壁间

隙排出，这是典型的高效率穿孔加工

过程。第 2 阶段是贯穿加工过程（图

12（b）），由于内冲液从工件底部贯

穿孔逐渐泄压，造成内外冲液相互作

用的不稳定加工过程，随着孔深增加

外冲液逐渐起主导作用，从而自动

调整到侧壁间隙内电解加工去除重

铸层，同时伴随贯穿过程中工具电极

端部水基弱电解液电火花电解复合

加工过程，因为这时端部极间间隙可

以足够小达到电火花击穿放电效果。

第 3 阶段是过贯穿形成直孔过程（图

12（c）），消除工具电极端部损耗变

尖造成对孔形的影响，孔的下端锥形

部位加工间隙小，也将伴随电火花电

解复合加工过程，这时侧壁大部分面

积以电解加工去除为主。在这个阶

段基于贯穿信号来调节电参数，用

以减少侧壁二次放电的影响。第 4
阶段是保持工具电极位置一定时间

（12（d）），通过电解加工去除侧壁重

铸层并修整孔形，提高孔径一致性精

度。不同保持时间对重铸层和加工

表面质量影响如图 13 所示，通过优

化工艺参数可得到无重铸层的穿孔

加工表面。

三维扩散结构分块成形工艺

扩散型气膜孔由圆柱形孔段和

扩散形孔口组成，研究表明其比单纯

圆柱孔有更好的冷却效率。考虑到

传统电火花成形加工扩散结构存在

成型电极制作及更换成本高、二次装

夹误差以及小加工间隙中加工液更

新和排屑困难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一

种扩散结构电火花分块成形加工工

艺。为改善工艺效果，通过三维几何

仿真方法可预测工具电极损耗，提出

工具电极损耗自修复和轮廓误差补

偿方法，试验验证了新工艺及优化方

法的有效性 [30]。

1 分块成形工艺方法

分块成形方法如图 14 所示，这

是将三维扩散结构根据底部形状向

上放样为若干块，用方形棒状工具电

极分别对每个分块进行成形加工的

方法。棒状工具电极为细长杆状，易

于多次进给重复使用，通过每次进给

加工一个子块，多次进给加工出扩散

结构。分块方法是将扩散结构先扩

展为一个倒四棱台，倒四棱台底面正

方形边长与圆柱形孔段直径匹配。

分块加工方式有利于快速更新工作

液和排出加工屑，突出优势是无需准

备特殊的三维成型电极，棒状电极可

通过工业拉拔低成本快速制造。对

于这种简单形状工具电极，通过控制

电极三轴联动伺服进给可在线补偿

电极长度损耗，通过控制电极有规律

翻转可在线均化电极端部损耗。

分块成形加工过程中工具电极

采用三轴联动伺服控制放电间隙方

法，如图 15 所示。分块成形加工前

先高速穿孔加工出扩散型气膜孔的

圆柱形孔段部分，然后将方形工具电

极底面移至倒四棱台顶面正方形的

中心位置，并将工具电极轴线与圆柱

形孔的轴线对准平行，工具电极再分

别沿着各子区域对应的进给路径伺

服进给。由于进给路径是一条三维

空间斜线，运动时采用 X–Y–Z 轴的

三轴联动进给方式保证间隙伺服合

成运动与进给路径重合，每次工具电

极底面进给到倒四棱台底面中心位

置时完成该次进给。

2 工具电极损耗的补偿策略

扩散结构分块成形加工过程中

工具电极会存在电极损耗问题。加

工过程中工具电极的长度和形状均

发生变化，这是产生加工轮廓误差的

主要原因。扩散结构轮廓（侧壁）是

由工具电极端部边角最终成形的，工

具电极端部边角位置直接决定扩散

结构的形状轮廓精度。因此，从工具

电极形状和长度两个方面进行误差

补偿，可有效减小电极损耗对加工精
图 12 自适应电火花电解加工工艺过程

Fig.12 Self-adjusting EDM–ECM process

h

（d）修整孔形（c）过贯穿形成直孔

（b）贯穿加工（a）盲孔加工

++

+
+

d

重铸层 镍基高
温合金

工具
电极外冲液

图 13 孔壁电解加工去除重铸层效果

Fig.13 ECM effect of hole-wall recast layer

0s 5s 10s 15s 20s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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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响。为改善分块成形加工精

度，本研究提出工具电极翻转的修整

补偿策略。

工具电极翻转修整策略通过在

线有规律绕轴线 90° 翻转，利用后续

加工中电极损耗修整之前已有的电

极损耗，以均化修整工具电极端部形

状。翻转策略在加工之前通过几何

仿真方法优化得到，即通过几何仿真

遍历多种翻转方式，以端部变形最

小作为优化目标得到翻转策略。几

何仿真采用三维矩阵的建模方法建

立工具电极和工件矩阵，计算矩阵

每个元素在坐标系中的位置，利用

MATLAB 软件实现模型显示。通过

少数次基础试验测得的放电间隙、单

次放电材料蚀除量、以及设计的工具

电极进给路径等工艺条件作为输入

参数和边界条件，仿真过程根据进给

路径、搜索放电点、放电点材料蚀除

的过程不断循环迭代，实现蚀除过程

仿真 [30]。试验已验证了工具电极翻

转修整策略的有效性（图 16）。在每

一块加工之前采用负极性加工方法，

利用工件表面修平方形电极端部以

修复电极端部形状。

3 工艺试验验证

本研究开展了扩散结构分块成

形加工试验验证。对于一个给定位

置的扩散型气膜孔，先用中空管状电

极电火花穿孔加工出圆柱形孔段，然

后用方形电极通过分块成形加工工

艺进行扩散结构加工。将穿孔加工

用主轴头和分块成形加工用主轴头

集成在同一加工装备上，实现多个扩

散型气膜孔的连续自动化加工过程。

在镍基高温合金上加工试验结果如

图 17 所示，验证了分块成形加工工

艺的可行性。加工出扩散结构的倾

角误差可控 <5%。扩散形孔段的侧

壁平均轮廓误差可控 <35μm。

陶瓷热障涂层放电辅助
化学加工

氧化锆陶瓷已成为国内外首选

第3块第2块第1块

…

图 14 三维扩散结构分块成形加工方法

Fig.14 Block divided method of 3D diffuser shaped structures

图 15 分块成形加工中工具电极伺服控制

Fig.15 Servo control of tool electrode in block divided EDM

分块设计

三轴联动
伺服进给

XX

Z
Z YY

第N次进给
第2次
进给

第1次
进给

…

图 16 工具电极端部损耗修整策略的几何仿真及试验效果

Fig.16 Geometric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using repair strategy of 
tool-electrode end  wear

（b）有损耗修整策略（a）无损耗修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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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三维扩散结构分块成形加工试验结果

Fig.17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3D diffuser shaped structures using block divided 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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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空发动机热端涡轮叶片的热障

涂层材料之一。带有陶瓷热障涂层的

复合材料大幅度增加了气膜孔加工

难度，特别是考虑到无损伤加工工艺

并能与基体材料电火花加工结合的

可能性。本研究以气膜孔扩散结构

异形孔口热障涂层加工为目标，探索

了氧化锆陶瓷的放电辅助化学加工

（Spark assisted chemical engraving，
SACE）机理及扫描工艺。

放电辅助化学加工将工具电极

和辅助电极分别接加工电源负极和

正极，工作液（电解液）内工具电极

表面电解产生气膜作为放电击穿的

绝缘介质，利用电火花放电高温高

压作用到绝缘工件表面产生的物理

和化学作用去除工件材料，结合工具

电极进给运动实现相应的加工工艺。

SACE 可兼容集成电火花加工、电解

加工的电源和工作液循环系统，有望

实现热障涂层 SACE 加工和基体高

温合金电加工的组合工艺。

1 氧化锆陶瓷 SACE 无损伤加工

  机理

氧化锆陶瓷在 NaOH 电解液内

的 SACE 加工机理尚未认识清楚。

为揭示其物理化学去除机理和规律，

He 等 [31] 提出了分析加工固体和液

体产物反向佐证加工机理的方法；

通过分析氧化锆陶瓷在不同物理及

化学条件下的相变路径，作为判断加

工屑晶相的依据来反推加工中的物

理和化学作用过程；利用拉曼光谱

分析了加工屑的晶相组织（图 18），
发现了加工屑呈现晶态、无定形态两

种晶型，试验验证了物理去除和化学

反应蚀除的综合效果；进一步通过

对液体产物 ICP–OES 分析，其 Zr 浓
度达到了最大饱和浓度，为化学蚀除

过程存在性提供了有效证据；试验

发现两种晶型加工屑在光学显微镜

下呈现出黑白外观（图 19），这样通

过统计可较为准确地得到物理去除

和化学蚀除的量化比例。这种方法

可为评价加工工艺中物理去除和化

学蚀除的趋向提供依据。

Ji 等 [32] 通过分析 SACE 放电能

量传递（图 20）及其作用于工件表

面物理去除和化学去除的差异性，建

立了一种基于电压、脉宽和加工间隙

调控电火花能量的过程模型，得到了

物理和化学去除材料无损伤加工的

临界能量条件和关键参数调控方法；

通过电火花能量传递过程和作用于

工件表面能量 Q 的分析和试验验证，

得出由化学蚀除主导去除工件材料

实现高表面质量加工的必要条件为：

物理去除能量阈值 Qcpr 大于化学去

除能量阈值 Qccr（即 Qcpr >Qccr），且通

过调控能量实现 Qcpr >Q>Qccr。加工

试验中发现了氧化锆陶瓷 SACE 加

工中的接触去除效应，即只有在工

具电极与氧化锆工件表面相接触的

条件下才能实现工件材料的有效去

除，这表明 SACE 对加工间隙的敏感

性；进而建立工具电极端部放电约

束条件下的氧化锆陶瓷材料去除过

程模型（图 21），为化学蚀除作用主

导 SACE 工艺过程提供理论依据。

2 扫描加工工艺优化

为改善 SACE 加工定域性精度

和加工间隙内电解液更新效果，Pu
等 [33] 提出了层流控制微薄电解液深

度方法，有效提高了 SACE 加工能量

集中度，改善了加工过程稳定性和加

工精度。试验中还发现了微细工具

电极侧壁上吸附液滴现象，这是由工

具电极表面亲水特性造成的。通过

调控关键冲液参数，可避免电极上黏

附液滴的不利现象，较好地实现了薄

至 200μm 冲液深度，实现了单层扫

描达到 2μm 的去除分辨率。

为提高工具电极端部放电约束

效果以减少侧壁放电造成的过切加

工，Pu 等 [34] 提出改变工具电极端部

粗糙度调控放电分布的方法，在线制

备出了侧壁光滑和端部粗糙分区的

图 19 加工屑显微镜下外观

Fig.19 Microscopic appearance of 
machined chips

400μm

图 18 加工屑拉曼光谱分析

Fig.18 Raman spectrum analysis of machined chips

200

200

400

600

800

1000

0
400 600 800 1000

拉曼位移/cm-1

强
度

（
a.

u.
）

黑色屑

白色屑

152

250

324

399

466

725

635

图 20 放电能量传递与扩散

Fig.20 Discharge energy transf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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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细工具电极，基础试验得到了端部

粗糙度变化对 SACE 气泡和放电分

布影响特性；SACE 放电观测端部气

泡形态和运动范围发现，增大工具电

极端部的粗糙度有助于将放电能量

有效地集中到端部，因而定义了气泡

运动纵横比评价放电能量的约束效

果（图 22），较好地实现了 SACE 扫

描加工中端部放电约束，在氧化锆工

件上加工出同心圆微结构，材料去除

率达到 4.88×105μm3/s（图 23）。
为解决接触效应下 SACE 扫描

加工中工具电极受力弯曲问题，提出

了挠曲柔性工具电极微力接触的扫

描工艺方法，结合氧化锆陶瓷 SACE
加工中接触去除效应和化学去除主

导的加工过程模型，实现了氧化锆陶

瓷工件上扫描加工出典型无微裂纹

的微结构（图 24）[32]，并尝试在合金

基体氧化锆陶瓷热障涂层样件上加

工出气膜孔扩散孔口结构（图 25），

验证了工艺的可行性。

结论

面向航空发动机热端涡轮叶片

上复合材料（高温合金基体 + 陶瓷热

障涂层）、复合结构（圆柱孔 + 扩散结

构）的低 / 无损伤气膜冷却孔加工，

侧重阐述了本研究团队在电加工工

艺与装备技术方面的创新思想和研

究进展。

（1）研发出管状电极高精度旋

转 – 蠕动进给 – 高压内冲液的复合

功能主轴头、窄脉宽高能量密度脉冲

电源、基于滑模控制器的加工间隙伺

服控制方法、高压内冲液和高速外冲

液的组合冲液系统、声音信号 – 间隙

电信号 – 工具电极运动的信息融合

贯穿检测方法等关键方法和核心技

术，有效改善了高温合金电火花穿孔

加工的工艺效果。

（2）集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图 21 放电约束条件下氧化锆陶瓷去除过程模型

Fig.21 Removing process model of zirconia ceramic under discharging con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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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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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物理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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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材料去除

放电约束
无法
蚀除

图 22 电极端部粗糙度对 SACE 放电分布影响

Fig.22 Influence of tool-electrode end roughness on SACE discharg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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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氧化锆工件上加工出微结构

Fig.23 Microstructures machined on 
zirconia work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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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整体结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b）局部结构白光干涉仪测量图

图 24 氧化锆陶瓷工件上扫描加工出典型

无微裂纹微结构

Fig.24 Scanning machined typical 
microstructures without microcracks on 

zirconia ceramic workpiece

（a）扫描方法示意图

（b）微结构白光干涉仪测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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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件关键技术及其功能模块，开

发出用于气膜冷却孔电火花加工的

六轴数控装备，实现了直孔和斜孔批

量化全自动加工过程，穿孔效率达到

>20mm/min、孔径精度优于 ±20μm、

重铸层平均厚度可控 <10μm。

（3）为实现表面无重铸层的气

膜冷却孔穿孔加工，采用管状工具电

极去离子水高压内冲液和水基弱电

解质高速外冲液的组合冲液方案，提

出了以贯穿过程监测信号为依据的

电火花高速穿孔盲孔加工 – 电火花

电解复合贯穿加工 – 保持电解加工

停留时间去除重铸层的自适应加工

工艺，通过优化工艺参数可得到无重

铸层的穿孔加工表面。

（4）考虑到传统电火花成形加工

气膜冷却孔扩散结构存在成型电极

制作及更换成本高、二次装夹误差以

及小加工间隙中加工液更新和排屑

困难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采用方形棒

状工具电极的扩散结构电火花分块

成形加工工艺，进而提出改善工艺效

果的工具电极损耗自修复和轮廓误

差补偿方法，在镍基高温合金上初步

验证了此工艺及相关方法的可行性。

（5）以带有氧化锆陶瓷热障涂

层复合材料的气膜冷却孔扩散孔口

加工为目标，以涡轮叶片先喷涂热障

涂层—单次装夹—加工热障涂层—

加工高温合金基体为工艺思路，考虑

到可兼容集成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

的电源和工作液循环系统，探索了氧

化锆陶瓷的放电辅助化学加工机理

及扫描工艺，已尝试在氧化锆陶瓷热

障涂层样件上加工出扩散孔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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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of Electro Machining 
Film Cooling Holes

TONG Hao1, 2, LI Yong1, 2, LI Baoqu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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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uxi Micro Research Precise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Wuxi 214161, China)

[ABSTRACT] As for machining film cooling holes in the turbine blades at the hot end of aero-engines, the research 
status in nearly a decade is reported about the electro discharge machining (EDM) of film cooling holes. The emphasis 
is focused on our innovation ideas 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electro machining processes and equipment technologies 
for solving machining problems of the film cooling holes with composite materials (high temperature alloy substrate and 
ceramic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composite structure (circular hole section and diffusion structure section), and low/no 
damage surfaces. Key methods and core technologies were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including a functional spindle head, 
a pulse power supply with high energy density, a servo control method of machining gap, a combined flushing system, 
and a method of drilling-penetration detection. The feasibility of three processes was verified including the hybrid process 
of EDM and ECM (electrochemical machining) for drilling the holes without recasting layers, the block divided EDM 
process for machining diffuser shaped structures, and the spark assisted chemical engraving (SACE) process for machining 
the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f zirconia ceramic. The six-axis NC EDM equipment for machining film cooling holes was 
developed, which realized the automated machining process of straight holes and inclined holes with the drilling efficiency 
>20mm/min, dimensional accuracy better than ±20μm, and the controllable average thickness of recasting layer <10μm.
Keywords: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 Film cooling hole; Electro discharge machining (EDM); Diffusion structure;
 Ceramic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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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气膜孔形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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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利用气膜冷却技术可以大幅提高涡轮叶片的承温能力。针对气膜冷却技术，对比国内外已有气膜孔形，详

细介绍了热主流与二次流交互作用机理，分析了冷气展向分布如何影响气膜质量，总结了气膜冷却技术对航空发动

机性能的影响。从交互流场、气膜孔形、孔附属结构（突片、斜坡）和气膜孔排布方式 4 个方面展开详细探讨。得到

提升气膜冷却效率的 4 个主要思路：（1）降低肾形涡强度；（2）产生反肾涡；（3）使用槽腔结构；（4）改变出口压力分布。

通过对孔形及附属结构的论述分析，为未来气膜孔的优化设计提供指导思路。

关键词：气膜冷却孔；气膜孔形；气膜孔排布方式；突片；斜坡；冷却效率；气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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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涛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热端部

件新型冷却技术和水助激光精密加工

技术。

术（如冲击冷却 [6]、发散冷却 [7]、气膜

冷却 [8] 等）降低叶片表面温度，而冷

却结构设计是冷却技术的核心。事

实上，冷却结构设计通常受空气动力

学、热应力、机械应力、制造工艺、冷

气消耗量等因素的相互约束。理想

状态下二维槽缝的气膜冷却效果最

好，但是其他因素无法满足，故而目

前离散气膜冷却孔运用较为普遍。

气膜冷却孔的设计都是围绕两

个目标，即提高冷却效率 η和扩大展

向覆盖面积 S。孔的几何参数的改

变包括孔横纵倾斜角、孔径 、孔长径

比、孔间距、孔入口形状、孔出口的形

状、孔道形状等。研究发现气膜孔的

气动损失主要分为孔道损失和二次

流与主流之间掺混损失。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 Goldstein[9] 较早地综述了

平板气膜冷却，介绍了不同几何冷却

结构和流场参数对气膜冷却的影响。

现代航空发动机或燃气轮机的

发展趋势在于追求越来越高的推重

比，提高推重比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

引文格式： 王海涛 , 张文武 , 郭春海 . 先进气膜孔形研究综述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8): 46–52, 61.
  WANG Haitao, ZHANG Wenwu, GUO Chunhai. Review on advanced film cooling hole shapes[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8): 46–52, 61.

提高涡轮进口温度。正在研制的推

重比 12~15 航空发动机涡轮进口平

均温度达到 2073.15K，下一代发动机

的涡前进口温度预计将达到 2300~ 
2400K[1]，这已经远远超过叶片钛 / 镍
基合金的耐受温度。因此要解决这

个问题存在两种技术路线：一种是使

用新材料以提高叶片本身耐高温工

作性能。如国外罗·罗公司 Ultrafan
发动机采用的碳钛合金 [2]，欧洲、美

国、日本等竞相研究的可将热端部

件服役温度提高到 1650℃的陶瓷基

复合材料（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CMC）[3] 等；国内西安交通大学机械

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

出的 Cf /SiC 复合材料，北京科技大

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

出的高铌钛铝合金 [4] 等。另外叶片

表面喷涂热障涂层 [5] 也可提高叶片

耐高温性能。另一种是使用冷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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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Bunker[10]

总结了经典气膜冷却孔形和孔附属

结构的发展思路，从冷却效率、流场、

传热系数、流量系数、工艺性能等方

面评价孔性能，为后面更先进的冷却

孔形的出现打下基础。

本文详细介绍了近些年气膜孔

结构对气膜冷却传热特性影响的研

究进展，着重探讨了国内外关于气膜

孔几何结构对气膜冷却特性影响的

研究成果 , 主要分为以下 3 个方面：

（1）二次流与主流交互区的流场特

征及气膜冷却特性提升的机理； （2）
气膜孔形的变化对冷却性能的影响；

（3）气膜冷却孔排布方式和附属结

构对气膜冷却特性提升的影响。近

些年新的气膜孔形不断涌现而相关

综述比较少，且大多关注冷却技术。

本文仅聚焦于气膜孔形和围绕气膜

孔而产生的新型附加结构，并不涉及

新的特种冷却技术。

气膜冷却的机理研究

气膜冷却的过程主要为二次流

与主流相互作用的过程。二次流与

主流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由孔出

口处的局部压力梯度决定。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 Zhang 等 [11] 绘制了流

场结构图，如图 1 所示。流场主要由

射流前沿的迎风涡（WV）、对旋涡对

（CVP）（也叫肾形涡）、射流周围的马

蹄形涡流（HV）和射流后缘的背风涡

（LV）组成。CVP、HV 等涡流会将热

气卷入至壁面，如图 2 所示 [12]，因此

边界层上涡流位置和强度对冷却效

率有着重要影响。

气膜冷却孔形介绍

气膜冷却技术最早用于飞机机

翼防冰 [13]。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开

始重视气膜冷却技术在叶片冷却上

的应用。早期的气膜冷却孔是圆柱

孔，但是随着研究深入，逐渐发现圆

柱气膜孔存在展向覆盖面积较小、

射流动量集中、对热主流的穿透性

较强、孔间冷却效率很低、高吹风比

M 下近孔出口下游冷却效率低等缺

陷。Goldstein 等 [14] 第一个研究了

由异形孔产生的气膜冷却特性，试

验件为出口展向扩张角为 10° 的扇

形孔。Goldstein 认为，气膜孔出口

形状和孔道几何形状的变化会使二

次流更贴壁。提出了使扇形孔冷却

性能优于圆柱孔的两种可能机理：

一种是孔出口二次流动量的减小，

从而对主流穿透性减弱；另一种是

因为柯恩达效应，使得气膜层更贴

附表面。试验结果显示，扇形孔的

二次流具有出色贴壁性。孔的中心

冷却效率随 M 变化而保持稳定，几

乎保持在等径圆孔最高流量下的冷

却效率。实际上一般当 M≥0.5 时，

圆形气膜孔冷气膜“吹离”壁面。

但是随着 M 的提高，扇形孔气膜的

冷却效果会变得越来越好。许多

学者逐渐提出了各种不同形状的孔

形，下文将详细进行介绍。

1 经典孔形

经典异形孔主要分为 4 个基本几

何形状 [9]，如图 3 所示 [9]。A 形孔是经

典的后倾扇形孔，既包括展向扩张角

β，也包括后向倾斜角 δ，这种后倾结构

后来被很多异形孔采用；B 形孔仅包

含展向扩张角 β；C 形孔仅包含后向

倾斜角 δ；D 形孔是一个出口发散的

圆锥形气膜孔。由此衍生出了许多收

敛 – 发散形气膜孔形，该类气膜孔性

能优异，是当今的研究热点。

针对此类气膜孔，各国学者进行

了不同的研究。德国卡尔斯鲁厄大

学 Giebert[15] 和 Thole[16] 等数值模拟

和试验测量了在相同条件下圆孔、扇

形孔和后倾扇形孔的孔出口流体相

互作用区的流场。结果表明，在沿二

次流中心线和展向分布上，异形孔无

论在冷却效率还是展向扩张能力上

均比圆柱孔要好，异形孔对湍流强度

变化的敏感性更低。

美国华盛顿大学 Haven 等 [17] 用

平面诱导荧光测量了后倾扇形孔的

流场结构，结果表现出明显反肾形涡

流动结构。事实上，反肾涡过强会将

冷却膜摊薄，从而有可能导致下游的

气膜冷却效率降低。扇形孔也有此

种特征，但程度较轻。扇形孔的马

蹄涡比圆柱孔的小，不能完全环绕射

流，与二次流相遇即消失，且分离区

小，下游流线均匀。 后倾扇形孔的斜

面可以使射流更好地贴附在壁面上，

图 1 射流与主流交互区的涡旋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vortical structures of jet in crossflow

迎风涡
对旋涡对

Z

Y

热主流

冷却射流

马蹄形涡

背风涡

气膜冷却壁面

X

图 2 后倾扇形孔的前缘马蹄涡

Fig.2 Horse shoe vortex formation for blowing holes with laid–back

热主流被卷入 马蹄形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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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出口处也没有分离区。

2 收缩 – 扩张形气膜孔

在异形孔领域，为了消除气动损

失严重的现象，提出了收缩 – 扩张孔

（Covering–slot hole，CONSOLE）。

冷却机理是其孔道逐渐收缩，迫使冷

气加速沿展向流动，在孔出口形成一

对反肾涡，降低二次流的穿透性且

阻止了热主流被卷入孔道，冷却效

率得以提高，同时在孔道内形成顺压

梯度，分离涡尺寸变小 [18–21]。收缩 –
扩张形孔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孔出

入口面积比（Area ratio，AR）通常小

于 1；另一种是 RTSH（Round–to–slot 
shaped holes），AR 不固定。研究证明

AR>1 的 RTSH 的气动损失更小。

CONSOLE 由澳大利亚塔斯马

尼亚大学 Sargison 等 [22] 发明，如图 4 
所示 [22]。与圆柱形孔和扇形孔相比，

CONSOLE 拥有更均匀的展向气膜

冷却效率分布和更少的气动损失，是

最接近平面槽缝冷却的孔形 [23]。槽

缝和 CONSOLE 不会显著改变边

界层的流动状态，但是扇形和圆柱

孔会增厚边界层。CONSOLE 孔道

内的气动损失很大，二次流的压力

降较大，二次流与主流的掺混导致

出口附近湍流度较大 [24]。小 AR 的

CONSOLE 可以产生更高的冷却效

率，但是其流量系数会下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Huang等 [25–26]

采用多目标优化方法模拟了平板单

排不同几何尺寸 RTSH，如图 5 所示，

目标函数为空间平均气膜冷却效率

和流量系数 Cd，变量为长径比 L/D、

孔倾角 θ、孔高 t、槽宽 s 和吹风比 M。

试验结果表明，M 越大，RTSH 形状

越显著地影响气膜层往下游发展，θ、
t 的减小会导致气膜冷却效率增加，

s 的增加会使得流量系数增加。Liu
等 [27] 提出了新型异形孔——束腰形

槽缝孔。如图 6 所示 [27]，该形孔出

口槽缝向内凹，则孔出口两侧产生了

类似于导流槽结构。该形孔的冷却

机理是产生一个反肾涡对。对比束

腰形槽孔和 CONSOLE，结果表明，

当 CONSOLE 的 β较小时其二次流

无法很好地覆盖孔间区域。但是束

腰形槽孔可以通过其腰形结构弥补

这一缺陷。其导流槽结构迫使更多

的射流流向两侧，所以在孔间产生厚

气膜层，因而冷却效率高，且热通量

比小于 1。
韩国仁荷大学 Kim 等 [28] 将收

缩 – 发散孔与扇形出口组合起来，并

在扇形出口前设置圆柱段，如图 7 所

示 [28]。图 8[29] 显示了孔道扩散段中

的分离区，由于冷气朝向孔轴线偏

转，在扩散入口处出现了非对称的速

图 3 4 种经典气膜孔形

Fig.3 Defined geometries for four types of shaped film h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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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ONSOLE 几何图

Fig.4 Schematic of covering-slot hole
图 5 RTSH 几何尺寸图

Fig.5 Schematic of round-to-slot shaped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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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束腰形槽缝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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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布，这种现象称为喷射效应。分

离区域形成于孔的后缘，并将冷射流

挤到侧面。与扇形孔相比，这种孔在

M 为 0.5、1.0 和 1.5 时分别将空间平

均气膜冷却效率提高了 4.3%、5.9%
和 9.9%。收缩 – 发散扇形孔也抑制

了喷射效应。

这种在孔出口将二次流导向两

侧以增强气膜展向分布能力和促进

反肾形涡形成的设计越来越被许多

设计师采用。比如设置导流槽为箭

形孔，入口呈矩形而出口是箭形，孔

内流速最大处约在孔道中部。日本

石川岛播磨重工 Okita 等 [30] 在叶片

吸力面和压力面上对比了箭形孔与

后倾扇形孔的冷却性能，如图 9 所

示 [30]，诱导的反肾涡取代 CVP，二次

流的展向覆盖能力得到增强，对主流

的穿透性大幅减弱 , 气膜贴壁性大

大增强，掺混减弱。马来西亚理科大

学 Yusop 等 [31] 提出了心形气膜冷却

孔形，如图 10 所示 [31]。心形孔冷却

效率提升机理是通过在其两个导流

槽之间创建引起吹脱现象涡的强度

衰减区，因而气膜贴壁性得到增强。

其本质是利用每个导流槽产生的类

似单圆柱孔的肾形涡来产生抵消效

应，因而各自的涡流强度得到减弱，

如图 11 所示 [30]。

3 带有副孔的异形气膜孔

许多学者还提出了一些主孔 +
副孔的异形孔。Dhungel[32] 和 NASA
的 Heidmann[33] 等最先提出在主孔

两侧带支孔结构以方便产生反肾涡

图 7 带有圆柱段的收缩 – 发散扇形出口气膜孔几何结构图 
Fig.7 Geometries of a fan-shaped converging-diverging hole with a cylindrical part

3D

5°

26.57°

D
15°

30°

2D
2D

图 8 收缩 – 发散扇形气膜孔内部流场

Fig.8 Flow structure inside fan-shaped converging diverging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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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Calculated secondary velocity vectors 
and nitrogen mole fraction contour near 

arrowhead-shaped film cooling hole exit on 
suction surface, M=2.3

图 10 心形孔三维尺寸

Fig.10 Three-dimensional sketch for 
heart-shaped cooling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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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膜孔型。将最大的一个主孔放

置在中间，另外两个小孔在两侧均具

有复合角，这被称为抗涡设计，可实

现高效的气膜冷却。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魏小峰等 [34]

提出了带抑涡支孔结构的新型气膜

孔，如图 12 所示 [34]。新型孔的冷却

效率要高于圆柱孔，特别是在高 M
条件下更明显。当 M=0.5 时，三者

的冷却效率差别不大；当 M > 0.5 时，

两辅孔与主孔平行的孔型和两辅孔

在下游的孔型冷却效率差别不大，但

均高于两辅孔在上游的孔型，随着 M
的增大效果更明显。这种新结构无

论是气膜贴壁性还是展向覆盖性均

好于圆柱形孔。

西安交通大学 Zhou 等 [35] 用数

值模拟了这种三孔组合结构，如图

13 所示。其结构由一个中心主孔和

两侧副孔组成，原理是利用两侧副

孔产生的肾形涡与主孔肾形涡产生

的抵消效应，从而削弱主孔的肾涡强

度，提高冷气膜的冷却效率和展向覆

盖面积。

4 其他新孔形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一

些其他的新孔形。西北工业大学孟

通等 [36] 提出了边倒圆型气膜孔。如

图 14 所示 [36]，该孔基本特征为在气

膜孔出口前缘处进行倒圆处理，倒圆

半径 R=0.22D。由于新孔出口的扩

张结构，二次流在气膜孔出口处更易

膨胀和受到主流的挤压作用影响，相

比于圆柱孔不仅气膜展向覆盖范围

较大，而且冷气更贴近壁面，冷却效

率较高，在高 M 下也没有明显的“吹

脱”现象。边倒圆型孔的前缘处主

流与射流掺混更剧烈，具有较高湍流

度的掺混气体会显著增强该区域的

换热系数。值得注意的是，在较低的

M 条件下，孔的下游远处的气膜覆盖

面积较大，二次流抗掺混能力强，换

热系数较低。在 M=4 时，边倒圆型

孔下游后半段冷却效率比圆孔的低，

但边倒圆型气膜孔的流通能力较强，

流动损失明显减小，流量系数比圆柱

孔高约 5%，压力损失较小。

西北工业大学 Zhang 等 [37] 对比

了 5 种椭圆孔（变量为孔出口长宽比

l/d）和圆柱孔出口的冷却性能，如图

15 所示 [37]，椭圆孔能产生一对反肾

涡对以抵消 CVP 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任意 M 下，拥有高 l/d 孔形的展向

平均气膜冷却效率高于低 l/d 孔形，

这种 l/d 的增加使对旋涡对更靠近壁

面，并提供了更好的气膜冷却效果。

除了以上一些典型的气膜孔形

状之外，还有月牙形 [38]、角形 [39]、百叶

窗形 [40]、哑铃形和豆形 [41]、树叶形 [42]

等孔形，这些新孔形无论在传热还是

气动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43–44]，

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图 12 抑涡支孔结构模型

Fig.12 Anti–vortex hole models

（a）基准孔 （b）辅孔上游

（c）辅孔与主孔平行 （d）辅孔在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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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主副孔结构图

Fig.13 Schematic diagram of sister holes cool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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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展望

异形孔已经被证明其冷却性能

和气动性能均优于圆柱形孔，基于后

倾扇形孔而衍生出的各种孔形也拥

有良好的气膜冷却性能，这些创新的

设计为面对越来越严苛的热防护要

求所带来的挑战提供了很多可行的

解决思路。但是迄今为止，异形气膜

孔研究方面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 这些创新形孔的设计研究

很少考虑工艺可行性，目前叶片异形

孔的加工方法主要有电液束打孔、激

光打孔、电火花打孔等。每种技术都

有其各自的优势与缺陷，同一种孔形

在不同工艺加工下会有不同的几何

精度、表面粗糙度、经济性等诸多指

标，所以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进行全流

程、全寿命考量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2）孔形的仿真多以流道模型

仿真居多，真实叶片模型仿真较少。

试验以平板试件仿真居多，真实叶片

试验较少。因此在数值分析和试验

条件上与真实工况有差异。以后的

数值模拟要建立整体叶片模型甚至

附上涡轮盘在真实工况下进行计算，

对于气模冷效的测试实验台也要尽

可能地真实还原发动机内部的运行

工况。

（3）当前，后倾扇形孔等经典异

形孔已经可以满足五代机的发动机

冷却特性需求，所以我国现阶段异形

孔的发展应主要集中于经典异形孔

的数据库完善上，尽可能地获得其贴

近真实工况的各项参数。新的孔形

和附加结构设计应当和新耐高温材

料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考虑。

无论如何，新的孔形还需经过更

多的研究才能被实际应用，但是新的

孔形会启发研究人员更多的设计思

路，为更先进的冷却技术的出现打下

基础，如发散冷却、等离子体冷却等。

同时新的孔形还可以反过来对制造

技术提出更高要求，为发动机叶片制

造技术的发展提供路径，促进发动机

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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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膜孔加工Film Cooling Holes Machining

涡轮叶片气膜孔的纳秒-飞秒
双波段激光加工
蒋其麟，曹凯强，陈 龙，冯朝鹏，贾天卿，孙真荣

（华东师范大学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241）

[ 摘要 ]　针对航空发动机中涡轮叶片气膜孔的复杂加工要求，提出并建立了一套基于纳秒 – 飞秒双波段激光加工的

方法与系统。使用三维扫描仪对涡轮叶片气膜孔进行空间坐标获取，对气膜孔的实际加工坐标进行了误差校正，实

现了气膜孔的高精度定位。综合利用 532nm 纳秒激光高效率与 400nm 飞秒激光高精度的特点，在不锈钢涡轮叶片

上实现了 81 个气膜孔的高精度、高质量加工。孔径一致性达到 ±10μm，定位精度小于 50μm。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

检测以及高倍显微镜检测的结果表明，气膜孔孔形良好，内壁无交叉、孔壁光滑、无明显重熔层与微裂纹。

关键词：涡轮叶片；气膜冷却；纳秒激光；飞秒激光；三维扫描仪；激光加工技术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8.053

蒋其麟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超快激光

加工以及脉冲整形技术。

示，气膜冷却是将冷却空气由叶片顶

端导入叶片内腔，再通过叶片壁面上

大量的小孔流出，在叶片表面形成一

层气膜，将叶片表面与炽热的燃气隔

开，达到冷却叶片的目的 [6]。叶片外

表面的静压差分布复杂，小孔位置分

布与加工精度都会影响气膜的冷却

效率。这些复杂而精确的结构设计

需要先进的工艺才能实现。

气膜孔的主要加工方式

电火花加工气膜孔时采用电极

放电的方式去除材料。电火花加工

效率高，但是存在一系列问题 [7]。首

先，孔型锥度不可控。其次，电火花

打孔热效应显著，会产生较厚的重熔

层与较多的微裂纹 [8]，如图 2（a）和

（b）所示，需要后期通过磨粒流等方

式去除 [9]。另外，为了让叶片达到更

涡轮叶片是航空发动机中需要

承受温度最高和经受热冲击最强的

零件，是航空发动机系统中最关键的

引文格式： 蒋其麟 , 曹凯强 , 陈龙 , 等 . 涡轮叶片气膜孔的纳秒 –飞秒双波段激光加工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8): 53–61.
  JIANG Qilin, CAO Kaiqiang, CHEN Long, et al. Process of turbine blade film cooling holes by nanosecond and 

femtosecond laser pulses[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8): 53–61.

零件之一 [1]。常用的涡轮叶片冷却

方法有对流冷却、冲击式冷却、发散

冷却和气膜冷却。对流冷却与冲击

式冷却通过气流冲击进行直接壁面

换热，所需冷却空气占比 2%~5%，冷

却效率不超过 0.6，冷却效果能达到

473~523K[2]。发散冷却方式通过疏

松多孔材料进行壁面“出汗”的方式

进行冷却，冷却效率接近 1，冷却效

果能达到 773~1073K[3]。但是这种

冷却方式的冷却空气占比达 6%，且

存在较多技术问题，例如材料的堵塞

会导致发散冷却效果的降低 [4]，多孔

材料在高温情况下强度较低的问题

也尚未解决，目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

段。气膜冷却可以在 2%~3% 的冷

却空气占用比的情况下实现接近 1
的冷却效率 [5]，是目前涡轮导向与转

子叶片的主要冷却方式。如图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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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工作温度，会在表面喷涂不导

电的热障涂层，而电火花无法直接

加工不导电的材料。常规解决方法

是在金属叶片上使用电火花预先加

工好气膜孔，然后喷涂热障涂层，最

后进行气膜孔重开或是使用复合加

工工艺 [10]，不但工序复杂，还会降低

叶片的整体强度。另外，电火花加

工机的电极容易损坏，降低了实际

生产效率。

长脉冲激光加工气膜孔（图 2
（c）和（d））是通过不断将激光能量

沉积到材料中，使得加工区域熔化、

汽化。然而，由于脉冲持续时间较长，

热效应明显，加工过程中会产生较厚

的重熔层。虽然加工效率高，但是整

体精度较低。

目前前沿技术是采用超快激光

加工气膜孔 [11]，超快激光是指脉冲

持续时间在皮秒及以下的激光。由

于其超高的峰值功率可以让加工区

域瞬间汽化，材料以等离子体的形式

喷发去除，加工过程中几乎不会导致

重熔层与微裂纹的产生 [12]，并且激

光的焦斑可以汇聚到微米量级，所以

在加工过程中可实现精确的孔型控

制。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超快激光器

采购成本较高，且平均功率较低，使

得整体加工效率不高。

涡轮叶片气膜孔加工存在的
技术难点

气膜孔在涡轮叶片上分布复杂，

孔与孔之间的间隔最小处在百微米

量级，孔的方位角与定位精度要求极

高，定位不准会导致气膜孔之间的内

壁交叉 [13]，造成气膜不均匀，极大影

响气膜冷却效率，所以在加工气膜孔

时需要准确的定位技术。传统的涡

轮叶片气膜孔采用球形定位方式，此

定位方式无法避免涡轮叶片自身铸

造带来的误差且无法在未进行坐标

系转换的情况下实现涡轮叶片上所

有的气膜孔加工 [14]。非接触式定位

是研究的热点 [15]，航空加工中采用

自适应定位技术，取得了较好的加工

精度，但是还是无法完全避免加工与

测量过程中带来的个体误差 [16]。

气膜孔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重熔

层与微裂纹不仅会导致冷却气流的

紊乱，还会造成叶片强度下降，直接

影响涡轮叶片的使用寿命 [17]。在加

工过程中要保证孔型的精确可控，气

膜孔实际加工误差必须在孔径、锥

度、圆度等参数上均达到理论设计的

可接受范围，所以先进的加工工艺与

过程控制十分重要。

新型材料的发展也给气膜孔加

工技术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国际

上已经选定陶瓷基复合材料（Ceramic 
matrix composite，CMC）作为下一代

涡轮叶片的主要材料 [18]，它是一种高

强度、耐高温的不导电材料。电火花

等加工工艺已经无法满足新材料的

加工需求。

本研究提出了一套基于纳秒 –
飞秒双波段激光加工气膜孔的方法，

配合三维扫描仪进行精确定位的工

艺，实现了在不锈钢涡轮叶片上 81

图 1 涡轮叶片气膜冷却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film cooling of turbine blade

外部高温燃气流

冷气膜

冲击导管（冷气源）

内部气冷通道
气膜冷却孔

图 2 电火花与纳秒 – 飞秒加工气膜孔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film cooling holes processed by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and 
nanosecond–femtosecond laser

200μm

200μm

（a）电火花加工气膜孔

（c）纳秒-飞秒激光加工气膜孔

50μm

50μm

（b）电火花加工气膜孔边缘放大图

（d）纳秒-飞秒激光加工气膜孔边缘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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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气膜孔的高精度高质量加工。

试验系统

涡轮叶片加工系统（图 3）主要

由加工和误差校正两部分组成，是一

个整体的闭环补偿加工系统，可以实

现高精度、高质量的涡轮叶片气膜孔

加工。

加工系统中，纳秒激光器、飞秒

激光器和自动光路切换模块可以在

加工过程中实现可控的光路切换功

能；四光楔模块中对应的角度偏转

模块与横向位移模块 [19]，分别由两

对光楔组成，高速电机带动光楔对旋

转，光楔对可以在光束旋转的同时控

制光楔对的相对距离分别调节入射

光束的偏转角度与横向位移，对应气

膜孔加工参数中孔径与锥度的大小；

双波段扫描场镜保证光束在扫描范

围内不产生畸变，焦距为 130mm，能

同时汇聚波长为 532nm 与 400nm 的

激光；五轴姿态变换系统能够实现

叶片姿态的精确变换。

误差校正系统中，三维扫描仪用

以获取实际气膜孔的空间坐标；工

控计算机主要用于误差计算并将补

偿值反馈到加工系统中，实现加工代

码的校正。

结果与讨论

1 涡轮叶片气膜孔的参数提取

涡轮叶片气膜孔主要分布于叶

前缘、叶盆、叶背区域。冷却气流从

叶片底部进入叶片内部，先流经带有

扰流肋的冷却通道对叶壁进行冷却，

之后主气流分成 3 个通道，第 1 个通

道主要对涡轮叶片前缘区域进行冲

击冷却，并随叶前缘的孔排出，实现

前缘区域冷却；第 2 个通道的气流通

过叶片中间区域（叶盆，叶背）的气

膜孔排出在表面形成气流保护膜隔

绝外热；第 3 个通道的气流通过叶片

尾缘劈缝排出，实现扰动强换热 [20]。

图 4 为所需加工涡轮叶片的带孔三

维模型，气膜孔分为 7 组共 81 个气

膜孔，均为与法平面方向有一定夹角

（20°~90°）的圆孔，在 XOY 平面投影

直径范围为 400~450μm。涡轮叶片

气膜孔分布较为密集，在表面与内壁

上，孔与孔之间的距离也不同，所以

在加工之前需要从设计好的理论模

型上精确提取每个孔的空间坐标，用

以生成初始的加工程序代码。

叶片模型是叶片制造的数据依

据。叶片上每一个气膜孔的建模是

由实体叶片与一个圆柱体进行布尔

运算得到，每个孔都与一个圆柱相对

应。圆柱由圆弧拉伸而成，圆柱的中

轴线就是气膜孔的中轴线，这个中轴

线的方向由一个指定的点和圆弧的

圆心来确定，即每个气膜孔都通过一

个点和圆弧来约束，每个气膜孔的中

轴线和定位点都可以精确获取。

获取每个孔的理论坐标后，得

到一个对应 WCS（World coordinate 
system）坐标系的参数 A1（Xn1，Yn1，

Zn1，in1，jn1，kn1），其中（Xn1，Yn1，Zn1）

为第 n 个气膜孔中心位置坐标，（in1，

jn1，kn1）表示第 n 个气膜孔的方向向

量。WCS 坐标系要转换到实际加工

坐标系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引入球坐

标变换，每个气膜孔的坐标经过变换

后对应一个五维坐标参数 A2（Xn2， 
Yn2，Zn2，Theta_An2，Theta_Bn2），（Xn2，

Yn2，Zn2）代表平动坐标，对应实际

加工系统中 X、Y、Z 轴的运动参数，

（Theta_An2，Theta_Bn2）代表转动坐

图 3 涡轮叶片气膜孔加工系统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urbine blade film cooling holes processing system

纳秒激光器

飞秒激光器

工控
计算机五轴姿态变换系统

待加工的叶片气膜孔

三维
扫描仪

双波段扫描场镜

横向位移模块

角度偏转模块

自动光路切换模块

Y

X

Z

Theta_B

Theta_A

图 4 涡轮叶片理论三维模型

Fig.4 Theoretical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urbine blade 

（a）带孔涡轮叶片理论模型 （b）气膜孔表面分布 （c）内壁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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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应系统中的 A、C 转动轴的运

动参数。每组参数在实际加工中约

束气膜孔的绝对空间姿态。

2 涡轮叶片的夹装与零点校准

涡轮叶片在加工之前需要设计

专门的夹具用以实现加工零点的调

节（三维平动），还要做到加工系统坐

标系与理论的坐标系的对齐（二维转

动）（图 5）。五维零点的对齐是坐

标系对齐的重要前提。

首先，夹具的设计要做到能迅

速、牢固、安全地夹装工件。榫根将

作为涡轮叶片固定的主要特征，对此

设计了叶片的专用夹具。 如图 5（a）
和 （b）所示，设计的夹具中有 3 个自

由度限制的器件，1 是定位销，限制

叶片榫根纵向移动的自由度； 2 和 3
为基准齿，限制榫根横向的自由度。

叶片在理论上装配完毕后，试验就具

有了一个可靠的对比标准。接下来

进行实际安装的坐标系对齐。由于

Z 轴是激光入射的方向，在叶片安装

过程中不涉及 Z 轴的运动，所以坐

标零点对齐过程中只需要将加工坐

标系的 XOY 平面零点与理论的 XOY
平面零点对齐即可。如图 6（a）所

示，选取叶身的特征点，此处选择叶

身 4 个对角轮廓交点，使用高精度

CCD（Charge–coupled device）检测

模块进行坐标采集。通过多个特征

点可以确定实际安装状态的零点，再

将理论模型的零点与对应的特征点

的相对关系进行对比，如图 6（b）所

示，确保叶片安装在加工系统中的位

置与理论安装位置的误差在合理范

围内。为了能精确调节手动安装带

来的误差，设计了专用的调节底座，

采用精细螺纹进给（250μm/r），调节

维度为二维调节，如图 5（c） 和 （d）
所示。

3 涡轮叶片预打点与三维扫描仪

  误差校准

实际加工系统中涡轮叶片预装

到设定位置后，由于叶片、夹具、转接

件等的自身制造误差，会使得理论生

成的加工代码在实际加工过程中依

旧存在误差，主要体现在气膜孔定位

误差以及孔与孔之间的积累误差。

为了减小以上误差对加工带来

的影响，需要在加工前对代码进行误

差补偿。首先在叶片表面喷涂水溶

性显影剂，将激光调节到较弱功率，

按照初始理论加工代码在叶片表面

进行预打点工序。如图 7（a）所示，

使用三维扫描仪对叶片进行扫描，获

取叶片表面灰度图像，在软件中将叶

片表面灰度图像与理论模型对齐后

进行误差分析，再进行实际与理论的

气膜孔中心坐标对比，得到对应气膜

孔在三维空间的误差。得到的误差

进行一定的坐标变换后得到加工补

偿数据。如图 7（b）所示，绿圈代表

气膜孔的理论轮廓，红圈代表气膜孔

的预打点气膜孔轮廓，黑色点云区域

为激光烧蚀区域，灰色点云代表未烧

蚀区域，实际加工区域与理论气膜孔

的误差在未校正前大于 500μm，在进

行误差校正后，理论与实际气膜孔中

心的误差减小到 50μm 以下。50μm

图 5 涡轮叶片的夹持与调节

Fig.5 Clamping and zero-point coordinates correcting of turbine blade

（a）涡轮叶片夹具

1

2
3

（b）涡轮叶片理论夹持模型

（c）底部调节盘 （d）调节盘与夹具装配模型

图 6 加工中的零点坐标校正

Fig.6 Zero-point coordinates correcting in processing

（b）误差分析（a）CCD实现特征定位

X

X Y

Y

0.05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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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使用三维扫描仪的精度极限，校

正后的误差达到了 50μm 以下，意味

着此方法在理论上已经达到了精度

的极限。

4 涡轮叶片气膜孔加工工艺验证

在气膜孔的加工过程中，要确保

气膜孔的高效率、高精度加工，先在

厚度为 2mm 的不锈钢的板材上进行

工艺验证。

首先使用脉冲持续时间为 90ns、
单脉冲能量 2mJ、重复频率 10kHz、
波长为 532nm 的激光，利用四光楔

对加工区域进行螺旋式加工，如图

8（a）所示；接着使用同样的激光对

孔进行轮廓修边，如图 8（b）所示，

得到孔壁较为改善的气膜孔；为了

最大限度降低重熔层带来的影响，最

后一步需要使用飞秒激光对孔壁进

行二次修边，加工方式与纳秒修边相

同，所使用的飞秒激光脉冲持续时间

为 50fs，单脉冲能量为 200μJ，重复

频率为 1kHz，波长为 400nm。

第 1 步的螺旋式加工中使用的

纳秒激光功率高，单脉冲能量大，可

以在数秒内穿透叶片壁面。在此过

程中，材料吸收激光的能量不断升

温，但是纳秒激光会带来较大的热效

应，融化的部分材料会继续吸收能量

直至汽化，而另一部分冷却后则重新

冷却附着在孔壁周围形成较厚的重

熔层。随着深度的增加，重熔层还会

导致后序激光的散射，使得气膜孔的

锥度变大。第 2 步使用纳秒激光进

行修边，纳秒激光沿着孔的外部轮廓

进行旋切式加工，为了防止孔径的扩

大，旋转半径略小于第 1 步设置的孔

径参数，此过程可以较大程度去除附

着的重熔层。最后 1 步使用飞秒激

光重复第 2 步的工序继续打磨孔壁，

飞秒激光与材料相互作用过程非常

短，在材料还未开始产生热弛豫之前

就已经与材料作用完毕，可以对孔壁

实现“冷”加工，使气膜孔孔壁质量

得到极大提升。

 在实际加工工艺参数探究中，

所使用的四光楔需要设定详细的参

数值。分别对应四光楔的相位偏差

角与锥度参数值，角度偏转参数值设

定范围为 0~179°，锥度参数值设定

范围为 10~28。
为了探究相位偏差角对孔直径

的影响，通过程序设置，每间隔 5°
进行打孔。在相位偏差角变化过程

中，孔的直径由大变小，最小直径为

310μm，最大为 975μm。孔的直径与

相位偏差角的依赖关系如图 9 所示。

完成孔直径与相位偏差角的相

对关系探究后，进行锥度参数对孔的

直径、锥度以及椭圆率的试验探究。

保持相位偏差角设定值为 0，通过调

整锥度参数值，探究所加工孔的直

径、锥度与椭圆率的变化规律。试验

结果显示，锥度参数值在 10~28 范围

内，孔径的直径最小为 301μm，最大

为 661μm，如图 10 所示。

在锥度参数 18~25 范围时，入口

孔圆度（短轴 / 长轴）百分数在 90%
以上，当锥度参数在 20~24 时，入口

的圆度百分数大于 94%，相应的圆度

百分比与锥度值如表 1 所示。

图 11 为上述工艺在不锈钢板表

图 7 三维扫描仪实现气膜孔坐标校正

Fig.7 Coordinates correcting of film cooling holes by 3D scanner

（b）绿圈为理论轮廓，红圈为实际轮廓（a）三维扫描仪对叶片进行扫描

（a）纳秒激光螺旋式加工 （b）纳秒/飞秒激光旋切式修边

图 8 气膜孔加工工序

Fig.8 Processes in film cooling holes

图 9 孔的直径与相位偏差角的关系

Fig.9 Dependence of diameter and 
phase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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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孔的直径与锥度参数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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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er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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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工的孔径为 450μm、倾斜角为

30°（孔轴向与加工表面法平面夹角）

的气膜孔扫描电镜图片。图 11（a）
为气膜孔表面轮廓，图 11（b）为孔

壁局部放大图，气膜孔的内壁光滑、

无明显重熔层、无微裂纹、轮廓规则。

5 涡轮叶片气膜孔加工结果与质量

   分析

基于在不锈钢板表面进行了

多种孔径（350~700μm）与倾斜角

（20~90°）的加工试验后，对不锈钢

涡轮叶片进行整体加工。经过夹装、

零点找准、预打点、三维扫描误差补

偿后完成了涡轮叶片气膜孔的加工。

图 12 为加工后的涡轮叶片整体图。

涡轮叶片气膜孔加工完毕后，

使用加工系统中的 CCD 同轴检测

模块对每个气膜孔进行快速在线检

测 [21]。通过同轴成像可以快速获取

每个气膜孔的孔径、圆度、方位角

等数值的误差。通过获取的误差确

认气膜孔的各项参数都小于设定误

差范围。将涡轮叶片取下，根据要

求使用工业塞规对孔径进行二次检

测。塞规测量值实际是测量出气膜

孔的最小边界值而非孔径，所以塞

规测量的结果往往是小于孔的实际

直径 [22]。部分检测结果由表 2 给出。

理论孔径 450μm 的气膜孔塞规测

量直径为 430μm，CCD 测量直径范

围为 464 ~ 475μm ；理论孔径 400μm
的气膜孔塞规测量直径为 380μm，

CCD 测量直径范围为 413 ~ 423μm ；

气膜孔的空间方位角误差最大为

0.3°，最小为 0。
选取两个加工完毕的涡轮叶片

在显微镜下进行孔径测量，对于孔径

为 450μm 的气膜孔（图 13（a）），其
测量平均值为 469.96μm，叶片 1 与

叶片 2 的孔径方差分别为 7.77μm2

与 8.00μm2，孔径一致性达到 ±10μm；

对于孔径为 400μm 的气膜孔（图 13
（b）），其测量平均值为 421.93μm，

叶片 1 与叶片 2 的孔径方差分别为

10.34μm2 与 4.55μm2，孔径一致性达

到 ±10μm。

经过初步的孔径一致性分析后，

对加工的叶片进行工业计算机层析

成像（Computer tomography， CT）分

析，测量气膜孔的整体孔型，确保加

工的气膜孔内壁无交叉。图 14 为叶

片倾斜角最大的叶前缘第 2 列与加

工难度最大的叶盆特殊点的 CT 检

表 1 不同锥度参数下的圆度百分数与锥度

Table 1 Circularity and taper under different taper parameters

锥度参数 圆度百分数 /% 长轴锥度 短轴锥度

18 92.6 1∶42 1∶23

19 90.5 1∶53 1∶23

20 94.4 1∶45 1∶25

21 98.1 1∶40 1∶19

22 94 1∶38 1∶22

23 97 1∶36 1∶18

24 97.7 1∶26 1∶16

25 91 1∶48 1∶20

图 11 纳秒 – 飞秒激光加工的气膜孔

Fig.11 Film cooling hole by nanosecond–femtosecond laser

（b）气膜孔内壁（a）气膜孔外部轮廓

50μm

图 12 加工后涡轮叶片整体图

Fig.12 Turbine blades with processed film cooling holes

测图，可以看出气膜孔之间无交叉且

无明显可见锥度。

最后对所加工的气膜孔重熔层

与微裂纹进行检测，在高倍显微镜下

对气膜孔进行剖面观测，如图 15 所

示，在 500 倍放大倍率下的气膜孔孔

壁光滑，无明显微裂纹；孔壁并无发

现与材料明显差异层，无明显重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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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气膜孔的在线参数检测结果

Table 2 Online parameters detection results of partial film cooling holes 

孔
编号

理论孔
径 /μm

塞规测量
值 /μm

误差 /
μm

CCD 测量
值 /μm

误差 /
μm

A 轴方位角
误差 /（°）

B 轴方位角
误差 /（°）

1 450 430 20 468 18 0.3 0.06

12 450 430 20 469 19 0.04 0.16

13 450 430 20 470 20 0.01 0.23

22 450 430 20 471 21 0.13 0.04

23 450 430 20 470 20 0.1 0.16

36 450 430 20 472 22 0.23 0.14

37 450 430 20 475 25 0.13 0.22

54 450 430 20 465 10 0.06 0.09

55 400 380 20 422 22 0.08 0.04

72 400 380 20 423 23 0.06 0.06

73 450 430 20 472 22 0 0.2

79 450 430 20 464 14 0.1 0.25

80 400 380 20 415 15 0.04 0.17

81 400 380 20 413 13 0.28 0.17

图 13 气膜孔孔径整体离线检测结果

Fig.13 Offline systematic diameters detection results of film cooling holes

叶片1
叶片2
平均值1
平均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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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2
平均值1
平均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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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0μm气膜孔一致性 （b）400μm气膜孔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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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代表性气膜孔的 CT 检测图

Fig.14 CT detection image of representative film cooling holes

（a）叶前缘第2列CT检测图 （b）叶盆特殊点CT检测图

Front 1 2.166mm Front 1895mm
Cylinder 19: radius=0.220mm Cylinder 15: radius=0.187mm

0.63mm
1540%

图 15 高分辨显微镜下气膜孔内壁形貌图

Fig.15 Interior morphology of film cooling 
hole under detection of high-resolution 

microscope

50μm

存在。

结论

（1） 纳秒激光与飞秒激光通过

合适的工艺组合，在涡轮叶片气膜孔

的加工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用

高功率的纳秒激光快速加工出气膜

孔的雏形，再使用飞秒激光进行精细

的修边，可以满足气膜孔加工过程中

对效率与精度的双重要求。

（2） 通过对既有的带孔涡轮叶

片理论三维模型进行分析，将气膜孔

理论的三维坐标数据（中心坐标，轴

向坐标）通过空间坐标转换，获得了

对应的加工代码，实现了理论到实际

加工的流程探究。

（3） 针对传统工件夹持与零点

找准方法进行了改进与创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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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设计了涡轮叶片专用夹具与

零点调节盘，配合 CCD 将平面的夹

装误差控制到微米量级；在气膜孔

加工过程中创新地采用三维扫描仪

对气膜孔中心进行误差矫正，将气膜

孔加工的误差降低到 50μm 以下。

（4）从多角度对加工的气膜孔

进行了评价，确保气膜孔的各项参

数达到预期指标。分别使用同轴检

测、工业塞规、显微镜对气膜孔的孔

径和方位角进行测量，气膜孔的方

位角误差不超过 0.3°，孔径一致性达

到 ±10μm ；使用高倍显微镜与工业

计算机层析成像对气膜孔进行剖开 /
无损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气膜孔孔型

良好，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微裂纹与重

熔层，孔的内壁无交叉。

（5） 未来随着高功率超快激光

器的成本降低、大规模国产化以及各

项关键参数指标的提升，例如直接使

用百瓦级的飞秒激光器可以同时满

足效率与精度的加工需求，对以气膜

孔为代表的高精度特种加工将是一

个关键性的推动。除此之外，先进的

脉冲整形手段也可以用到此类加工

中，例如研究较为热门的脉冲串技术

等，可以有效降低加工中带来的热效

应并且提升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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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Turbine Blade Film Cooling Holes by Nanosecond and 
Femtosecond Laser Pulses

JIANG Qilin, CAO Kaiqiang, CHEN Long, FENG Chaopeng, JIA Tianqing, SUN Zhenr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recision Spectroscop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o meet the demand of strict process of turbine blade film cooling holes in aero-engine, a method was 
proposed and a system was set up based on nanosecond laser and femtosecond laser pulses. A 3D scanner was used to 
compensate errors of coordinates accurately in process of film cooling holes. Combining high-efficiency feature of 532nm 
nanosecond laser with high-precision feature of 400nm femtosecond laser, eighty-one film cooling holes were processed in 
each of stainless-steel turbine blades. Deviations of the diameter are kept within 10μm and the position errors are no more 
than 50μm.  Profiles of film cooling holes are in good condition and no resolidified layer or microcracks are found under 
the detection of industrial computer tomography and high magnification microscope. High-quality film cooling holes are 
processed with no interference.
Keywords: Turbine blade; Film cooling; Nanosecond laser; Femtosecond laser; 3D scanner; Laser process technology

（责编  阳光）

Review on Advanced Film Cooling Hole Shapes
WANG Haitao, ZHANG Wenwu, GUO Chunhai

(Zhejia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Extrem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Ningbo Institute of Materials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ingbo 315201, China)

[ABSTRACT] The film cooling technolog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of turbine blad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film cooling technology, compares hole shapes at home and abroad, introduc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in stream and the secondary flow,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oling gas distribution on the 
film quality, and summarizes the effect of film cooling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 performance. A detailed discussion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interactive flow field, hole shapes, hole accessory structure (tabs, slopes) and hole arrangements. There 
are four main routes for improving the cooling efficiency: (1) Reducing the strength of the kidney vortex; (2) Producing 
a pair of anti-kidney vortices; (3) Using groove structure; (4) Changing the outlet pressure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hole shapes and accessory structures, it could provide guiding ideas for the optimal design of 
film cooling holes.
Keywords: Film cooling holes; Hole shapes; Hole arrangements; Tabs; Slopes; Cooling efficiency; Aerodynamic loss

（责编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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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针磁力研磨工艺对发动机涡轮
叶片表面质量的试验研究

朱慧宁，马小刚，程海东，陈 燕，韩 冰
（辽宁科技大学，鞍山 114051）

[ 摘要 ]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中涡轮叶片表面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整体性能，针对目前国内外对涡轮叶

片进行表面处理过程中存在的几何精度偏低、质量不稳定等现状，引入磁针磁力研磨工艺，并以不同磁针型号、磁极

转速及研磨时间为变化因素，以叶片气膜孔周边毛刺高度、叶片表面粗糙度及残余应力大小为指标通过试验来进行

变化因素与指标参数间的规律分析。结果表明，涡轮叶片表面残余应力由原始拉应力转变为压应力，压应力值随磁

针长度和磁极转速的增加而增加。涡轮叶片表面粗糙度及气膜孔周边毛刺高度经磁针磁力研磨后均得到明显改善。

研究结果可为磁针磁力研磨工艺对涡轮叶片表面质量的改善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磁力研磨；残余应力；表面质量；气膜孔冷却；涡轮叶片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8.062

朱慧宁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磁针磁力

研磨技术的工程化应用。

纹、气膜孔棱边毛刺残留等缺陷，涡

轮叶片若不经处理则会在使用过程

中造成毛刺、熔融积瘤等的脱落，导

致气膜孔局部阻塞，进而严重影响涡

轮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8–11]。传统研

磨工艺中很难去除气膜孔棱边处重

熔层积瘤和毛刺，水射流、磨粒流等

新技术也只能去除部分毛刺或造成

化学成分的残留。同时，残余应力作

为一种非稳定状态下而产生的残留

应力，其大小可直接导致工件的翘曲

变形及尺寸变化等问题，是工件因环

境应力开裂的主要原因 [12]，但涡轮

叶片残余应力的研究并无过多参考

资料。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质

量、残余应力等的改善研究已成为企

业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目前，

磁针磁力研磨应用广泛，可以去除蒙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作为航空

发动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在高

温、高压等恶劣环境下工作 [1]，是航

空发动机最容易发生故障的部件之

一 [2]。目前，通过叶片上密布排列的

气膜孔进行冷却已经成为最广泛的

冷却方式 [3]，Bunker[4] 在 2006 年提

到，提高冷却性能和降低循环过程

的气动损失是涡轮冷却技术的两个

主要目标。气膜冷却的相关研究一

直关注几何参数（孔形、节距等）和

气动参数（吹风比、密度比等）对两

个指标的影响 [5]。除了涡轮叶片气

膜孔的尺寸精度、表面质量要求，涡

轮叶片气膜孔的形状对冷却效果的

影响至关重要 [6–7]。然而，电火花和

激光加工作为当下最成熟的气膜孔

加工技术存在重熔层增厚超标、微裂

引文格式： 朱慧宁 , 马小刚 , 程海东 , 等 . 磁针磁力研磨工艺对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质量的试验研究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8): 
62–68.

   ZHU Huining, MA Xiaogang, CHENG Haidong,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surface quality of engine turbine blade by 
magnetic needle magnetic abrasive technology[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8): 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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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微孔毛刺、涡轮轴内壁积碳 [12]、燃

油喷嘴积碳 [13]、提高异形管内表面

质量及使用寿命 [14] 等。针对这一企

业难题现状及磁针磁力研磨的应用

前景，提出采用磁针磁力研磨工艺，

在保证涡轮叶片尺寸精度和形状精

度的条件下来改善其表面质量，降低

其残余应力，提高叶片使用寿命。本

文以不同磁针型号、磁极转速及研磨

时间为影响因素，以叶片气膜孔周边

毛刺高度、叶片表面粗糙度及残余应

力大小为指标，定量化研究各影响因

素与指标参数间的规律关系，为磁针

磁力研磨工艺对涡轮叶片表面质量

的改善提供参考依据。

磁针磁力研磨工作原理

1 工作原理

图 1（a）为磁针磁力研磨加工

原理图，在研磨过程中将被加工件置

于专用工装夹具上，与按一定比例混

合的研磨液和磁针放入适宜容积容

器内，利用电机主轴带动磁极旋转从

而产生旋转磁场，磁针在旋转磁场的

作用下开始运动，此过程中磁针在相

互碰撞力、研磨液浮力、惯性力及磁

场力等力的共同作用下处于无序运

动状态，使磁针与工件之间发生相对

运动，无数磁针无序撞击在工件表面

达到有效去除毛刺，强化工件表面，

改变工件表面的应力状态，提高工件

抗腐蚀性的目的。试验装置图如图

1（b）所示。

2 磁针受力分析

磁针在磁场中被磁化同样会产

生磁场形成明显的 N 极和 S 极。图

2 为磁针在磁场中磁化示意图，可知

磁针总是顺着磁感线的方向排布 [15]。

假设磁极盘上磁极与磁针间距为 l1，磁
极强度为 ma，磁针磁极强度为 mb，则

H
m
l

b
ma
=

4 0 1
2πµ  （1）

H
m
lmb

a=
4 0 1

2πµ  （2）

其中，Hma
为磁极所处位置磁场强度；

Hmb
为磁针所处位置磁场强度；μ0 为

真空导磁率。

则可得磁针公转时在磁场力中

所受的磁场力为

F = mb Hmb
 （3）

由式（1）~（3）可知磁针在磁

场中受力的大小与磁针质量及磁场

强度有关。

3 磁针去除机理分析

由于磁针的复杂运动，磁针与工

件的接触形式有很多，目前磁针与工

件接触方式有碰撞、划擦和翻滚。由

于磁针与工件之间不断地碰撞、划

擦、翻滚，使得工件表面的毛刺发生

塑性变形，发生塑性变形的毛刺再经

磁针的碰撞、划擦、翻滚就很容易从

工件表面脱落，从而达到去毛刺的效

果。图 3 是磁针去除毛刺的机理图，

要想去除毛刺，磁针与工件之间就会

存在相对运动，即工件与磁针之间存

图 1 磁针磁力研磨加工原理及试验装置

Fig.1 Magnetic abrasive machining with magnetic needle and test device

（b）试验装置（a）研磨加工原理

磁针

工件容器桶

N极

S极

非导磁板

图 2 磁针在磁场中磁化示意图

Fig.2 Magnetization of magnetic needle in magnetic field

N
S

磁针

图 3 磁针去除毛刺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magnetic needle deburring

（a）碰撞 （b）划擦 （c）滚压

磁针

磁针
V

V

V

工件工件工件

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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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速度差。

磁针磁力研磨试验参数

试验研究对象为某型号航空发

动机涡轮叶片，材料为 DD6 单晶镍

基合金，叶片示意图如图 4 所示。采

用水基研磨液，在研磨过程中有散热

作用，防止温度过高导致磁场强度下

降。磁针直径要大于气膜孔孔径，防

止研磨过程中磁针进入气膜孔内部

造成堵塞。具体试验参数见表 1。
试验采用广州广精精密仪器

JB–8E 表面粗糙度仪来检测研磨前

后涡轮叶片表面粗糙度，取样长度

为 4mm ；研磨前后表面形貌采用日

本 VHX–500F 超景深显微镜进行观

察；残余应力场采用荷兰的 X’Pert 
Powder 残余应力测试分析系统，

测试条件：Cμ 靶 K–a 波段，靶电压

30kV，靶电流 25mA，布格拉角 145°，
曝光时间 9s。

试验结果与讨论

1 气膜孔周边毛刺高度

采用 JB–8E 表面粗糙度仪检测

研磨前叶片表面粗糙度 Ra=0.5μm，

超景深显微镜观察叶片气膜孔周边

毛刺原始高度为 43.9μm，采用 X’Pert 
Powder 测的叶片原始表面残余应力

为 324.7MPa。本试验方案如表 2 所

示，方案分为 4 组，研究了磁极转速、

磁针长度、磁针直径及研磨时间对

气膜孔周边毛刺的变化，不同影响

因素下研磨前后气膜孔周边毛刺高

度的变化如图 5 所示。当磁极转速

为 400r/min 时，毛刺高度 h 由原始

43.9μm 变为研磨后 34.5μm，变化量

∆h 较小，这是由于磁极转数小，磁针

研磨压力较小，因而毛刺去除量小；

当磁极转速为 800r/min，毛刺高度变

化量 ∆h 为 20.2µm ；当磁极转速为

1200r/min 时，∆h 为 28.3μm。 随 着

磁极转数的增加，磁针获得的研磨

压力也增加，因而毛刺去除量也不

断增大。

表 1 试验工艺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test process

工件材料
旋转磁场转速 /
（r·min–1）

研磨时间 /
min

水基研磨液 /
mL

磁针直径 /
mm

磁针长度 /
mm

DD6 单晶
镍基合金

400，800，1200 2，5，8 500 0.3，0.5，1.0 3，5，7

表 2 试验方案及试验条件

Table 2 Test scheme and test conditions

试验方案 试验条件

方案 1 磁针型号φ0.5mm×5mm，研磨时间 8min

方案 2 磁针长度 5mm，磁极转速 800r/min，研磨时间 8min

方案 3 磁针直径φ0.5mm，磁极转速 800r/min，研磨时间 8min

方案 4 磁针型号φ0.5mm×5mm, 磁极转速 800r/min

图 4 叶片示意图

Fig.4 Blade diagram

图 6 为 选 用 φ0.3mm×5mm 型

号磁针、磁极转数 800r/min、磁针长

度 5mm、研磨时间 8min 条件下，利

用超景深显微镜拍摄的三维表面形

貌图，在气膜孔棱边画一条线 AB，表
示 A 到 B 区域的毛刺平均高度，数值

为 27.4μm。在磁极转数 800r/min、研
磨时间 8min 条件下，通过对比 φ0.3 
mm×5mm、φ0.5mm×5mm 和φ1.0 
mm×5mm 3 种不同直径、同长度

的磁针磁力研磨前后毛刺高度的变

化，得到磁针直径越大，毛刺去除量

越大。图 7 为在方案 4 条件下研磨

前后气膜孔二维表面形貌图，可知
φ0.5mm×5mm 型号的磁针研磨表面

最好。利用 φ0.3mm×5mm 磁针加

工工件表面时，由于单个磁针质量较

小，所获动能小，研磨力度不够，因而

毛刺去除量少，效果不明显；而磁针直

径为φ1.0mm 时，直径大，质量大，研磨

压力变大，此时毛刺去除量明显增大，

但对工件表面形貌造成一定的损伤。

在方案 3 条件下，先后利用φ0.5　
mm×3mm、φ 0.5mm×5mm、φ 0.5　
mm×7mm 3 种同直径、不同长度磁

针对涡轮叶片表面进行研磨加工，得

出 φ0.5mm×5mm 磁针研磨毛刺高

度去除量最大。这是由于长度 3mm
磁针在旋转磁场中速度较低，研磨

压力不足，撞击毛刺次数较少，研磨

不充分，因而毛刺去除量较少；长度

7mm 磁针研磨工件表面毛刺去除量

少是由于磁针太长，在旋转磁场的作

用下翻滚次数较少，对毛刺划擦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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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而毛刺去除率较低。

在方案 4 条件下，研磨时间分别

为 2min、5min、8min 时，从表 3 数据

可得出随着时间的增加，磁针与工件

碰撞、划擦的次数增加，因而毛刺高

度去除量大大增加。

2 表面粗糙度分析

表 3 为不同影响因素下研磨前后

涡轮叶片表面粗糙度的变化，原始表

面粗糙度 Ra 为 0.5µm。由表 3 可知，

表面粗糙度随着磁针长度增加呈先降

低后增加趋势。在磁场转速 800r/min、
磁针型号φ0.5mm×3mm 条件下研磨

5min，表面粗糙度 Ra 变为 0.28μm，变

化量 ∆Ra 为 0.22μm。φ0.5 mm×5mm
型号磁针研磨后表面粗糙度最低，对

比原始表面粗糙度值变化最大，表面

质量最好。

由表 3 可知，叶片表面粗糙度

随着磁针直径增加先降低再增加。

在 φ0.3mm×5mm 磁针条件下，表

面粗糙度 Ra 为 0.29μm，对比原始

表面粗糙度降低了 0.21μm ；当采

图 5 不同试验条件下毛刺高度变化图

Fig.5 Variation diagram of burr height under different tes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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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Figure of burr height on grinding surface

用 φ1.0mm×5mm 磁针研磨后，表

面粗糙度 Ra 为 0.80μm，变化量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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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0.3μm，这是由于磁针直径过大，

在磁针撞击、翻滚、划擦工件表面时

磨削痕迹较为明显，因而表面粗糙度

有所增加。

同样，叶片表面粗糙度随磁极转

速增加呈先降低后增大趋势，这是

由于当磁极转数为 400r/min 时，磁

极转数较小，磁针获得的动能就小，

磁针撞击工件表面的力越小，仅去除

部分毛刺，即工件表面粗糙度有所降

低；当磁极转速为 1200r/min 时，由

于磁极转数较大，磁针获得的动能就

大，磁针撞击工件表面的力越大，造

成工件表面磁针击打过的痕迹较为

明显，因此工件表面粗糙度增加。

3 残余应力分析

在相同磁场转速 800r/min、研

磨 8min 时，分别对比了 φ0.5mm× 
3mm、φ 0.5mm×5mm、φ 0.5mm× 
7mm 3 种不同磁针长度和φ0.3mm× 
5mm、φ 0.5mm×5mm、φ 1.0mm× 
5mm 3 种不同磁针直径对叶片残余

应力的影响。由图 8（a）可得采用

3 种不同磁针长度研磨后，工件表面

的残余应力随着磁针长度的增加由

原始的拉应力 324.7MPa 变为压应力

83.5MPa，同时随磁针长度的增加，

残余压应力的值也随之增大。

图 8（b）为 3 种不同磁针直径

下研磨后残余应力图，叶片表面残余

应力值由原始拉应力 324.7MPa 变

为压应力 110.1MPa，其数值随磁针

直径的增大而增大。

如图 8（c）所示，当磁针型号同

为φ0.5mm×5mm，研磨时间为 8min，
磁场转速分别为 400r/min、800r/min、
1200r/min 时，叶片表面残余应力由

原始拉应力 324.7MPa 变为压应力

141.8MPa。在磁场转速为400r/min时，

残余应力仍然为拉应力，这是由于磁

场转速小，磁针所获动能不足，研磨

压力不够因而残余应力变化不大。

随着磁场转速增加，残余应力变化值

相应越大。

如图 8（d）所示，磁极转速为

800r/min、磁针型号 φ0.5mm×5mm、

研磨 8min 后，表面残余应力由原始

拉应力 324.7MPa 变为压应力 132.8 
MPa。这是由于随着研磨时间的增

加，磁针击打工件次数也随之增加，

工件内部晶格间碰撞次数增大，释放

残余应力，随着研磨时间增加，表面

残余应力也呈增大趋势。

由前文综合分析可知，当磁场转

速 800r/min、磁针型号φ0.5mm×5mm、

研磨时间 8min 时，叶片表面质量最

好。采用 X'Pert Powder 残余应力测

试分析系统所测叶片表面应力变化

值。叶片表面残余应力由原始的拉

应力（324.7±56.9）MPa 变为压应力

（132.8±26.9）MPa，可有效提高叶片

抗疲劳强度，提高其服役寿命（图 9）。

结论

（1）以不同磁针型号、磁极转速

及研磨时间为影响因素，以叶片气膜

孔周边毛刺高度、叶片表面粗糙度及

残余应力大小为指标，通过试验得到

各影响因素与指标参数间的定量化

规律关系，可为磁针磁力研磨工艺对

涡轮叶片表面质量的改善提供参考

依据。

（2）通过磁针磁力研磨试验数

据可得，当磁场转速为 800r/min，磁
针型号为 φ0.5mm×5mm，研磨时间

表 3 不同方案下表面粗糙度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s of surface roughness under different schemes

试验条件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磁极转数 n/（r·min–1） 磁针直径 d/mm 磁针长度 l/mm 研磨时间 t/min

400 800 1200 0.3 0.5 1.0 3 5 7 2 5 8

Ra/μm 0.29 0.21 0.35 0.29 0.2 0.8 0.28 0.21 0.28 0.32 0.21 0.16

∆Ra/μm 0.21 0.29 0.15 0.21 0.3 –0.3 0.22 0.29 0.22 0.18 0.29 0.32

图 7 磁针不同直径下研磨 5min 后表面形貌对比图

Fig.7 Comparison of morphology after grinding for 5min with different needle diameters

（a）φ0.3mm×5mm

250μm250μm250μm

（b）φ0.5mm×5mm （c）φ1.0mm×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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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min 时，涡轮叶片气膜孔周边毛

刺基本得到去除，毛刺高度由原始的

43.9μm 变为 20.2μm；表面粗糙度 Ra

也由原始的 0.5μm下降到了 0.16μm，

表面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磁针磁

力研磨工艺可使涡轮叶片表面残余

应力得以释放，并由原先拉应力变为

压应力，可有效提高叶片抗疲劳强

度，提高其服役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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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Surface Quality of Engine Turbine Blade by Magnetic 
Needle Magnetic Abrasive Technology

ZHU Huining, MA Xiaogang, CHENG Haidong, CHEN Yan, HAN B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 Anshan 114051, China)

[ABSTRACT] The surface quality of turbine blade in aviation gas turbine engine directly affect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engine. In view of the low geometric accuracy and unstable quality in the surface treatment of turbine blad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magnetic abrasive technology with magnetic needle is introduced, and different types of magnetic needle, 
rotating speed of magnetic pole and grinding time are taken as variable factors. The surface roughness and residual stress 
of the blade are taken as the indexes, and the law between the change factors and the index parameters is analyzed through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idual stress on the surface of turbine blade changes from original tensile stress 
to compressive stress, and the compressive stres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magnetic needle length and magnetic pole 
speed.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urbine blade and the burr height around the gas film hole are improved obviously by 
magnetic needle grind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surface quality of turbine blade by 
magnetic needle grinding process.
Keywords: Magnetic grinding; Residual stress; Surface quality; Film hole cooling; Turbine blade

（责编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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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支撑先进复材设计与制造
助力航空航天轻量化结构发展
—— 走进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先进复合材料

结构设计与制造团队
Mechanics Supports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Advanced Composite Materials,

Boosts Development of Lightweight Aerospace Structures

[ 编者按 ]  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先进复合材料结构设计与制造团队始建于 2009 年，面向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土木建筑等国家战略领域的重大需求，顺应高性能化复合材料结构先进制造技术的国际前沿发展趋势，致力于解

决重大工程中先进复合材料与结构设计及制造过程中涉及的材料科学、力学、结构健康监测、自动化控制以及人工智

能等多学科交叉的基础科学问题，同时依托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为航空航天领域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科研人才。

参与编写 4 部复合材料英文专著；授

权发明专利 10 余项；获上海市教学

成果一等奖 1 项，上海市自然科学二

等奖 1 项以及中国复合材料学会青

年科学家奖等；团队获同济大学首届

卓越研究生导学团队标兵称号；研究

成果已在飞机、轨道交通、新能源汽

车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得到领先

示范应用。

团队优势和研究方向

（1）绿色复合材料设计与制造。

植物纤维复合材料多层次界面

力学理论。绿色复合材料是采用来

源于大自然且具有高比强度和比模

量的植物纤维制造成型的复合材料，

具有优异的环保性能。针对植物纤

维独特的微观结构特点，探索了植物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多层级失效模式，

揭示了多层级界面断裂机理；构建了

双界面剪滞理论模型，以获取其增强 

复合材料的多层次界面脱黏破坏准

则；通过建立含多层级界面开裂区域

模型，确定了微观界面参数与宏观力

学行为间的相关性。据此提出了植 
物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力学高性能化

的新概念和新方法，构建了多层次、

多尺度的复合材料界面损伤破坏模

式，实现了绿色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调控。

多功能植物纤维复合材料基础 
创新和应用研究。建立了材料细、微

观结构参数与声学性能的关系，提出

了植物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声学结构

的设计原则；开发了新型碳纳米管和

石墨烯纳米阻燃剂，阻燃性能可达到

航空级别要求，克服了以往植物纤维

增强复合材料阻燃与力学性能之间

的矛盾；开发了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

和阻燃性能的全降解环境友好型复

合材料，实现了植物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力学 / 声学 / 阻燃结构的多功能化。

团队概况

团队现有固定教学科研人员 10
余人，其中包含国家杰青获得者 1 人，

上海浦江人才计划 2 人，上海晨光学

者 1 人，同济青年百人计划 4 人，以

及多位青年教师和博士后。

团队由杰青李岩教授领衔，致

力于国家在高端装备与材料、智能制

造、环境可持续发展应用中“卡脖子”

关键难题的技术突破。目前团队牵

头主持了 2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等

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任务，包括科技

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英牛顿

高级学者项目、工信部中欧航空科技

专项、科技部 973 项目等重大课题。

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SCI 他引逾

2000 次；出版复合材料专著 2 部，其 
中 1 部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受邀

Mechanics Supports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Advanced Composite Materials, Advancing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Lightweight Structures in Aerospac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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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成功示范应用于飞机舱内结构

件、轨道交通列车车厢内部结构件、

新能源汽车外覆盖件和市政工程结

构件等。

（2）复合材料智能技术。

复合材料智能结构设计。面对

航空航天领域对高质量复合材料构

件结构功能一体化的迫切需求，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复合材料智能

结构设计。建立了多场耦合高保真

仿真模型，阐释了智能复合材料服役

过程中力 - 热 - 电 - 化学等多场耦

合机理，实现了关键结构件精准快速

设计，获得了具有状态自感知高力学

性能的智能复合材料结构。通过深

度学习算法构建了耦合场间的复杂

非线性关系，加速结构状态自感知与

自决策过程，获得了集成压力、温度、

湿度、高应变率的高灵敏、低迟滞、高

稳定性复合材料智能结构。

复合材料异形结构制造 / 检测技

术。传统制造方法和人工扫查诊断

的传统检测方法难以满足复杂外形

构件的制造、检测及制造状态在线监

测的需求。结合精密机器人和多体

协同技术，建立了多自由度复合材料

增材制造方法及异形复合材料智能

检测系统。通过构建机器人运动学

模型及信号传输系统，实时获得制造

运动轨迹和检测激励信号。采用专

用深度学习方法针对复合材料检测

中的多源激励数据进行训练，建立了

高置信度复合材料性能评价模型，实

现了复合材料构件当前力学性能的

准确预报及损伤状态的精准评价。

（3）复合材料增材制造。

复合材料仿生结构优化设计和

增材制造。研制兼具强度和韧性优

势的新型轻量化仿生结构是提高航

空航天等领域高端装备服役寿命和

安全性的趋势。采用增材制造成型

梯度蜂窝仿生复合材料、层状螺旋仿

生复合材料、管状仿生复合材料等创

新结构形式，建立了复合材料微观结

构与宏观性能间的关系，针对各仿生

结构形式及增材制造成型的特点，提

出了多目标优化算法，优化结构几何

尺寸和工艺参数，获得了具有轻质和

高力学性能的复合材料仿生结构。

3D 打印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成型

质量控制。传统 3D 打印获得的连

续纤维复合材料缺陷多，影响其力学

性能。通过开发基于纤维实时浸渍

技术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

设备，探索了连续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成型过程缺陷形成机理，评估了

3D 打印工艺参数对缺陷及力学性能

的影响，建立了 3D 打印连续纤维复

合材料自粘预测模型和力学性能调

控方法。提出了基于超声振动的 3D
打印复合材料缺陷控制方法，通过喷

嘴形状的精确设计、纤维改性和工艺

参数优化等方法，改善了熔腔内纤维

和熔融基体的浸润效果，显著提升了

连续纤维复合材料的成型质量。

（4）复合材料雷击防护。

雷击复合材料损伤预测评估模 
型的建立。雷击碳纤维复合材料涉 
及热 - 电转换效应、绝缘层介电击穿、

高温等离子体膨胀等复杂交互作用

机制。建立了碳纤维复合材料雷击

热烧蚀和高温等离子体膨胀冲击损

伤预测模型，揭示了复合材料在雷击

过程中的损伤演化规律，获得了雷击

防护系统雷击损伤的定量评估方法。

探索了航空典型结构在雷击下的损

伤模式和损伤演化机理，建立了碳纤

维复合材料夹层结构、复合材料金属

螺栓连接件的雷击损伤预测模型，丰

富了航空复合材料雷击损伤预测的

理论。

雷击复合材料防护涂层开发和

评估方法的建立。雷击防护涂层要

兼顾重量、力学性能和电磁防护性

能，开发了雷击防护和电磁屏蔽一体

化新型轻质夹心复合涂层，防雷击和

电磁屏蔽效果优良。制备了具有超

高比强度的钛 / 铝多层复合结构防护

涂层，阐明了微观尺度下钛 / 铝多层

复合结构涂层的变形机理及强化机

制。提出了能量法和应力法表征超

薄涂层材料断裂韧性和等效应力 -

应变本构关系的纳米压痕表征方法，

发展了防护涂层的表征评估理论。

交流与合作

团队与国内多所著名高校、科研

院所及航空航天重点企业等长期保

持着紧密合作；同时，与美国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德国斯图加特大

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加坡国立

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与科研机构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交流关系。

未来规划和研发重点

团队聚焦复合材料力学学科发

展前沿和复合材料在高端装备应用

的迫切需求，拟在绿色复合材料与结

构、复合材料增材制造、智能复合材

料与健康监测、复合材料结构分析与

验证、复合材料结构适航等方向进一

步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技术创新能

力，拓宽复合材料应用领域。加强团

队梯队建设，注重团队人才培养和高

层次人才引进，强化国际国内合作力

度，提升团队在本领域的国际国内影

响力，形成研究特色，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

� （采访　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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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8期

SPECIAL TOPIC专  题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375005）。

徐卫宏

  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机械制造

工艺。

等 [3] 基于机械力学模型，提出了槽

铣出口毛刺尺寸的预测算法。Danis
等 [4] 研究了不同前角的切削力行为，

并估计了基于切削力分解的摩擦系

数。Niknam 等 [2] 研究了切削参数和

刀刃边缘半径对插铣刀受到切削力

的影响，并指出粗加工时的残余高度

会影响精加工过程，而精加工时的残

余高度影响工件的加工质量。Monies
等 [5] 建立了深槽插铣的机械力学模

型，并探讨了刀具不同几何形状对切

削力的影响。

在残余高度控制方面，朱虎等 [6]

指出步距越大，残余高度越大，表面

加工质量越差，但材料去除率越高。

丁东旭等 [7] 提出了动态刀具补偿技

术的残余高度算法，保证了工件表面

槽铣加工广泛应用于汽车、航

空航天、医疗等行业，其一般流程为

先粗加工，再半精加工，最后精加工，

直到工件表面质量满足粗糙度要求。

常规铣槽粗加工方式是利用平底铣

刀，以槽中心线直接下刀一定深度并

侧铣一定长度，再重复该过程直到加

工到规定的深度。但当槽的深度较

大时，刀具悬伸量大，刚性变差，受到

的径向力会使其径向振动，影响刀具

寿命和加工质量 [1]。插铣法采用底刃

切削、轴向进给，如图 1[2] 所示。相比

于常规铣槽方式，插铣刀受到较大的

轴向力和较小的径向力，减小了刀具

的径向振动，适用于薄壁和非薄壁零

件的加工，且有更高的加工效率。

在槽铣加工方面，Sheikh–ahmad

引文格式： 徐卫宏 , 宋伟伟 , 陈伦旺 , 等 . 基于残高控制的深槽插铣工艺参数多目标优化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8): 72–78, 87.
  XU Weihong, SONG Weiwei, CHEN Lunwang, et al.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slot milling process parameters based 

on scallop height control[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8): 72–78, 87.

基于残高控制的深槽插铣工艺
参数多目标优化*

徐卫宏 1， 宋伟伟 2， 陈伦旺 3， 黄 涛 3， 张小明 3

（1. 中国航发南京轻型航空动力有限公司，南京 210000；
2. 陆军装备部航空军事代表局驻上海地区航空军事代表室，上海 200233；

3.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430074）

[ 摘要 ]　针对镍基高温合金的深槽插铣加工过程开展研究，以材料去除率和残余高度为优化目标，提出了一种切削

力约束和稳定性约束下的工艺参数优化模型。针对加权法建立目标函数时各目标权重难以量化调节的问题，采用比

值加权法建立目标函数，保证了优化方向的平衡性。选用优化实例，采用遗传算法对优化模型进行求解，对比优化结

果和经验结果的性能指标。结果表明，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优化后的工艺参数不仅可以显著提高材料去除率，

还可以控制残余高度，从而实现高效、高质量加工。

关键词：插铣；残余高度控制；切削稳定性；比值加权法；多目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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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质量。刘一波 [8] 基于一次残余

高度进行二次铣削轨迹优化，明显降

低 了 表 面 粗 糙 度。Kukreja 等 [9] 提

出了从仿真软件获取的 CAD 模型和

CNC 刀具路径中生成残高点两种方

法，估算了自由曲面加工中的残余高

度，解决了实践中残高评估较难的问

题。现有的残余高度控制研究，主要

集中在球头铣刀的精加工中，从而提

高表面加工质量。

为了解决实际生产中工艺参数

选取困难的问题，众多学者针对插铣

工艺参数优化做了很多研究。程耀

楠等 [10] 采用经验公式建立切削力模

型，以材料去除率和切削力为优化目

标，采用加权法建立目标函数，优化

了工艺参数。Zhuang 等 [11] 提出了小

切宽插铣切削力的机械力学模型，并

在稳定性约束条件下，以最大材料去

除率为优化目标，对切削宽度、侧向

步距、每齿进给量和主轴转速 4 个切

削参数进行了优化。冯新敏等 [12] 以

材料去除率和切削力为优化目标，运

用模糊分析法对切削参数进行优化。

翁剑等 [13] 引入机器学习方法建立切

削力模型并与传统经验方式比较，最

后以材料去除率和切削力为优化目

标，优化了工艺参数。

目前有关工艺参数优化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以切削力和材料去除率

为优化目标，对小切宽插铣工艺参数

进行优化。而在深槽插铣加工中，除

了切削力和材料去除率等性能指标，

残余高度对后续精加工次数以及表

面加工质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

此，本研究针对深槽插铣过程，以最

大材料去除率和最小残余高度为优

化目标，采用比值加权法建立目标函

数，提出了一种切削力约束和稳定性

约束下的工艺参数优化模型。

槽铣切削力模型

切削力对切削过程有着重要的

影响，不仅是机床、刀具设计的重要

依据，也是工艺系统变形和振动研究

的重要基础。切削力仿真的经典方

法是通过大量切削力数据代入经验

公式进行回归分析求解系数，进而预

测平均切削力。但经验公式法无法预

测瞬时切削力及其变化规律，因此本

研究采用 Zhuang 等 [14] 提出的机械力

学模型来预测插铣切削力，不仅可以

预测每个刀具周期内瞬时切削力的变

化规律，也可以计算最大切削力。

可转位插铣刀由于刚度高、刀杆

长，常用于槽铣加工中。图 2 为可转

位插铣刀几何示意图，D 为刀具直

径；L 为切削刃长度；Ψr 为刀齿前角；

Ft 为与瞬时切削速度相反的切向力；

Fr 为指向刀具轴心的径向力；Fa 为

与刀具进给方向相反的轴向力。图

3 为插铣刀槽铣加工的切削几何示

意图，O1 为前一个切削位置的刀具

中心；O2 为当前切削位置的刀具中

心；A 为前一刀具位置的切入点；B
为当前刀具位置的切出点；阴影部

分为当前位置的切削面积；h 为两个

切削位置之间的残余高度。

根据图 3 中刀具当前位置和前

一刀位置的几何关系，以 X 轴负半轴

为基准，第 j 个刀齿在 t 时刻的瞬时

切削宽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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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中，φmin 为当前位置刀具切入角度；

φmax 为当前位置刀具切出角度，如下：

 图 1 深槽插铣加工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deep groove plunge milling

残余高度h
Z

X
as

（a）切宽 （b）残余高度

图 2 可转位插铣刀几何示意图

Fig.2 Geometry diagram of indexable plunge milling cutter

D

Z

X

Ψr

Fr

Fa

Ft

L

X

Y

（a）侧视图 （b）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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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切削力的大小与瞬时未变

形切屑的横截面积呈正相关性，则切

向切削力、径向切削力、轴向切削力

可分别表示为动态变化切削面积的

函数：

F t K a t f
F t K a t f
F t

j j j

j j j

j j

t t z

r r z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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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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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 Kt、Kr、Ka 分别为插铣加工的

切向力系数、径向力系数和轴向力系

数；φ j（t）表示以 X 轴负轴为基准，

刀具第 j 个刀齿在 t 时刻的位置角可

表示为：

φ φj
n t j( ) ( )t = ⋅ + − ⋅

2
60

1π
p  （4）

其中， n 表示主轴转速；φp=2π/N 表

示齿间角，N 为刀齿个数。

将动态切向力、径向力、轴向力

通过坐标变换，得到直角坐标系下的

三向切削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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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单个刀齿的三向切削力之

后，再对某一时刻的角度下所有刀齿

的切削力进行求和，可以得到刀具瞬

时动态切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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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t、Kr、Ka 通过变进给切削试

验进行系数标定。

频域法颤振稳定性模型

所谓再生颤振，即机床由于切削

噪声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微量振动，并

在前后两个刀齿切入同一位置时留

下不同的波纹，从而产生的相位差，

如图 4 所示。两个波纹之间的相位

差，在接近但不等于加工系统主结构

模态的颤振频率处，加工系统的最大

切屑厚度将呈指数增长，进而切削

力也会呈指数增长，这可能会损坏

刀具并产生带波纹的低质量表面。

Altintas 等 [15–16] 提出并验证的铣削

和插铣过程中颤振稳定性模型，探究

了极限切削宽度与主轴转速的关系，

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机床再生颤振可分解为直角坐

标轴方向 X、Y、Z 和扭矩方向 θ 的再

生振动，均影响着瞬时切屑厚度。插

铣刀的第 j 个刀齿在 t 时刻的瞬时切

屑厚度可表示为：

图 3 槽铣切削几何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slot milling cutting geometry

工件

前一刀位置
当前一刀位置

h
A

B

n a eO1 O2

as

φ j（
t）φmax

φmin

Y

a（φj（t））

X

 图 4 再生颤振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regenerative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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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函数 g（φ j（t））是单位阶跃函数，

φ st ≤φ j（t）≤φ ex 时，g  （φ j（t）） =1 ； 
φj（t）<   φst 或φj（t）>φex 时， g（fj（t）） =
0。此时，瞬时切削力（Ft、Fr、Fa）和

扭矩 Tθ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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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r=KtKrc，Ka=KtKac，Krc 为径向

切向切削力比例，Kac 为轴向切向切

削力比例，将瞬时切削力和扭矩在笛

卡尔直角坐标系下进行坐标变换，并

对所有的刀齿进行求和，可得到刀具

瞬时总切削力和扭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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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其中， Ψr 表示刀具前倾角。

式（9）在时域以矩阵的符号可

简化为：

F t aK A t t( ) ( ) ( ){ } = [ ] ∆{ }t  （10）

其中，[A（t）] 为定向动态切削系数

矩 阵。Altintas 等 [16] 提 出，[A（t）]
在一个刀齿周期的平均值可作为其

近似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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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 – 工件接触区的传递函数

矩阵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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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直 接 传 递 函 数（Φxx（iω）、

Φyy（iω）、Φzz（iω）、Φθθ（iω））和交

叉传递函数（Φθz（iω）、Φzθ（iω）） 可
由下式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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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ωn，j、kj、ξj 分别是 j 阶的固有

频率、模态刚度和阻尼比，由模态试

验测得。

当前时刻 t 和前一个刀齿周期

时刻（t–T）的振动矢量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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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t）}=[x（t）  y（t）  z（t）  θ（t）]T，

ωc 为谐振频率。因此，再生振动矢量

可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r t r t T i F ti T1 e c
c

ω ωΦ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r t r t T i F ti T1 e c
c

ω ωΦ  （15）

将再生振动矢量方程（15）代入

瞬时切削力和扭矩矩阵表达式（9）

中，建立插铣稳定性特征值方程：

F t N aK i F ti T( ) ( ) ( ) ( ){ } = − ⋅[ ][ ]⋅{ }−

2
1

π t ce cω α ωΦ

           F t N aK i F ti T( ) ( ) ( ) ( ){ } = − ⋅[ ][ ]⋅{ }−

2
1

π t ce cω α ωΦ  （16）

其中，定义定向频率传递函数矩阵 Φ0

和特征方程的特征值 Λ，表示如下：

 ΦΦ0 = [ ][ ]α ωΦ ( )i c  （17）

 Λ = − ⋅ − −N aK i T

2
1

π t e c( )ω  （18）

令其行列式为 0，其特解为：

 det ( )I i[ ]+ ⋅[ ]{ } =Λ ΦΦ0 0ωc  （19）

由于定向传递函数矩阵 Φ0 是四

阶的，特征方程求特征值可转化为四

次多项式的求根问题，如下：

a a a a0
4

1
3

2
2

3
1 1 0Λ Λ Λ Λ+ + + + =

 （20）

其中，特征值是复数，即 Λ=ΛR+iΛI。

Altintas 等 [15] 指出了临界切削

宽度 alim 与主轴转速 n 的稳定性叶

瓣图的求解方法。临界切削宽度可

表示为：

a
NK

T
T

R I

R
lim ( )

sin( )
cos( )

= − + ← = =
−

πΛ Λ
Λt

c

c

1
1

2κ κ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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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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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I

R
lim ( )

sin( )
cos( )

= − + ← = =
−

πΛ Λ
Λt

c

c

1
1

2κ κ
ω
ω

 （21）

主轴转速n可由刀齿周期T表示为：

T k
k

n NT

= +

← = −
→ =

−

( ) /

tan
/

ε ω

ε

2

2
60

1

π

π
c

   
   

  （22）

工艺参数多目标优化模型

实际生产加工中，材料去除率与

生产成本、加工时间息息相关，因此，

提高材料去除率一直是企业追求的

目标。当机床、刀具、工件材料选定

后，插铣的材料去除率的主要影响因

素为主轴转速、每齿进给量、径向切

削宽度和侧向步距。槽铣加工的材

料去除率可表示为：

Q N n f a a= ⋅ ⋅ ⋅ ⋅z e s  （23）

其中， N 为刀具齿数，z；n 为主轴转

速，r/min ；fz 为每齿进给量，mm/z； 
ae 为轴向切削宽度，mm ；as 为步距，

mm。其中，ae=D。

槽铣加工中，残余高度的控制也

非常重要，步距越大，残余高度越大。

插铣粗加工时，残余高度的大小决定

着精加工的过程，残余高度越小，后

续精加工次数更少且精加工过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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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变形更小；插铣精加工时，残余高

度的大小体现着表面加工质量，残余

高度越大，表面加工质量越差，但材

料去除率越高。因此，插铣开槽粗加

工工艺中，合理选择步距不仅能够简

化后续精加工工艺，也能有效地提高

生产效率。残余高度 h 与步距 as 的

关系可表示为：

h R R= − −2 2 4as /  （24）

因此，优化目标选定为最大材

料去除率和最小残余高度。目标函

数的建立一般采用加权法，即 fx=ω1· 

Q（n，fz，as） – ω2·h（as），并使 fx 最大。

但由于材料去除率和残余高度数量

级相差太大，在求解过程中优化结果

会倾向于数量级较大的材料去除率，

残余高度的优化效果并不理想。因

此，本研究引入比值加权法，平衡两

个优化目标的数量级，其目标函数可

表示为：

f
Q n f a

Q
h
h ax = +ω ω1 2

( )
( )

,  , z s

e

e

s

 （25）

其中， Qe 为材料去除率的期望值； he

为残余高度的期望值； ω1、ω2 分别

为加工效率的权重和残余高度的权

重。权重的选择应根据生产需求或

数据统计来设定，本研究取 ω1=0.5，

ω2=0.5。

综上所述，槽铣加工工艺参数多

目标优化可表述为：根据槽铣切削

力模型和颤振稳定性模型，在切削力

约束、稳定性约束、切削参数约束下，

找到一组参数，包括步距、每齿进给

量和主轴转速，使材料去除率最大和

残余高度最小，其数学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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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其 中， as,min ≤as ≤as,max 为 步 距 约 束；

as,min 为最小步距边界；as,max 为最大步

距边界；fz,min ≤fz ≤fz,max 为每齿进给

量约束；fz,min 为最小每齿进给量边界； 
fz,max 为最大每齿进给量边界； vc,min ≤ 

vc ≤vc,max 为切削速度约束；vc,min 为最

小切削速度边界；vc,max 为最大齿切削

速度边界，且 n =1000vc /πD；F（fz，ae，

as）≤Fmax 为切削力约束；Fmax 为机床

稳定工作能负载的最大切削力；λmax

（Φ（n，fz，as）≤1）为稳定性约束，可

得到每个 fz 下切削步距 as– 主轴转速

n 的稳定性叶瓣图。

试验及优化结果

深槽插铣在航空发动机整体叶

环粗加工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可以大

幅提升叶环的加工效率。通过变进

给切削试验标定切削力系数 Kt、Kr、

Ka，以及锤击试验获取模态参数。进

一步利用切削力系数和模态参数计

算得到的切削力约束和稳定性约束

以及选取切削参数约束边界，代入到

工艺参数多目标优化模型中进行求

解，最后对比经验参数和优化参数的

性能指标。

1 切削试验及锤击试验

选 用 MIKRON DURO UCP 
800 五轴联动机床，刀具为山特维克

插 铣 刀 片（R210–025A32–09M）和

刀杆（392.410CGA–63 32 09），工件

材 料 为 镍 基 高 温 合 金 Inconel718。

切削力试验时，如图 5 所示，工件安

装 在 Kistler9257B 三 向 测 力 仪 上，

测力仪采集的信号通过信号放大

器后传送到 NI，并由 Labview 软件

显示实时切削力信号。变进给量切

削力标定试验采用小切宽插铣加工

方式，各切削参数设置为：主轴转

速 n = 620r/min，切削宽度 ae = 5mm，

侧 向 步 距 as = 4mm，每 齿 进 给 量

f z = （0.03、0.05、0.07、0.09、0.11）  
mm/z。锤击试验（图 6）时，刀具安

装在机床主轴上，通过力锤分别敲

打刀齿的 X、Y、Z 方向，加速度传感

器将采集的信号传送给模态分析软

件，得到 X、Y、Z 方向的频响函数。

θ 方向的频响函数由加速度传感器

安装在一个刀齿径向平面上，用力

锤敲击另一个刀齿径向平面获得； 
Zθ 耦合频响函数由加速度传感器安

装在一个刀齿的底部，用力锤敲击

另一个刀齿的径向平面获得。

切削力系数标定采用 Zhuang[11]

提出的小切宽插铣的切削力仿真模

型。根据切削参数进行切削力系数标

定的结果， 切向力系数 Kt 为 1069.3 
N/mm2，径向力系数 Kr 为 1027.5N/mm2，

轴向力系数 Ka 为 304.05N/mm2。

将切削力系数代入切削力模型，

计算各个切削参数条件的仿真切削

图 5 切削力系数标定试验

Fig.5 Cutting force coefficient calibration 
experiment

图 6 模态试验

Fig.6 Modal experiment



772021年第64卷第18期·航空制造技术

整体叶盘/叶环加工Blisk/Bling Machining

力，并与试验切削力值进行对比，其

误差均在 15% 之内，验证了切削力

系数的可靠性。选定表 1 中的第 4
组参数，对应一个刀具周期内仿真切

削力和试验切削力的变化曲线吻合

较好，如图 7 所示。

通过锤击试验测得的频响函数，

再进行模态分析得到机床模态参数，

如表 1 所示。将模态参数代入到颤

振稳定性模型中，可画出临界切削宽

度 alim 与主轴转速 n 的关系曲线，即

稳定性叶瓣图，如图 8 所示。

2 切削参数优化实例

由刀具型号可知，刀具参数为：

N=2，D=32mm，R=D/2=16mm，L=9mm，

Ψr=10°。根据工艺参数多目标优化

模型，各个约束条件的边界可选取

为： as,min=1mm，as,max=9mm，fz,min=0.03 
mm/z，fz,max=0.15mm/z，vc,min=30m/min，

vc,max=100m/min，Fmax=1000N。因此，

Qe =N·fz,max·ae·as,max=69120mm3/min ，

he = R – R a2 2 4− s min / = 0.007mm。参

考机床和刀具加工手册，经验参数为：

as=7mm，fz=0.05mm/z，n=620r/min 。
工艺参数优化模型中，目标函

数是非线性函数，传统的优化算法

搜索范围 小、可 靠 性 低，而 遗 传 算

法 搜 索 范 围 广、自 适 应 性 好，寻 找

全局最优解的能力好。因此，本研

究 采 用 遗 传 算 法 求 解 多 目 标 优化

模型，从而得到最优参数组合。遗

传算法的参数设置分别为种群大小

500，迭 代 次 数 500，突 变 概 率 0.3，

交叉概率 0.8。

求解多目标优化模型实例，对比

优化参数与经验参数的性能指标，如

表 2 所示，优化后参数为： as=5.4 mm，

fz=0.119mm/z，n=950.3r/min。 经 验

参数下的插铣材料去除率为 13888 
mm3/min, 而 优 化 参 数 的 材 料 去 除

率为 39487mm3/min，比优化前提高

了 184.3% ；经验参数下的残余高度

为 0.39mm，优化参数的残余高度为

0.23mm，比优化前减小了 41.0%。由

图 7 试验与仿真切削力变化曲线

Fig.7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cutting forc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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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插铣加工系统模态参数

Table 1 Modal parameters of plunge milling system

方向 阶数 固有频率 ωn / Hz 阻尼比 ξ 刚度 2kξ /（N·μm–1）

X
1 539.9 0.0343 1001.4

2 1107.1 0.0380 10795.3

Y
1 546.4 0.0462 1420.2

2 1100.8 0.0293 5554.3

Z
1 3278.4 0.0359 18385.3

2 4082.3 0.0161 13950.8

θθ
1 4857.2 0.0101 178.8

2 14314.9 0.0017 463.9

θz

1 5051.5 0.0151 2821.8

2 14309.6 0.0023 2767.2

图 8 槽铣加工稳定性叶瓣图

Fig.8 Stability lobe of slot m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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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优化参数与经验参数性能指标对比

Table2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between optimized parameters and 
empirical parameters

参数类别
步距 as/

mm
每齿进给量 fz/
（mm·z–1）

主轴转速 n/
（r·min–1）

材料去除率 Q/
（mm3·min–1）

残高 h/mm

经验参数 7 0.05 620 13888 0.39

优化参数 5.4 0.119 950.3 39487 0.23

此可知，优化后参数能提高加工效率

且减小残余高度，从而节约加工时间

成本，提高生产率。

结论

（1）在切削力约束和稳定性约

束条件下，以最小残余高度和最大材

料去除率为优化目标，提出用比值加

权法替代加权法，解决了各个优化目

标权重难以调节的问题，保证了优化

方向的平衡性。

（2）选用优化实例，对插铣刀槽

铣的步距、主轴转速、每齿进给量 3
个切削参数进行优化。相比于经验

参数，优化后的材料去除率提高了

184.3%，残余高度减小了 41.0%。结

果表明，优化参数简化了后续加工工

艺流程，提高加工效率，在实际生产

加工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磨损和失效的情况，需要开

展大量试验来进行研究，由于本研究

的篇幅有限，无法将所有的影响因素

考虑进来，后续将在本文基础上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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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置清根轨迹来生成过渡区域的加

工轨迹。对于清根加工轨迹，蔡永林

等 [3] 在保持刀具与流道面和叶片面

同时相切的情况下计算加工轨迹的

刀尖径矢与刀轴矢量，并生成无干涉

加工轨迹。刘长明等 [4] 在计算理论

余量的基础上识别需清根的区域并

生成加工轨迹。西北工业大学相关

学者在基于点搜索技术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系列的清根轨迹计算方法，搜

索出叶根圆角边界点并生成加工轨

迹 [5–8]。Ren 等 [9] 通过一组虚拟球确

定清根区域边界以及刀具的切触点，

进而生成清根加工轨迹。此外，对于

航空发动机的整体叶盘的叶片采

用五轴数控铣削的方式进行加工 [1]。

首先选用曲率半径较大的刀具完成除

叶片叶根附近区域以外的叶片中上

侧区域的加工，然后使用与叶根圆角

半径相同的小直径球头刀铣削叶片

叶根过渡区域。

叶片叶根过渡区域是指在叶片

曲面上靠近叶根圆角的一段区域，该

区域内叶片曲面的 uv 参数线与叶根

圆角边界线相交，难以通过传统的轨

迹规划方式生成光滑渐变的加工轨

迹 [2]。现阶段，叶根过渡区域的加工

通常采用球头刀具进行点铣，并通过

引文格式： 朱燏 , 李世军 , 王文理 . 基于重构曲面的整体叶盘叶根过渡区域精确搭接加工轨迹生成方法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8): 79–87.

   ZHU Yu, LI Shijun, WANG Wenli. Precisely overlapping toolpath generation method for machining blade root transitional 
surface of blisk based on reconstructed surface[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8):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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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精确搭接加工轨迹生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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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提出一种基于曲面重构技术的叶根过渡区域加工轨迹的生成方法，生成的加工轨迹由已加工区域边界向叶

根圆角边界渐变过渡，该加工轨迹与相邻区域的加工轨迹之间可实现精确搭接。该方法首先对已使用的加工轨迹进

行分析，得到一组用于代表已加工区域的点集，并通过边界重构方法生成一条 NURBS 曲线作为该点集的边界。然

后在已加工区域边界与叶根圆角边界之间插入多条过渡曲线，并重构叶根过渡区域，该区域即用于生成相应的加工

轨迹。通过所提出的算法在某整体叶盘的叶根过渡区域实际加工中进行了应用，加工后的叶根区域与已加工区域之

间可实现曲面的光滑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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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曲面的侧铣加工，Gong 等 [10] 提

出的基于约束面的轨迹计算方法与

Li 等 [11] 提出的球头锥鼓型刀具的轨

迹生成算法都可生成加工叶根过渡

区域的加工轨迹。然而，提出上述的

清根加工轨迹生成算法的目的是加

工叶根圆角，在叶根过渡区域的加工

中，未考虑与相邻加工轨迹之间的搭

接问题。

在精确搭接轨迹生成方面，贺英

等 [12] 通过调整刀轨驱动线的位置使

圆环面刀具加工复杂曲面时的参数

边界落在有效搭接区间内，进而实现

加工轨迹的搭接。金曼等 [13] 通过控

制圆环面刀具的端点误差生成具有

重复搭接区域的加工轨迹。Xu 等 [14]

针对圆环面刀具端铣自由曲面提出

双驱动线算法与 Zhu 等 [15] 针对鼓

形刀具侧铣自由曲面提出的双点接

触算法也可以生成具有搭接效果的

加工轨迹。然而这些方法生成的加

工轨迹实现的是一次生成的多行加

工轨迹之间的搭接，而非多次生成的

不同加工轨迹之间的搭接。对于一

次生成的多行轨迹，上述算法为了实

现不同行轨迹之间的搭接，需要在每

行轨迹计算的同时，计算该行轨迹对

应的加工区域的边界，进而通过加工

区域边界的搭接实现相邻两行轨迹

之间的搭接。但是在目前算法和商

用软件中，为了保持不同轨迹计算操

作之间的独立性和高效性，并不生成

某一轨迹计算操作对应的加工区域

的边界，并且在执行某一个轨迹计算

操作时不对其他轨迹计算操作的结

果进行引用或参考，因此无法直接实

现相邻轨迹之间的精确搭接。对于

某些专用的叶片、叶盘加工编程软件

或编程模块，在虚参数化功能的支持

下，可附带实现相邻的球头刀螺旋加

工轨迹之间的搭接，但不能实现鼓形

刀加工轨迹与球头刀加工轨迹之间

的搭接；在这些软件中，若针对叶根

过渡区域单独生成其他拓扑形式的

轨迹，则不能与已生成的螺旋加工轨

迹之间形成精确的搭接。其根本原

因是没有识别并单独地划分出真实

的叶根过渡区域，因而不能够单独地

对该区域进行处理，并进而生成可搭

接的加工轨迹。

在整体叶盘的叶片较短且叶片

弯扭程度不大的情况下，可使用通

用的 CAM 软件（如 UG NX 的叶盘

叶片加工功能） 或专用的 CAM 软件

（如 Hypermill 等）计算加工叶片曲

面的螺旋加工轨迹和平行加工轨迹。

该功能在设置几何体的基础上，通过

两种驱动方式规划叶片曲面的加工

轨迹，一种是在叶肩面与流道面之间

按比例插值生成轨迹，另一种是通过

偏置流道面生成加工轨迹。但是，在

流道面狭窄的情况下，该功能在叶根

过渡区域处无法生成完整的加工轨

迹，且加工轨迹的进刀点位置及刀轴

矢量难以灵活控制。在目前的 CAM
软件中，叶根过渡区域的加工轨迹与

叶身加工轨迹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

重叠，重叠区域的叶片曲面将被重复

切削，由于钛合金叶片加工中的回弹

现象，重复切削区域的轮廓度一定会

受到影响。由于航空发动机叶片的

加工精度要求高，且叶片在加工中存

在一定的变形，如果不能准确地搭接

相邻区域的加工轨迹，极有可能导致

叶片（尤其是叶片进排气边）的过切。

此外，过多的重复切削也增加了不必

要的加工轨迹，增加了零件的占机时

间，影响了加工效率，增加了加工成

本。因此，针对叶盘叶片加工过程中

叶片上侧与叶根过渡区域使用不同

刀具或不同方法进行加工时产生的

轨迹搭接问题，本研究提出一种生成

精确搭接加工轨迹的方法。通过读

入已使用的加工轨迹，识别已加工区

域与未加工区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未加工区域的曲面重构，进而生成相

应的加工轨迹。

本研究首先给出了整体叶盘叶

身已加工区域的识别技术；其次使

用识别的已加工区域边界线与叶根

圆角边界线重构出相应的叶根过渡

区域；然后针对重构的加工区域进

行轨迹规划与生成；最后，通过对某

压气机整体叶盘的叶根过渡区域的

加工试验来验证本研究提出的相应

算法的效果。

面向叶根过渡区域曲面
重构的边界求解方法

整体叶盘在叶根圆角上侧的叶

片曲面可分为已加工区域与叶根过

渡区域两个部分，如图 1 所示。已加

工区域通常选用较大直径球头刀或

具有复杂母线形状的鼓形刀具进行

加工，叶根过渡区域通常采用小直径

球头刀加工。

如图 1 所示，叶根过渡区域在上

边界与下边界两条曲线之间，其中上

边界是已加工区域的边界，下边界是

叶根圆角与叶身曲面相交的边界线。

本研究首先通过对使用的加工轨迹

进行分析，找到已加工区域的离散点

集，进而找到已加工区域的边界作为

叶根过渡区域的上边界。然后处理

叶根圆角的边界线，确定叶根过渡区

图 1 整体叶盘叶根过渡区域

Fig.1 Transitional surface of a blade on a blisk

流道面

已加工区域

叶根圆角

上边界

下边界 叶根过渡区域

不加工区域

叶身中上侧



812021年第64卷第18期·航空制造技术

整体叶盘/叶环加工Blisk/Bling Machining

域的下边界，为重构叶根过渡区域的

曲面奠定基础。 
1 已加工区域的离散点集求解 
1.1 面向球头刀的已加工区域离散

   点集求解方法

通过分析已使用的加工轨迹确定

对应的已加工区域。如图 2 所示，对

于任意需分析的加工轨迹所需的几何

信息包括刀具尺寸、加工坐标系下的

刀尖径矢 P M
α   、加工坐标系下的刀轴

矢量 T M
α   、加工坐标系 OMe1e2e3，刀尖

径矢是刀具坐标系的原点在加工坐标

系下的位置。工件坐标系由坐标系原

点 OW 与 3 个正交单位矢量 [XW，YW，

ZW] 构成，加工坐标系是工件坐标系下

的某一特定坐标系且与加工轨迹的计

算、输出直接相关，加工坐标系在工件

坐标系里的坐标原点为 OM，各轴坐标

为 e1、e2、e3，记矩阵 MMW=[e1，e2，e3]。
则工件坐标系下的刀尖径矢 P W

α 与刀

轴矢量 TW
α 可由式（1）解得。

P P

T T
α α

α α

w
MW

M
M

w
MW

M

= ⋅ +

= ⋅







M

M

O
 （1）

在使用球头刀加工叶盘叶片时，

任意刀位处的刀心点的位置 OTC 如

式（2）所示。叶片曲面上距 OTC 点最

近的点为 PC，且 ||OTCPC|| = R，即 PC 点

为该刀位的切触点。加工轨迹中所

有刀位的切触点 PC，组成点集 {PS}，
该点集即为已加工区域的离散点集。

OTC
w w= + ⋅P Tα αR  （2）

1.2 面向鼓形刀的已加工区域离散

   点集求解方法

在使用鼓形刀具加工自由曲面

时，由于刀具本身的几何特点，使其

具有较大的行宽，因而相应的加工区

域的边界点将远离刀具的切触点。

为此，在已知加工轨迹的情况下，首

先确定任意刀位的特征线，随后在特

征线上寻找满足残高的左右边界点，

两个边界点之间的点将用于表征已

加工的区域。

如图 3 所示，在任意刀位的刀

尖点建立刀具坐标系 OTXTYTZT，其

中 ZT 为刀轴矢量 T W   α 的单位矢量，令

本刀位的刀尖径矢到下一个刀位的

刀尖径矢的方向为 ey = P W
αP W

θ+1，则 XT =
（ey × ZT）/‖ey× ZT‖，YT 由 XT 与 ZT 的

矢量叉乘确定。由于已知刀具轨迹，

工件坐标系下刀具上任意一点 Q 的

速度 τW
α 可通过刀尖点的速度 V W

T 与
刀具旋转的角速度 wW

T 进行计算，如

式（3）所示。

ττQ
w

T
w

T
w

TW
T= + × ×V w M Q( ) （3）

其中，MTW 为刀具坐标系在工件坐标

系下的位置；QT 为刀具坐标系下刀

具面上 Q 点的位置。QT 通过参数 h
与 θ定义，h 为刀具坐标系下点沿 ZT

的值，θ为点绕 ZT 的旋转角度，同样

求解出该点在工件坐标系下的法矢

nW
Q=MTW·nT

Q。

若点 Q 满足式（4）所示约束，则

点 Q 为该刀位处的特征点，点 Q 在

刀具运动后形成的包络面上。任意

刀位处的所有特征点的集合构成该

刀位处的特征线，代表了该刀位处所

形成的加工面的真实状态。

τW
Q  ·nW

Q  =0  （4）
如图 4 所示，对于第 i 个刀位点，

使用纬线圆法离散鼓形刀的轮廓面，

每个纬线圆上对应的特征点向曲面

求最近距离，鼓形刀在瞬时运动速度

下形成的特征线上存在两个边界点

PCL 与 PCR，PCL 与 PCR 点与理论曲面

之间的最近距离等于预设的残高 ε，
PCL 与 PCR 之间的纬线圆上解得的

图 2 球头刀加工中使用的离散点

Fig.2 Sample point selected for a ball-end 
cutter

n

R

e1

e3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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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鼓形刀加工自由曲面的几何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a barrel cutter and a sculptured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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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鼓形刀加工中使用的离散点

Fig.4 Sample point selected for a barrel c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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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点构成第 i 个刀位点的加工区

域点集 {PSi}。如式（5）所示，全部

n 个刀位点的点集的并集记为 {PS}，
{PS} 用于表征已加工区域。

{PS}={PS1}∪{PS2}∪{PS3}…∪{PSn}
 （5）
2 叶根过渡区域上边界求解

在获得点集 {PS} 的基础上，需

要识别出点集的边界作为已加工的

区域的边界，进而在后续的轨迹规划

中实现对已加工区域的搭接。由于

点云的形状并不规则，点集并不一定

是一个凸集，因此使用传统的三角剖

分方法将无法获得有效边界。本研

究针对叶片加工需求，在 uv 参数空

间内使用基于包围盒的边界搜索算

法寻找点集 {PS} 所代表的已加工区

域。在搜索点集 {PS} 的边界的过程

中，只需要寻找点集 {PS} 沿叶展方

向的下侧边界，不需要寻找点集 {PS}
内的孔与上侧边界。

图 5 所示为使用文献 [16] 中所

述边界搜索算法对边界点搜索后得

到的结果。该搜索算法用于寻找 uv
参数域内的边界点。将边界点顺次

连接后，得到一条由多段线组成的

边界线。该边界线光顺性差，不能

直接用来重构加工区域或规划加工

轨迹。为了保证加工边界的光顺性，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 NURBS 曲

线对边界点进行插值，但直接插值

后的曲线可能会超出原多段线边界

的范围。

为了保证提取的区域边界都在

多段线边界内，从而保证后续生成的

加工轨迹与已加工的区域之间的精

确搭接效果，需在插值生成边界曲

线的基础上对曲线进行调整。本研

究首先遍历多段线边界中的每一段，

计算每段中插值边界超出多段线边

界的距离 Δv ；然后将该段边界线左

右的点在参数域内向上移动 Δv，作
为新的边界点；最后重新插值生成

边界线。若新生成的插值边界线仍

然有图 5 所示现象，则继续执行此过

程，直至插值后生成的 NURBS 边界

曲线都在多段线边界内部为止。生

成的已加工区域边界如图 6 所示，该

边界是参数空间内的已加工区域的

边界，其对应的三维空间内的曲线即

是叶根过渡区域的上边界。

3 叶根过渡区域的下边界处理方法

叶根过渡区域的下边界是叶根

圆角的边界线，下边界曲线与上边界

曲线之间通常不具备统一的参数对

应关系。如图 7 所示，为了避免重构

的叶根过渡区域曲面的褶皱，首先将

叶根过渡区域的上边界与下边界曲

线进行对齐。首先通过前一节求解

出的上边界 CBU（t）来重生成下边

界 CBD（t），并使叶片曲面∑  B 上的

点 PBUi 与点 PBDi 在叶片的弦长方向

（参数 u 方向）上具有相同的参数值，

其 中 PBUi = CBU（ti），PBDi= CBD（ti），

ti∈{t0，t1，…，tn}。
 对于图 7 所示的叶片模型，叶

片沿叶展方向为参数 v 方向。首先

采用等误差法将上边界 CBU（t）离散

为 n 个采样点 PBUi，i ∈ [1，n]，误差

图 5 已加工区域边界曲线构造

Fig.5 Constructing boundary for a machined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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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加工区域边界曲线调整

Fig.6 Adjusting boundary for a machined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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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加工区域边界寻找叶根圆角边界上的点

Fig.7 Finding points in boundary of a fillet corner which corresponds to points in 
boundary for a machined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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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δ；其次对于每个采样点，计算通

过该点的等 u 线；然后求解等 u 线与

原始叶根圆角∑C 的交点 PBDi；最后通

过插值 n 个 PBDi 点重构下边界曲线。

对于重构的下边界曲线 CBD（t），计算

其与原始的叶根圆角边界线 CBD0 之

间的最大偏差 dt，若 dt 小于预设值 ε
则采用此重构曲线作为边界，否则通

过系数 ξ减小 δ的值，并重新执行此

过程，如图 8 所示。

叶根过渡区域曲面重构与
加工轨迹规划

在曲线 CBU（t）与曲线 CBD（t）
的基础上，对叶根过渡区域进行重

构，为了控制重构的曲面与原始曲面

之间的偏差，可在曲线 CBU（t）与曲

线 CBD（t）之间插入 m 条过渡曲线。

如图 9 所示， P uv
BUi 为曲线 CBU（t）的

采样点 PBUi 在 uv 参数域内对应的

点， P uv
BDi 为对应的曲线 CBD（t）上的

点 PBDi 在 uv 参数域内的点。首先在

uv 参数域内计算点 P uv
BUi 与点 P uv

BDi 之

间的 m 个插值点，然后计算相应插

值点对应的工件坐标系下的点，遍历

完曲线 CBU（t）上的 n 个采样点后，

得到 m 组过渡点，每组 n 个点。在

此基础上生成的三维空间内的 m 组

过渡曲线如图 10 所示。根据自由曲

面建模理论 [17] 及方法 [18]，在 m 条曲

线的基础上采用曲线串插值的方法

生成重构的叶根过渡区域。由于此

过渡区域的上边界是已加工区域的

边界，下边界是叶根圆角边界，因此

按照新生成的曲面规划的加工轨迹

可实现与已加工区域的搭接且光滑

地在两个边界之间过渡。

针对重构的叶根过渡区域，可采

用球头刀或球头锥鼓形刀具进行加

工，并采用等参数的方式规划加工轨

迹，加工轨迹沿重构的过渡区域的参

数 u 方向，从而生成由已加工区域边

界逐渐过渡至重构叶根边界的加工

轨迹，如图 11 所示。

本研究所述方法的核心是构造

过渡区域的曲面，过渡曲面构造后，

可生成螺旋加工轨迹或按等参数方

式生成等参数轨迹。在叶片较短或

流道空间较开敞的情况下，可采用螺

旋加工轨迹。在叶片弯扭情况复杂、

流道空间狭小的情况下，应当分区生

成等参数的加工轨迹，使刀具从叶盘

叶片的侧面进刀完成叶根过渡区域

的加工。

整体叶盘流道空间极其复杂，叶

片叶根区域在排气边附近的径向流

面角小，整个叶片沿发动机轴向的径

向流面角变化幅度大，叶根过渡区域

扭曲程度大，因而难以生成通用的螺

旋加工轨迹。本研究所述方法正是

 图 8 叶根圆角边界曲线重构流程图

Fig.8 Flow chart for reconstructing 
boundary of a fillet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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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uv 参数域内的过渡曲线

Fig.9 Transitional curves in uv–parametric region

 图 10 基于过渡曲线的曲面重构

Fig.10 Reconstructing a surface with a 
group of transitional curves

uvPBDi

uvPBUi

重构加工区域

已加工
区域边界

重构
叶根边界

 图 11 重构曲面的加工轨迹生成

Fig.11 Tool path generation with a 
reconstruction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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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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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类叶盘在实际加工中的工艺

需求而设计的轨迹生成算法，在重构

叶根过渡曲面后，分区域计算等参数

加工轨迹，从叶盘叶片的进气侧或排

气侧进刀，针对叶根过渡曲面扭曲较

大的区域单独生成加工轨迹，进而完

成相应区域的加工。

重构曲面上的点与原始设计曲

面之间沿设计曲面的法向存在一定

的偏差，该偏差值在远小于曲面的轮

廓度公差的情况下可采用本方法直

接加工重构曲面。目前，整体叶盘中

叶片曲面轮廓度要求最高的区域为

叶片进气边，为了保证加工后该区域

的轮廓度，根据加工经验应当控制重

构曲面与设计曲面之间的最大偏差

值小于该轮廓度的 1/10。通常对于

航空发动机的叶盘叶片来说，此时重

构曲面与原始曲面之间的偏差值已

远小于使用机床的 RTCP 精度，因而

忽略曲面的理论偏差对加工后精度

的影响。

重构的曲面通常不与原始曲面

相切，在曲面光顺程度要求较高时，

可将重构曲面作为驱动曲面，将原始

叶片曲面作为加工曲面计算轨迹，从

而保证加工后的叶根区域与已加工

区域之间具有更好的搭接效果。后

续的研究中也可通过相关方法 [19] 调

整重构后曲面的控制顶点及节点矢

量来调整重构曲面，使其与原始曲面

之间在边界处达到 G1 连续，从而进

一步保证该区域的光顺性。

实例

通过某压气机叶盘叶根过渡区

域的加工来验证算法的可行性。整

体叶盘的叶片模型如图 12 所示，其

叶片下侧通过一个 R2.5mm 的圆角

与流道面相连，叶片高 60mm，相邻

叶片之间的最近距离 12.1mm，叶片

与加工刀具之间易产生干涉。

使用传统的 CAM 软件生成螺

旋加工轨迹加工叶片叶身中上侧，加

工中采用 φ10 的球头刀。由于刀具

的刀头半径大于叶根圆角的半径，因

而该刀具加工后将在叶片上留下未

加工的区域。为此，首先采用本研究

方法读入已生成的加工轨迹，得到加

工区域的点集 {PS}，并判断已加工

区域的边界如图 13 所示。

图 14 为使用本研究算法重构的

加工区域及生成的加工轨迹。在获

取已加工区域边界曲线的基础上，首

先生成参数对齐的加工区域上下边

界曲线，随后在其内部插入 3 条曲

线，最后通过这 5 条曲线重新生成

由已加工区域边界至叶根圆角的叶

根过渡区域。该区域将用于分区生

成加工轨迹，并使用直径 φ5 的球头

刀具进行加工，加工后该区域的效果

如图 15 所示。可知，使用重构的叶

根过渡区域计算的加工轨迹，可实现

叶根过渡区域与叶片中上侧已加工

的区域之间的光滑搭接，并实现该区

域与叶根圆角之间的光滑过渡。如

图 16（a）所示，按等参数的方式从

重构叶根区域上均匀取出 2000 个点

（40 行 ×50 个 / 行），依据微分几何

原理 [20] 计算点到原始叶片曲面之间

的法向距离，得到的法向偏差的最大

值为 0.000548mm。叶根过渡区域在

加工后通过三坐标测量机的 REVO
测头及相关软件进行了扫描测量与

评价，叶片在该区域的截面线轮廓度

合格，如图 16（b）所示。 
图 17（a）为用原始叶片曲面

规划的加工轨迹，由于叶根未加工

区域的参数边界在参数 v 方向有较
图 12 整体叶盘模型

Fig.12 A blisk model

图 13 已加工区域边界识别

Fig.13 Boundary recognition for a machined surface

已加工区域边界

叶根圆角面

{PS}

图 14  按本研究方法重构叶根过渡区域与生成轨迹

Fig.14 Surface reconstruction and tool path generation for a transitional surface using 
presented method

已加工区域边界

叶根过渡区域

叶根圆角面

叶根过渡区域
加工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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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过渡区域加工效果

Fig.15 Machining result for a transitional surface

重构叶根区域 前期加工区域叶根圆角

切削区域，而且会造成加工轨迹与

叶根圆角边界相交的情况。生成的

加工轨迹如图 17 （b）所示，在保证

加工轨迹不过切叶根圆角面与流道

面的情况下，生成的加工轨迹无法

实现向叶根圆角边界的渐变过渡，

进而生成了多条被干涉检查面（叶

根圆角面）裁剪的加工轨迹，增加了

空走刀与重复走刀的情况，降低了

加工效率，且无法保证叶根圆角的

加工质量。

 
结论

（1） 针对整体叶盘叶根过渡区

域的数控加工工艺需求，提出了一种

重构叶根过渡区域从而进行加工轨

迹规划与生成的方法，进行了相应的

软件开发，并通过某叶盘试件的数控

图 16  叶根过渡区域曲面重构及加工结果

Fig.16 Surface reconstruction result and machining result of blade root transitional surface

叶身检测结果

排气边检测结果

理论截面线
实测截面线
允许偏差范围

重构曲面原始叶片模型
进气边检测结果

叶根圆角

计算距离用的
离散点

（a）原始曲面与重构曲面的对比 （b）叶根过渡区域的截面线检测结果

重复切削
区域

加工轨迹的
参数边界

已加工
区域边界

按传统方法生成的
加工轨迹

轨迹生成中使用的
干涉检查面

v

u

刀轨
切触点

（a）规划的加工轨迹 （b）生成的加工轨迹

图 17 使用传统方法计算的加工轨迹

Fig.17 Toolpaths generated for milling blade root transitional surface by traditional method

大的波动，在使用原始曲面规划加

工轨迹时，为了覆盖整个未加工区

域，需要根据未加工区域边界在参

数 v 方向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来确定

轨迹规划时使用的参数边界。由于

在通常情况下叶片类零件的 uv 参

数方向与叶根圆角的边界不平行，

规划的加工轨迹将覆盖大量的重复



SPECIAL TOPIC

86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8期

专  题

加工过程进行了验证。

（2） 提出的算法可准确识别已

加工区域的边界，且生成光滑的边

界曲线，从而在已加工区域边界与

叶根圆角之间重构加工区域，因而

可以生成具有精确搭接效果的加工

轨迹。

（3） 提出的算法可保证已加工

区域边界线与叶根圆角边界线的参

数保持较好的一致性，从而保证重

构的叶根区域与原始曲面之间的一

致性。

（4）对本研究所述算法进行了

试算与加工试验，计算结果表明重

构的叶根过渡区域与原始曲面之间

的偏差小于 0.001mm，加工后的叶

根区域与已加工区域之间可实现光

滑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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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ely Overlapping Toolpath Generation Method for Machining Blade 
Root Transitional Surface of Blisk Based on Reconstructed Surface

ZHU Yu1,2,3, LI Shijun1,2,3, WANG Wenli1,2,3

（1. AV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24,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NC Machin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f Aero-Component, 

Beijing 100024, China; 
3. Aeronautical Key Laboratory for Digit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ed a method to compute toolpaths for machining the transitional surface, which can 
gradually change from the boundary of the machined surface to the boundary of the fillet corner. The toolpaths generated by 
our method can precisely overlap the boundary of the region that has been machined. This method analyzed the toolpaths, 
which had been used,  to find a group of points. These points were employed to represent the machined surface. Then a 
boundary extraction algorithm was employed to reconstruct a NURBS curve to represent the boundary of the point set. A 
group of curves were generated between the boundary of machined surface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fillet corner. Then those 
curves were applied to reconstruct the blade root transitional surface. And the surface was employed to generate relevant 
toolpaths. Th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machining the blade root transitional surface of a blisk. The machining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blade root transitional surface smoothly connected the upper region of the blade and the corresponding 
fillet corner after machining.
Keywords: Toolpath generation; Transitional surface; CNC machining; Blisk; Overlapping 
 （责编  阳光）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Slot Milling Process Parameters Based on 
Scallop Height Control

XU Weihong1, SONG Weiwei2, CHEN Lunwang3, HUANG Tao3, ZHANG Xiaoming3

(1. AECC Nanjing Light Aviation Power Co., Ltd., Nanjing 210000, China;
2. Aviation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Army Equipment Department in Shanghai, Shanghai 200233, China;

3.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dogy,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eep groove plunge milling process of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was researched. 
Taking material removal rate and residual height as the optimization goals, a process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odel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cutting force and stability was proposed. The weight of each target was difficult to quantify and adjust 
whe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was established by the weighting method.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e ratio weighting method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objective function to ensure the balance of the optimization direction. The genetic algorithm was 
used to solve the optimization model example, and th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the optimization results and empirical 
result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constraints are met, the optimized process parameters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material removal rate, but also control the residual height, so as to achieve high-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processing.
Keywords: Plunge milling; Scallop height control; Cutting stability; Ratio weighting;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责编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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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芯茹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镍基合金

计算热力学和扩散动力学。

工艺 – 组织结构 – 性能之间的定量

关系、高效低耗设计先进工程材料的

崭新手段， 也是材料基因组计划的

终极目标 [2]。这种新方法避免了传

统试错法的许多缺点，节省了人力、

物力，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新材料设计

的效率。CALPHAD 方法作为相图

和热力学评估和计算手段，被广泛应

用于新材料的设计和研发中 [2–3]。

镍基高温合金中 Ni–Al 系高温

合金的主要强化相为 L12–Ni3Al 结
构的有序沉淀相（即 γ′ 相）。经过研

究发现 [4–6]，元素 Ru 对于提高 Ni–Al

镍基高温合金具有优异的抗疲劳

性能、韧性、高温蠕变强度、表面稳定

性、抗氧化和抗热腐蚀性能，被广泛应

用于航空航天领域，是目前用于制造

先进航空发动机和工业燃气涡轮叶片

等热端承载部件的主要用材 [1]。然而

随着服役环境越来越苛刻，镍基高温

合金的开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的

研发思路和方法应运而生。

随着计算材料科学的飞速进步，

以计算热力学方法（CALPHAD）为

基础构建的多尺度集成计算和试验

平台， 是建立多元多相材料成分 –

引文格式： 毛芯茹 , 吴雪婷 , 鲁晓刚 . Ni–Al–Ru 三元系 1273K 和 1473K 等温截面的试验和优化计算研究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8): 88–97.

   MAO Xinru, WU Xueting, LU Xiaogang.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studies of isothermal sections of Ni–Al–Ru
    ternary system at 1273K and 1473K[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8): 88–97.

Ni–Al–Ru三元系1273K和 1473K
等温截面的试验和优化计算研究*

毛芯茹 1， 吴雪婷 2， 鲁晓刚 1，2

（1. 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上海 200444； 
2.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 摘要 ]　计算热力学（CALPHAD）方法基于试验以及第一性原理计算等数据，优化模型参数，建立计算热力学数

据库。这是建立多元多相材料成分 – 工艺 – 组织结构 – 性能之间定量关系的关键基础。通过对 Ni–Al–Ru 三元体

系的试验和 CALPHAD 研究，阐明材料基因组（MGI）方法计算 – 试验 – 数据库三位一体的研究理念，这也一直是

CALPHAD 方法的主要特征。采用平衡合金法和扩散偶法制备 Ni–Al–Ru 三元合金样品，利用能谱分析（EDS）和电

子探针显微分析（EPMA）对 Ni–Al–Ru 三元系 1273K 和 1473K 的等温截面进行测定。评估前人的优化工作和文献

报道的相平衡数据，运用 CALPHAD 方法，基于相平衡和第一性原理计算数据，利用 Thermo-Calc 软件构建合理的

热力学模型并优化模型参数，建立合理自洽的 Ni–Al–Ru 三元体系的热力学数据库，进而与其他高温合金体系相结

合，建立完备的高温合金热力学数据库。

关键词：Ni–Al–Ru；高温合金；相平衡试验；第一性原理计算；计算热力学（CALPHAD）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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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的高温持久性能有重要的作用，

但 Ru 元素的过量添加会导致硬脆

的 TCP 有害相的析出，降低合金的

蠕变性能 [4]。因此，建立 Ni–Al–Ru
三元体系的热力学数据库对于掌握

高温合金中析出相的相平衡关系及

析出条件至关重要。

文献综述

在 Ni–Al–Ru 三元体系中，Ni–
Al 二元系的研究已经有大量报道。

本研究中 Ni–Al 二元系直接引用王

杨 [7] 采用的热力学模型和优化的模

型参数，计算得到的相图与前人的试

验数据吻合得很好。

Al–Ru 二元系包含了大量的中

间相。2003 年 Prins 等 [8] 根据前人

的试验数据对该体系做了详细的评

估，并给出了优化后的相图和热力

学模型参数，其计算结果与试验数

据吻合较好，可以用于外推至多元

体系。

对于 Ni–Ru 二元系，1961 年 Raub
等 [9] 和 1964 年 Kornilov 等 [10] 用 差

热分析法测得了液相线和固相线。

两组测试的 hcp 相的结果比较一致，

但测得的 fcc 相数据并不符合。而且

所测的包晶反应（liquid+hcp→fcc）发

生的温度相差很大，分别为 1490℃
和 （1550 ± 10）℃。另外，Kornilov 和

Myasnikova[10] 报道的包晶反应发生

时 Ru 在 fcc 和 hcp 相中的固溶度原

子百分数分别为 41.0% 和 53.0%，不同

于 Raub 等 [9] 报道的 29.7% 和 51.3%。

2002 年 Tryon 等 [11] 用 纯 Ni 和 纯

Ru 制备了 1000 ℃、1100 ℃和 1250 ℃

时的扩散偶，使用电子探针显微分

析（Electron probe micro–analysis，
EPMA）技术测得 3 个温度下的固

溶度数据（原子百分数误差范围大约

为 1.0%），得到了 fcc/hcp 两相区的

结线 （Tie–line）。2004 年 Hallström[12]

评估了以上 3 组试验工作，并基于他

们的相图试验数据利用 CALPHAD
方法给出了 Ni–Ru 二元系的计算结

果和优化后的热力学参数。2008 年

Hallström 等 [13] 研究 Ni–Al–Ru 三元

系的相图时发现在 2004 年优化的二

元体系的参数难以外推到三元系，所

以结合第一性原理计算了亚稳的有

序相的形成焓，重新对 Ni–Ru 二元系

进行了优化，计算相图与试验数据较

为一致。2009 年 Okamoto[14] 综合评

估了前人研究的 Ni–Ru 二元相图，相

图上包晶反应发生的温度为 1538℃，

fcc 相在此温度时 Ru 的固溶度原子

百分数为 31.1%，hcp 相的为 51.0%，

此结果与 2008 年 Hallström[13] 等的计

算相图结果一致。

1986 年 Chakravorty 等 [15] 详细

研究了 1273K 和 1523K 时 Al 原子百

分数为 0 ~50% 范围内 Ni–Al–Ru 的等

温截面，且根据 1985 年 Chakravorty

等 [16] 的研究，认为两个温度下都存

在 B2 相的溶解度间隙（即形成了基于

B2–NiAl 的 β1 和 基 于 B2–RuAl 的
β2），当 1273K 时 存 在 γ′+β1+β2 和

γ′+γ+β2 三 相 平 衡，1523K 时 存 在

γ+β1+β2 和 γ′+γ+β1 三相平衡，并认

为在 1273~1523K 范围内，发生了

反 应：γ+β1→γ′+β2。 此 后 Horner
等 [17–18] 在 1997 年报道了 Al 原子

百分数低于 50% 和高于 50% 时 Ni–
Al–Ru 三元系的相图，但各相区的边

界是模糊不准确的，此外还报道了一

个新发现的三元相，其成分范围大约

在 Ni2Al14Ru，但尚未证实其正确性。

2003 年 Mi 等 [19] 对富 Al 区域不明

确的相使用 SEM、XRD、TEM 等测

试手段测定了其晶格常数，确定了相

的晶体结构，但并未给出具体的三元

系 相 图。2006 年 Tryon 等 [11] 使 用

扩散偶法测定了 Ni–NiAl–AlRu–Ru
区域在 1273K 和 1373K 时的等温截

面，并测得了元素的扩散通道。根据

其试验结果认为 B2 相区是连续的，

即认为不存在 B2 相的溶解度间隙。

2008 年 Hallström 等 [13] 结合第一性

原理计算和 CALPHAD 方法，计算

了 1273K、1373K 和 1523K 时的等温

截面，但计算相图和试验数据吻合得

不好。根据热力学优化的结果，他认

为 1273K 时不存在 B2 相的溶解度

间隙，且只会在低温时才存在。2009
年 Zhu 等 [20] 利用平衡合金法制备了

一系列样品，主要研究的是三相区的

相边界，对于 B2 相是否存在溶解度

间隙的问题，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了

0K 时 Ni–Al 和 Al–Ru 体系中 B2 相

的形成焓，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热力

学模型参数的优化，优化后的计算相

图显示 1473K 时存在 B2 相溶解度

间隙，在 1523K 时溶解度间隙消失。

2009 年 Raghavan[21] 总结了相关研

究结果，尤其评估了 Chakravorty[15–16]

以及 Zhu[20] 等的试验相图数据，得出

结论，在 1273K 时出现了范围很小

的 β1+β2 的溶解度间隙，当温度升高

到 1523K 时，溶解度间隙消失，相图

上出现了连续的 B2 固溶体相。

试验材料与方法

原材料为质量分数 99.995% Ni、
99.999% Al 和 99.95% Ru。其中 Ni
为厚约 1mm 的板材，Al 为薄片材，

Ru 为粒状。采用分析天平（精度为

0.1mg）称重，进行合金成分配比。

随后，采用 WK–Ⅱ型电弧感应熔炼

炉在氩气保护下进行熔炼将其合金

化。为了尽可能消除成分偏析，合金

质量控制在 20g 以下，且翻转重复熔

炼 5 次以上。对于高熔点难熔金属

Ru，尽量延长每次熔炼的时间。将

熔炼后的纽扣锭封入氩气保护的石

英管中密封，置于 1473K 的马弗炉

中保温 3d 后水淬，进一步消除成分

偏析，提高合金的成分均匀性。

本研究主要对富 Ni 端的相图进

行验证，不在富 Al 区域设计试验。

并采用合金法与扩散偶法相结合的

方法对相平衡进行测定。

1 扩散偶样品的制备

将均匀化后的试样线切割为

4mm×4mm×4mm 的块状，然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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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清洗去除油污并进行表面磨

抛处理至镜面，以保证制作扩散偶时

具有良好的接触面。采用纯钼夹具

将样品夹紧，再将扩散偶试样密封在

氩气保护的石英管中，分别在 1273K
中保温 15d，1473K 中保温 7d，具体

试验方案如表 1 所示。试样从高温

马弗炉中取出后水淬，磨抛清洗后采

用 JXA–8230 型 EPMA 测定成分，样

品成分测试误差为 ±0.5%。

2 合金法样品的制备

均匀化后的试样用线切割成

合适的大小后，用抛光机将切割后

残留的油污以及氧化层打磨干净，

将样品封入氩气保护的石英管中

密封，分别在 1273K 的高温炉中

保温 45d，1473K 保温 30d，具体试

验方案如表 2 所示。试样从高温

马弗炉中取出后水淬，磨抛清洗后

采 用 Sigma–300 型 能 谱 仪（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y，EDS）测试

处理好的样品中各相的成分，成分测

试误差为 ±2%。

热力学模型

1 溶体相模型

本研究在描述溶体相 φ（包括

liquid、fcc、bcc 及 hcp 相）时使用的摩

尔 Gibbs 自由能的表达式 [7] 为：

m
xs

m
mag

m
ϕ ϕ ϕ ϕG G G Gx RT x xi

i
i i i

i
= ° + + ∆ + ∆∑ ∑ ln

m
xs

m
mag

m
ϕ ϕ ϕ ϕG G G Gx RT x xi

i
i i i

i
= ° + + ∆ + ∆∑ ∑ ln  （1）

其中，xi（i=Ni，Al，Ru）表示元素 i
的摩尔分数；R 为气体常数；T 为绝

对温度。°Gφ
i 表示非磁性状态下结

构为 φ 相时元素 i 的摩尔 Gibbs 自

由能，数据来自 Dinsdale[22] 的 SGTE
数据库，表示为：

° − ° = + × + × × +∑G T H a b T c T T d Ti i n
nϕ ( ) ( . K) lnSER 298 15

° − ° = + × + × × +∑G T H a b T c T T d Ti i n
nϕ ( ) ( . K) lnSER 298 15

 （2）
ΔxsGφ

m 是过剩 Gibbs 自由能，表

示为：

∆ = +
>
∑∑xs

m
ϕ ϕ ϕG x x L x x x Li j i j

j ii
i j k i j k, , ,

 （3）
其中，Lφ 表示二元系或三元的交互

作用参数；ΔmagGφ
m 表示 φ 相发生磁

性转变时 Gibbs 自由能的变化值。

2  亚点阵模型 
亚点阵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含间

隙原子溶体相、金属间化合物和化学

计量相等。对于 A–B–C 三元系，若

θ 相被描述为（A，B）P（A，C）Q，则

表示第 1 个亚点阵含有组元 A 和 B，

第 2 个亚点阵含有组元 A 和 C，点阵

比例为 P∶Q。该相的摩尔 Gibbs 自

由能表示为 [23]：

G G G Gm
ref

m
id

m
ex

m
θ θ θ θ= + +  （4）

不同亚点阵组分组合而成的化

合物（AP AQ、APCQ、BP AQ、BPCQ）被

称为端际化合物，θ 相的 Gibbs 自由

能由基于端际化合物所构成的能量

参考面、理想混合能和超额自由能所

构成，分别表示为：
ref

m A A A A A C A C A B A C BG y y G y y G y y G y y Gθ θ θ θ= ′ ′′ + ′ ′′ + ′ ′′ + ′ ′′
P Q P Q P QB B PP QC

θ

           ref
m A A A A A C A C A B A C BG y y G y y G y y G y y Gθ θ θ θ= ′ ′′ + ′ ′′ + ′ ′′ + ′ ′′

P Q P Q P QB B PP QC
θ

 （5）
idG RT P y y y y Q y y y ym A A B B A A C C[ ( ln ln ) ( ln ln )]θ = ′ ′ + ′ ′ + ′′ ′′ + ′′ ′′

           idG RT P y y y y Q y y y ym A A B B A A C C[ ( ln ln ) ( ln ln )]θ = ′ ′ + ′ ′ + ′′ ′′ + ′′ ′′

 （6）
ex

m A B A A,B:A C A,B:C A C A A:A,C( ) (G y y y L y L y y y Lθ θ θ θ= ′ ′ ′′ + ′′ + ′′ ′′ ′ + yy LB B:A,C )′ θ

        ex
m A B A A,B:A C A,B:C A C A A:A,C( ) (G y y y L y L y y y Lθ θ θ θ= ′ ′ ′′ + ′′ + ′′ ′′ ′ + yy LB B:A,C )′ θ  

 （7）
其中，y′A 和 y′B 表示第 1 个亚点阵中

组元 A 和 B 的点阵分数，y″A 和 y″C

第 2 个亚点阵中组元 A 和 C 的点阵

分数。

端际化合物的 Gibbs 自由能，以

APCQ 为例，可以表达为：

G a b T P G Q GA C A
SER

C
SER

p Q
= + × + × + ×

              G a b T P G Q GA C A
SER

C
SER

p Q
= + × + × + ×  （8）

表 1 扩散偶及试验条件

Table 1 Diffusion couples and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扩散偶 名义成分（原子百分数）/ % 温度 /K 时间 /d

A1 Ni/Ni–25Al–4Ru
1273 15

A2 Ni/Ni–20Al–15Ru

B1 Ni/Ni–25Al–4Ru
1473 7

B2 Ni/Ni–20Al–15Ru

表 2 合金试样成分及试验条件

Table 2 Alloy compositions and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合金试样 名义成分（原子百分数）/ % 温度 /K 时间 /d

1 Ni–30.0Al–4.0Ru
1273 45
1473 30

2 Ni–26.1Al–9.0Ru
1273 45
1473 30

3 Ni–20.2Al–18.0Ru
1273 45
1473 30

4 Ni–40.2Al–24.6Ru
1273 45
1473 30

5 Ni–23.0Al–33.2Ru
1273 45
1473 30

6 Ni–25.1Al–4.0Ru
1273 45
1473 30

7 Ni–20.2Al–15.1Ru
1273 45
147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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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A
SER 和 GC

SER 分别表示 A、C
在 298.15K 和一个大气压下元素稳

定相参考态（SER）的 Gibbs 自由能，

a 表示 APCQ 的形成焓， 为形成熵对

Gibbs 自由能的贡献。

3 有序 – 无序模型

有序 – 无序模型用一个 Gibbs
自由能表达式描述有序相和无序相，

其关系式为 [7]：

G x y G x G y G x Gi i i i i( , ) ( ) ( ) ( )(s) disorder ord (s) ord= + ∆ = + ∆disorder (( ) ( )(s) ord (s)y G y xi i i− ∆ =

            G x y G x G y G x Gi i i i i( , ) ( ) ( ) ( )(s) disorder ord (s) ord= + ∆ = + ∆disorder (( ) ( )(s) ord (s)y G y xi i i− ∆ =

            G x y G x G y G x Gi i i i i( , ) ( ) ( ) ( )(s) disorder ord (s) ord= + ∆ = + ∆disorder (( ) ( )(s) ord (s)y G y xi i i− ∆ =  （9）
其 中，Gdisorder(xi) 是 无 序 溶 体 相 的

Gibbs 自由能，而 ΔGord(yi
(s)) 表示晶

格有序对自由能的贡献。当亚点阵

中点阵分数相同时，即 yi
(s)=xi，晶体处

于完全无序状态，ΔGord(yi
(s))=0；当点

阵分数不等时，晶格为有序性状态， 
ΔGord(yi

(s))≠0。
本研究中对基于 fcc 和 bcc 的有

序 / 无序相采用了有序 – 无序模型。

2009 年 Zhu 等 [20] 描述 Ni–Al–Ru 三元

系的 B2 相时，热力学模型为（Al，Ni，
Ru）0.5（Ni，Ru，Va）0.5。考虑到 B2 相

晶体结构的对称性，本研究将所有元

素包括空位放入亚点阵中。另外，Zhu
等 [20] 在描述 bcc 有序无序相时将 GVa

bcc

赋值为 0，而本研究采用了王杨 [7] 评

估之后给出的值，即 GVa
bcc=30T。

第一性原理计算

本研究运用第一性原理计算方

法来计算面心立方（fcc）和密排六方

（hcp）结构的 Ni–Ru 二元无序固溶体

在 0K 下的混合焓。首先构建反映合

金元素随机分布特性的特殊准随机

结构（Special quasirandom structure，
SQS）模型 [24]。然后基于密度泛函

理 论 [25]（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DFT），运用 VASP（Vienna ab initio 
simulation package）程序计算 NiRu 二

元 fcc 和 hcp 无序固溶体在 0K 的总

能量。第一性原理计算结果经过转

换后获得混合焓，具体公式如下：

∆E E x E x E
x y x yNi Ru Ni Ru Ni Ni Ru

τ τ τ τ= − − Ru

 （10）
其中， xNi 和 xRu 分别代表 Ni 和 Ru
的摩尔分数；Eτ

NixRuy 为第一性原理计

算获得的 NixRuy 合金在 τ（τ = fcc 或

hcp）相结构下的总能量； Eτ
Ni 和 Eτ

Ru

分别为第一性原理计算获得的纯 Ni
和纯 Ru 的总能量；ΔEτ

NixRuy 是 NixRuy

合金的混合焓。

在第一性原理计算过程中采

用缀加投影平面波 [26–27]（Projector 
augmented–wave，PAW）赝 势 法，平

面波截断能取 400eV。采用 Perdew
等 [28] 提出的广度梯度近似 （GGA–
PW91）表述交互关联泛函。利用

Monkhorst–Pack 包 [29] 构造布里渊区

k 点网格。对于 fcc 相，k 点的总数乘

以单胞的原子个数至少为 7200；对于

hcp 相，k 点网格为 11×11×7。利用

SQS 方法产生无序结构，构建了 16
个原子的超胞，包括如下成分构型，

即 Ni1Ru15、Ni4Ru12、Ni8Ru8、Ni12Ru4

和 Ni15Ru1。超胞结构完全弛豫，弛豫

后采用四面体法进行校正 [30]，进行

最终的静态计算。电子自洽和离子

弛豫的收敛标准分别为 10–5eV/unit 
cell 和 10–4eV/unit cell，以确保能量

收敛到至少 1meV/unit cell，并进行

自旋磁化计算。使用 ZenGen 脚本

工具 [31]，在 VASP 计算过程中自动

生成输入文件。

结果与讨论

1 Ni–Ru 二元系

本研究重新优化了 Ni–Ru 二元

系 fcc 和 hcp 的模型参数。由于 Ni–
Ru 二元系缺少热化学数据，故以第

一性原理计算的 0K 时 fcc 和 hcp 相

的混合焓作为优化时的依据。为了

尽可能保证拟合相图数据，在优化时

对 VASP 计算的混合焓设置了较低

的权重。

图 1 为不同参考态下优化和 SQS
计算得到的 fcc 和 hcp 相混合焓的

比较（其中虚线表示 Hallström 等 [12]

优化计算的混合焓曲线，实线为根据

优化后的参数计算的 fcc 和 hcp 的

混合焓曲线）。由于在非稳定相区弛

豫有可能导致结构不稳定，故本研究

仅拟合稳定相区的 SQS 数据，即 fcc
和 hcp 相分别拟合富 Ni 端和富 Ru
端的两个数据。

Raub 等 [8] 测试结果显示，包晶

反应发生时 Ru 在 fcc 和 hcp 相中的

固溶度原子百分数分别为 29.7% 和

51.3%，但分析相图上的数据点，此时

的温度约为 1550℃，和其文中给出

的 1490℃不一致。Kornilov 等 [10] 制

备的试样（即在 1200℃、1000℃、900℃、

800℃下分别退火 24h、50h、100h、
200h）在低温下很可能未达到平衡状

态。Tryon 等 [11] 使用扩散偶法测相

图的准确性较高，但其数据未公开发

表，2004 年 Hallström[12] 进 行 Ni–Ru
二元系的优化时引用了其数据，故本

研究参考了 Hallström 给出的数据。

进行优化时，固相线的拟合主要参考

了 Raub[9] 以及 Tryon 等 [11] 两组试验

信息，包晶反应数据的拟合主要参考

Kornilov 等 [10] 的结果，液相线则参考

了 Raub[9] 以及 Kornilov 等 [10] 的试验

结果。优化之后的计算相图与试验

数据吻合较好（图 2）。与 Hallström
等 [13] 优化的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

现计算的相边界在 Ni 端与之基本吻

合，但在 Ru 端有一定差别。这是由

于考虑了第一性原理计算的混合焓

数据，对二元系相图的优化结果产生

了影响。

2 Ni–Al–Ru 三元系

2.1 试验结果

根据试验结果，Ni–Al–Ru 三元

系相图在富 Ni 端主要由 γ、γ′、β1（B2–
NiAl）、β2（B2–RuAl）和 δ 的单相区，

γ+β2、γ+γ′、γ′+β2、γ′+β1、β1+β2、β2+δ、
γ+δ 两相区，以及 γ′+β1+β2、γ+β2+δ、
γ′+γ′+β2 三相区构成。  

图 3 是不同试验条件下得到的

扩散偶试样的背散射电子（BSE）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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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通过 EPMA 方法对制备好的试

样进行定量分析，以两相交界处为中

点垂直界面打 21 个点，使用 Matlab
程序对测试所得的一系列数据进行

拟合，最终得到两共存平衡相的相

成分，在相图上表现为两相区的 tie–
line，数据结果如表 3 所示。图 3（a）
是 A2 扩散偶样品局部放大的 BSE
图像，主要测定的是 γ+β2 和 γ+δ 两

相区的 tie–line；图 3（b）是 B1 扩散

偶样品局部放大的 BSE 图像，主要

测定的是 γ+γ'、γ+β1 和 γ'+β1 两相区

的 tie–line。
图 4 是不同试验条件下得到的

平衡合金法试样的 BSE 图像，通过

EDS 方法对制备好的试样进行定量

分析。测试所得的试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图 4（a）是在 1273K 下保温

45d 的试验条件下 1 号合金试样，

其中灰色基体为 γ′ 相，条状亮灰色

为 β2 相；图 4（b）是在 1273K 下保

温 45d 的 2 号合金试样，其中深灰色

为 γ′ 相，浅灰色为 γ 相，白色为 β2 相；

图 4（c）是在 1273K 下保温 45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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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Comparison of calculated phase diagram by present work and others with 
experi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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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PMA 测定 Ni–Al–Ru 三元系相平衡的结果

Table 3 Measured phase equilibria results of Ni–Al–Ru ternary system by EPMA

编号 相组成
原子百分数 /%

γ（fcc）相 γ′（L12–Ni3Al） 相 β1（B2–NiAl） 相 β2（B2–RuAl） 相 δ（hcp） 相

A1
γ+γ' 81.7–15.5–2.8 77.1–21.6–1.3 — — —

γ'+β2 — 75.3–22.9–1.8 — 27.7–46.7–25.6 —

A2
γ+β2 75.6–15.2–9.2 — — 24.4–48.2–27.4 —

γ+δ 76.6–14.6–8.8 — — — 15.9–1.4–82.7

B1

γ+γ' 77.9–18.9–3.2 75.2–22.9–1.9 — — —

γ+β1 77.8–18.7–3.5 — 62.6–30.3–7.1 — —

γ'+β1 — 75.6–22.4–2.0 63.1–30.1–6.8 — —

B2
γ+β1 72.5–16.3–11.2 — — 34.2–43.3–22.5 —

γ+β1 67.0–16.2–16.8 — — 34.6–39.2–26.2 —

图 4 Ni–Al–Ru 三元系典型合金试样的 BSE 图像

Fig.4 BSE images of typical Ni–Al–Ru ternary alloys

（a）1号合金

β2

γ′

10μm

（e）6号合金

γ′

β1

20μm

δ

γ

（f）5号合金（1473K）

β2

5μm

γ

（d）4号合金

β210μm

γ

（b）2号合金

β2

γ′

5μm

（c）5号合金（1273K）

β2

10μm

δ γ

5 号合金试样，其中暗灰色为 γ 相，

灰色为 β2 相，亮白色为 δ 相；图 4 （d）
是在 1273K 下保温 45d 的 4 号合金

试样，其中灰色为 γ 相，白色为 β2 相；

图 4（e）是在 1473K 下保温 30d 的

试验条件下 6 号合金试样，其中灰色

为 γ′ 相，浅灰色为 β1 相；图 4（f）是

在 1473K 下保温 30d 的 5 号合金试

样，其中暗灰色为 γ 相，灰色为 β2 相，

亮白色为 δ 相。

本试验内容主要对两相区及三

相区的相边界进行测定，同时验证前

人试验数据的可靠性，所以在 γ′+β2、

γ+γ′+β2、γ+β2、γ+β2+δ 相区布置了试

验点，测定了各相区平衡相的相组成

和对应相成分，同时还通过扩散偶法

测得了相图上 γ+β2、γ′+β1、γ+δ 等相

边界的位置。试验结果表明，合金法

与扩散偶法的数据比较一致，证明了

得到的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如图 5
中所示，试验结果用黑色符号表示，

其中虚线表示为平衡合金法的测试

结果，点线为扩散偶法得到的试验结

果。可以发现，合金法样品的试验结

果与文献 [14，20] 中的相图数据更

接近，且数据更丰富，所以在优化时

尽量拟合了合金法样品测试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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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EDS 测定的 Ni–Al–Ru 三元系的平衡相成分

Table 4 Measured phase equilibria of Ni–Al–Ru ternary system by EDS

编号
名义成分（原子
百分数）/% 温度 /K 相组成

原子百分数 /%

γ（fcc） 相 γ′（L12–Ni3Al）相 β1（B2–NiAl）相 β2（B2–RuAl）相 δ（hcp） 相

1 66.0–23.0–4.0
1273 γ′+β2 — 70.3–28.8–0.9 — 29.7–47.6–22.7 —

1473 γ′+β1 — 72.2–26.8–1.0 61.5–33.3–5.2 — —

2 64.9–26.1–9.0
1273 γ+γ′+β2 75.5–17.0–7.5 73.0–22.8–4.2 — 27.4–45.0–27.6 —

1473 γ′+β1 — 68.3–23.4–8.3 56.2–32.2–11.6 — —

3 61.9–20.2–18.0
1273 γ+β2+δ 73.0–15.9–11.1 — — 23.0–46.7–30.3 11.7–1.8–86.5

1473 γ+β2 66.7–16.9–16.4 — — 28.3–43.1–28.6 —

4 35.1–40.2–24.6
1273 γ+β2 71.4–19.3–9.3 — — 22.9–47.1–30.0 —

1473 γ+β2 69.5–18.3–12.2 — — 31.8–42.4–25.8 —

5 43.8–23.0–33.2
1273 γ+β2+δ 71.6–16.9–11.5 — — 22.3–46.7–31.0 17.1–2.7–80.2

1473 γ+β2+δ 60.2–15.8–24 — — 24.4–45.0–30.6 14.4–3.9–81.7

6 70.9–25.1–4.0
1273 γ′+β2 — 73.8–24.1–2.1 — 24.9–46.0–29.1 —

1473 γ′+β1 — 76.2–21.5–2.3 63.5–28.6–7.9 — —

7 64.7–20.2–15.1
1273 γ+β2+δ 74.5–14.3–11.2 — — 25–44.2–30.8 10.2–1.3–88.5

1473 γ+β2 69.2–17.1–13.7 — — 31.1–41.9–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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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Calculated isothermal sections of Ni–Al–Ru ternary system in comparison with experi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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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Ni–Al–Ru 三元系各相的晶体结构和热力学模型

Table 5 Crystal structures and thermodynamic models of phases in Ni–Al–Ru ternary system

相名称 结构原型 Pearson 符号 热力学模型

liquid — — （Ni，Al，Ru）1

fcc （γ） Cu cF4 （Ni，Al，Ru）1

bcc W cl2 （Ni，Al，Ru，Va）1

hcp （δ） Mg hP2 （Ni，Al，Ru）1

B2 CsCl cP2 （Ni，Al，Ru，Va）0.5（Ni，Al，Ru，Va）0.5

L12 （γ′） AuCu3 cP4 （Ni，Al，Ru）0.75（Ni，Al，Ru）0.25

数据结果。

2.2 CALPHAD 优化

Ni–Al–Ru 三元系的晶体结构和

热力学模型如表 5 所示，优化之后的

模型参数如表 6 所示。

在对 Ni–Al–Ru 三元系进行优

化时，L12 和 B2 有序相的端际化合

物不是稳定相，缺少试验数据，故在

进行热力学描述时使用了第一性原

理计算值。Hallström 等 [12] 计算的

L12 结构的亚稳相 Al3Ru 和 AlRu3

的形成焓分别为 –39.580kJ/mol 和 
–5.69kJ/mol，而 Zhu 等 [20] 给出的值

分 别 为 0.06kJ/mol 和 –35.7kJ/mol，
两组计算结果不一致。结合纯组

元的第一性原理计算值，认为 Zhu
等 [20] 的工作可能混淆了 Al3Ru 和

AlRu3 的计算结果，所以主要考虑

Hallström 等 [13] 的计算结果。

与文献中试验数据相比，1273K
的试验结果与 Chakravorty 等 [14] 的

工作结果比较符合，与 Zhu 等 [20]

的试验数据也比较一致，所以在对

1273K 的等温截面进行优化时考虑

了前者相图试验数据。1473K 的等

温截面在优化时只考虑了本研究测

得的试验数据，而 1523K 的等温截

面在优化时主要拟合 Chakravorty 和

West 的试验数据。在对 3 个温度下

的等温截面进行优化后结果如图 5
所示，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度较

高。另外，本研究还使用优化后的热

力学参数计算了 1273K 时的等温截

面，与 Tryon 等 [19] 报道的试验数据

也基本吻合，如图 6 所示。

结论

（1）评估了 Ni–Al–Ru 有关的 3
个二元系的相图优化结果，并结合第

表 6 Ni–Al–Ru 三元系优化后的热力学模型参数

Table 6 Assessed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of Ni–Al–Ru ternary system

相名称 模型参数 相名称 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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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原理计算的混合焓数据对 Ni–
Ru 二元体系重新进行了优化，得到

了可靠的二元系模型参数。

（2）采用合金法和扩散偶法，借助

SEM 和 EPMA 测定了 Ni–Al–Ru 三元

系 1273K 和 1473K 时的等温截面。

（3）结合晶体结构数据和第一

性原理计算结果对三元系的各相进

行热力学描述，在对前人的优化和试

验工作做了综合评估后，主要对 Ni–
Al–Ru 三元系 1273K 和 1473K 时的

等温截面进行了 CALPHAD 优化。

（4）优化后的计算相图与试验

数据基本吻合，得到了一套可靠自洽

的模型参数。

参 考 文 献

[1] 朱礼龙 , 戚海英 , 江亮 , 等 . 镍基

高温合金相关相图的高通量测定与热力学

优化 [J].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 2015, 25(11): 
2953–2961.

ZHU Lilong, QI Haiying, JIANG Liang, et 
al. High-throughput experimental determination 
and thermodynamic assessment of phase 
diagrams of nickel-based superalloys[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Nonferrous Metals, 2015, 

25(11): 2953–2961.

δ
Mole fraction Ru

γ

γ′

Tryon&Pollock, 2006[19]

β2+δ
γ+δ

γ+β2

γ+γ′

0.1 0.2 0.4 0.5 0.6 0.7 0.8 0.9 1.00.3

1.0

0.9

0.8

0.7

0.6

0.5

0.4

0.2

0.3

0.1

β1
β2

M
ol

e f
ra

cti
on

 A
l

图 6 优化计算的 Ni–Al–Ru 三元系 1273K 等温截面与他人试验数据的对比

Fig.6 Calculated isothermal section of Ni–Al–Ru ternary system at 1273K in comparison 
with experimental data by others

[2] 鲁晓刚 , 王卓 , CUI Yuwen, 等 . 计

算热力学、计算动力学与材料设计 [J]. 科学通

报 , 2013, 58(35): 3656–3664.

LU Xiaogang, WANG Zhuo, CUI Yuwen, et 

al. Computational thermodynamics, computational 

kinetics and materials design[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3, 58(35): 3656–3664.

[3] 李一为 , 常可可 , 王培生 , 等 . 相图

计算及其应用 [J]. 粉末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 , 

2012, 17(1): 1–9.

LI Yiwei, CHANG Keke, WANG Peisheng, 

et al. Calculation of phase diagram and its 

application[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Powder Metallurgy, 2012, 17(1): 1–9.

[4] YU X X, WANG C Y, ZHANG X N, et 

al. Synergistic effect of rhenium and ruthenium in 

nickel-based single-crystal superalloys[J].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4, 582: 299–304.

[5] LIU C P, ZHANG X N, GE L, et 

al. Effect of rhenium and ruthenium on the 

deformation and fracture mechanism in nickel-

based model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s during the 

in situ tensile at room temperature[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2017, 682: 90–97.

[ 6 ]  P Y C Z A K  F,  N E U M E I E R  S , 

GÖKEN M. Influence of lattice misfit on the 

internal stress and strain states before and after 

creep investigated in nickel-base superalloys 

containing rhenium and ruthenium[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2009, 510–511: 

295–300.

[7] 王杨 . Ni–Co–Al–Mo–W 体系热力

学及其 fcc 相扩散动力学研究 [D]. 上海：上海

大学 , 2018.

WANG Yang. Study on the thermodynamics 

of the Ni–Co–Al–Mo–W system and the diffusion 

kinetics of its fcc phase[D].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2018.

[8] PRINS S N, CORNISH L A, STUMPF 

W E, et al. Thermodynamic assessment of the 

Al–Ru system[J]. Calphad, 2003, 27(1): 79–90.

[9] RAUB E, MENZEL D. The nickel-

ruthenium system[J]. Zeitschrift fur Metallkunde, 

1961, 52(12): 831–833.

[10] KORNILOV I I, MYASNIKOVA 

K P. Phase diagram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for alloys in the Ni–Ru system[J]. Russian 

Metallurgy–Metally–Ussr, 1964, 4: 159–165.

[11] TRYON B,  POLLOCK T M.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the Ru–Al–Ni 

ternary phase diagram at 1000 and 1100℃ [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2006, 

430(1–2): 266–276.

[12] HALLSTRÖM S. Thermodynamic 

assessment of the Ni–Ru system[J]. Journal of 

Phase Equilibria and Diffusion, 2004, 25(3): 

252–254.

[13] HALLSTRÖM S, ANDERSSON D, 

RUBAN A, et al. Thermodynamic reassessment 

of the Ni–Ru system and assessment of the Al–

Ni–Ru system at 1273–1523K using ab initio 

calculations[J]. Acta Materialia, 2008, 56(15): 

4062–4069.

[14] OKAMOTO H. Ni–Ru (nickel-

ruthenium)[J]. Journal of Phase Equilibria and 

Diffusion, 2009, 30(4): 412.

[15] CHAKRAVORTY S, WEST D R 

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Ni–Al–Ru system[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1986, 21(8): 2721–

2730.

[16] CHAKRAVORTY S, WEST D R 

F. Phase equilibria between NiAl and RuAl in 

the Ni–Al–Ru system[J]. Scripta Metallurgica, 

1985, 19(11): 1355–1360.

[17] HORNER I J, CORNISH L A, 

WITCOMB M J. A study of the Al–Ni–Ru ternary 

system below 50at.% aluminium[J].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1997, 256(1–2): 213–220.

[18] HORNER I J, CORNISH L A, 

WITCOMB M J. Constitution of the Al–Ni–



972021年第64卷第18期·航空制造技术

材料基因工程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

Ru ternary system above 50at.% aluminium[J].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1997, 256(1–

2): 221–227.

[19] MI S, GRUSHKO B, DONG C, et 

al. Ternary Al–Ni–Ru phases[J].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03, 351(1–2): L1–L5.

[20] ZHU J, ZHANG C, CAO W, et al.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thermodynamic 

modeling of the Ni–Al–Ru ternary system[J]. 

Acta Materialia, 2009, 57(1): 202–212.

[ 2 1 ]  R A G H AVA N  V.  A l – N i – R u 

(aluminum–nickel–ruthenium)[J]. Journal of 

Phase Equilibria and Diffusion, 2009, 30(3): 

277–278.

[22] DINSDALE A T. SGTE date for pure 

elements[J]. Galphad, 1991, 15(4): 317–425.

[23] LU H J, WANG W B, ZOU N, et 

al. Thermodynamic modeling of Cr–Nb and 

Zr–Cr with extension to the ternary Zr–Nb–Cr 

system[J]. Calphad, 2015, 50: 134–143.

[24] ZUNGER A, WEI S H, FERREIRA 

L G, et al. Special quasirandom structures[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990, 65(3): 353–356.

[25]  KLEIN A,  DREIZLER R M. 

Kohn–Sham formulation of density-functional 

theory[J]. Physical Review A, 1998, 58(2): 

1581.

[26] KRESSE G, FURTHMÜLLER J. 

Efficient iterative schemes for ab initio total-

energy calculations using a plane-wave basis 

set[J]. Physical Review B, Condensed Matter, 

1996, 54(16): 11169–11186.

[27] KRESSE G, JOUBERT D. From 

ultrasoft pseudopotentials to the projector 

augmented-wave method[J]. Physical Review B, 

1999, 59(3): 1758.

[28] PERDEW J P, WANG Y. Accurate 

and simple analy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electron-

gas correlation energy[J]. Physical Review B, 

Condensed Matter, 1992, 45(23): 13244–13249.

[29] MONKHORST H J, PACK J D. 

Special points for Brillouin–zone integrations[J]. 

Physical Review B, 1976, 13(12): 5188.

[30] BLÖCHL, JEPSEN, ANDERSEN. 

Improved tetrahedron method for Brillouin-zone 

integrations[J]. Physical Review B, Condensed 

Matter, 1994, 49(23): 16223–16233.

[31] CRIVELLO J C, SOUQUES R, 

BREIDI A, et al. ZenGen, a tool to generate 

ordered configurations for systematic first-

principles calculations: The Cr–Mo–Ni–Re system 

as a case study[J]. Calphad, 2015, 51: 233–240.

通讯作者：鲁晓刚，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

计算热力学、扩散动力学模拟、热物理性质建

模、CALPHAD 数据库和金属材料设计。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Studies of Isothermal Sec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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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ational thermodynamics (CALPHAD) method makes use of various experimental data and first-
principles calculations to optimize model parameters and then establish thermodynamic databases, which is the key point of 
researching quantitative relations among composition, process, microstructure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for multi–component 
and multi-phase materials. In the present work, the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studies of the Ni–Al–Ru ternary system 
adopt the CALPHAD method and phase equilibrium experiment to clarify the new approach of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GI). The core idea of MGI i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omputation–experiment–database, which is also the feature of 
CALPHAD method. The isothermal sections of the Ni–Al–Ru ternary system at 1273K and 1473K were constructed 
experimentally by examining equilibrated alloys and diffusion couples, through which the phase equilibria were determined 
by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y (EDS) and Electron Probe Micro-Analysis (EPMA). Based on the measured phase 
equilibria and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 data, the model parameters formulating the Gibbs energies of various phases of 
the binary/ternary systems of Ni–Al–Ru were assessed by the CALPHAD method with the Thermo-Calc software. A set of 
self-consistent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of the Ni–Al–Ru system has been obtained successfully and can be extended to 
multi-component thermodynamic databases for superalloys.
Keywords: Ni–Al–Ru; Superalloy; Phase equilibrium;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 Computational the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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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迎雪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Pt–Ir
基多元合金黏结层。

却效果，但是过多的冷却气体将会造

成大量的热量流失，不利于热效率的

提高；热障涂层技术是在高温合金

表面喷涂低导热涂层，使高温燃气和

金属部件之间产生较大的温差，在保

护基底的同时，允许燃气温度进一步

提高，进而提高发动机的热效率。图

1[2] 为目前使用的热障涂层结构，主

要由陶瓷隔热层和金属黏结层组成。

常用的黏结层合金为 NiCrCoAlY，

其作用主要是在高温合金基底与陶

瓷顶层之间起过渡、黏结的作用，从

而有效缓解陶瓷层顶层和高温合金

基底之间的热失配应力，以及提高

陶瓷顶层与高温合金基底的结合力；

陶瓷隔热层要求热导率低，主要提供

降温能力，这样才能为高温合金基

高超音速飞行器、火箭、导弹、航

空发动机和重型燃气轮机是关乎我

国国防安全的重大核心装备。近年

来，航空发动机不断挑战在更高温度

下工作，提高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的耐高温性能是航空航天领域大型

装备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为提高热

端部件在高温下工作的可靠性、延长

使用寿命，通常采用 3 种方法 [1–3] ： 
（1）寻求更高耐热性的合金材料； 
（2）改进冷却技术； （3）采用热障涂

层技术。在过去几十年里，高温合金

的耐高温性能有了一定的提升，然而

合金材料存在温度极限，进一步提高

的空间越来越小；冷却技术通常采

用的方法是在工作部件的内部设计

出复杂而精巧的气冷通道，以增强冷

引文格式： 梁迎雪 , 余威 , 周云轩 , 等 . 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超高温热障涂层研究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8): 98–112.
  LIANG Yingxue, YU Wei, ZHOU Yunxuan, et al. Study on ultra-high temperature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based on 

material genome engineering[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8): 9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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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材料基因工程作为材料领域的变革性前沿技术，极大地缩短了材料从设计到应用的进程、提高研发效率、

降低研发成本，成为一种全新的材料研发模式。主要介绍了运用材料基因工程技术对超高温热障涂层体系进行的

前期研究，包括超高温稀土钽酸盐陶瓷隔热层和 Pt–Ir 基高温合金黏结层的研发，同时对材料基因工程技术在超高

温热障涂层研发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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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提供最大能力的热防护 [4]。热生

长氧化物层（Thermal growth oxide，
TGO）是在实际高温应用环境下，燃

气中的氧化气氛透过气孔率较高的

陶瓷顶层到达黏结层，从而使黏结

层氧化而形成。在实际的应用过程

中，热障涂层是一个结构系统，其各

部分之间互相协同，需满足高熔点、

低热导率、合适的热膨胀系数、高温

相稳定性、低烧结性、良好的化学相

容性、高抗氧化性以及良好的耐腐

蚀性等性能要求。

美国、欧盟等国家非常注重材料

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2014 年美国

将“材料基因组计划”提升为“国家

战略”，同时建设 45 个材料基因组创

新平台，重点投资计算材料的基础和

应用研究，提高材料性能，满足国家

安全需求 [5]。中国工程院和科学院

进行了广泛的咨询和深入研究，国家

科技部 2015 年启动了“材料基因工

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重点专项 
（简称“材料基因工程重点专项”），许

多大学、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多次以

材料基因组计划为主题的报告会、研

讨会等咨询活动，中国材料界对基因

工程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入 [6]。随着

计算材料科学的发展，跨尺度的材料

计算与模拟，集成了以量子力学第一

性原理计算和热力学为基础的相图

计算方法（CALPHAD）、动力学为基

础的相场模拟及数学模型为基础的

有限元分析，成为研究材料微观组织

结构与材料宏观性能之间关系的有

效方法，是对传统“试错法”的改进。

材料基因工程技术变革了材料的研

发理念和模式，实现了新材料研发由

“经验指导试验”的传统模式向“理

论预测、试验验证”的新模式转变，显

著地提高新材料的研发效率。材料

基因工程技术通过高通量试验、高通

量计算和数据库的交融与结合（高通

量并行迭代方法替代传统试错法中

的多次顺序迭代方法），并借助数据

挖掘技术，系统地寻找材料组分 / 工
艺 – 组织结构 – 性能的定量关系，进

而借助集成计算模拟和关键试验理

性地设计材料，加速材料“发现—研

发—生产—应用”全过程，缩短材料

研发周期，降低材料研发成本，引发

新材料领域的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

变革。本研究主要以 1500~1600℃
服役温度的超高温热障涂层体系研

发为例，简述了材料基因工程在其

中的研究，包括可用于 1600℃下服

役的超高温陶瓷层和 1300℃下服役

的超高温黏结层，陶瓷隔热层实现

200~300℃的降温梯度。通过高通量

多尺度集成计算、高通量试验与数据

挖掘技术，最终实现将 Pt–Ir 基高温

黏结层与稀土钽酸盐组成新型超高

温热障涂层体系的目标 [5，7]。

材料基因工程在热障涂层
陶瓷层中的研究

陶瓷层与高温环境直接接触，是

整个热障涂层的关键部分，因此要

求选取的材料需同时具备高熔点、高

热膨胀系数、低热导率及高温相稳定

等特点 [8]。图 2[9–13] 为不同热障涂层

材料的发展情况，如氧化钇稳定氧化

锆（YSZ）、稀土磷酸盐（REPO4）、稀

土锆酸盐（RE2Zr2O7）等，这些材料

具有较低的热导率、较高的热膨胀系

数和优异的机械性能，但是使用温

度存在限制。为快速找到性能优异

的超高温热障涂层陶瓷层材料，大量

学者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理念，对此进

行了一系列探索研究。研究发现，

RETaO4 材料具有高熔点、低热导率、

高热膨胀系数、稳定的高温相结构等

优点，服役温度可达 1600℃，已成为

极具潜力的热障涂层材料[14]。

1 材料基因工程在潜在陶瓷层中的

  研究

YSZ 作为传统热障涂层材料，服

役温度超过 1200℃会发生明显的相

变，同时伴随着 5%~7% 的体积变化，

从而导致热障涂层过早失效 [15–16]。

发动机使用温度的升高，使得人们对

热障涂层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热

导率和热膨胀系数，因此急需开发新

型的热障涂层材料以达到应用目的

（图 3）。
REPO4（RE=La、Ce、Nd、Sm、Eu

和 Gd）因具有高熔点、高温稳定性、

低热导率和热膨胀系数等特点，成为

耐高温热障陶瓷层候选材料之一，其

结构如图 3（a）所示 [17]。Feng 等 [17]

利用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

理计算对 REPO4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研究发现不同 REPO4 之间稳定性存

在差异；图 4[17] 为 REPO4 的三维杨氏

图 1 涡轮叶片的热障涂层结构

Fig.1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structure of turbine b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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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量，由于不同的 REPO4 存在很强的

各向异性，从而在不同方向上引起偏

振变化且最大值都偏离其主轴；同时

采用应变 – 应力方法计算了 REPO4

的体模量、杨氏模量和剪切模量，结

果如图 5（a）所示 [17]，模量值随着离

子半径（RE3+）的增加而上升。通过

计算结果可知，REPO4 的热导率能达

到热障涂层在高温下的使用要求，但

在高温环境下存在相变失效、服寿命

短等问题，致使此材料未能在热障涂

层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17–18]。

RE2Zr2O7（RE=La、Ce、Nd、
Sm、Eu 和 Gd）的晶体结构如图 3（b）
所示 [19]。Schelling 等 [20] 通过分子

动力学模拟对 RE2Zr2O7 材料的热学

性质进行了研究。计算结果表明此

结构高温下稳定性差，且不同的稀土

元素对此结构的体模量、热膨胀系数

及热导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未能找

到同时具备低热导率和高热膨胀系

数的成分，限制了此材料在高温热障

涂层方面的发展 [21]。

除此之外，Feng 等 [22] 通过第一

性原理计算，筛选出了一种自然超

晶格的层状钙钛矿化合物 Ln2SrAl2O7 

（Ln=La、Nd、Sm、Gd 和 Dy）作为陶

瓷层材料，结构如图 3（e）所示 [23] ；

基于准谐近似和德拜模型，Feng 等
[22] 计算了此结构的体模量、剪切模

量和杨氏模量，结果如图 5 （b）所示；

运用 Slack 模型计算的热导率与试验

值相符，低于 1200℃的热导率值在

图 3 不同陶瓷层的晶体结构

Fig.3 Different crystal structures of ceramic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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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REPO4 杨氏模量的三维各向异性（RE=La，Ce，Nd，Sm，Eu，Gd）

Fig.4 Three-dimensional anisotropy of Young’s modulus of REPO4 (RE=La, Ce, Nd, Sm, Eu,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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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Elastic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ceramic layer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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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W/（m·K）之间，相对于 YSZ 材

料此结构有较低的热导率，但该材料

各向异性弱、对特定稀土离子不敏感

致使优势不明显 [17，22–23]。

YSZ 和 RE2Zr2O7 具 有 较 低 的

热导率（1.5~3.5W/（m·K））、较高

的热膨胀系数（9×10–6 ~10×10–6/K）

和较好的化学相容性等特点，但是

这两种材料均存在弊端，YSZ 材料

超过 1200℃时产生相变，使用温度

难以提高 [24] ；而 RE2Zr2O7 高温断

裂韧性差。科研人员对潜在热障涂

层陶瓷层材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例如 Ln2SrAl2O7
[25–26]、石榴石铝酸

盐 [27–28]、稀土硅酸盐（RE2SiO5）
[29–31]

和稀土铈酸盐（La2Ce2O7）
[32–34] 等，

其中 RE2SiO5 和 La2Ce2O7 结构分别

如图 3（c）[28] 和（d）[35] 所示，然而

这些材料均存在一些自身缺陷，比如

热膨胀系数低、热膨胀系数不匹配等

问题，图 6[36] 为潜在陶瓷层材料的热

导率和热膨胀系数，明显看出这些材

料未能同时具备低热导率和高热膨

胀系数 [37]，限制了该材料在热障涂

层领域的应用。

2 材料基因工程在稀土钽酸盐陶瓷

  层中的研究

稀土钽酸盐 RETaO4（RE 为稀

土元素）具有低热导率、高热膨胀系

数和高相稳定性等优点，其结构如图

7[38] 所示，应用在高温合金表面可以

获得 200~300℃的降温梯度，有望应

用在 1500~1600℃服役温度下的高

温环境中。

Shen[39] 和 Limarga 等 [40] 通过分

子动力学模拟对不同成分的 ZrO2–
Y2O3–Ta2O5 三元相图进行分析，如图

8（a）[40] 所示，结果发现相图中低热

导率主要集中在 YTaO4 与 ZrO2 固

溶体区，1000℃ 下此固溶体区的热

导率低至 1.5W/（m·K），仅为 YSZ
热 导 率 的 60% 左 右；图 8（b）为

Fernandez 等 [41] 对 1700℃的 YO1.5–
TaO2.5 二元相图分析，结果进一步表

明稳定性与其成分有关。此外，当温

图 6 潜在热障涂层的热学性质

Fig.6 Thermal properties of potential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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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Crystal structure of rare earth tanta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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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超过 1426±7℃时，YTaO4 发生 M
相到 T 相之间的转变，是一种铁弹相

变，几乎不产生体积差，避免了因相

变体积差过大而导致涂层脱落失效。

由此，Shen 等 [39–40] 认为 YTaO4 是一

种极具潜力的热障涂层材料。

Zhou[42]、Ji[43]、Wu[44] 和陈琳 [45]

等利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了两种

不同相结构的吉布斯自由能、晶格

常数和体积，两种相结构如图 9[12]

所示，研究发现两种不同结构的原

子之间键长存在差异。图 10（a）
为 YTaO4 两种不同相结构的吉布

斯自由能，结果显示两曲线交点为

1430℃ ；图 10（b）是在相变温度

附近通过基于准简谐近似和德拜模

型方法得到的自由能，结果显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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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陶瓷层的不同多元体系的成分相图

Fig.8 Phase diagrams of the components of different multicomponent systems of ceramic layers

（b）YO1.5-TaO2.5二元相图（a）ZrO2-Y2O3-Ta2O5三元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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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在 1430℃相交，且两相变化稳

定；图 10（c）为两相晶格常数随温

度的变化，同样证实两相的转变温度

在 1430℃附近；图 10（d）是两相体

积随温度的变化结果，两相体积随温

度连续变化，且在 1430℃相交于一

点，进一步证明 YTaO4 的相变温度

在 1430℃附近 [12]。综上所述，单斜

相在室温下稳定存在，在 1430℃时

转变为四方相 [12，46]，这种相转变属于

二级转变 [47–48]。

图 11[28，49–50] 为 RETaO4 与其他

潜在热障涂层材料的热导率和热膨

胀系数，RETaO4 具有较高的熔点、

低热导率（1.38~1.94W/（m·K））、高

热膨胀系数（10×10–6~11×10–6/K）[49]，

与 YSZ 相比，RETaO4 的高温热导

图 10 YTaO4 的研究结果

Fig.10 Research results of YTa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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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仅为 YSZ 的一半，使用温度可达

1600℃，具有明显优势 [41，51–53]。此外，

研究结果发现在 RETaO4 中存在着

与 YSZ 类似的铁弹畴结构、优异的

热物理性能和力学性能，进一步证明

RETaO4 是一种极具潜力的热障涂层

材料 [54]。

材料基因工程在高温合金
黏结层中的研究

黏结层作为热障涂层的重要部

分，处于合金基体与陶瓷层之间，能

缓解高温合金基体与陶瓷层之间热

膨胀不匹配的问题，同时起抗氧化、

耐腐蚀和保护基体的作用，因而黏

结层所用材料种类及成分对热障涂

层的使用性能具有决定性作用。陶

瓷层使用温度的提高，要求黏结层

材料不仅具有优良的高温力学性

能，而且要具有更加优异的抗高温

氧化和耐腐蚀性能。目前常用的合

金黏结层主要为扩散型铂改性铝化

物涂层 [55]、包覆型镍钴基 MCrAlY

图 12 Pt–Ir 基稀贵金属黏结层总体研究流程

Fig.2 Research process of Pt–Ir based precious metal bonding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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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i, Co）合金涂层 [56–58]，但使用

温度只能达到 1100℃，长时间使用

会发生高温氧化反应。Pt–Ir 基稀贵

金属合金是一类有潜力的抗高温氧

化、耐腐蚀性能的金属，在 1300℃下

保温 72h，几乎不产生热氧化物，从

源头上有效抑制了热氧化物的生长，

因而 Pt–Ir 基稀贵金属高温合金是一

种极具潜力的黏结层首选材料 [23，59]。

但 Pt–Ir 基稀贵金属高温合金成

本高昂，为了加快材料研发，提前对

材料的性能进行预测，同时减少贵金

属材料的试验成本，针对黏结层服役

的恶劣环境，以 Pt–Ir 合金试验结果

为基础，采用材料基因工程理念，利

用计算机模拟和大数据计算技术，对

涂层材料的服役情况进行模拟仿真，

快速反馈和分析材料性能，充分发挥

高通量多尺度集成计算，高通量试验

与数据挖掘技术，从而加快研究进

展，总体研究流程如图 12 所示。

1 基于高通量计算和跨尺度建模的

  Pt–Ir 基合金成分、工艺与性能研究

为建立准确预测 Pt–Ir 基多元合

金黏结层高温抗氧化性、耐腐蚀性和

蠕变性的模型和集成算法，通过高通

量计算和机器学习，建立超高温黏结

层组成 – 结构 – 性能的关系，以高温

弹性、高温塑性、高温蠕变和高温抗

氧化性能的计算结果为判据，获取目

标合金的成分，建立合金成分、工艺、

性能数据库。具体研究流程如图 13
所示。

针对 Pt–Ir 基黏结层合金材料的

高温抗氧化性能和蠕变性能建立相

应的自动化计算流程和模型，利用计

算资源调度、计算数据自动提取、计

算结果智能展示和分析的计算管理

系统，加快研发速度。充分利用材料

基因工程高通量集成计算优势，结合

数据高效采集、传输、管理、融合和可

视化技术，开发数据管理系统，建立

Pt–Ir 基合金黏结层结构、性能数据

库。研究过程主要利用高度自洽的

计算及试验所得数据，基于机器学习

及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合金成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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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 粉体成形工艺—合金涂层喷涂

工艺—涂层服役性能间的相关模型，

以获取满足性能要求且成本低的合

金成分范围。机器学习的优势之一

是构建单纯计算或试验无法解决的

复杂物理量或复杂服役性能的模型，

对其进行性质预测，利用高度自洽的

高通量计算和试验得到物相组成与

结构、弹性性质、塑性性质、热膨胀系

数、氧的表面吸附能和扩散能等数据

作为机器学习模型训练的输入。

图 14[60] 为 Pt/Ir 基稀固溶体模

型，其中蓝色球代表 Pt/Ir 原子，粉红

色球为 TM 原子 （TM 为 3d、4d、5d
原子）。Zhou 等 [60] 利用高通量第一

性原理计算系统地研究了 33 种合金

元素在原子弛豫和全弛豫条件下对 Pt/
Ir 基稀固溶体力学性质和电子结构

的影响，图 15[60–61] 和 16[60–61] 分别为

Pt/Ir 基稀固溶体的混合焓与 Pt–X 和

Ir–X 二元合金混合焓的计算，其中

显示 Pt 基稀固溶体混合焓全为负，Ir
基稀固溶体的混合焓除 Cd、Ag、La
和 Au 4 种合金元素外均为负；基

于应力 – 应变方法对 Pt/Ir 基稀固

溶体的弹性性质进行了研究，结果

如图 17[60–61] 所示；采用 CALPHAD
方法进行的 Pt/Ir 基稀固溶体与成分

相关的模量计算，为研究 Pt–Ir 合金

性能研究提供了基础。

2 Pt–Ir 基合金丝材或粉体工艺

   优化与服役性能高效评价

在优化后的 Pt–Ir 基多元合金成

分范围中，选取多组 Pt–Ir 基多元合

金进行多通道熔炼，通过高通量试验

进一步优化 Pt–Ir 基多元合金的成

分、性能和加工工艺，进行合金丝材

或粉体的制备与表征，寻求适合喷涂

的最佳丝材或粉体制备工艺，高通量

试验过程中实现数据采集、转换、传

输与管理，通过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

进行合金成分、丝材或粉体规模化制

备与涂层喷涂工艺参数的精确优化，

具体研究流程如图 18 所示。

以高通量计算结果筛选出的合

金成分为基础，采用高通量电弧熔炼

系统制备 Pt–Ir 基合金样品，并通过

多通道管式炉实现室温至 1700℃温

度的高通量热处理，然后采用测量加

工及热处理技术，获得用于微观组织

结构分析及性能表征的贵金属高温

合金试验样品；基于计算模拟及高

通量制备与表征结果，选择性能优异

的 Pt–Ir 基合金成分，采用高频感应

图 13 集成计算及数据库建立研究流程

Fig.13 Research process of integrated calculation and database 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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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Pt/Ir 基稀固溶体的混合焓

Fig.15 Mixing enthalpy of Pt/Ir based dilute solid solution

（d）Ir基稀固溶体的全弛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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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6 Three-point fitting mixing enthalpy of Pt–X and Ir–X binary al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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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技术制备出温度连续变化的样

品，研究添加少量元素对 Pt–Ir 合金

氧化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性能、氧化物

颗粒的形貌及存在形式的影响；将

Pt–Ir 合金密封于充水或酸的石英管

内，采用十通道热处理炉对 Pt–Ir 合
金进行不同温度、不同时间的腐蚀性

能研究；在不同应力和不同温度下

研究 Pt–Ir 合金的高温蠕变，系统地

分析第二相颗粒的形态、分布和热稳

定性对 Pt–Ir 合金蠕变行为的影响，

探究合金高温蠕变机制和强化机理。

Pt–Ir 基合金的研究主要利用高

通量第一性原理计算所获得的合金

成分范围指导高通量试验，通过试验

图 17 Pt/Ir 基稀固溶体的弹性性质

Fig.17 Elastic properties of Pt/Ir based dilute solid solution

（a）Pt基稀固溶体的体模量 （b）Ir基稀固溶体的体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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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合金成分范围进行进一步优

化，同时使得试验数据与计算数据产

生关联，实现数据自动采集、传输、处

理与管理，便于开展深度的数据挖掘

工作，进一步完善结构 – 性能模型，

使其能够实现高温蠕变和高温氧化

等复杂服役性能的外推化预测。

3 Pt–Ir 基合金黏结层的工程化研究

对制备的 Pt–Ir 基多组元超高温

合金粉体或丝材进行喷涂试验，采集

喷涂过程中的工艺参数（包括温度、

压力和流速等），并对喷涂后的试样

进行相应的表征，获得相应的试验数

据。制备出在 1300℃长时间服役的

Pt–Ir 基多组元高温合金黏结层，将

Pt–Ir 基多组元高温合金黏结层与稀

土钽酸盐组成新型超高温热障涂层

体系，具体研究流程如图 19 所示。

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理念，采用电

弧喷涂或大气等离子喷涂（Atmospheric 

plasma spraying，APS）技术，以 310S
耐高温不锈钢为基体材料制备可以

在 1300℃温度下服役的 Pt–Ir 基多

组元超高温合金涂层。选取影响等

离子喷涂效果的主要因素电流 I、主
气流量 Q、喷涂距离 d、温度、压力和

流速等作为研究的工艺参数，设计一

系列正交试验，实时采集喷涂过程中

的试验数据，为构建涂层制备与涂层

性能之间的映射关系奠定基础。将

图 18 可用于 1300℃下的 Pt–Ir 基合金丝材或粉体的工艺优化与服役性能研究流程

Fig.18 Research process of Pt–Ir based alloys wire or powder of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service performance at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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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可用于 1300℃下的 Pt–Ir 基合金黏结层工程化研究流程

Fig.19 Research process of Pt–Ir based alloys bonding layer engineering at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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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涂过程中的工艺参数与涂层性能

的表征结果相结合，采用机器学习的

方法进行数据挖掘，使喷涂工艺参数

与涂层的性能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对

喷涂工艺参数进行优化，最终获得

能在 1300℃长时服役的 Pt–Ir 基多组

元超高温合金黏结层。以打通材料到

制造体系全过程模型和计算技术为目

的，建立产品 – 加工 – 材料体系并行

设计、快速开发流程，更好地创建和分

析数据库管理，实现利用材料计算驱

动航天器部组件先进制造技术发展的

总体目标，是目前运用材料基因工程

在研究高温防护层上的主要方向。

结论

材料基因工程技术变革了新材

料的研发模式，促进了材料前沿技术

的发展。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理念，

运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相图计算和机

器学习等方法对 1500~1600℃下服

役的热障涂层进行了前期研究与探

索。研究表明，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吻合，通过计算能够加

快研究进程，进一步说明利用材料基

因工程的理念进行 1600℃下服役的

稀土钽酸盐陶瓷层和 1300℃下服役

的 Pt–Ir 基合金黏结层的研究可行性

高，特别是可以明显缩短贵金属合金

材料研发周期，降低原材料以及高温

性能的研究成本，提高了研发效率。

未来展望

（1）基于目前稀土钽酸盐材料

的研究成果，采用材料基因工程的理

念，研究稀土钽酸盐的高温服役性

能，筛选出高温稳定、热导率更低、热

膨胀系数与合金更匹配、耐腐蚀性更

强以及使用寿命更长的钽酸盐材料。

（2）在已经建立的 Pt–Ir 基多元

合金晶体结构中，利用高通量第一性

原理计算工作流获得有限温度下的

热物理性质，并结合多相热力学模型

将单相性质推广到多相性质；同时

对试样的高温抗氧化性、耐腐蚀性和

抗蠕变性进行高效评价，寻求适合喷

涂的最佳粉体 / 丝材制备工艺，并进

一步缩小合金的有效成分范围。

（3）充分利用材料基因工程技

术优势进行 Pt–Ir 基合金黏结层从研

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全流程示范，将可

在 1300℃下服役的 Pt–Ir 基多组元

超高温合金黏结层与在 1600℃下服

役的镧系稀土钽酸盐超高温陶瓷层

组成新型超高温热障涂层体系，建立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热障涂层技术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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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ltra-High Temperature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Based on 
Material Genome Engineering

LIANG Yingxue1, YU Wei1, ZHOU Yunxuan1, GAN Mengdi1, WEI Yan2, ZHANG Jiankang2,
CHEN Yongtai2, YE Bo3, CHONG Xiaoyu1, FENG Jing1

(1. Faculty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2. Sino-Precious Metals Holding Co., Ltd., Kunming 650106, China;
3. Facul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4, China)

[ABSTRACT] Material genome engineering is a revolutionary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materials, which 
greatly shortens the process of materials from design to application, improves research efficiency and reduces cost, and 
becomes a new mode of mate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ultra-high temperature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system, including ceramic insulation of 
ultra-high temperature rare earth tantalate and bonding layer of Pt–Ir based superalloy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prospected 
the application of material genome engineering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ultra-high temperature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Keywords: Material genome engineering; Rare earth tantalate; Pt–Ir based superalloys;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Machine learning
 （责编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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