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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及钛基复合材料质量轻、比强度高，有着优异的耐腐蚀及耐高温等综合性能，

在航空航天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仍有很多工程化应用问题难以解决，如高温钛合金存

在的“热障”温度，高强韧钛合金难以同时达到较高的强度及优异的断裂韧度，航空发动

机用钛合金在高速摩擦下发生的“钛火”等问题。

为深入研究钛合金在不同服役条件下的影响，促进钛合金、钛基复合材料工程化应

用。本刊策划了“高性能钛合金”主题，邀请到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先进钛合金

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陆军装备部团队对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展示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促进我国航空航天领域钛合金研制与应用水平的提高。

� 学术编辑� 王燕萍

编-读-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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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期间，我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从事飞机复合材料高效节能的固

化新工艺及其固化监测技术的研究。在了解复合材料成型技术的国内外现状时，

《航空制造技术》上的综述文章与新技术报道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资源。硕士

毕业后，我选择了继续攻博，从事复合材料成型相关的研究。我希望未来可以一直

参与在国家航空航天制造技术的研究事业中，并从中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在此，衷

心祝愿贵刊越办越好，祝愿我们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日益腾飞，越来越强！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沈� 艳

� � 《航空制造技术》立足航空航天领域先进制造新技术、新方法、新进展、前沿动

态的报道，为科技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作为航天领域特种焊接技术

人员，通过阅读本期刊，可经常了解到航空航天领域焊接技术的发展动态，为研究

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衷心祝愿期刊越办越好，成为航空航天领域科

技人员高认可度的科技期刊读物。

�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 夏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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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NEWS

10

近期，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

建国教授团队与莱斯特大

学董洪标教授团队合作

在Acta Materialia 上发表

发表关于镍基高温合金单

晶雀斑形成机制的研究成

果。

镍基高温合金因在高

温和应力作用下的优异的

高温强度、良好的抗氧化、

抗热腐蚀性能、良好的疲

劳性能以及断裂韧性等综

合性能，被广泛地用来制

造航空发动机、工业燃气

轮机叶片以及其他热端部

件。在通过熔模铸造制造

涡轮叶片的过程中，通常

可以发现雀斑——呈链状

分布的没有特定取向的等

轴晶粒。雀斑晶粒的出现

严重地破坏了铸件微观组

织的完整性。虽然对高温

合金已有较多研究，但是

凝固过程中的雀斑链形成

机理还仍不明确。

研究者进一步发展了

包含熔化机制的元胞自动

机 - 欧拉多相流多场耦合

模型，该模型用于模拟高

温合金 CMSX-4 的定向

凝固过程，重现了同步辐

射原位观测试验结果，展

示了凝固过程中的熔体流

动、熔体过冷度以及溶质

分布的演变过程，揭示了

树枝晶生长和熔化机制。

本文研究了高温合金

在定向凝固过程中发生的

传热、流动、传质和枝晶生

长及熔断，探讨了各物理

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

作用，了解了布里奇曼法

中的一些工艺参数对微观

组织产生的作用，为涡轮

叶片定向凝固的工艺设计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本刊记者    大漠）

2021 年 6 月 30 日，

航空工业川西机器研制的

RDJ1250/4400200.1400 型

热等静压设备投产仪式在

浙江省宁波市举行。该型

设备是国内容积最大的超

大规格热等静压设备，相

关技术参数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填补了我国在超

高纯材料领域的空白。

超高纯材料制备是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

点，也是国家重点发展的

战略新兴产业。热等静压

设备是超高纯材料制备的

关键工艺设备，该设备的

投产应用可以有效消除超

高纯原材料的制备缺陷。

热等静压设备超高温、超

高压的技术在制备具有高

密度、高纯度、高均匀性、

高韧性等优良综合性能的

材料方面占据优势，可广

泛应用于多种高纯度、大

尺寸溅射靶材的生产。

国家在“十四五”规

划中提出，培育先进制造

业集群，推动集成电路等

产业创新发展战略，确保

热等静压技术在溅射芯片

靶材行业中发挥引领作

用。针对超大尺寸靶材这

一国家重大需求，川西机

器凭借热等静压装备及专

业技术优势，集智攻关、

开拓创新，先后攻克了多

项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

工作压力 200MPa、工作

温度 1400℃、有效热区容

积 5.4m3 的中国最大热等

静压设备。该设备的相关

技术参数均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不仅能满足超大尺

寸的靶材制造特殊工艺需

求，也为实现集成电路核

心材料及关键零部件国产

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我

国超高纯靶材领域的发展

贡献了航空力量。 
 （本刊记者    大漠）

镍基高温合金单晶雀斑形成机制
获新进展 

川西机器研制的国内容积最大的
热等静压设备建成投产

2021 年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搭载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

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经

过6个多小时姿态调整后，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对

接。

航空工业宏远此次为

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

箭动力系统提供了核心盘

锻件。从神舟一号任务至

神舟十二号任务，宏远以

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可靠的

产品质量，确保了航天载

人飞船顺利升空，展示了

宏远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水

平与实力。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

十二号、从天宫一号到祝

融号，航空工业力源研制

生产的泵一直陪伴着中国

航天梦的前行。这次装载

在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

载火箭上控制伺服舵机的

泵，尺寸小、重量轻，小小

的它们，再次助力飞天梦

的实现。

航空工业太航承担

了舱内服压力调节器的研

制生产任务，该产品是航

天员生命保障系统的关键

部件之一，自神州五号飞

船任务开始，太航陆续配

套用于舱内服的压力调节

器以及用于舱外服的压力

表、安全阀、主备气密层切

换阀等系列产品，天宫一

号为空间站配套了服装控

制台、软管束等，这些产品

有力保障了我国航天员地

面训练、载人航天发射任

务和太空出舱活动的顺利

完成。

自 1998 年开始承担

航天座椅研制以来，航空

工业直升机所设计的座椅

通过模拟人体复杂外形，

从而满足人体最佳受力状

态，具有调节宇航员的仰

卧姿态以及减震、抗坠毁

等功能，有效保持运动状

态下宇航员的安全性和舒

适性。截至目前，已成功

交付数十套航天座椅，为

航空工业助力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推动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

展贡献了力量。

除了这些项目外，航

空工业安大还为很多运

载火箭的制造提供了大

量高温合金、钛合金、高强

度钢、铝合金等优质锻件。

航空工业凯天为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研制了高度信

号盒，这是飞船回收着陆

分系统的重要部件。航空

工业精密所研制的航天地

面测试类关键保障设备，

可以实现狭小空间内卫星

的前进、后退、平移和原地

旋转。中航光电研制的产

品已配套长征系列火箭、

空间站、火星探测器、卫星

等国家科技项目，为航天

全领域装备提供了高端可

靠的系统互连解决方案。

未来，航空工业将不

断创新，研制出性能更优、

稳定性更高的产品，为我

国的航天事业贡献更大的

力量，用忠诚和奉献托举

强国战略。

 （本刊记者    大漠）

金属材料的强化是长

期以来材料领域的核心研

究方向。细晶强化是目前

最常用且有效的强化手段

之一。

近期，金属研究所沈

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特别研究助理段峰辉、李

毅研究员、潘杰副研究员

和与上海交通大学郭强教

授合作，首次在高层错能

金属 Ni 中实现了超细纳

米孪晶结构的可控构筑，

以及纳米孪晶 Ni 在 10nm
片层厚度以下持续强化。

这一结果突破了人们对纳

米晶金属材料在极小结构

尺寸下发生软化的现有认

知，为发展超高强度 / 硬
度金属材料提供了可行途

径。相关研究成果以Ultra 
strong nano twinned pure 
nickel with extremely fine 

twin thickness 为题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 上。

研究人员采用直流电

沉积技术，基于高沉积速

率和镀层拉应力的协同作

用，成功地在金属 Ni 中获

得体积分数达 100% 的柱

状纳米孪晶结构，当片层

厚度为 2.9nm 时，纳米孪

晶 Ni 表现出超高的屈服

强度（~4.0GPa），约是目前

报道的纳米晶 Ni 最高强

度（~2.2GPa）的 2 倍。微

合金化的纳米孪晶 NiMo
合金片层厚度甚至能够达

到 1.9nm 以及更高的强度

4.4GPa。
纳米孪晶 Ni 的持续

强化行为源于两个方面：

软化机制被抑制，以及两

种强化机制的启动。软化

机制的被抑制为纳米孪晶

Ni 的持续强化提供了先决

条件。

研究人员发现两种强

化机制：强化模式 I 型位

错和二次孪晶。变形后试

样中，在孪晶界面之间存

在大量柏氏矢量和滑移面

都倾斜于孪晶界面的位错

（强化模式 I），表明传统的

强化机制在极小尺寸下依

然适用。

下图为纳米孪晶 Ni

的微观结构。

 （本刊记者   大漠）   

突破现有认知，高层错能金属中实现
超细高强纳米孪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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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NEWS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

术大学与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磁流体动力学科学生产

中心共同开发出一种独特

的高强度耐热铝合金。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材料

快报》上。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

独特的方法生产高强度耐

热导线，导线由铝合金制

成，在电磁模具中铸造成

直径约 10mm 的长坯料，

并设法获得一种热稳定结

构。该结构在热稳定性方

面显著优于已知的铝合

金，可在 250~3000℃下保

持其性能。

研究人员对长坯料进

行了直接变形处理 ( 轧制

和拉丝 )，没有使用传统

的铝合金均质化和淬火操

作，这种技术的主要特点

在于铸造和退火方法，使

得从含铜、锰和锆的热稳

定纳米粒子中获得结构成

为可能。

研究者称，高强度耐

热导线可用于飞机和高

铁，取代更昂贵和笨重的

铜导线。下图为生产高强

度耐热导线的方法展示。

 （本刊记者   大漠）

工程结构中经常发生

由于疲劳失效而引起的灾

难性事故。循环变形和疲

劳失效机制的基本理解，

对抗疲劳结构材料的发展

至关重要。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

室与美国诺克斯维尔大学

合作，报道了一种通过可

塑性变形多组分 B2 析出

相得到的具有增强疲劳寿

命的高熵合金。相关论文

以题为Enhancing fatigue 
life by ductile-transformable 
m u l t i c o m p o n e n t  B 2 
p rec ip i t a t e s in a h igh-
entropy alloy 发 表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近 90% 的机械失效，

是由远低于材料的极限强

度或屈服强度的循环应力

下的疲劳所引起的。因此

结构材料的疲劳寿命，是

评价其在实际工程环境中

是否可靠使用的关键标

准。为了提高材料的疲劳

强度，常用的方法之一是

通过引入金属间析出相硬

化来提高材料的疲劳强

度。然而，引入额外的相

界面总是伴随着降低疲劳

裂纹萌生阻力的副作用。

当材料反复经历低塑性变

形，即低塑性应变振幅时，

这种趋势尤为明显。因此

传统的合金设计策略，面

临着同时提高疲劳强度和

抗疲劳裂纹萌生能力的困

境。

近年来，一种新的合

金设计概念——高熵合

金 (HEAs)，在提高材料力

学性能方面显示出了巨大

的潜力。HEAs 中的不同

特性，如严重的晶格畸变、

多组分析出相、短程有序

(SRO) 和可调谐堆垛层错

能 (SFE) 等，可以改善材

料的疲劳性能。

研究者设计了一种

多 组 分 B2 析 出 相 强 化

HEA，发现在 ~0.03% 的低

塑性应变幅下，通过加入

韧性可转变的多组分 B2
相，设计合金的疲劳寿命

至少是其他常规合金的 4
倍，表现出更强的抗疲劳

裂纹萌生能力。在高熵合

金中观察到位错滑移、析

出强化、变形孪晶和可逆

马氏体相变等多种循环变

形机制。其在低应变幅下

的疲劳性能的改善，即高

的疲劳裂纹萌生抗力，归

因于 B2 强化相的高弹性、

塑性变形能力和马氏体相

变。结果表明，将可变形

的多组分金属间析出相结

合，提供多种有益的循环

变形机制的设计思想，为

设计先进的抗疲劳合金提

供了新的方向。

左图为 HEA 的相和

微观结构信息。

 （本刊记者   大漠）

12

俄罗斯研发独特合金可用于
高强度耐热导线

可塑性变形析出相用于提升高熵合金疲劳寿命 

力学超材料不同于其

他功能材料从材料角度调

控优化力学性能，其优越

的力学性能主要来源于局

部微结构胞元。近年来随

着力学超材料的发展，兼

具能量采集和监测感知功

能的摩擦电材料为多功能

力学超材料的智能化发展

带来新方向。

近日，由美国匹兹堡

大学土木系联合浙江大学

海洋学院、中国科学院北

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共同开展研究一种自感知

复合力学超材料——力学

超摩擦材料。相关论文以

Multifunctional meta-tribo 
material nanogenerators 
for energy harvesting and 

active sensing 为题，发表

在Nano Energy 上。

文章提出将摩擦电材

料制备于力学超材料中，

通过将力学超材料作为纳

米发电机介质，实现整体

结构材料在能量采集和智

能监测感知方面的多功能

应用。力学超摩擦材料运

用 3D 打印技术，试验制备

由摩擦电材料组成的无缝

集成自恢复咬合微结构，

并测试表征其自供电和自

感应性质。同时运用理论

方法探讨了周期性荷载下

咬合微结构接触带电的变

形机制与电能产生机理。

文章提出的力学超

摩擦材料将摩擦电材料设

计于力学超材料微结构胞

元中，使得整体结构材料

既具有力学超材料的优越

力学性能，又具备摩擦纳

米发电机的能量采集和监

测感知功能。力学超摩擦

材料运用各种有机和无机

摩擦电材料，设计构成复

杂的分层复合结构，并运

用试验和理论方法，系统

研究了力学超摩擦材料的

力 - 电学性能。本文提

出的力学超摩擦材料概念

有望在海洋工程防灾减

灾（自能量监测感知传感

器）、航空航天（变形、可部

署空间结构）、生物医学设

备（医疗植入、支架、人造

肌肉）等众多领域实现创

新应用。

 （本刊记者　大漠）

多功能力学超摩擦材料实现自感知

日本帝人公司近日

发布公告称，公司自有品

牌 Tenax 碳纤维预浸料已

经通过航空发动机短舱部

件（航空发动机整体流线

型外壳）的应用验证，有

望在下一代空客飞机发动

机——即罗 ·罗公司的“超

扇”发动机中装机应用。

根据进度安排，发动机短

舱的原型件将于今年底交

付空客公司使用。

帝人公司的 Tenax 预

浸料具有多种样式，如单

向、编织和粗纱，主要通过

碳纤维、玻璃纤维或对位

芳纶纤维预浸未固化的热

固性树脂（环氧树脂）制

成，Tenax 预浸料可采用热

压罐成型、冲压成型、真空

成型、内压成型等多种加

工方式。

此次被选为发动机

短舱部件用材的 Tenax 预

浸料专为使用高性能和快

速固化工艺环氧树脂的航

空领域研发。与应用于飞

机上的传统预浸料相比，

Tenax 预浸料可在更低的

温度和更短的时间内成

型。除了一般的热压罐成

型外，Tenax 预浸料还广泛

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的模压

成型，实现飞机应用所需

的卓越品质。此外，这种

预浸料还能够与自动纤维

铺放技术兼容，最大限度

地提高生产效率。Tenax
预浸料具有出色的生产效

率和成本效益，这也是其

被日机装公司选为发动机

短舱用材的关键原因。

如今，帝人公司再次

成为“明日推进”计划的

主要材料供应商，已经在

未来飞机和发动机制造领

域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基

础。 （本刊记者    大漠）

帝人公司 Tenax 碳纤维预浸料将
制造超扇发动机短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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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复合材料壁板低速冲击损伤
阻抗分析与测试实践*

于哲峰， 朱 峤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 摘要 ]  阐述了复合材料冲击响应模型基本原理、响应类型和简化分析方法；介绍了层合复合材料分层临界载荷模

型的种类，包括基于断裂理论、基于剪切强度理论的模型及考虑由挠曲变形导致的“包裹”效应的修正方法，介绍了

共固化胶接区域分层模型。阐述了复合材料壁板落重冲击测试仪器的原理、数据处理方法、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最后，阐明目前冲击阻抗分析和测试技术的局限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冲击阻抗；复合材料壁板；响应模型；试验方法；落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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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哲峰

  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复合材

料冲击、飞行器结构设计。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比模量和

比刚度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其中碳

纤维层压板在航空结构上有着大量

的应用 [1]。由于纤维轴向有较高的

此冲击后剩余压缩强度成为了层压

板的关键性能参数，通常采用标准试

片的冲击后压缩试验（Compression 
after impact，CAI）来测量这个参数，

从而为整体部件的分析和设计提供

参考。

随着对复合材料轻量化要求的

提高以及工艺的进步，大型整体结构

越来越多，如翼梁、纵墙、长桁会与蒙

皮共固化。根据复合材料结构的“积

木式”验证理念，需要进行结构部件

冲击后的损伤评估，所以要开展复合

材料整体结构的冲击损伤及测试，于

是产生了新的测试问题。作者所在

的上海交通大学民机结构强度综合

实验室在多个军、民飞机课题中，开

展了多项复合材料整体结构冲击问

题的研究，积累了一定试验和损伤分

析技术。本文将从响应模型、损伤机

理和试验方法来对复合材料层合结

强度和刚度，因此层压板有很好的面

内承载性能。由于各层之间纤维方

向不同，而相邻层在界面处的应变相

同，因此在产生弯曲时会产生较大的

层间应力 [2–3]。飞机结构在运营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物的冲击，如掉

落的工具、跑道的碎石、冰雹、搬运中

的磕碰等，这种冲击对层压板产生的

是面外集中载荷，容易在接触点产生

基体裂纹，逐步扩展到层间，面外载

荷也同时产生弯曲，所以层间应力的

存在使裂纹继续扩展，从而形成分层

损伤 [4–5]。

板的弯曲刚度与其厚度的立方

成正比，分层损伤使层压板局部的弯

曲刚度严重降低，而板的受压失稳临

界载荷与弯曲刚度成正比，所以分层

会导致其受压失稳临界载荷降低，从

而使得外加载荷小于预期设计临界

载荷时，结构就会发生破坏 [6]。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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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冲击问题进行介绍。

复合材料板的冲击响应模型

1 复合材料板的冲击动力学方程

基于薄板的弯曲理论，忽略剪切

变形的影响，矩形正交复合材料层压

板在横向动态载荷 P（t）冲击作用

下的弯曲微分方程可以表示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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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ij 为根据经典层压板理论得

到的弯曲刚度矩阵系数； mp 为单位

面积质量；wp=wp （x, y, t），为层压板

的挠度。

利用杜哈梅积分，层压板的挠度

可以表示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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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x 和 Ly 分别为层压板的长度

和宽度；ωmn 为对应（m, n）阶模态的

固有频率；φmn（x, y）为（m, n）阶模

态振型函数；（xi, yi）为层压板表面冲

击载荷作用点的坐标。

冲击过程的载荷是由冲击体与

层压板的接触产生的，考虑到冲击凹

坑的影响，由 Hertz 接触定律 [9]，冲

击载荷可以表示为：

P K w w x yi i i= − ( ) c p ,
.1 5

   （3）

式中，Kc 为接触刚度，wi 为冲击体的

位移，而冲击体视作刚体，其运动方

程为：

m w Pi i = −  （4）
式中， mi 为冲击体的质量，通过联立

求解式（2）~（4）  3 个方程即可得

到层压板的冲击响应。本文作者基

于该方法，并结合摄动法模拟损伤对

模态产生的干扰，实现了小质量冲头

作用下的响应预测 [10]。

2 准静态冲击响应模型

式（2）所给冲击响应考虑了层

压板自身高阶振动模态的影响，对

于质量较小的冲击体，冲击接触的

时间很短，层压板的高阶模态对响

应影响明显且不可忽略。随着冲击

体的质量增大，其与层压板所组成

的冲击系统固有频率也会随之降

低，接触时间变长。对于板而言，相

当于受到一个低频的载荷，因此高

阶模态响应很弱，故在冲击模型的

建立过程中只考虑低阶模态即可。

Olsson[11] 依据冲击体与结构的质量

比，对薄板结构的冲击响应类型进

行了划分，冲击体与结构质量比小

于 0.23 时，冲击响应受高阶模态影

响较大，定义为小质量冲击问题，而

当质量比大于 2 时，低阶模态在结

构冲击响应中占主导地位，定义为

大质量冲击，视作准静态响应，质量

比介于 0.23~2 之间的情况定义为中

等质量冲击。

对于大质量冲击，只考虑板的

第一阶振型即可，进而可以引入广

义单自由度系统来描述冲击点的响

应 [12]，进一步结合结构的模态振型

函数，得到其整体响应。Shivakumar
等 [13] 提出弹簧 – 刚度模型来描述接

触区域冲击体与结构之间的耦合，同

时考虑了薄膜刚度对冲击响应的贡

献，可以得到冲击点处响应的完整时

间历程：

m K w K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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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w w x y P

w P

wi i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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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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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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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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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式中，Kb 和 Km 分别为层压板的弯曲

刚度和薄膜刚度。文献 [13] 中给出

的弯曲刚度和薄膜刚度表达式是基

于圆形板冲击问题推导得到的，而对

于工程中常见的矩形板而言，可用与

其面积相等圆形板的等效半径 r* 来
表示 [14]。

r
L Lx y* = 2
π

 （6）

当冲击体位移和层压板冲击点

处的挠度之间的差异，即冲击凹坑

深度相较于结构整体的挠度可以忽

略时，Abrate[14] 提出了一种简化的

单自由度弹簧 – 刚度模型，即将冲

击体与层压板冲击点处的位移视为

一致，w=wi=wp ，忽略板的质量 mp，

此时式（5）可以简化为：

m w K w K wi  + =b m+ 3 0   （7）

对于准静态过程，Shivakumar
等 [13] 也给出了一种无需求解动力学

微分方程的能量等效方法，根据层压

板弯曲、剪切等变形下的应变能与冲

击体动能相等的条件，求解得到最大

冲击载荷，但该方法不能给出冲击过

程的时间历程曲线。

冲击损伤特点

对于厚度不同的层压板，冲击损

伤发展的形式有所不同。以正交铺

层板为例，对于厚板（图 1（a）），局
部的高应力首先引起冲击接触点的

基体开裂，然后基体的裂纹向层间扩

散。而对于薄板（图 1（b）[15]），冲击

点背部弯曲应力首先引起基体的开

裂，然后再向层间扩展。

层压板一旦产生分层损伤，其

承受面外法向载荷的能力将大幅降

低，即使进一步遭受到较小的冲击

载荷也会导致裂纹继续扩展，所以

对于层压板而言，建立合适的分层

损伤临界载荷模型就显得尤为重

要。在假定层压板没有损伤情况下，

应用冲击响应模型能够得到冲击载

荷历程，当冲击载荷达到预估的临

界值时，则判断结构出现分层损伤，

从而进行模型刚度的折减，模拟含

损伤的响应历程。

目前，层压板分层损伤临界载荷

模型主要有两类：基于断裂理论的

模型和基于剪切强度的模型。



专  稿 FEATURE

16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4期

1 基于层间断裂理论的分层临界

 载荷模型

该模型最早由 Davies 等 [16] 提

出，他们首先讨论了一种分层损伤面

积的预测方法，认为损伤是层压板在

外载荷作用下，板内的最大剪切应力

超过了其剪切强度，从而导致分层的

产生，而在剪切应力小于剪切强度 τzr 
的区域，分层不再扩展，由此得到了

层压板中分层损伤的大致范围。该

方法体现了分层损伤与层间剪切强

度有关的朴素思想，假定层压板的厚

度为 t，接触区域为半径为 a 的圆，则

层压板内最大剪切应力为边界上平

均剪切应力 τ-的 1.5 倍，即：

τ τzr .= =1 5 3
4
P
atπ

  （8）

由此可以得到分层区域面积为：

A a
t

P
= =









π

π
2

2

2
9

16 τ zr
  （9）

然而，试验测量得到的结果与该

模型预测并不相吻合，很多情况下，

分层面积都是在接触力达到某一特

定值后突增，随后随接触载荷的峰值

呈现一定正比例关系，这种现象更适

合用断裂理论来解释，所以他们又根

据层间断裂理论进行了研究。假定

层压板内发生分层，则可以导出层间

Ⅱ型开裂的应变能量释放率为：

G
P

EtII =
−( )9 1

8

2 2

2 3

µ

π
  （10）

式中，E 为材料的弹性模量，μ为泊

松比，t 为层压板的厚度。

GⅡ与分层损伤的初始半径无

关，故应用该模型分析其扩展过程

时，不需要预先假设层压板中初始裂

纹的长度，而是随着载荷 P 的增大，

GⅡ达到临界值 GⅡc 时，分层即发生

扩展。由式（10）可知，层压板发生

分层的临界载荷 Pcr 为：

P
Et G

cr = −
2
3

2
1

3

2
π ΙΙc

µ  （11）

由此可见，在材料的弹性模量 E
和临界能量释放率 GⅡc 确定的情况

下，分层的临界载荷Pcr与 t1.5成正比，

该结论也在 Schoeppner 等 [17] 的研

究中得到了证明。

2 基于层间剪切强度的分层临界

 载荷模型

基于断裂理论的分层临界载荷

模型并没有考虑冲击体的形状，无论

冲击体的形状如何，只要产生了足够

的接触载荷，就会导致分层的扩展，

然而冲击损伤的萌生与冲击体形状

是密切相关的。基于层间剪切强度

的损伤模型是在考虑冲击体形状的

前提下，通过计算层压板接触区域

的剪切应力分布，判断其是否达到

层间剪切强度 τzr 来确定冲击损伤的

发生。

根据 Hertz 接触定律，假设冲击

体为半球形，其与层压板接触时，接

触区域的半径可以表示为 [18]：

a PR
E

= 





∗

3
4

1
3  （12）

式中， E* 为接触刚度， R 为冲头半径。

球形冲头产生的圆形接触区域

边缘上的平均剪切应力可以表示为：

τ =
P
at

cr

2π
  （13）

当 τ-达到层间剪切强度 τcr 时，

即可判断层压板出现分层，结合式

（12）和（13）可得：

P
t R

Ecr
cr=

∗

6 3 3 3τ π   （14）

由式（14）可见，分层损伤的临

界载荷仍然与 t1.5 成正比，Yang 等 [19]

的研究也很好地验证了这个结果，这

个临界载荷模型不仅考虑了冲头半

径的影响，也包含了局部应力对材料

损伤的影响。该模型仅对圆形冲击

体有效，对于其他形状的冲击体还有

待发展。

3 考虑结构挠度影响的分层临界

 载荷模型

上述基于层间剪切强度的模型

是在 Hertz 接触理论的基础上得到

的，而该理论适合被接触物体厚度远

大于自身挠度的情况。然而，航空结

构中的层压板厚度有限，而冲击载荷

作用下的挠度变形相对较大，挠度会

对接触特性产生明显影响。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的 Chen 等 [20] 针对这一

现象，提出了改进的 Hertz 接触定律，

引入结构挠度对接触应力的影响，预

测了不同接触力下的凹坑深度，结果

表明考虑挠度影响后，同样接触力下

凹坑深度会减小，这与试验结果也更

为吻合。

凹坑深度减小，实际上是由于接

触面积增大导致的，更大的接触面积

90° layers
0° layers
90° layers

0° layers

90° layers

0° layers

DelaminationMatrix crack

DelaminationMatrix crack

（a）较厚的板

（b）较薄的板

图 1 正交铺层板的两种损伤模式

Fig.1 Two kinds of damage model of orthogonal layer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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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梁翼盒冲击区域示意图

Fig.4 Impact area sketch of more beam 
wing box

C B A
t1t

降低了接触应力，式（14）所示的模

型是根据接触区域边缘上的平均剪

切应力推导出来的，因此需要更高的

接触载荷才能使层间剪切应力达到

剪切强度 τcr。作者针对这个问题对

基于层间剪切强度的分层临界载荷

模型进行了改进 [21]。

考虑层压板自身的挠度之后，

冲击体和层压板之间的接触区域见

图 2，a 和 a* 分别为考虑挠度前后

的接触半径，wa 和 wa* 为对应的挠

度， w0 为接触区域中心的挠度，α0

和 α0
* 分别为接触区域中心和边缘

的压入深度，由几何关系可以近似

表示出 a*：

a R R w wa
∗ = − − + −( )∗

2
0 0

2
α

 （15）
在不考虑挠度影响的情况下，计

算得到分层损伤的临界载荷 Pcr，然

后由薄板弯曲理论可知接触区域各

位置的挠度为：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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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 为层压板的半径，D 为等效

弯曲刚度。联立式（15）~（18），运
用数值方法可以求解修正后的接触

区域半径 a*，根据这个接触半径和层

间剪切强度，即得到修正后的分层损

伤临界载荷 P*
cr

P a tcr
* = ∗2π τ cr  （19）

将该模型应用于 5 种不同厚度

的复合材料壁板区域的分层损伤临

界载荷预测，得到结果如图 3 所示，

相比于线性模型，改进模型结果与试

验结果吻合更好，很好地反映了试验

结果分布的非线性特征。

4 复合材料胶接区的分层临界载荷

模型

复合材料壁板是航空工程中常

用的薄壁结构，经常由蒙皮与加强筋

或者翼梁共固化而成，如图 4 所示为

多梁的复合材料翼盒截面，其上下蒙

皮和翼梁使用共固化方式胶接，两翼

梁之间蒙皮处（图4中类型A的位置）

的抗冲击性能与四边简支板近似，应

用基于层间断裂理论或者基于层间

剪切强度的模型可以得到该类型冲

击点的分层临界载荷。对于类型 B
的位置，作者在文献 [22–23] 中提出

了对应冲击分层损伤临界载荷模型。

 类型 A 蒙皮处的厚度为 t，类型

B 处的厚度为 t1，类型 A 处的分层临

界载荷 Pcr, A 与 t 的 1.5 次幂成正比，

而类型 B 处有一半区域的厚度增加

了（t1–t），使得分层损伤临界载荷增

加了 P t t
tAcr, 

1
1 5

2
−








.

 ，于是可以得到

类型 B 处的分层临界载荷为

P P t t
tcr, cr,B A= +
−




















1
2

1
1 5.

  （20）

式中，Pcr, A 可以由基于层间断裂理论

的分层临界载荷模型和基于层间剪

切强度的分层临界载荷模型所述两

种模型计算得出，也可以通过对类型

A 蒙皮进行冲击试验测得。某型翼

盒两个不同区域的铺层参数及厚度

如表 1 所示，各类型冲击点处的接触

力曲线如图 5 所示，根据接触力曲线

图 2 考虑挠度影响的接触区域示意图

Fig.2 Sketch of contact area considering deflection effects

P

w0 wa wa*

a*

a
αa*

α0

R

0.2 0.6 1.0 1.4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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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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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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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  试验结果

 线性拟合
 线性模型
 
修正模型

P C
R
/N

5区4区

3区
2区

1区

（t3R）0.5/10-4m2

图 3 不同分层区域的分层临界载荷

Fig.3 Layered critical load of stratifi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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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降处的值确定 Pcr, A，应用式（20）计

算 Pcr, B，误差分别为 10.2% 和 5.7 %。

在翼梁顶端的位置，即图 4 中类

型 C 处，冲击损伤一般不明显，冲击

凹坑也较浅，其冲击接触力曲线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接触力曲线上没

有对应于临界载荷的突降出现。而

对于长桁加强壁板结构，类型 C 处

下部没有很强的支撑，容易出现冲击

损伤。图 7 所示为一长桁加强壁板

C 型位置处的冲击力曲线，在对应临

界载荷处的突降也较为明显。

表 1 某型翼盒不同区域铺层参数及厚度

Table 1 Different regions of a certain type of wing box layer parameter and thickness

区域编号 t/mm t1/mm 实测 Pcr ,A / N 实测 Pcr, B / N 预测 Pcr, B / N 误差 /%

1 3.76 6.21 5713 7545 6775 10.2

2 4.51 7.22 7557 9332 8802 5.7

图 5  两个不同区域的接触力曲线

Fig.5 Contact force curves of two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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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多梁翼盒类型 C 点处冲击接触力曲线

Fig.6 C impact point contact force curve of multi–beam wing box

落重冲击试验技术

在大型壁板结构上进行落重冲

击试验的基本要点可以参考 ASTM 
D71360[24]。落锤的重力势能在自由

下落过程中转化为动能，通过调节其

初始下落高度，可以控制冲击初始速

度的大小。通过安装测力、测速传感

器来实现冲击力和初始冲击速度的

测量。为了保证冲击位置与预设目

标一致，落锤下落过程中的导向方式

通常采用导筒或者导轨，如图 8 所

示，实践表明采用导轨的导向方式更

加便于操作，同时，冲击体下落过程

中的摩擦耗能也相对稳定。

落重冲击试验中，落锤的初始冲

击速度对于整个冲击过程的分析是

重要的参数之一，使用开孔测速板与

高速光电开关组成的测速组件可以

实现初始冲击速度的测量。如图 9
所示，固定在落锤上的测速板设置有

矩形孔，在冲击体下落过程中这个孔

划过光电开关的光路，从而在数采系

统中产生具有时间差的触发信号，如

图 10 所示。测速板下沿开始阻挡光

路后，在 t1 时刻产生第 1 个下降沿，

同样，随后光路接通，信号恢复，当孔

的上沿开始阻挡光路后，在 t2 时刻又

产生第 2 个下降沿。数采系统同步

采集力信号，在 ti 时刻冲头开始与结

构发生接触，t1 与 t2 之间的时间段落

锤仍然在重力加速度作用下作加速

运动。参照 ASTM–D7136 中所给的

修正公式，ti 时刻落锤的速度 vi 可以

Fo
rc

e/
N

1 2 3 4 5
Time/ms

0

2500

5000

7500

10000

12500

15000

图 7 某长桁加强壁板类型 C 处冲击接触力曲线

Fig.7 C impact contact force curve of a long plate girder strengthened wall

图 8  壁板结构表面落重冲击试验

Fig.8 Drop impact test wall structure surface

（a）导筒导向型 （b）双导轨导向型

导筒 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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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

v d
t t

g t t t
i i=

−
+ −

−







12

2 1

2 1

2
  （21）

式中， d12 为测速板下沿和孔上沿之

间的距离，如图 9 所示；g 为重力加

速度。

使用接触力信号可获得落锤的

加速度时间历程，积分后可以得到落

锤的速度、位移以及冲击能量的时间

历程。需要注意的是，经过积分处理

之后，这些时间历程数据的点数都会

减小。

关于试验过程中落重冲击试验

机的安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对于尺寸较小的加筋壁板结构，应

搭建安装支架，从而避免试验机自

身重量对试件的动力学特性产生影

响。而对于诸如整体翼盒、整段舱

体等具有较大刚度的结构，试验机

可直接放置在结构表面实施冲击试

验。对于需要试验人员站立在结构

上开展试验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小

人体重量对冲击响应的影响，试验

人员应站在靠近支撑端一侧，即冲

击点与结构固定端之间，这样使得

冲击点处预应力仅是由结构和试验

图 9  落锤及测速、测力原理示意图

Fig.9 Drop weight and speed, load principle diagram

开孔测速板
落锤

支架

光纤传感头
安装孔

力传感器

运
动
方
向

测速光路

d12

信
号

×1
04 /m

V

0

-0.5

-1.0

0.5

1.0

力传感器

激光传感器
t1 t2 ti

8.730 8.735 8.740 8.745 8.750 8.755 8.760 8.765 8.770 8.775 8.780
绝对时间/s

图 10 力传感器和数字激光传感器试验测得信号

Fig.10 Measured signals by force sensor and digital laser sensor test

机自重引起的 [24–26]。

结论与展望

（1）复合材料冲击损伤理论经

过多年的发展，对于典型壁板区域已

经有若干种有效的损伤预测模型，预

测结果与试验的统计值吻合较好，但

试验数据本身的离散度较大，这一点

在使用时仍然需要注意。对于较为

复杂的结构，如本文图 4 中所示的 C
型区域，还缺乏响应和损伤预测的解

析方法，类似的典型区域还有若干

种，其冲击响应和损伤演化预测技术

是值得探索的。

（2）大质量准静态冲击的建模

和测试比较成熟，甚至可以用准静态

压缩过程替代，但值得注意的是，准

静态压痕试验的损伤起始载荷会低

于低速冲击试验得到的结果，这个现

象可以根据惯性力和应变率效应来

解释。如果结构受冲击影响的区域

较大，结构刚度相对变低，高阶模态

响应增多，冲击体和结构之间耦合效

应增大，这时响应过程复杂，响应规

律不易总结，在实施冲击损伤引入要

逐步地尝试才能获得期望的损伤效

果，通常一种方法只针对特定结构有

效，因此等效测试方法和损伤经验模

型的发展对工程应用都具有很好的

意义。

（3）大部分测试技术都采用重

力势能来产生冲击动能，通过导轨

转换落锤运动方向可实施对不同方

向结构表面的冲击，这种能量转换

方式与测试设备的便携性和可操作

性之间存在矛盾，由此，可探索更加

便利且实用的能量转换方式，如弹

性能等，可适用于更多场景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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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on Damage Resistance to Impact of Aeronautical 
Composite Panels

YU Zhefeng, ZHU Qia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e modeling principle, model classification and simplified analysis method of composite panels 
subjected to low velocity impact are addressed. The models of delamination threshold load are introduced, including models 
based on fracture mechanics, shear strength theory, as well as the improved model that takes account of the wrapping effect 
due to plate deflection. The delamination model of co-cured zone is presented. The working principles, data processing and 
use precautions of the dropping-weight-impact tester on composite panels are stated. Finally, the limitation in the current 
technology of impact-damage-resistance test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re discussed.
Keywords: Impact impedance; Composite panel; Response model; Test method; Drop weight impact
 （责编  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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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面向智能制造的轻量化结构设计及

智能控制。

间各向异性行为却有所不同，层间

的物理性能不连续，固化过程中易

形成层间应力，服役过程中易产生

分层损伤 [11–17]。如何抑制层合板分

层损伤一直是复合材料研究的重要

课题之一 [18–21]。从微观结构角度出

发，CFRP 层合板的相结构由碳纤维

与树脂构成，两相的相对量 [22–23]、分

布状态 [24]、形貌及其大小 [25–27]、相界

面行为 [28–30]，是其力学性能的决定

性因素 [25–27]。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

CFRP 层合板层内纤维的排列结构

与树脂富集区分布则为其细观结构

尺度。这 3 个尺度代表了层合板受

载时，载荷从宏观尺度的层间传递、

树脂到纤维的连续介质传递以及树

脂与纤维脱胶的过程。而单层的厚

度既影响层与层之间、树脂与纤维之

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

（CFRP）具有密度小、力学性能高、

设计自由度大、可一体化成型等优

点 [1–3]，是航空航天等领域实现轻量

化、结构功能一体化、减少能源消耗、

降低使用成本的关键材料之一 [4–5]。

在商用飞机制造中，空客 A350 XWB
的 CFRP 总量达到了 53%；波音 787
的 CFRP 用量也达到了 50%[6]。

复合材料结构件大多由碳纤维

单向或编织预浸料，按一定的铺放设

计要求，叠合成预期的厚度和形状，

经加热，树脂固化将各层粘接为整

体而制成 [7–10]。从宏观结构组成的

角度出发，一定厚度的单层是其基

本的组成单元，也是其力学分析的

基本单元。尽管各单层的力学性能

相同，受其铺层角度影响，层与层之

薄层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
研究与应用进展*

邱 超，马心旗，王亚震，郭子月，吴海宏

（河南工业大学碳纤维复合材料河南省国际合作实验室，郑州 450001）

[ 摘要 ] 薄层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CFRP）具有质轻、力学性能好、对复杂型面适应性好、可设计性强的优

点，在航空航天领域广受重视。从 CFRP 层合板宏观、细观、微观尺度出发，综述了薄层化对 CFRP 层合板孔隙率、

细（微）观结构演化、损伤机制等基础问题作用效应的研究进展，分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对薄层复合材料发展

的指导意义，探讨了尚存争议的研究结果及其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介绍了薄层 CFRP 在航空结构、卫星可折叠

结构以及大型液体燃料储罐中的应用。

关键词：薄层化效应；碳纤维；复合材料；宏观尺度；微观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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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力的传递，也影响纤维与树脂形

成的界面数量，从而影响层合板内

孔隙率、微裂纹分布、层间开裂等内

在质量，对复合材料的性能形成重

大影响 [28–37]。

薄层预浸料是指厚度小于 0.075 
mm 的预浸料，目前已进入商业化

应用 [38–40]。相对于预浸料厚度大于

0.1mm 的常规预浸料，由其铺层制成

的层合板力学性能好 [41–42]、轻量化潜

力大 [43–45]、高应变下的折叠结构适应

性强 [46–47]、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自由

度大 [48–52]，在航空航天结构设计方面

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经济性，能够进

一步提高复合材料的结构效率 [52–56]。

CFRP 的薄层化效应

1 宏观结构尺度的薄层化效应

复合材料层合板中描述宏观结

构尺度的物理量主要是单层预浸料

的厚度，其制备基础是碳纤维丝束宽

展工艺。宽展前后碳纤维丝束构成

的宏观结构变化如图 1 所示。

以一束碳纤维为分析单元，由图

1（a）可知宽展前碳纤维束可近似

视为六边形体积排列；而宽展薄层

化后碳纤维则转变为平面排列。预

浸料厚度越小，单向带中碳纤维排列

层数越少；编织体内间隙尺寸越小，

屈曲角也越小，如图 1（b）所示。如

果能将碳纤维宽展成理想的单层并

使之均匀排列，将有效抑制复合材料

层间开裂及裂纹扩展，大幅提高其力

学性能。对于编织预浸料，碳纤维宽

展厚度越薄，编织屈曲角越小，碳纤

维强度利用率就越高。最近发展起

来的超轻、无屈曲编织布（Non-crimp 
fabric，NCF）正是利用了这一理论

将连续的纤维丝束展宽薄化后平直

铺放，再进行厚度方向缝合。与传统

结构织物复合材料相比，其面内纤维

波纹度更小，性能更优，在航空航天

制造中的应用不断增加 [34，57–58]。

对于复杂型面，如图 2 所示的加

（减）层、曲面过渡等是常见的铺层结

构。从图 2（a）可以看出，单层厚度

越大，层合板表面凸起、过渡区树脂

富集、加载条件下过渡区应力集中问

题也就越突出。从图 2（b）可以看

出，曲面铺层的单层厚度越大，其上、

下表面相对于中面形成的弯曲曲率

半径差异越大，越容易引起褶皱、应

力分布不均等铺层缺陷，在服役过程

中容易诱发裂纹早期扩展 [59–61]。

宏观尺度引起的铺层问题，往往

导致层合板内部形成较高的孔隙率，

薄层化是降低层合板孔隙率的有效

途径。表 1 列出了日本学者在这一

问题上的研究结果 [62]。

图 1 宽展前后单向和编织宏观结构的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unidirectional and braided macrostructures before and after spreading

（a）原始（厚）丝束和宽展（薄）丝束的示意图

（b）常规丝束织物和宽展丝束织物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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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预浸料厚度引起的铺层缺陷

Fig.2 Laminate defects caused by prepreg thickness

（a）变厚度铺层问题 （b）曲面铺层起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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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层厚 CFRP 层压板的孔隙率

Table 1 Assessments of void content for laminated CFRP sheets

测试样本 / mm 铺层方式 铺层数 孔隙率 /% 每层平均孔隙率 /%

标准 / 0.1 [0/90/0]3S 18 0.57 0.04

薄层 / 0.04 [0/90/0]8S 48 0.19 0.01

  注：试样所用碳纤维的强度、纤维直径和体积分数均相等；树脂玻璃化转变温度（Tg）均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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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薄层层合板内的孔

隙率仅为常规层厚层合板的 1/3。对

于商用航空飞机，主承力结构件孔隙

率通常要控制在 2% 以内，薄层层合

板在满足这一性能要求上具有优势。

此外，Ho 等 [62] 日本学者对 0.13 
mm 厚度预浸料与 0.04mm 厚度预浸

料制成的层合板的冲压变形行为进

行了研究，其重要结果如图 3 和 4 所

示。可以看出，0.04mm 的薄层层合

板的屈服应力、弹性模量比常规层厚

层合板分别高 167%、7% ；冲压分层

缺陷显著减少。基于该结果，采用冲

压工艺研制了汽车发动机罩和车顶

等零部件，并提出了 CFRP 零部件冲

压成形的基本准则。

2 细观结构尺度的薄层化效应

根据层合板的载荷传递行为并

结合试验结果 [63]，本文用单层内纤

维排列波纹度、纤维偏转角和树脂

富集区尺寸分布 3 个定量参数描述

CFRP 层合板细观尺度结构。图 5
（a）和（b）[63] 为采用超景深显微镜

观察到的 0.02mm 和 0.1mm 单层的

层内纤维排列波纹度、偏转角及其分

布概率，而图 5（c）[63] 则为光学显

微镜观察结果及其经图像处理得到

的树脂富集区分布概率。

在上述细观尺度结构分析基础

上，提出了复合材料两相混合律的修

正模型：

W=Wf ξ′（θ）Vf +W m （1–Vm） （1）
式中，W 是常规力学性能，如弹性模

量、压缩强度等；V 是体积分数；f 和
m 分别代表纤维和基体；θ代表纤维

的偏转角；ξ是纤维偏转影响因子，

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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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θ）是偏转角 θ变化的概率，

n 代表纤维根数。

从式（1）和（2）可以看出，复合

材料层合板的力学性能 W 随着纤维

的偏转角 θ的增大而减小。从纤维

偏转角的统计结果看，预浸料厚度越

大，纤维张力越不均匀，排列偏转角

加大，发生偏转的数量增加。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薄层层

合板内树脂分布更均匀，缓解了层间

应力集中，显著提高了单向层合板的

层间剪切强度（ILSS），轴向压缩强

度也同步增加 [64]。但是，对于多轴

向薄层层合板而言，部分学者认为其

ILSS 和压缩强度的提高，主要贡献

并非来自于结构均匀化，而是由层间

取向和裂纹尖端应力场状态改变引

起 [65–66]。

Yokozeki[67] 和 Wagih[68] 等 采

用 0.14mm 和 0.07mm 两个厚度预浸

料制成的层合板，对其横向载荷作用

下的损伤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发现，常规厚度层合板的损伤过程

是基体开裂、裂纹层内和层间扩展、

分层、纤维断裂；而薄层层合板则为

基体开裂、纤维损伤、基体裂纹扩展、

分层。当变形程度较小（图 6（a）和

（b））时，两个厚度的层合板分层损

伤均形成在层合板中面临近层，在常

规厚度层合板背面可观察到明显的

基体开裂和分层现象，而薄层层合板

则很少。当变形加大到 6mm 时（图

6（c）和（d）），两个厚度层合板上下

图 4 在拉深过程中观察到的标准和薄层层压板的微观结构

Fig.4 Microstuctures observed during drawing for standard and thin-ply laminates
图 3 椭圆拉深件的外观

Fig.3 Appearance of elliptical drawing cups

（a）行程=4mm
（标准复合材料）

（c）行程=5mm
（标准复合材料）

（b）行程=3mm
（薄层复合材料）

（d）行程=4mm
（薄层复合材料）

a b

Void

100μm 100μm

（a）标准复合材料 （b）薄层复合材料

100μm 100μm

Delamination

Fracture

100μm 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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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试验结果定义的层合板细观结构尺度

Fig.5 Meso-structure scale of laminates defined by experimental results 

（a）不同厚度预浸料的层内纤维排列波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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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同厚度预浸料层内纤维偏转角及其分布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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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变形继续增加，薄层层合板中

纤维开始断裂，而常规厚度层合板则

是层间裂纹继续扩展。也就是说，薄

层层合板损伤破坏的主要机制是纤

维断裂；而常规厚度层合板的损伤

机制则以分层开裂为主 [67]。

图 6 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

薄层层合板还是常规层厚层合板，最

先观察到的现象都是基体开裂和内

部脱层，但薄层层合板对靠近背面的

基体开裂和脱层具有很高的抗损伤

能力，最终形成纤维断裂；而常规层

厚层合板的损伤则是分层和基体裂

纹的累积和扩展。因此，薄层预浸料

的使用提高了抗基体开裂和脱层的

抗损伤性能。在冲击性能评价中，发

现薄层层合板冲击后压缩强度（CAI）
较常规层厚层合板提高了10%[68]。

然而，来自于西班牙、美国和空

客合作研究团队 [41] 采用相近层厚的

层合板进行冲击试验，其结果与上述

结果并不一致，即完全由薄层构成的

层合板在冲击载荷作用下容易发生

纤维断裂，导致层合板的 CAI 值降

低，为了提高薄层层合板的 CAI 值，他

们设计了薄、厚混杂的铺层结构，如图

7 所示，较薄层层合板，混杂结构层合

板的 CAI 值提高了40%。

在对图 7 所示的几种铺层结构

的损伤进行 C– 扫描时发现，不论冲

击能量大小，厚层层合板（H–268，
单层厚度为 0.262mm）的损伤区

域最大；常规层厚层合板（H–134，
单层厚度为 0.13mm） 损伤区域最

小；薄层层合板（H–75，单层厚度为

0.075mm）损伤区域大小介于两者

之间。在薄层 H–75 中间插入 3 个

常规层厚 0°铺层形成的混杂层合

板（H–75–H1），与 H–75 相比，在低

能量（5J）冲击下，损伤面积降低了

22%；在高能量（10.5J）冲击下，损伤

面积降低了 7.6%。在薄层 H–75 中

间插入两个厚层 0°铺层形成的混

杂层合板（H–75–H2），在低能量（5J）
冲击下，损伤面积降低了 12%；在高

两个面均可观察到纤维断裂。进一

步的 X 射线检验发现，在加载初期，

两个层合板内都存在基体开裂现象。

随着变形增加，在常规厚度层合板内

可以观察到临近层内和层间基体裂

纹的扩展，而薄层层合板中并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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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10.5J）冲击下，损伤面积降低

了 10.3%。 
综上所述，薄层在抑制单向层合

板分层开裂方面的作用及其贡献机

制已经有较为一致的研究结果 [6，11]，

但在其抵抗冲击载荷、疲劳载荷方

图 6 层合板压痕损坏的横截面图

Fig.6 Cross-section images of damaged laminates

加载点

加载点

（a）标准（挠度3.5mm）

（b）薄层（挠度3.5mm）

（c）标准（挠度6mm）

（d）薄层（挠度6mm）

图 7 铺层厚度和层杂化对损伤影响

Fig.7 Effect of ply thickness and ply hybridization on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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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一些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研究结论 [41]，其中的一些基础问题

还有待于系统而细致的研究。事实

上，对于 CFRP 来说，其性能及破坏

行为不仅和其组成结构有关，还与其

组分本身的性能及其性能匹配、适应

性有关，特别是基体树脂的性能。树

脂的韧、脆对于应变能释放、裂纹扩

展、纤维断裂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树脂区的形貌特征及其所占比例，如

等轴状、柱状等，对复合材料性能有

不容忽视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仍有

大量的工作要做。

3 微观结构尺度的薄层化效应

到目前为止，与细观尺度下的薄

层化效应研究相比，薄层化对纤维 /
树脂界面的微观结构尺度影响的研

究还不多见。传统上，复合材料的界

面性能多从纤维表面改性、杂化与树

脂形成的界面形貌、界面能、界面强

度等方面开展研究。薄层化效应研

究的是纤维空间排列结构变化对复

合材料界面的影响。其核心问题在

于在纤维表面状态一定的条件下，碳

纤维空间排列结构不同，碳纤维 / 树
脂界面的数量、分布状态就会不同。

由图 8（a）可以看出，在理想状态下，

纤维均匀分布在树脂基体中，树脂可

以浸润每一根纤维，形成大量、细小

的碳纤维 / 树脂界面，诱导形成细小

而均匀分布的树脂区。这种分布状

态下，界面对树脂内裂纹扩展的阻力

增加，能够有效抑制裂纹扩展。而单

层厚度越大，纤维排列的不均匀性越

强，如图 8（b）所示。在纤维密集堆

垛区，树脂的浸润较为困难，形成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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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 / 碳纤维接触界面，而并非碳纤

维 / 树脂界面。碳纤维 / 碳纤维界面

上由于树脂很少，甚至没有树脂，从

而降低载荷在复合材料内部连续传

递的能力，同时减少了碳纤维 / 树脂

界面的数量，改变了其分布状态，形

成较为粗大的树脂富集区，基体裂纹

扩展的阻力变小。这也是前述相关

研究结果 [6，11，41，62–68] 的微观结构机

制。图 9 所示的单向层合板试样拉

伸断裂后的微观形貌也揭示了这一

问题。可以看出，尽管薄层层合板与

常规层厚层合板都有纤维簇拔出留

下的孔洞，但是在薄层层合板中并未

观察到贯穿型裂纹（图 9（b））。与

常规层厚层合板相比，薄层层合板的

拉伸断口形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变

形特征。

综上所述，预浸料薄层化效应主

要表现在： （1）层合板表面平整度提

高，变截面过渡区“桥架”尺寸减小、

应力集中减弱，有利于降低层合板内

孔隙率，提高层合板制造质量； （2）
层合板面内碳纤维排列波纹度减小、

碳纤维偏转角减小，碳纤维强度有效

利用率提高，层合板力学性能提高；

（3）树脂、碳纤维两相分布细小，裂

纹扩展阻力增加，层合板抵抗抗分层

损伤的能力有效提高； （4）采用薄、

厚预浸料混杂铺层设计可以有效地

调控复合材料层合板抵抗分层、冲击

损伤性能。

需要注意的是，薄层化效应还受

树脂韧性、树脂及纤维表面官能团结

合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

是否存在耦合、匹配效应，如何优化

层厚、树脂性能、界面性能的匹配都

是未来复合材料薄层化研究的重要

方向。

薄层复合材料的典型应用

图 10~12 分别为薄层复合材料

在超音速飞行器 [69]、卫星用可折叠

结构 [46] 以及大型液体燃料储存罐 [70]

中的应用案例。

图 8 碳纤维 / 树脂构成的微观结构

Fig.8 Microstructure of carbon fiber/resin composition

Fiber cluster
stacking

Resin rich
area

Fibers
distribution

（a）理想状态 （b）增大单层厚度

图 9 单向层合板中观察到的纤维簇拨出后留下的孔洞

Fig.9 Holes left after fiber tufts are pulled out observed in unidirectional laminate

 

（a）0.02mm （b）0.1mm

100μm 100μm

图 10 Aurora–R1 超高音速飞行器的外部形状 
Fig.10 External geometry of Aurora–R1 supersonic aircraft

图 10[69] 所示是德国航天中心联

合瑞典、荷兰相关机构开展的关于超

高音速飞行器轻量化的设计研究 [71]。

该设计在满足飞行器性能要求的前

提下，分别采用 0.25mm、0.05mm 和

0.025mm 铺层结构进行了结构效率

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与 0.25mm 的

铺层结构相比，0.025mm 的铺层结构

质量减轻 38.1%； 0.05mm 的铺层结

构质量减轻 13.2%。通过薄层化材料

的应用，提高了飞行器轻量化设计水

平，提高了材料的利用率。可预见在

不久的未来，通过采用薄层 CFRP，空
间运输技术将有突破性进展 [69]。

图 11[46] 所示为 Sergio Pellegrino
等开发的一种新的卫星用可展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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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器样件。该反射器表面由沿其边

缘铰接的 CFRP 薄板形成的曲面构

成，展开后弧长 7.9m，宽度 3.2m，厚

度仅为 0.3mm，所用预浸料厚度为

0.04mm。对折叠部分复合材料薄板

进行了弯曲测试，如图 11（d）右上方

所示。结果表明，在满足反射器各方

面性能要求的同时，重量上用薄层复

合材料制造的反射器是传统的复合

材料反射器的 28.57%，折叠后的体积

仅为展开后的 1/20。由于薄层 CFRP
在制造轻量化、高强度、低成本、高精

度卫星用可折叠结构方面的优势，在

美国、欧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71]。

图 12 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

波音公司共同开发的大型复合材料

低温储罐，该储罐除了满足低温力学

性能（–195℃）、环境性能、力学性能

等要求之外，还要具有好的密封性能

且防止液体燃料的渗漏，同时还要满

足轻量化的设计要求，该结构复合材

料铺层方式如图 13 所示 [70]。在该储

罐复合材料铺层中，使用了 0.14mm
常规预浸料和 0.07mm 的薄层预浸

料组合，常规层厚可以快速铺放，从

而提高制造效率，薄层起到抵抗微裂

纹，降低孔隙率，防止液体燃料渗漏，

并配合增韧环氧树脂有效提高储罐

的力学性能。该设计和分析表明，当

达到 5000µε极限应变水平时，与铝 –
锂储液罐相比，重量减轻了 39%，成

本降低了 25%，有效地降低了孔隙

率，解决了非热压罐（OOA）成型的

渗漏问题。

结论

随着复合材料制备工艺及其装

备技术进步，薄层 CFRP 复合材料的

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应用不断增加。

本文综述了薄层碳纤维预浸料复合

材料理论研究与应用的最新进展。

可以看出，薄层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优

势包括：

（1） 薄壁、轻质的复合材料结构

效率。在薄壁结构采用薄层可以有

图 11 可折叠结构展示

Fig.11 Deployable structure display

Flexure test for
thin composites

图 12 NASA 提及的低温储罐几何形状和高级要求 
Fig.12 NASA reference cryotank geometry and high–leve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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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Requirements

Diameter=1000.76cm
Volume=22400ft3

Max Design Pressure=46.2psi
NASA-defined external loads (axial,
sheer, and moment)
Factor of Safety
Tank acreage=1.5
Composite joint=2.0
Material IM7/977-2Gr/EP
Limit lamina tensile strain=5000μin/in
Two 76.2cm diameter openings at sump
forward dome

图 13 薄层和厚层的铺层方式

Fig.13 Thin and thick ply

Thick

Thick

OOA panel with porosity and permeation

Thin

0.005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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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增加铺层数量，其铺层顺序具有

更强的可设计性，更好地满足薄壁件

力学性能的要求。

（2）合理地利用薄层，可以有效

地提高基体抵抗裂纹扩展、抑制层间

开裂，从而提高复合材料抵抗损伤的

能力。

（3）通过薄层、常规层厚的混杂

铺层，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复合材

料的力学性能，提高复合材料制造效

率的同时，降低制造成本。

（4）薄层复合材料在一些大型、

复杂、可变形的复合材料结构制造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薄层预浸料本身

的性能与质量是薄层层合板性能的

基础。如何评价薄层预浸料的性能

与质量，目前还处在探索当中。此外，

薄层化对复合材料电、磁、热等功能

性能有什么影响，结构设计工艺性与

常规层厚复合材料有什么不同等一

系列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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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gresses of Thin-Ply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Matrix Composites

QIU Chao, MA Xinqi, WANG Yazhen, GUO Ziyue, WU Haihong
(Carbon Fiber Composites International Joint Research Lab in Henan,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in-ply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s (CFRP) have the advantages of light weight, good mechanical 
properties, good adaptability to complex shapes, strong designability, which are valuable characteristics in aerospace 
applications. From the views of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scales of CFRP laminates,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for the thin-
ply effects on the basic problems of the laminate such as porosity, meso (micro) structural evolution and damage mechanism 
are reviewed, and the direct meanings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conclus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n-ply composite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controversial research results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re discussed. Furthermore, the 
applications of thin-ply CFRP structural parts in aircraft, foldable structures in satellite and large liquid fuel storage tanks 
are introduced.
Keywords: Thin-ply effect; Carbon fiber; Composites; Macro scale; Meso scale
 （责编  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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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7合金热塑性变形的微观
组织演变研究

王 旭，李四清，邓雨亭，黄 旭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先进钛合金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5）

[ 摘要 ]　为揭示等轴组织的 TC17 合金在 β 相区变形时的组织演变规律，在 910℃、940℃和 970℃ 3 个不同温度及 0、
10%、20%、40%、60% 和 80% 不同应变量下进行等温恒应变速率压缩试验。结果表明，TC17 合金在 β 相区变形不存

在明显的流变软化现象；高应变速率与低应变速率均不存在明显的不连续屈服现象。应变速率为 0.1~1s–1 时有利于

动态再结晶的发生；应变速率为 0.001~0.01s–1 时，不发生动态再结晶；应变速率为 10s–1，变形量低于 40% 时不发生

动态再结晶。在 910~970℃范围内，变形温度越高、变形量越高，再结晶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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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行为及组织特征。

网篮组织的 TC17 合金具有强

度高、疲劳与断裂韧度好的优势，为

近年来航空发动机锻件常选用的组

织形貌。为获得网篮组织需进行 β
相区的热加工过程，一般采用 β 热模

锻或近 β 热模锻，选用原材料多为等

轴组织的 TC17 合金棒材或预制坯。

目前，两相区等轴组织的 TC17 合金

在 880℃以上的组织演变尚未有报

道，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了解 TC17
合金在 β 相区的组织演变规律，结合

模拟可以有效地预测锻件不同位置

的组织形貌及性能。

本研究选用 Gleeble 3500 型热

加工模拟试验机对两相区等轴组织

的 TC17 合金圆柱体进行等温恒应

变速率压缩试验，通过选取不同应变

速率、不同变形温度、不同真应变，研

TC17 合金是具有良好的中高温

强度、淬透性、蠕变、持久和疲劳性能

的近 β 型钛合金，在航空领域，特别

引文格式： 王旭 , 李四清 , 邓雨亭 , 等 . TC17 合金热塑性变形的微观组织演变研究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4): 34–39.
  WANG Xu, LI Siqing, DENG Yuting, et al.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of TC17 alloy in thermal plastic deformation 

processes[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4): 34–39.

是航空发动机整体叶盘和压气机盘

上有着广泛的应用 [1]。由于 TC17 合

金的微观组织对热加工参数极其敏

感，因此利用热模拟技术研究 TC17
合金的热变形行为和组织演变规律

是目前的研究热点。Liu[2]、Ma[3–4] 等

主要研究了 TC17 合金在 760~860℃
片层组织的演变规律、热力学过程

和动力学行为；Luo[5–6]、Sun[7]、Li[8]、

Chen[9]、孙金钊 [10] 等则主要研究了

片层组织在 780~860℃的本构方程和

加工图；Luo 等 [11] 开展了两相组织的

TC17 合金在 770~870℃的流变行为

和加工图；徐斌等 [12] 则分析了变形

程度和变形温度对 TC17 合金 β 针

状组织的影响规律；王琛 [13] 研究了

网篮组织的 TC17 合金在 820~930℃
的球化机制和失稳条件；刘继雄等 [14]

研究了 TC17 合金两相区变形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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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各项参数变化对 TC17 合金微观

组织的影响。

试验及方法

试验材料取自 TC17 合金棒材，

其规格为 φ500mm，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其 β 转变温度为 903℃。TC17
合金棒材为 α+β 两相区锻造而成，

如图 1 所示，其组织为等轴组织，初

生 α 相细小均匀地分布于基体 β 相

中，体积分数约 30%，平均晶粒尺寸

4.17μm。

沿 TC17 合金棒材纵向截取尺寸

为φ8×12mm 的试样，在 Gleeble 3500
型热模拟试验机上经过5℃/s 加热到指

定温度，最后 50℃以 1℃ /s 加热到各

自试验温度并保温 5min 后，进行等

温、恒压应变速率轴向热压缩试验。

所采用的变形温度为 910℃，940℃，

970℃；应变速率为 0.001s–1，0.01s–1，

0.1s–1，1s–1，10s–1；变形量为 0，10%，

20%，40%，60%，80%。完成试验后，试

样空冷，沿轴向纵剖制备金相试样，抛

光后用 10% HNO3+5% HF+85% H2O
（体积分数）的溶液腐蚀，用 Leica 
DMI–3000M 光学显微镜观察试样的

显微组织。

结果与讨论

1 热压缩的真应力应变曲线

图 2 为 TC17 合金在 80% 应变

量时不同温度及应变速率下真应力

应变曲线。可知，在变形的开始阶段，

由于位错密度急剧增加，加工硬化占

主导作用，流变曲线随应变的增加而

快速上升，应力值快速达到最大。在

之后的变形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钛合

金高温变形常见的流变软化现象。

流变软化现象一般认为是由于绝热

温升、动态回复及动态再结晶、流变

剪切、相转变和片层组织球化等软化

因素大于加工硬化造成的，而原始组

织为等轴组织的 TC17 合金在 β 相

区变形时，不存在相转变和片层组织

球化等因素，等温试验的温升效应不

明显，软化效应较低，因此不会呈现

流变软化现象。

在 TC17 合金的应力 – 应变曲

线发现仅在应变速率为 0.1s–1 和 1s–1

时存在不连续屈服现象，一般认为不

连续屈服现象是在变形过程中，晶界

处位错塞积，引起流变应力升高，但

位错密度达到一定值时，发生动态回

复，流变应力快速下降。发生不连续

屈服需要足够高的应变速率使位错

表 1 TC17 合金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C17 titanium alloy (mass fraction)     %

Ti Al Mo Zr Sn Cr Fe O N C

余量 5.23 4.10 2.01 2.07 3.90 0.05 0.097 0.0038 0.008

图 1 TC17 合金原始组织

Fig.1 Microstructure of TC17 titanium alloy

20μm

图 2 TC17 合金 80% 应变量不同变形状态下真应力应变曲线

Fig.2 True stress-true strain curves of TC17 alloy under different deformation states with 80%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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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达到临界值，因此在低应变速率

下未发现不连续屈服现象。但与其

他研究不同的是，在应变速率为 10s–1

时，观察到的不连续屈服现象不明

显，这是由于在高速变形时，动态回

复和动态再结晶被激活，流变应力有

一定下降，但变形速率过快，动态回

复和动态再结晶未充分进行，所以观

察不到流变应力快速下降的现象。

当真应变达到 0.6 时，所有试验

均出现应力增加的现象，这是由于随

着变形量的增加，试样与试验台接触

面积增加，摩擦力增加是导致应力增

加的主要原因。

在 TC17 合金的应力 – 应变曲线

在各应变速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锯

齿抖动现象，这与王琛 [13] 所观察到的

两相区变形在应变速率大于 1s–1 时才

出现锯齿抖动现象不同。史科 [15]认为，

这种现象是由于合金发生了动态再结

晶、脆裂或非稳态流动；Li 等 [16–17] 则

认为是产生了孪晶变形，进而改变了

合金的晶粒取向，合金沿有利取向变

形，导致应力产生波动。

2 热压缩温度对组织的影响

图 3 为变形量为 40%，应变速率

为 10s–1 时不同温度下的显微组织。

可知，TC17 合金在此条件下，α 相已

完全消失，只存在 β 相，由于 β 相为

体心立方（bcc）结构，相较 α 相的密

排六方（hcp）结构，流变抗力要低得

多。10s–1 速率下在 β 相区随温度升

高，晶粒沿压缩轴垂直方向拉伸越

长、晶粒越窄，在 910~970℃范围均

未发现再结晶现象。

图 4 为工程应变为 80%，应变速

率为 10s–1 条件下单相区各温度显微

组织。可知，组织均发生了明显的再

结晶，β 晶粒被拉长，呈长条状，再结

晶晶粒沿 β 晶界呈“项链状”排列，

在 910℃下长条状 β 晶粒明显存在，

940℃时再结晶晶粒增多，970℃时在

整个视野均观察到再结晶晶粒。这

与王琛 [13] 利用网篮组织的 TA19 合

金和 TC17 合金进行的 β 相区热压

图 3 40% 工程应变、10s–1 时各温度下的

显微组织

Fig.3 Microstructures of the TC17 alloy 
deformation at 40%/10s–1

50μm

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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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试验所得到高温、高应变速率变形

时没有发生动态再结晶的结论不同，

说明等轴组织与网篮组织的 TC17
合金在 β 相区热变形机理存在差异。

对比图 3 和图 4 可知，即使在高应变

速率下，动态再结晶也需要充足的时

间进行。

如图 3 和图 4 所示，温度对 β 单

相区晶粒有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1）β 晶粒随温度升高晶

粒尺寸会长大，这主要是因为温度升

高，扩散系数增大。β 晶粒随温度升

高变形更剧烈，流变曲线表现为流变

应力下降，原因为温度升高会使金属

原子的平均动能增加，扩散速率加

快，热激活过程增强，从而使位错运

动克服障碍所需的外应力变小，晶体

产生滑移所需的临界分切应力减小。

（2）随温度升高再结晶程度升高，这

是因为温度的升高会使再结晶的形

核率及长大速率都增大，升温会促进

再结晶形核热激活过程，当温度升高

时，新相与母相的自由能差值将增

大，从而使形核率增加，另外，升温也

会增大晶核长大的驱动力。

3 应变速率对组织的影响

图 5 为 970℃、40% 应变量时不

同应变速率下试样的显微组织，可知

各应变速率下的晶粒形态有很大的

不同。应变速率为 0.001s–1 时，β 晶

 图 4 80% 工程应变、10s–1 时单相区

显微组织

Fig.4 Microstructures of the TC17 alloy 
deformation at 80%/10s–1

20μm

20μm

20μm

（a）910℃

（c）970℃

（b）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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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晶界不完整、晶粒粗大（图 5（e））；
应变速率为 0.01s–1 时，在 β 晶粒晶

界处，特别是晶界交汇处存在细小的

晶界不完整的亚晶，且 β 晶粒的晶界

呈波纹状（图 5（d））。应变速率为

0.1s–1 及 1s–1 时在晶界交汇处出现大

量、细小的亚晶粒，其沿着原始 β 晶

界排列成串状、项链状，并且伸向原

始 β 晶粒内部长大（图 5（b）和（c））。
应变速率为 10s–1 时，β 晶粒沿压缩

垂直方向发生较大变形，呈现窄而

细的长条状，且长条形原始 β 晶粒

晶界也呈现波浪或锯齿状。由此说

明，高应变速率（如 10s–1）对 β 晶粒

的形态影响较大，这是因为变形时间

短，流变剪切带的形成使变形局部发

生，另外尽管该应变速率下位错密度

高，但由于时间不足所以未发生明显

的再结晶；中等应变速率时（如 1s–1、

0.1s–1），该条件下因为时间足够、位错

密度高、畸变能大比较容易发生再结

晶；而低应变速率，发生再结晶后继

续长大。

图 6 为 940 ℃、40% 应 变 量 时

各速率下的显微组织。应变速率为

10s–1 和 1s–1 时发生明显再结晶（图

6（a）和（b））。高应变速率下 β 晶

粒被拉长呈“纤维状”，再结晶晶粒

呈“项链状”、“串状”分布在原始 β
晶粒晶界处；应变速率为 0.1s–1 时再

结晶充分进行（图 6（c））；而在应变

速率为 0.01~0.1s–1 时再结晶之后晶

粒发生长大，如图 6（c）和（d）所示；

应变速率为 0.001s–1 时未发现再结

晶现象（图 6（e））。
综合图 5 与图 6 可知，应变速率

为 10s–1 时，因变形时间短，来不及发

生动态回复及再结晶而随变形被拉

长，变形量越大，原始 β 晶粒变形越

大；0.01~1s–1 时再结晶持续发生并增

强，0.001s–1 时由于变形速度较慢，未

激活动态再结晶。这是由于小应变

量时畸变能不足以发生再结晶。应

变速率为 0.1~1s–1 时，为动态回复及

再结晶的发生提供了能量条件及时

图 5 970℃、40% 应变量、不同应变速率下

显微组织

Fig.5 Microstructures of the TC17 alloy 
deformation at 9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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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940℃、40% 应变量、不同应变速率下

显微组织

Fig.6 Microstructures of the TC17 alloy 
deformation at 9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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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910℃、0.1s–1 时各应变量下显微组织

Fig.7 Microstructures of TC17 alloy deformation at 910℃/0.1s–1

间，再结晶持续发生，在应变速率为

0.1s–1 时，再结晶充分进行。由于晶

界处能量高，变形后畸变能大，位错

密度高，因此亚晶及再结晶晶粒易在

晶界特别是晶界汇合处产生。钛合

金在高温下扩散速度快，加速了动态

回复及再结晶的产生，使得动态回复

及动态再结晶与位错增值接近动态

平衡，原始晶界在外力和局部位错密

度变化的双重作用下，发生局部迁移

演变成锯齿或波浪状。

4 应变量对组织的影响

图 7 为 910℃、0.1s–1、不同应变

量下（10%/20%/40%/60%/80%）的显

微组织。可知，变形量 10% 时，晶粒

基本未发生变形，呈等轴状，结合图

2，此时应力快速升高；变形量 20%
时，晶粒有少量变形，晶界交汇处有

细小晶粒出现，说明此时已发生动

态回复及动态再结晶软化；变形量

40% 时，合金已发生明显的再结晶现

象；变形量 60% 时，随着变形量的增

加 β 晶粒发生较大变形，沿 β 晶粒晶

界存在大量新生的再结晶晶粒；变

形量 80% 时，再结晶充分进行，形成

分布均匀的、细小的等轴晶粒。

结论

（1）TC17 合金在 β 相区的变形

不存在明显的流变软化现象；低变

形速率时均不存在明显的不连续

屈服现象，这与在 α+β 区变形行为

不同。

（2） 应变速率为0.01s–1 和0.001s–1、

较小变形量时，由于能量累计不足，

TC17 合金不会发生动态再结晶。应

变速率 10s–1 高应变速率、小变形量

时，动态再结晶由于变形时间短，进

行不充分，软化现象不明显。

（3）温度及应变速率一定时，β
相随变形增大逐渐由等轴状变为长

条状，再结晶随变形增大愈加明显，

在 60% 应变量下再结晶晶粒已成

“项链状”。变形量足够大时，会形成

大量的、细小的等轴再结晶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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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ant strain rate isothermal compression in β phase region of TC17 alloy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 of initial duplex microstructure. The deformation temperatures were arranged from 910℃ to 970℃ with an 
interval of 30℃, the height reductions were 0, 10%, 20%, 40%, 60% and 8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flow-softening phenomenon in β phase region and discontinuous yielding phenomenon at high and low strain rate. The 
strain rate range of 0.1–1s–1 is beneficial for 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 while the strain rate ranged from 0.001s–1 to 0.1s–1, 
no 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 occurs. The higher the deformation temperature and the height reduction in β phase region, the 
more sufficient the 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 is.
Keywords: TC17 titanium alloy; True stress-true strain curves; Hot deformation behavior; Microstructure; β–phas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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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w / TA15 复合材料热处理
工艺研究

刘莹莹，付明杰，王富鑫，曾元松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 摘要 ]　研究了（α+β）两相区轧制后 TiBw / TA15 复合材料的固溶时效及双重退火的热处理工艺。结果如下：两相

区固溶处理时，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初生 α 相含量减少，β 转变组织中球状次生 αs 相尺寸增加，含量减少，时效过

程中 αs 重新以细小针状 α 相析出，显微硬度值随着两相区固溶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单相区固溶处理后复合材料基

体组织为典型网篮状组织，β 晶粒和 α 片层尺寸细小，复合材料整体显微硬度值较高；固溶时间对复合材料显微组

织及硬度影响较小；复合材料在 650~750℃温度范围内时效 1~2h，组织中次生 αs 片层尺寸变化不明显，显微硬度值

随片层的粗化略微下降；采用 990℃ /0.5h/AC+900℃ /1h/AC 和 1100℃ /0.5h/AC+900℃ /1h/AC 的双重退火工艺可

明显细化 α 片层，提高复合材料显微硬度。TiB 晶须在热处理过程中属于稳定相，热处理工艺的改变不会引起 TiB
晶须的明显变化；热处理过程中初生 αp 含量、αs 尺寸、β 晶粒尺寸以及 α 片层尺寸的变化是影响复合材料显微硬度

值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TiBw /TA15 复合材料；固溶 – 时效热处理；双重退火；显微组织；显微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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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莹莹

  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高温钛合

金、钛基复合材料及高强韧钛合金组织

性能表征和应用研究。

纤维增强钛基复合材料综合性能的匹

配，需系统开展热处理工艺研究。

钛基复合材料的热处理主要包

括对基体和增强相两部分的优化。

TA15 基体合金属于近 α 型合金，含

有一定量的 β 稳定元素，不同的热处

理制度下初生 α 相的含量、尺寸、形

态，片层 α 相的厚度、长径比、集束

尺寸和取向以及 β 晶粒尺寸均会发

生一定的改变。通过热处理工艺的

优化可达到改善基体合金性能的目

的。研究表明，TiBw 增强相在热处理

过程中属于稳定相 [1]，不发生明显的

变化，但其存在对基体合金中的两相

（α、β）转变、次生相的形核以及 β 晶

非连续纤维增强钛基复合材料

因高性能陶瓷增强相的引入，相比于

基体合金其比强度、比模量及耐高温

性能提升显著，是目前提升高温钛合

金服役温度的有效途径。选择强塑

性匹配良好、高温性能以及焊接性能

优异的 TA15 高温钛合金作为复合

材料基体，结合 TiB 增强相有望进

一步提升基体合金的耐热温度。近

年来，本研究团队以高超声速飞行器

耐高温结构件用材为研究导向，针对

不同增强相含量的 TiBw / TA15 复合

材料大尺寸薄板成形工艺进行了大量

的优化研究，目前各项性能指标均有

较大的提升。为了进一步改善非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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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的生长均有一定的影响 [2–3]。目前，

有关钛基复合材料的研究大多集中

于不同种类增强相的复合材料制备

以及热变形行为研究，关于热处理工

艺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系统的研

究 [4–10]。因此，本文以前期研究中两

相区轧制后 TiBw /TA15 复合材料板

材为研究对象，重点针对固溶 – 时效

以及双重退火两种热处理工艺展开

研究，旨在进一步优化复合材料组织

结构，改善性能，为高超声速飞行器

耐高温结构件提供选材。

试验及方法

试验用材料为中国航空制造技

术研究院研制的 1.5mm 厚 α+β 相

区轧制退火态的 TiBw/TA15 复合材

料板材，初始轧制温度为 1000℃，退

火温度为 850℃。采用金相法测得

的 β 相转变温度为 1010℃。图 1 为

RD 方向（轧制方向）板材退火 1h 后

的显微组织。复合材料经热轧 + 退

火工艺处理后获得混合组织。初生

α 相（αp）体积分数大约为 40%，形貌

为球状、椭球状或沿轧制方向拉长的

条带状。β 转变组织（βt）中的次生 α
相（αs）退火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球

化，尺寸较小，仅有少部分保留变形

后冷却过程中形成的针状形貌特征。

TiB 晶须沿轧制方向发生破碎并在

局部破碎端部存在变形孔洞。

试验采用的热处理设备为标准

马弗炉，沿板材轧向取样进行热处

理，观察其显微组织结构变化，表 1
为详细热处理制度。显微组织观察

图 1 TiBw /TA15 复合材料原始显微组织

Fig.1 Original structure of TiBw / TA15

10μm

Equiaxed α phase

TiB

α phase

Crack

采用日本 OLYMPUSBX41M 金相显

微镜（OM）和美国 FEI 的 Quanta250 
FEG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
SEM）。显微组织观察前对试样

分 别 进 行 打 磨（200~1000 目 水 磨

砂纸）、抛光（SiO2 悬浮液）和腐蚀

（Kroll 腐蚀剂体积分数 3% HF+6% 

HNO3+91% H2O，腐蚀 5~8s）处理。

硬度测试在具有菱形压头的维氏硬

度计上进行，为防止试样表面氧化

物和污染层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测

试前利用金相砂纸对试样逐级打磨

至 2000 目砂纸。测试时加载载荷为

500g，加载时间 10s。

结果与讨论

1 固溶 – 时效热处理工艺研究

1.1 复合材料显微组织及硬度随

   固溶温度的演变

卢凯凯等 [11] 指出，固溶温度是

影响钛合金显微组织中初生 α 相含

量的关键因素。图 2 为复合材料在

940~1000℃之间固溶 0.5h 空冷后的

显微组织。可以看出，两相区固溶

热处理后复合材料的显微组织为双

态组织，即在 βt 转变组织基体上存

在部分初生 αp 相。初生 αp 相形貌

均表现为球状或椭球状，分布较为

均匀，球状初生 αp 平均晶粒直径大

约为 5μm；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初

生 αp 相部分回溶于基体当中，形成

βt 转变组织。由于变形后 α 相中残

余变形储存能有限，热处理过程中 αp

未能发生完全再结晶，因此仍保留有

部分条带状 αp 相，但相比于轧制态组

织，这种条带状 αp 相明显减少，且长

宽比下降。由于复合材料板材厚度

较薄，空冷过程中 βt 转变组织来不及

发生 βt→α 的平衡转变，形成细针 α′
马氏体相。两相区固溶热处理过程

中 TiB 晶须未发生明显变化，仍以轧

制后破碎带状形态分布于基体当中。

图 3 为复合材料经两相区不同

温度固溶处理后，在 700℃统一时效

1h 后 RD 位置处的显微组织。可以

看出，两相区固溶处理后，时效过程

中 βt 转变组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相比于轧制态组织，固溶处理后球

状次生 αp 相尺寸增加，含量减少，

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球状次生 αp

相发生 α→β 相变，逐渐回溶于基体

当中，980℃固溶处理后基本完全回

表 1 TiBw/TA15 复合材料热处理工艺参数

Table 1 Heat treatment parameters of 
TiBw/TA15 composites

名称 参数

固溶处理

940℃/0.5h/AC

960℃/0.5h/AC

980℃/0.5h/AC

1000℃/0.5h/AC

1020℃/0.5h/AC

1040℃/0.5h/AC

1060℃/0.5h/AC

固溶 –
时效处理

940℃/0.5h/AC+700℃/1h/AC

960℃/0.5h/AC+700℃/1h/AC

980℃/0.5h/AC+700℃/1h/AC

980℃/0.5h/AC+650℃/1h/AC

980℃/0.5h/AC+700℃/2h/AC

980℃/0.5h/AC+750℃/1h/AC

1000℃/0.5h/AC+700℃/1h/AC

1000℃/1h/AC+700℃/1h/AC

1000℃/2h/AC+700℃/1h/AC

1020℃/0.5h/AC+700℃/1h/AC

1040℃/0.5h/AC+700℃/1h/AC

1060℃/0.5h/AC+700℃/1h/AC

1100℃/0.5h/AC+650℃/1h/AC

1100℃/0.5h/AC+700℃/1h/AC

1100℃/0.5h/AC+700℃/2h/AC

1100℃/0.5h/AC+750℃/1h/AC

双重退火
处理

990℃/1h/AC+940℃/1h/AC

990℃/1h/AC+900℃/1h/AC

990℃/1h/AC+860℃/1h/AC

1100℃/0.5h/AC+940℃/1h/AC

1100℃/0.5h/AC+900℃/1h/AC

1100℃/0.5h/AC+860℃/1h/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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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时效过程中，固溶冷却形成的针

状 α′ 马氏体相发生分解，转变为细

小平衡态次生 αs 相，采用图像分析

软件测得的次生 αs 相平均宽度约为

500nm，取向一致，呈集束状分布。

图 4 为两相区固溶处理后，不

图 2 不同温度固溶处理后的复合材料显微组织

Fig.2 Microstructures of α+β region at different solution temperatures

10μm 10μm

（c）980℃/0.5h/AC （d）1000℃/0.5h/AC

10μm 10μm

（a）940℃/0.5h/AC （b）960℃/0.5h/AC

βt

αpTiB whisker

图 3 不同温度固溶处理统一时效后的复合材料显微组织（α+β相区）

Fig.3 Microstructures of α+β region at different solution temperatures

（c）980℃/0.5h/AC+700℃/1h/AC （d）1000℃/0.5h/AC+700℃/1h/AC

2μm

2μm

2μm

2μm

（a）940℃/0.5h/AC+700℃/1h/AC （b）960℃/0.5h/AC+700℃/1h/AC

βt

αp
αs

TiB whisker

同温度下复合材料中初生 αp 相体积

百分比的统计结果。940℃、960℃、

980℃和 1000℃温度固溶处理后初

生 αp 相体积百分比大约分别为 42%、

30%、24% 和 15%。随着两相区固溶

温度的升高，初生 αp 含量不断下降，

相应的 βt 转变组织含量增加，呈现球

状，且 βt 转变组织及次生 αs 片层尺寸

略微增加。

图 5 为复合材料经 β 相区不同

温度固溶热处理后的显微组织。β
相区固溶处理后，复合材料基体组织

中初生 αp 相全部回溶，冷却过程中

形成针状 α′ 马氏体相（图 5（b）和

（c））。与两相区固溶处理类似，TiB
晶须在相转变温度以上固溶处理后

也未发生明显变化，以轧制后破碎网

状形式勾勒出了 β 晶粒形貌。表明

热处理过程中 TiB 为稳定结构，不

会随热处理制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时效热处理后，基体组织中 α′ 马氏

体相发生分解，形成网篮状组织，α
片层交织分布，无明显集束特征，尺

寸细小，随固溶温度的升高，β 晶粒

尺寸及 α 片层厚度略微增加。

图 6 为复合材料经 α+β 和 β 相

区不同温度固溶处理后，在 700℃

统一时效 1h 后的显微硬度测量值。

α+β 两相区固溶处理后，随着固溶温

度的升高，复合材料显微硬度值不断

增加；β 相区固溶处理后，复合材料

显微硬度值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

势，但整体硬度值高于两相区固溶处

理，且在 1040℃温度固溶处理后复

合材料硬度达到峰值 505HV。两相

区固溶处理时，复合材料显微组织为

典型的双态组织，双态组织中尺寸较

大的初生 αp 相有利于复合材料变形

图 4 不同温度固溶处理后复合材料中初生

α相及 β相转变组织含量变化（α+β）
Fig.4 Primary α phase and β phase content 
of composite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solution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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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协调。当复合材料进行塑形变

形时，滑移首先在部分取向因子较大

的 αp 相中进行，固溶温度较低时，αp

相含量较高，变形在 αp 相中能迅速

扩展，应力集中得到有效缓解，因此

固溶温度较低，复合材料能承受较大

的变形，强度硬度较低。随着固溶温

度的升高，组织中初生相含量逐渐减

少，协调变形能力下降，因此复合材

料显微硬度值增加，当固溶温度升高

图 5 不同温度固溶处理后的复合材料显微组织（β相区）

Fig.5 Microstructures of β region at different solution temperatures

（a）1020℃/0.5h/AC （b）1040℃/0.5h/AC （c）1060℃/0.5h/AC

（d）1020℃/0.5h/AC+700℃/1h/AC （e）1040℃/0.5h/AC+700℃/1h/AC （f）1060℃/0.5h/AC+700℃/1h/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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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β 单相区后，复合材料由双态组织

转变为网篮组织，其整体显微硬度值

增加，但随着固溶温度的继续升高，

网篮组织中 α 片层存在粗化趋势，因

此单相区固溶温度过高反而会导致

其显微硬度值的降低。

1.2 固溶时间对复合材料显微组织

   及硬度的影响

图 7 为复合材料在 1000℃固溶

温度下固溶不同时间后的显微组织。

可以看出，固溶 0.5h、1h、2h 空冷后，

复合材料基体组织由条带状、球状

初生 αp 和 βt 转变组织组成，βt 转变

组织中存在针状 α′ 马氏体相。不同

固溶时间下，基体组织中初生 αp 相

体积百分比未发生明显改变，约为

15%，且条带状 αp 相向球状 αp 相转

变，球状 αp 相尺寸略微增大，表明随

着固溶时间的延长，复合材料中初

生 αp 相有合并长大的趋势，当固溶

图 6 不同温度固溶处理后复合材料的显微硬度测量值

Fig.6 Microhardness of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solution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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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延长至 2h 时，αp 平均直径约为

6.5μm ；时效后，βt 转变组织中针状

α′ 马氏体相发生分解，可在时效态组

织中观察到明显的细小次生 αs 相。

固溶时间的延长对 βt 转变组织中次

生 αs 相的厚度及 TiB 晶须形貌和分

布影响较小，不同固溶时间处理后 αs

尺寸未发生明显变化，TiB 晶须沿轧

制方向弥散分布。通过 1000℃温度

固溶 0.5h、1h、2h 后复合材料的显微

硬度值进行统计（图 8）发现，1000℃
温度固溶不同时间后，复合材料显微

硬度值变化很小，表明相同固溶温度

下，不同固溶时间所带来的显微组织

的细微差异并未引起材料显微硬度

值的明显变化，复合材料显微硬度值

主要与组织中初生 αp 相及 αs 数量及

尺寸有关。

1.3 时效温度对复合材料显微组织

   及硬度的影响

图 9 为复合材料分别经 980℃ / 
0.5h/AC 和 1100℃ /0.5h/AC 固溶处

理后，在不同时效温度下时效 1h 后

的显微组织。980℃温度固溶处理

后，随时效温度的升高，初生 αp 含量

及尺寸未发生明显变化，TiB 晶须

沿轧制方向断续分布。通过对 β 转

变组织中次生 αs 片层厚度的统计发

现，650℃、700℃和 750℃时效温度下

次生 αs 片层厚度差别较小，其平均

厚度大约分别为 0.28μm、0.35μm 和

0.40μm。复合材料在 650℃温度下时

效 β 转变组织已发生充分的分解，时

效温度升高至 750℃时，已分解的次

生 αs 片层存在粗化的趋势；1100℃
温度固溶处理后，650 ℃、700 ℃和

750℃时效温度下基体 α 片层平均

厚度大约分别为 0.31μm、0.42μm 和

0.50μm，即随着时效温度的升高，α
片层发生粗化，且在 750℃温度时效

处理后 β 晶粒内部存在部分不均匀

粗大的片层 α 相。此外，不同时效温

度下，复合材料中 TiB 晶须形貌及尺

寸未发生明显改变，但鉴于复合材料

烧结形成的网状增强相并非均匀分

布结构，因此变形后在局部显微组织

处，晶须存在聚集现象（图 9（e））。
通过对不同时效温度时效后复合材

料的显微硬度测量值（图 10）的分析

发现，980℃和 1100℃温度固溶处理

后，复合材料均在 650℃的时效温度

下获得最大平均硬度值。由于复合

材料在 650℃温度下时效 β 转变组

织已发生较为充分的分解，因此进一

图 7 不同固溶时间下复合材料的显微组织

Fig.7 Microstructure of composites in different solution time

（a）1000℃/0.5h/AC （b）1000℃/1h/AC （c）1000℃/2h/AC

（d）1000℃/0.5h/AC+700℃/1h/AC （e）1000℃/1h/AC+700℃/1h/AC （f）1000℃/2h/AC+700℃/1h/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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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固溶时间下复合材料的显微硬度测量值

Fig.8 Microhardness of composites in different solu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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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加时效温度并不会引起 α 片层

数量的明显变化，反而会导致其发

生一定粗化，显微硬度值下降，且单

相区固溶后的复合材料在较高温度

下时效时更易引起晶界 α 相的粗化

以及 β 晶粒内部分 α 片层异常长大

（1100℃固溶处理后，可明显观察到

晶界 α 相的粗化），进一步导致其显

微硬度值的降低。

1.4 时效时间对复合材料显微组织

   及性能的影响

图 11 为复合材料经 980℃/0.5h/

（a）980℃/0.5h/AC+650℃/1h/AC （b）980℃/0.5h/AC+700℃/1h/AC （c）980℃/0.5h/AC+750℃/1h/AC

（d）1100℃/0.5h/AC+650℃/1h/AC （e）1100℃/0.5h/AC+700℃/1h/AC （f）1100℃/0.5h/AC+750℃/1h/AC

2μm2μm 2μm

10μm 10μm

TiB whisker

βt

αp

10μm

αs

TiB whisker

β grain boundary

α lath 2μm 2μm 2μm

图 9 不同时效温度下复合材料的显微组织

Fig.9 Microstructures of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aging temperatures

图 10 不同时效温度下复合材料的显微硬度测量值

Fig.10 Microhardness of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aging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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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α和β相区 （b）β相区

AC 和 1100℃/0.5h/AC 固溶处理后，

在 700℃温度下分别时效 1h 和 2h 后

的显微组织。两相区固溶处理后，对

比相同时效温度不同时效时间下复

合材料的显微组织发现，β 转变组织

中均析出了大量细小弥散的次生 αs

相，其含量及片层厚度差别较小，无

明显集束特征，分布紊乱，αs 片层平

均厚度大约为 0.23μm；而单相区固

溶处理后，相同时效温度下，随着时

效时间的延长，片层 α 相逐渐发生

了粗化，长径比增大，其平均厚度由

0.4μm 增加至 0.53μm，且晶界 α 相也

发生了明显的粗化。从显微硬度测

试结果可以看出（图 12），980℃温度

固溶后，在 700℃温度下时效 1h 和

2h 后复合材料显微硬度接近，这主

要是由于两相区固溶后，不同的时效

时间处理后并未引起起弥散强化作

用的 αs 析出量、尺寸及分布的明显改

变，因此硬度值差别较小，而 1100℃
温度固溶处理后，700℃温度时效 1h
后复合材料的显微硬度值明显高于

时效 2h 的硬度。单相区固溶时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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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因此空冷冷却速度较高，退火后

β 转变组织中存在少量针状马氏体

α′ 相，进一步增加第二重退火温度至

940℃时，β转变组织中针状马氏体 α′
相发生粗化。不同退火温度下 TiB
晶须均未发生明显变化，保持为轧制

态带状形貌；当第一重退火温度在

1100℃单相区时，860℃温度进行第

二重退火后，复合材料组织由部分初

生条状 α 相和针状 α 片层组成，且 α
片层尺寸较小，平均厚度约为 0.35μm。

（a）980℃/0.5h/AC+700℃/1h/AC

（c）1100℃/0.5h/AC+700℃/1h/AC （d）1100℃/0.5h/AC+700℃/2h/AC

（b）980℃/0.5h/AC+700℃/2h/AC

2μm2μmβ grain boundary

α lath

2μm2μm

TiB whisker

βt
αp

αs

图 11 不同时效时间下复合材料的显微组织

Fig.11 Microstructures of composites in different ag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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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时效时间下复合材料的显微硬度

测量值

Fig.12 Microhardness of composites in 
different aging time

图 13 不同双重退火温度下的复合材料显微组织

Fig.13 Microstructures of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dual annealing temperatures

（a）990℃/0.5h/AC+860℃/1h/AC （b）990℃/0.5h/AC+900℃/1h/AC （c）990℃/0.5h/AC+940℃/1h/AC

（d）1100℃/0.5h/AC+860℃/1h/AC （e）1100℃/0.5h/AC+900℃/1h/AC （f）1100℃/0.5h/AC+940℃/1h/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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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层 α 相及晶界 α 相的粗化是复合

材料显微硬度值下降的主要原因。

2 双重退火工艺研究

图 13 为复合材料在不同温度

下双重退火后的显微组织。990℃/ 

0.5h/AC+860℃ /1h/AC 退火后复合

材料基体组织由少量初生 αp 相和片

状次生 α 相组成。当第二重退火温

度为 900℃时，组织中初生 α 相尺寸

差别不大，由于轧制后板材厚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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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温度进行第二重退火后，α 片层

细化，平均片层厚度约为 0.25μm。第

二重退火温度增加至 940℃时，α 片

层发生粗化，平均片层厚度增加至

0.43μm。

结合两次退火过程分析可知，

当第一重退火温度高于相变点时，

1100℃退火后复合材料基体组织由

一次初生 α 片层，亚稳态 β 相和 α′
马氏体组成。860℃温度进行第二

重退火时，亚稳态 β 相和马氏体 α′
相发生分解，生成 α+β 相，在一次初

生 α 片层间隙析出二次次生条状 α
相，且二重退火保温过程中一次初

生 α 片层略微发生粗化； 900℃温度

进行第二重退火时，由于退火温度高

于 α→β 相转变温度，部分马氏体相

未直接分解，而是转变为亚稳 β 相，

由亚稳 β 相分解生成 α+β 相，因此

900℃二重退火后 α 片层尺寸明显更

为细小；当进一步增加二重退火温

度时，更多的马氏体相转变为亚稳 β
相，但由于此时退火温度较高，亚稳

β 相分解产生的 α 片层生长驱动力

大，因此退火后片层发生明显粗化。

当第一重退火温度低于相变点时，

990℃退火后复合材料基体组织由初

生 αp 相和 β 转变组织组成。860℃
温度进行第二重退火时，初生 αp 不

发生变化，β 转变组织分解为次生 αs

片层，由于二重退火温度处在 α 相

区上部，β 转变组织分解产生的次生

αs 片层发生了明显的粗化，平均厚度

大约为 0.3μm； 900℃进行第二重退

火时，由于退火温度高于 α→β 相转

变温度，990℃退火形成的次生 αs 转

变为亚稳 β 相，由于二重退火冷却

速度较快，因此形成少量针状马氏体

相，整体 β 转变组织细小致密。当第

二重退火温度进一步增加至 940℃
时，较高的退火温度导致马氏体相发

生分解，形成粗大片状 α 相。总体来

说，900℃温度为最佳二重退火温度，

在此温度下退火可有效细化 α 片层，

改善片层组织性能。

图 14 为双重退火后复合材料的

显微硬度测量值。对比不同温度退

火后复合材料显微硬度值发现，两相

区进行第一重退火时，复合材料显微

硬度整体较低，这主要与两相区第

一重退火后复合材料基体组织中存

在的初生 αp 相有关。单相区进行第

一重退火时，复合材料在 900℃第二

重退火温度下获得最大显微硬度值

509HV，这主要是由于 900℃第二重

退火获得的 α 片层尺寸细小致密，导

致复合材料硬度明显上升。

结论

（1）TiBw / TA15 复合材料中初生

αp 相含量随 α+β 相区固溶温度的升高

逐渐减少。固溶过程中，轧制退火形

成的球状次生 α 相回溶，时效过程中

重新以细小针状 αs 相析出；单相区固

溶处理后复合材料基体组织为网篮状

组织，α 片层及 β 晶粒尺寸随固溶温

度的升高略微增加，整体显微组织较

细；相同两相区固溶温度下，不同固溶

时间所带来的复合材料基体组织差异

较小，αp 相及 αs 尺寸变化不大。

（2）初生 αp 相含量的减少以及

β 转变组织的增加导致两相区固溶

后复合材料显微硬度值增加，α 片层

的粗化是单相区较高温度下固溶处

理后复合材料显微硬度值下降的关

键因素；随时效温度的升高以及时

效时间的延长，组织中次生 αs 片层

和晶界 α 相尺寸存在粗化趋势，且单

相区固溶后的复合材料在较高温度

下时效时更易引起晶界 α 相粗化及

β 晶粒内部分 α 片层异常长大，导致

显微硬度值下降。

（3）采用双重退火工艺可明显细

化 α 片层，复合材料经 1100℃ /0.5h/
AC+900℃ /1h/AC 的双重退火工艺

处理后，α 片层平均片层厚度约为

0.25μm，显微硬度值明显高于固溶 –
时效热处理工艺。

（4）不同热处理工艺下，复合材料

中 TiB 晶须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仍以轧

图 14 双重退火后复合材料的显微硬度测量值

Fig.14 Microhardness measurement of composite after dual ann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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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后破碎的带状形态分布于基体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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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eat Treatment Process of TiBw /TA15 Composite

LIU Yingying, FU Mingjie, WANG Fuxin, ZENG Yuansong
(AV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heat treatment process of solution aging and dual annealing of TiBw /TA15 composite after rolling 
in the (α+β) region was studied. During the solution treatment in (α+β) region, as the solution temperature increases, the 
primary α phase content decreases, the spherical secondary α phase content in the β transition tissue decreases, and the 
size increases. The secondary αs phase was separated with small needle α, and the microhardness value increases with the 
consolidation temperature in the (α+β) region. After solution treatment in the β region, composite matrix tissue is basket-
like structure, β grain and α lath are small, and the overall microhardness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 is relatively high. 
Solution time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hardness of composite materials. The size change of secondary 
α lath in the 650–750℃ temperature range, and the microhardness decreases slightly with the roughening of the lath. The dual 
annealing process of 990℃/0.5h/AC+900℃/1h/AC and 1100℃/0.5h/AC+900℃/1h/AC can significantly refine the α lath 
and improve the microhardness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s. TiB whiskers are stable phase during heat treatment, and the 
change of heat treatment process will not cause obvious changes in TiB whiskers. Changes of primary α phase content, 
secondary α phase size, β grain size and α lath size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microhardness of composite materials.
Keywords: TiBw /TA15 composite; Solution-aging heat treatment; Dual annealing; Microstructure; Microhardness

（责编  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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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选区熔化成形钛合金零件
工艺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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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在零件激光选区熔化成形前对其开展工艺仿真研究，分析零件的残余应力以及变形情况，对于优化工艺参

数，提高零件的制造成功率具有重要作用。以航空鹅颈链零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商用软件 Inspire 对零件激光选区熔

化成形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分别研究了成形姿态、支撑结构和激光功率对零件应力及变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

形姿态对零件的变形及应力分布有重要影响，较强的支撑结构和合理的激光功率有利于减小零件变形和应力。

关键词：激光选区熔化；工艺仿真；成形姿态；支撑结构；激光功率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4.049

* 基金项目：工信部民机专项（2017YFB1103305）。

王卫东

  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金属增

材制造和激光选区熔化。

由于温度梯度高，金属零件内部残余

应力较大。对于结构复杂的零件，成

形中发生开裂、翘曲、变形，甚至成形

失败的可能性增加 [9–10]。选择合理

的工艺参数可显著提高零件的制造

成功率 [11]，因此，非常有必要在生产

制造前对零件进行工艺仿真，评估零

件的残余应力及变形情况，为成形方

向摆放、支撑添加以及工艺参数的设

置提供精确的指导 [12–13]。

目前，已有多款分析软件可对

SLM 过程进行工艺仿真分析 [14]，例

如 ANSYS Additive[15–16]、Simufact 
Additive[17]、ABAQUS Additive[18–19]、

Inspire Print3D 等。卢庆勇等 [20] 采

用 Simufact Additive 软件对钛合金

支架进行了支撑优化分析，分析结果

引文格式： 王卫东 , 刘建光 , 刘倩 , 等 . 激光选区熔化成形钛合金零件工艺仿真研究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4): 49–55.
  WANG Weidong, LIU Jianguang, LIU Qian, et al. Research on process simulation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forming 

titanium alloy parts[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4): 49–55.

激光选区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以高能激光束为热

源，通过周而复始地熔化凝固金属粉

末，可快速将三维数字模型成形为金

属零件  [1–4]。与传统加工制造方式相

比，采用 SLM 技术可极大提升设计

自由度，尤其对于具有复杂结构特征

的航空零件来说，更能极大地保证成

形零件与设计模型的一致性 [5]。同

时，SLM 工艺能大大缩短复杂零件

的设计制造周期 [6]。正因为该技术

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目前，已经在航

空航天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7]。

采用 SLM 工艺成形时，金属粉末

熔化凝固的速率超高，可达到 107K/s，
因此成形零件的微观组织均匀，晶粒

细小，综合机械性能优异 [8]。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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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支撑结构有效降低了零件的变

形值，镂空支撑一定程度上可对支

撑结构进行优化。陶攀等 [21] 预测了

SLM 成形 AlSi10Mg 合金悬臂梁的

变形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模拟的翘曲

方向和变形趋势与试验测量值具有

非常高的吻合性。李礼等 [22] 模拟了

航空零件支臂和导向叶片的成形过

程，结果表明工艺仿真的变形位置及

变形量与实际打印完全吻合。刘贺

等 [23] 对 4 种不同支撑方案的卫星典

型支架结构进行了 SLM 工艺模拟，

通过分析 4 种支撑方案的应力和变

形情况形成了最佳成形方案。倪辰

旖等 [24] 通过建立“热源 – 局部 – 结

构件”三级递进模型，对结构件的变

形量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仿真的

零件变形趋势与实际打印相近，仿真

误差小于 20.5%。

本文采用 Inspire Print3D 软件

对鹅颈链结构进行工艺仿真模拟，研

究成形姿态、支撑结构和激光功率对

成形零件应力和变形的影响，为后续

SLM 成形鹅颈链结构提供指导。

方法及模型

本文采用弹塑性材料本构模型，

考虑材料熔点温度和不同温度下的

杨氏模量及热膨胀系数。在成形的

过程中和打印结束后，成形零件与基

板、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热量的交换，

因此零件的温度不断下降。本文考

虑的热量交换方式为热传导、热对流

和热辐射，由于零件不同部位冷却速

度有差异，这使得局部应力过大，最

终表现为零件发生变形。

热对流指固体表面与周围流体

之间由于存在温差而引起的热量交

换方式，遵从牛顿冷却定律，如式

（1）所示。

q = hc（Ts– T∞） （1）
其中，q 是热流密度，W/m2 ；热对流

系数 hc=5W/（m2·K）；Ts 是固体表

面温度，取值为 293K ；T∞ 是周围流

体温度，取值为 1878K。

热辐射指物体发射电磁能，被其

他物体吸收再转变为热能的过程。

物体之间的辐射换热采用 Stefan–
Boltzmann 方程计算，如式（2）所示。

Q =εr β（T 4s–T 4∞） （2）
其中，Q 是热流率，W；发射率 εr= 
0.54 ；β是 Stefan–Boltzmann 常数，取

5.67×10–8 W/K4 ；Ts 是固体辐射面的

温度；T∞ 是周围流体的温度。

机械变形采用式（3）进行计算：

ε = εe+ εp+ εth （3）
其中，εe 为弹性模量；εp 为塑性应变；

εth 为热应力。

εth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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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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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中，∆T 为加热时间；Plaser 为激光功

率；Dlaser 为激光直径；epowder 为铺粉

厚度。

本文研究的航空零件为鹅颈链，

结构如图 1 所示，材料为 Ti–6Al–4V
合金，材料的热物理参数如表 1 所

示，工艺仿真成形参数如表 2 所示，

不同温度下的杨氏模量与热膨胀系

数如图 2 所示。

模型的网格尺寸设置为 1mm。

成形姿态设置为卧姿与站姿两种（图

3），支撑结构分为弱支撑和强支撑两

种（图 4），激光功率分别采用 250W、

275W、300W、325W、350W、375W 和

400W。

表 2 工艺仿真成形参数

Table 2 Process simulation forming parameters

扫描速度 V/
（mm·s–1）

扫描间距
D/mm

层厚
μ/μm

预热温度
T/℃ 激光功率 P/W

1200 0.08 30 30 400/375/350/325/300/275/250

403.476mm

194.626mm

83.207mm

图 1 鹅颈链结构模型及尺寸示意图

Fig.1 Structure model and size diagram of gooseneck 

表 1 Ti–6Al–4V 材料热物理化学参数

Table 1 Thermophysical and chemical parameters of Ti–6Al–4V 

密度 ρ/
（g·cm–3）

比热容 C/
（J·kg–1·K–1）

热导率 K/
（W·m–1·K–1）

发射率 熔点 /K 泊松比
μ

4.43 553 7.1 0.54 1878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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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温度下 Ti–6Al–4V 合金的杨氏模量及热膨胀系数

Fig.2 Young’s modulus and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of Ti–6Al–4V allo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杨氏模量 （b）热膨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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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种摆放方式下鹅颈链成形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gooseneck formation in two ways

（a）卧姿成形 （b）站姿成形

图 4 两种支撑结构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wo support 
structures

（a）强支撑结构

（b）弱支撑结构

图 5 默认工艺下 SLM 成形鹅颈链零件的仿真结果

Fig.5 Simulation results of SLM forming gooseneck parts under default process

（a）默认成形工艺条件下的变形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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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默认成形工艺条件下的应力仿真结果

（c）变形>1.9mm的仿真结果 （d）应力>380MPa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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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1 成形姿态对应力与变形的影响

本文模拟了两种摆放条件下鹅

颈链结构的应力及变形情况。图

5 和图 6 分别示出了两种成形姿态

下鹅颈链结构的应力及变形结果。

图 5 的默认成形工艺为激光功率

250W，支撑结构为强支撑，图 6 的

成形条件除姿态外，其他工艺条件

与图 5 完全相同。对比两种成形姿

态下的变形及应力结果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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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的制造成本更高，因此为了提高

制造成功率，通常会在确保支撑可去

除情况下，尽可能增加支撑的强度，

既保证成功成形，还可以有效地传递

热量，降低零件内部的残余热应力和

尺寸变形。

3 激光功率对应力及变形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 4 种激光功率下鹅

颈链结构的应力及变形情况。图 9
为激光功率为 350W 时的工艺仿真

结果，与图 5 相比，除激光功率不同

外，其他工艺条件完全相同。对比

图 6 站立成形姿态下 SLM 成形鹅颈链零件的仿真结果

Fig.6 Simulation results of SLM forming gooseneck parts under standing forming attitude

（a）站姿成形下的变形仿真结果 （b）站姿成形下的应力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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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变形>1.9mm的仿真结果显示 （d）应力>380MPa的仿真结果显示

最大：3.833e+00mm 最大：8.362e+02MPa

卧姿成形时的零件最大变形位置为

鹅颈链顶部尖端处，最大变形量为

3.741mm，应力最大位置出现在底部

螺栓处，最大应力为 883.1MPa。而

以站立姿态成形时，零件产生最大变

形和应力最大处都为鹅颈链背部中

间位置和底部螺栓孔处，最大变形量

为 3.833mm，最大应力为 836.2MPa。
同时对比零件变形量大于 1.9mm 的

结果可以看出，卧姿成形的变形主要

集中在零件顶部尖端处，而站姿成形

的变形出现在底部螺栓孔处。卧姿

成形条件下，应力大于 380MPa 的位

置为中腹部位置、底部螺栓孔及顶部

尖端处，而以站姿成形时则主要集中

在底部螺栓孔、背部与腹部的中间位

置处，顶部尖端处未出现明显的应力

累积。

与卧立姿态成形相比，站立姿态

成形的支撑结构较少，热量传导效率

较低，从图 7 两种成形姿态下的温度

演变结果可以看出，站姿成形时的零

件温度更高，因此产生的残余热应力

较高，最终零件整体变形量较大。两

种成形姿态下的零件中部位置处都易

产生应力累积及较大变形的主要原因

是，在该位置处零件与支撑结构有大

面积的接触，成形时的热量很难通过

支撑结构完全传递到基板，从而导致

热量累积，最终在零件中部位置处残

留较高的热应力和发生较大变形。

2 支撑强度对应力及变形的影响

本文模拟了两种支撑强度条件

下鹅颈链零件的应力及变形情况，图

8 为弱支撑条件下的工艺仿真结果，

与图 5 相比，除支撑强度不同外，其

他工艺条件完全相同。对比图 5 和

图 8 可以看出，两种支撑强度条件

下，零件的最大变形位置都为鹅颈链

顶部尖端和底部螺栓孔处，最大变形

量分别为 3.741mm 和 3.744mm，零

件的热应力最大位置为底部螺栓孔、

中腹部和顶部尖端处，最大应力分别

为 883.1MPa 和 869.7MPa。两种支

撑结构的最大变形量基本相同，但是

对比变形量大于 1.9mm 的结果可以

看出，弱支撑结构的顶部尖端处有更

多的区域变形超过 1.9mm，并且应力

大于 380MPa 的区域面积也要超过

强支撑结构。

通过分析以上仿真结果可以得

到，在弱支撑结构条件下热量的传导

效率降低，大量的热量累积在零件内

部，最终以残余热应力的形式留在零

件中。而当累积的残余热应力大于

支撑结构的拉力时，零件结构发生变

形。在实际成形制造中，由于大尺寸

图 7 两种成形姿态下的温度演变结果

Fig.7 Temperature evolution results of two forming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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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激光功率条件下的仿真结果可

以看出，350W 激光功率条件下零件

在顶部尖端处的最大变形量更大，

为 3.915mm，在底部螺栓孔位置处

应力最大，为 925.5MPa，其变形量和

应力都远远大于 250W 激光功率条

图 8 弱支撑结构条件下 SLM 成形鹅颈链零件的仿真结果

Fig.8 Simulation results of SLM forming gooseneck parts under weak support structure

（a）弱支撑结构下的变形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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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弱支撑结构下的应力仿真结果

（c）变形>1.9mm的仿真结果显示 （d）应力>380MPa的仿真结果显示

最大：3.744e+00mm

件下的结果。同时，对比变形量大于

1.9mm 的结果可以看出，350W 激光

功率条件下，零件底部螺栓孔靠上的

部分区域变形量也超过了 1.9mm。

而对比应力超过 380MPa 的分布区

域可以看出，两者无明显差异。

与 250W 激光功率成形相比，

350W 成形条件下的热输入量过大，

过多的热量无法通过支撑和实体零

件传递到基板上。因此，最终累积在

零件内部，累积的热量导致形成残余

热应力，当支撑结构的拉应力不足以

图 9 350W 激光功率条件下 SLM 成形鹅颈链零件的仿真结果

Fig.9 Simulation results of SLM forming gooseneck parts under 350W laser power

（a）350W激光功率下的变形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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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0W激光功率下的应力仿真结果

（c）变形>1.9mm的仿真结果显示 （d）应力>380MPa的仿真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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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SLM 工艺成形的鹅颈链零件

Fig.11 Goose–neck parts formed by SLM

抵消残余热应力时，零件发生变形。

支撑结构拉应力与残余热应力的差

值越大，零件的变形量也就越大。

同时，图 10 详细列出了不种激

光功率下 SLM 成形鹅颈链结构的

应力及变形结果。随着激光功率的

增加，鹅颈链零件的最大变形量先减

小，再增大至基本稳定，在激光功率

为 375W 时的最大变形量达到最大

值，为 3.920mm。最大应力随激光

功率的增加先升高，然后保持不变，

在 300W 时最大应力达到峰值，为

931.7MPa。在其他工艺参数不变的

情况下，激光功率对成形时的能量输

入起决定性作用。合理的能量输入

可实现最优的成形效果，如 250W 时

的成形，零件最大变形量与最大应力

值都最小。

图 11 为采用优化工艺参数成形

的鹅颈链零件。

 
结论

本文基于热固耦合算法，利用

Inspire 软件研究了成形姿态、支撑结

构和激光功率对 SLM 成形鹅颈链结

构应力和变形的影响，通过对仿真结

果的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成形姿态对 SLM 成形鹅颈

链结构的变形位置及应力累积位置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卧姿成形的零

件最大变形位置为鹅颈链顶部尖端

处，应力最大处为底部螺栓孔，站姿

成形的零件最大变形和应力最大处

都为鹅颈链背部中间位置和底部螺

栓孔处。

（2）弱支撑成形条件下，零件变

形超过 1.9mm 和应力大于 380MPa
的区域都超过强支撑。

（3）随着激光功率的增加，鹅颈

链零件的最大变形量先减小，再增大

至基本稳定，最大应力先升高，然后

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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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y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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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ptimizing the process parameters and improving the manufacturing success 
rate of the parts to carry out the process simulation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residual stress and deformation of the parts 
before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In this paper, aviation goose-neck par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influence of forming 
attitude, support structure and laser power on the stress and deformation of aerospace part goose-neck was studied by using 
Insp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ming attitude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deformation and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part, a stronger support structure and a reasonable laser power are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the part.
Keywords: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Process simulation; Forming attitude; Support structure; Laser power

（责编  七七）



56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4期

FORUM论坛

TC17 钛合金砂带磨削表面形貌
形成及其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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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钛合金材料具有密度低、强度高、抗氧化性好等优异性能，但这些性能也使其成为难加工材料。砂带磨削是

精密加工钛合金材料的重要方法，可以获得良好的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对不同工艺参数下的 TC17 钛合金表面粗

糙度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探究了进给速度、砂带线速度和下压量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为了更高效地预测

表面特征等信息，开发了相应的软件。试验结果表明，表面粗糙度随砂带线速度的增大呈先减小后增大趋势，随进给

速度的增大而增大，随下压量的增大呈现先减小后增大趋势。磨痕细腻程度则会随工艺参数呈现先增后减或先减后

增的趋势。所开发软件预测误差在 10% 以内的预测结果占比达到了 92.19%，最小误差达到 0.35%。

关键词：钛合金；砂带磨削；表面粗糙度；表面形貌；软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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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伟

  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

一般来说，单颗磨粒切削厚度越大，

磨削后残留的磨痕及其两侧的材料

堆砌越明显，表面粗糙度值越大；磨

削力，是影响工件材料变形的重要

因素，磨削力越大，表面粗糙度值越

大；磨削温度，是影响工件材料的可

塑性的重要因素，磨削温度越大，使

得工件可塑性上升，从而影响其变

形，导致表面粗糙度值增大。因此，

所有影响上述 3 个方面的因素均对

表面粗糙度存在一定影响，如进给速

度、砂带线速度、下压量和磨损等。

Wu 等 [7] 通过对抛磨材料进行

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研究了砂

带目数、磨削速度、进给深度和进给

速度对磨削效果的影响，并探究了磨

削效果最好时的最优工艺参数组合。

钛合金具有密度低、强度高、

抗氧化与蠕变性能好等优异特性，

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前景 [1–2]。然而，多数钛合金的热导

率很低，使得加工时热量难以散出，

导致刀具磨损严重而难以对其加工，

而且钛合金的塑形小和化学成分不

稳定等原因也使其成为典型的难加

工材料。磨削是高效精密加工钛合

金材料的重要方法，可以获得良好的

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

表面粗糙度直接影响着工件表

面质量，同时又是表面完整性相对

直观地体现，因此是目前研究最为广

泛的要素。磨粒切厚 [3–4]、磨削力 [5]

和磨削温度 [6] 这 3 个因素对表面粗

糙度有着重要的影响。磨粒切厚，主

要是单颗磨粒的切削厚度，是影响磨

痕及其两侧的材料堆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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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戈山等 [8] 开展钛合金试样氧化铝

空心球砂带磨削的相关工艺试验研

究，重点研究了在较低磨削压力和砂

带线速度的情况下，对应工艺参数对

磨削比和表面粗糙度的影响，通过正

交试验，发现了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顺序是磨削压力、砂带线速度、进给

速度。

为了更好地分析影响规律，胥军

等 [9] 研究了磨削表面特性及其磨损

性能，通过高倍电镜检测了磨削试样

的表面形貌，分析了不同磨削速度

对表面纹路的影响和表面损伤机理。

曹克等 [10] 用白刚玉砂轮与微晶刚玉

砂轮进行钛合金 TC17 平面磨削对

比试验，磨削工件表面完整性、磨削

力和砂轮堵塞程度为评价指标，综合

评价微晶刚玉砂轮的铁合金磨削性

能，并对微晶刚玉磨料的微晶结构及

磨粒磨损机理进行了研究。

为了更加高效集中地处理表面

特征，试件表面完整性和表面性能的

系统性和集成性分析，有必要进行

相应的软件开发。王云平等 [11] 以

PMAC（Programmable multi-axis 
controller，PMAC）运动控制卡为核

心的开放式轧辊磨床数控系统，以保

证加工精度和稳定性。闫利文等 [12]

利 用 Visual Basic6.0、VisualC++ 与

西门子开发环境 OEM 相结合开发

了轧辊磨床数控系统应用软件，不

过，使用 VB6.0 进行接口开发的缺

点是效率低，开发限制大以及无法跨

平台。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钛合金磨削

已有不少相关研究，能够一定程度上

揭示工艺参数对表面粗糙度及其形

貌的影响规律。不过详细分析砂带

磨削钛合金时工艺参数对表面粗糙

度及其形貌的影响相对较少。本文

从表面粗糙度值检测结果和磨痕细

腻程度的角度，较为详细地分析其

规律。为了高效预测砂带磨削钛

合金表面特征情况，还进行了对应

的软件开发。

试验内容

1 单因素试验

在进行单因素试验之前，需要对

类钛合金薄壁件进行探索性磨削试

验，平均每个参数选择 5 个不同的梯

度进行试验，对磨削过后的加工余量

和工件进行检测，主要的对象为：工

件的加工余量、表面粗糙度、表面形

貌特征。基于探索性试验，探索出

强深磨削参数的基本范围。分析试

验得到的原始数据，在强深磨削条

件下所得到的工件表面质量进行检

测，以确定强深磨削最佳工艺参数。

通过单因素试验，进一步探索不

同工艺参数对钛合金薄壁件表面强

深砂带磨削的影响。根据单因素试

验结果，分别设置 4 项不同的进给速

度、砂带线速度和下压量，即 4×4×4
组试验。四等分打磨长度为 60mm
的磨痕条，检测其中 3 个节点的工

件表面粗糙度、表面形貌特征，获得

原始数据并进行处理，其中使用 FTS 
Intra 表面粗糙度轮廓仪进行粗糙度

检测，通过多点的粗糙度平均值及最

值绘制表面粗糙度折线图，同时使用

上海光学仪器厂生产的金相显微镜

检测对应点的表面形貌，最后再分析

磨削工艺参数对表面粗糙度及其形

貌的影响规律。

本次试验平台为精密数控砂带

磨削试验平台，如图 1 所示，其主要

技术参数见表 1。试验后，采用了粗

糙度轮廓仪、白光干涉仪和高倍金相

显微镜来检测钛合金 TC17 试验件

的表面粗糙及其形貌，材料相关参数

见表 2 和表 3。
2 软件开发

钛合金材料对于航空航天事业

至关重要，因此，对于钛合金材料的

材料去除率、表面粗糙度和表面服役

性能的预测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

这些特征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分散，

缺乏系统性和集成性，这样对于用户

来说操作性很差，工作效率较低。因

此，有必要开发一款针对表面完整性

和表面性能的软件。用户在该软件

中输入相关的工艺参数和材料特性

参数，并选择相应的算法功能模块，

软件根据算法的计算方式，将数据直

接反馈给用户处理之后的数据结果。

同时，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利用更

新软件所具备的功能，同样也可以扩

展软件的适用对象范围，为用户提供

图 1 精密数控砂带磨削试验平台

Fig.1 Precision CNC belt grinding experiment platform

表 1 机床主要参数

Table 1 Main parameters of machine tool

X，Y，Z 轴定位
精度 /mm

X，Y，Z 轴重复定位
精度 /mm

A 轴定位
精度 /（°）

表面粗糙度
Ra/μm

0.015 0.01 0.01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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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全面的服务。

软件采用如图 2 所示的结构层

次设计，基于交互方式、主要功能和

数据结构可分为 3 个层次：用户界

面层、业务逻辑层和基础支撑层。层

次清晰的结构使软件体系具有良好

的可使用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充性。

用户界面层进行人机交互任务，主要

包括操作接口、文件视图、2D 展示和

数据表格等。操作接口主要执行用

户对界面的操作按钮、数据输入和选

择模块功能，实现软件主体功能的可

视化操作。业务逻辑层将功能模块

进行分析，包括输入部分、算法选择

部分和输出部分。以表面粗糙度为

例，为得到较为精确的预测结果，将

输入部分划分为多个模块，包括机床

型号、砂带类型、磨头选择、工件选

择、辅助系统和工艺参数 6 个模块。

基础支撑层可对软件所使用的各类

数据库进行管理分类，使各类数据

有序保存以支撑软件功能的有效调

用，主要包括工艺数据库、算法库和

拟合图库。

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探索性试验中磨痕二维

形貌的检测与观察，可以发现低进

给、低砂带线速度、小下压量的情况

下进行磨削，可能会导致磨削较浅

（图 3（a））、磨削不均匀（图 3（b），
其中红色方框表示未磨削区域、黄色

方框表示已磨削区域）等情况；高进

给、高砂带线速度、大下压量的情况

下进行磨削，可能会导致磨削表面质

量不理想、磨痕过大和细腻程度不足

（图 3（c））等情况。且在磨削过程

中，由于装夹不牢固或位置偏差以及

机床振动等问题，会出现磨削过程中

下压不稳定，而从导致磨削路径上未

磨削区域的出现，使得二维形貌表面

不均匀（图 4，其中红色方框为未磨

削区域）。

为避免上述情况，尤其是机床振

动或非装夹的因素，经过探索性试

验，设定了相对合适的各项变量参数

（进给速度 vg、砂带线速度 vb、下压量

表 2 钛合金 TC17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C17 titanium alloy (mass fraction)             %

Ti Al Sn Zr Mo Cr Fe C N H O 其他元素

余量 4.8 1.9 1.9 3.9 — 0.06 0.01 0.01 0.005 0.10 单个
<0.10

总量
<0.30

图 2 软件结构层次图

Fig.2 Software structure hierarchy diagram

数据表格2D展示文件视图操作接口

磨头类型砂带类型机床型号

工艺参数辅助系统

辅助系统

工件选择
输入：

用户界面层

业务逻辑层

拟合图库算法库工艺数据库基础支撑层

磨头类型砂带类型机床型号

工艺参数辅助系统工件选择
输出：

图 3 探索性试验二维形貌表面

Fig.3 Two-dimensional topographic surface in exploratory experiment

（a）磨削较浅 （b）磨削不均匀 （c）表面质量不理想

2mm 2mm 2mm

表 3 钛合金 TC17 力学性能

Table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C17 titanium alloy

品种 状态 σb/MPa σ0.2/MPa δ/% 密度 /（kg·m–3） ψ/%

板材 固溶时效 1180 1110 10.0 4770 17.5



592021年第64卷第14期·航空制造技术

高性能钛合金High-Performance Titanium Alloy

而使得磨粒磨平磨损严重，能够保证

在磨削过程中，较脆的磨粒通过破碎

磨损而使较钝的磨粒及时破碎，不断

地产生出新的锋利的切削刃。

2 表面形貌

根据图 5 可发现，砂带线速度

为 19.5m/s 时，表面质量情况表现相

对较好，以此为图 6 中定值进行分

析。对图 6 横向比较，即相同进给速

度的情况下，对比磨痕细腻程度，选

取连续且显著的磨痕，用不同粗细的

辅助以表征磨痕的细腻程度。整体

而言，磨痕细腻程度随下压量的增大

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在下压

量由 3mm 增大到 9mm 的过程中，磨

痕细腻程度下降，而下压量为 12mm
时，磨痕较 9mm 的更加细腻。对于

进给速度为 200m/s，下压量为 9mm、

12mm 两组而言，由于砂带磨损，致

使下压量为 12mm 对应的二维形貌

表面观测图中磨痕表现没有 9mm 的

好，这表明砂带磨损会使得磨痕表现

出不均匀性，产生磨削斜纹以及不连

续磨痕，降低磨削表面质量和材料去

除量，有效磨削量较低，表现在三维

形貌上即是对应的高度差反而更低，

如图 7 所示。

对图 6 纵向比较，即相同下压量

的情况下，对比磨痕细腻程度。整

体而言，磨痕细腻程度随进给速度的

增大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

所观测的进给速度内，磨痕细腻程度

在进给速度为 300mm/min 时表现最

好。对于进给速度为 500mm/min 一

组而言，由于其组别靠前且砂带磨平

磨损量小，使得该组的磨痕细腻程度

表现也很好。

对于最大磨痕大小而言，由于其

与磨痕细腻程度有着直接联系，磨痕

越细腻，则最大磨痕相对较小，因此，

最大磨痕大小的变化趋势与磨痕细

腻程度具有一致性。

由上文可知磨痕细腻程度在进

给速度为 300mm/min 时表现最好，

故选择 300mm/min 的进给速度情况

表 4 单因素试验参数设置表

Table 4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parameter setting table

进给速度 vg/（mm·min–1） 砂带线速度 vb/（ m·s–1） 下压量 ap/mm

200 7.8 3

300 11.5 6

400 15.6 9

500 19.5 12

图 4 由装夹或机床问题导致的二维形貌表面不均匀

Fig.4 Two-dimensional uneven surface caused by clamping or machine tool problems

2mm

ap）以避免机床振动问题，如表 4 所

示。针对装夹不牢固问题，由于采用

悬臂装夹，本次试验通过缩小试件尺

寸，进而减小相应的影响，并及时更换

夹具，以降低悬臂装夹可能造成的夹

具变形问题。选用锆刚玉砂带进行单

因素试验，本次试验中由于砂带都是

新的，所以对砂带进行试磨。

1 表面粗糙度

随着砂带线速度增大，表面粗糙

度值减小，这是由于磨粒的径向位置

是变化的，因此在磨削过程中，不是

所用磨粒都会起切削作用，而砂带线

速度的增大会使在单位时间以内工

件表面单位面积受加工次数增多，即

是说砂带线速度增大会使磨粒对工

件表面加工频率增大。磨料颗粒的

圆周速度增加，磨料颗粒与工件之间

的速度差将越来越大，使工件表面残

留面积及其高度降低从而降低表面

粗糙度。但过大的砂带线速度也会

导致机床振动加剧，造成表面粗糙度

值增大，如图 5 所示。

随着进给速度增大，表面粗糙度

值增大，这是由于较小的进给速度下

有较大的材料去除量，其主要原因如

砂带线速度增大一致，都是通过增多

工件表面被加工次数，以获得相对规

则的表面，而此时磨粒对工件表面的

“拉扯”影响较小。

控制下压量作为单一变量时，整

体呈现出随下压量增大，表面粗糙

度值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一方面，

砂带磨削具有柔性特性，而下压量是

磨削压力的直观体现，当下压量过小

时，磨削压力不足以使砂带与工件在

一个磨削周期内完整接触，可能会出

现欠磨削的现象；另一方面，本次试

验工件为悬臂装夹，当下压量过大

时，磨削压力过大，磨粒与工件摩擦

加剧，使得工件更易出现一定的弹性

变形，且砂带磨损也会加剧，影响其

表面质量，尤其是在过高的砂带线速

度的情况下，随着下压量的增大，表

面粗糙度值反而也会随之增大。

在高砂带线速度和小下压量的

情况下，往往显示出良好的表面质

量，整体的抛磨效果良好，既不会因

为较低的砂带线速度而使得材料去

除量较低，也不会因为较大的下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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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析砂带线速度对二维形貌表面

的影响，如图 8 所示，其处理方式与

图 6 相同。在相同进给速度的情况

下，随砂带线速度的增大，磨痕细腻

程度先增大后减小，最大磨痕大小则

反之。不过，由于磨粒有着较大负平

均切削前角，随着砂带线速度的增

大，塑性变形更加严重，导致了表面

质量的下降。

3 软件预测结果分析

通过所开发软件对本次试验表

面粗糙度值进行预测，以验证软件

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本软件主要采

用了 BP 神经网络算法，用试验中获

得的数据，将不同的加工参数条件下

获得的工件表面用粗糙度仪进行检

测，获得的数据作为试验模型的训练

数据和验证数据。如图 9 所示，将预

测数据与试验数据进行误差分析，其

中 1~16 号砂带线速度为 7.8m/s，进
给速度为 500mm/min、400mm/min、 
300mm/min、200mm/min 循环依次

递减，下压量为 3mm、6mm、9mm、

图 5 不同工艺参数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Fig.5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rocess parameters on surface roug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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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相同砂带线速度、不同进给速度和下压量情况下，钛合金板材二维形貌表面磨痕图

Fig.6 Two-dimensional morphology and surface wear trace of titanium alloy sheet under the 
same belt linear speed, different feed speeds and down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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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9 可知，表面粗糙度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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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数值上匹配良好，软件的可行

性良好。经计算，预测数据的均方差

为 0.24，预测结果稳定较好，软件稳

定性较好，能够满足砂带磨削的工

况。由于软件所采用数据来源依托

于文中所提数控砂带磨床，故而基于

BP 神经网络算法的预测软件目前只

针对该型号机床。

结论

通过试验及后续软件开发可以

发现：

（1）砂带线速度增大，表面粗糙

度值减小，但过大的砂带线速度带

来的振动影响会使表面粗糙度值增

大；进给速度增大，磨粒对工件表面

的“拉扯”影响较小，表面粗糙度值

增大；下压量增大，由于砂带磨削柔

性特性和悬臂装夹，以及砂带磨损

的影响，表面粗糙度值先减小后增

大的趋势。

（2）在高砂带线速度和小下压量

的情况下，更易避免磨平磨损和保证

磨粒及时破碎，更易获得良好的表面。

（3）相同进给速度的情况下，磨

痕细腻程度随下压量的增大整体呈

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与相同砂

带线速度的情况下一致、相同下压量

的情况下相反。

（4）所开发软件预测误差在 10%
以内的预测结果占比达到了 92.19%，

最小误差达到 0.35%，具备满足砂带

磨削工况的可行性和稳定性。

图 7 三维形貌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three-dimensional to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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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相同进给速度、不同砂带线速度和下压量下钛合金板材二维形貌表面磨痕图

Fig.8 Two-dimensional surface wear trace pattern of titanium alloy sheet under the same feed 
speeds, different belt linear speed and down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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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各预测数据表面粗糙度值误差

Fig.9 Error of surface roughness value of each predic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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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占比达到了 92.19%，其中最小

误差达到 0.35%。预测结果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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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urface Morphology Formation and Prediction of Titanium 
Alloy by Abrasive Belt Grinding

SONG Weiwei1, HUANG Yun2, XIAO Guijian2, SONG Shayu2, ZHANG Youdong2

(1.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Army Equipment Department in Shanghai, Shanghai 200233, China; 
2.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itanium alloy have excellent properties such as low density, high strength, and good oxidation resistance, 
which make them difficult to process. Abrasive belt grinding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precision machining of titanium 
alloy, which can obtain good machining accuracy and surface quality. A series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C17 titanium alloy under different process paramet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feed speed, belt 
linear velocity and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was explored. In order to predict surface featur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more efficiently, corresponding software was develop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face 
roughness first decreases and then increases as the belt linear velocity increases, and increases as the feed speed increases, 
while the downward pressure increases, the surface roughness value first decreases and then increases. The degree of 
fineness of the wear scar shows a trend of first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or first decreasing and then increasing with 
the process parameters.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developed software with a prediction error of less than 10% accounted 
for 92.19%, and the minimum error reached 0.35%.
Keywords: Titanium alloy; Abrasive belt grinding; Surface roughness; Surface morphology; Software prediction

（责编  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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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聚焦传动系统及制造前沿

—— 走进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Facing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Focusing on Mechanical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Manufacturing Frontier

[ 编者按 ]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于 1988 年由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建设，1991 年通过国

家验收并正式对外开放，目前为全球机械传动领域的四大顶尖研究机构之一。实验室依托于重庆大学，瞄准机械传

动基础理论、先进制造技术与方法、系统集成与国家核心装备研发等学科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通过开展系统深入的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创新传动系统设计、制造理论与方法，引领了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在航空航

天、海洋舰船、风电、汽车、机床、冶金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及装备国产化进程，已经成为我国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研究、高

层次人才培育与汇聚、学术交流与合作最重要的基地。

程、车辆工程四个博士点和机械工程

博士后流动站。目前主要的研究方

向有：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高性能

制造与装备、服役行为与控制、智能

技术与系统、新型传动理论与技术。

实验室现有 14 个研究团队，210
名固定研究人员，拥有 6 个教育部、

科技部和国防科技创新团队，2 个

重庆市高校创新团队，在读研究生

1209 人，在站博士后 54 人，是国内

机械传动领域高层次人才集中的研

究机构。

实验室拥有仪器设备 2692 台

套，设备总值 9936 万元，具备国际先

进水平的研究条件，建立了传动系统

模拟仿真与高性能计算、齿轮传动复

杂共轭曲面柔性制造、精密传动系统

静态力学性能测试、机械传动系统动

态性能测试分析、高性能机电传动系

统性能试验、汽车动力传动系统性能

试验、齿轮基础数据试验、传动系统

环境试验等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平

台。

关键技术与科研成果

实验室自成立以来承担了包括国

家两机专项、863 计划、973 计划、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等在内的国家级千万级项目数十

项，保障了国家尖端装备的服役性能

及安全，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

做出了重要贡献。实验室先后获得了

包括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高等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以及省部级和行业科技成

果奖在内的奖项共计 100 余项。发表

发展定位与研究团队

实验室瞄准国民经济建设和国

防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聚焦高速、

精密、重载、绿色、智能传动系统以及

制造前沿，以机械传动及其相关领域

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装置为

研究重点，重视信息技术、新材料技

术、节能环保技术的交叉融合，开展

机械传动及其相关领域的应用基础

研究和创新性研究。着力解决国防

和民用工业重要装备中机械传动装

置及其相关系统的共性、关键科技问

题，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提供

理论技术和生产装备支持。

实验室覆盖了机械工程一级国

家重点学科，设有机械设计及理论、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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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论文 2300 余篇，授权国际 / 国
家发明专利近 700项，编写专著 15部、

国家和行业标准 11 项，取得了一系列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成果。

在高性能精密减速器方面，实验

室在国家“863”计划主题项目、国家

军品配套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的资助下，创造性地解决了高性能

传动装置运动精度主动控制与动力传

递难以同时兼顾的关键技术难题；研

制出高可靠精密滤波减速器与驱动装

置、谐波齿轮传动和 RV 减速器等，打

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

在复杂修形齿轮精密数控加工关

键技术与装备方面，实验室研制具备

全齿面复杂修形功能的精密数控磨齿

机、大规格精密数控滚齿机、高速干切

数控滚齿机床装备，创新了滚磨协同

加工工艺，为复杂修形齿轮精密加工

奠定了理论和装备基础。

在航发叶片砂带磨削技术方面，

实验室从材料-结构-性能全流程角

度，研究高性能表面制造过程中宏观

塑性变形和微观组织状态演变规律，

探索了工艺参数对表面微观形貌、硬

度梯度和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机制，

建立了实现高性能基础件精度闭环智

能化调控模型，形成了完备的高性能

表面加工理论。

在高端重载齿轮传动装置关键技

术及其产业化方面，针对我国兆瓦级

风电齿轮箱、大功率船用齿轮箱等全

面依赖进口的状况和国家重大需求，

突破了重载齿轮传动系统高功率密度

设计技术；解决了重载冲击条件下重

载齿轮传动系统动力学设计与振动噪

声抑制难题；提出了针对行星齿轮系

统疲劳损伤抑制的创新设计方法，解

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技术难题。

成果转化与社会效益

实验室成立以来完成了多项关

键技术攻关和技术转让，为国家的科

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在兆瓦级风电齿轮箱、大功率船

用齿轮箱、机器人 RV 谐波减速器等

设计、制造与产业化方面，打破了国

外公司的技术垄断，并实现了产业化

应用。研究成果被应用于苏州绿的、

中技克美、浙江新剑等公司的产品开

发，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我国谐波减速

器产品市场占有率；多项专利技术

已在江苏泰隆减速机公司实现了产

业化应用，专利转让费超过 5000 万

元；支撑了秦川、珠海飞马、双环传

动等公司产品研发，打破了发达国家

对 RV 减速器的长期垄断。

在高端齿轮加工方面，实验室所

研制出的高端制齿机床解决了高端

装备高速重载工况齿轮精密可靠传

动难题，突破了美国 Gleason、德国

KAPP 等专利技术壁垒和市场垄断，

实现了高端齿轮加工的自主可控。

目前该成果在汽车、工程机械、风电

等装备上得到应用，产品畅销日本、

英国、韩国等国家。

在航发叶片精密砂带磨削技术

与装备方面，实验室研制出了国际首

台七轴联动砂带磨床以及国内首台

激光砂带协同加工装备，并拓展至多

品种混流、多工序集成的智能磨削装

备，实现了叶片高端数控砂带磨削装

备从“零”到“系列化”的跨越，保障

了我国现役重点型号发动机逾 60 种

规格叶片的稳定批产。项目开发的

系列化装备跻身叶片精密制造国际

高端行列，累计加工叶片 600 余万

件，完成各种发动机装机千余台，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十分可观。

高端重载齿轮传动装置关键技

术方面的研究成果支撑了南高齿、重

齿、杭齿、太重等国内专业齿轮企业

生产的 5~10MW 系列风电、10MW
大型船舶等 50 余种规格重载齿轮传

动装置研制，产品主要性能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改变了我国高端重载

齿轮依赖进口的局面，并批量出口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基于风洞特种试验飞行器位姿

测控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制了我国首

套飞行器高机动风洞试验系统。同

时开发了高海况航母舰载机着舰验

证系统，为高海况下航母安全航行和

舰载机安全着陆提供了充分的试验

手段和基础数据，有力支撑了多种军

工装备的研制与开发。

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

实验室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发

展对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建立了面向先进制造的新工科

工程人才培养教育模式、教学方法和

课程体系。以社会需求为牵引，采取

校企联合模式，深化创新创业协同育

人实践基地建设。以培养能够引领

未来先进制造业发展人才为目标，建

立先进制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实验室以

国际化科研合作为抓手，通过引进

海外高水平师资，组建国际化师资队

伍，引进全英文课程和教材等方式，

培养具有国际化水平的教学和科研

团队。同时，通过与国外著名大学和

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进行高

层次人才联合培养。目前，实验室与

国外机构已联合培养博士 175 人，硕

士 1044 人。

实验室以政府合作项目为牵引，

以国际化人才为纽带，积极开展国

际交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和支

持大学生和研究生通过境外访学、

联合培养、学术交流、海外夏令营等

方式进行国际交流。同时通过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接轨的辛辛那提

国际联合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

实验班、加拿大 UBC 联合实验班等

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与国外著名大学

和研究机构的文化、科研交流。此外

还通过建立教育部轻合金材料国际

联合实验室等国际合作方式，与美国

Gleason 公司、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等建立了长效的国际交流机制。

� （采访　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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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电效应的切削振动能量收集及减振刀具应用*

杨毅青 1， 申 睿 1， 高浩洋 1， 何万林 2， 赵洪杰 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191；
2. 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北京 100076）

[ 摘要 ] 大长径比刀具普遍应用于具有深腔、深孔特征工件的加工。随着悬长的增加，刀具等效刚度降低，易引发强

烈切削振动。设计内置压电陶瓷吸振器的大长径比车刀，可将主结构振动转化为吸振器质量块振动和压电陶瓷输出

的电能，提升减振效果。模态试验表明，减振车刀共振峰值相比于原刀具减少了 80.1%。最后，开展多组切削试验，

相比于无吸振器刀具，加吸振器后刀具频响函数峰值下降了 72%，工件表面粗糙度下降了 67.2%。同时，收集到的输

出电压达 1.1~10.1V，该信号与切削振动密切相关。

关键词： 车刀；振动；减振；能量收集；压电陶瓷；大长径比

Energy Collection of Cutting Vibration Based on Piezoelectric Effect and 
Application of Damping Tools

YANG Yiqing1, SHEN Rui1, GAO Haoyang1, HE Wanlin2, ZHAO Hongjie2

(1.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Capital Aerospace Machinery Co., Ltd., Beijing 100076, China)

[ABSTRACT] The tool with large aspect ratio is widely used in machining workpieces with deep cavity and deep 
hol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uspension length, the equivalent stiffness of the tool decreases, which leads 
to strong cutting vibration. The design of large aspect ratio turning tool with built-in piezoelectric ceramic damper can 
transform the vibration of main structure into the vibration of damper mass and the electric energy output of piezoelectric 
ceramic, so as to improve the vibration reduction effect. The modal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resonance peak value of 
the damped tool is reduced by 80.1%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tool. Finally, several cutting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After adding damper, the peak value of tool’s FRF decreased by 72%, and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workpiece 
decreased by 67.2%. At the same time, the output voltage signal collected is 1.1–10.1V,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tting vibration.
Keywords: Turning tool; Vibration; Vibration reduction; Energy collection; Piezoelectric ceramics; Large aspect ratio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4.066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1960108，51675032）；航天 CALT 基金（CALT2020–ZD11）。

引文格式： 杨毅青 , 申睿 , 高浩洋 , 等 . 基于压电效应的切削振动能量收集及减振刀具应用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4): 66–70, 100.
  YANG Yiqing, SHEN Rui, GAO Haoyang, et al. Energy collection of cutting vibration based on piezoelectric effect and 

application of damping tools[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4): 66–70, 100.

大长径比车刀在加工具有深腔、深孔特征的飞机结

构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长悬伸导致刀具

等效刚度降低，容易产生颤振，导致切削效率、零件表面

精度和刀具寿命降低。

被动减振的实现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改变刀

具结构增加系统阻尼实现减振。如 Denkena 等 [1] 通

过黏弹性材料的内摩擦增加刀具的阻尼，实现加工的

稳定性；Liu 等 [2] 研制了一种具有约束层阻尼的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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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动刚度比传统的钢合金刀架高 6 倍；Ziegert 等 [3] 根

据库仑摩擦原理研制的阻尼铣刀，临界稳定切深提高

了 53%。二是通过附加吸振器实现减振。吸振器是一

个附加在主系统上的子振动系统，它依靠附加质量块

吸收振动从而实现减振。经典单自由度吸振器结构简

单，性能稳定，被广泛应用于刀具减振。Hahn 等 [4] 使用

Lanchester 吸振器来减小镗杆加工时的振动。杨毅青

等 [5] 设计了一种内嵌吸振器的铣刀，使刀具在各个方

向的频率响应降低 75%。上述吸振器大多以耗能形式

产生阻尼，也可通过采用压电片将振动能量转换为电能

产生等效阻尼。

压电材料能够从振动中吸收能量并转化为电能，该

过程以阻尼形式反作用于结构。它以刚度高、响应快、

性能稳定等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陈子光等 [6] 研究

了压电陶瓷圆柱壳的扭转振动问题 , 并且建立了输出

电压、电流、能量、效率及输出功率密度的解析表达式。

刘祥建等 [7] 设计的一种彩虹形多方向压电能量收集器

实现了对不同方向振动能量的收集。Abdelmoula 等 [8]

将压电悬臂梁应用于振动系统，降低了主结构的振动振

幅，显示出了宽频带共振区。Yan 等 [9] 在悬臂梁上粘贴

压电片，利用压电效应将主振动系统的纵向振动能量转

化为电能，达到抑制振动、收集能量的目的。周标等 [10]

基于压电分支阻尼技术进行了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抑振

研究。因此，电压与振幅直接相关，可以简单代替加速

度计进行振动监测，预测工件表面质量，然而，在制造领

域的应用却鲜有报道。

本文以压电陶瓷为基础，设计出一种大长径比细长

车刀。介绍车刀内置吸振器的工作原理；推导压电陶瓷

的等效阻尼；模拟不同几何形状和材料的压电陶瓷的阻

尼效应和伏安电压输出；进行包括车削刀具和嵌入式吸

振器在内的结构设计和模态试验；通过加工试验，验证

阻尼刀具的效果。

1 理论建模

本文设计了一种外径为 25mm，长径比为 7 的车刀。

刀具、嵌入式吸振器构成见图 1。压电陶瓷和橡胶垫片

贴在质量块的 4 个面上，并与工具杆的方腔过盈配合形

成阻尼，阻尼大小通过材料、数量和预紧力进行调节。

弹簧杆的另一端通过压板固定于连接头。通过调节质

量块在弹簧杆上的轴向位置从而调整弹簧杆的有效悬

伸，在较宽的范围内实现了吸振器的频率调谐。

1.1 数学模型

主结构模态质量为 m0 的减振车刀，其动力学模型

如图 2 所示。吸振器的质量 m1 通过弹簧 k1 和阻尼元

件 c1、c2 连接到 m0。由于 m0 受到周期性谐波切削力 F0

的激励，整个系统的运动方程可表示为式（1）。

m x c x k x c c x x k x x F
m x c

0 0 0 0 0 0 1 2 0 1 1 0 1 0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 cc x x k x x2 1 0 1 1 0 0)( ) ( )' '− + − =







 （1）
式中，m0、k0、c0 分别为刀具的等效质量、刚度和阻尼；

m1、k1 为吸振器的质量和刚度；c1、c2 为压电陶瓷和橡胶

垫圈的阻尼，分别由电能转换和弹性变形产生；x0、x1 为

刀具位移和质量块位移；x′0、x′1 为刀具速度和质量块速

度；x″0、x″1 为刀具加速度和质量块加速度。

通过表 1 引入无量纲参数，可以得到与系统特定动

态参数无关的无量纲频率响应 H（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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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2 压电陶瓷等效阻尼

压电陶瓷物理模型如图 3 所示。振动达到稳态后，

结构每个周期势能和动能和不变，外力输入能量完全被

两种阻尼耗散，可推得压电材料耗能占比 β。

图 1 车刀和吸振器的结构设计

Fig.1 Structural design of turning tool and d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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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减振车刀动力学模型

Fig.2 Dynamic model of damped turning tool

c0

c1 c2

k0

k1

m0

m1

x0

x1

F0



68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4期

研究论文 RESEARCH

E Q
C
t d F

d

E m x k x t F

D

Z

= d

d

2

0

2
11

2 2
1

2

0

2

1
2

1
2

2

4

1
2

1
2

π

π π

ω

ω

δ
ε ω∫

∫

=

= + =( )
(' mm k
c

E
E

d c
d m k

x F k

n

1
2

1
2 3

11
2 2

1
2

2
1

2
1

1

2
8

1

ω
ω

β
δ ω

ε ω

ω
ω

+

= =
+

=

−

)

( )
/

( )

D

Z π

22
2

1 2

2

2








 + +































( )( )

sin( )

ζ ζ ω
ω

ω

n

t

 （3）

其中，ED 和 EZ 分别代表一个周期内压电材料产生的电

能和压电材料的机械能。能量耗散率可表示为：

η β β=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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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h 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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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h1/h2，h21=（δ1+δ2）/（2δ2），ka=kp/kc。δ1、δ2 是压

电陶瓷和铜板的厚度；kp、kc 是压电陶瓷和铜基板的拉

伸刚度。

联立式（4）求出压电陶瓷等效阻尼系数为：

c
d
d A

n=
+πε ω ω

δ ω

2 2 2

11
2

1

1
8

( / )
 （5）

2 数值仿真

设定吸振器质量比为 10%，采用 H∞ 最小振幅准则，

对吸振器的设计参数 k1、c1 和 c2 进行数值优化。利用

fminicon 函数在 Matlab 中实现优化算法。与仅具有黏

性阻尼（c1）的吸振器相比，具有双重阻尼（c1 和 c2）的

吸振器使 H（β）的最大振幅进一步减小了 5.8%（图 4
（a））。

其次，分析了压电陶瓷的几何结构对振动抑制的影

响。如图 4（b）和图 4（c）所示，由数值仿真得出：压

电陶瓷的厚度对最大振幅及减振带宽影响很小，对厚度

制造精度的要求不高。相反，当压电陶瓷直径 d 偏离最

优值时，频响函数（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FRF）
峰值大幅增加，阻尼器减振效果变差。这是由于压电陶

瓷厚度只在静力学角度增大了压电片的静压，对交变应

力的振幅无影响，故减振效果对压电陶瓷厚度不敏感，

而压电陶瓷与刀杆内壁面接触，d 值的变化直接影响接

触面积和接触力的大小，进而影响减振效果。因此，要

求压电陶瓷直径的制造精度高于厚度。当 δ=0.4mm、

d=11mm 时，吸振器达到最佳减振效果，此时刀具频响

表 1 无量纲参数

Table 1 Dimensionless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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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压电陶瓷物理模型

Fig.3 Physical model of piezoelectric cer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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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刀具无量纲频响函数（μ=10%，ζ0=2%）

Fig.4 Dimensionless FRF of tool with variable damper parameters (μ=10%，ζ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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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峰值降低了 61.9%（图 4）。

3 模态测试

对无吸振器刀具和减振刀具分别开展模态测

试。测试软硬件包括冲击力锤 PCB086C03、加速度计

Kistler8778A500、信号采集装置 NI9233、信号处理与分

析软件 CUTPRO V9.3。无吸振器刀具和减振刀具的试

验频响函数如图 5 所示。无吸振器刀具的频响函数在

480Hz 时表现出一阶主模态，共振峰值为 7.1×10–5m/N。

加装吸振器后，目标模态分化为 2 阶，分别为 450Hz、
520Hz，幅值为 1.41×10–5m/N 和 1.35×10–5m/N，与目标

模态相比，峰值分别衰减到原刀具的 19.9% 和 17.3%。

试验频率响应函数的振幅比模拟的频响函数高出 10%

左右，这主要是由于吸振器参数调整的误差所致。

4 切削试验

在车削机床 CKA6150 上切削铝 7075 进行切削

试验（图 6）。圆柱形工件长 68mm、外径 76mm、内径

43mm。改变切削深度 ap、进给速度 f 和转速 n，收集不

同切削参数下刀具的加速度和电压信号。

4.1 减振效果对比

无吸振器刀具与减振刀具加工的时域信号如图 7、
图 8 所示。采集了加速度信号并在时域、频域进行分

析。可看出减振车刀在 3 种切削参数下都大幅提高了

加工质量，以 ap=0.2mm、f=0.1mm/r、n=800r/min 为例，

无吸振器刀具的最大加速度为 37m/s2，频响函数峰值

图 5 加装吸振器前后刀具的频响函数

Fig.5 FRF of tool with and without d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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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圆柱形工件切削抑振试验

Fig.6 Cylindrical workpiece cutting vibration suppression test

图 7 无吸振器刀具加工振动信号（n=800r/min）
Fig.7 Vibration signal of undamped tool (n=8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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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减振刀具加工振动信号（n=800r/min）
Fig.8 Vibration signal of damped tool (n=8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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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加工表面质量对比（n=800r/min）
Fig.9 Comparison of surface quality after machining (n=8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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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减振刀具输出电压信号（n=800r/min）
Fig.10 Output voltage signal of damped tool (n=8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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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3dB，加工表面粗糙度为 1.22μm。加吸振器后刀具

的最大加速度减小到 13m/s2，相比于无吸振器刀具下降

了 65%；频响函数峰值为 1.7dB，将对数坐标系中的频

域加速度数值转换为普通坐标系下的数值，与无吸振器

刀具相比，频响函数峰值下降了 72%；表面粗糙度降为

0.4μm，相比于无吸振器刀具下降了 67.2%。加工表面

质量对比见图 9。
4.2 压电陶瓷电压输出

加工过程中压电片输出的电压信号如图 10 所示。

（下转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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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产品具有材料品种多、形状结构复杂、多技术

专业交叉等特点，造成了产品研制中质量保证难度大，

存在大量返工、让步接收和产品报废等现象。在航空产

品制造过程中虽然引入了数控机床等自动化装备，但执

行关键步骤及环节时仍依赖高技能工人的经验 [2]。例

如零件的数控加工阶段，缺乏加工前的快速精确定位、

加工中的自适应控制、加工后的工装快速切换，使得加

工设备主轴利用率低、生产准备时间长，资源利用效率

随着 CAX、PDM、ERP 和 MES 等信息化系统，以

及先进数字化生产系统的广泛应用，我国航空制造业的

技术和管理能力获得了长足发展，对降低航空研制成

本、缩短研制周期和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1]。

随着数字化研制平台和数控加工中心等先进工艺装备

的应用，航空产品快速响应制造能力和产品质量得到了

显著提升，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军民品型号

研制需求。

面向航空产品制造过程的CPS基础共性技术

平台研究与应用
吕瑞强，侯志霞，杜婷婷，张家谔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数字化制造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4）

[ 摘要 ]  航空产品具有零部件数量多、结构复杂、多品种小批量、制造过程路线高度柔性等特点，使得航空产品生

产组织管理复杂，控制制造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始终是航空制造企业需要面对的重点问题。探索航空制造业 CPS
（Cyber physical system，CPS）应用模式，形成系统架构，提出了 CPS 基础共性技术平台的构建方法和具体构成。选

取某型发动机机匣装配生产线对基础共性技术平台中的工具和单元进行了应用验证，为提升航空产品的研制能力和

产品质量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 赛博物理系统（CPS）；体系架构；生产管控；航空；装配生产线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PS Basic Common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Aviation Product 
Manufacturing

LÜ Ruiqiang, HOU Zhixia, DU Tingting, ZHANG Jia’e
(Aeronautical Key Laboratory for Digit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V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Aviation produc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number of parts, complex structures, multiple varieties, 
small batches, and highly flexible manufacturing procedure. It leads to complex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aviation 
production. Cost control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re always key problems which avi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need to deal wit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mode and forms an architecture of CPS in the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specific structure of CPS basic common technology platform are introduced. A 
typical production line for engine case assembly is selected to verify the application of tools and units in the platform.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nd product quality of aviation products are improved.
Keywords: 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 Architecture; Production control; Aviation; Assembly production line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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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产质量不稳定。在装配生产线上，大量自动化的

装备还不具备对现场生产状态的感知和实时处理能力，

如自动制孔的法向测调装置和位置测调补偿单元，自动

对接调姿力位感控装置等，由于技术的局限导致产品装

配效率低下，需要大量的人工补偿和调整。

在航空产品生产的组织方面，当前仍采用人工交互

方式处理三维设计模型并开展工艺设计，加工余量分

配、典型结构加工方法等受工艺人员能力影响较大。针

对产品制造生产线或车间建立的制造执行系统主要是

以计划调度、台账管理、生产统计为重点，生产运行过程

仍然以人工排产、调度、生产决策为主，对作业现场的监

控和管控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工件定位、现场加工操

作、质量状态监控等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产品返工、让

步接收情况较多，普遍存在质量不稳定、生产周期长等

问题。此外，基于数字量的产品信息流、供应链流以及

企业内部信息尚未实现上下贯通，信息的传递、管理和

集成不够流畅，还有大量的信息孤岛存在。

1 信息物理系统

2013 年德国提出工业 4.0 战略，智能制造成为了现

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3]。《中国制造 2025》提出“基

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正在

引领制造方式变革”[4]。信息物理系统，或赛博物理系

统（Cyber physical system，CPS）是融合了物理和生物

特性的工程应用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系统的运

行通过计算核心集成、监测和控制；系统组件在每个层

面都通过网络联通，运算深度内嵌到每个物理组件中；

计算核心是嵌入式系统，通常要求实时响应、按分布式

部署 [5]。在制造系统中，CPS 可以是智能机器、存储系

统和生产设施，能够相互独立地交换信息、触发动作和

控制 [6]。

CPS 由信息空间和物理空间组成，如图 1 所示。物

理空间包括生产系统中的人员、设备、物料、生产线等物

理工具和设施；信息空间包括数据、模型和相关数字化

系统。

基于 CPS 技术可以开发智能单元及设备，也可以

实现生产线、车间等智能制造系统的构建。单元和设备

方面，面向航空产品加工、测量、制孔、对接及仓储物流等

具有行业特点的制造过程，建立研究并实施具有感知 –
分析 – 决策 – 执行闭环控制特点的单元级 CPS，将实现

对产品状态、生产进度、物流管控等方面信息的全方位

感知和本地控制调整，提升航空产品整体工艺能力。此

外，打造面向航空产品制造的系统级 CPS 可有效解决

具有多品种、变批量特点的航空零部件快速研制和稳定

生产中存在的数据处理实时性差、工况状态反馈缓慢、

运行决策粗放易变等问题，提升航空零部件制造过程的

数据处理准确性、制造质量稳定性和产品状态一致性。

综上所述，航空制造业对以 CPS 技术的应用有着

迫切的需求。将具有广泛的状态感知能力、实时的信息

分析能力、基于分析结果的自主决策能力和后续的精准

执行能力的 CPS 技术应用于生产线和制造车间，解决

以飞机、发动机典型零部件为代表的产品快速研制和稳

定生产中存在的数据处理实时性差、工况状态反馈缓

慢、运行决策粗放易变、生产系统柔性差等问题，提高零

部件制造过程的数据处理准确性、制造质量稳定性和产

品状态一致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实现航空产品

制造系统的高效运行，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效

保障。

2 航空产品制造过程信息物理系统架构

与其他工业产品相比，航空产品制造工艺相对复

杂，而且多型号 / 构型、变批量的产品特点也给生产线及

车间的资源配置和整体规划带来了难度。建模仿真工

具和方法已经被用在了产品制造工艺与产线配置方案

的验证和优化过程中，但以往这一过程仅限于实际生产

制造之前的规划阶段，仿真的输入是静态的模型和预估

的参数设定值。仿真结果对工艺和产线具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但是无法在产品实际制造阶段持续提供量化支

持。此外，随着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MES）在航空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人员、产品、

设备资源的数据能够被采集和利用，在信息空间中进行

处理和分析，从而支持排产调度、物料配送等业务问题

的决策。但以往由于多尺度、多维度的异构数据采集和

融合处理方法受限，MES 中的部分决策问题还需人员

主观经验的大量介入，调整优化后的指令向下传递也难

以直接到达现场设备，多数时需要人员在中间传导，导

致系统决策优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不足。

图1 CPS概念示意图

Fig.1 Concept diagram for 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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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空产品实际生产过程中现场反馈数据的积

累，以及数据分布式处理与分布式管理等先进方法的

工程化应用，生产现场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的数据可

以被统一处理和管理，为上述建模仿真和生产管控两

个方面的分析和决策提供更加准确和及时的输入，从

而提高问题决策的合理性和实效性，及时准确地对当

前工艺执行、产线运行和资源调度等各类策略、规则和

指令进行调整优化，实现信息空间和物理空间双向联

通的闭环控制。

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对航空产品加工、装配等典型

工艺流程的梳理和分析，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信息物理系统白皮书》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布的“航空工业智能制造架构”[4,7]，本文形成了针对

航空产品制造过程的 CPS 应用架构，如图 2 所示。

其中，物理层主要由生产单元、生产线和物流传输

系统组成，通过物联网将生产现场的设备、工装、传感装

置、机器人与运输设备等资源进行互联。

信息层主要包括数据管理、建模仿真和生产管控 3
个部分。其中，数据管理模块主要对生产现场采集到的

各类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清

洗、去噪等预处理，并对其统一的管理和存储，支持其他

业务应用；同时，该模块还负责将信息层生成的各类生

产控制指令下发至物理层，指导生产调控。建模仿真优

化模块主要依据产品模型和工艺方案，进行工艺流程和

生产系统两个维度的仿真优化，其中物理层产生的实际

生产数据经处理后，传到该模块中作为迭代仿真的输

入，通过动态数据的仿真能够实现生产实际状态的评估

与预测，辅助指令、规则和决策的持续改进。生产管控

系统基于量化数据和动态仿真结果，对各类生产元素和

业务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同时，系统还负责与企业级

系统进行数据和业务的集成，主要包括模型、计划、物料

相关信息及执行结构的反馈。

通过物理层和信息层之间数据和指令的双向互通，

实现航空产品制造过程的动态感知、实时分析、自主决

策和精准执行的智能闭环控制，支持生产制造高效率、

高质量的运行。

3  面向航空产品制造过程应用的 CPS 基础 
 共性技术平台

面向航空产品制造过程应用的基础共性技术平台

是实现航空产品制造过程信息物理系统架构的工具与

单元统一载体，平台包含的内容如图 3 所示。

平台包括软件平台部分、现场网络和制造现场部

分。制造现场包含航空产品制造过程所需的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与人员、工装、工具、量具等其他资源，以及

具有感知 – 分析 – 决策 – 执行闭环控制特点的单元级

CPS。制造现场层各类元素通过网络层接收上层平台下

发的控制指令，同时反馈执行任务过程中的状态数据。

软件平台主要包括产品制造工艺及生产线建模仿

真与优化，以及以生产管控为核心的数据与业务服务。

其中，平台与生产现场进行数据与执行的交互，制造大

数据平台负责存储和处理生产数据，支持以产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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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航空产品制造过程CPS应用架构

Fig.2 CPS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for aviation product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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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孪生模型构建。生产管控系统基于数据的分析

进行资源规划、质量评估等业务问题的处理，同时负责

与 ERP 和 PDM 等系统在计划、工艺和物料等方面信息

的集成。

建模与优化贯穿产品设计阶段、生产线规划阶段和

生产运行阶段，数字孪生技术是对建模仿真技术的扩

展，将其扩展至产品和生产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8–9]。

在生产运行阶段，管控系统提供产品制造的相关工艺执

行、资源状态和质量检测数据，并基于数字孪生技术 [10]，

建立实时数据驱动的产品孪生、工艺孪生、设备孪生和

产线孪生模型实例。以仿真结合规则和算法优化的方

式，解决生产管控过程中任务排产、资源调度、物料配

送、工艺调整等决策问题。

本文在航空 CPS 基础共性技术平台架构的基础上，

具体对每个模块功能进行了划分（图 4），框架主体分为

物理层、网络层、系统层和应用层。

（1）物理层。

物理层是构建智能工艺装备的核心，是支持产品

工艺升级、实现生产线智能化的技术基础，包括单元级

CPS、生产通用设备、生产专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源。

通过智能设备对物理世界的信息进行感知，同时对智能

决策进行执行。根据航空行业的特点，智能装置主要包

括但不限于 6 种类型的 CPS 单元，即在线检测 CPS 单

元、精密加工 CPS 单元、自动制孔 CPS 单元、精准对合

CPS 单元、仓储管理 CPS 单元和物流配送 CPS 单元。

这 6 类 CPS 单元涵盖了从零件精密加工到飞机部件精

准装配的环节，同时从管控的角度对产线级系统智能生

产进行了支持。在单元级 CPS 的基础上，进行设备智

能化提升，实现设备运行过程的本地监控和自主决策，

提高设备制造能力。物理层作为支持精准作业的现场

环境，为行业 CPS 系统的实现奠定基础。

（2）网络层。

网络层是实现数据传递、信息共享的基础。CPS 网

络需要屏蔽掉物理层 CPS 单元的异构性，实现无缝连

接，为应用层提供决策的基础网络。网络层主要实现车

间工业以太网布局、异构 CPS 单元互联与集成、车间工

业以太网与企业互联网的互联集成等。网络层可以实

现作业现场的数字化、自动化设备集成，以及设备层与

管控层信息的互联互通，并为上层应用系统提供资源共

享的基础服务网络。

（3）系统层。

系统层是管理和控制生产制造设备硬件与软件资

源、存储和分析工业数据的平台。航空产品制造过程中

涉及产品质量、工艺参数、物流状态、工装工具状态、人

员等各种类型的数据，解决这些多维海量数据的存储管

理、分析利用问题是系统层的核心能力之一。一方面，

系统为生产现场机器设备提供标准的接入方式，对设

备、物料等生产资源、通信资源和数据资源进行标准化

统一管理，为工业软件 / 工业 APP 的开发、运行提供基

础支撑。另一方面，系统可以为开发者提供基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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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Aviation CPS basic common technology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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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各种工业级软件工具，同时也可以将用户作为数据

托管方，则可以使用这些 APP 进行设备管理、运营维护

等。此外，针对上层面向航空产品研制过程中不同的应

用流程和场景，提供开发用基础平台，包括支持建模仿

真的三维 CAD/CAM 工具、支持产品工艺 / 工装 / 检验

设计的 CAPP 和 PDM 等平台、支持生产管控前端开发

的如 HTML/CSS/JavaScript 等组件，以及支持后端业务

逻辑开发的如 Java 等开发平台。面向生产基础共性软

件工具集部署在系统层，支持航空产品研制各类业务的

应用开发和集成等。

（4）应用层。

应用层面向平台的用户，从业务的角度将信息、工

具封装为不同的应用系统或应用模式等，使用户能够直

接进行业务处理。应用层中包括了四类应用领域，分别

是产品及生产过程虚拟仿真、基于数字线的开发制造一

体化、生产执行管控以及 MES 与 PLM/ERP 系统集成，

分别包含若干个支持航空产品研制的软件工具。

本文构建的共性基础技术平台面向航空产品研

制，支持航空 CPS 的规划、搭建、运行和优化等过程，是

CPS 技术在航空制造业具体落地应用的技术支撑。

4 CPS 基础共性技术平台应用实践

本文以某型发动机外涵机匣装配生产线为对象，将

CPS 基础共性技术平台进行了部分功能的实施。

（1）机匣装配生产线 CPS 架构设计。

以往某型发动机外涵机匣的铆接装配等工序为手

工装配结合半自动压铆机铆接成形的方式，生产效率和

装配质量严重依赖工人技能水平，极大制约产能扩充及

装配质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结合新建的外涵机

匣自动化装配生产线，基于行业 CPS 整体架构和共性

技术平台，结合发动机外涵机匣装配特点，建立了单元

级、设备级和系统级的 CPS 测试环境，并将平台中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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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Overall CPS architecture of engine case assembly production line

件工具、CPS 单元等成果在该生产线上进行测试应用，

通过信息层与物理层的交互，实现物流信息流的集成，

有效提高了装配效率和质量稳定性。外涵机匣自动化

装配生产线信息物理系统整体架构如图 5 所示。

（2）单元级 CPS 应用验证。

单元级 CPS 通常包含一组硬件装置和软件系统，二

者配合实现感知 – 分析 – 决策 – 执行的闭环智能控制。

物流配送 CPS 单元用于生产线内各类物料的自动

转运，硬件部分由全向移动平台、工业机器人和工件末

端执行器构成，软件部分主要包括移动平台和机器人的

控制系统以及自主调度系统，如图 6 所示。单元对控制

系统、分析处理系统、导航系统、机器人系统进行了集成

与通信，并利用视觉传感器、力传感器以及激光传感器

等感知执行过程中的状态，融合分析数据，并进行决策

处理，进而实现执行过程的控制。此外，针对不同的产

品和生产现场，可以适当调整具有抓放功能的末端执行

器，而保留其余结构和控制系统的整体，具有一定的通

用性。

在机匣装配生产线中，物流配送机器人用于多个站

位之间零件的自动转运，运行流程如图 7 所示。通过单

元与自动化设备之间的集成通信，及时获得零件的加工

完成时间和抓取位置，同时感知到配送目标位置待料区

的库存情况，从而确定零件的具体运送位置。通过该单

元在生产线内的验证，实现了生产线物料配送的自动化

和部分自主化，提升了生产线智能化程度，提高生产效

率，减少了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3）设备级 CPS 应用验证。

在“一硬一软”单元级 CPS 的基础上，配合设备其

他机械装置和控制系统，构成了设备级 CPS，能够根据

感知的到实际工况状态加以分析，从而调整和优化设备

下一步执行指令。

自动制孔 CPS 作为自动制孔过程的末端执行装置，

配合五轴数控设备，构成了设备级 CPS，在该生产线中

用于机匣产品的自动制孔。通过智能相机的视觉定位

实现制孔末端的精确定位，并通过法向补偿方式对孔位

及方向进行精确调整，进而提高制孔定位精度和孔垂直

度。物理空间中的数据被采集并传输到信息空间，通过

分析和决策又将下一步的控制指令反馈回物理空间，从

而完成两个空间的闭环控制。该 CPS 的视觉定位及调

整流程如图 8 所示。

此外，该自动制孔设备运行过程中的几何和非几何

信号由控制系统采集获得，通过运用机构模型构建和同

步实现了设备运行状态的虚实映射。通过信息空间中

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仿真分析，当可能出现干涉碰撞或

质量超差的情况时，自动调整工艺参数或下达停机等指

令至实际设备的控制系统，实现异常事件的提前发现与

解决，同时还支持离线状态下的设备运行状态数据与加

工质量数据关联分析，支持制孔工艺的持续改进。自动

制孔设备运行状态三维可视化效果如图 9 所示。

（4）系统级 CPS 应用验证。

系统级 CPS 是将单元级、系统级 CPS 以及其他非

CPS 设备和装置通过网络进行连接，组成统一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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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自动制孔CPS单元视觉定位及调整流程

Fig.8 Visual localization and adjustment process of automatic 
drilling CP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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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Operation process of material transporting CP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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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单元、设备之间的协同调配和管控。

在外涵机匣装配生产线内，通过 CPS 基础共性技

术平台中可视化工具集的应用，实现了工艺执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和生产线整体状态等信息的反馈与可视

化。工序资源管理使用图形化方式将工艺路径中的每

个工序所关联的资源通过图形化的语言实现直观展示。

通过对生产线各类生产要素的采集与汇总，以生产监控

总览图的方式对各站位运行情况进行可视化展示（图

10），同时根据工序执行状态、物料配送状态等信息对各

站位进行状态判断，自动调整任务排产、物料配送等决

策方案，并将调整后的加工、测量、物流等指令和相关数

控程序下发至设备进行自动执行，从而实现了生产线系

统层级的信息 – 物理空间闭环控制。

通过 CPS 基础共性技术平台中的工具和单元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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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机匣装配生产线的应用，构建了面向物流配送的单

元级 CPS 和面向自动制孔的设备级 CPS，同时形成了

由面向生产作业监控与管理的软件工具与生产线物理

实体构成的系统级 CPS，为该生产线运行过程可视化和

科学化管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5 结论

本文针对航空产品及其生产制造过程特点，提出

了 CPS 在航空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应用架构。由数据管

理、建模仿真和生产管控 3 个部分组成的信息层与现场

物理实体构成的物理层通过数据和指令的双向互通，实

现航空产品制造过程的感知、分析、决策和执行闭环控

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面向航空产品制造过程的 CPS
基础共性技术平台，涵盖建模仿真、生产过程可视化、数

据统计评价等软件工具和自动制孔、物流配送等单元级

CPS。平台中的工具、单元和系统在某型发动机机匣装

配生产线上进行了应用验证，实现了工艺状态、设备状

态和生产状态的反馈与控制。通过多层级 CPS 在实际

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提升了生产线整体可视化和智能化

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为 CPS 相关技术、单元和系统

在航空制造业的应用落地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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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残余应力控制的高温合金铣削刀具几何参数优化方法*

朱卫华 1, 2， 王宗园 1， 周金华 1， 路超凡 1

（1.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 7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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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针对 GH4169 铣削过程，采用正交试验获得了不同刀具结构参数下的表面残余应力。利用遗传算法（GA）

优化了 BP 神经网络的初始权值和阈值，提高了模型的收敛速度和预测精度，并提出应用 GA–BP 模型预测铣削残余

应力的方法。研究了基于萤火虫算法（FA）进行工艺参数优化的方法，结合 GA–BP 预测模型，建立了铣削残余应力

的 GA–BP–FA 参数优化模型，并以同时获得最小残余拉应力 / 最大残余压应力为目标，进行刀具几何参数的多目标

优化。结果表明，采用优化后的刀具几何参数，可以获得 X 方向的最小残余拉应力、Y 方向的最大残余压应力。

关键词： 铣削；高温合金；残余应力；刀具结构；优化方法

Optimization of High-Temperature Alloy Milling Tool Geometry for Residual Stress Control

ZHU Weihua1, 2, WANG Zongyuan1, ZHOU Jinhua1, LU Chaofan1

(1.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2. Office of Fifth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Navy in Xi’an, Xi’an 712101, China)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milling process of GH4169, the surface residual stresses under different tool structural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based on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method. Th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were optimized using a genetic algorithm (GA) to improve the convergence speed and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e model, and a method for applying the GA–BP model to predict the milling residual stress was proposed. The firefly 
algorithm (FA)–based method for process parameter optimization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GA–BP–FA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odel for milling residual stresses was establish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GA–BP prediction model for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tool geometry parameters with the goal of simultaneously obtaining the minimum residual 
tensile stress/maximum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nimum residual tensile stress in the X–
direction and the maximum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in the Y–direction can be obtained using the optimized tool 
geometry parameters.
Keywords: Milling; High-temperature alloy; Residual stress; Tool geometric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methods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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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4169 是一种极难加工的金属材料，在切削过程

中切削力大、温度高，容易发生塑性变形，且已加工表面

残余应力常为拉伸应力 [1]。上述问题会影响构件的残

余应力分布状态，造成构件局部应力集中，导致表面裂

纹的萌生与扩展，进而影响构件的使用性能 [2]。

在高温合金切削加工过程中，残余应力的分布状态

与刀具性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可供选择的刀具材料主

要为硬质合金，因此研究刀具结构对高温合金铣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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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以及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Yen 等 [3]

通过有限元分析结合正交试验的方法，初步研究了刀尖

形状对残余应力、应变、切削力、切削温度的影响。Lo[4]

利用有限元法研究了刀具前角对残余应力、切屑的形成

以及工件最后的表面粗糙度的影响。Zong 等 [5] 采用

有限元方法研究了刀具后角对残余应力的影响，并对刀

具几何参数进行优化，发现当后角取为 6° 时，残余拉应

力达到最小，而当后角取为 9° 时，残余压应力最小。任

军学等 [6] 针对硬质合金球头刀铣削 TC17 钛合金，通过

研究刀具参数对残余应力、表面粗糙度、形貌的影响，

得到了一组较好的刀具参数。Liu 等 [7] 研究了刀尖圆

角对 CBN 刀具车削残余应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刀尖

圆角增加及刀具磨损都会使表面残余应力由压应力变

为拉应力。Capello 等 [8] 试验研究了外圆车削 C45 和

39NiCrMo3 钢的残余应力，认为刀尖圆角与进给量对

表面残余应力有主要的影响，切削速度与主前角的影

响很小。Jiang 等 [9] 研究了刀具直径对铣削残余应力

的影响，发现采用大直径的铣刀加工可以明显地减小

残余拉应力。

本文针对球头多轴铣削过程，使用遗传算法优化的

BP 神经网络建立了刀具几何参数对高温合金铣削残余

应力影响的预测模型，并利用萤火虫算法对刀具几何参

数进行优化，为高温合金航空结构铣削加工提供刀具选

择的依据和方法。

1 试验过程

1.1 试件材料

高温合金按基体元素可以分为铁基高温合金、镍

基高温合金、镍铁基高温合金和钴基高温合金四大类。

GH4169 为以体心立方 γ″ 和面心立方 γ′ 相沉淀强化

的镍基高温合金，其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1.2 试验方案

试验机床采用 FVP–800A 三坐标精密立式加工中

心，铣削方式为逆铣，冷却方式为乳化液冷却。采用 17
种 Φ8 硬质合金球头刀进行试验，为了减小刀具磨损对

铣削残余应力的影响，每次试验均采用一把全新的刀

具。球头铣刀的具体材料与参数为：K44 硬质合金，四

齿，直径为 8mm，总长为 110mm，刃长为 12mm，铣削

试验时的刀具悬长设置为 76mm。根据刀具参数的不

同，采用 3 因素 4 水平正交试验的方法进行高温合金

GH4169 铣削试验，如表 3 所示。

每个试件规划 6 个加工区域，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Φ均为 85°，每个区域为 37.5mm×20mm 的矩形，以保

证每组试验加工区域的条件相同，如图 1 所示。指定进

给方向为 x 轴，y 轴位于加工表面内并垂直于 x 轴。试

验前，对试件进行去应力退火热处理，并且铣掉加工区

域距表面 0.5mm 深度的硬化表层，分两次进行，铣削深

度分别 0.3mm 和 0.2mm，具体试验铣削参数如表 4 所

示。铣削试验现场如图 2 所示。

表 1 GH4169 的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GH4169 (mass fraction) %

C Si Mn P S Cr Ni

0.042 0.21 0.03 0.005 0.001 17.00 51.75

Ti Nb Mo B Mg Cu Fe

1.04 5.11 2.93 0.006 0.004 <0.07 剩余

表 2 GH4169 力学性能（20℃）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H4169 (20℃ )

抗拉强度 /
MPa

屈服强度 /
MPa

延伸率 /
%

收缩率 /
%  硬度（HV）

1310 1110 20 46 468

表 3 试验因素及其相应水平

Table 3 Experimental factor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levels

水平
因素

前角 γ0/（°） 后角 α0/（°） 螺旋角 β0/（°）

1 3 5 30

2 8 10 38

3 13 15 46

4 18 20 54

图 1 试件实物尺寸

Fig.1 Physical size of specimen  

70
m

m

20
m

m

37.5mm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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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残余应力测试及结果

残余应力测试采用 PROTO LXRD–MG2000 残余

应力测试分析系统。测试采用 Mn 靶 K Alpha 波段，靶

电压 25kV，靶电流 20mA，布拉格角 152°，曝光时间 2s，
曝光次数 10 次，焦斑大小 2mm。残余应力测试过程如

图 3 所示，测试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4 铣削参数

Table 4 Milling parameters

转速
n/

（r·min–1）

进给
F/

（mm·min–1）

切宽
ae/

mm

切深
ap/
mm

切削速度
vc/

（mm·z–1）

每齿进
给量 fz/

（mm·z–1）

1592 384 0.35 0.25 40 0.06

表 5 正交试验残余应力测试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residual stress tests

试验编号 前角 γ0/（°） 后角 α0/（°） 螺旋角 β0/（°）
表面残余应力 /MPa

σx σy

1 3 5 30 161.9 73.3

2 3 10 38 61.7 –127.7

3 3 15 46 50.8 –95.8

4 3 20 54 87.2 –113.7

5 8 5 38 35.3 –5.9

6 8 10 30 182.3 13.9

7 8 15 54 –0.8 –234.5

8 8 20 46 93 –80

9 13 5 46 74.8 –40.8

10 13 10 54 68.3 –201.7

11 13 15 30 47 –75.5

12 13 20 38 120 –68.3

13 18 5 54 65.3 31.4

14 18 10 46 6.2 –74.2

15 18 15 38 10.4 –121.3

16 18 20 30 92.2 –22.6

17 10 12 40 94.7 4.8

图 2 铣削试验现场

Fig.2 Milling experiment site

刀具
工件

进给方向

图 3 PROTO LXRD–MG2000 残余应力测试系统

Fig.3 Residual stress test system of PROTO LXRD–MG2000

探测器

工件

Mn靶

旋转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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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遗传算法优化 BP 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算法通过模拟大量神经元的信息传导方

式，将其互联起来组成网络模型。虽然 BP 算法有寻优

精确的特点，但学习速度慢且为局部搜索的优化方法，

可能陷入局部极值，使训练失败。遗传算法具有良好的

全局搜索能力，求解时使用特定问题的信息少且具有极

强的容错能力，同时选择、交叉和变异都为随机操作，

无须确定的精确规则。因此，利用遗传算法优化传统

BP 神经网络，既可以减小遗传算法的搜索空间，提高

搜索效率，又可以较易地搜索最优解。通过 GA 算法

优化 BP 网络的初始阈值和权值，使网络结构更加科学

规范，从而实现更好的预测效果。优化要素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1）种群初始化。

设初始化的种群 C={C1, C2, … , CN}，第 n 个个体

Cn 包含 BP 神经网络输入层到隐含层的权值矩阵 W1n、

隐含层到输出层的权值矩阵 W2n、隐含层神经元的阈值

向量 B1n、输出层神经元的阈值向量 B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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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种群规模；M 为输入层神经元的个数；I 为隐

含层的神经元个数；J 为输出层的神经元个数；ω1n
ij 表

示输入层的第 m 个神经元到隐含层的第 i 个神经元的

初始权值；ω2n
ij 表示隐含层的第 i 个神经元到输出层

的第 j 个神经元的初始权值；b1n
i 表示隐含层第 i 个神

经元的阈值；b2n
j 表示输出层第 j 个神经元的阈值。将

W1n、W2n、B1n、B2n 中的所有元素随机赋予某区间上

的值。

（2）适应度函数。

神经网络模型确定后，通过训练样本对网络进行

训练，系统可预测输出结果，将预测结果与期望的输出

结果作差，即误差，将个体适应度值 F 设置为误差绝对

值和：

F k y oi i
i

n

= −









=
∑abs( )

1
 （2）

式中，n 表示网络的输出节点数目；yi 表示网络的第 i 个
节点期望的输出结果；oi 表示第 i 个节点的预测结果；k
为系数。

（3）选择操作。

轮盘赌法作为遗传算法的选择操作，该选择策略实

际是依据适应度比例，每个染色体 i 的选择概率 pi 可以

表示为：

fi = k/Fi （3）

p
f

f
i

i

j
j

N=

=
∑

1

1  （4）

式中，Fi 是染色体 i 的适应度；k 为系数；fi 为个体适应

度值，N1 为种群染色体数目。

根据选择概率 pi（i=1，2，…，n）把一个圆盘分成 n 份。

在进行选择时，可转动圆盘，若某点落到第 i 个扇形内，

则选择个体 i。
（4）交叉操作。

由于染色体采用实数编码，因此交叉操作采用实数

交叉的方法，第 k 个染色体 ak 和第 l 个染色体 al 在 j 位
置的交叉方法可以表示为：

a a b a b
a a b a b
kj kj lj

lj lj kj

= − +
= − +







( )
( )
1
1  （5）

式中，b 为随机数，范围是 [0,1]。
（5）变异操作。

选取第 i 个染色体的第 j 位基因 a 进行变异操作，

可表示为：

a
a a a f g r
a a a f g rij
ij ij

ij ij
=

+ − ⋅ >
+ − ⋅







( ) ( ) .
( ) ( ) .

max

min

0 5
0 5  （6）

式中，amax 为基因 aij 的上界；amin 为基因 aij 的下界； f （g）
=r2（1–g/Gmax）

2；g 为当前迭代次数；Gmax 是最大进化次

数；r、r2 都为随机数，范围是 [0，1]。
确定神经网络的合适结构之后，GA 对网络权值和

阈值进行初始化，会随机分配权值、阈值向量 ω、b 值给

不同的神经元，输入向量 x，经过 S 型函数变换后，作为

下一层的输入量，最终经过输出层线性函数变化，得到

网络模型输出结果 σx、σy，其与测量值之间存在误差 e，e

是 ω、b 的函数，把 16 组训练数据的绝对误差和 e
i =

∑
1

16

作

为适应度函数。将刀具几何参数范围设为约束条件：前

角 γ0=[3°，18°]，后角 α0=[5°，20°]，螺旋角 β=[30°，54°]。
由于过度训练是 BP 网络训练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每个依赖其学习能力的神经网络应当避免过度训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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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过反复调试程序的方法，不断尝试改变 GA 终止

进化代数、初始种群规模、交叉概率、变异概率，可以获

得合适的神经网络权值阈值，即得到使得 16 组训练数

据误差和 e
i =

∑
1

16

最小的权值 ω 和阈值 b。最终采用的遗

传算法主要参数如表 6 所示。基于 GA 优化的 BP 神经

网络建模流程如图 4 所示。

3 工艺参数优化方法

3.1 萤火虫算法

萤火虫算法（FA）是受自然界中的萤火虫通过荧光

进行信息交流这种群体行为的启发演变而来的一种新

颖的仿生群智能优化算法。萤火虫彼此吸引的原因取

决于两个因素，即自身亮度和吸引度。其中，萤火虫发

出荧光的亮度取决于自身所在位置的目标值，位置越好

目标值越佳。萤火虫的吸引度与亮度，与它们的距离成

反比关系 [11]。

在萤火虫算法中，萤火虫由于“亮度”不同，受到的

“吸引力”也不同，从而产生“位移”，算法的 3 个要素：

亮度、吸引度和位移 [12]，具体定义为：

3.1.1 萤火虫的亮度

（1）相对荧光亮度。

假定在解空间中的位置向量 xi 和位置向量 xj 上存

在两个萤火虫个体 i 和 j，它们的相对荧光亮度可以表

示为：

I（rij）=I0e
–γrij （7）

式中，I0 表示最大荧光亮度，也就是自身光源（r=0）处

的亮度，与目标函数（适应度函数）关系密切，目标函数

越好萤火虫会越亮；γ表示光强吸收系数，设置 γ是为了

体现荧光随距离增加和传播媒介吸收逐渐减弱的特性，

可设为常数；rij 为萤火虫 i 与 j 之间的空间距离，由笛卡

尔距离公式给出：

rij i j i m j m
m

D

= − = −
=
∑x x x x( ), ,

1
 （8）

表 6 遗传算法主要参数

Table 6 Main parameters of genetic algorithm

GA 优化的网络类型 终止进化代数 T 种群规模 交叉概率 Pc 变异概率 Pm

σx 网络 2000 100 0.6 0.05

σy 网络 2000 100 0.5 0.09

图 4 GA 优化 BP 神经网络流程图

Fig.4 Flowchart of GA–optimized BP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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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是空间维数；xi，m 表示萤火虫 i 在 D 维空间中

的第 m 个分量。

（2）绝对荧光亮度。

目标函数决定了萤火虫的绝对亮度，因此绝对亮度

的取值大小反映了该萤火虫表示的潜在解的好坏，萤火

虫的绝对亮度越大，则它代表的潜在解越好。

在具体优化问题中，在位置 x 处的萤火虫绝对荧光

亮度 I（x）∝ F（x），F（x）为目标函数。将萤火虫 i
与萤火虫 j 绝对亮度分别表示为 Ii（x）、Ij（x）。若 Ii（x）> 
Ij（x），则萤火虫 i 吸引萤火虫 j 向其移动；相反，萤火虫

j 吸引萤火虫 i 向其移动。

3.1.2 萤火虫吸引度

萤火虫吸引度可以表示为：

β β γ( )rij
rij= −

0

2

e  （9）
式中，β0 表示萤火虫吸引度的最大值，也就是自身光源

（r=0）的吸引度；γ表示光强吸收系数，可设为常数；rij

表示不同的萤火虫 i 与 j 之间的空间距离。

3.1.3 位置更新

假设 Ii < Ij，即萤火虫 j 吸引萤火虫 i 向其移动，萤火

虫 i 位置更新由式（4）决定：

x x x xi i ij j irnew = + − + −







old old randβ α( )( ) 1
2

 （10）

式中，xi
old 和 xi

new 分别为萤火虫 i 更新前后的位置向量；

α为步长因子，是 [0，1] 上的常数；rand 为 [0，1] 上服从

均匀分布的随机因子。显然，位置更新公式的第 2 项取

决于吸引度，第 3 项是带有特定系数的随机项。

3.2 目标优化函数

3.2.1 约束条件

建立 BP 神经网络模型时，刀具前角、后角、螺旋角

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模型在该范围内才能较为准确

地进行预估计算，因此刀具几何参数优化的约束条件

为：前角 γ0=[3°，18°]，后角 α0=[5°，20°]，螺旋角 β=[30°，
54°]。对于既定的铣削试验，铣削参数被认为是确定的，

即进给 F、切宽 ae、切深 ap、切削速度 Vc、每齿进给量 fz。

3.2.2 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 F（x）为铣削残余应力的预测模型 σx（γ0，

α0，β），σy（γ0，α0，β）。最终的最佳适应度即最小拉应力

/ 最大压应力，平均适应度为所有萤火虫个体适应度的

算术平均值，则总体优化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F（γ0，α0，β）=0.5σx（γ0，α0，β）+ 0.5σy（γ0，α0，β） （11） 
3.2.3 优化模型

由于萤火虫算法是搜寻亮度最强的萤火虫的位置，

而本文的目标是寻找使残余拉应力最小 / 残余压应力

最大的刀具几何参数。把萤火虫的位置向量用刀具几

何参数表示：

x =（γ0，α0，β） （12）
则萤火虫的亮度函数可以定义为：

I（x ）= – F（γ0，α0，β） （13）
将式（12）代入式（9）和式（10），即可得到萤火虫

的吸引度和位置更新函数。具体刀具几何参数优化流

程如图 5 所示。

4 结果与讨论

4.1 残余应力预测结果

经过遗传算法优化后，BP 神经网络的初始权值、阈

值已经达到较佳的状态，然后用训练数据集对 BP 神经

网络的初始权值、阈值进行学习。当达到网络训练要求

后，停止训练。最终得到的两个表面残余应力分量模型

为 σx（γ0，α0，β），σy（γ0，α0，β），将刀具几何参数作为铣

削残余应力模型的输入值，经过计算得到预测输出值。

图 6 为训练 σx 和 σy 的 BP 网络时，GA 的收敛情况。

将 σx 和 σy 的 BP 网络模型的预测值与相应的试验

真实值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7 所示，其中前 16 组分别为

两种 BP 网络的训练数据预测结果，第 17 组为测试数

据的预测结果。表 7 给出了两种网络模型的最终误差

图 5 刀具几何参数优化流程图

Fig.5 Flowchart of tool geometr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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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情况。

可以看出，模型的预测值和真实值非常接近，训练

数据和测试数据的误差很小，网络已被很好地训练。这

得益于之前大量调试程序获取的合理的 GA 终止进化

代数、初始种群规模、交叉概率、变异概率，因此优化的

BP 网络初始权值阈值更能满足网络需求。

4.2 刀具几何参数优化结果

经过大量程序测试，萤火虫算法的主要参数最终选

定：种群规模为 100；迭代次数为 1000；步长因子为 0.2；
光强吸收系数为 1；初始吸引度为 1。采用萤火虫算法

对刀具几何参数进行多目标优化，适应度收敛曲线如图

8 所示。优化结果如表 8 所示。应用萤火虫算法对刀

具几何参数进行多目标优化，即考虑 x 方向最小残余应

力、y 方向最大残余应力。由于刀具在制作过程中存在

偏差，同时为了便于工人磨制刀具，因此刀具角度取为

优化结果的相近值：前角 γ0=6.5°、后角 α0=8.5°、螺旋角

β=48.5°。
4.3 试验验证

为了证明优化结果的可行性，需要通过实际加工

试验对优化结果进行验证。由于刀具在制作过程中存

图 6 GA 优化 σx 和 σy 网络的适应度收敛图

Fig.6 Convergence plot of adaptation for GA optimized σx and σ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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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σx 和 σy 的 BP 网络预测结果

Fig.7 BP network prediction results for σx and σ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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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σx 和 σy 的网络模型误差统计

Table 7 Network model error statistics for σx and σy

网络类型
训练平均绝对
误差（MAE）

训练平均绝对
误差率 /%

预测绝对
误差率 /%

σx 网络 4.62 18 20

σy 网络 5.68 21 24

图 8 萤火虫算法多目标优化的适应度

Fig.8 Adaptation of firefly algorithm for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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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萤火虫算法多目标优化结果

Table 8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firefly algorithm

前角 γ0/
（°）

后角 α0/
（°）

螺旋角
β0/（°）

最大萤火虫
亮度 Imax

σx 预测值 /
MPa

σy 预测值 /
MPa

6.57 8.31 48.62 0.6692 –0.86 –338.56

表 9 刀具参数优化方案验证结果

Table 9 Validation results of tool parameter optimization 

试验与优化 σx/MPa σy/MPa

试验结果 2.30 –322.90

优化预测结果 0.86 –338.56

（上接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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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差，同时为了便于工人磨制刀具，因此刀具角度

取为优化结果的相近值：前角 γ0=6.5°，后角 α0=8.5°，
螺旋角 β=48.5°，刀具其他参数及铣削参数与 1.2 节

中试验方案相同，加工完后对表面残余应力值进行

检测，测量值如表 9 所示。可知，σx 和 σy 的测量结果

和优化结果误差较小，说明使用本文优化的刀具几

何参数，可以获得较为满意的表面残余应力 σx 和 σy。

5 结论

（1）运用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的初始阈值和权

值，可以使神经网络能更高效准确地对数据样本进行训

练，能够提高网络模型的精准度。

（2）基于残余应力的 GA–BP 预测模型，应用萤火

虫算法对刀具几何参数进行多目标优化。最终综合考

虑 x 方向、y 方向残余应力，优选的刀具几何参数为：前

角 γ0=6.5°、后角 α0=8.5°、螺旋角 β=48.5°，验证试验结果

表明，优化方法与结果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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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航空发动机火焰筒材料工艺现状与趋势

李玉龙， 洪智亮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0241）

[ 摘要 ]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火焰筒承受高温、高压燃气，以及较高的热应力和振动应力，工作环境极其恶劣。随着

航空发动机性能提高，燃烧室工况温度不断升高，对火焰筒冷却结构、基体材料、表面防护等 3 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针对国外航空发动机火焰筒，介绍国际三大航空发动机公司的火焰筒结构设计特点，重点论述材料和制造工艺

的应用现状，涵盖火焰筒常用的高温合金牌号及其性能，制造工艺涉及锻造、铸造、钣金、焊接、涂层、激光打孔等多种

工艺，最后展望火焰筒材料工艺未来的发展趋势，介绍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筒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应用情况。

关键词： 航空发动机；火焰筒；高温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制造工艺；结构设计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n Material and Manufacture Process of 
Foreign Aero-Engine Combustion L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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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火焰筒作为组织燃烧的场所，

承受高温、高压燃气的烧蚀和腐蚀作用，燃气温度高达

2000K 以上，压力超过 30 个大气压，并且还要承受较高

的热应力和振动应力，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因此火焰筒

是航空发动机寿命最短的部件之一 [1]。

烧蚀和疲劳开裂是火焰筒主要失效形式，在设计火

焰筒时需要考虑以下 3 方面因素：冷却结构、基体材料、

表面防护。（1）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的提高，燃烧室温

度逐步升高，一方面使得参与燃烧的空气量增加，而用

于冷却的空气量减少；另一方面压气机出口温度提高，

又使得用于冷却火焰筒壁面的空气温度上升，而导致冷

却潜力下降，从而对火焰筒壁面冷却技术提出了更高要

求 [1]。火焰筒冷却结构从单层壁发展到多层壁，从冷却

环、波形板、缩腰小孔发展到扰流柱、多斜孔，从圆形气

膜孔发展到扇形孔、簸箕孔等异形气膜孔，冷却结构越

来越复杂；冷却方式从传统的气膜冷却发展为气膜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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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冲击冷却、发散冷却等多种冷却相结合，冷却方式

多样化，冷却效率显著提高 [1–4]。（2）火焰筒基体材料

选用耐高温、抗氧化、强度和抗冷热疲劳性能优异的高

温材料，传统火焰筒采用镍基和钴基高温合金，但随着

燃气温度提高，已经越来越接近高温合金的极限，陶瓷

基复合材料具有高熔点、低密度、耐腐蚀的优点，并且

克服了陶瓷材料的本征脆性，成为新一代火焰筒材料。

（3）表面防护主要依靠热障涂层实现，热障涂层不仅提

高抗氧化性能，还具有隔热效果，提高火焰筒寿命。传

统高温合金火焰筒表面涂覆热障涂层（TBC 涂层），在

此基础上还开发了抗 CMAS 的功能（空气中的灰尘颗

粒进入燃烧室后熔化，附着在火焰筒壁面上，形成一层

玻璃相物质，其主要成分为 CaO、MgO、Al2O3、SiO2，

简称 CMAS），进一步提高涂层寿命。陶瓷基复合材料

表面涂覆环境障碍涂层（EBC 涂层），在 TBC 涂层功能

的基础上，增加了防止高温水蒸气对陶瓷材料腐蚀的

作用。

本文总结了国际三大航空发动机公司的火焰筒结

构设计特点，论述了传统火焰筒材料和制造工艺的应用

现状，并介绍了新一代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筒的最新研

究进展和应用情况。

1 火焰筒结构特点

早期火焰筒采用单层壁设计，具有冷却环、波形板、

缩腰小孔等结构，采用气膜冷却，冷却效率较低，随着

航空发动机性能的提高，可用冷却空气量越来越少，单

一的气膜冷却已不能满足需要 [1]。火焰筒结构从单层

发展为双层，从单一的气膜冷却发展为气膜冷却、冲击

冷却、发散冷却等多种冷却方式相结合 [1–5]。国际三大

航空发动机公司普惠（Pratt–Whitney，PW）、通用电气

（General Electric，GE）、罗·罗（Rolls–Royce，RR）针对

火焰筒设计、材料和制造工艺，形成了各自的技术路线，

应用情况见表 1。
PW 公司开发了浮动壁式火焰筒，具有双层壁面，

冷气侧为整体环面的承力壁，承受机械载荷；接触燃气

的热侧为分段排列的浮动瓦块，仅承受热负荷，并通过

螺栓连接在承力壁上（图 1）[1]。浮动瓦块在受热时可产

生一定的自由浮动，从而有效释放热应力，延长火焰筒

寿命，并且拆卸方便，降低了维护成本 [6]。浮动瓦块具

有扰流柱结构，可增加换热面积，提高冷却效率，典型代

表是 V2500 发动机，其瓦块壁厚 1.5mm，在浮动瓦块冷

侧表面密布大量细小的扰流柱，扰流柱直径 1.2mm，柱

高 2mm，为了精铸拔模，一个浮动瓦块上所有扰流柱沿

同一方向 [6]。

GE 公司火焰筒经历了从气膜冷却，到发散冷却 +

气膜冷却，再到冲击冷却 + 发散冷却 + 气膜冷却的发展

历程。CFM56 系列采用传统的单层壁气膜冷却，到了

GE90 和 GEnx 发展为单层壁的发散冷却 + 气膜冷却，

最新的 Leap 发动机从单层壁发展为双层壁，在前者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冲击冷却。

RR 公司 RB211 发动机火焰筒采用相对传统的气

膜冷却设计，单层整环式结构。

2 传统金属材料火焰筒

2.1 材料特性

火焰筒直接接触高温高压燃气，不但需要优异的耐

热冲击、抗氧化性能，还要对空气中氮、硫等化合物具有

抗腐蚀性能，此外火焰筒还需要较高的高温强度，尤其

是抗冷热疲劳性能。根据上述火焰筒工作条件特点，传

统火焰筒普遍采用高温合金材料。

变形合金有 Hastelloy X、Inconel 625（IN625）、Haynes 

表 1 国外三大航空发动机公司火焰筒结构和材料工艺应用情况

Table 1 Structure, material and manufacture process application of 
combustion liner for top three foreign aero-engine companies

发动机
公司

发动机型号 火焰筒结构 火焰筒材料工艺

PW

PW2000
PW4000 单层 —

V2500
PW1000G

双层
 冷侧：整环承力壁
 热侧：分块浮动

瓦块

承力壁：IN625，
环轧、钣金
浮动瓦块：

B1900+Hf，铸造

GE

CFM56 单层 Hastelloy X，环轧

GE90
GEnx 单层

HA188，环轧、钣金
（HA230，钣金*）

LEAP
双层

冷侧：整环冲击壁
热侧：整环发散壁

冲击壁：Hastelloy X，
环轧、钣金

发散壁：HA188，
环轧、钣金

RR RB211 单层 —

  注：GE90 火焰筒内、外环后支撑采用 HA230 合金。

图 1 V2500 发动机浮动壁式火焰筒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view of V2500 engine float-wall combustion liner

外环承力壁

内环承力壁

浮动瓦块 涡轮
导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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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HA230）、Haynes 188（HA188），合金成分见表 2，
Hastelloy X、IN625、HA230 为镍基高温合金，HA188 为

钴基高温合金，4 种合金皆为固溶强化型高温合金，具

有优异的塑性和加工性，抗氧化性良好，长期使用温度

分别达到 900℃、950℃、1050℃、1100℃，大量应用于航

空发动机热端静止件。

铸造合金有 B1900+Hf 合金，其为时效强化型镍基

高温合金，高温强度优异。PW 公司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开发了 B1900 合金，后来又添加 Hf 元素衍生出 B1900+ 
Hf 合金，其特点是含有稀贵元素 Ta、Hf，Ta 能同时提

高合金强度和塑形，还明显改善抗热腐蚀和冷热疲劳

性能，Hf 可显著改变碳化物形态和分布，提高了合金强

度、持久寿命和塑性 [7]。B1900+Hf 合金组织稳定，具有

良好的强度和塑性，使用温度达到 1000℃以上，主要用

于涡轮叶片和浮动瓦块等零件。

对比 4 种合金的拉伸强度、抗冷热疲劳和抗氧化

性能，B1900+Hf 合金作为时效强化合金，其拉伸强度

和抗冷热疲劳性能明显优于其他 4 种固溶强化的变

形合金，高温下 HA188 和 HA230 拉伸强度相当，略高

于 IN625 和 Hastelloy X（图 2 和表 3）[8] ； 4 种变形合

金都含有高达 22% 的 Cr 元素（表 2），因此抗氧化性较

好，B1900+Hf、HA230、HA188 的抗氧化性相当，优于

Hastelloy X（表 4）[8]，IN625 与 Hastelloy X 成分相似，

只是部分 Ni 代替了 Fe（表 2），因此 IN625 的抗氧化性

应优于 Hastelloy X，4 种合金在其工作温度范围内都具

有优异的抗氧化性。

2.2 制造工艺

2.2.1 钣金工艺

火焰筒整环结构的发散壁和承力壁如图 3 所示，沿

发动机轴向方向（即水平方向）前后各有一个法兰用于

表 2 火焰筒常用高温合金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2 Compositions of combustion liner commonly used superalloys (mass fraction)        %

元素 Ni Cr Co Mo W Al Ti Nb Ta Fe Hf C B Zr La

Hastelloy X 49 22 — 9 0.6 — — — — 18.5 — 0.1 — — —

IN625 61 22 — 9 — — — 4 — 4 — — — — —

HA230 60 22 — 2 14 0.3 — — — 1 — 0.1 0.004 — 0.02

HA188 22 22 39 — 14 — — — — 3 — 0.1 0.01 — 0.07

B1900+Hf 65 8 10 6 — 6 1 — 4 — 1 0.1 0.015 0.1 —

图 2 火焰筒常用高温合金拉伸强度随温度变化曲线

Fig.2 Tensile property curve varied with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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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火焰筒常用高温合金抗冷热疲劳性能

Table 3 Thermal fatigue resistance of combustion liner commonly used superalloys

性能 Hastelloy X IN625 HA230 HA188 B1900+Hf

900℃~20℃冷热循环至产生 0.5mm 裂纹所需周次 58 95 118 72 （300 次未发现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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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固定，中间为均匀壁厚、带有一定曲率的薄壁结构，

壁厚通常小于 2mm。如果采用传统的锻件 + 机加工的

工艺路线，不仅成本高、加工周期长，而且随着壁厚减

薄，零件刚度下降，加工变形问题越来越突出。国外航

空发动机公司普遍采用钣金 / 锻件 + 焊接的工艺路线，

中间均匀壁厚部分采用钣金成形，前后法兰采用锻件 +
机加工制备，然后把前、中、后 3 段采用电子束焊或氩弧

焊工艺焊接成组件，成本和加工周期显著降低。钣金工

艺分为两步。第 1 步将板材制成圆筒形，有两种方法： 
（1）把板材在模具中冲压拉伸成圆筒形； （2）把板材弯

成圆筒形，沿轴向焊一条纵向焊缝，由于后者板材利用

率高、成本低，国外多采用此成形工艺。第 2 步胀形，在

模具中将第 1 步制备的圆筒形零件沿径向往外撑，制备

成最终零件，由于各个位置的变形量不同，最终零件的

壁厚会有显微差异。钣金 / 锻件 + 焊接的工艺存在两

方面问题： （1）尺寸精度相对较低； （2）当有纵向焊缝

时，冷却孔会打在焊缝上，有成为裂纹源的风险。

2.2.2 铸造工艺

浮动瓦块采用铸造工艺制备，由于减重和提高冷却

效率的需要，浮动瓦块壁厚较薄（1~2mm），并且具有扰

流柱、掺混孔等复杂结构，增加了铸造工艺的难度，容

易引起疏松等缺陷。美国 Hitchiner 公司利用反重力低

压真空（Countergravity low-pressure vacuum，CLPV）铸

造工艺制备了 V2500 发动机的浮动瓦块。反重力低压

真空铸造如图 4 所示，熔融金属液在下方，模壳在上方

并处于单独的腔室，中间通过升液管连接，对模壳所在

腔室抽真空，金属液在压力作用下自下而上平稳充入模

壳，保温一段时间，待铸件和内浇道（横浇道）冷却后，释

放真空，模壳中心主浇道（直浇道）中的金属液回流到熔

池中，铸件仅残存一小段内浇道（横浇道），容易去除。

与普通重力铸造相比，反重力低压铸造具有以下优

点：减少铸件中夹杂物的含量，获得更清洁的铸件；减

少冲型时金属液的紊流，获得均匀的流场、温度场；降

低金属液加热温度和模壳保温温度，铸件晶粒细化，力

学性能提高；主浇道的金属液回流，节约材料，材料利

用率从普通重力铸造的 15%~50% 提高到 60%~94% ；

不需要预留切割空间，每个模组可排列更多的零件，生

产效率高 [9]。

2.2.3 涂层工艺

火焰筒在高温氧化和高温热腐蚀的气氛下工作，需

要表面防护涂层提高其抗氧化、抗腐蚀性能。V2500 发

动机的浮动瓦块采用包埋渗铝化物涂层提高其抗氧化、

抗硫化性能。CFM56、GE90、Trent 系列发动机的火焰

筒靠近热侧的表面都具有热障涂层，面层为 8YSZ（8% 
Y2O3 稳定 ZrO2）陶瓷，底层为 NiCrAlY 或 NiCoCrAlY
合金，不仅提高抗氧化性能，还具有隔热效果，涂层工艺

采用大气等离子喷涂。

随着航空发动机温度的提高，热障涂层出现了新

的失效形式，当涂层服役温度超过 1200℃时，CMAS
会溶解在热障涂层表面，渗入热障涂层内部，由于应变

容限的降低和热膨胀系数不匹配，造成热障涂层的剥

落 [10–12]。GEnx、LEAP 发动机采用了抗 CMAS 涂层，

在传统 8YSZ 陶瓷层的表面又增加了一层陶瓷层，形成

表 4 火焰筒常用高温合金抗氧化性能

Table 4 Oxidation resistance of combustion liner commonly used 
superalloys

温度 /℃
100h 氧化速率 /（g·m–2·h–1）

Hastelloy X HA230 HA188 B1900+Hf

900 0.117 0.034 0.021~0.034 0.03

1000 0.200 0.061 0.081~0.098 0.04

1100 0.611 0.162 0.125~0.128 0.26*

  注：“*”为 50h 氧化速率，随着氧化时间延长，氧化速率降低。

图 3 火焰筒冲击壁和发散壁结构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view of impingement wall and effusion wall for 
combustion liner

焊缝

外环冲击壁

外环发散壁

内环发散壁

内环冲击壁

冲击孔

发散孔

图 4 反重力低压真空铸造的结构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view of countergravity low pressure vacuum 
casting

模壳

铸件

金属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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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陶瓷层结构，阻止CMAS的渗入，从而提高涂层寿命，

此外双陶瓷层结构导致总的陶瓷层厚度增加，进一步提

高了隔热效果。

2.2.4 激光打孔工艺

国外先进航空发动机火焰筒采用发散冷却结构，整

个火焰筒分布上万个冷却孔，冷却孔直径小于 1mm，与

壁面的夹角为 20°~30°（角度越小，冷却效果越好，但孔

深度相应增加，打孔难度显著提高），出口为簸箕形，从

而进一步提高冷却效率，火焰筒表面先喷涂热障涂层，

再采用激光打孔制备冷却孔。从陶瓷侧向金属侧打孔，

过程大致分为 4 步，第 1 步去除陶瓷层，第 2 步将金属

层打穿，第 3 步制出簸箕孔的孔型，第 4 步精修金属层

孔壁表面的重熔层，并保证孔径尺寸。由于陶瓷层和金

属层具有不同的热膨胀系数，以及打孔过程中气流冲击

和熔渣溅射，在打孔后形成的陶瓷层尖角处，出现陶瓷

层和金属黏结层的断裂分层，冷却孔深度越大，分层越

严重（图 5）[13–15]。激光打孔存在两方面问题： （1）打孔

过程导致涂层出现分层，降低涂层寿命； （2）由于先涂

层再打孔的工艺，导致火焰筒可维修性较差，当涂层出

现严重剥落或烧蚀时，只能报废处理。

3 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筒

3.1 材料特性

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不断提高，燃烧室火焰筒温度

越来越高，并且可用冷却气量越来越少，火焰筒的工作

温度已经接近高温合金的使用极限，迫切需要开发承温

能力更高的火焰筒材料。

传统的陶瓷材料具有高熔点、低密度、耐腐蚀的优

点，但是其脆性大的缺点限制了工程应用。陶瓷基复合

材料通过连续陶瓷纤维增韧陶瓷基体，在裂纹扩展过程

中，通过界面分离、纤维断裂和纤维拔出等机制阻碍裂

纹扩展，从而克服了陶瓷材料的本征脆性 [16]。与高温

合金相比，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工作温度可提高 200℃以

上，减重 2/3，大幅度降低冷却气体用量，提高发动机效

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更省油、更环保的先进商用航

空发动机的理想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筒研制情况

如表 5 所示 [17–22]。

陶瓷基复合材料包括两类：SiC/SiC 复合材料和氧

化物 / 氧化物复合材料。国外火焰筒用 SiC/SiC 复合材

料多采用 Hi–Nicalon 和 Tyranno 系列 SiC 纤维；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材料主要采用 Nextel 系列 Al2O3 纤维（含

少量 SiO2 成分），基体材料主要采用氧化铝（Al2O3）
[16]。

两类陶瓷基复合材料在性能上有以下差异： （1）Al2O3

陶瓷的高温抗蠕变性差，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强

度也低于 SiC/SiC 复合材料，但前者应变容限高，有利

于释放局部应力集中，加工和安装连接的公差容限更

大，制造和使用自由度更高； （2）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

材料的抗氧化性，尤其是高温抗水蒸气腐蚀性能，优

于 SiC/SiC 复合材料； （3）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材料

的热导率（<2.5W/（m·K））低于 SiC/SiC 复合材料

（>10W /（m·K）），前者制备的火焰筒需要更少的冷气

量，有利于提高发动机效率 [23]。

SiC/SiC 复合材料因优异的高温力学性能成为目前

航空发动机火焰筒的研制热点，并首次在 GE9X 发动机

上获得工程应用。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材料还需开发

更高性能的氧化物纤维、基体，并优化制备工艺，从而提

高高温力学性能。

3.2 制造工艺

SiC/SiC 复合材料常用的制备工艺包括化学气相

渗透法（Chemical vapor infiltration，CVI）、反应熔体浸渗

图 5 激光打孔过程中陶瓷层和金属黏结层的分层裂纹（红框处）

Fig.5 Delamination crack between ceramic top coat and metal bond coat initiated during laser drilling process

Top coat

Bond coat

Substrate

（a）气膜孔钝角侧 （b）气膜孔锐角侧

100μm 100μm

Delamination crack
propagated by 
mechanical forces

The crack initiated by the 
bond coat vapor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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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筒研制情况

Table 5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combustion liner

复合材料 研制单位 纤维 / 基体 制备工艺 考核和应用情况

SiC/SiC
复合材料

Solar Turbines  外环：Hi-Nicalon/SiC
 内环：Tyranno ZM/SiC

外环：CVI 工艺、EBC 涂层
外环：MI 工艺、EBC 涂层

在 Centaur 50S 发动机上考核验证了 SiC/SiC 复合材料
火焰筒（图 6（a）），外环直径 760mm，内环直径
330mm，壁厚为 2~3mm，其考核寿命超过 15000h[17]

GE/Allison Hi-Nicalon/SiC MI 工艺
开发并验证了 SiC/SiC 复合材料火焰筒（图 6（b）），
其壁面可以承受 1589K 的高温，并与由 Lamilloy 结构材

料加工的外火焰筒一起组成了先进的柔性燃烧室 [18]

Snecma — —
对 CERASEP 系列 SiC/SiC 复合材料进行了升级并制备

了火焰筒（图 6（c））等发动机组件 [19]

PW Tyranno SA/SiC MI 工艺

研制了涡轴发动机 PW206 的 SiC/SiC 复合材料的燃烧
室（图 6（d）），在慢车和最大工况间循环 250 次，
燃烧室完好无损，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以及 NOx 和 CO

排放相对金属材料燃烧室都有显著提升 [20]

GE — MI 工艺 GE9X 发动机上，应用了 SiC/SiC 复合材料的火焰筒

氧化物 /
氧化物

复合材料

Solar Turbines Nextel 720/Al2O3
溶胶凝胶渗透工艺

FGI 涂层
在 Centaur 50S 发动机上也考核了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

材料火焰筒（图 7），考核寿命超过 25000h[21]

German 
Aerospace Center Nextel 610/Al2O3

溶胶凝胶渗透工艺
TBC 涂层

制备的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材料火焰筒考核 12.5h 后出
现裂纹（图 8），距离工程应用尚有一定差距 [22]

图 6 SiC/SiC 复合材料火焰筒

Fig.6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combustion liner

（a）Solar Turbine公司 （b）GE/Allison公司

（c）Snecma公司 （d）PW公司

法（Melt infiltration，MI）、聚合物浸渍裂解工艺（Polymer 
infiltration and pyrolysis，PIP），与 CVI 法和 PIP 法相比，

MI 法制备的复合材料更加致密，力学性能高、成本低、

制造周期短，因此 SiC/SiC 复合材料火焰筒更多采用

MI 法 [24]。SiC/SiC 复合材料在高温腐蚀环境中工作，水

蒸气和各种熔盐杂质会与 SiC 氧化生成的 SiO2 保护层

发生反应，生成挥发性气态物质 Si（OH）x，使其丧失保

护基体的功能，加速纤维和界面的氧化，导致材料失效，

因此其表面需涂覆 EBC 涂层，由硅、莫来石（Mullite）、
BSAS（（1– x）BaO–xSrO–Al2O3–2SiO2， 0≤x≤1） 3 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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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采用大气等离子喷涂工艺制备。

对于航空发动机高压比燃烧室，工作温度升高，冷

却效率要求提高，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筒也需要采用发

散冷却设计，采用激光加工大量细密气膜孔（图 8）[22]。

4 结论

国外航空发动机火焰筒随着工作温度提高，对冷却

效率要求越来越高。火焰筒结构由单层壁发展为双层

壁，包括整环式和分块浮动式。

传统火焰筒材料采用高温合金，整环式火焰筒采用

变形高温合金，将锻件和钣金件焊接成环形件，在发散

壁热侧表面喷涂热障涂层，具有双陶瓷层结构以及抗

CMAS 功能，最后激光打孔制备出冷却孔。分块式火

焰筒的浮动瓦块采用铸造高温合金，反重力低压铸造制

备，表面涂覆铝化物抗氧化涂层。

陶瓷基复合材料包括 SiC/SiC 和氧化物 / 氧化物两

种复合材料，前者力学性能较高，后者抗氧化和抗腐蚀

性能更好，应变容限更高，热导率更低。SiC/SiC 复合材

料表面喷涂 EBC 涂层，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材料表面

喷涂 FGI 涂层或 TBC 涂层，并采用激光打孔制备发散

冷却孔。美国 GE 公司在其最新的 GE9X 发动机上首

次应用了 SiC/SiC 复合材料的火焰筒，氧化物 / 氧化物

复合材料还需提高高温力学性能。

图 7 氧化物 / 氧化物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筒

Fig.7 Oxide/oxide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combustion liner

图 8 带冷却孔的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材料火焰筒

Fig.8 Oxide/oxide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combustion liner with 
cooling hole

（a）考核前

（b）考核后

（a）EBC涂层

（b）FGI涂层

BSAS

Mullite

Si

100μm

APS Alumina

FGI

CMC

图 9 陶瓷基复合材料涂层

Fig.9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coating

成（图 9）[17，25]，不仅起到隔热的作用，还能阻碍高温下水

蒸气对硅化物的腐蚀。EBC 涂层采用大气等离子喷涂

工艺制备。

氧化物 / 氧化物复合材料火焰筒大多采用溶胶 –
凝胶渗透工艺制备 [21]，工艺简单、制造成本低、制备温度

低、纤维损伤小、基体组分均匀性高。氧化物 / 氧化物

复合材料表面涂覆 FGI（Friable graded insulation，FGI）
涂层或 TBC 涂层，FGI 涂层由多孔的铝硅酸盐构成（图

9），厚度为 3~5mm，显著阻隔了温度 [17，21，25]。FGI 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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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4 钛合金叶片喷丸数值模拟及喷丸路径规划*

孙 辉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长春 130000）

[ 摘要 ] 针对 TC4 钛合金叶片在喷丸强化过程中受残余应力易产生形变的问题，对钛合金叶片喷丸过程进行数值

分析及试验研究。首先，确定了叶片的喷丸参数，通过单弹丸的喷丸模拟找到喷丸速度和残余应力之间的对应关系，

通过数值模拟和实际检测对比喷丸过程产生的残余应力，从而确定喷丸速度等参数条件。然后，为研究不同喷丸路

径对叶片变形量的影响，设计了 3 种喷丸路径工艺。模拟和试验结果表明，叶片在喷丸后的变形主要沿 Y 方向，叶片

整体呈现出由内弧侧向背弧侧弯曲的趋势，不同的喷丸路径叶片变形程度不相同，其中采用“背弧 – 内弧”的喷丸方

式时，Y 方向变形量最小，最小值为 0.182mm。叶片不同喷丸路径其变形量不同，找到合适喷丸路径能有效减少叶片

喷丸变形，通过模拟和喷丸路径规划针对叶片不同路径喷丸变形大小，在叶片机加工时给予一定的预补偿量使叶片

喷丸变形后达到预定的形状。

关键词： 钛合金；叶片；喷丸强化；残余应力；数值模拟

Shot Peen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Path Planning of TC4 Titanium Alloy Blade

SUN Hui
(Changchun Polytechnic, Changchun 130000)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C4 titanium alloy blade is easy to deform due to residual stress in shot 
peening process, numer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shot peening process of titanium alloy blade were carried 
out. Firstly, the shot peening parameters of blade are determine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t peening 
speed and residual stress is found by shot peening simulation of single shot. The residual stress generated in shot peening 
process is compar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ctual detection, so as to determine the parameters such as shot peening 
speed. Then,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hot peening sequence on blade deformation, three shot peening 
path technologies are designed to realize the planning of blade shot peening path,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lanning path 
is verified by experiments. Th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formation of the blade is mainly 
along the Y–direction after shot peening, and the deformation trend of the blade is from the inner arc side to the back arc 
side. The deformation degree of the blade varies with different shot peening paths. When the “back arc inner arc” shot 
peening method is adopted, the deformation in the Y–direction is the smallest, and the minimum value is 0.182mm. The 
deformation of blade is different with different shot peening paths. Finding an appropriate shot peening pat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lade’s shot peening deformation.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and shot peening path planning, a certain amount 
of pre-compensation is given in the machining process to make the blade reach the predetermined shape after shot peening 
deformation.
Keywords: TC4 titanium alloy; Blade; Shot peening; Residual stress; Numerical simulation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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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4 钛合金材料属于 α+β 双相合金材料 [1]，含有 α
稳定元素同时还有 β 稳定元素，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

耐腐蚀性、较高的比强度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广泛应

用于航天、生物医疗、化工等领域 [2]。

在航空领域 TC4 钛合金材料多用于风扇叶片、压

气机叶片、压气机盘、整体叶盘、机匣、燃烧室外壳、起落

架等方面。在航空发动机上 TC4 钛合金叶片属于转动

关键件，在运行过程中叶片表面容易萌生疲劳裂纹，裂

纹的产生对发动机的寿命有着重要的影响。对 TC4 钛

合金叶片进行表面改性，能有效提高其抗疲劳强度 [3–5]，

延长叶片运行时间。

喷丸强化能使零件材料表层发生塑性变形产生残

余压应力，残余压应力产生能够提高材料的抗疲劳强

度。目前对 TC4 钛合金喷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残余

应力大小及变形等方向，而对于喷丸路径对 TC4 钛合

金叶片变形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高玉魁 [6] 对高

强钢喷丸后的残余应力进行研究；赵春梅 [7] 对喷丸进

行模拟和残余应力研究；赵莉莉 [8] 研究了喷丸残余应

力对裂纹扩展和疲劳寿命影响。基于此，对 TC4 钛合

金叶片进行喷丸强化处理，通过数值模拟喷丸强化过

程，并和实际叶片喷丸后变形情况对比研究喷丸路径对

叶片变形的影响，不同的喷丸路径对叶片变形量不同，

找到合适的喷丸路径能有效减少叶片喷丸后变形，通过

喷丸路径规划和模拟针对叶片喷丸变形量大小，在叶片

进行机加工时给予一定的预补偿量使叶片喷丸后能达

到预定形状，在叶片加工保形方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喷丸强化数值模拟模型

1.1 本构模型

喷丸强化 [9–11] 是一种高度非线性的动态冲击过程，

是由大量弹丸高速撞击零件表面使其发生塑性变形，具

有高应变率和大应变的特点。文章采用 ABAQUS 有

限元软件建立多弹丸的有限元模型 [12]，通过 ABAQUS/
Explicit 显式求解器进行计算，来实现瞬时、高应变非线

性的问题的快速求解。模拟时用的本构模型是 J–C 模

型，J–C 模型是由 Johnson 和 Cook 在 1983 年针对高速

冲击和爆炸问题提出来的，是一种描述金属应变率强化

效应和温度软化效应的本构模型，其表达式为：

σeq=（A+Bεn
eq）（1+C lnε· *）（1–T *m） （1）

其中，A 为材料在参考应变率和参考温度下的屈服强度；

B 和 n 为应变强化系数，C 为应变敏感系数；m 为温度

敏感系数；σeq 为等效应力；εeq 为等效塑性应变；ε· * 为无

量纲的等效塑性应变率；T *=（T–Tr）/（Tm–Tr）无量纲

温度，其中 Tr 为参考温度，Tm 为材料熔点温度。

查阅文献 [13] 中的数据，得到 TC4 钛合金材料 J–

C 本构模型参数，如表 1 所示。

1.2 有限元模型

ABAQUS/Explicit 提供两种接触作用算法，本文模

拟采用的是接触对算法，弹丸和材料之间的摩擦系数设

为 0.2，采用 C3D8R 六面体线性减缩积分单元对材料进

行网格划分，喷丸强化过程是弹丸以一定的速度撞击材

料表面产生力的作用，因此模拟过程中给弹丸一定的初

始速度。建立试块的多弹丸喷丸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1
所示，进而应用到叶片 TC4 钛合金叶片喷丸模拟。

2 TC4 钛合金叶片喷丸试验

2.1 叶片喷丸参数

某 TC4 钛合金压气机叶片要求喷丸强度为 0.16~ 
0.22mmA，为了确认具体的喷丸参数需要进行试验绘制

饱和曲线确定喷丸强度。饱和曲线的绘制需要在其他

参数一定的情况下用不同的喷丸速度或喷丸时间击打

Almen 试片，通过至少 4 个不同速度或时间下的 Almen
试片的弧高值计算绘制饱和曲线。弧高值的计算采用

弧高仪测量，弧高仪和Almen A型标准试片如图2所示。

表 1 TC4 钛合金 J–C 模型参数

Tab.1 J–C model parameters of TC4 titanium alloy

参数 A/MPa B/MPa n c m

数值 1098 1092 0.93 0.014 1.1

图 1 多弹丸有限元模型

Fig.1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multiple shots

Z

YX

图 2 阿尔门量仪和阿尔门试片

Fig.2 Almen gage and Almen strip

（a）阿尔门测量仪 （b）阿尔门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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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喷丸参数：S230 铸钢丸、空气压力 0.25MPa、
丸流量 12kg/min。用上述参数进行喷丸试验和对 TC4
压气机叶片进行喷丸，对 A 型试片进行饱和强度试验，

得到了该喷丸参数下的喷丸强度为 0.18mmA，此时饱

和点的时间为 2.02s，喷枪移动的速度为 0.078m/s，饱和

曲线见图 3，确定了具体喷丸参数后续叶片喷丸在该参

数下进行。

由于铸钢丸加工方法和丸料硬度比较高的特性，决

定了铸钢丸比较脆，寿命相对短，容易在受喷材料表面

遗留铁粉，需要采用合适的方式将其去掉。TC4 钛合金

叶片用铸钢丸喷丸后，要求叶片表面的 Fe 元素要小于

等于材料基体中的质量分数，小于 0.3%。因此，本试验

在进行铸钢丸喷丸后，再采用喷玻璃丸的方式来去除表

面的铁粉污染，喷丸后的叶片表面图像如图 4 所示。

检测了 TC4 钛合金叶片元素及其含量如表 2 所示，

为检测采用喷玻璃丸方法去除叶片表面的铁粉污染的

有效性，对除污后的叶片表面进行元素含量检测，得到

喷丸后叶片表面的元素含量，如表 3 所示。

结果表明，采用喷玻璃丸叶片表面 Fe 元素质量分

数为 0.28%，小于标准。说明此方法可有效去除叶片表

面的铁粉污染，达到去污指标。

用扫描电镜观察叶片喷丸后的表面状态，分析铸钢

丸加工后的效果，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可以看出 TC4 钛合金叶片喷丸后表面凹坑

比较均匀，覆盖率达到了 100%，表面没有褶皱等缺陷，

表面状态良好。

2.2 残余应力的测量

为了检测 TC4 钛合金叶片喷丸后的残余应力，采

图 3 饱和曲线

Fig.3 Saturation intensity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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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C4 钛合金叶片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2 Components of TC4 alloy blade (mass fraction)  %

Al V Fe C

5.5~6.8 3.5~4.5 0.3~0.4 ≤0.10

N O H 其他

≤0.05 ≤0.20 ≤0.015 ≤0.40

表 3 喷丸后叶片表面元素组成（质量分数）

Table 3 Elements of blade surface after shot peening (mass fraction)
%

谱图 C Al Ti V Fe

1 1.14 5.89 89.28 3.69 —

2 — 6.07 89.92 4.01 —

3 2.14 5.77 88.38 3.43 0.28

4 — 5.98 90.52 3.50 —

5 — 6.13 90.49 3.38 —

最大 2.14 6.13 90.52 4.01 0.28

最小 1.14 5.77 88.38 3.38 0.28

图 4 喷丸后叶片表面谱图

Fig.4 Surface spectrum of blade after shot peening

300μm

谱图1

谱图2

谱图3

谱图4

谱图5

1mm

图 5 TC4 叶片喷丸后叶片表面状态

Fig.5 Blade surface after shot p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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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X–350A 型残余应力测试仪，如图 6 所示 [14–16]。用电

解抛光仪采用饱和食盐水溶液对叶片浅表层进行剥层，

每间隔 20μm 进行一次剥层测量，残余应力测量结果如

图 7 所示，在模拟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弹丸撞击零件表

面的速度，找到和实际喷丸强化后应力水平一致的速

度，然后用该速度进行后续的模拟。

在模拟过程中分别用 50m/s、70m/s、80m/s 和 85m/s
弹丸速度撞击零件表面，模拟结束后提取模型中的应力

结果。随着弹丸撞击速度的增减残余应力的大小和深

度均增加，用 85m/s 的弹丸速度模拟得到的应力结果和

实际用 0.18mmA 喷丸强度喷叶片后测量得到的残余应

力大小和深度基本吻合，残余应力最大值为 –676MPa，
应力层深度约 0.225mm，后续的模拟过程中采用 85m/s
的弹丸速度进行模拟。

3 喷丸路径规划

3.1 不同喷丸路径

为研究不同喷丸路径对叶片变形量的影响，设计了

3 种喷丸路径工艺。

工艺 1：先内弧喷丸再背弧喷丸，即内弧 – 背弧。

工艺 2：用双喷枪同时对内弧和背弧喷丸。

工艺 3：先背弧喷丸再内弧喷丸，即背弧 – 内弧。

具体路径方向如图 8 所示。

3.2 不同喷丸路径变形结果

用 85m/s 的弹丸速度对 3 种喷丸路径进行模拟，

并对模拟结果的变形量进行提取，沿叶片长度方向平

均分成了 9 个模拟点，分别为：s1、s2、s3、s4、s5、s6、s7、s8

和 s9，其中 s1 点靠近叶根，s9 点靠近叶顶。分别对不同

路径的 X 方向和 Y 方向的变形量进行采集，结果如图

9 所示。

图 6 X–350A 型残余应力测试仪

Fig.6 X–350A residual stress analyzer

图 7 残余应力结果

Fig.7 Residual stress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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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方向示意图

Fig.8 Directio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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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喷丸路径的变形情况

Fig.9 Deformation of different shot peening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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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 3 种喷丸路径中，内弧 –
背弧 X 方向的变形量为 –0.126mm，内背对喷 X 方向的

变形量为 –0.082mm，背弧 – 内弧喷丸 X 方向的变形量

为 –0.033mm，3 种喷丸路径中内弧 – 背弧 X 方向的变

形量最大，其次是内背弧对喷，背弧 – 内弧喷丸 X 方向

的变形量最小。3 种喷丸路径中 Y 方向的变形量均为

正值，说明变形在 Y 方向是沿着增大的方向变形即向背

弧方向变形，背弧 –内弧喷丸Y方向变形量为 0.182mm，

内背弧对喷 Y 方向的变形量为 0.233mm，内弧 – 背弧喷

丸 Y 方向的变形量为 0.284mm。综上可以看出越靠近

叶顶变形量越大，3 种喷丸路径 X 方向变形量差异比较

小，Y 方向变形量差异比较大，变形整体呈现出由内弧

侧向背弧侧弯曲的趋势。

为验证数值模拟的正确性，对 3 种路径喷丸后的叶

片用三坐标检测仪对相同位置进行数据提取，得到不同

喷丸路径的叶片变形情况，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可以看出三坐标测量结果和模拟结果有相

同的趋势，沿 Y 方向的变形量最大，变形也呈现出由内

弧侧向背弧侧弯曲的变形趋势，且 3 种喷丸路径中先背

弧 – 内弧的喷丸方式的变形量最小。三坐标测量变形

量结果比模拟结果要大一些，主要是因为模拟时采用的

参数、约束条件等和实际喷丸情况略有差异。

4 结论

（1）建立了多弹丸喷丸模拟的模型，在喷丸模拟中

发现弹丸速度 85m/s 的残余应力和 0.18mmA 喷丸强度

的残余应力水平基本一致，最大残余应力 –676MPa，应
力层深度约 0.225mm。

（2）3 种喷丸路径的变形主要是在 Y 方向上产生，

X 方向比较小，内弧 – 背弧喷丸方式的变形量最大，实

测 Y 方向变形量值为 0.292mm；背弧 – 内弧喷丸方式

变形量最小，实测 Y 方向变形量值为 0.190mm； 3 种喷

丸方式的模拟结果和三坐标实测结果基本一致，叶片呈

现由内弧侧向背弧侧弯曲的变形趋势。

（3）通过实测变形量验证了多弹丸喷丸模拟模型

有效性，叶片喷丸前可通过模拟合理规划喷丸路径能有

效减小叶片喷丸后的变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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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p=0.2mm、f=0.1mm/r、n=800r/min 时，减振刀具的最

大输出电压为 3.3V（图 10（b））。当 f 从 0.1mm/r 降低

到 0.05mm/r 且其他参数保持不变时，最大输出电压从

3.3V 降低到 1.7V（图 10（a））。在图 10（b）的切削参

数基础上仅将 ap 增加到 0.4mm，最大输出电压即达到

10.1V（图 10（c））。从频域观察电压信号，相比于图 7，
电压信号的频域图不仅能看到减振刀具的共振峰频率，

还能清晰地看到主轴旋转频率 26Hz 及其倍频，这表明

电压信号与切削振动相关度高。

5 结论

为提高振动抑制效果，本文设计出一种压电陶瓷式

吸振器，并将其应用于大长径比车削刀具上。吸振器将

刀具的振动能量传递给吸振器的质量块与阻尼元件，而

压电陶瓷作为阻尼元件将振动能转换为电能。通过分

析内置吸振器刀具的无量纲频率响应以及压电陶瓷的

响应特性，对吸振器进行参数优化设计，结论如下。

（1）与仅具有黏性阻尼的吸振器相比，具有双重阻

尼的吸振器使频响函数峰值进一步减小了 5.8%。

（2）模态试验表明，具有压电陶瓷吸振器刀具的共

振峰值衰减到原刀具的 19.9%，极大地提高了加工稳

定性。

（3）在多种切削参数下进行加工试验，相比于无吸

振器刀具，加吸振器后刀具频响函数峰值下降了 72%，

工件表面粗糙度下降了 67.2%，切削过程中收集到压电

陶瓷输出的电压信号幅值可达 10.1V，且信号与切削振

动相关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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