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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空航天装备更加注重轻量化、超机动、长寿命及快速响应等特点，设计中越来

越多地采用复杂整体结构件。传统的成形工艺已无法满足结构件的设计和制造要求，采

用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液压成形、激光冲击等成形工艺能够解决航空航天整体复杂构件

难加工甚至无法加工的制造技术问题。

本刊策划了“金属成形”主题，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航空工业成飞、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专家团队撰稿，

展示最新的研究进展，对专家团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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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制造技术》作为一本创刊 60 多年的综合性、高质量的航空科技期刊，长

期密切跟踪国内外先进的航空制造技术，紧密结合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国家

发展战略，聚焦航空产品全生命周期相关的设计、加工、装配、维护等领域的先进

制造技术及其创新管理系统的知识传播，是广大航空科技及管理人员汲取航空制

造新知识的有效平台。作为航空制造信息化研究与应用的科研教学人员，我从中

获益良多。另外，编辑部在论文的编辑过程中非常认真，对论文用词、图表排版、参

考文献引用等每个细节都非常仔细，以确保期刊质量。祝愿期刊在先进性、实用

性、时效性等方面不断进步，为中国航空制造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浙江大学 方水良

  作为航空发动机材料工艺设计人员，迫切需要了解航空制造方面的前沿动态

和重大进展，一本行业权威、覆盖面广、专业精深、资讯新鲜的杂志成为工作必备。

《航空制造技术》一直是我的不二选择，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其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创刊 60 余年来致力于航空制造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报道，深受读者喜爱，尤

其是在我国航空事业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是迎来行业发展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期。衷心祝愿期刊不断开拓进取，为读者呈献更多的精品文章，助力

我国航空事业再创辉煌。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李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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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中的原子扩散率

高，调整扩散过程，使其结

构和性能具有很大的可调

性，但这导致它们的性能

在高温下不稳定。通过制

造单晶或大量合金化来消

除扩散界面有助于解决此

问题，但在较高的同源温

度下不能抑制原子扩散。

近日，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的李秀艳研究员

和卢柯院士等发现 Schwarz
晶体结构在具有极细晶粒

的过饱和铝镁合金中可

有效抑制原子扩散。论

文 以 题 为 Suppressing 
atomic diffusion with the 
Schwarz crystal structure 
in supersaturated Al–Mg 
alloys 发表在Science 上。

由于原子间键的性

质，相对于陶瓷和具有共

价键或离子键的化合物，

金属中的原子扩散率明显

更高，通过在合成和后续

处理过程中定制扩散控制

过程，这一特性使得结构

在不同长度尺度上具有很

大的可调节性，在热机械

处理中，通过控制扩散相

变可以广泛地调节钢的强

度和塑性。

抵抗原子在金属中

的扩散是一项挑战，尤其

是在高温下。研究者发

现 Schwarz 晶体结构在结

构熔化前可有效地抑制原

子扩散。通过形成稳定的

结构，抑制了扩散控制的

金属间化合物从纳米晶粒

的析出和它们的粗化，直

到平衡熔化温度，在其附

近表观跨界扩散率降低

了约 7 个数量级。利用 
Schwarz 晶体结构开发先

进的工程合金，将使材料

在高温应用中具有更好的

性能。 （本刊记者    大漠）

近日，上海大学钟云

波教授团队联合北京科技

大学王沿东团队在“共晶

鱼骨高熵合金的多级裂纹

缓冲效应及其辅助的超

高塑韧性”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论文以Hierarchical 
c rack buffer ing t r ip les 
ductility in eutectic herring-
bone high-entropy alloys 为

题刊登在Science 上。

在人造延展性材料中

宽容裂纹是违反直觉的，

这些广泛的微观破坏会触

发材料的过早失效，伴随

着低拉伸塑性。研究中，

一种新型的共晶高熵合金

材料打破了这一趋势，当

这种材料被可控地凝固成

类似鱼骨的多级共晶结构

时，高密度裂纹不仅不会

恶化性能，反而可以作为

有效的应变补偿者去改善

材料塑性。这一突破源于

仿生激发的多级裂纹缓冲

效应，其允许多重微裂纹的

广泛成核，在随后的巨大应

变范围内显著抑制了它们

的灾难性生长和破坏。

室温拉伸曲线显示

定向凝固的多级鱼骨结构

实现了显著改善的拉伸塑

性，均匀延伸率从传统共

晶高熵合金的 16% 增加

到 50%。没有牺牲强度，

反而是相比传统铸态试样

屈服强度提高了 150MPa。
定向凝固的鱼骨高熵合金

含有大量的高硬度、低延

展性的 B2 相，却拥有超高

均匀延伸率，可媲美高延

展性的、完全均匀化的面

心立方高熵材料。因此通

过定向凝固制备的多级鱼

骨结构所实现的强塑性匹

配显著优于任何其他铸态

共晶和近共晶高熵合金材

料。这种微结构设计方法

对于指导更广泛的共晶型

高熵 / 传统合金的性能改

善具有显著的实际意义。

 （本刊记者    大漠）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发现
Schwarz 晶体结构抑制原子扩散

上海大学在高熵合金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2021 年 7 月 27 日，

AES100 发动机双发配装

直升机首飞成功。工业和

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党组

成员田玉龙，中国航发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王之林，

航空工业副总经理、党组

成员何胜强及国家有关部

门、客户单位，参研单位代

表等出席首飞仪式。

AES100 发动机是我

国第一型具有国际竞争力

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1000kW 级先进民用涡轴

发动机，可满足 5~6t 级双

发和 3~4t 级单发直升机

动力需求。AES100 发动

机寿命、耗油率等技术指

标达到国际第四代涡轴发

动机技术水平，配有独立

的健康管理系统；目标价

格与国外同等功率发动机

相当，运营维护成本低，全

寿命期经济性好；严格按

适航要求开展研制，平均

故障间隔时间超过 550h，
全包线范围安全可靠。

在 AES100 的研制过

程中，研发团队坚定不移

走自主创新道路，攻克了

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了整机性能达标，完成了

首飞前全部研制和试验验

证工作。AES100 发动机成

AES100发动机首飞成功
功装机首飞标志着我国民

用涡轴发动机自主研制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对我国掌

握通用航空动力自主发展

权、参与市场竞争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目前，该发动机适航

工作正稳步推进，计划将

在 2024 年取得中国民航适

航证。下图为 AES100 发               
动机。

 （本刊记者    大漠）

近日，工信部国家工

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

心给南京大学、中国科学

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江苏

安德信超导加速器科技

有限公司、南京质子源工

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德信微波设备有限公

司、长安大学、中恒国信

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7 家单位颁发了“高性能

Feedthrough 关键技术开发

与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登

记证书。

Feedthrough 是一种

穿过真空腔壁，在大气与

真空间进行直流或射频信

号传输的连接器。该产品

主要用于带电粒子加速

器、真空设备、核反应堆等

设备上，是这些设备研发

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部

件，具有广泛的用途。

此 前，我 国 所 用 的

Feedthrough 基本依赖进

口，主要由日本的京瓷公

司、美国的 MPF 等公司提

供，价格昂贵，随时有被禁

运的风险，而且供货周期

长。为了解决这项“卡脖

子”技术，实现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国产化高品质

Feedthrough，由南京大学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孙安教授团队牵头，联合 7
家单位进行技术攻关。经

过8年的不断研发与改进、

用户测试与使用及第三方

检测，终于实现了在工作

带宽、插损、工作温度、漏

气率等多方面都优于国外

同类产品的、具有我国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

Feedthrough。
2021 年 5 月 26 日，国

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

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主持

召开了由南京大学、中国

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

单位联合自主研发的“高

性能 Feedthrough 关键技

术开发与应用”科技成果

评价会。

此次评价会议，邀请

了该领域的 11 位专家组

成评价委员会，委员会听

取了项目组的汇报和项目

完成单位的技术总结报

告，审查了相关资料，经质

询和讨论形成一致意见：

该项目通过优化电磁场

传输匹配与结构设计，研

发的 Feedthrough 实现了

真空与大气之间进行电磁

信号的低插损传输，项目

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其中带宽技术指标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左图为

Feedthrough 连接器。

 （本刊记者   大漠）   

南京大学牵头解决了高性能Feedthrough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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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NEWS

2021 年 8 月 20 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

院士团队成功研制出一种

兼具高度可压缩性和可

拉伸性的超弹性全碳多

孔 材 料 ——“碳 弹 簧”。

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上。

多孔碳材料因其广泛

的应用，一直是材料科学

领域的研究热点。机械柔

韧性是决定其实际应用过

程中结构稳定性和耐久性

的关键因素。

研 究 人 员 研 制 出

这 种“碳 弹 簧”，可 以

在 -60%~80% 的大应变范

围内实现可逆的拉伸和压

缩形变并完全回弹，类似

于真正的金属弹簧。

鉴于该“碳弹簧”的

独特变形机制和机械性

能，以及良好的导电性，研

究人员将其作为关键部

件，成功制造出一种新型

的磁性传感器件。

结 果 表 明，该 磁 性

传感器可灵敏地探测到

0.4mT 的微小磁场，且可

以在 -100~350 ℃的极端

温度环境中稳定地发挥作

用，这种独特优势使其应

用到外太空探测任务中成

为可能。（本刊记者   大漠）

近日，来自美国马里

兰大学的 Ryan D. Sochol
等研究者，介绍了一种通

过 PolyJet 三维 (3D) 打印

在单个打印运行中，由完

全集成的射流电路组成的

增材制造软体机器人的策

略。相关论文以题为Fully 
3D-printed soft robots with 
integrated fluidic circuitry
发表在Science Advances
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软

体机器人领域已经确立了

自己的地位，因为它特别

适合使用传统的、刚性的

机器人很难或不可能实现

的应用。依赖于由射流手

段 ( 如液压 / 气动 ) 驱动

的柔顺材料，给软体机器

人带来了一些固有优势，

特别是在人机交互的安全

性、低成本和在操作复杂

和精密物体的结构适应性

方面。然而，目前软体机

器人应用的一个关键障碍

是，要求增加独立操作的

软体执行器 ( 或自由度 )
的数量，通常要求相等或

更多的不同控制输入。为

了减少或消除这种外部控

制方案的需要，研究人员

已经研究了一系列通过射

流逻辑增强软体机器人自

主性的方法。

与人工将独立的射

流电路连接到软体机器人

上的研究相反，人们对将

这些功能直接嵌入软体机

器人系统的能力越来越感

兴趣。使用基于无尘室的

多层软光刻协议来制造微

流控振荡器，然后利用各

种制造技术，如计算机数

控加工、多材料铸造、嵌入

式牺牲式直接墨水书写、

热固化 / 疏散过程、激光

切割，最终实现一个可以

周期性驱动的不受束缚

的软“章鱼机器人”。然

而，由于依赖于基于软光

刻的射流电路，这种制造

方法尚未在软体机器人领

域得到广泛采用。此外，

虽然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了

射流阀的广泛功能，但基

于这种制造方法实现更复

杂的功能，特别是基于压

力增益操作的功能并不                
简单，因此制造基于射流

电路的软体机器人的替代

方法，仍然是关键需求。

研究者提出了一种

新的策略，即通过多材料

“PolyJet 三维 (3D) 打印”，

在单个打印过程中增材制

造统一的软体机器人系统

和完全集成的射流电路。

最初，模块化的组件，如射

流电路元件、互连、访问端

口以及软体机器人作动器

和结构部件，可以在计算

机辅助设计 (CAD) 软件中

进行设计和组装，生成具

有完全集成的射流电路的

软体机器人的三维模型。

虽然研究人员已经在软体

机器人和射流电路领域广

泛使用了增材制造技术，

但研究者认为 PolyJet 3D
打印是唯一适合同时制造

两类系统作为统一实体的

技术。PolyJet 打印是一种

基于喷墨的 ( 材料喷射 )
过程，其中，多个光反应

性和牺牲支撑材料被平行

分配 ( 与连续的紫外线剂

量 )，以逐行、一层一层的

方式产生 3D 物体。

 （本刊记者   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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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研制出在 -100 ~350 ℃
极端环境中可发挥作用的“碳弹簧”

全 3D 打印软体机器人取得重要突破

近日，德 国 Broetje-
Automation 公 司 表 示，

达 到 了 第 250 次 交 付

EcoPositioner 系统的里程

碑。该系统作为内应力装

配保形（BiSconA）项目成

果的一部分，是一种专为

改进飞机装配而开发的模

块化高精度定位系统，将

交予 ZAL 航空应用研究

中心。

BiSconA 项目由德国

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资

助。Broetje-Automation 公

司开发了一种自动“兼容”

内应力的飞机机身连接方

法，并在准确性方面设定

标准，从而提升了组装过

程的速度，并在整个组装

过程中保证了机身外壁的

无应力状态。基于智能算

法，该技术能够补偿机械

和热影响，实现快速定位。

系统结合了包含力学、控

制和测量技术的单一知识

源，进一步优化了系统的

可用性。定位技术可用于

多种制造过程，如机身部

件的组装，部件与机身的

连接，以及机翼和尾翼部

件与机身的连接等。

据报道，德国宇航中

心（DLR）复合结构和自

适应系统研究所提出了一

种基于人工智能专家系统

的总装线概念，可通过人

工智能预选择组件减少装

配区域过大的公差，每个

部件都可以“即插即用”，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

量。手动补偿程序（如垫

片）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

率都将成为过去。DLR 计

划将该专家系统全面引入

到批量生产中。左图为装

配现场。（本刊记者　大漠）

德国推出飞机机身高精度装配定位系统

近日，欧盟资助的“智

能多材料结构的嵌入式寿

命周期管理：发动机组件

的应用”（MORPHO）项

目提出了一项创新提案：

在飞机发动机风扇叶片中

嵌入印刷和光纤传感器。

该项目的风扇叶片主

体由三维编织复合材料制

成，其前缘采用钛合金材

料。这种钛合金材料具有

较高的强度和断裂韧性。

项目团队将在一个名

为异物损坏 (FOD) 展板的

演示装置上开发和测试核

心技术构件。MORPHO
的 FOD 展板代表风扇叶

片在特定高度的弦，即叶

片从前缘到后缘的宽度，

主要目的是在制造前测试

风扇叶片设计，将风险降

至最低。

MORPHO 项目建议

在 FOD 展板中嵌入印刷

和光纤传感器，从而使其

在制造时就具有感知能

力。数字 / 混合孪生的并

行开发模型将大大改善

FOD 寿命周期管理。

MORPHO 项目还打

算根据欧盟新的循环经济

行动计划，确保其下一代

智能发动机风扇叶片的高

效和环保。对昂贵部件进

行环保回收，开发出结合

激光诱导拆卸和热解技术

两种工艺的方法，以实现报

废零件的最佳回收利用。

MORPHO 项目由法

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学院

负责协调，汇集了多家飞

机设备制造商、软件和传

感器系统开发商，以及来

自 6 个欧洲国家的回收技

术和智能流程监控公司、

大学和研究机构，并由 1
个国际咨询委员会提供外

部指导和专家建议。项目

为期 3.5 年，将于 2024 年

9 月结束。上图为智能发

动机风扇叶片。

 （本刊记者    大漠）

欧洲开发下一代智能发动机风扇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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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制造TC4 钛合金组织与
拉伸性能*

朱言言 1，2，3，李 冲 4，刘玉婷 1，2，田象军 1，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沿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北京 100191；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 100191；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宁波 315800；
4. 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华信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036）

[ 摘要 ]  锻造与激光选区熔化相结合的复合制造技术为复杂整体钛合金构件制造提供了高效率、低成本技术新途

径，掌握复合制造钛合金的组织和性能调控方法对于实现该技术工程应用至关重要。通过金相及扫描表征、室温拉

伸测试和断口分析，对比研究了单层层厚分别为 30μm 和 60μm 的两种选区激光熔化典型工艺参数的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结合区显微组织和室温拉伸性能。结果表明，单层层厚对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结合区的显微组织和室温拉

伸性能无明显影响，选择大的层厚可显著提高成形效率。复合制造 TC4 结合区由增材区的马氏体组织和基体区的

等轴组织构成梯度组织，无明显热影响区，增材区的显微硬度略高于锻件基体区。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增材区、基

体区和结合区的室温拉伸性能均达到锻件标准要求，结合区抗拉强度介于增材区和基体区之间，而断后伸长率与增

材区相当。由于增材区和基体区的拉伸强度和塑性差异，试验提出在室温拉伸过程中梯度组织结合区界面会产生切

应力以协调变形的推论，结合区拉伸断口上增材和基体区分别呈现准解理和韧窝形貌。

关键词：激光选区熔化；复合制造；钛合金；显微组织；力学性能；梯度组织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7.014

朱言言

  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激光增

材制造。

截面和体积的成形会导致热应力累

积和变形开裂风险急剧增大，这一瓶

颈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激光选区

熔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5–9]。采用大幅

度增加粉末单层层厚的方式来提高

成形效率的作用不明显，还可能导致

成形零件致密度和强度下降 [10–11]。

将传统锻造技术和激光选区熔

化技术相互结合形成的复合制造技

术成为解决该瓶颈问题的方向之一。

复合制造技术采用化整为零的思想，

先将复杂整体构件中形状简单的规

激光选区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技术基于二维逐层铺

粉和可控熔凝堆积的技术原理，可实

现钛合金等难加工金属材料高性能

复杂整体结构的高精度、短周期、低

成本快速成形。经过近 20 年的快速

发展，激光选区熔化钛合金复杂整体

构件已在航空航天领域逐渐实现工

程应用 [1–4]。然而其小熔池逐点堆积

的固有工艺特征导致沉积效率仅约

100~150g/h（单光束），在制备尺寸较

大构件时成形周期长、成本高，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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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部分锻造成形，然后将该锻造部分

作为基体，激光选区熔化制备出形状

复杂的结构部分，完成整个构件制

造。该技术充分发挥了锻造技术制

备规则构件的低成本、高效率优势

和增材制造技术的高性能、精细化、

柔性化的特点，从而为实现复杂整

体钛合金构件高效率、低成本制造

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对提升我国

高端装备关键构件制造加工技术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 [12–19]。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相

关研究刚起步，尚未见到复合制造钛

合金构件工程应用的报道 [13–18，20–21]。

不同于一般激光选区熔化技术中基

体仅作为支撑并在成形完后直接切

除，复合制造技术中锻造基体要作为

最终零件的一部分使用，掌握锻造 /
增材结合区的内部质量、显微组织和

力学性能特征及控制方法是该技术

应用的首要条件。钦兰云等 [18] 报道

了复合制造 TA15 试样包括锻造区、

热影响区和增材区 3 部分不同组织，

在热影响区（1.5~2mm）内随着距离

增材区越近等轴状初生 α 相体积分

数急剧减少，在热影响区上部接近增

材区时 α 相完全消失并发生明显 β
晶粒长大。王亚辉等 [16] 发现复合制

造 TC4 结合区的热影响区（0.2mm）

由组织明显不同的过渡区 1 和过渡

区 2 构成，与其经历的热影响具体过

程有关。王维 [17] 和 Qin[21] 等研究了

750~850℃退火对复合制造 TC4 的

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发现在高

温退火过程中激光送粉增材区发生

网篮组织粗化而激光选区熔化区发

生马氏体分解，显微组织变化不同

导致退火温度对各区域的拉伸性能

影响规律不同。Zhu 等 [15] 发现复合

制造 TC11 钛合金的结合区拉伸塑

性低于锻造区和增材区，原因在于结

合区梯度组织的特殊变形机理。显

然激光选区熔化的成形工艺参数会

对锻造基体产生不同的热影响作用，

从而影响复合制造钛合金锻造 / 增

材结合区的组织和性能，目前针对这

方面的研究还鲜有报道。

本文以 TC4 钛合金锻件作为基

体，采用不同单层层厚的两种典型增

材工艺参数激光选区熔化制备出复

合制造 TC4 钛合金试样，通过金相和

扫描组织表征、室温拉伸测试及断口

形貌观察，分析两种工艺的复合制造

TC4 试样显微组织和拉伸性能特征，

重点揭示梯度组织结合区的组织形

成机理和变形行为，获得锻造 + 激光

选区熔化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的成

形工艺参数和组织性能调控方法。

试验方法

1 原材料与复合制造

本试验所采用的 TC4 钛合金粉

末为旋转电极雾化法制备，粉末球

形度较好，粒径分布较为集中，中值

粒径约为 46μm。粉末化学成分符

合 GB/T 3620 要求，其中氧质量分

数为 0.095%。TC4 钛合金锻造基体

为 15mm 厚的轧制板材，锻造基体

为等轴组织。本试验中激光选区熔

化成形是在 EOS M280 设备上进行

的，选择如表 1 所示的两种典型工艺

参数进行 TC4 钛合金锻造基体上激

光选区熔化成形试验，分别获得层厚

30μm 的 1# 试样和层厚 60μm 的 2#
试样，以研究成形工艺对复合制造锻

造 / 增材结合区显微组织和力学性

能的影响。

试验前首先将粉末在真空干燥箱

里进行 120℃/12h的真空烘干处理以尽

可能去除水蒸气。将 TC4 钛合金锻造

基体加工成 252mm×252mm×15mm
基体并作表面清洗，达到粗糙度小于

1.6μm、平面度小于 0.03mm 的表面

状态。由于选用的 TC4 钛合金锻件基

体为 15mm 厚，在激光选区熔化成形

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形，因此本试验

设计了复合制造专用 40mm 厚固定

装卡底板与锻造基体通过盲孔螺栓

固定，然后一起固定在激光选区熔化

设备上进行成形。每个工艺参数均

成形用于组织分析的小方块试样和

用于室温拉伸性能测试的矩形试样，

成形过程示意图和样品如图 1 所示，

成形完复合制造试样进行 600℃/4h、
空冷的去应力退火处理。

2 表征与测试

试样线切割后依次经过 60#、
240#、500#、1000#、2000# 水 磨 砂

纸打磨后再进行机械抛光，抛光液

表 1 激光选区熔化基本工艺参数

Table 1 Process parameters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试样编号 功率 /W 扫描速率 /（mm·s–1） 光斑直径 /μm 单层层厚 /μm 扫描间距 /mm

1# 280 1200 90 30 0.12

2# 340 1200 90 60 0.12 

图 1 复合制造 TC4 成形过程示意图和试样实物

Fig.1 Schematic illustration and sample images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process

（a）示意图 （b）试样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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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Fe2O3 和 CrO3 悬浊液，之后采用

HF∶HNO3∶H2O 体积比为 1∶6∶43
的腐蚀液进行腐蚀，清水冲洗吹干。

采用莱卡 DM4000 型光学显微镜

（OM）、配有能谱仪（EDS）的 JSM– 
6010 和 CamScan–3400 型扫描电镜

（SEM）观察显微组织和成分分析。

采用恒一电子 FM1000 型显微维氏硬

度计测试复合制造试样结合区的显

微硬度，保压时间 10s，载荷为 200g。
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室温拉伸

测试从锻造基体区（W–T）、结合区

（A+W–T）和增材区（A–T）分别取

横向试样进行测试，如图 2 所示。其

中 A+W–T 结合区试样横截面上增材

区与基体区各占一半，界面平行于拉

伸方向的横向试样，在室温拉伸过程

中增材区一半和基体区一半必须协

调同时变形，相比界面与拉伸方向垂

直的纵向试样，能更全面地反映梯度

组织的协调变形行为。试样尺寸为

M10×71 的标准拉伸试样，为减少测

试误差，每组拉伸试验测试 3 个平行

试样取平均值。室温拉伸测试委托

钢研纳克公司按照 GB/T 228.1—2010
检测标准执行，测试数据包括屈服强

度 Rp0.2、抗拉强度 Rm、断后伸长率 A、
断面收缩率 Z 以及工程应力 – 应变曲

线。测试之后的断裂试样根据需要，

观察断口或亚表面形貌特征。

试验结果与讨论

1 显微组织

两种典型工艺参数的锻造 + 激

光选区熔化复合制造 TC4 试样金

相照片如图 3 所示。从低倍金相上

看，两种工艺的试样无明显区别，均

包括增材区、结合区界面和锻件基体

区 3 个部分，形成了梯度组织。锻

造基体区显微组织为双相钛合金锻

件常见的等轴组织，其中等轴初生

α 相平均尺寸约为（15±6）μm，初

生 α 相体积分数约为 85%±9%。增

材区组织由沿着沉积增高方向外延

生长的 β 柱状晶和晶内均匀分布的

超细针状马氏体 α′ 相构成，这是由

于激光选区熔化成形过程中的超高

温度梯度和超快冷却速率的冶金条

件导致的。其 β 柱状晶宽度分布约

为 50~200μm，长度可达数百微米甚

至毫米级。尽管 2# 试样相比 1# 试

样激光功率从 340W 降低到 280W，

但其单层层厚也从 60μm 降低到

30μm，使得两种成形工艺的熔池凝

固条件和冷却速率差异不大，因此单

层层厚 30μm 和 60μm 对增材区组织

无明显影响。

两种工艺的试样结合区界面冶金

质量均较好，在金相观察下未发现局

部熔合不良、孔隙等金属增材制造常

见内部冶金缺陷（图 3），低倍下结合区

界面连续平直，高倍下能看到的规律

分布的圆弧状曲线界面是第一层熔池

与锻造基体之前的熔合线，如图 3（b）
和（d）中白色虚线所示。层厚 60μm
的 2# 试样熔池深度略大于 1# 试样，

是由于其较高的激光功率导致的。可

见，采用 30μm 和 60μm 层厚的两种工

艺参数均能够获得良好冶金质量的复

合制造 TC4 钛合金试样。

在锻造基体上激光选区熔化成

形过程中，激光形成的移动高温熔池

会对锻造基体产生循环热影响作用，

从而导致锻造基体发生组织粗化和

晶粒长大等固态相变形成明显的热

图 2 复合制造 TC4 室温拉伸测试取样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illustration for room tensile testing specimen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samples

锻造基体区 锻造基体区

增材区增材区

A-T

W-T

A+W-T

图 3 复合制造 TC4 金相组织

Fig.3 Metallographic images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samples

（a）1#试样（50×） （b）1#试样（500×）

（c）2#试样（50×） （d）2#试样（500×）

增材区增材区

增材区 增材区

基体区基体区

基体区 基体区500μm 100μm

500μm 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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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区，使其力学性能降低。与焊接

等冶金过程相似，控制热影响区的显

微组织对复合制造 TC4 试样的力学

性能至关重要。图 3 所示的金相照

片并未发现基体顶部存在明显的热

影响区。对结合区界面附近的锻造

基体进行了高倍扫描组织观察，图 4
为层厚 60μm 的 2# 试样的结合区和

距结合区熔合线界面不同位置的基

体的高倍显微组织。由此可见，距离

结合区熔合线 20μm、50μm 和 100μm
的锻造基体显微组织均为等轴初生

α 相和少量片层 β 转变组织构成的

等轴组织，与锻造基体的原始组织完

全相同。如图 4（a）中箭头所示，甚

至与熔合线相邻的基体组织中的初

生 α 相都未发生固态相变转变为热

力学稳定的高温 β 相。以上试验结

果表明，本试验中激光选区熔化成形

过程中高温移动熔池在锻造基体中

不会形成组织粗化或晶粒长大的热

影响区，或者说热影响区小到无法准

确测量。在激光选区熔化过程中，激

光功率小、扫描速度快导致热输入较

小，同时较大的锻造基体又具有非常

强烈的导热和散热作用，因此在增材

成形过程中，移动熔池下方的锻造基

体在高温区的停留时间非常短，动力

学上根本来不及发生固态相变。这

一结果对于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结

合区的力学性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其锻造基体的力学性能理论上不

会出现明显下降。层厚 30μm 的 1#
试样结合区显微组织与 2# 试样基本

相同。

图 5 为两种工艺的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结合区显微硬度测试结

果，可见层厚对显微硬度无明显影

响。锻造基体区显微硬度平均值为

320HV，而增材区的显微硬度平均值

为 373HV，这是由增材区快速冷却

速率条件下形成的超细马氏体针状

组织导致的。在熔合线以下的锻造

基体区中，并未出现显微硬度渐变的

热影响区，这也进一步说明该成形工

艺条件下复合制造不会形成组织明

显差异的热影响区。

2 拉伸性能

表 2 为两种典型工艺的复合制

造 TC4 钛合金室温拉伸性能测试结

果。两种成形工艺增材区的室温拉

伸强度和塑性基本相同，可见层厚

30μm 和 60μm 对激光选区熔化 TC4
钛合金的力学性能无明显影响，这也

与其相近的显微组织结果一致。两

种工艺复合制造TC4试样的增材区、

基体区和结合区力学性能均达到了

GJB 2744 中 TC4 锻件工程应用的技

术标准。对于同一种工艺参数，结合

区的室温拉伸性能与增材区、锻造基

体区相比变化规律相同，这里以层厚

60μm 的 2# 试样重点说明。由于增

材区为快速冷却形成超细马氏体组

织，而锻造基体区为细等轴晶组织，

因而增材区的抗拉强度 1186MPa 比

锻造基体区的 905MPa 高约 31%，

而断后伸长率 7.5% 比锻造基体区

的 16.1% 低约 53%。结合区试样

A+W–T 的抗拉强度 1064MPa 介于

增材区 A–T 和基体区 W–T 之间，且

基本等于二者的平均值，而结合区的

断后伸长率 8.5% 与塑性较低的增材

区基本相同。

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基体 / 增
材结合区的这种室温拉伸性能特征

是由其组织构成决定的。如图 6（a）
所示，复合制造 TC4 结合区 A+W–T
试样的截面是由一半增材区和一半

图 4 2# 复合制造 TC4 试样显微组织 （结合区界面及距界面

不同距离的基体）

Fig.4 Microstructure of 2#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sample (Bond 
interface zone and substrate zone of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interface)

（a）结合区界面 （b）20μm

（d）100μm（c）50μm

增材区

基体区 20μm20μm

20μm20μm

图 5 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结合区显微硬度

Fig.5 Microhardness for bond zone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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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基体区组成，施加应力方向与结

合区界面平行，在变形过程中同一截

面的增材区一侧和基体区一侧必须

协调同时变形。在室温拉伸过程中，

如图 6（b）所示，随着施加应力逐渐

增大并首先达到锻造基体区的屈服

强度（大约 855MPa），此时基体区一

侧本应该开始塑性变形拉长，然而

此时施加应力并未达到增材区的屈

服强度（1116MPa），增材区一侧无

法发生塑性变形，因此在结合区界面

处就会产生一个切应力 τ（图 6（a）
中虚线箭头所示），在高强度的增材

区一侧表现为拉应力而在低强度的

基体区一侧表现为压应力，从而使得

增材区的真实应力增加，基体区的真

实应力降低，直至两侧的真实应力均

达到了各自的屈服强度，结合区试样

两侧相互协调产生相同的塑性变形

而拉长。随着应力和应变的逐渐增

大，微裂纹会优先在塑性较低的增

材区一侧形成，并逐渐扩展到整个

截面，导致结合区试样拉伸断裂，因

此结合区的断后伸长率和断面收缩

率与塑性较低的增材区基本相同。

这就是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结合区

室温拉伸强度介于高强度的增材区

和低强度的基体区之间，而塑性与

低塑性的增材区相当的现象的形成

机理。

图 7 为层厚 60μm 的 2# 复合制

造 TC4 钛合金结合区 A+W–T 试样

室温拉伸断口形貌照片。在断口低

倍照片上能清晰地看到锻造基体区

W 和增材区 A 的界面，基体区一侧

的断口呈现出较大较深的韧窝形貌，

对应于锻造基体区本身具有较好的

塑性；而增材区一侧的断口呈现出

韧窝和准解理混合形貌，有明显的解

理台阶形貌，对应于增材区本身较低

的塑性。由此可见，尽管结合区试样

两侧经历的施加应力和塑性变形应

变相同，但由于其本身的组织和力学

性能差异，其变形行为和失效机理并

不相同。

表 2 复合制造 TC4 室温拉伸性能测试结果

Table 2 Room tensile properties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samples

编号 取样位置
抗拉强度
Rm /MPa

屈服强度
Rp0.2 /MPa

断后伸长率
A/%

断面收缩率
Z/%

1#

增材区 A–T 1184±3 1113±3 8.8±0.6 16±2

基体区 W–T 905±4 855±2 16.1±2.8 39±6.9

结合区 A+W–T 1061±12 972±6 9.3±0.8 17±2.3

2#

增材区 A–T 1186±5 1116±3 7.5±0.5 22.3±0.6

基体区 W–T 905±4 855±2 16.1±2.8 39±6.9

结合区 A+W–T 1064±3 978±6 8.5±0 23.3±2.1

图 6 复合制造 TC4 室温拉伸过程示意图和工程应力 – 应变曲线 
Fig.6 Schematic illustration and engineering stress-strain curve of room tensile testing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sample

（b）工程应力-应变曲线（a）室温拉伸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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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 复合制造 TC4 结合区试样室温拉伸断口形貌

Fig.7 Fractography images of the A+W–T room tensile specimen of 2#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sample

（a）宏观低倍照片 （b）结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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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复合制造技术，从理论上

来说激光选区熔化单层厚度越薄，

结合区的冶金结合质量和内部缺陷

控制越有利。从本试验结果来看，层

厚 30μm 和 60μm 的工艺参数获得的

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样品内部质量、

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均无明显差异。

单层厚度越大，成形时间越短、成形

效率越高，复合制造试样成本也会越

低。因此综合成形效率和成形质量

控制来看，采用 60μm 层厚的成形工

艺参数进行复合制造更适合。

尽管本试验获得的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结合区室温拉伸性能良

好，满足相关技术标准要求，但是复

合制造试样锻造基体区与增材区的

力学性能差异较大（抗拉强度相差

31%、伸长率相差 53%），对于工程应

用也不利，后续还需要继续研究通过

成形工艺和热处理调控，实现复合制

造钛合金结合区力学性能的匹配调

控。此外，这种复合制造钛合金梯度

组织结合区的疲劳、裂纹扩展等关键

性能和力学行为也需要进一步深入

研究。

结论

（1）两种成形工艺的锻造基体 +
激光选区熔化复合制造 TC4 钛合金

结合区冶金质量良好，单层厚度对其

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无明显影响。

综合成形效率和质量控制，60μm 层

厚工艺更适合复合制造技术。

（2）复合制造 TC4 试样由增材

区、结合区和锻造基体区组成，增材

区为外延生长 β 柱状晶和晶内快速

冷却马氏体 α′ 相组织，基体区为等

轴组织，无明显热影响区。

（3）复合制造 TC4 试样室温拉

伸性能达到锻件技术标准。具有马

氏体组织的增材区相比等轴组织的

基体区具有更高的强度和较低的塑

性，结合区强度（Rm 平均值为 1061~ 
1064MPa）介于二者之间，而断后伸

长率（A 平均值为 8.5%~9.3%）与增

材区相当。在拉伸过程中界面会产

生切应力以协调变形，从而导致结合

区强度能够高于基体区，结合区拉伸

断口上增材区和基体区分别呈现准

解理和韧窝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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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and Tensile Properties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Titanium Alloy

ZHU Yanyan1, 2, 3, LI Chong4, LIU Yuting1, 2, TIAN Xiangjun1, 2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rontier Science,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for Large Metallic Component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3. Ningb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hang University, Ningbo 315800, China;

4. Huaxin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Research,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Beijing 100036, China)

[ABSTRACT] The hybri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 combining forging and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techniques provides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complex integral titanium alloy component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cost.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controlling method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itanium alloy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samples of two 
typical process parameters with the layer thickness of 30μm and 60μm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were studied by means of 
metallographic and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room tensile testing and fractography observ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ayer thickness has no effect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however, larger layer thickness can increase the forming 
efficiency. The gradient microstructure in the bond zone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is consist of the martensite structure 
in additive zone and equiaxed structure in substrate zone. There is no obvious heat affected zone in the forging substrate. 
The micro hardness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zon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forging zone. The tensile properties of hybrid 
manufacturing TC4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forging standard.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bond zone is between 
th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zone and forging zone, but the elongation is equal to th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zon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strength and ductil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a shear stress in the interface of gradient microstructure bond zone 
would form to adjust the deformation in this research. The fractography of the bonding zone tensile specimen is consist of 
quasi cleavage morphology in th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half zone and dimple morphology in the forging half zone.
Keywords: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Hybrid manufacturing; Titanium alloy; Microstruc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Gradient microstructure
 （责编  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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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细锋

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轻质高

强板材塑性成形工艺及工程应用。

另外，模具材料需满足耐高温和耐氧

化等要求，显著增加了制造成本，因

此寻求更为节能环保、低成本的钛合

金成形方法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电致

塑性成形技术自然进入了研究者的

视野，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广泛

关注。

Troitskii 于 1963 年研究表面

活化剂时发现电致塑性效应，之后苏

联和美国学者进行了部分理论和工

程应用研究。1978 年，以 Conrad 为

代表的学者研究了包括钛合金在内

的多种金属的电塑性。近 60 年的

研究表明，在金属成形过程中通电

钛合金因比强度高、耐高温和耐

腐蚀等综合性能优异，常被应用于轻

量化、高温和强腐蚀环境，在航空航

天、医疗和化工等领域得到了广泛运

用。在实际使用中，通常需要将钛合

金坯料加工成各种特殊的形状，但钛

合金室温塑性低、成形性差，当塑性

变形量大时会产生裂纹、严重回弹等

缺陷，室温塑性成形效果不佳，难以

满足航空航天领域复杂构件控形控

性的要求 [1–2]，因此，经常采用高温成

形方法进行钛合金零件的制造。但

是高温成形周期长、工况复杂、能耗

高，成形件晶粒粗大、表面氧化严重；

钛合金电辅助塑性成形技术
研究进展*

李细锋 1，曹旭东 1，王 斌 2，孔得力 3，兰晓宸 4

（1.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30；
2. 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北京 100074；

3. 火箭军装备部驻北京地区第六军事代表室，北京 100074；
4. 空军驻北京地区第二军代室，北京 100074）

[ 摘要 ] 对钛合金电辅助塑性成形工艺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包括电辅助弯曲、电辅助镦粗和电辅助拉拔等。介

绍了近期开发的 TC4 钛合金环段电辅助拉深成形工艺，在 1500A 大电流（电流密度 5.5A/mm2）和 1.5V 低电压作

用下，在 1min 内即可达到所需的 600℃左右的成形温度。脉冲电流对 TC4 钛合金微观组织的影响比较复杂，在一

定情况下促进钛合金内的 β 相向 α 相的转变，降低其热力学激活能，也可以显著降低 TA15 钛合金和 TA1 钛合金

的各向异性。适当频率和密度的脉冲电流可修复细小裂纹、韧窝、孔洞等。钛合金的电致塑性主要包括焦耳热效

应和纯电塑性效应，现有的研究结果对纯电塑性效应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也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钛合金；电致塑性；塑性变形；微观组织；焦耳热；纯电塑性效应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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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一定程度上可修复缺陷，促进再

结晶，推动位错和晶界运动，增强金

属塑性。电致塑性效应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 4 种机制：焦耳热效应、纯电

塑性效应、磁压缩效应和集肤效应。

目前，有些研究只能解释具体的试

验现象，电致塑性效应物理机制的

各种假说普遍性不足，同时缺乏足够

的电致塑性成形工艺参数数据指导

工业实践。

本文介绍了钛合金电致塑性成

形的不同技术和钛合金电辅助塑性

成形工艺的最新进展；基于微观组

织和力学性能两个方面，分析了钛合

金在脉冲电流作用下微观机理和宏

观性能之间的联系；最后，从焦耳热

效应和纯电塑性效应等物理机制，概

述了国内外电致塑性理论研究的进

展和成果。

钛合金电辅助成形技术

电辅助成形技术是在通电状态

下使钛合金坯料发生塑性变形并得

到所需成形件。根据目的不同，钛合

金电辅助成形与传统的塑性成形技

术相似，通常在冷成形工艺基础上加

入电流的作用，利用脉冲电流的电致

塑性效应，提升钛合金的成形性能。

在不同的冷成形工艺基础上，通过调

节电流的大小、频率、通电时间、波形

等，发展出一系列不同的电辅助成形

工艺。

1 电辅助弯曲

在工件弯曲成形过程中通入电

流，利用电流提高钛合金弯曲成形性

能的方法即为电辅助弯曲，图 1 为脉

冲电流辅助弯曲示意图 [3]。周强 [4] 研

究了 TC4 钛合金电辅助弯曲变形行

为，分析了不同电流密度下成形力与

位移的关系，随着有效电流密度的

提升，稳定变形所需的成形力显著降

低，控制脉冲电流的频率为 200Hz，
当有效电流密度为 38.67A/mm2 时，

电辅助弯曲成形力较无电条件下降

了 49.01%（图 2）[4]。另外，脉冲电

流不仅降低成形力，还有效提高材料

延伸率，降低屈服强度，从而有效避

免弯曲过程产生裂纹，提升弯曲成形

的质量。当有效电流密度达到 14.00 
A/mm2 时，弯曲后试样表面光滑、无

裂纹，如图 3 所示 [4]。脉冲电流对弯

曲回弹角也存在影响，14.00A/mm2 电

流作用下，弯曲后回弹相对明显，回

弹角为 14.1°，随着有效电流密度的不

断增大，回弹角相应减小，当电流密

度为 38.67A/mm2 时，回弹角为 7.4°，
和电流密度为 14.00A/mm2 时的试样

相比，回弹角减小了 47.5%。

杨文兵 [5] 对 Ti–55 钛合金电辅

助弯折研究同样表明，无电流作用弯

折中 Ti–55 钛合金易弯曲开裂 [3]，弯

曲内角达到 147.4°。在 200Hz 占空

比 25% 的脉冲电流作用下，无开裂

弯曲角可显著降低，有效电流密度越

大，弯曲性能越好，弯曲内角越小，弯

曲回弹得到有效抑制（表 1[6]）。

解焕阳 [6] 对金属板材脉冲电

流辅助弯曲回弹情况进行了理论分

析，根据平面应变的适度模型简化和

Mises 屈服准则，得到了电辅助弯曲

回弹角理论计算公式，对 AZ31B 镁

合金板和 QP980 钢板的电辅助弯曲

回弹角预测值与试验值进行了比较，

模型预测曲线在试验误差线内，模型

预测值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2 电辅助镦粗

钛合金镦粗过程中样品在达到

变形极限后如继续压缩，则往往会开

裂。Ross 等 [7] 进行了室温镦粗、加

热镦粗和直流电辅助镦粗的对比研

究（图 4 从左至右分别为室温镦粗、

加热镦粗、直流电辅助镦粗[7]），发现

室温和加热镦粗都出现了裂纹，而电

辅助镦粗效果良好，这表明电致塑性

效应不是单纯的焦耳热效应，还有非

热效应，不同于传统的加热成形工

艺，试验还表明，在直流电辅助压缩

试验中，13.7A/mm2 的电流密度下，

应变达到 0.45 时失效；当电流密度

达到 19.4A/mm2 以上时，达到试验的

量程仍未出现失效。

叶苏苏等 [8] 进行了 TC4 钛合金

单向压缩试验，试图从微观组织和性

图 1 脉冲电流辅助弯曲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pulse current assisted b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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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有效电流密度对工件弯曲成形力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effective current density on bending force of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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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面对电辅助压缩行为做出解释，

试验发现无电流时 TC4 钛合金流变

应力超过 1000MPa，而电流作用下

流变应力可以降低至 600MPa 以下；

而在温升速度为 10℃ /s 的小电流

作用下，流变应力随应变先快速增

大，之后再逐渐降低至稳态，为典型

的动态再结晶曲线；温升速度达到

30℃ /s 以上的试验条件下，应力峰值

低于 400MPa，达峰值后下降不明显，

符合动态回复的特征。相同试验条件

下，电流越大，流变应力越小。Perkins
等 [9] 对钛合金的电辅助镦粗研究也

发现，当电流密度达到 19A/mm2 时，

镦粗直至压缩极限都不会出现裂纹；

电辅助压缩过程中，出现了塑性和应

变增加，应力反而下降的情况。钛合

金电辅助镦粗过程中结束温度仅为

88℃，在此温度条件下钛合金所受影

响相当小，而高温拉伸研究表明钛合

金在 200℃下基本不会表现出显著

的塑性差别，故而否定了焦耳热效应

为全部电塑性效应的观点（图 5[7]）。

3 电辅助拉拔

电辅助拉拔是应用最为广泛的

一种电致增塑加工方式，这是由于原

有拉拔设备结构简单，便于进行通电

改造。电致塑性效应发现后不久，就

开始了电辅助成形技术的应用研究，

在金属拔丝工艺中首先引入电流。

电辅助拔丝是在拔丝模前后即金属

丝变形区中通入脉冲电流 [10]，原理

如图 6 所示，拔丝速度和单次拔缩率

比普通拔丝工艺有显著提升。

周岩 [11] 对 TC4 钛合金电辅助

拉拔变形的行为和机理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高能脉冲电流可以促进位

错滑移，降低丝材拉拔变形过程中的

拉拔力；TC4 钛合金变形抗力随电

流密度的升高而下降，当施加频率

200Hz、峰值电流密度 240A/mm2 的

脉冲电流时，拉拔力降低 24%。电辅

助拉拔后的丝材具有良好的宏观与

微观组织均匀性，丝材表面与芯部变

形一致，芯部残余应力较小，抑制了

丝材笔尖状断口的形成。研究表明，

电流方向与拉拔方向一致时，拉拔力

受电流影响下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

电子漂移方向和位错滑移方向一致

导致的；脉冲电流频率对电辅助拉

拔的效果没有显著影响。

4 钛合金环段电辅助拉深成形

使用冷成形方式制造 TC4 钛

合金环段截面不光顺，起皱严重，无

法满足使用要求。作者团队通过数

值模拟、模具设计和工艺验证的方

图 3 电流密度对弯曲工件成形质量影响

Fig.3 Effect of current density on forming 
quality of bent parts

室温 14.00A/mm2

表 1 不同电流密度作用下 Ti–55 钛合金最小弯曲内角

Table 1 Minimum bending angles of Ti–55 titanium alloy at different current densities

电流密度 /（A·mm–2） 温度 /℃ 弯曲内角 /（°）

0 20 147.4

4.0 556 85.3

5.0 670 83.9

5.5 710 83.4

6.0 794 77.6

图 4 钛合金不同镦粗试样

Fig.4 Titanium alloy specimens produced by different upsetting processes

图 5 钛合金镦粗应力 – 应变曲线

Fig.5 Upsetting stress–strain curves of titanium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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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电辅助拔丝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ctrically assisted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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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出钛合金环段脉冲电流辅助

拉深成形工艺（图 7）。对 450mm× 
275mm×1mm 的 TC4 钛合金坯料使

用 12V/20000A 的低压大电流脉冲设

备加以 1500A 的脉冲电流和 1.5V 电

压，在 1min 中内升温到所需的 600℃
左右，6min 内完成钛合金环段电辅助

成形工序。对比 TC4 钛合金环段冷

成形和电辅助拉深成形结果，冷成形

环段截面有小的起伏、不光顺，起皱

明显；而电辅助成形环段截面光顺，

没有明显起皱，成形效率高。通过钛

合金环段尺寸精度的测量，可以看出

电辅助成形的精度明显提高，避免了

起皱和回弹大等缺陷（图 8）。

钛合金电致塑性成形的
组织性能特征

1 脉冲电流对力学性能的影响与

   微观组织分析

电致塑性效应在不同工艺下存

在变形方式的差别，但其微观机理

有共性。Li 等 [12] 利用 ImageJ 软件

分析 TC4 钛合金室温与通电拉伸的

相成分，对于原始晶粒尺寸为 9.2μm
的 TC4 钛合金，当有效电流密度为

9.03A/mm2 时，通电拉伸较室温拉伸

α 相体积分数高 4.17%；同样电流密

度下，27.4μm 晶粒尺寸 α 相体积分

数差距为 3.7%。因此，可以推断，脉

冲电流能够促进 β→α 相变。相变推

动力是脉冲电流减少了相变过程所

需的热力学激活能，增大了 α 相的形

核速率。从脉冲电流的作用机制可

解释细晶钛合金相变率更高，即细晶

的 TC4 钛合金晶界面积大，一方面，

同样的电流密度下，电流对细晶钛合

金晶界作用更大，焦耳热效应更明

显；另一方面，晶界面积大提供了更

多 α 相的形核位置。用 X 射线衍射

仪 XRD 进行定量判断脉冲电流对

位错密度的影响，对于 9.2μm 晶粒尺

寸的 TC4 钛合金，当脉冲电流的有

效电流密度为 6.36A/mm2、9.03A/mm2

和10.48A/mm2 时，和室温拉伸相比，

TC4 钛合金样品中位错密度分别降

低了 19.37%、26.25% 和 62.07%。结

果表明，随着有效电流密度的增大，

位错密度不断降低，导致材料的延伸

率提高和流动应力降低。

Wang 等 [13] 对 TA15 钛合金轧制

板通电处理研究发现，不仅在拉伸过

程中通脉冲电流可以提高延展性，对

于已经过常温轧制的 TA15 钛合金

薄板进行通电处理，延展性也会提

高，而且在通电处理后拉伸方向与

延展性之间的关系被削弱。原始的

TA15 钛合金冷轧板表现出了明显的

各向异性，不同方向的拉伸强度之差

最高可达 75MPa，但经过最大电流

密度为 5400A/mm2 的作用后，各向

异性显著降低，不同方向之间的拉伸

强度之差最高只有 5MPa，总伸长率

也从 1.4% 的差距降低到 0.1%，如图

9 所示 [13]。在断裂前的脉冲电流处

理样品上发现了少量的微裂纹，而微

裂纹的传播行为取决于其滑移长度。

对于 90° 的样品，由于晶粒与拉伸方

向垂直，微裂纹受板条状初生 α 相阻

挡，因此在晶间发生了断裂。随着电

流密度的增加，TA15 再结晶增加，初

生板条状 α 相转变为等轴晶粒，对于

0° 和 45° 的样品，裂纹扩展通过等轴

晶所需的能量减少，更容易因裂纹扩

展而断裂，故总伸长率具有单峰性，
图 7 TC4 钛合金环段电辅助拉深成形过程

Fig.7 Electrically-assisted drawing process of TC4 titanium alloy ring segment

（a）拉深前 （b）拉深后

图 8 钛合金环段件成形精度测量

Fig.8 Forming precision measurement of TC4 titanium alloy ring segment

（b）冷成形（a）电辅助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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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大电流密度的提高先增加后

降低。对于 90° 的样品，板条状 α 相

向等轴 α 相转变的过程中，断裂机制

从晶间断裂变为穿晶断裂，会产生裂

纹扩展和二次裂纹，所需能量增加，

因此随着最大电流密度的提高，总延

伸率变得更高。

Stolyarov[14] 研究了 Ti49.4Ni50.6 形状

记忆合金通电轧制过程中的组织性

能变化，证实了脉冲电流可提升此种

含钛合金的延展性 [13]。对于 8 道次

ECAP（等径弯曲通道变形）方法制

备此形状记忆合金，轧制过程中通脉

冲电流可将断裂应变从 0.59 提升至

1.91，提高了 223.7%。利用透射电子

显微镜（TEM）观察了电塑性轧制后

的微观组织（图 10），发现当电辅助

轧制效应较为明显时，微观组织得到

细化，此合金中初始相组成也会发生

变化，在电辅助轧制后进行 X 射线

分析，发现 β 相的占比从 10%~15%
减少至 1%~2%。

宋辉 [15] 进行的研究表明，脉冲

电流对微观组织的影响与普通退火

完全不同，冷作硬化经脉冲电流处理

后，呈现单应变硬化系数（n）值或双

n 值，不会出现退火后的 3 阶段冷作

硬化行为。TA1 钛合金随着电流密

度的增大，板条组织分数逐渐增加，

当电流密度提高到 7.96×103A/mm2

时，平均温升可以达到 764℃，形成

魏氏体组织，但与普通热处理形成的

粗大魏氏体不同，脉冲电流作用形成

的魏氏体组织较为细小 [14]。脉冲电

流处理时间非常短，可看作是绝热过

程。由于塑性变形时金属电阻的分

布并不完全均匀，局部电阻值较高，

会导致温升不均匀；同时电流在缺

陷处也会发生绕流，因此局部区域的

温度将远高于平均值，容易超过 TA1
钛合金的 α→β 相转变温度（882℃），

且脉冲电流带来的升温速度可达

106℃/s 的数量级。因为形核率与过

热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此时 α→β

转变迅速发生，而高温时间较短，相

变扩散不充分，形成的 β 相不均匀。

当脉冲电流处理结束后，温度降低

时，沿 β 相晶界发生反向的 β→α 相

变，此种相变速度较快，形成了马氏

体相变，α 相以板条状在 β 相晶粒内

产生，故而能观察到片层组织。而

当电流密度稍低，例如电流密度为

7.22×103A/mm2 时，平均升温值远未

能达到相变点，在温度较低的区域发

生再结晶现象较多，形成细小的等轴

晶组织，片层组织含量低，如图 11 所

示 [15]。

2 脉冲电流对钛合金预制缺陷和

   耐腐蚀性能的影响

李细锋等 [16] 研究了不同频率脉

冲电流作用下钛合金预制缺陷的变

化情况。TC4 薄板在常温下预变形

拉伸 10% 后，内部存在均匀分布的

亚微米级孔洞，孔洞所占体积分数约

为 2.21%。控制脉冲电压 40V 和通

电时间 30s 对预变形试样分别进行

图 9 TA15 钛合金试样通电处理后不同方向的应力 – 应变曲线

Fig.9 Stress–strain curves of TA15 after energization treatment at different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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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0 Microstructure of titanium alloy after electrically-assisted rolling and ann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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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频率的通电处理，频率为 120Hz
时，孔洞数量开始减小，单个孔洞尺

寸也有减小；频率为 140Hz 时，孔洞

变化趋势延续，并且程度显著加剧，

形状趋于球形；当频率继续升高为

160Hz 时，孔洞所占体积分数反而减

少，且局部区域出现大尺寸孔洞，如

图 12 所示 [16]。

孔洞弥合机制一般认为有两种，

一种是原子的扩散填充，脉冲电流促

进原子填入孔洞中，孔洞尖端处电流

环路作用集中，焦耳热效应明显，孔

洞尖端在脉冲电流下具有更高的弥

合，因此孔洞有球化趋势；另一种是

热压合机制，孔洞区域电阻较大，焦

耳热较高，膨胀趋势更明显，焦耳热

导致材料内部发生膨胀，而孔洞外侧

基体限制了孔洞向外的膨胀，故而孔

洞向内膨胀，处于热压缩状态。对于

孔洞在 160Hz 电流下反而体积扩大、

占比增加的现象，研究者解释为原子

在到达孔洞表面前，就被更高频率的

电流轰击导致离开，因此，为了弥合

和减少孔洞，应当选取最佳的脉冲电

流频率，并非频率越高越好。

脉冲电流频率对退火态 TC4 钛

合金耐腐蚀性能的影响体现出与对

孔洞影响类似的单峰性，在 200Hz 电

流下，耐腐蚀性能最佳，不同频率电

流作用的样品中 α 相和 β 相占比有

显著不同。究其原因，姜军等 [17] 分

析认为是温度不同引起的。200Hz
时，最高温度为 457℃，退火态 TC4
中的少量亚稳相 α′ 和 α″ 开始转变

为 α+β 相，β 相数量增加，体积分数

从 29.36% 增加到 35%，此过程相当

于短时的稳定化处理，使 TC4 的组

织更加稳定。频率增加到 300Hz 时，

温度达到 728℃，TC4 开始发生静态

再结晶，由于温度相对较低，结晶不

充分，产生大量处于结晶预备期的亚

晶粒和胞状亚结构，这些亚稳态结构

活性较高，更容易被腐蚀，而由于 Al
对扩大 α 相区有显著作用且扩散较

快，所以 α 相的再结晶形核和长大

速率高于 β 相，此时 β 相的体积分数

只有 20.69%，显著低于未经电流作

用下的 β 相含量。频率继续增加到

400Hz，温度升高至 792℃时，观察到

镶块式的再结晶晶粒，从 α 相向 β 相

的转变开始发生，β 相体积分数达

到 23.18%，受腐蚀更为严重。当频

率继续升高到 500Hz 时，温度达到

851℃，接近 β 相变点，TC4 中含有 V
元素，V 含量高的区域 β 相含量快速

提升，通电处理结束后冷却则会形成

过冷 β 相和大量的亚稳相 α′ 和 α″，
无扩散相变还会导致 ω 相的形成，β
相体积分数达到了 38.27%，这些亚

稳态组织更容易作为形核基体发生

点蚀，因此 TC4 的耐腐蚀性能已经

急剧下降。

钛合金电致塑性效应机理

目前从物理机制上，电致塑性

通常被认为由焦耳热效应、磁压缩效

应、集肤效应和纯电塑性效应 4 个方

面构成，其中集肤效应和磁压缩效应

占比很小，且相关研究不多。Okazaki

（b）7.22×103A/mm2（a）7.96×103A/mm2

10μm 10μm

图 11 TA1 钛合金在不同脉冲电流密度作用下的微观组织

Fig.11 Microstructure of TA1 titanium alloy under different pulse current densities

图 12 试样预拉伸后经脉冲电流处理后的内部显微孔洞分布（脉冲电压 40V，通电时间 30s）
Fig.12 Void distribution in pre-stretch specimens after pulse current treatment 

(pulse voltage of 40V, charging time of 30s)

（a）未通电 （b）120Hz

（d）160Hz（c）140Hz

10μm 10μm

10μm 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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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8] 给出了高频电流作用下集肤效

应深度 δ的计算公式：

δ
ρ
µ

=
πf

 （1）

式中，f 为电流频率；ρ为电阻；μ为

磁导率。焦耳热效应和纯电塑性效

应是电致塑性效应的主要构成部分。

集肤效应和磁压缩效应占比较

低，电致塑性的宏观效果主要由焦耳

热效应和纯电塑性效应组成。虽然

对纯电塑性效应有待进一步研究，但

电辅助成形方法已经得到实际应用，

计算电致塑性效应的综合作用效果

很有必要，可以直接优化电辅助成形

工艺参数，提高生产效率。

Li 等 [19] 从能量角度进行了电致

塑性效应的推导，建立了电流作用下

的塑性应变率表达式：

 ε ε
τe e

b

e b=
−

+








0

0

3
4

exp ∆
∆

G
k T

x N k T
nE

E t

         （2）
式中，ε·0e 为指前因子；∆G 为吉布斯

自由能；kb 为玻尔兹曼常数；T 为绝

对温度；x 为平均位错量；Ne 为自由

电子的数量；n 为金属离子量；E0 为

绝对零度时的费米能量；∆E 为金属

中自由电子能量增加值；t 为电流作

用时间；τ为电子的平均弛豫时间。

1 焦耳热效应

电流通过金属时会产生热效应，

而温升导致塑性提高，其原理与热成

形相近。脉冲电流加热阶段遵循如

下的温升规律 [20]：

d
d

pT
t

R
C

I D
S

s=








ρ

2

 （3）

式中，T 为坯料温度；t 为通电时间；

R 为电阻率；C 为比热容；ρ为密度；

Ip 为峰值电流；D 为脉冲电流的占空

比；S 为横截面积，单位均采用国际

单位制。容易判断，通过提高电流密

度（即提高 Ip/S），温升速率将以二次

函数的形式迅速上升，脉冲电流加热

开始阶段升温曲线证实了这一点，如

图 13 所示 [20]。

Ng 等 [21] 相似的焦耳热计算公式：

∆T
J t
cd

=
ρ 2

p  （4）

式中，ρ、c、d、J、tp 分别为材料的电

阻率、比热、密度、电流密度和电流持

续接触时间。

焦耳热效应是电致塑性效应的

组成部分，能产生与加热钛合金相似

的效果，但电流加热钛合金坯料更高

效快速，有利于钛合金电辅助成形技

术的应用。

2 纯电塑性效应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金属的电致

塑性效应主要为焦耳热，但从钛合金

研究的结果看，纯电塑性效应不仅存

在，而且相当显著。Molotskii[22] 提出

了自旋电子理论，而 Conrad 等 [23] 早

在 1989 年就给出位错对电子的散射

过程中，通过电子对位错的反作用力

来计算电流对位错产生的作用力（电

子风）的理论计算结果：

F
N

n Jew
d

d
e=











ρ
e  （5）

式中，ρd /Nd 为单位长度位错的电阻

率；e 为电子电荷；ne 为电子密度。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 Conrad 也给出相

应的计算方式：

F bp n v v bp J n vew f e e d f e d= − = −





α α( )

e

          F bp n v v bp J n vew f e e d f e d= − = −





α α( )

e
 （6）

式中，α为常数，在 0.25~1.0 之间；b
为柏氏矢量；pf 为费米动量；ve 为电

子源移速度；vd 为位错运动速度。

Ti–7Al（Al 原子分数为 7%）合金

分别在室温，0.5×103A/cm2、间隔 100ms
的方波脉冲电流和 0.5×103A/cm2 连

续电流作用下拉伸，尽管与其他研究

相似，脉冲电流作用下的延伸率最高

（图 14）[23]，但拉伸时室温的样品强

度和延展性比连续电流作用下的样

品更高，考虑到连续电流焦耳热效应

更明显，而电子风力只有 2.8Pa，影响

微弱，试验现象的产生原因仍有待分

图 13 不同电流密度下 TC4 钛合金的加热

开始阶段升温速率

Fig.13 Temperature increase rate of TC4 
titanium alloy during the beginning stage of 

heating under different current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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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Ti–7Al 合金在不同条件下的力学和热测量

Fig.14 Mechanical and thermal measurements of Ti–7Al alloy at differ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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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该研究还表明脉冲电流并不改

变位错的类型，却会显著改变其形态

和分布。对室温和脉冲电流作用下

工程应变 5% 的两种样品进行 TEM
分析，发现室温作用下的样品具有显

著的平面滑移特征；脉冲电流作用下

的样品则具有多向位错网络，且在钉

扎或位错交叉处显现出交滑移至其他

平面，增强了交滑移，产生波状位错形

态。另一方面，孪晶产生被认为是三

维加工硬化模式的结果而非产生的原

因，脉冲电流增强了孪晶。通过分析

Ti–7Al 合金的电塑性行为，证明了脉

冲电流极大地改变了缺陷的结构，从

局部平面滑移到均匀波滑移 [24]。

Magargee 等 [25] 对商业纯钛的

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强制风冷到

40℃后，商业纯钛在电辅助单向拉伸

中的力学行为与无电流下的室温拉

伸差别很小，说明商业纯钛的纯电塑

性效应非常小，这与 Ti–7Al 合金的

研究结果明显不同（图 15）。

结论与展望

（1）电辅助成形由于可以直接

快速加热坯料，因此在工业应用上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目前已经在电辅助

弯曲、拔丝和轧制工艺中得到应用，

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其他成形工艺中。

电辅助成形技术是将传统成形工艺

与脉冲电流外能场相复合，是对现有

成形方法的补充与改善。众多研究

表明，电辅助成形不同于传统的热成

形工艺，在降低成形力、提高成形极

限与精度等方面比传统热成形具有

更佳效果。

（2）电致塑性效应主要包括焦

耳热效应和纯电塑性效应。由于纯

电塑性效应的存在，钛合金的电致塑

性效应可以优化其组织性能，修复变

形带来的损伤和缺陷，可以应用于组

织性能修复领域。目前对于纯电塑

性效应的机理与定量计算还没有形

成统一的观点和测试方法，这也是电

致塑性成形技术的研究方向。

（3）电辅助成形技术是单一外

加能场，随着成形技术的发展，将

多个能场耦合在一起，开展多能场

制造技术的研究也是今后的研究方

向。例如将电场与电磁场复合，开

展铝合金材料的板管快速高效成形；

将超声场与电场复合，开展铝合金

或镁合金的扩散连接成形，突破铝

合金或镁合金氧化膜问题阻碍其扩

散连接技术发展的瓶颈。将多能场

耦合制造，实现 1+1 大于 2 的作用

效果，从而将多能场制造推广到更

多的领域，解决目前难变形材料制

造领域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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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Electrically-Assisted Plastic Forming Technology of 
Titanium Alloy

LI Xifeng1, CAO Xudong1, WANG Bin2, KONG Deli3, LAN Xiaochen4

(1.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
2. Beijing Xinghang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Co., Ltd., Beijing 100074, China ;
3. The Sixth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Beijing of Rocket Force, Beijing 100074, China ;

4. The Second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Beijing of Air Force, Beijing 100074,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lectrically-assisted plastic forming process of titanium alloys is summarized. 
Electrically-assisted bending, electrically-assisted upsetting and electrically-assisted drawing are included. The electrically-
assisted forming process of TC4 titanium alloy ring segment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recently. Under high current of 1500A 
(current density of 5.5A/mm2) and low voltage of 1.5V, the required forming temperature of about 600℃ can be obtained within 
1min. The effect of pulse current on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of TC4 titanium alloy is very complicated. It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β phase to α phas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d reduce its thermodynamic activation energy, which can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nisotropy of TA15 and TA1 titanium alloy. The pulse current with appropriate frequency and density can 
repair some small cracks, dimples, voids, etc. The electroplasticity of titanium alloy mainly includes Joule heating effect and pure 
electroplastic effect.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draw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about pure electroplastic effect. Future research 
topics are also revealed.
Keywords: Titanium alloys; Electroplasticity; Plastic deformation; Microstructure; Joule heating; Pure electroplastic effect
 （责编  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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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31钛合金四层舵翼
超塑成形/扩散连接工艺研究

武 永，周贤军，吴迪鹏，汤国伟，陈明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 210016）

[ 摘要 ]　为研究 TC31 四层舵翼的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SPF/DB）工艺，开展了高温拉伸、有限元仿真和舵翼件试验

研究。结果表明，TC31 钛合金在 920℃和 0.001s–1 应变速率下，延伸率为 639%，展现了良好的超塑性能；四层舵翼

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的 ABAQUS 仿真结果表明，最大减薄处位于预置块边缘单胞的圆角处芯板上，最大减薄率为

67.5%，最大真应变为 1.04；在 920℃，利用 0.2MPa 背压和芯板内阶梯加压方法，成功制备了无表面凹陷的 TC31 四

层板舵翼件；在 920℃和 3MPa 压力下扩散 2h，扩散连接界面质量良好，焊合率达到 97% 以上。

关键词：TC31 钛合金；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SPF/DB）；有限元仿真；四层舵翼；壁厚减薄率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7.034

引文格式：   武永 , 周贤军 , 吴迪鹏 , 等 . TC31 钛合金四层舵翼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研究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7): 34–40.
  WU Yong, ZHOU Xianjun, WU Dipeng, et al. Superplastic forming and diffusion bonding process for four-sheet air rudder 

of TC31 titanium alloy[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7): 34–40.

武 永

  讲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钛合

金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及装备、高

温成形多尺度建模。

筋成形质量好，无明显缺陷。闫亮亮

等 [12] 利用有限元仿真优化了 TA15
钛合金四层结构超塑成形 / 扩散连

接工艺参数，在 930℃和 2MPa 压力

下扩散连接 1.25h，获得良好的扩散

连接界面，最终成功制备了四层方盒

样件。刘雨生等 [13] 研究了 Ti2AlNb
金属间化合物中空结构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在 940℃和 10MPa 压

力下扩散连接 3h，可获得良好的扩

散连接界面质量，并得到三层和四层

空心结构件。

飞行器四层板中空舵翼是超塑

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制造的一种典

型结构，由面板和内部加强筋组成。

考虑到其转轴的传力，需在舵翼内增

加传力结构预置块，这对舵翼的超塑

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有了更高要求。

秦中环等 [14] 在 TA15 四层结构中增

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SPF/DB）

是利用金属材料超塑温度与扩散连

接温度相近的特点进行一体成形的

加工方法 [1–2]，可制备出重量轻、性能

好、结构复杂的中空构件 [3–4]，大幅降

低部件的重量以及制造成本 [5]。钛

合金的重量轻、强度高、高温成形性

能好，具备优秀的扩散性能，是进行

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的理想金

属材料 [6–8]。飞行器舵翼对重量、强

度和热性能的要求较高 [9]，采用钛合

金中空结构具有较大的优势。

SPF/DB 工艺可成形出包含密封

腔体的多层中空结构，如飞行器空心

结构舵翼件 [10]，具有较广阔的应用

前景，国内外学者对此均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Salishchev 等 [11] 采用超细

晶 Ti–6Al–4V 钛合金在 750~ 800℃
下制备了复杂的四层中空结构，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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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区域增强块，在温度 920℃、气

压 2MPa 下保压 1h 制备了区域增强

四层结构，焊合率在 80% 以上。为

提高四层中空舵翼超塑成形 / 扩散

连接效率，王大刚等 [15] 研究了芯板

激光预焊的四层结构舵翼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显著提高了成形效

率和舵翼芯板的焊接可靠性，减弱了

晶粒尺寸粗化的影响。针对四层中

空结构舵翼件的成形缺陷，李保永

等 [16] 分析了工艺参数对 TA15 四层

板表面凹陷的影响，认为利用增大蒙

皮与芯板厚度比值、在蒙皮处增加背

压等方案可抑制表面沟槽缺陷。经

过各国学者的研究，已基本探索出

TC4、TA15 等钛合金四层中空结构

舵翼的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解

决途径，而短时耐高温的 TC31 钛合

金等新材料的高强度、焊接脆性等为

其空心舵翼研制带来困难。

TC31 钛合金名义成分为 Ti–6.5 
Al–3Sn–3Zr–3Mo–3Nb–1W–0.2Si，
在高温下具有良好的大载荷持久

和蠕变性能，在 650~700℃下仍具

有 550~700MPa 的 抗 拉 强 度，335~ 
500MPa 的屈服强度，适用于短时高

温工作的航空航天结构件 [17]，其在

900℃以上高温具有良好的超塑性，

是制造耐高温四层空心舵翼件的良

好材料 [18]。本文研究 TC31 钛合金

四层空心舵翼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

的有限元仿真、制造工艺、舵翼件的

壁厚及微观组织，为 TC31 高温钛合

金空心舵翼的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

工业化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试验方法

1 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宝钛公司生产的厚度

为 1.2mm 和 0.8mm 的 TC31 板料，其

化学成分符合 GB/T 3620.1—2016，
通过单向拉伸测得室温抗拉强度

1186MPa，延伸率约 4%。

TC31 钛合金在 900~950℃下具

有良好的超塑性和扩散性能。考虑

到过高温度对组织性能的不利影响

和扩散连接效率，选择在 920℃下进

行四层空心结构舵翼的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研究 [19]。TC31 钛合金

在 920℃下不同应变速率的流动应力

曲线如图 1所示。在应变速率 0.001s–1

下，延伸率达到了 639%，最大应变为

2.0，稳态流动应力为 38.3MPa。
2 有限元仿真

采用 ABAQUS 仿真软件模拟了

TC31钛合金四层舵翼的气胀成形，舵

翼目标件展长 422mm，弦长 738mm，

最大厚度 44mm，压边宽度 30mm，如

图 2（a）所示。舵翼芯板为典型的超

塑成形 / 扩散连接的四层方格结构，

网格边长 55mm 到 65mm 不等，布局

如图 2（b）所示，画线为扩散连接边

界，扩散焊区域宽度为 4mm。舵翼

件的面板厚度为 1.2mm，芯板厚度为

0.8mm。

考虑到舵翼结构的对称性，只建

立舵翼单侧有限元仿真模型。舵翼件

包含承力预置块，其制造工序可以描

述为：舵翼面板超塑气胀成形—芯板

扩散连接—面板切割处理—面板、芯

板和预置块的装配安装—舵翼芯板

超塑气胀成形—舵翼芯板、面板、预

置块的扩散连接。按照舵翼制造工

序，需要两次加热成形，分别对面板

超塑气胀成形和芯板超塑气胀成形

进行仿真，模拟仿真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 3（a）为舵翼面板超塑气胀成

形仿真模型，模具设置为刚体，直接

在面板上施加压力，压边区域固定。

图 3（b）为芯板超塑气胀成形仿真

模型，设置面板和预置块为刚体，芯

板网格线区域为扩散焊区域，施加固

定约束，在方格区域施加压力载荷，

压边区域固定。面板和芯板的网格

类型为 S4R，单元尺寸 2mm。为准确

图 1 TC31 在 920℃的应力 – 应变曲线

Fig.1 True strain–stress curve of TC31 at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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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舵翼件结构

Fig.2 Structure of rudder wing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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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应变最大区域的壁厚分布，选择

芯板最大变形区域进一步细分网格

进行有限元仿真分析，如图 3（c）所

示，网格单元为 S4R，尺寸为 0.5mm，

模型长 69mm，宽 68mm，最大深度为

22mm。在 ABAQUS 仿真模型中，选

择通用摩擦，摩擦系数为 0.2。
根据拉伸结果，选择应变速率

0.001s–1，采用 ABAQUS 的应变速率

控制功能优化气胀加载曲线，得到的

气压加载曲线如图 4 所示。

3 四层舵翼件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

   试验

利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制的

NUAA–150 热成形机床，开展四层

舵翼件的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试验，

其气压控制精度为 0.05MPa。首先

对 TC31 芯板毛坯进行切割和酸洗

保护处理，经过酸洗加工出扩散焊区

域凸台；非焊接区域喷涂隔离剂，装

配后装入不锈钢包套中，氩弧焊封闭

并抽真空，放入热成形炉中扩散连

接，扩散压力 3MPa，扩散时间 2h；采

用氩弧焊将 TC31 两个面板封焊，放

入舵翼模具中，加热至高温，按照图

4 所示加载路径加压成形；取出扩散

焊芯板和超塑面板，切割面板封焊

带，与预置块一起酸洗，装配和封焊，

充入氩气保护，放入热成形炉中加热

至成形温度，按照气压加载路径完

成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试验，待热成

形机床冷却，取出四层舵翼件。为防

止面板的典型凹槽缺陷，在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过程中加载背压。图 5 为

四层舵翼件的超塑胀形气压加载曲

线与背压加载曲线。为保证复杂四

层舵翼件超塑成形过程的可靠性，在

图 4 中芯板气胀压力曲线的基础上，

于气压 0.8MPa 时增加保压时间 0.5h，
然后再增加至 2MPa，并保压 2h。开

始阶段，背压加载至 0.1MPa，后增加

至 0.2MPa，并保压至成形结束。

4 舵翼壁厚和组织分析

为验证四层空心舵翼件成形质

图 3 舵翼超塑气胀仿真模型

Fig.3 Simulation model of rudder wing superplastic air expansion

（a）舵翼面板超塑气胀模型

模具

面板毛坯 芯板毛坯

预置块

舵翼面板

（b）舵翼芯板超塑气胀模型

芯板毛坯

直立筋对称面

（c）芯板最大变形处仿真模型

图 4 仿真优化气胀压力曲线

Fig.4 Optimized air expansion pressure curve by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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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试验芯板气压加载曲线

Fig.5 Pressure loading curve of core plate in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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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舵翼件进行壁厚分布和微观

组织分析。采用游标卡尺和超声测

厚仪对舵翼件面板的壁厚分布进行

测量。分别对原始板材、扩散焊接焊

缝取样进行金相显微分析。采用线

切割取下显微分析试样，经过 800#、
1000#、2000# 砂纸打磨后进行机械

抛光和 Kroll 试剂腐蚀，利用江南永

新 NM910 显微镜进行金相观察。

结果与讨论

1 有限元仿真结果

图 6 为 920℃采用图 4 气压加

载路径下，四层舵翼件面板和芯板超

塑气胀成形的仿真结果。图 6（a）
中，超塑气胀成形后，舵翼面板贴模

良好，最大变形在预置块区域的圆角

处，最小厚度为 0.96mm，减薄 20%。

因预置块区域深度较大，在超塑成形

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减薄，厚度分布

在 0.96 ~1.12mm 之间。图 6（b）为

舵翼芯板超塑成形壁厚分布结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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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结构的筋条限制，筋条圆角处变

形量较大，四层结构直立筋成形较

好。由于各四层结构单胞区域的深

度不同，导致各单胞的变形量不同，

最大变形量在靠近预置块的单胞圆

角区域。

图 7 为最深区域单胞的仿真结

果，芯板板料贴合模具程度好，变形

最大区域在靠近预置块的圆角区域。

尤其随着胀形气压加大，材料在圆角

区域发生集中减薄变形，最薄壁厚

为 0.26mm，减薄率为 67.5%，对应的

真应变量为 1.04。根据图 1 中 TC31
钛合金的高温变形行为，在 0.001s–1

拉伸曲线范围内，芯板板料发生变

形，不会集中减薄破裂。而在实际加

工中，板料由于前期受压，部分非扩

散焊区域可能存在粘连，气胀时会出

现突然撕裂的情况，当撕裂应变速率

达到 0.1s–1 时，则会发生破裂。这对

舵翼件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工艺仿

真的精确性提出要求，需要根据仿真

结果进一步调整成形工艺参数，再用

于试验生产中。

图 8 为有限元仿真得到的四层

结构舵翼的面板和芯板的壁厚分布

图。图 8（a）为沿着面板弦长方向

测量的壁厚分布，沿着测量线的最薄

壁厚为 1.04mm，减薄率为 13.3%，在

预置块附近。图 8（b）为沿着展长

方向测量的壁厚分布，随着面板深度

的增加，面板的厚度减少，在接近预

置块的圆角区域，壁厚为 1.16mm，减

薄率为 3.3%。图 8（c）中四层板芯

板的壁厚变化较大，其中预置块区域

的四层板厚度最小，为 0.28~0.3mm，

最大壁厚减薄率达到了 60% 以上。

图 8（d）中，靠近预置块区域的芯板

减薄最严重，达到了 0.55mm，减薄率

为 31.3%。随着舵翼厚度增加，模具

的深度增加，面板和芯板的变形量增

加，材料减薄剧烈程度增加。仿真结

果表明，四层结构中空舵翼面板的壁

厚减薄并不大，而芯板的减薄较严

重，且壁厚变化也相对剧烈。

将图 8 中仿真的面板和芯板相

加，得到了舵翼件四层板材的合计壁

厚分布，如图 9 所示。舵翼件的最薄

区域在预置块圆角附近区域，最小壁

厚 1.31mm，减薄率为 34.5%。

2 试验结果

图 10 为成形的 TC31 四层板舵

翼试验件，试验件外形完整，在 0.2MPa
的背压作用下，成形件表面无明显

凹陷。

图 11 为通过超声测厚仪以及

千分尺测量得到的气胀后的面板厚

度分布，仿真能够较准确地预测预

置块区域的厚度变化。弦长方向上

（a）舵翼面板壁厚分布

（b）舵翼芯板壁厚分布

展长方向测量

弦长方向测量

0.9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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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层舵翼件面板和芯板仿真结果

Fig.6 Simulation results of shell and four-sheet core plate 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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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芯板最大减薄单胞的壁厚分布仿真图

Fig.7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grid cell with the largest thinning rate



38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7期

FORUM论坛

部分区域厚度差异较大，试验中的厚

度变化量为 0.1mm，而仿真中厚度变

化量为 0.02mm。其他区域内两者基

本一致。

图 12 为四层板芯板网格扩散

连接处的显微金相图片。图 12（a）
为 TC31 原始板材厚度截面 500 倍

金相图，其晶粒呈现明显的轧制拉长

形态。图 12（b）为扩散连接区域的

厚度截面 50 倍金相图，视野中的焊

缝长度为 2218μm，无可见未焊合缝

隙。图 12（c）为扩散焊接区域的厚

度截面 500 倍金相图，观察区域为焊

图 8 有限元仿真面板和芯板厚度分布

Fig.8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shell and four-sheet core plate in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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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仿真四层板舵翼整体厚度分布图

Fig.9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four-sheet rudder wing in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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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四层板舵翼成形结果

Fig.10 Experiment result of four-sheet 
rudder wing

接区域边缘，经过扩散连接后，α 相

晶粒发生明显长大，形状为典型的等

轴晶粒，晶粒尺寸为 12~20μm。在边

缘右侧扩散连接焊缝区域焊接紧密，

无明显孔洞。通过对图 12（b）中的

焊缝区域进行检查，计算得到 TC31
板材焊合率达到 97% 以上。这说明

TC31 在 920℃下以 3MPa 压力下扩

散 2h，能够得到几乎无缺陷的扩散

连接接头。

结论

本文通过仿真与试验研究了

TC31 四层板舵翼件超塑成形 / 扩散

连接工艺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通过高温拉伸试验测试 TC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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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在 920℃下不同应变速率高温

变形行为，表明 TC31 最佳应变速率为

0.001s–1，最大延伸率为 639%。

（2）舵翼面板在预置块圆角区域

减薄最大，约 20%，芯板在预置块附

近的网格最深，减薄最大，为 67.5%。

开展了中空舵翼件的超塑成形 / 扩散

连接成形试验，在面板施加 0.2MPa
背压，成形得到了四层舵翼结构。

（3）TC31 钛合金在 920℃温度

和 3MPa 压力下扩散 2h，晶粒尺寸

在 12~20μm 之间，焊接界面无明显缺

陷，扩散焊合率 9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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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plastic Forming and Diffusion Bonding Process for Four-Sheet 
Air Rudder of TC31 Titanium Alloy

WU Yong, ZHOU Xianjun, WU Dipeng, TANG Guowei, CHEN Minghe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superplastic forming/diffusion bonding (SPF/DB) process of TC31 titanium alloy 
four-sheet air rudder, the high temperature tensile test,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and air rudder experiment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ptimal deformation strain rate of TC31 titanium alloy at 920℃ was 0.001s–1, and the maximum 
elongation rate was 639%, which showed good superplastic ability. The ABAQUS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thinning occurred at the edge of the preset block, the maximum thinning rate was 67.5%, and the maximum 
strain of core plate was 1.04. The four-sheet TC31 SPF/DB air rudder part with no surface depression was prepared by 
experiment with 0.2MPa back pressure and step pressure loading method applied. The interface quality of core plate 
diffusion bonding was good under the diffusion parameters of 920℃/3MPa/2h, and the welding rate was 97%.
Keywords: TC31 titanium alloy; Superplastic forming/diffusion bonding (SPF/DB);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Four-sheet air rudder; Wall-thickness reduction

（责编  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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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盒形零件充液拉深工艺
参数优化研究*

门向南 1，吕秀文 2，3，徐 勇 2，夏亮亮 2，3，李晓军 1，周 雄 1，陈 铭 1，张士宏 2

（1. 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61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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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230022）

[ 摘要 ]　为实现某航空铝合金薄壁盒形零件的高效精确成形，采用响应面法结合有限元模拟对 2A16 铝合金薄板

的充液拉深成形的关键工艺参数进行优化。选取了坯料圆角半径、压边力和液压力 3 个工艺参数作为优化变量，铝

合金盒形零件的最大减薄率作为优化评价指标，选择中心复合设计法设计试验方案，通过响应面分析软件 Design 
Expert 12 进行试验设计以及数据分析，建立了关于盒形零件的最大减薄率与工艺参数之间二阶响应模型，并通过此

模型获得了最佳工艺参数组合。研究结果表明，当压边力为 2.8MPa，液压力为 5.3MPa，圆角半径为 100mm 时可满

足最大减薄率优化条件。采用优化后的工艺参数组合开展一道次充液拉深成形试验，并最终成形出满足质量要求的

盒形零件。

关键词：铝合金盒形零件；充液拉深；工艺优化；响应面法；有限元模拟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7.041

*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2019YFSY005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875548）；中

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专项（2019195）。

引文格式： 门向南 , 吕秀文 , 徐勇 , 等 . 铝合金盒形零件充液拉深工艺参数优化研究 [J]. 航空制造技术 , 2021, 64(17): 41–52.
  MEN Xiangnan, LÜ Xiuwen, XU Yong, et al. 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of hydraulic deep drawing for 

aluminum alloy box-shaped parts[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21, 64(17): 41–52.

门向南

  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航

空钣金制造领域新工艺、新材料开发。

成形工艺，会带来材料利用率低、废

品多、零件精度差、模具寿命低等问

题，并且铝、钛等航空航天常用金属

材料的室温成形能力较差，导致在加

工此类构件时，常出现起皱、开裂等

缺陷，对传统成形工艺提出了巨大的

挑战 [1，3]。

充液拉深成形技术作为制造复

杂形状薄壁板件的精密成形技术，能

够大幅提高此类零件的成形极限，已

经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工业中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4–6]。板材充液拉

深成形的基本原理是采用液体代替

钣金零件在航空制造业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钣金零件

约占飞机零件总数量的 50%、飞机制

造工作量的 20%、飞机工艺装备数量

的 65%[1]，而多数钣金零件具有尺寸

不一、形状复杂、品种多且数量少的

特点。近年来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

快速发展，钣金零件具有轻量化和整

体化的发展趋势，由此对高强铝合金

的需求不断增大。由于铝合金具有

良好的抗腐蚀性能、机械性能和轻量

化等优点，因此其广泛应用于航空钣

金零件 [2]。钣金零件采用传统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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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凹模或凸模，作为传力介质传递

载荷，使板材在液体压力作用下贴靠

模具从而实现金属零件的成形 [7–9]。

通过合理加载流体压力，能够促进板

材贴靠模具，既节省工序又发挥了材

料的最大效能，具有制模简单、周期

短、成本低、产品质量好、形状和尺寸

精度高等特点 [10]。

异形薄壁钣金构件多数是非轴

对称结构形式，在航空领域中有广泛

的应用，盒形零件就是其中典型的代

表 [11]。盒形零件在其成形过程中，

侧边直角和底部圆角的变形是不均

匀的，成形难度较大。盒形零件直角

边的成形特点类似于弯曲成形，圆角

处的成形类似筒形件拉深成形。由

于直角和圆角变形区域之间存在联

系，因此变形过程十分复杂 [12–13]。为

了获得较好成形质量的目标零件，国

内外很多学者也对拉深成形过程进

行了研究分析 [14–17]。但是在实际的

成形过程中，盒形零件的成形质量往

往涉及多个参数间的交互作用，通过

经验或者试错法来调整工艺参数的

方法已无法满足盒形零件的高质量

生产。通过使用一些先进的优化方

法可以从大量数据中挖掘出有用的

规律，这对于指导生产具有非常大的

应用价值。

本文将以某航空铝合金薄壁盒

形零件作为研究目标，通过使用有限

元模型结合优化方法——响应面法

（Response surface method，RSM）对

该盒形零件的高效精确成形进行研

究。通过 Dynaform 5.9.3 有限元软

件模拟目标零件的成形过程，并选取

坯料圆角半径、压边力和液压力 3 个

工艺参数进行优化，以铝合金盒形零

件的最大减薄率作为优化评价指标，

选择中心复合设计法设计试验方案

并通过有限元模拟获得不同工艺参

数下模拟结果；基于响应面法对试

验数据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关于盒形

零件的最大减薄率与工艺参数之间

二阶响应模型，并通过此模型获得了

最佳工艺参数组合。最后通过实际

充液拉深成形试验验证所建立的响

应模型和优化后的工艺参数组合的

可靠性。

零件特征及有限元模型

1 试验材料

本文采用的材料是热处理状态

为 O 态的 2A16 铝合金板材，板材的

厚度为 1.2mm，所使用材料的化学成

分如表 1 所示。

基于沿着与轧制方向呈 0°、45°
和 90° 方向的单向拉伸试验所获得

的拉伸数据，并采用 Swift 硬化模型

对真应力 – 真应变曲线进行拟合，得

到的 2A16 铝合金力学性能参数如

表 2 所示。其中，材料泊松比为 0.38，
杨氏模量为 69GPa，密度为 2.7×10–9

g/mm3。由强化系数 k 和加工硬化指

数 n 的分析发现，2A16 铝合金的硬

化行为近乎各向同性。因此，在模拟

过程中，可采用 0° 方向上的硬化曲

线作为输入。

2 目标零件结构特征

盒形零件结构特征如图 1 所

示。其中，零件长度 L=322.4mm，宽

度 B= 222.4mm，高度 H0=68mm，底部

圆角半径 rp=21.2mm，侧壁圆角半径

r=13.2mm。在实际成形中，为了保证

液体的密封性及创造良好的拉深条

件，设计法兰边作为工艺补充面，定

法兰圆角半径 rf=10mm，并考虑切除

余量，所设计的最终成形目标零件的

几何模型如图 2 所示，最终拉深高度

H=80mm，法兰边缘宽度 D=24mm。

3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本文将采用被动式充液成形工

艺对所述盒形件进行成形，即液体

将以恒定压力（本文中简称为“液压

力”）的方式作用于坯料底部，并在

表 1 2A16 铝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2A16 aluminum alloy (mass fraction) %

Cu Mg Mn Fe Si Zn Ti Al

6.0~7.0 0.05 0.4~0.8 0.3 0.3 0.1 0.1~0.2 余量

表 2 2A16 铝合金的力学性能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2A16 aluminum alloy

方向 /
（°）

屈服强度 /
MPa

抗拉强度 /
MPa

均匀延伸率 /
%

面内各向
异性指数 r

强化系数
k/MPa

加工硬化
指数 n

0 77 189 18.6 0.564 337 0.213

45 73 171 19.7 0.993 295 0.200

90 73 174 18.5 0.350 299 0.199

图 1 盒形零件的结构尺寸（mm）

Fig.1 Structure of box-shaped part (mm)

r
rp

L
B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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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深过程中为板料提供一定的背应

力，如图 3 所示。

在盒形件的拉深过程中，坯料的

形状设计对材料的流动以及最终的

成形效果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

盒形件而言，在已知零件几何模型尺

寸的前提下，其初始坯料设计往往依

托最终零件尺寸，并根据成形前后面

积相等的假设，对最终盒形件进行展

开。四周直边部分，一般按照弯曲变

形处理，而圆角部分一般按照 1/4 圆

筒拉深变形进行处理 [12]。此外，考虑

到材料在成形过程中的流动性，坯料

一般不采用直角矩形形状，而是采用

带圆角的矩形坯料形状。本研究基于

盒形件展开原则并结合现场预试验

结果，将优化前的坯料形状设计如图

4 所示。其中，长度 a=488mm，宽度

b=388mm，坯料圆角半径 R1=71mm。

坯料圆角半径 R1 对成形过程中的材

料流动性影响最大，因此，后续将对

该坯料圆角半径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设计。

使用有限元模拟软件 Dynaform 
5.9.3 对铝合金薄壁盒形零件的充

液拉深过程进行模拟，盒形件拉深

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3（b）所示。模

型中包括板料、凸模、凹模和压边圈

4 个部分。在成形过程中，由于凸

模、凹模和压边圈变形几乎为 0，设
置为刚体。模型有限元网格划分中

网格类型选用四面体，板料单元设

置为 Belytschko–Tasy 壳单元，模具

划分为刚性单元。网格大小设置为

4mm×4mm，经过网格划分后板料

共有 11450 个单元，凸模共有 8526
个单元，凹模共有 20274 个单元，压

边圈共有 8810 个单元。在所有模

拟过程中，压边间隙均采用 1.1 倍料

厚，即 1.32mm[4]。由于铝合金存在

一定程度的各向异性，在模拟过程

中，选取 36 号材料模型（Barlat’s–3 
Parameter Plasticity Model）对 2A16
铝合金的本构关系进行描述。其中

材料的硬化行为采用 Swift 硬化模型

进行描述。其未知参数 k 和 n 通过

拟合真应力 – 真应变曲线获得，具体

值见表 2。而屈服模型采用 Barlat89
屈服函数，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f a k k a k k c km m m
Y
m= + + − + =1 2 1 2 22 2σ

       f a k k a k k c km m m
Y
m= + + − + =1 2 1 2 22 2σ  （1）

式 中，σY 为 单 轴 屈 服 应 力； k h
1

11 22

2
=

+σ σ

k h
1

11 22

2
=

+σ σ
；k h p2

11 22
2

2
12
2

1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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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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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为其幂指数，是与材料的晶体结构

相关的数值；σ11 为第一主应力；σ22

为第二主应力；σ12 为剪切应力；a、c、
h 和 p 为未知参数，并可通过 0°、45°
和 90° 方向上的厚向异性系数 r0、

r45、r90 的值计算获得。具体计算方

法如下：

a
r
r

r
r

= −
+











+








2 2

1 1
0

0

90

90
 （2）

图 2 成形目标零件的几何模型（mm）

Fig.2 Geometric model of forming target part (mm)

r=13.2

L=322.4

rp=21.2

rf =10

B=222.4

H=80

图 3 成形工艺原理及有限元模型

Fig.3 Forming process principle and finite element model

（a）被动式充液成形原理

（b）有限元模型

刚性冲头（凸模）

压边圈

坯料

下模（凹模）

液压力P

刚性冲头（凸模） 压边

坯料

间隙调节

下模（凹模）

液室

图 4 坯料几何形状设计

Fig.4 Design of blank geometry

R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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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2 – 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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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参数 p 需通过显示迭代的

方法获得。由 Barlat 屈服函数可获

得任意方向上的厚向异性系数 rφ 值
的表达式为：

r m
f f

Y
m

φ

φ

σ

σ σ
σ

=
∂
∂

+
∂
∂











−
2

1

11 22

 （5）

式中，σφ 为任意 φ 角度下的单轴应

力。当φ=45° 时，可获得参数 p 关于

r45 表达式，并通过迭代获得 p 值。

g p m
f f

rY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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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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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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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11 22

45
σ

σ σ
σφ

 （6）
式中，m 值的选取与材料的晶体结构

类型有关，对于铝合金来说，其具有

面心立方结构，m=8。此外，在进行材

料模型的定义时，仅需输入密度、杨

氏模量、泊松比、k 值、n 值、r0、r45 和

r90，即可建立硬化模型与屈服模型。

影响盒形零件成形的
关键工艺参数

1 摩擦系数的确定

在实际成形过程中，模具与零

件之间的摩擦系数对材料的流动具

有显著影响。因此，在优化之前，需

对摩擦系数进行选取。实际生产时，

一般会使用润滑剂，Hu 等 [18] 研究

了不同润滑剂 （包括 PhoS、MoS2、

PTFE、拉深油等）下摩擦系数所能

达到的大概范围。依据其研究结

果。在有限元模拟中，分别设置摩

擦系数为 0.025、0.050、0.075、0.100、
0.125、0.150，旨在基于模拟所得结

果指导实际成形过程中的润滑剂选

择，其他参数包括坯料圆角半径、压

边力和液压力等保持相同，得到不

同摩擦系数下铝合金薄壁盒形零件

的减薄率，结果如图 5 所示，提取最

大减薄率，得到如图 6 所示的不同

摩擦系数下该盒形零件的最大减薄

率的变化趋势图，其中压边力 P 为

4MPa，液压力 F 为 7MPa。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当摩擦系数

小于 0.1 时，随着摩擦系数增大，该

盒形零件减薄率不断减小，但减小幅

度很小，可以认为影响很小；当摩擦

系数大于 0.1 时，该盒形零件的最

大减薄率明显增加，当选取的摩擦

系数为 0.2 时，该盒形零件的最大减

薄率为 42.1%，此时该盒形零件已

经发生了破裂。这是因为摩擦系数

会影响板料的流动状态，摩擦系数

大时，板料流动的阻力更大，在模具

和压边圈之间对底部的补料不足，

因此其最大减薄率急剧增加。考虑

到摩擦系数较小时对润滑剂要求较

高，因此，在后续的模拟中均设置摩

擦系数为 0.1。
2 单因素分析方案确定

由于成形过程中盒形零件容易

出现起皱、破裂等缺陷，因此需要对

一些工艺参数进行优化从而成形出

质量较好的目标零件。已有研究表

明，在盒形件的充液拉深过程中，最

大减薄率总是出现在直壁圆角 r 和

底部圆角 rp 交汇处，即底部 4 个顶

点圆角位置，并可能由于减薄过大而

造成材料失效破裂 [6，12，14–15]。其产

生失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区

域材料流动困难，很难得到周边的补

料，只能依靠自身的减薄来维持后续

变形；二是在成形过程中，除去液压

力提供的背应力，该区域还承受双拉

应力，使得其接近平面应变状态，而

在成形极限图（FLD）中，平面应变

处于 FLD 的最低点，往往是最先发

生失效的位置。因此，在盒形件的拉

深成形过程中，工艺参数的改变对失

效位置的影响不大，即底部 4 个顶点

圆角处始终是失效危险区。然而，不

同的工艺参数组合对失效危险区的

最大减薄率有很大的影响，可通过调

整工艺参数值以降低最大减薄率，从

而避免失效缺陷的发生。

为了探明工艺参数对成形目标

零件失效危险区最大减薄率的影响，

将坯料圆角半径、压边力及液压力 3
个参数进行组合，结合 Dynaform5.9.3
进行大量有限元模拟，确定了如表

3 所示单因素分析方案，为后续在响

应面法中优化变量范围的确定提供

依据。

2.1 坯料圆角半径对成形性能的

   影响

在研究坯料圆角半径对目标零

件成形的影响时，保证材料参数以

及其余的工艺参数一定（压边力为

4MPa、液压力为 7MPa），分别取坯

料圆角半径为 13mm、42mm、71mm、

100mm、129mm、158mm 和 187mm
进行分析。图 7 为不同坯料圆角半

径下模拟所得目标零件的最大减薄

率，其中压边力 P 为 4MPa，液压力

F 为 7MPa。当其他条件固定不变

时，最大减薄率受圆角半径的影响

有波动的变化规律。当圆角半径在

100mm 和 187mm 时，目标零件的最

大减薄率比较小，但当圆角半径为

187mm 时，零件完全拉深，没有法兰

边，这在实际生产工艺中，存在漏液

的风险，因此不考虑该圆角半径的

坯料；圆角半径较小时，坯料在拉深

时，由于 4 个角材料的牵制作用，使

得法兰圆角区材料变形很难，材料在

此堆积，在拉深成形过程中，该处的

材料得到周边材料的补充流动较少，

只有靠自身的减薄来维持后续变形，

导致最大减薄率增加；当圆角半径

太大时，会引起压边力不足而在成形

初期法兰外缘容易起皱，从而使得坯

料在成形后期极易产生壁裂。

2.2 压边力对成形性能的影响

为了研究压边力对目标零件成

形的影响，同样保证材料参数以及其

余的工艺参数一定（液压力为 7MPa、
坯料圆角半径为 100mm），分别取压

边力为 1~15MPa 进行分析。图 8 为

不同压边力下模拟结果中目标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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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减薄率（底部 4 个顶点圆角

处），其中液压力 F 为 7MPa，圆角半

径 R 为 100mm，可以看出，当其他条

件固定不变时，仅仅改变压边力，目

标零件的最大减薄率基本不随压边

力改变而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在成

形过程中，由于压边圈与模具之间的

压边间隙设置为 1.32mm，而坯料厚

度为 1.2mm。因此，在成形过程中，

压边圈并未与坯料直接接触，二者之

间存在 0.12mm 的间隙。此时，压边

力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成形过程

中坯料法兰边翘起和法兰边过度起

皱，而对材料在成形过程中的流动影

响较小 [4，15]。故改变压边力的大小，

对减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2.3 液压力对成形性能的影响

为了研究液压力对目标零件成

形的影响，在保证材料参数以及其余

工艺参数不变的条件下（压边力为

4MPa、坯料圆角半径为 100mm），分

别取液压力为 3MPa、5MPa、7MPa、
9MPa 和 11MPa 进行分析。图 9 为

不同液压力下模拟所得目标零件的

最大减薄率。可以看出，当液压力

小于 8MPa 时，失效危险区的最大减

薄率变化不明显，而当液压力大于

8MPa 后，随着液压力的增大，最大减

薄率急剧增大。这主要是因为当液

压力过大时，材料的应力状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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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摩擦系数下减薄率模拟结果

Fig.5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inning rate of part under different friction coeffic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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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的改变。过大的液压力不

只起到提供背应力的作用，更为重要

的是，在较大的液压力作用下，材料

将在厚度方向上受到压应力作用而

发生一定程度的塑性变形，从而进一

步加剧了材料厚度减薄。另一方面，

在坯料未完全贴模之前，侧壁直段处

于一定程度的悬空区，此时液压力在

悬空区有一定的反胀效果。而过大

的液压力将导致侧壁直段的径向拉

应力增大，使得顶点圆角处的壁厚发

生减薄 [4]，这也致使顶点圆角处的最

大减薄率急剧上升。

基于响应面法的
关键工艺参数优化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目标零

件的最大减薄率受圆角半径和液压

力的影响比较大，而压边力的影响

并不显著。但是工件的成形质量往

往涉及多个参数间的交互作用影

响，可以通过响应面法对工艺参数

进行优化，获得可成形目标零件最

优成形质量的工艺参数，充分发挥

该工艺的潜能。

响应面法是一种通过利用回归

分析对收集到的合理数据建立各响

应量与工艺参数之间函数关系的统

计与数学方法。常见的试验设计方

法包括 3k 全因子设计、中心复合设

计（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CCD）

图 6 不同摩擦系数下零件最大减薄率的变化趋势

Fig.6 Variation trend of maximum thinning rate under different friction coeffic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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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单因素分析方案

Table 3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cheme

控制因素 压边力P/MPa 液压力F/MPa 坯料圆角半径R1/mm

控制因素 1 4 7

13
42
71
100
129
158
187

控制因素 2

1
2
3
…

14
15

7 100

控制因素 3 4

3
5
7
9
11

100

图 7 不同圆角半径下最大减薄率的变化趋势

Fig.7 Variation trend of maximum thinning rate under different 
fillet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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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压边力下最大减薄率的变化趋势

Fig. 8 Variation trend of maximum thinning rate under different 
blank holder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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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ox–Behnken 设计，其中 CCD 是

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较其他设计方法

具有试验次数少、模拟精度高、拟合

曲面好等优点 [19–21]。

1 响应面模型的试验设计

根据目标零件的几何特征，以最

大减薄率低于 30% 为目标，对坯料

圆角半径、压边力和液压力 3 个参数

进行优化。通过响应面法可以获得

响应量和优化变量之间的经验函数

关系，通常使用一阶或者二阶模型能

很好地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一阶

模型表达式为：

y xi ii

k
= + +

=∑β β ε0 1
 （7）

二阶模型表达式为：

y x x x xj j ij i j jj jj

k

i j

k

j

k
= + + +

=<= ∑∑∑β β β β0
2

11

       y x x x xj j ij i j jj jj

k

i j

k

j

k
= + + +

=<= ∑∑∑β β β β0
2

11

 （8）
式中，y 为响应量；β0 为未知系数；

βi、βj、βjj 分别是一阶项和二阶项的

系数；xi、xj 为各个工艺参数；k 为工

艺参数的个数；ε为试验随机误差；

xi xj 为参数 i 与参数 j 间的交互作用；

xj
2 为参数 j 的二次作用；βij 为参数 i

与参数 j 之间的交互作用系数。上

述一阶和二阶模型中的各系数以及

常数项均可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

获得，获得未知参数后即得到了经验

函数的表达式。通过对目标零件成

形有限元模拟结果分析，确定各个

参数水平值如表 4 所示。由 Design 
Expert 12 软件的中心复合设计法设

计出如表 5 所示的试验方案。

2 响应面模型设计及方差分析

通常使用建立模型的方差分析

来表征模型的准确性和分析不同工

艺参数对优化量影响的大小。多元

相关系数 R2 表示工艺参数引起的变

动占总变动的百分比，因此多元相关

系数在 0 到 1 之间，同时多元相关

系数越接近 1，则模拟数据点在回归

直线附近越密集，拟合效果越好 [22]。

多元相关系数 R2 的计算公式为：

图 9 不同液压力下最大减薄率的变化趋势

Fig.9 Variation trend of maximum thinning rate under different hydraulic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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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艺参数及其水平值

Table 4 Process parameters and level values

工艺参数 符号
水平

–1 0 1

压边力 P/MPa x1 1 4 7

液压力 F/MPa x2 5 7 9

圆角半径 R1/mm x3 6 100 194

表 5 响应面试验设计及有限元模拟结果

Table 5 Response surface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results

序号
工艺参数 响应量

压边力 P/MPa 液压力 F/MPa 圆角半径 R1/mm 最大减薄率 /%

1 4 7 6 32.695

2 7 5 6 32.374

3 7 9 6 31.773

4 1 5 6 32.398

5 1 9 6 31.861

6 4 9 100 31.656

7 4 7 100 25.897

8 4 5 100 26.877

9 7 7 100 28.119

10 1 7 100 26.048

11 7 9 194 27.693

12 1 9 194 27.795

13 1 5 194 25.554

14 7 5 194 23.660

15 4 7 194 2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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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1= = −
SS
SS

SS
SS

R

T

E

T
 （9）

式中，SSR 表示回归平方和；SSE 表

示残差平方和；SST 表示总平方和，

即 SSR 与 SSE 之和。

当变量增加时，必然会带来 R2

值增加，但并不是每一个因子项对响

应量的影响都显著，如果只用 R2 值

来判断模型，可靠度明显是不够的。

因此使用修正的多元相关系数 R2
adj，

其计算公式为：

R n m n n n m R2 21 1 1 1 1 1 1adj E TSS 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n m n n n m R2 21 1 1 1 1 1 1adj E TSS 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n m n n n m R2 21 1 1 1 1 1 1adj E TSS 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n m n n n m R2 21 1 1 1 1 1 1adj E TSS 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式中，m′为对响应量的影响不显著的

因子项数目，n 为试验总组数。由此

可见，如果 m ′ >1，即有对响应量影响

不显著的因子项存在时，R2
adj< R2。

此外需要使用 F′值来衡量模型

的有效性和各变量的显著性，F′值
的计算公式为：

F k
n k

' '
'

= =
− −

MS
MS

SS
SS

R

E

R

E

/
/ ( )1  （11）

式中，MSE 为残差均方；MSR 为回归

均方；k′为响应模型中因子项的个

数。F′值越大，说明模型更加有效。

一般设置某一临界值 F′0，当 F′ >F′0
时认为该模型是有效的。在目前的

各种统计软件中，常将 F′< F′0 的概

率用 P′值代表，一般设置 P′ <0.05 时

表示模型或因子项是有效的 [23]。

通过 Design Expert 12 软件使用

最小二乘法对表 5 试验数据进行拟

合。最大减薄率响应模型方差拟合

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模型的

P′值小于 0.05，表明所建立的模型是

显著，但是也可以看出，与压边力 x1

相关的 x1、x1x2、x1x3、x1
2 模型项的 P′

值均大于 0.05，对最大减薄率的影响

并不显著，这和上文得出的结论相

同。因此本研究不考虑压边力的影

响，对试验数据重新进行拟合，拟合

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为不考虑压边力影响的最

大减薄率响应模型方差分析结果，可

知模型的 P′值为 0.0003，小于 0.05，
说明模型的建立比较合理。同时多

元相关系数 R2 的值为 0.8987，修正

多元相关系数 R2
adj 的值为 0.8424，

均接近 1，说明模型的精确度较高。

在模型的其他变量中，x2、x3 对响应

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表 6 和表 7
的结果验证了上文的结果，即目标

零件的最大减薄率受圆角半径和液

压力的影响比较大，而压边力的影

响不显著。

因此，建立的最大减薄率与工艺

参数之间函数关系，仅仅考虑了液压

力 x2 和圆角半径 x3 的影响，没有考虑

压边力 x1 的影响。得到经验函数如下：

y = 51.05256 – 5.67269x2 –
      0.082526x3 + 0.004923x2x3 + 
      0.405411x2

2+0.000067x3
2

 （12）
残差是指实际测量值与模型拟

合预测值之间的差值。残差分析检

验通过得到的差值信息，判断模型的

表 6 最大减薄率方差

Table 6 Variance of maximum thinning rate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模型 136.82 9 15.20 5.44 0.0384

x1 0.0001 1 0.0001 0.0001 0.9958

x2 9.81 1 9.81 3.51 0.1198

x3 106.37 1 106.37 38.06 0.0016

x1x2 0.3698 1 0.3698 0.1323 0.7309

x1x3 0.4399 1 0.4399 0.1574 0.7079

x2x3 6.85 1 6.85 2.45 0.1782

x1
2 0.4902 1 0.4902 0.1754 0.6927

x2
2 7.84 1 7.84 2.81 0.1547

x3
2 1.32 1 1.32 0.4709 0.5231

残差 13.97 5 2.79 — —

总和 150.80 14 — — —

  注：多元相关系数 R2= 0.9073；修正多元相关系数 R2
adj =0.7405。

表 7 不考虑压边力的最大减薄率方差

Table 7 Variance of maximum thinning rate without considering BHF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模型 135.52 5 27.10 15.97 0.0003

x2 9.81 1 9.81 5.78 0.0396

x3 106.37 1 106.37 62.68 <0.0001

x2x3 6.85 1 6.85 4.04 0.0754

x2
2 7.36 1 7.36 4.34 0.0669

x3
2 0.9768 1 0.9768 0.5756 0.4674

残差 15.27 9 1.70 — —

总和 150.80 14 — — —

  注：多元相关系数 R2=0.8987；修正多元相关系数 R2
adj = 0.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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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残差概率分布越接近同一

条直线，说明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差值

越小，则模型的可靠性越好。图 10
为残差的正态概率分布图，可以看出

各个残差序列点在一条直线的附近

大致呈正态分布，说明模型拟合较

好，试验设计具有可靠性。图 11 为

残差与预测值分布图，可看出响应

面模型的残差序列点分布的比较分

散，随机性较好。残差序列点的正

态性、分散性及随机性分布表明所

构建的响应面模型拟合效果好，可

靠性强 [24]。

图 12 为最大减薄率的预测值与

实际值关系图，可以看出预测值与实

际值的各点大致分布在同一条直线

上，说明响应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值

较为接近，其误差基本可忽略不计，

建立的最大减薄率二阶响应模型可

以较为准确地预测成形过程中的实

际值。

3 响应面分析

通过对各响应模型的三维函数

图进行绘制，可直观地分析各工艺

参数对响应量的交互影响规律。由

单因素分析以及响应面模型分析可

知，压边力对目标零件的最大减薄

率影响不显著，因此绘制出液压力

与圆角半径对最大减薄率交互影响

的响应面图，如图 13 所示。因此

在保证零件完全成形的前提下，通

过获得的响应面进行寻优以获得最

低的最大减薄率。为了保证盒形零

件的产品要求，以最大减薄率低于

30% 为优化目标。通过盒形零件的

最大减薄率与工艺参数之间二阶响

应模型使用 Design Expert 12 获得

了最佳工艺参数组合如下：压边力

为 2.819MPa，液压力为 5.268MPa，
圆角半径为 100.24.8mm。考虑到实

际成形过程中的可操作性，修正最佳

工艺组合为：压边力为 2.8MPa，液压

力为 5.3MPa，圆角半径为 100mm，

以修正后的最佳工艺参数进行有限

元模拟，模拟结果如图 14 所示。成

形零件最大减薄位置也在底部圆角

部位，该处的曲率半径变化比较大，

和模具之间产生的接触摩擦也比较

严重，材料流动性不如其他部位，导

致了在拉深成形过程中，该处的材

料得到周边材料的补充流动较少，

只有靠自身的减薄来维持后续变

形。使用响应面法优化得到的最大

减薄率为 25.594%，使用有限元法

得到的最大减薄率为 26.18%，相对

误差为 2.29%，验证了响应面模型

的准确性。

4 响应面优化工艺的试验验证

根据修正后的最佳工艺参数进

行了一道次充液拉深成形试验，得到

的实际目标零件如图 15 所示。为了

验证模拟结果的准确性，采用超声波
图 10 模型残差的正态概率

Fig.10 Norm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model res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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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残差与预测值分布

Fig.11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s and predicte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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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2 Predicted values and actual value of maximum thinning rat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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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厚仪，针对所成形零件的不同位置

进行了壁厚测量，如图 15（b）所示。

考虑零件的对称性，仅测量图 15（b）
中 1~18 号点的位置。从测量结果

可以看出，最大减薄位置出现 1 号、

5 号、11 号等位置，这与模拟所得

规律相吻合。但是减薄率在数值上

存在一定偏差，模拟所得最大减薄

率为 26.18%，而实测最大减薄率为

27.31%，二者的相对误差为 4.3%
（图 16）。这可能与试验过程中的润

滑有关系。在模拟过程中，对摩擦系

数进行了理想化假设，即认为成形时

摩擦系数在摩擦处均相等。而在实

际成形时，往往由于模具表面的粗糙

度不同、润滑剂的均匀性以及厚度不

同等原因，造成摩擦系数在各处存在

差异。特别是在 1 号、5 号、11 号等

变形较大的位置，随着变形的进行，

摩擦系数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大，进而

造成了实际减薄率大于模拟减薄率

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实测壁厚和

模拟结果的对比可以看出，二者之间

的误差较小，这也验证所建立有限元

模型的准确性。同时，也证明了采用

响应面法得到的回归模型有很高的

可靠性。

结论

本文采用有限元模拟结合响应

面法，以目标零件的最大减薄率为优

化指标，对盒形零件充液拉深成形中

的工艺参数进行了优化，得到的主要

结论如下：

（1）目标零件的最大减薄率受

液压力和坯料圆角半径的影响比较

大，而压边力的影响不显著。随着液

压力增大，目标零件的最大减薄率也

随之增大；坯料圆角半径对最大减

薄率的影响无明显的变化规律，当圆

角半径在 100mm 和 187mm 时，目标

零件的最大减薄率比较小。

（2）建立了盒形零件的最大减

薄率与工艺参数之间二阶响应模型，

以最大减薄率小于 30% 为目标优

图 13 液压力与圆角半径对最大减薄率交互影响的响应面图

Fig.13 Response surface diagra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ydralic 
pressure and fillet radius on maximum thinn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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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条件，通过该二阶响应模型获得

了最佳工艺参数组合为：压边力为

2.8MPa，液压力为 5.3MPa，圆角半径

为 100mm。

（3）利用修正后的工艺参数对

盒形零件进行有限元模拟，模拟结果

与试验值对比，相对误差不超过 5%。

同时利用该最佳工艺参数组合开展

一道次充液拉深成形试验，可获得满

足成形质量要求的盒形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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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of Hydraulic Deep Drawing for 
Aluminum Alloy Box-Shaped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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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of Metal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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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parameters of hydraulic deep drawing process for 2A16 aluminum alloy sheet were optimi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and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FEM) to realize the high-efficient and 
precision forming of the aluminum alloy thin-walled box-shaped parts used in aviation. Three process parameters of 
blank fillet radius, blank holder force and hydraulic pressure were selected as optimization variables, and the maximum 
thinning rate of aluminum alloy box-shaped part was selected as optim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The experimental scheme 
was designed by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analyzed by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software Design Expert 12. The second-order response model of the maximum thinning rate and the process parameters of 
the box-shaped part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optimal process parameters combination was obtained through thi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al conditions of maximum thinning rate can be met when the blank holder force is 2.8MPa, the 
liquid pressure is 5.3MPa and the radius of the rounded corner of the blank is 100mm. By using the optimized combin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to carry out one-step hydroforming experiment, the box-shaped parts meeting the forming quality 
requirements can be obtained.
Keywords: Aluminum alloy box-shaped part; Hydraulic deep drawing; Process optimizatio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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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型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
数值模拟及优化

田 硕 1，高国强 2，钟李欣 2，陈福龙 1，曾元松 1，杨 辉 2，尚建勤 1

（1.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2.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710089）

[ 摘要 ]　建立马鞍型带筋整体壁板预应力喷丸成形模拟模型，通过基于数值模拟的喷丸成形参数规划流程，对壁板

典型件工艺方案进行模拟分析并获得优化工艺方案。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优化后的工艺方案，典型件模拟变形量和

理论变形量基本相符，最大差值位于后梁 13 肋处，仅为 3.7mm，比初始方案减少了 8.1mm。采用优化试验方案进行

试验，试验变形量与模拟变形量相比，11~17 肋间差值均 <4mm ；试验变形量与理论变形量相比，11~17 肋间差值均

≤2.5mm，12~16 肋间差值均≤0.5mm。因此，喷丸变形模拟方法较为准确，优化方案合理可行。

关键词：马鞍型；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数值模拟；工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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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N Shuo, GAO Guoqiang, ZHONG Lixin,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shot peen forming of sa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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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飞机壁

板喷丸成形及强化技术。

击受喷材料从而获得变形结果的过

程。郑淑琴等 [4] 通过建立 1500 个

弹丸撞击模型，利用动态显示喷丸冲

击过程以及静力通用的回弹分析过

程，对 60Si2MnA 钢喷丸成形整个过

程进行仿真，并量化弹丸数量和速度

等工艺参数对喷丸成形的影响。国

际著名喷丸设备生产商维尔贝莱特

（Wheelabrator）公司通过建立包含

喷嘴位置、数量、喷丸介质种类、喷丸

角度、弹丸速度、数量等在内的 140
余个参数的模拟模型以获得接近真

实的喷丸过程，采用模拟技术既可节

约能源，还能缩短喷丸机生产周期，

降低技术风险，同时也是获得理想工

艺方案的基础 [5]。

间接数值模拟方法即利用等效

带筋整体壁板尤其是薄壁高筋

整体壁板因具有重量轻、密封性能好

等优点在新一代航空航天装备中备

受青睐 [1]。喷丸成形技术由于其成

本低、操作灵活等特点，在大型壁板

的成形中广泛应用 [2]。随着现代航空

制造工艺越来越复杂，对加工性能、

精度要求也随之提高，若依赖试验的

设计手段，易导致其设计费用提高，

周期延长，不容易保证可靠性。数值

模拟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减少试验

的比重，减少设计的盲目性，节省巨

额的设计费用，并缩短设计周期 [3]。

针对喷丸成形数值模拟，国内

外学者展开了系列研究。目前喷丸

成形模拟分为直接模拟和间接模

拟。直接模拟即模拟实际弹丸流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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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场或应力场下的变形来替代喷

丸变形。温度场法 [6] 是将喷丸后的

板料沿厚度方向分为塑性层和弹性

层，在塑性层中赋予材料热膨胀参

数，通过设定温度场使塑性层的材料

产生热应变，带动弹性层的材料产生

变形，塑性层的热变形量与喷丸变

形相对应，从而等效模拟喷丸变形。

胡凯征等 [7] 采用温度场法喷丸成形

模拟方法对带筋板工件的成形进行

了模拟，并对工艺参数进行了优化。

Hong 等 [8] 通过喷丸试验和数值模

拟建立了温度载荷与喷丸强度之间

的关系式，并利用此关系式对单曲率

蒙皮及双曲率马鞍型带筋壁板进行

了数值模拟。利用温度场模拟喷丸

变形时，需要建立喷丸参数与温度场

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建模的复杂性，

而且当采用壳体建模时，加载在单

元节点上的温度场在模拟过程中难

以改变板料厚度方向的应力梯度，

难以获得真实的喷丸应力场。应力

场法 [9] 是将通过试验测得或有限元

模拟获得的喷丸诱导应力以初始应

力的形式直接赋给有限元单元，应

力平衡计算后获得喷丸成形形状。

Gariépy 等 [10] 利用应力场法对板坯

喷丸成形进行模拟，获得了板坯弯曲

曲率与喷丸工艺参数间的关系。田

硕等 [11] 提出了基于应变中性层内移

的反弯曲应力场法模拟模型，实现了

双凸外形带筋壁板预应力喷丸成形

较高精度的数值模拟。

本研究针对某新型飞机机翼马鞍

型带筋整体壁板，采用应力场法喷丸

成形数值模拟方法对代表该壁板典型

结构特征的典型件工艺方案进行模拟

分析，通过试验验证工艺方案并优化

方案的准确性，为后续整体 1∶1 模拟

件、装机件研制提供技术支持。

马鞍型带筋壁板
喷丸成形数值模拟

1 应力场法喷丸成形模拟方法

喷丸诱导应力是指约束受喷材

料边界后所获得的内部应力，材料被

约束时，诱导应力等效产生延展和弯

曲作用，去除约束后，板坯发生延展和

弯曲变形，此时内力达到平衡，仍保留

在板坯内部的应力为残余应力，这几

种内力之间的关系为 [10，12]：

σi + σa + σb = σr （1）
式中，σi 为喷丸诱导应力；σa 为与延

展有关的轴向应力；σb 为与弯曲有

关的弯曲应力；σr 为喷丸残余应力。

应力场法喷丸成形数值模拟是

指，将通过多弹丸撞击模拟获得的

诱导应力以初始应力的形式引入代

表工件的有限元壳单元中，进行模

拟分析，从而获得受喷工件最终变

形结果的一种数值模拟方法，其过

程见图 1。
图 1（a）为多弹丸撞击模型，

在撞击过程中固定该模型所有非喷

丸面，然后对受喷表面进行喷丸，撞

击结束时模型内部的应力即为喷丸

诱导应力（图 1（d））。图 1（b）为

代表工件的有限元壳模型，对壳模

型进行分区，每个分区都由施加应

力场所需的复合壳单元（图 1（e））
构成，层 1 和层 2 的厚度之和即为

图 1（a）中模型厚度 d，引入诱导

应力后进行模拟计算，得到工件喷

丸变形结果，见图 1（c）；此时工件

内部仍保留的应力即为喷丸残余应

力，见图 1（f）。

2 马鞍型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

  工艺规划流程

在实际工艺制定过程中，由于部

分马鞍型区域曲率较大，需要采取预

应力喷丸，即沿筋条方向施加弹性预

弯，在运用应力场法模拟时需要考虑

预应力的施加，通常的做法是将同一

厚度处的预应力值叠加利用图 1（a）
中多弹丸撞击模型获得的相同厚度

处的应力场值，见式（2）和式（3）。
σx = σx

i （2）
σy = σ yi + σ 

y
ε （3）

式中，σx 和 σy 为预应力喷丸成形模

拟中施加在工件壳模型两个方向的

应力；σx
i 和 σ yi 为多弹丸模型中沿 X

和 Y 方向的诱导应力；σ yε 为沿 Y 方

向施加的预应力值。

针对马鞍型带筋整体壁板喷丸

成形，通过数值模拟和迭代优化，规

划其工艺参数，见图 2。
对壁板设计数模进行工艺分析，

依据其外形特征划分喷丸区域及其

喷丸成形方式（如单面喷丸或双面喷

丸），按照外形面最大主曲率线确定

喷丸路径，利用基础试验结果建立的

喷丸变形量与工艺参数模型确定喷

丸路径上的工艺参数——弹丸直径、

喷丸气压、弹丸流量、进给速度、预应

力等工艺参数，利用试验参数与模拟

参数间的关联模型校核弹坑直径，使

弹坑直径满足喷丸成形标准要求。

图 1 喷丸成形应力场法数值模拟过程

Fig.1 Numerical simulation process of shot peen forming based on stress field

（a）有限元模型 （b）工件壳模型 （c）工件变形情况

（d）喷丸诱导应力 （e）复合壳单元 （f）喷丸残余应力

d

O d+

-
O

+

-
材料堆
积方向

截面点

层2

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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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进行壁板应力场法喷丸成形有

限元模拟分析，对比模拟结果与理论

外形，是否符合预期目标值，若否则

进一步模拟迭代优化直到符合预期，

由此该迭代模拟优化的喷丸工艺参

数确定为带筋整体壁板预应力喷丸

成形工艺参数。

依据所选工艺参数进行喷丸成

形，喷丸成形结束后测量壁板贴模间

隙是否符合技术要求，若否则对相应

区域进行喷丸校形，直至带筋整体壁

板的外形面精度达到技术要求。

3 喷丸变形量定义

为便于比较模拟结果与理论外

形间的差异，对模拟变形量和理论变

形量加以定义。依据壁板理论数模，

提取底面作为目标变形曲面，定义前

后梁、长桁轴线与肋位线的交点为测

量点，定义过底面 3 个顶点的平面为

参考平面，将测量点到参考平面的距

离定义为理论变形量，见图 3。由于

壁板外形有双凸型和马鞍型，因此定

义沿筋条内凹变形为正，沿筋条外凸

变形为负。

在模拟软件后处理模块中，创建

沿前后梁和长桁的取值路径（图 4），
沿着取值路径提取 Z 向位移即为模

拟变形结果，测量点处的 Z 向位移即

为该测量点的模拟变形量，测量点的

空间位置可以根据数模肋位位置分

布获取。

典型件马鞍型壁板数值
模拟及优化

1 典型件壁板数值模拟分析

某壁板典型件见图 5，材料为

2024–T351 铝合金，利用图 2 中的模

拟流程，给定初始方案后模拟结果见

图 6，理论变形量见表 1，模拟变形量

见表 2。
图 7 和图 8 分别为前后梁和长

桁的模拟变形量和理论变形量对比，

图 9 为 10 肋、11 肋、12 肋和 13 肋弦

向模拟变形量和理论变形量对比。

由图 7 和图 8 可以看出模拟变

图 2 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工艺参数规划流程

Fig.2 Process parameter planning of shot peen forming of integrally-stiffened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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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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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试验

总体外形符合技术要求

结束

喷丸校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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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筋整体壁板设计数模

喷丸成形工艺分析

图 3 参考平面、测量点及理论变形量定义

Fig.3 Definition of reference plane, measuring point and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理论变形量参考平面

测量点

4.771mm

1.272mm

5.508mm

0.984mm

2.577mm

0.847mm

3.59mm
理论型面

长桁轴线

肋位线

图 4 取值路径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value path

形量曲线和理论变形量曲线差距

较大，整体表现为展向坐标 1500~ 
3500mm（12~16 肋区域）区域内展

向变形不足，最大差值位于前梁 14
肋处，达到 11.8mm，因此需要在初选

工艺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方案优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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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对 4 长桁 13~16 肋筋顶区域喷

丸。此外，由图 9 看出模拟变形量与

理论变形量近似为平行的两条折线

段，说明弦向喷丸参数制定合理。

利用优化工艺方案进行喷丸变

形模拟，结果见表 3。图 7~9 分别显

示了优化后展弦向模拟变形结果，可

表 1 壁板典型件理论变形量

      Table 1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of typical part mm

典型件 10 肋 11 肋 12 肋 13 肋 14 肋 15 肋 16 肋 17 肋 18 肋

前梁 –0.984 –5.508 –7.769 –7.42 –6.357 –3.341 –1.428 2.241 6.082

3 长桁 3.59 –1.272 –4.054 –4.507 — — — — —

4 长桁 2.577 –1.787 –4.128 –4.618 –4.114 –3.207 –1.916 0.447 3.468

后梁 –0.847 –4.771 –6.918 –7.301 –6.998 –6.369 –5.432 –3.738 –1.56

表 2 壁板典型件模拟变形量

      Table 2 Simulated deformation of typical part mm

典型件 10 肋 11 肋 12 肋 13 肋 14 肋 15 肋 16 肋 17 肋 18 肋

前梁 0.78 –0.2 –1.06 0.88 5.45 6.37 8.45 7.88 8.5

3 长桁 5.14 3.2 1.97 2.97 — — — — —

4 长桁 3.95 2.1 0.85 1.63 4.02 5.69 6.92 7.97 8.11

后梁 0.03 –1.99 –3.61 -3.21 0.25 1.28 3.33 3.22 3.85

图 5 某壁板典型件

Fig.5 Typical part of panel

前梁

后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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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典型件喷丸变形结果

Fig.6 Shot peening deformation results of typical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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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优化后模拟变形量和理论变

形量曲线基本重合，最大差值位于后

梁 13 肋处，仅为 3.7mm，比初始方案

减少了 8.1mm，因此优化方案更加合

理可行。 
2 典型件喷丸试验验证

利用优化后的工艺方案进行典

型件喷丸成形试验，试验结束后将典

型件壁板放到检验型架上，利用塞

尺和刻度尺测出自由状态下壁板贴

模间隙值见表 4，为实现变形情况统

一，利用表 1 中理论变形量减去表 4
中间隙值获得的试验变形量见表 5。

图 10~12 为试验变形量、理论

变形量和优化后模拟变形量对比

图，试验变形量与优化后模拟变形

量相比，11~17 肋间差值均小于 4 
mm，说明喷丸变形模拟方法较为

准确，仅在壁板两端差值较大，分

析原因，是由于实际试验时两端喷

丸覆盖率小于优化方案，造成两端

变形小。试验变形量与理论变形量

相比，11~17 肋间差值均≤2.5mm，

12~16 肋间差值均≤0.5mm，已经

满足精度要求（间隙值≤0.5mm），

壁板两端虽有较大差值，考虑到端

部喷丸覆盖率较小，可进一步补喷

丸或采用超声波校形进行处理。最

后将典型件壁板放到检验型架后加

载少量沙袋即能满足贴模要求，见

图 13，因此优化后的试验方案总体

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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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前后梁模拟变形量与理论变形量对比

Fig.7 Comparisons of simulated de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of front and back beams

图 8 长桁模拟变形量与理论变形量对比

Fig.8 Comparisons of simulated de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of stringers

图 9 10~13 肋位模拟变形量与理论变形量对比

Fig.9 Comparisons of simulated de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of ribs 10–13

（a）10 肋位 （b）11 肋位

（a）前梁 （b）后梁

（c）12 肋位 （d）13 肋位

理论变形量
模拟变形量
优化后模拟变形量

前梁 3长桁 4长桁 后梁

6

4

2

0

-2

-4

变
形

量
/m

m

理论变形量
模拟变形量
优化后模拟变形量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展向坐标/mm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变
形

量
/m

m
理论变形量
模拟变形量
优化后模拟变形量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展向坐标/mm

6
4
2
0

-2
-4
-6

-10
-8

-12

变
形

量
/m

m

（a）3 长桁

理论变形量
模拟变形量
优化后模拟变形量

0 500 1000 1500 2000
展向坐标/mm

6

4

2

0

-2

-4

-6

变
形

量
/m

m

（b）4 长桁

理论变形量
模拟变形量
优化后模拟变形量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展向坐标/mm

10
8
6
4
2
0

-2
-4
-6
-8

变
形

量
/m

m

理论变形量
模拟变形量
优化后模拟变形量

前梁 3长桁 4长桁 后梁

4

2

0

-2

-4

-6

变
形

量
/m

m

理论变形量
模拟变形量
优化后模拟变形量

前梁 3长桁 4长桁 后梁

4

2

0

-2

-6

-4

-10

-8

变
形

量
/m

m

理论变形量
模拟变形量
优化后模拟变形量

前梁 3长桁 4长桁 后梁

4

2

0

-2

-6

-4

-12

-10

-8

变
形

量
/m

m



58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7期

FORUM论坛

表 4 壁板典型件自由状态贴模间隙

      Table 4 Free state placement gap of typical part mm

典型件 10 肋 11 肋 12 肋 13 肋 14 肋 15 肋 16 肋 17 肋 18 肋

前梁 1.75 0 0 0 0 0 0 2.5 6

3 长桁 3.3 0.6 0.25 0.3 — — — — —

4 长桁 2.8 0.6 0.35 0.3 0.3 0.35 0.3 1.5 5

后梁 1.8 0 0.45 0 0 0 0 0.6 3

表 5 典型件试验变形量

         Table 5 Test deformation of typical part mm

典型件 10 肋 11 肋 12 肋 13 肋 14 肋 15 肋 16 肋 17 肋 18 肋

前梁 –2.734 –5.508 –7.769 –7.42 –6.357 –3.341 –1.428 –0.259 0.082

3 长桁 0.29 –1.872 –4.304 –4.807 — — — — —

4 长桁 –0.223 –2.387 –4.478 –4.918 –4.414 –3.557 –2.216 –1.053 –1.532

后梁 –2.647 –4.771 –7.368 –7.301 –6.998 –6.369 –5.432 –4.338 –4.56

表 3 典型件优化后模拟变形量

    Table 3 Simulated deformation of typical part after optimization mm

典型件 10 肋 11 肋 12 肋 13 肋 14 肋 15 肋 16 肋 17 肋 18 肋

前梁 0.166 –3.5 –6.74 –6.79 –4.21 –3.4 0.18 2.76 6.49

3 长桁 4.53 –0.13 –3.63 –4.77 — — — — —

4 长桁 3.34 –1.1 –4.77 –6.13 –5.69 –4.1 –1.48 2.8 6.09

后梁 –0.57 –5.32 –9.23 –10.98 –9.59 –8.58 –5 –2 1.78

图 10 前后梁试验变形量、理论变形量和优化后模拟变形量对比

Fig.10 Comparisons of test deformation,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and simulated deformation after optimizing of front and back b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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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0~13 肋位试验变形量、理论变形量和优化后模拟变形量对比

Fig.12 Comparisons of test deformation,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and simulated deformation after optimizing of ribs 10–13

图 11 长桁试验变形量、理论变形量和优化后模拟变形量对比

Fig.11 Comparisons of test deformation,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and simulated deformation after optimizing of stri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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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针对某新型飞机机翼马鞍型带

筋整体壁板，采用应力场法喷丸成形

数值模拟方法对壁板典型件工艺方

案进行模拟及优化，模拟结果及优化

方案通过试验验证。

（1）模拟分析可知，采用对典型

件 4 长桁 13~16 肋筋顶区域进行喷

丸的优化方案，模拟变形量和理论变

形量曲线基本重合，最大差值位于后

梁 13 肋处，仅为 3.7mm，比初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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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 8.1mm。

（2）试验变形量与模拟变形量

相比，11~17 肋间差值均 <4mm，说明

喷丸变形模拟方法较为准确；试验

变形量与理论变形量相比，11~17
肋间差值均≤2.5mm，12~16 肋间

差值均≤0.5mm，因此优化方案合

理可行。

（3）基于模拟的喷丸成形工艺

方案制定方法，为整体壁板喷丸成形

技术研究和应用提供了一种成本低、

效率高、周期短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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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高强铝合金板材在传统热冲压冷模淬火工艺（Heat treatment, forming and in-die quenching, HFQ）中，直接

在固溶温度进行成形难以实现板材最佳成形性能，容易产生开裂等成形缺陷。针对这一问题，在板材固溶后引入预

冷处理，即通过使固溶板材降温到设计目标温度再进行塑性成形，旨在实现铝合金高强薄壁零件的成形成性。针对

一种改进 AA7055 高强铝合金板材，在其淬火敏感温度区间内，进行了固溶后不同预冷温度条件下的力学性能测试，

结果表明，在 350℃预冷温度下板材延伸率最大，成形性最好。以典型特征结构件为对象，对该材料进行了预冷条件

下的 HFQ 工艺成形试验，获得了不同预冷条件及原始板料成形的影响规律。发现该种铝合金的 F 态（自由加工态）板

料比 O 态板料表面质量更好，在相同预冷 HFQ 工艺下成形性更高，进一步对 F 态坯料进行传统 HFQ 对比成形试验

后发现，在无预冷时 F 态板料成形破裂严重。对成形零件典型位置进行取样和性能测试，试验结果表明，由于 350℃
预冷温度在材料鼻尖温度附近，成形件抗拉强度恶化最为严重。为兼顾成形性与强度，预冷温度选择 400℃为宜。

关键词：AA7055；预冷 HFQ；接触加热；成形性；淬火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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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毓挺

  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属薄板塑

性成形研究。

人工时效以提高强度，兼顾了成形性

与强度。

但根据 Wang 等 [3] 对 AA2024 的

研究，在固溶热处理温度下，AA2024 内

部发生的溶质原子富集造成的晶界

软化，以及基体软化的问题，会造成

材料的延展性能下降，对成形不利。

Gao 等 [4] 研究 AA2060 也发现了类

似的结果，材料延展性最强的温度要

低于其固溶温度。上述研究表明，对

于高强铝合金，直接在固溶温度进行

成形可能难以实现板材最佳成形性

高强度铝合金板材（如 7000 系）

具有较高的强度，是理想的轻质高

强高性能零件用材。但高强度铝合

金在常温下成形性差、回弹大，在后

期热处理时还有热变形等问题 [1]，限

制了其在零件制造上的大规模应用。

针对此问题，帝国理工大学 Lin 等 [2] 
提出了铝合金 HFQ（Heat treatment, 
forming and in-die quenching）成 形

工艺，利用铝合金在高温下成形性好

的特点，在固溶后进行热冲压成形，

成形的同时进行冷模淬火，而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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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了使高强铝合金在 HFQ 工艺

中获得更好的成形性，在其固溶阶段

后增加一步预冷工艺，设计高强铝合

金在其最佳成形温度成形，成为解决

问题的一种新思路，其工艺流程对比

如图 1 所示。在传统 HFQ 工艺流程

中，板料在固溶后就直接转运至冷模

成形，成形时温度接近固溶温度，成

形性较差，可能造成开裂等缺陷；而

预冷 HFQ 工艺则在固溶后先将板料

预冷至成形性好的较低温度，能在冷

模成形时获得更好的成形性。Li等 [5]

基于 AA7075 铝合金，针对预冷工艺

对热成形的影响进行了试验，开发了

材料在热成形增加预冷工序下的宏

微耦合材料模型，证明了较低的预冷

速率（5℃/s）会造成沉淀物粗大，对

成形不利，但未进行零件级别的工艺

测试。因此，如何设计预冷温度，保

证板材在成形中获得最好的成形性

能，不产生开裂、颈缩等成形缺陷，同

时满足高性能薄壁零件不同位置材

料的高强度和零件整体的服役性能

是实现高强铝合金板预冷热冲压成

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本文基于一种改进 AA7055 高

强铝合金板材进行预冷热冲压淬火

工艺研究，所采用材料的合金元素如

表 1 所示，新材料提高了合金元素

Mg 和 Zn 的含量，其 T6 态峰值强度

达到 650MPa。根据现有对 AA7055
铝合金温热成形的研究 [6–8]，其低应

变率下最佳成形温度在 400℃左右，

但由于预冷工艺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与合金的淬火敏感性有关，而根据对

AA7055 淬火敏感性的研究 [9]，其鼻

尖温度在 355℃左右，因此本文选择

300℃、350℃以及 400℃ 3 种预冷温

度进行研究，并定量分析不同预冷温

度下的成形性能。以此为依据，设计

不同时效态、不同预冷温度下板材的

预冷热冲压淬火成形工艺试验。对

实现成形的零件，进行取样和性能测

试，分析确定获得高强度性能的工艺

因素，为未来的工程应用提供依据和

参考。

试验及方法

1 板料力学性能试验

 由于该种材料预先经过轧制处

理，获得板料为 F 态（自由加工态），

试验前将部分 F 态板材按照标准热

处理工艺进行固溶处理，在 475℃加

热炉中保持 30min，而后随炉冷却

12h，退火处理为 O 态板材，然后模

拟预冷 HFQ 工艺中的固溶和预冷流

程，对 O 态板材进行力学性能试验。

板材力学性能试验基于接触加

热测试平台 [10] 进行（图 2），该平台

可实现对板材固溶后实施不同预冷

温度并在恒定温度下完成力学性能

测试。该平台主要由加热铜块、夹具

框架、滑轨、加热棒、K 型热电偶和温

控箱组成，其中铜块将紧密贴合到测

试试样上，完成预冷温度的施加，然

后配合 Zwick/Roll Z100 型材料试验

机进行拉伸试验。测试首先通过温

控箱配合热电偶对铜块内加热棒进

行反馈控制，使得铜块加热保温至预

先设置温度。然后将试样夹持在试

验机上，材料测试试样尺寸如图 3 所

示，释放高温弹簧使得固溶加热铜块

与试样保持夹紧。由于接触加热导

热速率很快，试样很快升温至预定温

度，保温一定时间待试样标距段区域

固溶后，通过滑轨移动夹具，使得设

定为不同预冷温度的成形加热铜块

紧贴试样。此时试样标距段两端凸

起部分正好在观察变形开孔位置，利

用全场应变测量系统（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DIC）获取试样标距段的

位移数据，计算得到应变信息。最后，

将同步加载力数据与 DIC 测试的应

变数据相匹配，得到该预冷温度条件

表 1 改进 AA7055 合金元素组成（质量分数）

       Table 1 Improved AA7055 alloy element compent (mass fraction) %

AA7055 Si Fe Cu Mn Mg Cr Zn Ti Zr Al

标准值 0.10 0.15 2.0~2.6 0.05 1.8~2.3 0.04 7.6~8.4 0.06 0.08~0.25 余量

实际值 <0.05 <0.07 2.3~2.4 0.01 2.1~2.2 <0.01 8.2~8.4 0.05 0.15 余量

图 1 两种工艺流程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two processes

冷模成形

板料固溶

人工时效

预冷温度预冷

时间/s

温
度

/℃

升
温

工件

预冷
温度
板料

固溶
温度
板料

传统HFQ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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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材料高温拉伸力学性能。

由于接触加热可以提供更快的

升温速度，大幅减少了升温时间，且

有利于避免生成较大中间相以减少

合金溶解时间 [1]。根据 Zhang 等 [11]

对 AA7075 铝合金接触加热固溶的

研究，在加热速度为 15.8℃/s 时，固

溶时间已经可以减少到 40s。本文

所用试验平台采用铜块接触加热的

方式，利用高温弹簧提供一定的接触

压力，传热速度大大增加。根据本课

题组前期试验，该平台对板材加热

速度能达到 50℃/s，冷却速度能够达

到 –8℃/s。所以铝板在该平台上利

用高温加热铜块进行接触加热固溶，

10min 便可以达到完全固溶的效果，

而预冷阶段，在成形铜块处夹持 20s
时间便能保证板材均匀降温到铜块

设定温度。因此试验方案定为：O
态试样在 475℃加热铜块固溶处理

10min，然后转移至成形加热铜块预

冷，分别在 300℃、350℃、400℃的预

冷温度下保温 20s 后，迅速进行拉伸

试验，拉伸速度设置为 0.5mm/s，设
置应变率为 0.02s–1。

2 特征件工艺试验

 基于长度缩比后的防撞梁件模

具进行典型结构件试制，其目标零件

尺寸如图 4 所示，目标零件截面为

W 形特征截面，实际成形时零件两

侧还有约 30mm 的法兰部分。由于

成形时外侧壁部分材料流动阻力小，

外侧壁位置主要为弯曲变形，而内侧

壁部分材料流动阻力大，为拉延成

形，与顶面过渡区交界位置为应变最

大位置，最容易发生开裂。基于该模

具对材料进行增加预冷工序的 HFQ
成形测试，同样采用接触控温平台对

零件坯料进行预冷控温，以模拟增加

预冷工艺的 HFQ 工艺流程。

根据传统 HFQ 的工艺流程，首先

将 尺 寸 为 250mm×200mm×1.6mm
的铝合金零件坯料放置于保温 475 
℃的高温加热炉中 30min 进行固

溶处理。固溶完成后，将铝合金零

件坯料置于铜块接触控温平台上

进行预冷保温，预冷温度分别设置

为 300℃、350℃以及 400℃，在接触

控温平台上保压保温 10s，将坯料

温度由固溶温度降温到设定预冷温

度。预冷完成后，将板料迅速转移冷

模上进行合模冲压成形，冲压速度

276mm/s，获得成形件。最后将工件

转移至 185℃炉子中烘烤 20min，进
行人工时效处理，提升零件强度。

试验过程中零件坯料的温度变

化曲线如图 5 所示。

同时进行空冷条件下的成形测

试，将固溶后坯料放置于冷模上空冷

预冷 15~20s 后进行冷模成形。试验

中发现，若铝合金坯料经过 F 态退

图 2 接触加热高温测试平台

Fig.2 High temperature test platform with contact heating device

观察变形开孔
夹具框架

热电偶

成形加热铜
块与加热棒

固溶加热铜
块与加热棒

图 3 力学性能测试试样尺寸（mm）

Fig.3 Specimen size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tes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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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防撞梁件尺寸（mm）

Fig.4 Size of anti-collision beam (mm)

（a）防撞梁件整体视图 （b）防撞梁件截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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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处理成 O 态后进行预冷 HFQ 成

形，坯料经过退火处理后表面会变粗

糙，改变了成形时的摩擦条件，而 F 态

坯料直接进行预冷 HFQ 成形时表面

更加光滑。因此选择了 F 态和 O 态

两种初始状态的坯料进行成形试验对

比，同时为了验证预冷工艺的必要性，

对 F 态坯料进行传统 HFQ 工艺试验，

坯料固溶后无预冷直接放在冷模上进

行冲压，冲压速度保持不变，并与增加

预冷工艺下的试制件进行对比。

结果与讨论

1 不同预冷温度下板料力学性能

   结果

试验获得的 O 态材料固溶后预

冷至不同温度下的真应力 – 真应变

曲线见图 6，根据式（1）选取材料均

匀变形段数据进行 Hollomom 本构

方程参数计算，将应力 σ与应变 ε数
据取以 10 为底对数后进行线性拟

合，获得拟合线条的斜率与截距，转

换后得到不同温度下的 K 与 n 值。

同时计算材料断裂时总位移量 ∆L，
按照式（2）除以标距段 L 计算其最

大延伸率 ∆δ。统计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计算结果，材料在预冷至

350℃时 n 值最大，且延伸率最高，因

此可预见其在 350℃预冷温度下成

形性最好。

σ ε= K n  （1）

∆
∆

δ =
L

L
 （2）

2 成形工艺试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表 3 预冷 HFQ 工艺的试

验结果，F 态坯料在 300℃、350℃、

400℃以及冷模上空冷预冷 15s 条

件下均能完好成形。而 O 态坯料在

试验中预冷至 300℃、400℃以及冷

模上空冷预冷 20s 条件下都无法成

形，成形件过渡区与内侧壁交界处都

已经有裂缝产生，在成形性最好的

350℃预冷温度下，工件相同位置也

已经发生颈缩。O 态坯料与 F 态坯

料成形性差异巨大的原因可能有两

表 2 拟合参数与最大延伸率

Table 2 Fitting parameters and maximum elongation

成形温度 K n 最大延伸率 ∆δ/%

300℃ 90.8 0.082 73.7

350℃ 60.6 0.095 118.6

400℃ 38.9 0.056 80.9

图 5 试验温度曲线

Fig.5 Temperature curve in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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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材料测试与参数拟合

Fig.6 Material test and parameter f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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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材料测试真应力-真应变曲线

（b）均匀变形段数据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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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1）由于 O 态坯料是经过退火

处理获得，成形时其表面质量较差，

改变了摩擦条件； （2）该新材料热处

理流程的不同造成成形时的内部组

织有差异。

根据如图 7 所示的结果，在传统

HFQ 工艺流程下，F 态坯料在固溶

后直接冲压时，整体碎裂根本无法成

形。对比预冷 HFQ 工艺试验结果，

固溶温度坯料成形性在预冷后得到

了巨大提升，证明了对于高强铝合金

材料，在传统 HFQ 工艺中增加一步

预冷工艺能够避免其在固溶温度附

近成形性差造成的成形困难。

3 特征件局部强度性能测试结果

由于成形件不同位置在冷模成

形时的冷却温度路线不同，为了测试

成形件不同位置的材料力学性能，选

用尺寸为 120mm×200mm×1.6mm
的 F 态坯料，在同一模具上、相同预

冷 HFQ 工艺参数下对其进行成形试

验，在每个成形件上对位于法兰、外

侧壁、内侧壁以及中间顶面上等 7 个

典型位置进行单拉试样切割，典型

表 3 特征件成形试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forming experi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 parts

预冷条件 O 态坯料 F 态坯料

300℃
保温
10s

5cm

O态  300℃  10s成形    成形开裂

5cm

F态  300℃  10s成形无缺陷

350℃
保温
10s

 

5cm

O态  350℃  10s成形    颈缩

5cm

F态  350℃  10s成形无缺陷

 

400℃
保温
10s

5cm

O态  400℃  10s成形    成形开裂

 

5cm

F态  400℃  10s成形无缺陷

 

空冷

5cm

O态  空冷  20s成形    成形开裂

 

5cm

F态  空冷  15s成形无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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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为特征件上的平面或斜面位置

以保证厚度均匀，单拉试样采用美标

ASTM–E8/E8M–11[12] 的尺寸要求，

具体尺寸如图 8 所示，成形件与试样

切割位置示意如图 9 所示。测量并

记录每根切割试样厚度数据，发现试

样上厚度变化不大，然后在 Zwick 万

能试验机上配合 DIC 全场应变测试

系统进行单拉试验，拉伸速度设置为

1.5mm/min，计算获取试样应力、应

变数据，计算获得每根试样的最大抗

拉强度如图 10 所示。

观察不同预冷条件下成形件的

7 个典型位置抗拉强度，在冷模上空

冷 15s 条件下与 300℃预冷条件下

的抗拉强度比较接近，是由于坯料

在冷模上空冷时法兰部分与冷模接

触，传热速度比较快，坯料温度下降

较快，成形时已经接近 300℃。比

较不同预冷条件成形件上试样 2、试
样 3、试样 5 及试样 6 的抗拉强度

与该材料 T6 态强度差值，统计其

与峰值强度的差值如表 4 所示，发

现在 350℃预冷条件下，强度恶化

最为严重，最大抗拉强度差值达到

242.78MPa。且试样 2、试样 6 所在

外侧壁位置的抗拉强度要大于试样

3、试样 5 所在的内侧壁位置。

根据 AA7055 淬火敏感性数据 [9]，

其材料硬度降低到最大硬度 90% 时

的温度时间曲线如图 11 所示。由

于其淬火敏感鼻尖温度在 355℃附

近，因此在预冷 HFQ 工艺中，将预

冷温度设定至 350℃并保持 10s 时，

恰好在鼻尖温度附近停留保温，溶

质原子脱溶速度最快，成形时温度

曲线最先越过硬度 90% 转化曲线，

导致成形后在人工时效阶段强化相

析出不足，造成其强度恶化最为严

重。强度恶化的原因也与时效时间

有关，工件试制时人工时效选择 20 
min 的时效时间可能太短，造成强化

相未完全析出。由于在不同预冷温

度下保温时间越长，溶质原子脱溶

越多，在成形时工件内侧壁要晚于

外侧壁接触冷模，在预冷温度附近

停留时间更长，所以其强度要低于

外侧壁位置。

表 4 强度与峰值强度差值

Table 4 Difference between strength and peak strength

试样编号 空冷/MPa 300℃/MPa 350℃/MPa 400℃/MPa

2 –169.94 –169.32 –198.75 –149.44

3 –181.43 –198.20 –236.02 –204.78

5 –183.87 –199.46 –242.78 –208.85

6 –157.39 –185.33 –187.58 –153.47

图 7 无预冷直接冲压件

Fig.7 Workpieces directly stamped without pre-cooling

F态  固溶后直接冲压    无法成形 5cm

图 8 单拉试样尺寸（mm）

Fig.8 Specimen size of uniaxial tensile test (mm)

R6

100
3230

10 h 6

图 9 试样切割位置

Fig.9 Position of wire-cut specimens

试样1
试样2

试样3
试样4

试样5
试样6

试样7

图 10 不同位置试样抗拉强度柱状图

Fig.10 Histogram of tensile strength of specimen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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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对改进 AA7055 铝合金进

行固溶后不同预冷温度的单拉性能

测试，O 态板料在 350℃预冷温度

下保温 20s 时，材料最大延伸率与

硬化指数最大，在该预冷温度下成

形性最好。

（2）在预冷 HFQ 工艺试验中，O
态坯料与 F 态坯料相比成形性较差，

在所有预冷条件下均有成形缺陷，原

因可能在于表面质量差增大了摩擦

以及材料内部组织差异；而 F 态板

料在预冷时能够完好成形，不预冷时

成形件破裂，无法成形。

（3）预冷 HFQ 工艺成形件与该

材料 T6 态相比，抗拉强度恶化较为

严重，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不同预

冷温度下保温时间过长，在淬火敏感

温度区域内造成溶质原子脱溶过多；

二是后期人工时效时间过短，造成强

化不足。

（4）该改进 AA7055 材料在 350℃
预冷温度下成形性较好，但强度恶化

最为严重，为了兼顾强度与成形性，

预冷方式可以选择空冷至 400℃，避

免进入鼻尖温度区域，且实际应用中

能比较简单地实现。后期可对随空

冷时间板材温度下降曲线进行测试，

并调整预冷温度下的保温时间等，优

化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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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Stamping With Pre-Cooling Treatment for AA7055 High-Strength 
Aluminum Alloy Sheets

YUE Yuting1, 2, FENG Weijun3, YANG Bing3, LI Yongfeng1, 2, HE Ji1, 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al System and Vibr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Manufacture for Thin-walled Structur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3. Baowu Aluminum Technical Center, Baosteel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Baoshan Iron & Steel Co., Ltd., 

Shanghai 201900, China)

[ABSTRACT] For high-strength aluminum alloys at the solution temperature,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best formability 
during the hot stamping and cold die quenching process (heat treatment, forming and in-die quenching, HFQ), and forming 
defects such as cracks would occur easily.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pre-cooling treatment, which could 
cool the solid solution sheet to target temperature. In the quenching sensitivity temperature range,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n AA7055 high-strength aluminum alloy sheet were tested under different pre-cooling temperatures after solid solu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largest elongation and the best formability are obtained at pre-cooling temperature of 350℃. Taking structural 
parts with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s an example, the HFQ process tests with different pre-cooling conditions and original 
sheet materials were carried out. It is found that the surface quality of the F–state sheet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state one, 
and F-state sheet has better formability under the same process flow. The traditional HFQ comparative forming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F–state sheet, and the F–state sheet was severely broken without pre-cooling treatment. The uniaxial 
tensil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typical positions of the well-formed parts. And it proves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formed 
part is the lowest at the pre-cooling temperature of 350℃, which is near the nose tip temperature for quenching sensitivit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ormability and strength, the pre-cooling temperature should be 400℃.
Keywords: AA7055; HFQ with pre-cooling; Contact heating; Formability; Quench sensitivity

（责编  七七）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Shot Peen Forming of 
Saddle-Shaped Integrally-Stiffened Panel

TIAN Shuo1, GAO Guoqiang2, ZHONG Lixin2, CHEN Fulong1, ZENG Yuansong1, 
YANG Hui2, SHANG Jianqin1

(1. AV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24, China; 
2. AVIC Xi’an Aircraft Industry Group Company Ltd., Xi’an 710089, China)

[ABSTRACT] A simulation model for stress peen forming of saddle-shaped integrally-stiffened panels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a numerical simulation-based shot peen forming parameter planning process, the typical panel process plan was 
simulated and analyzed and an optimized process plan was obta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optimized 
process plan, the simulated deformation of the typical panel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The 
maximum difference located at the 13th rib of the rear beam is only 3.7mm, which is 8.1mm less than the initial plan. The 
optimized test plan is used for the test. Compared with the simulated deformation, the differences of ribs 11–17 are less 
than 4mm. Compared with the theoretical deformation, the differences of ribs 11–17 are not more than 2.5mm, and the 
differences of ribs 12–16 are not more than 0.5mm. Therefore, the shot peening deformation simulation method is more 
accurate and the optimization plan is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Keywords: Saddle shape; Integrally-stiffened panel; Shot peen form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Process optimization

（责编  七七）

（上接第 60 页）



2021大飞机关键制造技术

创新发展论坛

2021年11月  西安

战略伙伴：

指定媒体：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 ECHNOLOGY

航空制造网
www.amte.net.cn

北京中航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航空精密制造技术
AVIATION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战略伙伴：

指定媒体：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 ECHNOLOGY

航空制造网
www.amte.net.cn

北京中航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航空精密制造技术
AVIATION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承办单位

《航空制造技术》杂志社

联系人：孙晓婷
电   话：15910757560，010-85700465-269
传   真：010-65479281，010-85700466
E-mail：huiyi@amte.net.cn
网   址：www.amte.net.cn
地   址：北京340信箱中航时代(100024)



70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7期

理工交叉与融合
突破空天复合材料关键力学问题

—— 走进特种环境复合材料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Breaking Through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Composite Key Mechanical Problems by 

Crossover and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编者按 ]  特种环境复合材料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轻是基础，热是关键，结构 / 功能一体化是重点，智能化是发展

趋势”这一特种环境下使用的先进材料技术发展态势为定位，专注于热防护材料与结构、轻质材料与结构、多功能材

料与结构、柔性材料与结构、智能材料与结构研究，通过多学科交叉和一体化的研究手段，开展模拟表征与性能评价、

特种材料的复合与组织性能控制、特种性能测试与分析方法等关键基础性、创新性和应用研究，致力于解决国家发展

过程中的“卡脖子”问题，实现相关研究领域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发展目标，使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

究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蚀型防热复合材料损伤 / 破坏规律

与性能表征研究能力；提出了非烧

蚀超高温防热材料的概念，并在高超

声速与非烧蚀材料耦合响应机理上

开展了研究工作。（2）特种材料的

复合与组织性能控制技术。包括新

型热防护复合材料和复合结构技术；

超轻复合材料及结构性能匹配性实

现技术；特种功能复合材料及薄膜

组织性能控制技术；特种材料及结

构的快速成型与高效加工技术。实

验室在超高温非烧蚀复合材料、新型

金属热防护、超轻 / 柔性复合材料结

构、大尺寸高性能光电材料等方面取

得了重要进展。（3）特种材料性能测

试与分析技术。包括特种环境下材

料宏观性能测试技术；特种环境下材

料微观组织及其演化分析技术；极端

环境下材料响应信息获取技术；材料

高温性能测试技术；常温复合材料结

构健康监测技术；特殊环境材料响

应在线获取技术。

关键技术突破

（1）极端环境材料与结构的力

学行为。 
材料与结构在超高温等极端环

境下的力学行为是关系航天器成败

的核心问题之一。实验室提出了解

决热防护问题的若干新理论和新方

法，在细观烧蚀理论、非烧蚀热防护

等方面发挥技术引领作用。

高超声速飞行器最大挑战之一

是高速飞行“热障”带来的高温材料

本身和复杂高焓 / 非平衡流动环境

与材料的耦合问题。实验室专注高

焓、高温等极端服役环境下复合材料

的热致损伤 / 失效机理与破坏理论、

热 / 力 / 氧化与热 / 力 / 电等多场耦

合分析方法研究，为高超声速飞行器

总体定位和研究方向

特种环境复合材料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力学两个国家双一流建设

重点学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学校

“2511 计划”的支持下目标达到世界

一流学科前列。实验室团队以杜善

义院士为首席科学家，以韩杰才院士

为学术带头人，现任实验室主任赫晓

东教授。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实验室形成

特色鲜明的三大研究方向： （1）特种

环境复合材料模拟表征与优化设计

技术。包括极端环境与材料耦合模

拟理论和方法；极端环境下材料损

伤、破坏规律与性能表征；材料的优

化设计理论与方法。实验室提出了

开展超常服役条件下特种材料的“模

拟- 表征- 优化”研究思路；具备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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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温复合材料性能表征、预报和优

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组合式超高温陶瓷端头的研

制中，实验室建立了超高温陶瓷材料

强韧化机制及实现途径，大幅度提高

了超高温陶瓷材料的损伤容限和抗

热冲击性能，揭示了超高温陶瓷材料

在极端服役环境下的热响应和长时

间氧化机理，攻克了大尺寸超高温陶

瓷材料的制备和三维复杂异型热结

构件的精密成型技术瓶颈，解决了空

天飞行器头锥等关键热端部件在极

端环境下的长时间抗氧化和高温维

型的技术难题。

基于高超声速飞行器大面积防

热的可重复使用、耐高温、轻质、易安

装维护、安全可靠等诸多“瓶颈”问

题，实验室提出了多孔防隔热材料   
力 - 热 - 微结构连续调控的多目标

设计方法，突破了耐高温刚性陶瓷隔

热瓦的微结构连续调控技术，以材料

微结构按需设计为指导思想，基于陶

瓷隔热瓦纤维基元，纤维分布、孔结

构与宏观密度间的内在规律，揭示了

素坯成型及过热蒸汽干燥环境调控

机理，突破了微量助剂、均匀环境控

制的烧结技术难题，成功制备出耐高

温高强韧刚性陶瓷隔热瓦，实现了防

隔热材料微结构与宏观性能的综合

调控；发明了多孔陶瓷基防隔热材

料表面多功能梯度层的制造技术，解

决了关键粉体材料合成与陶瓷纤维

高温腐蚀的难题，突破了基体与涂层

的界面匹配关键技术，研制出可用于

多孔陶瓷基防隔热材料表面的多功

能复合梯度层，满足多次可重用需

求，为我国高性能多孔纤维防隔热材

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

提供技术储备。 
（2）智能与多功能材料的微结

构调控及其力学行为。

实验室基于具有独立自主知识

产权的形状记忆聚合物复合材料，通

过精细力学理论分析和巧妙智能结

构设计，解决了低温、辐照等极端恶

劣使役环境下，长时间锁定、低冲击

可靠展开的关键技术难题，使我国成

为世界上首个将形状记忆聚合物智

能结构应用于深空探测工程的国家。

实验室构建了形状记忆聚合物

及其复合材料的力 - 热耦合非线性

本构理论；阐明形状记忆聚合物复

合材料结构弯曲变形的微观屈曲机

理；开展基于形状记忆聚合物的 4D
打印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构建了非

线性介电性能和超弹性性能耦合条

件下的介电弹性体智能聚合物的本

构模型，设计了爬行、抓取等多种电

驱动仿生柔性机器人；优化设计多

种智能可变形结构，并将其用于变体

飞行器结构；提出基于多种光纤传

感器的复合材料结构力学性能演变

过程及损伤状态的在线监测与评价

方法，对运行过程中的大型复合材料

结构进行实时监测；发明碳纳米纸

多功能纳米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导

电性、与树脂浸润性，提高飞机复合

材料结构的防雷击和防除冰性能。

实验室石墨烯基结构隐身一体

化复合材料团队以具有极低体密度

以及优异电磁性能的石墨烯连续体

为核心，结合传统的蜂窝夹层结构，

在国际上提出了基于石墨烯的承载

隐身一体化复合材料概念。针对复

合材料的微观设计，创新性地发展了

一种先进的电磁隐身材料微结构设

计和调控理论，通过优化微结构单元

的电磁参数及空间分布，设计出具有

特殊周期微结构单元的石墨烯吸波

连续体结构，突破了电磁隐身材料微

结构的设计与调控技术难题。

科研项目成果

超高温陶瓷材料本征脆性和可

靠性差，长期制约其工程化应用。实

验室提出了碳纤维增韧超高温陶瓷

复合材料强韧化设计和制备新方法，

通过低温补给的理念，将烧结温度降

低 35%，制备的复合材料断裂韧性等

关键性能得到了量级提升，同时，其

室温和高温抗弯强度表现优异，可靠

性获得了大幅提升，真正意义上实现

了超高温陶瓷复合材料的强韧化与

抗氧化协同。

航空和航天等前沿技术发展对

结构和载荷轻量化的追求更加极致，

复合化是提高结构效率、实现结构 / 
功能一体化最为重要的技术途径。

实验室瞄准典型可重复使用高马赫

数飞行器结构轻量化需求，针对机身

典型结构部位，开展了基于仿生结构

组合设计的不同材料方案、不同结构

形式的多方案研究，探明了不同方案

的应用可行性。

实验室在国内首次开展了大尺

寸超薄金属内衬轻量化复合材料贮

箱的研制工作。发明了缠绕纤维与

芯模表面间滑线系数的表征方法，提

出了基于工艺可实现的精密缠绕理

论；建立了仿壁虎脚结构的界面层

设计理论模型，制备出了超薄金属

内衬与复合材料层间的超强界面层；

掌握了复合材料结构的损伤自修复

方法，提高了复合材料压力容器的可

重复使用次数，相比同容积、同压力

的金属容器减重 70%，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针对高热流、大剪切力、短时间

使用环境下轻质复合材料翼舵结构，

实验室开展了耐高温树脂配方研制，

攻克了碳纤维增强耐高温复合材料

热熔预浸料的制备技术及大尺寸复

杂构型复合材料翼舵结构研制，交付

产品与传统方案相比减重显著且构

件不需要额外防热涂层。

实验室在蓝宝石单晶大尺寸生

长、高稳定、高精度测控、高生产率和

晶体质量生长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

成果，成功掌握了φ250~320mm 高
质量蓝宝石单晶生长技术，研制了

φ320mm 高质量蓝宝石晶体生长的

专用设备及其高稳定高精度测控装

置，完成了蓝宝石整流罩近尺寸成型

（捞球）加工技术研究，突破了高效近

成型精密加工技术。�（采访　大漠）

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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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激光熔化工艺参数对钛合金Ti – 6Al – 4V成形质量的

影响研究*

袁美霞，华 明，陈欣祎，孟 浩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 摘要 ] 为了探究选区激光熔化技术（Selective laster melting，SLM）成形工艺参数对产品成形质量的影响规律，利

用钛合金 Ti–6Al–4V 粉末作为原材料，以成形工艺参数点间距、曝光时间、线间距分别为变量，进行 SLM 成形试验，

对表面形貌、平面度、直线度误差进行数据采集并分析，分析成形参数点间距、曝光时间和扫描线间距对成形质量的

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扫描点间距、曝光时间、线间距与表面微观几何形貌及几何精度有紧密相关性，随着线间距的

增大，表面微观形状变得愈加粗糙，表面质量下降，而试件的几何精度误差则是随着线间距的增大呈现减小后增大的

趋势。曝光时间 80μs、点间距 40μm 工艺参数下的成形试件几何精度优于曝光时间 60μs、点间距 30μm 和曝光时间

100μs、点间距 50μm 条件下的成形试件的几何精度。

关键词： 增材制造；选区激光熔化技术；加工精度；表面形貌；加工质量

Effect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Forming Quality of 
Titanium Alloy Ti–6Al–4V

YUAN Meixia, HUA Ming, CHEN Xinyi, MENG Ha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process parameters on the forming 
quality of products, the SLM forming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titanium alloy Ti–6Al–4V powder as raw 
material and taking the forming process parameters of point spacing, exposure time and line spacing as variables 
respectively. The surface morphology, flatness and straightness error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forming 
parameters, such as point spacing, exposure time and scanning line spacing on forming quality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nning point spacing, exposure time and line spacing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rface micro geometry and 
geometric accuracy. With the increase of line spacing, the surface micro shape becomes rougher and the surface quality 
decreases, while the geometric accuracy error decreases and then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line spacing. In the exposure 
time of 80μs and point spacing of 40μm the geometric accuracy of the formed specimen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exposure 
time of 60μs and point spacing of 30μm, and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exposure time of 100μs and point spacing of 50μm.
Keyword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Machining accuracy; Surface topography; Machining quality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7.072

* 基金项目：北京建筑大学市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X1823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97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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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区 激 光 熔 化 技 术（Selective laster melting，
SLM）属于增材制造技术，该技术以金属粉末为原料，

运用离散、堆积原理，基于计算机控制技术，采用高能

量源激光束对原料进行逐点、逐层熔化堆积成形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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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SLM 技术相比传统的加工技术，能够制造出具

有复杂形状的金属零件，实现复杂零件的快速制造，

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提高了材料的利用率，降低

了开发成本 [1–3]。选区激光熔化技术制造的产品已经

应用到诸多领域，如航空航天、建筑、轨道车辆、医疗

器械等产业 [4–6]。

目前，SLM 技术可成形的原材料品类很多，如钛

合金、铝合金、不锈钢、高温合金、钴铬合金等。各原材

料的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和工艺性能不尽相同，因此在

熔化成形过程中，其成形工艺参数也不同，成形质量各

异。选区激光熔化技术应用的局限是工艺参数与加工

材料的匹配关系不明确，使得应用该技术的企业需要前

期进行大量试验，才能确定满足质量要求的成形工艺参

数。近年来，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做了相关方面的研究。

宗学文等 [7] 研究了选区激光熔化成形的 Ti–6Al–4V 合

金的摩擦磨损特性，发现了不同方向摩擦性能的差异并

阐述了磨损机制。张建国等 [8] 研究了选区激光融化成

形不同空间结构多孔合金的力学性能，表明复合结构综

合力学性能更优异，为医用植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Sagbas [9] 和 Oyesola [10] 等对选区激光融化的工艺参数

进行了优化，以期提高成形件的表面质量。Wang 等 [11]

采用选区激光熔化成形了薄壁钛合金结构，分析了压缩

过程并描述了薄壁件的变形破坏机理。门正兴等 [12] 研

究了选区激光熔化成形的 Ti–6Al–4V 合金叶片疲劳寿

命问题，展示了超高周疲劳裂纹的产生机制。Xiao 等 [13]

研究了选区激光融化成形钛合金成形过程的重熔问题，

发现成形质量随重熔次数先提升后下降。

尽管科研人员对 SLM 工艺参数做了很多研究，但

SLM 成形参数对 Ti–6Al–4V 平面度、直线度误差的影

响的研究很少。本文主要以线间距、点间距、曝光时间

为变量，以 Ti–6Al–4V 钛合金粉末为原料，通过对试件

表面形貌、平面度、直线度数据采集与分析，研究线间

距、点间距和曝光时间对表面形貌、几何精度误差的影

响规律，对制定 Ti6Al4V 钛合金的 SLM 成形工艺参数

具有指导意义。

1 试验及方法

1.1 试验设备及材料

试验所用金属 3D 打印机型号为雷尼绍 AM400 
（图 1（a）），该打印机内部的 Nd∶YAG 激光器连续脉

冲激光模式波长为 1075nm，最大功率为 400W，激光束

直径为 70μm，能够加工体积不超过 250mm×250mm× 
300mm 的零件。相较于连续激光器，脉冲式激光器能

输出更高峰值功率，并在该功率下通过激光辐照更加充

分地使不锈钢粉末熔化。曝光时间指激光辐照作用在

金属粉末的时长，可通过 3D 打印机自带分层软件设置

调整该时间段长短。打印机工作区满足封闭环境的必

要条件，同时使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以保持氧气浓度

低于 200×10–6。

使用如图 1（b）所示的基恩士（KEYENCE）VK–
X250K 形状测量激光显微系统对 SLM 成形试件的表

面形貌及粗糙度数据信息进行采集。使用如图 1（c）
所示的三丰精密量仪有限公司的三坐标测量仪 Crysta–
Plus M544 对试件的平面度和直线度误差进行测量。

SLM 增材制造试验选用 Ti–6Al–4V 钛合金粉末。

钛合金 Ti–6Al–4V 比重较小、质量轻，使用温度范围较

宽，具有非常好的机械性能和耐腐蚀性，适用于机械制

造和航空航天、医用人工关节等领域。此粉末含有 Ti、
Fe、C、O、N、H、Al 及 V 等元素，其质量分数如图 2 所

示。在振实情况下密度为 2.77g/cm3，松装情况下密度

为 2.43g/cm3，流动性为 37.85g/50g。颗粒的粒度控制在

15~53μm，粉末形貌如图 3 所示。

图 1 试验设备

Fig.1 Experimental equipment

（a）雷尼绍AM400 （b）基恩士VK-X250 （c）Crysta-Plus M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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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案

该试验主要是研究点距、曝光时间和线间距对

钛合金试件的加工精度的影响。SLM 成形过程采用

如图 4 所示的扫描策略，其中 d 为点间距；δ 为线间

距；黑色箭头为扫描方向，因为是脉冲激光器，每一个

面是由点成线再成面的。为了减少气孔和不良缺陷，

曝光时间范围一般在 60~100μs，选用的能量密度范

围为 50~110J/mm3。基于上述约束，故 SLM 成形参

数选用层厚 50μm，激光功率 P 为 250W，激光扫描速

率为 500mm/s。以曝光时间、点间距、线间距作为变

量，选定线间距分别为 0.050mm、0.075mm、0.100mm、

0.124mm 以及 0.140mm。选择点间距为 30μm、40μm、

50μm，曝光时间为 60μs、80μs、100μs，如表 1 所示，共

15 组 SLM 成形参数。

在上述成形参数下，打印成形 15 个长 12.5mm×

宽 2.5mm× 高 2.5mm 的钛合金 Ti–6Al–4V 榫构件，如

图 5 所示。使用 VK–X250K 形状测量激光显微系统

对 SLM 成形试件的表面形貌及粗糙度数据信息进行采

集，使用三坐标测量仪 Crysta–Plus M544 对试件的平面

度和直线度误差进行测量。为了减小误差，对同一个试

件分别测量５次直线度、平面度误差，取其平均值。通

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研究 SLM 工艺参数线间距、点间

距、曝光时间对钛合金 Ti–6Al–4V 试件的表面形貌、几

何精度的影响规律。

图 2 打印粉末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Fig.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printing powder 
(mass fraction, %)

Ti
Fe
C
O
N
H
Al
V

51.68
40.9

6.23

0.28

0.634
0.026

0.23
0.02

图 3 粉末形貌图

Fig.3 Powder morphology

80μm

图 4 扫描策略

Fig.4 Scanning strategy

d

δ

表 1 成形试验工艺参数

Table 1 Forming test process parameters

编号 点间距 d/μm 曝光时间 t/μs 线间距 δ/mm

1 30 60 0.05

2 40 80 0.05

3 50 100 0.05

4 30 60 0.075

5 40 80 0.075

6 50 100 0.075

7 30 60 0.1

8 40 80 0.1

9 50 100 0.1

10 30 60 0.124

11 40 80 0.124

12 50 100 0.124

13 30 60 0.14

14 40 80 0.14

15 50 100 0.14

图 5 SLM 成形试件三维图及尺寸（mm）

Fig.5 Three-dimensional drawing and size of SLM forming test 
piece (mm)

12.5 2.5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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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表面形貌及缺陷

通过基恩士 VK–X250K 形状测量激光显微系统

采集的成形试件的表面形貌，如图 6~8 所示。在曝光

时间 / 点间距为 60μs/30μm 时，随着扫描线间距的增

大，试件表面微观组织结构变得粗大，试件微观组织

纹路从整齐变得扭曲。在曝光时间 / 点间距分别为

100μs/50μm 时，试件表面微观组织也表现出了同样的

变化趋势。而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80μs/40μm 时，表面

形貌在线间距从 0.05mm 到 0.075mm 时变得平整些，而

线间距从 0.075mm 到 0.124mm 时平整度下降，但在线

间距为 0.14mm 时可以看到此时表面形貌优于线间距

为 0.124mm 和 0.1mm 时，但差于线间距 0.075mm 时。

究其原因，根据 SLM 成形原理，两个熔池以及两条熔道

之间是存在搭接的，曝光时间会直接影响熔池的大小进

而影响搭接比例。当扫描速度一定、线间距由小变大时，

熔道搭接比例会从不合理到合理再到不合理。在曝光

时间少时会出现组织粗大和断口（图 6（e）），这是由于

线间距过大导致粉末融化不充分便冷却了；当曝光时间

过长时可以看到组织的扭曲，如图 6、图 7、图 8（c）~（e）
所示，这是由于熔池过大导致相邻熔道发生了干扰。

在线间距 δ 为 0.05mm 时对比图 6（a）、图 7（a）
和图 8（a），可以看到随着曝光时间与点间距的增大，

表面形貌呈现出一种先平整再到不平整的趋势。通过

比较线间距分别为 0.075mm、0.1mm、0.124mm、0.14mm
时不同的曝光时间与点间距匹配下的表面形貌，也可

发现一致变化规律。究其原因，是曝光时间 / 点间距

为 80μs/40μm 时与扫描速度和激光功率匹配，粉末融

化充分。故线间距为 0.075mm、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80μs/40μm 时，可获得较优表面形貌。

通过基恩士 VK–X250K 形状测量激光显微系统对

SLM 成形试件的表面形貌进行观察，如图 9 所示。可以

观察到多条裂纹与表面组织脱落，究其原因在于 SLM 是

图 6 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60μs/30μm 试件的表面形貌

Fig.6 Surface morphology of specimen with ratio of exposure time to point spacing of 60μs/30μm

（a）δ=0.05mm （b）δ=0.075mm （c）δ=0.1mm （d）δ=0.124mm （e）δ=0.14mm

100μm 100μm 100μm 100μm 100μm

图 8 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100μs/50μm 试件的表面形貌

Fig.8 Surface morphology of specimen with ratio of exposure time to point spacing of 100μs/50μm

（a）δ=0.05mm （b）δ=0.075mm （c）δ=0.1mm （d）δ=0.124mm （e）δ=0.14mm

100μm 100μm 100μm 100μm 100μm

（a）δ=0.05mm （b）δ=0.075mm （c）δ=0.1mm （d）δ=0.124mm （e）δ=0.14mm

100μm 100μm 100μm 100μm 100μm

图 7 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80μs/40μm 试件的表面形貌

Fig.7 Surface morphology of specimen with ratio of exposure time to point spacing of 80μs/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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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急速加热急速冷却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几秒的时间

内发生，熔池具有较高的温度梯度和冷却速度，导致熔池

难以保证温度变化均一，试件内部就容易产生热应力和

组织应力。当试件内应力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时，就会

产生裂纹以释放内应力。而多条裂纹组合作用则可导致

材料组织脱落。即使采取最优试验数据成形钛合金，由

于温度梯度和残余应力无法彻底消除，故裂纹是不可避

免的，只能优化参数来减少裂纹的产生。

从图 6~8 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圆形或近圆形的亮

点，这些亮点是球化现象的体现。在曝光时间 80μs、点
间距 40μm、线间距 0.05mm 时成形的试件表面的微观

立体结构如图 10 所示，存在明显的球化现象，有一大两

小 3 个球化点。大球化点的产生是因为曝光时间与扫

描速度不匹配，扫描速度相对快时，熔道会存在某一段

粉末融化完整而临近一段粉末融化不完整，从而影响最

终表面形貌；当曝光时间相对长时，熔池过大以致吸收

同一临近的粉末，也影响表面形貌。小球化点的产生往

往伴随着大尺寸球化点的出现，小尺寸球化现象产生是

因为金属液和粉末受到高速激光的冲击而发生飞溅，故

小球化点大小不同、分布随机。大球化点可通过加热工

作台、调整工艺参数得到改善，而小球化点则难以通过

改善工艺解决。球化情况的出现对于成形试样的品质

有较大影响，会直接导致扫描线路不连续，降低了致密

度，影响其表面的粗糙度并造成铺粉不平整进而影响到

加工精度。

2.2 SLM 工艺参数对钛合金试件几何精度的影响

在打印功率 250W、打印速率 500mm/s 时，线间距

在 0.05~0.14mm 范围内，试件的直线度误差变化规律如

图 11 所示。线间距从 0.05mm 变化到 0.14mm 时，曝光

时间 / 点间距为 60μs/30μm、80μs/40μm、100μs/50μm 时

成形的试件的直线度误差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

由图 11 可知，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60μs/30μm 时最优线

间距为 0.124mm，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100μs/50μm 时

最优线间距为 0.075mm，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80μs/40 
μm 时最优线间距为 0.124mm。

在打印功率 250W、打印速率 500mm/s 时，线间距

在 0.05~0.14mm 范围内，试件的平面度误差变化规律如

图 12 所示。线间距从 0.05mm 变化到 0.14mm 时，曝光

时间 / 点间距为 60μs/30μm、100μs/50μm 时成形的试

件的平面度误差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曝光

时间 / 点间距为 80μs/40μm 时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

图 10 打印表面球化

Fig.10 Printed surface spheroidization     

50μm

图 9 SLM 打印表面裂纹

Fig.9 Cracks on SLM printed surface

100μm 图 11 SLM 成形参数对直线度误差的影响

Fig.11 Influence of SLM forming parameters on straightness error

0.050 0.075 0.100 0.124 0.140
0

0.050

0.100

0.150

0.200

0.250

0.300
60μs/30μm
80μs/40μm
100μs/50μm

线间距/mm

直
线

度
误

差
/m
m

0.010

0.015

0.020

0.025

0.030

0.035

0.040

0.045

0.050

0.050 0.075 0.100 0.124 0.140
线间距/mm

平
面

度
误

差
/m

m

60μs/30μm
80μs/40μm
100μs/50μm

图 12 SLM 成形参数对平面度误差的影响

Fig.12 Influence of SLM forming parameters on flatness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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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趋势，与直线度图像变化趋势类似。

误差产生原因，首先是成形过程中试件不同部位温

度差距大，在冷却过程中产生内应力，导致翘曲现象，而

翘曲对几何精度影响较大，由于翘曲现象的存在，整个

平面会呈现一个从面中心到平面边缘曲率越来越大的

趋势，边缘处误差会大于中心处；其次是因为金属液冷

却凝固时金相组织分布不是绝对均匀，翘曲的程度不一

样；另外是球化现象和粉粒飞溅难以消除，导致测量数

据偏差。在图 11 和图 12 中都可以看到曝光时间 / 点
间距为 100μs/50μm 时直线度和平面度误差都有一个较

大的下降，原因是 0.05mm 的线间距太小，使得每一层

相邻熔道互相干扰，导致最终的上表面成形质量差。而

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60μs/30μm 的两条折线走向是因

为曝光时间短，导致融化凝固的过程不完全，所以整体

误差偏高。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80μs/40μm 时图像在

最底下，是因为此时粉末融化适度，从而组织均匀导热

性好，应力分布均匀，对几何误差影响小。因此，在曝光

时间 80μs、点间距 40μm、线间距 0.124mm 时，试件的直

线度和平面度都最优。

3 结论

（1）SLM 扫描间距、点间距与 SLM 成形微观形貌

有着明显的相关性，随着扫描线间距的增大，试件微观

表面微观结构呈现出从整齐有序、组织均匀到杂乱、扭

曲的变化趋势。

（2）SLM 成形过程容易发生熔池失稳熔滴飞溅

和金属粉末飞溅，出现球化现象，曝光时间 / 点间距为

100μs/50μm 时成形件表面球化最少。

（3）SLM 是一个急速加热急速冷的过程，成形试件

会出现内应力，导致 Ti–6Al–4V 试件有裂纹出现。

（4）随着扫描线间距的增大，直线度误差、平面度误

差呈现先减小后增大趋势，曝光时间为 80μs、点间距为

40μm 时的成形精度较好，优于曝光时间为 60μs、100μs，
点间距为 30μm、50μm 条件下的成形件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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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冲击强化对 TB6 钛合金微动磨损行为的影响*

张 浩 1，孙志强 2，曹子文 3，李志强 3，周文龙 1，付雪松 1

(1.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116024；
2. 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 100176；

3.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高能束流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4）

[ 摘要 ] 研究了激光冲击强化（Laser shock peening，LSP）处理前后钛合金 TB6 微动磨损行为，分析了位移幅值对

摩擦系数、磨损机制的影响。利用 X 射线衍射、显微硬度、激光共聚焦和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技术表征，分析了 LSP 前

后试样的表面完整性、摩擦形貌和磨损体积。试验结果表明，TB6 经过 LSP 处理后，表面粗糙度 Ra 从初始态 0.203μm
增加到 0.321μm；表面显微硬度从 322HV 增加到 400HV；表层引入残余压应力层，最大残余应力达到 –650MPa。在

微动摩擦过程中，当位移幅值较小时（≤50μm），试样摩擦表面出现黏附凸体，LSP 后黏着程度升高，摩擦系数增加；

当位移幅值较大时（≥75μm），试样摩擦表面出现凹坑，LSP 后磨痕凹坑坡度减小，摩擦系数和磨损体积下降，缓解了

疲劳磨损，减轻磨粒磨损，提高了材料耐磨损性能。

关键词： 激光冲击强化；微动磨损；位移幅值；钛合金；磨损机制

Effect of Laser Shock Peening on Fretting Wear Behavior of TB6 Titanium Alloy

ZHANG Hao1, SUN Zhiqiang2, CAO Ziwen3, LI Zhiqiang3, ZHOU Wenlong1, FU Xuesong1

(1.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2. Beijing Aerospace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 Equipment Engineering Co., Ltd., Beijing 100176, China;
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Power Beam Processes Laboratory, AV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fretting wear behavior of TB6 titanium alloy before and after laser shock peening (LSP) was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displacement amplitude on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wear mechanism was analyzed. The surface integrity, 
friction morphology and wear volume of the original sample and the sample after LSP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by X–ray 
diffraction, microhardness, laser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LSP 
treatment, the surface roughness (Ra) of TB6 increases from 0.203μm to 0.321μm. The surface microhardness increases 
from 322HV to 400HV. The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layer is introduced into the surface layer, and the maximum 
residual stress reaches –650MPa. In the fretting friction process, when the displacement amplitude is small (≤50μm), the 
adhesion appears on the friction surface of the sample, and the adhesion degree and friction coefficient increase after LSP. 
When the displacement amplitude is larger (≥75μm), pits appear on the friction surface of the sample. After LSP, the slope of 
the pits decreases,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wear volume decrease, and the fatigue wear and abrasive wear are alleviated,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wear resistance of the material.
Keywords: Laser shock peening (LSP); Fretting wear; Displacement amplitude; Titanium alloy; Wear mechanism
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1.1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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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6 钛合金由于具有比强度高、断裂韧性好、可锻

性高等优异性能，常被应用在直升机的旋翼系统上 [1–2]。

直升机旋翼系统连接构件长期在高频的交变载荷下服

役，主桨毂中央件与周围连接耳片极易出现严重的微动

磨损，导致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大大降低，这是典型的

微动损伤问题 [3]。表面改性技术是改善材料抗微动损

伤的重要措施，如涂层、镀膜、离子注入、机械喷丸、激

光冲击、低塑性抛光、滚压等 [4–6]。防护策略核心是通

过表面工程技术抑制裂纹萌生或微裂纹扩展，从而提升

微动寿命 [7]。近些年，激光冲击强化技术（Laser shock 
peening，LSP）取得长足发展，已经成功应用于发动机

关键零部件的表面改性强化。飞机叶片楔形根部经激

光冲击强化后，微动疲劳寿命至少提高 25 倍，LSP 已经

成为现代先进表面改性技术 [4，8]。

LSP 利用高能量密度、短脉冲的激光束照射在金属

表面的吸收层上，吸收层迅速汽化产生等离子冲击波作

用在材料表面，使其发生塑性变形，最终形成硬化层和

残余压应力层 [9]。研究表明，LSP 能明显改善材料的疲

劳 [10]、腐蚀 [11] 和磨损 [12] 性能。张兴权等 [13] 研究发现

激光冲击可以增强 40Cr 钢耐磨性能，认为其源于激光

冲击后材料表层组织细化和加工硬化。Tong 等 [14] 研

究高温环境下 TC11 合金的摩擦行为，LSP 能有效减轻

脱层磨损和磨粒磨损。目前 LSP 对材料摩擦性能影响

的研究多集中于大位移幅值下的宏观滑动摩擦试验。

本文以高强耐腐 TB6 钛合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

LSP 处理对 TB6 钛合金微动摩擦的影响，重点分析了

位移幅值对耐磨性能和磨损行为的影响，位移幅值范围

25~100μm。基于表面完整性特征，探讨了 LSP 处理对

微动损伤模式的影响。

1 试验及方法

本文使用的 TB6 钛合金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利

用电火花线切割将试样加工为 φ25×8mm 的圆片，如

图 1（a）所示。LSP 处理前，试样表面采用 SiC 砂纸

逐级打磨抛光，砂纸号依次为 400#、600#、800#、1000#、
1200# 和 1500#。将打磨试样浸没在酒精中，用超声波

清洗仪去除试样表面污染物，然后利用 Nd∶YAG 激光

器进行 LSP 处理，激光束波长为 1064nm，能量 28J，脉冲

宽度 21ns，光斑尺寸为 3.7mm×3.7mm，搭接率为 20%，

采用铝箔作为吸收层粘贴于待强化位置表面，采用流动

去离子水作为约束层，冲击区域光斑排布如图 1（b）所

示。微动摩擦试样分为两组，一组为原始试样，另一组

为 LSP 试样。

采用 SRV– Ⅳ摩擦磨损试验机对原始试样和 LSP 试

样进行往复微动磨损试验。接触方式为球 – 盘式，试验

对偶件选用直径为 10mm 的钛合金球。微动磨损试验在

室温 25℃的大气环境中进行，位移幅值为 25μm、50μm、

75μm、100μm，法向载荷为 100N，加载频率为 20Hz，微
动时间为 60min。试验过程中，数据采集系统连续记录

摩擦系数。试验后，将试样浸泡在酒精中超声振荡清洗

表面碎屑，冷风吹干。采用 HV–10008 华银显微硬度计

测试显微硬度。采用 Empyrean 03030502 X 射线衍射

仪测试残余应力，测试具体参数如下：同倾法测试，选

择 141° 处的衍射峰，晶面（213）作为扫描中心。扫描中

心 141°，扫描范围 6°（138°~144°），每个方向上测 7 个

不同的倾转角（0°、9.074°、12.9210°、15.8942°、18.4349°、
20.7048°和 22.7865°），管电压 45kV，管电流 40mA。为

测量沿深度方向残余应力场的变化，采用腐蚀法进行

剥层，腐蚀剂配比为 HF∶HNO3∶H2O=1∶2∶47。采用

OLYMPUS OLS500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测量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的表面粗糙度、磨痕三维轮廓以及磨损体积，采

用 SUPRA55 型场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磨痕表面和截面

形貌，进行 EDS 成分分析。

表 1 TB6 钛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B6 titanium alloy
           (mass fraction) %

Ti V Al Fe

余量 11.60 2.75 2.31
图 1 LSP 处理试样及冲击路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LSP sample and impact path

（a）LSP试样实物

（b）冲击区域光斑排布

3.7mm

0.7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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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激光冲击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

图 2 为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的表面二维轮廓。原

始 TB6 钛合金表面较为光滑，只有砂纸打磨后留下的

微沟槽，表面粗糙度较小，Ra=0.203μm，Rz=2.182μm，如

图 2（a）所示。经过 LSP 处理后，试样表面轮廓出现了

较大的起伏，粗糙度 Ra=0.321μm，Rz=4.144μm，如图 2（b）
所示。LSP 处理增大了材料表面的粗糙度，其原因为光

斑冲击过程中材料表层塑性流变，同时一次冲击区与二

次冲击区的塑性变形程度不同，致使材料表面不平整，

粗糙度增加 [15]。

图 3 为 LSP 试样沿深度方向残余应力和显微硬度的

分布曲线，LSP处理后，TB6钛合金表面引入残余压应力层，

压应力层深度 >1.2mm，最大残余压应力（–650MPa）出

现在表面，残余压应力沿深度方向逐渐递减。同时，LSP
处理后样品表面形成硬化层，硬度值沿深度方向同样呈

现递减趋势，表面硬度值为 400HV，相比于原始试样硬度

值（322HV）提高了近 80HV，硬化层深 1.4mm。

2.2 激光冲击对微动摩擦系数的影响

图 4 为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在微动测试下摩擦系

数曲线，位移幅值分别为 25μm、50μm、75μm、100μm。

摩擦系数随位移幅值增加发生明显变化。原始试样当

位移幅值为 25μm 时，摩擦系数最小，摩擦系数随磨损

时间波动小，稳定阶段摩擦系数约为 0.16，如图 4（a）
所示；当位移幅值为 50μm 时，摩擦系数上升至 0.58，但
摩擦系数曲线变化特征与 25μm 时相同；当位移幅值为

75μm 时，摩擦系数曲线较为复杂，摩擦系数稳定一段时

间后出现突然下降和上升现象，这是由于摩擦接触面材

料发生区域性破坏，如表面材料发生剥落 [16] ；当位移幅

值为 100μm 时，摩擦系数曲线波动更剧烈，但摩擦系数

略有下降。图 4（b）为 LSP 试样在不同位移幅值下的

摩擦系数曲线，其摩擦系数曲线变化趋势与原始试样摩

擦系数曲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图 2 原始及激光冲击试样表面二维轮廓

Fig.2 Surface two-dimensional contour of origin and LSP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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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激光冲击试样不同深度下的显微硬度和残余应力分布曲线

Fig.3 Microhardness and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curves of 
LSP samples at different dep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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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位移幅值下原始及激光冲击试样摩擦系数曲线

Fig.4 Friction coefficient curves of origin and LSP samples under 
different displacement ampl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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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为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不同位移幅值下的平

均摩擦系数。随着位移幅值的增加，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平均摩擦系数均先增加后减小，当位移幅值 75μm
时，摩擦系数最大。在相同位移幅值下，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摩擦系数存在差异，在位移幅值较小时（25μm
和 50μm），LSP 试样摩擦系数更大；在位移幅值较大

（75μm 和 100μm）时，LSP 试样摩擦系数略小。

2.3 激光冲击对磨痕轮廓形貌的影响

图 6 为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在不同位移幅值下磨

痕的三维形貌。随着位移幅值的增加，不仅微动接触形

成的磨痕面积增加，同时微动磨损形貌轮廓发生明显变

化。对于原始试样，当位移幅值为 25μm 时，试样表面较

为平滑，基本无磨损，只有几条浅显的划痕；当位移幅值

增加至 50μm，微动接触表面出现凸起黏着体，其来自于

微动摩擦副球体；当位移幅值增加至 75μm 和 100μm 时，

微动接触表面出现磨痕凹坑，凹坑中心出现局部隆起。

对于 LSP 试样，微动磨痕形貌随位移幅值演变趋

势与原始试样基本相同。当位移幅值较小时，微动接触

面存在凸起的黏着体。二者不同的是，当位移幅值为

25μm 时 LSP 样品表面就存在明显的黏着体，当位移幅

值为 50μm 时 LSP 样品表面黏着体尺寸更大。其原因

图 6 不同位移幅值下原始及激光冲击试样磨痕三维轮廓图

Fig.6 Three-dimensional profile of wear scar of origin and LSP samples under different displacement amplitudes

图 5 不同位移幅值下原始及激光冲击试样平均摩擦系数

Fig.5 Average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origin and LSP samples under 
different displacement amplitudes

25 50 75 100

0.2

0.4

0.6

0.8

1.0

1.2
TB6
LSP

平
均

摩
擦

系
数

位移幅值/μm

 

Z
5
0

0
124

249
373

498 X

124

249
373

498
5
2.5

Y

（a）原始25μm （b）LSP25μm

（d）LSP50μm

（h）LSP100μm

（f）LSP75μm

40
20

673
505

505

336

336 168
168

0

X673

Z
40
20

0

（c）原始50μm

（e）原始75μm

（g）原始100μm

60
30
984

738
492

246

X985
738

492
246

0
0

30
60

Z

60
30
800

600
400

200

X800
600

400
200

0
0

60
30

Z

54.7μm

97.5μm 69.6μm

44.4μm

150
75

150
75

3582
2687

1791

895

X3592
2694

1796
898

0
0

150
75

Z

3585
2689

1792

896

X3600
2700

1800
900

0
0

150
75

Z

X

Z
200

100

0

200

100

0
0

897
1795

2693
3591

0
898

8961796

1792

2695

2688

3593

3584

100

200 200

100

3586
2689

1793

896

X

Z



82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7期

研究论文 RESEARCH

为 LSP 处理后样品表面粗糙度增加，微动区局部接触

应力更高，容易形成偶接焊点，摩擦副更容易发生剪切

剥落，粘着在试样表面。当位移幅值为 75μm、100μm 时，

LSP 试样表面微动区同样出现磨痕凹坑，但是与原始样

品相比磨痕深度较小。原始试样磨痕最大深度分别为

54.7μm 和 97.5μm，LSP 试样磨痕最大深度为 44.4μm
和 69.6μm，LSP 处理后耐磨性得到改善。

当位移幅值由 50μm 增加到 75μm 时，磨痕面积剧

增，说明磨痕区域状态发生改变，即由原来的部分滑移

状态向完全滑移状态转变 [17]。在小位移幅值下微动磨

损，基体没有发生材料流失。当位移幅值为 50μm 时，

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磨痕区域均出现大面积的黏着凸

起，说明对偶件表面发生剪切剥落，粘着在试样表面。

图 7 为大位移幅值下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的磨损

体积，当位移幅值为 75μm、100μm 时，原始试样磨损体

积分别为 1.55×108μm3 和 2.97×108μm3，LSP 试样的磨

损体积分别为 1.18×108μm3 和 2.44×108μm3。LSP 处

理后试样磨损体积减小，钛合金耐磨损性能提高。

2.4 激光冲击强化对磨损形貌及机制的影响

图 8 为不同位移幅值下试样的磨痕全貌。位移幅

值为 25μm 时，原始试样表面出现了沿微动方向的划痕

图 7 不同位移幅值下原始及激光冲击试样的磨损体积

Fig.7 Wear volume of origin and LSP samples under different 
displacement ampl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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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位移幅值下原始及激光冲击试样磨痕全貌

Fig.8 Overall view of wear scar of origin and LSP samples under different displacement ampl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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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a）），发生塑性变形；LSP 试样表面的线性擦伤已

经联结成片，同时局部区域出现小尺寸黏着凸起，如图

8（b）所示。位移幅值为 50μm 时，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的微动磨痕中心均存在大尺寸黏着体。此外，磨

痕边缘区域出现波纹状微裂纹、片状磨屑和犁沟，说明

中心区域部分黏着体会发生剥层脱落，剥落物向边缘

转移，形成片状磨屑。高倍细观形貌发现中心黏着体

表面存在许多垂直于微动方向的细小裂纹（图 9（a））。
某些微裂纹会向下扩展，如图 9（b）所示，裂纹沿着黏

着凸体与基体焊合面附近扩展。当位移幅值为 75μm
和 100μm 时，原始试样磨痕宏观形状为对称的椭圆状

凹坑，而 LSP 试样磨痕不对称，如图 8（e） ~（h）所示。

其原因为试样经过 LSP 处理后，样品表面轮廓起伏大，

导致磨痕形状发生改变。原始试样与 LSP 试样表面磨

痕形貌特征极为相似，边缘区域存在大量的犁沟，主要

发生磨粒磨损。三维轮廓显示，如图 6（e）~（h）所

示，磨痕凹坑中心出现隆起。图 10（a）为磨痕中心的

隆起体的高倍形貌，其表面出现局部碎化和犁沟现象，

EDS 成分分析，碎化区域和犁沟区域的元素分布基本

相同，成分接近钛和铝的氧化物（图 10（b））。这表明

位移幅值为 75μm 和 100μm 时磨痕凹坑中心形成第三

体氧化层。

图 11 为原始试样和 LSP 试样在位移幅值 75μm、

100μm 下磨痕截面形貌图。微动摩擦在试样表面形成

凹坑磨痕，凹坑上方存在明显颗粒体组成的第三体层。

磨抛制样过程中，因没有进行表面保护，导致第三体层

局部剥落。这种现象进一步佐证了第三体层的存在和

形成。另外，观测发现 LSP 处理影响磨痕凹坑边缘与

水平面（微动方向）的夹角。位移幅值为 75μm 时，原始

试样表面剥落坑边缘夹角约为 50°，如图 11（a）所示；

LSP 试样的剥落坑边缘夹角约为 25°，如图 11（b）所示；

位移幅值为 100μm 时，原始试样剥落坑边缘夹角约为

40°，如图 11（c）所示；而 LSP 试样剥落坑边缘角度约

为 15°，如图 11（d）所示。试样经过激光冲击强化后，

剥落坑与表面夹角减小。这是因为 LSP 会在试样表面

引入残余压应力层，残余压应力的存在能够减小裂纹萌

生倾角 [18]，小角度裂纹更容易到达表面，形成较浅的剥

落坑，减轻疲劳磨损。在大位移幅值下，原始及 LSP 试

样主要以磨粒磨损为主，根据 Rabinowicz[19] 提出的简

化模型可知，磨粒磨损的磨损量与工件的硬度有关，磨

粒磨损程度随着试样的硬度增加而减小。LSP 处理使

钛合金表层显微硬度提高近 25%，其局部屈服强度也随

之提高，材料抗塑性变形能力和抗犁削性能增强，这能

缓解磨粒磨损带来的损伤 [20–21]，减小磨痕深度，提高材

料的耐磨性能。

3 结论

（1）TB6 试样经过 LSP 处理后，表面粗糙度 Ra 从

0.203μm 增加到 0.321μm；表面显微硬度从 322HV 增

加到 400HV；表层产生残余压应力层，最大残余应力值

（–650MPa）出现在试样表面。

（2）当位移幅值较小时（25μm 和 50μm），试样摩擦

表面出现黏着凸体，LSP 试样黏着程度更大，摩擦系数

更高；当位移幅值较大时（75μm 和 100μm），试样摩擦

表面出现凹坑，LSP 试样摩擦系数略低，磨损体积较小，

LSP 处理提高了 TB6 的抗微动磨损性能。

（3）当位移幅值较大时（75μm 和 100μm），磨痕中

图 9 位移幅值 50μm 时 LSP 试样磨痕形貌

Fig.9 Wear scar morphology of LSP sample at displacement 
amplitude of 50μm

（a）磨痕中心高倍形貌 （b）截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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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位移幅值 100μm 时 LSP 试样中心区形貌及 EDS 成分分析

Fig.10 Morphology and EDS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entral region 
of LSP sample at displacement amplitude of 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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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出现由磨屑组成的第三体氧化层隆起。LSP 处理能

减轻磨痕剥落坑坡度，缓解疲劳磨损，减轻磨粒磨损，有

助于提高材料耐磨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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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壳体零件制造车间调度方法研究*

付 梅 1，谢 怀 1，王荪馨 2，申高攀 3

（1.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西安 710077；
2. 西安理工大学，西安 710048；
3.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 710072）

[ 摘要 ] 针对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壳体零件专业化小流水、精益生产、工序顺序柔性等现实需求和生产特点，以

尽可能确保各个壳体零件准时完工为精益调度目标，构建了带有工序顺序柔性约束的非置换流水车间提前 / 拖期调

度优化模型；采用内嵌两段式编码和三阶段解码操作算子的改进型遗传算法进行调度模型求解；最后的实际算例验

证了所提调度模型和调度方法在复杂壳体零件准时化生产方面的有效性。研究成果在汽车发动机壳体、减速器壳体、

各类泵壳体等车间的精益生产与现场组织方面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推广性。

关键词： 复杂壳体零件；非置换流水车间；工序顺序柔性；提前 / 拖期调度；遗传算法

Research on Scheduling Method of Complex Shell Part Manufacturing Shop Floor

FU Mei1, XIE Huai1, WANG Sunxin2, SHEN Gaopan3

(1. AECC Xi’an Aviation Power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Xi’an 710077, China; 
2.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China; 

 3.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The shell part of the aero-engine fuel control system is with the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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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生产具有典型的多品种、小批量特征，

而不同型号任务之间的频繁切换使得生产组织、生产

准备、作业调度、现场协调等都更为复杂和困难。随着

航空发动机型号研制任务量的不断攀升，以及中国航

发 AEOS（Aero-engine corporation of China operation 
system）生产制造体系在各生产企业的深入推进，构建

流水作业生产单元、实现精益化转型、强化生产现场执

行和管控机制已成为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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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生产单位进行了大规模的产线改造和产

能提升工程，“专业化、小流水”已成为航发制造企业的

主流生产组织方式。在依据精益生产单元、成组技术所

形成的流水作业车间内，不同零件沿单元内不同设备

流转加工的工艺路线类似，但同一机器上不同工序的

加工顺序没有特殊要求。非置换流水车间调度（Non-
permutation flow-shop scheduling，NPFS）是传统置换流

水车间调度的一种推广，它允许在不同机器上改变工件

的加工顺序 [1]。因此，航空发动机精益制造单元生产方

式属于典型的非置换流水车间类型。

另外，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长期以来沿用“早完工、

早入库、保交付”的生产管控模式，这一较为粗放型的生

产管控方式与精益生产、成本理念相距甚远；作业调度

作为精益单元现场组织生产的指挥棒，直接决定着零部

件生产现场的生产准备、资源配置和人员安排等事宜，

因此，精益调度、JIT（Just-in-time）调度则成为航发制

造企业落地精益生产的重要抓手。考虑到航发制造企

业的现实情况，细化到工序级交货期的 JIT 调度目前还

不具备实施条件，而以零部件交付节点为关注重点的提

前 / 拖期（Earliness/tardiness，E/T）调度则成为现阶段

实施精益调度的有效方式。

提前 / 拖期调度要求零部件在各自既定的交付节

点准时完工，而零部件的提前或拖期完工都会产生相

应的惩罚成本。零部件早于所要求的交付节点提前完

工，势必导致占用有限的制造资源，同时也带来了不必

要的在制品积压成本；而零部件的拖期完工则会打乱整

个制造链的生产节拍，使得下游生产环节出现整机配套

缺件、停工待料、设备闲置等诸多问题。因此，关注零部

件的交付节点（交货期），以满足零部件的准时化交付为

目的，通过 E/T 调度来实现制造单元的精细运作和低成

本运营，对于改善目前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存在的高投

入、低产出、利润率低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复杂壳体的生产制造过

程属于典型的多品种小批量、专业化小流水生产方式，

其具有工艺过程复杂、检测项目多、加工周期长等显著

特征。在这类壳体零件工艺设计阶段，综合考虑壳体零

件的工艺特殊性和加工设备的利用率等因素，零件内的

部分工序需充分考虑工序顺序柔性这一特殊要求，即在

不影响产品质量和工艺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壳体加工过

程中部分工序加工顺序可以相互超越。复杂壳体零件

在工艺设计阶段引入工序顺序柔性后，为下游的生产调

度优化提供了操作空间。

综合上述，精益单元的流水生产方式、零件粒度的

E/T 调度和工序顺序柔性约束这 3 个特点，形成了本文

的研究对象，即带有工序顺序柔性约束的非置换流水车

间E/T调度问题。在非置换流水车间调度方面，Liao等 [2]

以最小化总延迟为调度目标提出一种禁忌搜索算法；肖

鹏飞 [3] 提出一种基于时序差分法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

用于求解以 Makespan 为调度目标的非置换流水车间调

度问题。在工序顺序柔性方面，黄学文等 [4] 在常用的基

于工序顺序的编码方法上融入了基于柔性工序顺序的

编码方法，以 Makespan 为调度目标对带有工序顺序柔

性的作业车间调度问题进行了研究；朱文凡等 [5] 提出

了基于柔性工序和机器选择的两段编码方式，并在此基

础上改进遗传算法求解带有工序顺序柔性的作业车间

调度问题。在 E/T 调度方面，杨宏安等 [6] 提出一种基

于两阶段调度策略的改进遗传算法求解作业车间调度

问题，可以有效降低提前 / 拖期调度总成本；Ahmadian
等 [7] 设计了一种变邻域搜索算法用于求解作业车间

JIT 调度问题。

目前的研究中，缺少针对工序顺序柔性的非置换流

水车间 E/T 调度问题的研究。因此，本文针对该问题的

特点，以最小化提前 / 拖期惩罚总成本为调度目标，设

计了一种“两段式编码”、“三阶段解码”的改进型遗传

算法，并通过复杂壳体零件制造车间的实际数据验证了

算法的实用性。

1 燃油控制系统复杂壳体及其典型工艺路线图

作为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中的核心关键零件，

壳体是各类油泵、调节器和分布器产品各类元件的载

体，它在燃油系统中主要起支撑各控制元件和高中低压

油路的导引作用（图 1）[8]。该零件外形及铸造内腔基本

由圆弧、平面过渡面组成，凸凹相间，孔系众多，空间细

长油路孔多达 100 个，特征尺寸达到 2000 个左右，较为

复杂的壳体零件需要进行 150~200 道工序。复杂壳体

图 1 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壳体零件

Fig.1 The shell part of aero-engine fuel control system



872021年第64卷第17期·航空制造技术

RESEARCH 研究论文

类零件的工艺过程复杂，工艺、工装及检测协同环节多。

主要工艺类型包括铣、镗、钻、车、特种加工等，其加工设

备以加工中心、数控车床为主。

工序顺序柔性是指工件的若干加工工序在满足工

艺约束和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仍可以具有不同的加工顺

序 [9]。按照文献 [9] 中的分类方式，复杂壳体零件属于

工艺顺序非完全确定性工件，即该工件的所有工艺可分

为若干个柔性工序组，在同一工序组内，所有工艺之间

不具有先后加工的工艺约束，但不同组之间具有先后加

工的工艺约束。图 2 为某燃油控制器壳体零件的部分

工艺流程图，其中包含有 4 个柔性工序组，工序组内工

序无先后加工顺序的要求，可以相互超越加工。该工艺

流程图中的柔性工序组可表示为 {25，30，35}，{45，50，
55}，{65，70，75，80} 和 {95，100，105}。

2 带有工序顺序柔性的非置换流水车间 E/T
  调度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复杂壳体

制造单元的生产调度为一种带有工序顺序柔性的非置

换流水车间 E/T 调度问题。该调度问题可以描述为：一

批壳体零件生产任务以相似的工艺路线在壳体制造单

元内的多台机器上依次流转加工，其中，每道工序有固

定的加工机器和加工时间，且加工过程一旦开始则不

容许中断；另外，每个壳体零件含有一个或多个柔性工

序组，且柔性工序组内的各道工序无固定的加工顺序要

求。作业调度的主要任务是合理安排各个零件在机器

上的加工序列和起止时间，同时使得该批壳体零件的提

前 / 拖期完工惩罚总成本最小，以此确保各个零件尽可

能在各自的交付节点完工，以期从生产管控角度来支撑

壳体零件的精益生产和低成本运行。

带有工序顺序柔性的非置换流水车间 E/T 调度问

题可以描述为：n 个工件 J={J1，J2，…，Jn} 在 m 台机器

M={M1，M2，…，Mm} 上依次加工；任一工件 Ji 包含 ni

道工序，Ji 的工艺路线为 {Oi，1，Oi，2，…，{Oi，j，Oi，j+1，

Oi，j+2}，…，Oi，ni
}，其中，{Oi，j，Oi，j+1，Oi，j+2} 为工件 Ji 加

工过程中的柔性工序组，柔性工序组内的各工序之间无

加工先后次序约束；对于工件 Ji，其交货期为 ddi，完工

时间为 Ci，提前完工的单位时间惩罚系数为 ei，拖期完

工的单位时间惩罚系数为 ti，工件的提前完工惩罚成本

为 Ei，工件的拖期完工惩罚成本为 Ti ；对于工件 Ji 的任

一工序 Oi，j，其开工时间为 si，j，加工时间为 pi，j，完工时

间为 Ci，j，承制机床为 M（Oi，j）∈M。调度任务是在满

图 2 燃油控制器壳体零件的部分工艺流程图

Fig.2 Partial process flow chart of a fuel control system shell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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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工件工艺路线和机床能力约束的条件下，使得所有工

件的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总成本（Schedule cost）最小。

min（Schedule cost）= min（
i

n

=
∑

1
（Ei + Ti）） （1）

s.t. Ei = ei × max（0，ddi – Ci） （2）
Ti = ti × max（0，Ci – ddi） （3）
si，j + pi，j≤si，j+1 （4）
si，j + pi，j≤si，l∨sk，l + pk，l≤si，j

i≠k∧M（Oi，j）=M（Ok，l） （5）
si，j + pi，j≤si，j+1∨si，j+1+ pi，j+1≤si，j

Oi，j，Oi，j+1 属于同一柔性工序组 （6）
式（1）为调度目标函数，即要求所有工件的提前 / 拖期

完工惩罚的总成本最小，以期各工件在各自交货期准时

完工。式（2）为工件 Ji 的提前完工惩罚成本。式（3）
为工件 Ji 的拖期完工惩罚成本。式（4）为工艺路线约束，

工件 Ji 的两工序 Oi，j、Oi，j+1 需满足工件内的工艺先后顺

序约束。式（5）为机床析取（能力）约束，即同一台机床

在同一时刻只能加工一个工序任务。式（6）为工序顺

序柔性约束，若 Oi，j、Oi，j+1 在同一柔性工序组内，则二者

无先后顺序约束。

3 改进型遗传算法

求解带有工序顺序柔性的非置换流水车间调度问题

时，需要在实际生产环境中为含有柔性工序组的工件选

择较优的工艺路线，并对所有工件的加工工序进行排序，

确定每台机器上工件的加工顺序。与传统的非置换流水

车间调度问题相比，工件具有的工序顺序柔性特性扩展

了可行解的搜索范围，大大提高了调度求解的难度。

针对工序顺序柔性特性，提出一种两段式编码方

法，即在基于工序的编码的基础上增加一段基于柔性工

序组的编码用于描述工件的工艺路线，并设计了该段染

色体对应的交叉和变异算子。针对工件准时化交付问

题，提出一种三阶段解码方式以尽可能降低工件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的总成本。

在改进型遗传算法设计中，种群初始化采用基于最

早交货期规则的初始种群生成方法 [6]；染色体编码采用

两段式编码方法；解码操作选择三阶段解码方式；选择

操作采用精英保留和锦标赛方法；交叉操作采用分段交

叉策略；变异操作采用逆转变异策略。改进型遗传算法

的整体框架如图 3 所示。

图 3 改进型遗传算法框架图

Fig.3 Framework of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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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工序的编码方法

Fig.4 Encoding method based on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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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柔性工序组的编码方法

Fig.5 Encoding method based on flexible oper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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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重点对改进型遗传算法中染色体的两段式编

码与三阶段解码方式、分段交叉算子和逆转变异算子进

行阐述。

3.1 两段式编码

本文采用两段式编码方法来描述针对工序顺序

柔性的非置换流水车间调度问题的一个可行解，即在

基于工序的编码方式的基础上，考虑工序顺序柔性的

特殊性，增加了基于柔性工序组编码的染色体段，以

描述各工件内的工序加工顺序，形成了两段式编码方

法。两段式编码方法及其后续的遗传操作算子是在

兼顾工序顺序柔性和车间调度特征基础上进行的针

对性设计。

在基于工序的编码的染色体段中，工件号在染色体

中出现的次数即为该工件工艺路线上的第几道工序，如

图 4 所示。以工件 J1 为例，若其工艺路线为 O1，1→O1，2→ 
O1，3→O1，4→O1，5，数字 1 在染色体段中第 1 次出现则表

示其工艺路线上的第 1 道工序 O1，1，第 2 次出现则表示

其工艺路线上的第 2 道工序 O1，2。

在基于柔性工序组编码的染色体段中，将染色体分

解为与工件数量相同的若干片段。每个片段用于描述

其对应工件的加工工艺路线，其长度为工件的工序数

量，每个工件对应片段内的数字序列用来描述工件的工

艺路线。如图5所示，工件 J1的柔性工序组为{O1，2，O1，3，

O1，4}，柔性工序组内的工序顺序有多种组合方式。在编

码时，从多个组合中随机取出一个作为柔性工序组内工

序的工艺路线，得到工件 J1 对应的染色体片段为 {1，3，
2，4，5}，即工件 J1 的加工工艺路线为 O1，1→O1，3→O1，2→ 
O1，4→O1，5。

将两段染色体拼接为一个染色体，即为针对工序顺

序柔性的非置换流水车间调度问题的一个可行解，如图

6 所示。以工件 J1 为例，当 1 在基于工序的编码中第 2
次出现，代表该工件工艺路线上的第 2 道工序，结合基

于柔性工序组编码的染色体段中 J1 的工艺路线 O1，1→ 
O1，3→O1，2→O1，4→O1，5，可知此处 1 代表工序 O1，3。

3.2 三阶段解码

首先，对基于柔性工序组编码的染色体段进行解码

得到各工件的工艺路线，对基于工序编码的染色体进行

解码得到各基因位对应的工序序号。然后，采用三阶段

解码方式进行解码操作，以降低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总

成本。采用插入式贪婪解码算法，产生一个包含最优解

的活跃调度；在解码过程中，若有工件的完工时间超出

拖期宽容度约束，进行染色体修复操作，以尽可能减小

工件的拖期完工惩罚；在完成前两个操作后，进行逆向

重调度适当延后工件的开工时间，以减小工件提前完工

带来的惩罚。

（1）插入式贪婪解码。将染色体看作工序的有序序

列，根据工序在该序列上的顺序进行插入式贪婪解码。

序列上第 1 道工序首先安排加工，然后取序列上第 2 道

工序，将其插入到对应机器上最早可行的加工时刻安排

加工，以此方式直到序列上所有工序都安排在其最佳可

行的位置。此阶段的目的在于产生一个包含最优解的

可行活跃调度。

（2）基于拖期宽容度的染色体修复。在实际的生

产环境中，零部件的拖期交付对生产活动的影响更为严

重。因此，为尽可能降低工件拖期惩罚成本，在插入式

贪婪解码的过程中，若有工序的完工时间超出式（7）设

置的拖期宽容度约束，则立即停止解码并进行染色体修

复操作。染色体修复操作采用基于关键路径的染色体

修复方法 [6]。

Ci，j≤η×ddi  i=1，2，…，n；j=1，2，…，m （7）
其中，Ci，j为完工时间；η 为拖期宽容度系数。

（3）逆向重调度。通过以上两阶段解码操作可使

工件拖期惩罚成本降到最小，在保持拖期成本不变的情

况下，适当延迟工件的开工时间有助于降低工件的提前

完工惩罚，采用基于逆向重调度的目标值修订方法 [6] 对

染色体进行逆向重调度。

3.3 分段交叉算子

在进行交叉操作时，分别对前、后两段染色体进行

交叉操作（图 7）。对基于柔性工序组编码的染色体段，

随机选中多个柔性工序组进行交叉操作，以产生新的工

艺路线。考虑到柔性工序组内的工序数量较少，在各个

工件的柔性工序组内随机选中一个交叉点，交换两父代

染色体该位置的基因，对于非交换位置的重复基因按照

交换位置基因值的映射关系进行交换 [10]，从而防止不可

行方案的产生。对基于工序的编码方式形成的染色体



90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7期

研究论文 RESEARCH

段，采用 POX 交叉算子 [11] 进行交叉操作，以产生新的

调度方案。POX 交叉算子可以很好地继承父代优良特

征并且子代总是可行的，相较于其他的交叉算子，POX
算子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

3.4 逆转变异算子

在进行变异操作时，分别对前、后两段染色体进行

变异操作（图 8）。对基于柔性工序组编码的染色体段，

随机选中多个柔性工序组，采用逆转变异的方式，将选

中的柔性工序组内的基因以逆向顺序排列插入到原位

置；对基于工序的编码方式形成的染色体段，随机选中

一个基因段，采用逆转变异的方式，将选中的基因段以

逆向顺序排列插入到原位置。

4 实例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调度模型和方法，以西控公司航空发

动机燃油控制系统生产车间的 7 种典型壳体零件为验

证实例。由于这类复杂壳体零件加工涉及粗加工、半精

加工、精加工共计 200 多道工序，本研究根据工艺相似

性将部分中间工序合并，并保留了 14 种典型工序参与

算例验证工作。表 1 给出了 7 种壳体零件在 14 台机床

上的加工时间。表 2 给出了 7 种零件各自包含的柔性

工序组和柔性工序组数量，以及对应的交货期和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系数。其中，柔性工序组内各工序的加工

先后顺序不受限制；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系数是由车间

图 6 两段式编码方法

Fig.6 Two–segment encoding method

基于工序的编码基于柔性工序组的编码

J1 J2 J3

O1,3

O1,1 O3,1 O3,2 O2,2 O1,3 O1,2 O2,1 O3,3 O2,3 O1,4 O3,4 O1,5 O2,4 O3,5 O2,5

1 3 2 4 5 2 1 3 4 5 1 2 3 4 5 3 3 2 1 1 2 3 2 1 3 1 2 3 21

图 7 分段交叉算子

Fig.7 Segmented crossover operator

父代
1

父代
2

子代
1

子代
2

J1 J2 J3

随机选中交叉 POX交叉算子

1 3 2 4 5 2 1 3 4 5 1 2 3 4 5 3 3 2 1 1 2 3 2 1 3 1 2 3 21

1 4 2 3 5 1 2 4 3 5 1 2 5 3 4 3 1 3 2 1 1 2 3 2 1 3 1 3 22

1 4 2 3 5 2 1 4 3 5 1 2 3 5 4 3 3 1 2 1 1 3 2 2 3 1 1 3 22

1 3 2 4 5 1 2 3 4 5 1 2 4 3 5 3 2 3 1 1 2 2 3 1 1 3 2 3 21

J1 J2 J3

J1 J2 J3

J1 J2 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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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调员根据工件交货期紧迫程度、工件拖期完工的影响

程度、工件提前完工的在制品积压成本等多种因素人

工设定。对于交货期紧迫、拖期完工影响较大的工件

赋予较大的拖期完工惩罚系数，适当减小提前完工惩

罚系数，通过这种惩罚系数的动态调整，以驱动生产现

场开足马力尽早完工从而保证交付任务。而对于交货

期较为松弛、车间精益管理水平较高等情况，通过调高

工件提前完工惩罚成本，以引导工件按需生产从而减

少在制品库存积压成本。实际上，工件提前 / 拖期完

工惩罚成本系数一定程度上定量反映了一个企业的精

益管理水平。

表 3 为改进型遗传算法的参数设置表，计算机硬件

参数为 CPU 3.6GHz，内存 16G，采用 MATLAB R2018b
实现本文设计的改进型遗传算法。图 9、图 10 分别为

改进型遗传算法运行 20 次得到的最优调度方案甘特图

和改进型遗传算法收敛曲线，表 4 为最优调度方案对应

父代

子代

J1 J2 J3

1 3 2 4 5 2 1 3 4 5 1 2 3 4 5 3 3 2 1 1 2 3 2 1 3 1 2 3 21

1 4 2 3 5 1 2 3 4 5 1 2 3 4 5 3 3 2 1 3 1 2 3 2 1 1 2 3 21

J1 J2 J3

图 8 逆转变异算子

Fig.8 Inversion mutation operator

表 1 壳体工件各工序加工时间

     Table 1 Processing time of each operation of shell parts min

工
件

DMC
64V

铣平面

研磨
平台

研平面

DMU
60P

铣面钻
镗孔

QUEST
10/65
镗孔

DMU
60P

铣面钻
镗孔

QUEST
10/65
车外圆

DMU
80P

铣面、
槽、钻孔

SF100
电火花

AF1300
电火花

钳工台 1
去毛刺
抛光

DMC
64V
镗孔

钳工台 2
攻螺纹

Z525
铰锥
度孔

钳工台 3
去毛刺
清洗

J1 69 31 83 63 26 25 26 46 65 85 15 63 43 21

J2 58 58 24 27 25 75 80 79 12 37 68 58 40 12

J3 48 48 79 58 75 25 70 65 12 63 96 47 33 46

J4 26 30 70 21 59 36 68 32 46 58 42 32 15 18

J5 26 33 53 79 33 57 41 16 78 47 36 54 85 65

J6 80 87 21 24 69 70 30 78 65 58 82 32 12 32

J7 54 21 58 66 33 70 20 65 32 32 76 86 45 46

表 2 工件的柔性工序组分布及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系数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flexible operation group and coefficient of earliness/tardiness penalty

工件 柔性工序组数量 柔性工序组 交货期 /min 提前完工惩罚系数 /
（元·min–1）

拖期完工惩罚系数 /
（元·min–1）

 J1

3

{3，4}，{7，8，9}，{11，12，13} 670 0.53 1.45

 J2 {3，4}，{7，8，9}，{11，12，13} 740 0.54 1.26

  J3 {3，4}，{7，8，9}，{11，12，13} 810 0.67 1.19

 J4 {3，4}，{7，8，9}，{11，12，13} 880 0.59 0.93

  J5 {3，4}，{7，8，9}，{11，12，13} 950 0.77 0.88

 J6 {3，4}，{7，8，9}，{11，12，13} 1020 1.21 0.81

  J7 {3，4}，{7，8，9}，{11，12，13} 1090 1.32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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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 个壳体零件的最终加工工艺路线。在图 9 的甘特

图中，7 个零件的加工工序用 7 种颜色表示，7 条竖线表

示 7 个零件所要求的交货期，7 个壳体零件依次经过 14
台机床的流转加工，并在各自的交货期节点附近完工。

该试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调度模型和方法适用于专

业化小流水制造车间的优化调度，同时在精益化排产、

准时化生产组织方面也有良好效果。

另外，为了验证工序顺序柔性这一特殊工况对于车

间调度方案的影响情况，分别采用两种试验方法：一种

是不考虑工序顺序柔性约束，直接在柔性工序组内依次

按顺序加工；另一种是按照本文在柔性工序组内进行优

化选择。两种试验方法共仿真 20 次，分别得到的最优

调度方案结果见表 5。可知，最优方案的提前 / 拖期完

工惩罚总成本为 328.06 元，相较于不考虑工序顺序柔

性的最优方案的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总成本 374.37 元，

惩罚总成本降低了 46.31 元，采用改进型遗传算法后总

成本下降 12.37%。试验结果表明，在工艺设计阶段引

入工序顺序柔性，为后续的作业调度提供了优化空间，

本文设计的改进型遗传算法对于求解考虑工序顺序柔

性的非置换流水车间调度问题具有显著优势。

5 结论

（1）针对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壳体零件专业

化小流水、精益生产、工艺过程复杂、制造周期长等显著

特征，将流水线生产、精益单元、JIT 调度等引入该类壳

体零件的生产现场组织中，所形成的调度优化模型和改

进型遗传算法对于航空制造企业实现精益化转型、强化

生产现场执行与管控等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

J1 J2 J3 J4 J5 J6 J7

20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时间/min

钳工台3

钳工台2

研磨平台

钳工台1

Z525

DMC64V

AF1300
SF100

DMU80P
QUEST65

QUEST10
DMU60

DMC64

DMU60P

机
器

1 2 3 4 5 7 6

1 2 3 4 5 7 6
1 2 3 4 5 76

1 2 3 4 5 76
1 2 3 4 5 76

1 2 3 4 5 76
1 2 3 4 5 76

1 2 3 45 76
1 23 4 5 76

1 2 3 4 5 76
1 2 3 4 5 76

1 2 34 5 76
1 2 3 4 5 76

1 2 34 5 76

图 9 壳体实例调度甘特图

Fig.9 Gantt chart of the shell parts scheduling
图 10 改进型遗传算法收敛曲线图

Fig.10 Convergence curve of the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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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改进型遗传算法参数设置表

Table 3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parameter settings

参数名称 取值

种群规模 150

遗传代数 150

交叉概率 0.8

变异概率 0.2

拖期宽容度系数 1.35

表 4 7 个壳体优化加工序列

Table 4 Process route of 7 shell parts after optimizing

工件序号 工艺路线

J1 O1，1→O1，2→O1，4→O1，3→O1，5→O1，6→O1，7→O1，9→O1，8→O1，10→O1，13→O1，11→O1，12→O1，14

J2 O2，1→O2，2→O2，4→O2，3→O2，5→O2，6→O2，7→O2，9→O2，8→O2，10→O2，13→O2，11→O2，12→O2，14

J3 O3，1→O3，2→O3，4→O3，3→O3，5→O3，6→O3，9→O3，7→O3，8→O3，10→O3，13→O3，11→O3，12→O3，14

J4 O4，1→O4，2→O4，4→O4，3→O4，5→O4，6→O4，9→O4，7→O4，8→O4，10→O4，13→O4，12→O4，11→O4，14

J5 O5，1→O5，2→O5，4→O5，3→O5，5→O5，6→O5，9→O5，8→O5，7→O5，10→O5，13→O5，12→O5，11→O5，14

J6 O6，1→O6，2→O6，4→O6，3→O6，5→O6，6→O6，9→O6，8→O6，7→O6，10→O6，13→O6，12→O6，11→O6，14

J7 O7，1→O7，2→O7，4→O7，3→O7，5→O7，6→O7，9→O7，8→O7，7→O7，10→O7，13→O7，12→O7，11→O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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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动机壳体、减速器壳体、各类泵壳体等车间的精

益生产与现场组织方面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2）在调度优化模型中，以零件交货期为控制节点，

采用零件完工时间的提前 / 拖期惩罚成本的调节机制，通

过车间决策者人工调整提前和拖期惩罚因子取值，以满足

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管理水平的差异化管控需求。

（3）在调度算法设计中，采用两段式染色体编码方

式，满足了壳体零件工艺顺序柔性这一特殊要求；采用

三阶段解码方式，在确保调度解可行的前提下依次降低

零件的拖期成本和成品提前库存成本，从而最终实现零

件准时完工的精益调度目的。

（4）本文所提出的 E/T 精益调度模型，都是在确定

性环境下的理想调度模型。然而航空复杂产品属于典

型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方式，零部件生产现场动态随机

因素众多。为此，下一步将机器故障、急件插入等常见

例外工况引入精益调度模型中，并设计与该不确定条件

下的精益调度模型相适应的智能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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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柔性工序组内的顺序加工和排序优化两类试验结果

Table 5 Experiment results of process in sequence and operation sequence optimization in flexible operation group

工件序号 交货期 /min
柔性工序组内顺序加工 柔性工序组内排序优化

完工时间 /min 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成本 / 元 完工时间 /min 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成本 / 元

J1 670 670 0 670 0

J2 740 759 23.94 758 22.68

J3 810 902 109.48 915 124.95

J4 880 920 37.2 869 6.49

J5 950 1059 95.92 1031 71.28

J6 1020 1142 98.82 1080 48.6

J7 1090 1107 9.01 1192 54.06

提前 / 拖期完工惩罚总成本 / 元 374.37 328.06



94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7期

研究论文 RESEARCH

超声插切 Nomex 蜂窝芯试验研究*

孙丁一，康仁科，王毅丹，董志刚

（大连理工大学精密与特种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4）

[ 摘要 ] 针对 Nomex 蜂窝芯构件中沿孔格轴向的轮廓边界加工复杂、质量不易控制等问题，在插切加工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种超声插切的加工方法。开展了超声插切 Nomex 蜂窝芯试验研究，分别在刀具转速 500~1500r/min 和进给速

度 1000~3000mm/min 下，进行了传统插切与超声插切的切削力测量和切口质量观测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对比传统

插切加工，振幅为 20μm 的超声插切加工在以上加工参数下均能有效降低切削力，平均降幅 20% 左右；超声插切加

工 Nomex 蜂窝芯切口相对传统插切切口更加平顺、整齐、无毛刺。结合试验结果，进一步分析了刀具与工件在超声

插切过程中的相对运动关系和切削力，从理论上解释了超声插切加工中切削力小和插切质量好的原因。

关键词： 超声插切；Nomex 蜂窝芯；插切刀具；切削力；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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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ex 蜂窝芯材料以其优异的比强度、比刚度特性

而广泛应用于飞机地板、襟翼、整流罩和天线罩等关键

部位 [1–3]，是实现飞机机体结构减重、降噪、透波等功能

的重要材料。针对不同的使用需求，蜂窝芯材料需要进

行大量的切削加工，以获得设计的结构尺寸和形状。但

Nomex 蜂窝芯材料是一种典型的难加工材料，蜂窝芯材

料沿孔格的轴向有高的强度和刚度，但其横向的可伸缩

量大、刚度较低 [4–5]，切削加工中蜂窝芯孔格易变形，且

芳纶纤维强度高、难以切断，对切削加工提出了更大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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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ex 蜂窝芯构件中，沿孔格轴向的轮廓边界是常

见的典型特征结构，包括蜂窝芯构件边缘轮廓边界、沉

槽与凸台结构的直线和曲线轮廓边界，具有数量多、加

工质量不易控制的特点，常用的超声切削与高速铣削加

工均难以满足其加工需求。高速铣削存在切削力大 [6]、

易产生孔格的变形与撕裂、甚至产生压溃等问题，影响

工件的表面质量 [7]，且高速铣削过程中刀具磨损严重 [8]。

超声切削加工 Nomex 蜂窝芯技术以其切削力小、加工

质量高、生产效率高、环境友好等特点，越来越广泛地应

用于航空航天制造领域 [9]。但是，蜂窝芯构件沿孔格轴

向的直线轮廓边界的超声切削，受直刃尖刀长度限制过

深的直边难以一次加工成型；沿孔格轴向的曲线轮廓边

界受直刃尖刀结构限制，加工过程中易产生过切或让刀

现象 [10–13]，且数控加工编程复杂。

插切加工是 Nomex 蜂窝芯构件轮廓边界的一种新

型加工方式 [14]，加工原理与套料加工类似，使用插切刀

具沿设定工作轨迹插切出包含所需轮廓边界的一系列

圆弧，将多余材料片除后获得所需轮廓边界。插切加工

轮廓边界的方法相比传统高速铣削，能够有效减少加工

缺陷；使用长的插切刀具可以简便地实现大深度轮廓边

界的加工。但普通的插切加工方式仍存在切削力大、已

加工表面不均匀等问题，同时还存在蜂窝芯切屑排屑困

难、易堵塞刀具等情况。

硬脆材料的套料加工与 Nomex 蜂窝芯材料的插切

加工具有相同的刀具运动形式。现有研究表明，硬脆材

料的超声套料加工对比非超声加工能够提高加工效率、

降低切削力、减少出口位置的加工缺陷 [15–17] ；弱刚度食

品的超声切割中，刀具的超声振动减小了食品切割的切

削力、提高了切割质量 [18–20] ；但硬脆材料的超声插切和

食品的超声切割，在切削机理和材料性能方面与 Nomex
蜂窝芯的插切有较大区别，其研究结果并不能完全适用

于 Nomex 蜂窝材料的插切加工。针对 Nomex 蜂窝芯

构件轮廓边界常用的加工方法在已加工表面质量、切削

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在插切加工的基础上提出了

一种超声插切的加工方法，通过在切削刃处产生大振幅

轴向超声振动，将超声作用施加于切削过程。搭建了超

声插切试验台，试验研究了超声插切加工中切削力以及

插切切口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了超声插切中刀具与工

件的相对运动关系与切削力。

1 试验设计与方案

Nomex 蜂窝芯沉槽结构的曲线轮廓边界是超声插

切加工的典型应用场景，具体加工过程如图 1 所示。超

声插切加工中，插切刀具在超声振动系统的带动下于切

图 1 超声插切加工曲线轮廓边界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ultrasonic trepanning curve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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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刃处产生大振幅的轴向超声振动，与插切刀具的旋转

运动、进给运动共同完成蜂窝芯材料的一次超声插切加

工。插切刀具沿设定工作轨迹循环进行多次超声插切

加工后，插切出包含所需曲线轮廓边界的一系列圆弧，

将多余材料片除后获得沉槽结构的曲线轮廓边界。在

每个插切位置的插切加工中，刀具的进给运动为插切刀

具自工件上方沿蜂窝芯材料孔格轴向进给，插切至设定

深度后，快速退刀，完成一次插切。

试验用刀具为自行研制的 90mm 长超声插切刀具，

有效插切深度 75mm，刀具外径 19mm，刀具结构如图 2
（a）所示，外形如图 2（b）所示。超声插切刀具通过螺

纹连接于超声切削专用刀柄；为避免插切刀具与已加工

表面划擦，损伤已加工表面，将刀具前部设计为喇叭状

开口，其中，γ=70°、α=2°；刀具内部中空结构用于容纳插

切加工产生的蜂窝芯切屑。

试验样件为牌号 NH–1–1.83–29 的 Nomex 蜂窝芯

材料，蜂窝芯密度 29kg/m3，孔格边长 1.83mm。样件大

小为 60mm×50mm×50mm。

Nomex 蜂窝芯超声插切试验在凝华 NHM800 型数

控雕铣机上进行，试验现场加工设备与测力仪如图 3 所

示。其中，A 为插切刀具超声振幅；vf 为插切刀具进给

速度；n 为插切刀具转速。试验使用本团队自主研制的

超声振动系统，包括插切刀具、超声切削专用刀柄与大

功率超声电源。超声切削专用刀柄用于将超声电源输

出的 15~40kHz 高频功率电信号转变为机械振动，并对

超声振幅进行放大；插切刀具安装于超声切削专用刀柄

前端，加工时刀刃输出大振幅轴向超声。工件采用双面

胶粘接的方式固持在夹具中央位置，再将夹具安装于测

力仪上，测量切削过程中的切削力。

为研究插切加工中切削力以及切口质量的变化规

律，进行了有无超声振动下，不同刀具转速和进给速度

的插切试验，为了减小干扰因素的影响，每组试验进行

3 次。试验中超声振动频率 f 为 20.06kHz。设定的插切

深度为 40mm。超声插切试验参数见表 1。
本试验使用基恩士 LK–H025 型激光位移传感器测

量刀具振幅，采用 Kistler–9119AA2 型测力仪对切削力

进行测量，使用基恩士 VHX–600E 型超景深显微镜对

Nomex 蜂窝超声插切已加工表面质量进行观测。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插切切削力结果与分析

因 X 与 Y 方向切削力较小，可以忽略，Z 方向力为

主要切削力，对蜂窝芯加工质量有直接的影响，故本文

仅研究 Z 方向切削力。图 4 为 n =1500 r/min、vf =1000 

图 2 超声插切刀具

Fig.2 Ultrasonic trepanning tool

（b）插切刀具实物图

（a）插切刀具结构示意

切削刃

前刀面

插切刀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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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图 3 Nomex 蜂窝超声插切试验现场

Fig.3 Ultrasonic trepanning experiment site of Nomex honeycomb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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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超声插切 Nomex 蜂窝芯试验参数

Table 1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ultrasonic trepanning

组别
超声振幅

A/μm
刀具转速

n/（r·min–1） 
进给速度

vf /（mm·min–1）

1

0

500 2000

2 1000 2000

3 1500 2000

4 1500 1000

5 1500 3000

6

20

500 2000

7 1000 2000

8 1500 2000

9 1500 1000

10 1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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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in 时，振幅为 20μm 的超声插切加工与无超声振

动的传统插切加工切削力曲线。

插切加工 Nomex 蜂窝芯的切削力曲线可以分为 3
个阶段：切入阶段、稳定切削阶段和退刀阶段。切入阶

段，随插切深度增加，切削力逐渐增大，超声插切平均切

削力对比传统插切减小 31%；稳定切削阶段，随插切深

度的进一步增加，切削力总体趋势保持稳定，有小幅波

动存在，超声插切平均切削力对比传统插切减小 29%；

退刀阶段为插切至设定深度后，快速退刀，切削力迅速

减小至 0.2N 左右，并保持至退刀完成，此阶段切削力较

小，有无超声振动的切削力曲线未观察到明显区别。

进一步选取插切试验中稳定切削阶段的平均切削

力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加工参数下有无超声振动的切削

力进行对比分析。

不同刀具转速下有无超声振动的插切切削力曲

线如图 5 所示，在进给速度 2000mm/min、刀具转速

500~1500r/min 时，各加工参数下，超声振幅为 20μm 的

插切加工相对传统插切加工，切削力均有 19% 左右的

降低，超声作用显著；随着插切刀具转速由 500r/min 增

加至 1500r/min，插切加工的切削速度增加，有无超声振

动的插切加工切削力均减小 20% 左右。

图 6 为不同进给速度下有无超声振动的插切切削

力曲线，超声振幅为 20μm 的插切加工相对传统插切加

工，在刀具转速 1500r/min、进给速度 1000~3000mm/min
时切削力均有 21% 左右的减小，超声振动显著降低了

切削力；随进给速度由 1000mm/min 增加至 3000mm/
min，单位时间内插切加工的切削量增大，超声振幅为

20μm 插切加工切削力增大 14%，无超声振动的传统插

切加工切削力增大 19%。

2.2 插切质量分析

切削力的变化必然会对加工质量产生影响，为研

究超声振动对 Nomex 蜂窝芯插切质量影响，将切屑去

除后，使用超景深显微镜对插切位置工件一侧切口进

行观测。

2.2.1 典型插切特征

图 7 为 n=1500 r/min、vf =1000 mm/min 时有无超声

振动的插切切口显微照片，图 7（a）为无超声振动的传

统插切切口，图 7（b）为 A=20μm 的超声插切切口。传

统插切切口有明显波浪状起伏，与理想的直边偏差较

大，放大观测切口边缘存在毛刺；超声插切切口边缘整

齐，接近理想的直边，放大观测无毛刺存在。对比发现，

在同一加工参数下超声振动的引入显著改善了插切加

工切口质量、使切口更加平直，无毛刺等加工缺陷。

2.2.2 插切质量对比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加工参数下超声振动对于插切

质量影响，选取稳定切削阶段的中部区域做进一步观

测、对比。图 8 为插切刀具转速 1500r/min、进给速度

1000~3000mm/min 的传统插切与超声插切 Nomex 蜂窝
图 4 插切切削力曲线

Fig.4 Trepanning force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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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转速下的插切切削力

Fig.5 Comparison of trepanning forces at different spindle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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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进给速度下插切切削力

Fig.6 Comparison of trepanning forces at different feed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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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切口对比。随着进给速度增加，传统插切切口边缘波

浪状起伏更加明显，毛刺等加工缺陷出现次数更多；相

比传统插切，振幅为 20μm 的超声插切加工在不同进给

速度下，切口边缘均更加贴近理想直边，无明显波浪状

起伏，无明显毛刺存在，超声的插切切口受进给速度变

化影响较小。

图 9 为进给速度 2000mm/min、插切刀具转速 500~ 
1500r/min 下传统插切与超声插切 Nomex 蜂窝芯插切

质量对比。随刀具转速增加，无超声振动的传统插切切

口质量未得到显著改善；在不同转速下，振幅为 20μm
超声插切切口边缘均更加平直、整齐，无毛刺等加工缺

陷，超声插切切口随转速增加质量无明显变化。

Nomex 蜂窝芯材料的超声插切加工中，刀刃与蜂窝

芯材料发生周期性的接触和分离，每次短暂的接触刀刃

都会对蜂窝芯材料施加高速的冲击，在接触位置产生微

裂纹并沿插切方向在蜂窝材料内部扩展，改变了蜂窝芯

材料的切削机理 [21]，提高了加工质量。

研究表明，超声振动能够有效改善 Nomex 蜂窝芯

插切切口质量，为 Nomex 蜂窝芯构件轮廓边界的高质

量加工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2.3 超声插切切削过程分析 
2.3.1 运动学分析

为研究超声插切 Nomex 蜂窝芯中超声振动对于切

削过程的影响，以切削刃上选定点为研究对象，在超声作

图 7 传统插切与超声插切切口质量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incisions after ultrasonic trepanning and 
traditional trep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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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进给速度下插切切口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trepanning incisions at different feed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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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切削刃上该点的位移与速度如式（1）和（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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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为插切刀具半径，mm；ω为刀具角速度，rad/s； 
t 为时间，s；f 为超声振动频率，Hz。

图 10 为加工参数 R =9.5mm、n =1500r/min、vf =1000 
mm/min、f=20060Hz 时切削刃上任意一点在超声振幅

A=20μm 与无超声振动的插切加工中刀具旋转一周的

运动轨迹，超声振动显著改变了刀具与工件间的接触

规律，将无超声插切中的连续切削转换为超声频率的

断续切削。传统插切加工中，Nomex 蜂窝芯材料的切

削速度为 1492mm/s；超声插切加工中，在单个振动周期

内，刀刃切入蜂窝芯材料时，切削蜂窝芯材料的速度为

1492~2942mm/s，超声振动显著提高了插切加工中的切

削速度。对比无超声插切中进给速度为 16.6mm/s 的连

续切削，超声插切加工中刀具在进给方向对工件施加有

高频冲击作用，使切削刃能够顺利地切断 Nomex 蜂窝

芯材料并避免毛刺等加工缺陷的产生。

2.3.2 切削力分析

Nomex 蜂窝芯插切加工中，刀具与蜂窝芯材料间的

受力关系可简化为如图 11 所示。为简化分析过程，选

图 9 不同转速下插切切口对比

Fig.9 Comparison of trepanning incisions at different spindle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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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超声插切刀具运动轨迹

Fig.10 Motion trajectories of ultrasonic trepanning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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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插切加工 Nomex 蜂窝芯受力关系

Fig.11 Schematic diagram of force model on trepanning of 
Nomex honeycomb core 



100 航空制造技术·2021年第64卷第17期

研究论文 RESEARCH

取插切某瞬时，蜂窝芯材料与插切刀具一侧的受力情况

为代表，分析超声插切过程中的切削力。

插切加工 Nomex 蜂窝芯时，蜂窝芯材料受刀刃的

切割力为 FC，切屑受前刀面的压力为 FN1，切屑受插切

刀内壁的压力为 FN2；因刀具的旋转运动，蜂窝芯材料与

刀刃处存在摩擦力 fC –n，切屑与前刀面的摩擦力为 fN1 –
n，切屑与插切刀内壁的摩擦力为 fN2 –n；因刀具的进给

运动，切屑与前刀面有摩擦力 fN1 –vf，切屑与插切刀内壁

有摩擦力 fN2 –vf。

因蜂窝芯材料在 X 与 Y 方向所受切削力，理论分析

受力平衡，实际加工中表现为 X 与 Y 方向切削力较小，

可以忽略。故本文仅研究 Z 方向切削力 FZ。

蜂窝芯材料所受切削力 FZ 可以表示为：

F F F FZ Z Z= + +C N NZ 1 2  （3）
式中，FCZ、FN1Z 与 FN2Z 分别为蜂窝芯材料在切削刃、前

刀面与刀具内壁处所受 Z 向力。

蜂窝芯材料所受沿 Z 方向的摩擦力 fN1 –vf 与 fN2 –vf

可以表示为：

f v F
f v F
N f F N

N f F N

1 1

2 2

− =
− =





µ
µ

 （4）

式中，μF 为插切刀具与蜂窝芯材料间摩擦系数。

蜂窝芯材料在切削刃、前刀面与刀具内壁处所受 Z
向力 FCZ、FN1Z 与 FN2Z 可以表示为：

F F
F F f v F
F f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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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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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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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由式（3）和式（5）得知，插切加工 Nomex 蜂窝的切

削力 FZ 为：

F F F FZ = + + +C F N F N(cos sin )γ µ γ µ1 2  （6）
超声插切 Nomex 蜂窝的切削力 FZU 和传统插切的

切削力 FZN 可以表示为：

F F F F
F F F
Z

Z

U CU FU N FU N

N CN FN N

= + + +
= + + +

(cos sin )
(cos sin )

γ µ γ µ
γ µ γ

1 2

1 µµFN NF 2





 （7）

式中，FCU 为超声插切中蜂窝芯材料受刀刃的切割力；

FCN 为普通插切中蜂窝芯材料受刀刃的切割力；μFU 为

超声插切中蜂窝芯材料与插切刀具间的摩擦系数；μFN

为普通插切加工系数。

超声插切加工中，由于刀具在进给方向的超声振

动，切削刃对蜂窝芯材料产生高频冲击作用，蜂窝芯材

料更易于被切断 [21]，体现为 FCU<FCN。被切断的切屑受

到前刀面与刀具内壁的挤压，分别在插切刀具前刀面和

刀具内壁处受到压力 FN1 与 FN2，此压力的产生主要受

刀具结构与加工参数的影响，超声振动的引入不改变

FN1 与 FN2 大小。由于超声振动的减摩作用，μFU<μFN
[22]，

进而使蜂窝芯材料所受摩擦力 fN1–vf 与 fN2–vf 减小。综

合表现为超声插切切削力 FZU 小于无超声振动的传统

插切切削力 FZN，更有利于获得高质量的加工表面。

3 结论

本文提出了超声插切的加工方法，研究了超声插切加

工中切削力和插切切口质量的影响因素，并得到以下结论：

（1）插切加工 Nomex 蜂窝芯切削力，在刀具转速

500~1500r/min 时随刀具转速增加而减小，在进给速度

1000~3000mm/min 下随进给速度增加而增大。

（2）相对无超声振动的传统插切加工，超声振幅为

20μm 的插切加工在插切刀具转速 500~1500r/min、进给

速度 1000~3000mm/min 下均能够有效降低切削力，平

均降幅 20% 左右。

（3）Nomex 蜂窝芯超声插切切口，在插切刀具转

速 500~1500r/min、进给速度 1000~3000mm/min 下对

比传统插切切口均更加平顺、整齐、无毛刺，插切加工

质量更好。

（4）超声振动的引入将无超声插切加工中的连续

切削变为刀具对蜂窝芯材料有高频冲击作用的断续切

削，减小了切削力，提高了插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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