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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能谱仪（EDS）、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二次离子质谱（SIMS）等

分析手段，研究温度对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粉末表面氧化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室温条件下，GH4169 高温合

金粉末表面部分氧化，表面存在以 Ni、Cr、Ti、Nb 为主的单质态和以 Ni（OH）2、Cr2O3、TiO2、Nb2O5 为主的氢氧化

物/氧化物；随着温度的升高（150～250 ℃），Ni、Cr、Ti、Nb 元素 XPS 单质峰减弱，氧化程度略有增加，粉末表面部

分氧化；当温度达到 350 ℃ 时，Ni、Cr、Ti、Nb 元素 XPS 单质峰几乎全部消失，粉末表面全部氧化，氧化层厚度约为

5 nm，主要由 Ni（OH）2、Cr2O3、TiO2、Nb2O5 组成；温度对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氧化特性影响显著，对本研究所用

的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暴露大气条件下 1 h 内，最高处理温度不应超过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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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美国牌号 Inconel 718）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发的一种镍基高温合金，因其

具有良好的热加工性能、优异的高温力学性能，广

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能、动力和石化等领域。

作为航空发动机发展历史上应用范围最广的镍基

高温合金材料，其年产量占据整个变形高温合金总

产量的 45%以上，并且逐年增加。相关资料显示，

美国 GE 公司所有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中该合金

的使用比例高达 70%，美国 P&W 公司大型发动机

PW 4000 核 心 零 部 件 中 该 合 金 的 使 用 比 例 高 达

57%[1-5]。

如前所述，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常用于制造

航空发动机中的重要零件，其性能对发动机可靠

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传统方法加工或成

形，存在工艺难度大、材料浪费多等难题。热等静

压近净成形技术（near net shaping hot isostatic pressing，

NNS-HIP）结合粉末冶金与现代模具技术，在低于

材料熔点的温度下，一次性整体近净成形出性能

优异的复杂零件，其制件具有均匀细小的微观组

织，良好的综合性能，不仅克服了材料加工难的问

题，还大大提高材料的利用率，降低零件制造成

本[6-12]。

但是，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合金元素含量较

多、合金相组成复杂，在粉末制备和处理过程中，粉

末表面会出现一定的物理化学吸附以及元素偏析，

最终在粉末表面生成氧化层。在粉末热等静压成

型过程中，粉末表面的氧化层会阻碍粉末颗粒之间

的扩散和连接，同时，第二相颗粒优先在粉末表面

附近析出，由于基体和粉末边界变形不协调，容易

形成孔洞和应力集中，促进疲劳裂纹的萌生和扩

展，导致零件的力学性能显著降低，最终导致服役

零件过早失效[13-15]。鉴于粉末表面氧化对热等静

压近净成形技术生产零件的力学性能具有决定性

的影响，国内外关于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IN718）

的高温氧化行为主要集中在块体材料氧化动力学、

氧化层以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等几个方面[16-18]，目

前很少见到关于 GH4169 合金粉末表面氧化行为

研究的相关报道，所以对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表

面氧化特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工作重点研究温度对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粉末表面氧化特性的影响，旨在阐明粉末加热处理

温度和粉末表面氧化的关系，探索粉末加热处理过

程中表面氧化层的组成及形成机理，为热等静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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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成形用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粉末处理工艺参

数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1    实验

实验材料为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主要合金

元素组成（质量分数 /%）如表 1 所示。在温度为

25 ℃ 的实验环境内，以 10 ℃/min 的升温速率，将

粒径小于 53 μm 的粉末分别加热至 150 ℃，250 ℃，

350 ℃，保温 1 h，然后以 0.5～1 ℃/min 的降温速率

冷至室温，另取未经加热处理室温下储存的粉末作

为对照。然后使用 G8 Galileo 氧氮分析仪测定粉

末氧含量，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结合能谱

（FE-SEM&EDS）分析粉末表面氧化层的形貌和元

素组成，采用 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原位分析粉

末 表 面 氧 化 层 的 物 相 组 成 ， 采 用 二 次 离 子 质 谱

（SIMS）分析粉末表面氧化层不同元素的分布规

律，确定粉末表面氧化层的厚度。

 
表 1    GH4169主要合金元素组成（质量分数/%）

Table 1    Main  alloy  element  composition  of  GH4169（ mass
fraction/%）

C Cr Ni Co Mo Al Ti Nb Fe

0.058 18.82 53.46 0.24 3.07 0.54 0.98 5.12 Bal.
 
 

2    结果

2.1    粉末的氧含量

不同温度下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粉末的氧

含量如图 1 所示。由图可知，室温下粉末的氧含量

为 0.0155%。当温度达到 150 ℃，粉末氧含量为

0.0163%，和室温下粉末氧含量基本一样。当温度

升至 250 ℃，粉末氧含量增长至 0.0212%，比室温

时氧含量增加了 50%。高于 250 ℃ 时，随着温度

的升高，粉末氧含量急剧增加。当温度为 350 ℃
时，粉末氧含量达到 0.0480%。由于粉末氧含量

> 0.02%时会严重影响热等静压近净成形 GH4169
合金制件的力学性能。热等静压近净成形技术所

用高温合金粉末的氧含量一般小于 0.02%[19]，因

此，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粉末暴露大气条件下 1 h
内，最高处理温度不应超过 250 ℃。

2.2    粉末的表面相分析

不同温度下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粉末的表

面形貌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室温下粉末表

面呈现胞状结构，轮廓清晰，未观察到明显的析出

物。在 150 ℃ 时，胞状结构轮廓开始变得模糊，仍

未见析出物形成。当温度升至 250 ℃，胞状结构

轮廓进一步模糊，开始出现黑色析出物。在 350 ℃
时，形成大量黑色析出物，基本完全填满胞状结构

间隙。

为确定粉末表面氧化层的组成，对不同温度处

理的粉末进行原位 XPS 测试，不同温度下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表面的 XPS 全谱（Survey）显示，不同

温度下粉末表面合金元素种类基本不变，主要含有

Ni、Cr、O、Ti、Nb、C 等元素（图 3）。

图 4 为不同温度下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表

面窄能量扫描 XPS 图谱。由图 4（a）可知，室温，

150 ℃、250 ℃ 下图谱中存在明显的 Ti 2p1/2 峰以

及 TiO2 2p3/2 和 TiO2 2p1/2 峰。说明在 250 ℃ 及以

下，粉末表面同时存在单质态 Ti 和 TiO2；当温度升

至 350 ℃，图谱中 Ti 2p1/2 峰基本消失，仅存在较强

的 TiO2 2p3/2 和 TiO2 2p1/2 峰。表明 Ti 元素全部氧

化为 TiO2，基本不存在单质态 Ti。由图 4（b）可知，

室 温 、 150 ℃ 、 250 ℃ 下 图 谱 中 存 在 明 显 的 Cr
2p3/2 峰以及 Cr2O3 2p3/2 和 Cr2O3 2p1/2 峰。说明在

250 ℃ 及 以 下 ， 粉 末 表 面 同 时 存 在 单 质 态 Cr 和

Cr2O3；当温度升至 350 ℃，图谱中的 Cr 2p1/2 峰基

本 消 失 ， 仅 存 在 较 强 的 Cr2O3  2p3/2 和 Cr2O3  2p1/2
峰。表明 Cr 元素全部氧化为 Cr2O3，基本不存在单

质态 Cr。由图 4（c）可知，室温、150 ℃、250 ℃ 下

图谱中存在明显的 Ni 2p3/2 峰以及 Ni（OH）2 2p3/2
和 Ni（OH）2 2p1/2 峰。说明在 250 ℃ 及以下，粉末

表面同时存在单质态 Ni 和 Ni（OH）2；当温度升至

350 ℃，图谱中的 Ni 2p3/2 峰基本消失，仅存在较强

的 Ni（OH）2 2p3/2 和 Ni（OH）2 2p1/2 峰。表明 Ni 元

素全部转变为 Ni（OH）2，基本不存在单质态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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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温度下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粉末的氧含量

Fig. 1    Oxygen  contents  of  nickel  base  superalloy  GH4169
powder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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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d）可知，室温、150 ℃、250 ℃ 条件下图谱

中存在明显的 Nb 3d5/2 峰以及 Nb2O5 3d5/2 和 Nb2O5

3d3/2 峰。说明在 250 ℃ 及以下，粉末表面同时存

在单质态 Nb 和 Nb2O5；当温度升至 350 ℃，图谱中

的 Nb 3d5/2 峰基本消失，仅存在较强的 Nb2O5 3d5/2
和 Nb2O5 3d3/2 峰。表明 Nb 元素全部氧化为 Nb2O5，

基本不存在单质态 Nb。

为分析粉末表面氧化层不同元素的分布规律，

确定粉末表面氧化层的厚度，对 350 ℃ 处理的粉末

进行 SIMS 测试。图 5 为经 350 ℃ 处理 GH4169
粉末表面溅射 100 nm 后的 SIMS 结果。由图 5 可

知，随着溅射深度的增加，粉末表面氧元素强度急

剧降低，而镍元素强度先缓慢升高后开始降低。利

用切线外延法[20-22]，可以确定氧化层厚度约为 5 nm。

3    讨论

相关学者研究指出[23-25]，粉末表面氧化是物理

化学吸附和元素扩散共同作用的结果。整个氧化

过程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粉末表面物理吸附

气体阶段。由于粉末比表面积较大，对周围气氛中

的氧气等气体具有较强的物理吸附作用，因此，氧

化初期，粉末表面吸附大量的氧气分子。第二阶

段，粉末表面化学吸附阶段。随着物理吸附的不断

进行，氧气分子由物理吸附转变为化学吸附，以氧

原子的形式溶解到粉末表面，和粉末表面的活性元

素 发 生 化 学 反 应 ， 在 粉 末 表 面 形 成 不 同 的 氧 化

物[26-28]。第三阶段，氧原子向粉末内部扩散阶段。

随着物理和化学吸附的继续，粉末表面氧原子浓度

显著提高，和粉末内部氧原子存在浓度差，因此，氧

原子开始向粉末内部扩散。第四阶段，粉末内部合

金元素向粉末表面扩散阶段。随着表面氧化膜的

不断形成，在粉末近表面处存在合金元素的贫化

区，和粉末内部合金元素出现浓度差，开始出现合

金元素向合金表面扩散的现象[29-31]。

5 μm5 μm 5 μm5 μm

5 μm5 μm 5 μm5 μm

(a) (b)

(c) (d)

 

图 2    不同温度下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粉末的表面形貌　

Fig. 2    Surface morphology of nickel base superalloy GH4169 powder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RT；（b）150 ℃；（c）250  ℃；（d）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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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温度下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表面 XPS 全谱

Fig. 3    XPS  survey  spectrum  of  GH4169  superalloy  powder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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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 1 和图 2 不同温度下粉末表面的氧含

量和表面形貌可知，在 250 ℃ 保温 1 h，粉末表面开

始出现少量黑色析出物。温度为 350 ℃ 时，粉末表

面氧含量急剧升高，在胞状结构间隙处形成大量的

黑色析出物。因为扩散属于热激活过程，温度是影

响扩散速率最主要的因素。温度越高，原子热激活

能量越大，越易发生迁移，扩散系数也越大 [32-35]。

当粉末加热温度较低时，只发生粉末表面的物理和

化学吸附，未进入后续扩散阶段，因此粉末表面只

出现少量析出物。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当温度升

至 350 ℃ 时，足以使粉末表面原子发生扩散，因此

粉末表面形成大量黑色析出物。

同时，结合图 3 和图 4 粉末表面 XPS 全谱和窄

能量扫描结果可得，在室温、150 ℃、250 ℃ 下，粉

末表面部分氧化，存在以 Ni、Cr、Ti、Nb 为主的单

质态和 Ni（OH）2 、Cr2O3、TiO2、Nb2O5 为主的氢氧

化物/氧化物。当温度达到 350 ℃ 时，粉末表面全

部氧化，主要由 Ni（OH）2、Cr2O3、TiO2、Nb2O5 组成。

∆GNb2O5 =

−1622.96 kJ/mol ∆GCr2O3= −972.30 kJ/mol ∆GTiO2 =

−829.84 kJ/mol ∆GNiO = −182.04 kJ/mol 0 >∆GNiO>

∆GTiO2>∆GCr2O3>∆GNb2O5

经查询文献和数值拟合可得，在 350 ℃ 时，各种

氧 化 物 的 吉 布 斯 形 成 自 由 能 分 别 为 ：

， ，

， ，

，由此可见，所有氧化物均

可自发形成。但是如前所述，粉末表面氧化分为四

个阶段，吉布斯自由能只是表明在热力学条件下是

可以自发进行的，是否发生全部氧化主要依赖于原

子和合金元素的扩散过程。在较低温度加热（室

温、150 ℃、250 ℃）时，原子和合金元素的扩散未

充分进行，粉末表面只发生部分氧化，表面存在以

Ni、Cr、Ti、Nb 为主的单质态。在 350 ℃ 加热时，

表面全部氧化，主要原因在于扩散进行的充分，氧

原子和合金元素可以完全的进行反应（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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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温度下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表面窄能量扫描 XPS 图谱　

Fig. 4    XPS narrow scans of peaks in case of GH4169 superalloy powder surfac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Ti 2p；（b）Cr 2p；（c）Ni 2p；（d）Nb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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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经 350 ℃ 处 理 GH4169 粉 末 表 面 溅 射 100  nm 后
SIMS 结果

Fig. 5    SIMS results of GH4169 powder surface after sputter-
ing 100 nm at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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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在室温条件下，粉末表面部分氧化，表面存

在以 Ni、Cr、Ti、Nb 为主的单质态和以 Ni（OH）2、

Cr2O3、TiO2、Nb2O5 为主的氢氧化物/氧化物。

（2）随着温度的上升（150~250 ℃），Ni、Cr、Ti、
Nb 元素单质峰减弱，氧化程度略有增加，粉末表面

部分氧化。

（3）当温度达到 350 ℃ 时，粉末表面全部氧

化，氧化层厚度约为 5 nm，主要由 Ni（OH）2、Cr2O3、

TiO2，Nb2O5 组成。

（4）温度对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氧化特性影

响显著，对本研究所用的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暴

露 大 气 条 件 下 1  h 内 ， 最 高 处 理 温 度 不 应 超 过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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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oxi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ickel-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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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surface oxi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ickel-base superalloy GH4169 powder was investigated

by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energy-dispersive spectroscopy (EDS)，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and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ry (SI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face of the GH4169 superalloy powder is partially

oxidized  at  room  temperature（ RT） ， and  on  the  surface  there  are  elemental  states  dominated  by  Ni， Cr， Ti  and  Nb,  and

hydroxide/oxide dominated by Ni(OH)2，Cr2O3，TiO2 and Nb2O5。With the temperature increasing (150～250 °C) ， the peaks of

Ni，Cr，Ti  and  Nb  elements  become  weaker， the  degree  of  oxidation  is  slightly  increased  and  the  surface  of  powder  is  partially

oxidized. When the temperature reaches to 350 °C， the peaks of Ni，Cr，Ti，and Nb elements are all disappeared，and the surface of

powder is fully oxidized. The oxide layer thickness is about 5 nm, and is mainly composed of Ni(OH)2，Cr2O3，TiO2and Nb2O5.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oxi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H4169  superalloy  powder  is  significant， and  the  maximum  treatment

temperature  of  the  GH4169 superalloy  powder  used for  this  study is  no  more  than 250 °C exposed within  1  h  under  atmospheric

conditions.

Key words:   temperature；nickel-base superalloy；surface oxidation characteristics；oxide layer

（责任编辑：曹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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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6单晶叶片的 γ′相演化

薛燕鹏
1,2,    杨    亮1,2,    喻    健1,2,    刘世忠

1,2,    李嘉荣
1,2

（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2．先进高温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5）

摘要：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等手段研究 DD6 单晶涡轮叶片典型截面的 γ′相演化规律。结果表明：与铸态组

织相比，热处理态叶片各典型截面枝晶间区域的 γ′相尺寸显著细化，枝晶间和枝晶干区域的 γ′相尺寸趋于一致，分

散度趋向减小，γ′相立方化程度提高；叶片各截面枝晶干和枝晶间区域的铸态和热处理态 γ′相的尺寸均遵循正态分

布规律；热处理态叶片叶身截面 γ′相尺寸小于榫头，叶身截面中部位置 γ′相尺寸大于前缘、尾缘 γ′相尺寸。

关键词：镍基高温合金；DD6；单晶涡轮叶片；γ′相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20.000023
中图分类号：TG1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2020)06-0008-08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制低成本二代

单晶高温合金 DD6[1-2]。由于其具有优良的高温力

学性能、优越的高温抗氧化能力和可铸性，DD6 单

晶高温合金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部分的

热端部件。研究者们对 DD6 单晶高温合金开展了

大量工程化应用研究[3-7]。镍基单晶高温合金优异

的高温力学性能主要缘于 γ 相基体中大量析出的

共格 γ′相组织[8-10]，γ′相的形貌、体积分数和尺寸分

布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11-13]。在镍基高温合金定

向凝固的连续冷却过程中，γ′相的析出行为与冷却

速率密切相关。在接近平衡状态的相对低冷却速

率的条件下，一次 γ′相和二次 γ′相析出的尺寸分布

被称作双模态 γ′相尺寸分布[14]。而在相对较高的

冷却速率条件下（高于 10 ℃/s），单一 γ 相基体会转

变为单模态尺寸分布的超细 γ′相[15]。

事实上，这些 γ′相的不同尺寸分布模型主要是

基于探索等轴晶镍基高温合金而获得的[16-19]，而单

晶 高 温 合 金 的 γ ′相 尺 寸 分 布 研 究 较 少 。 通 常 ，

DD6 单晶涡轮叶片工程化研制是采用 Bridgman 定

向凝固法铸造而成。由于在定向凝固过程中，单晶

高温合金典型的涡轮叶片从叶冠到缘板的截面存

在高度和尺寸差异，所以不同截面位置在叶片抽拉

过程冷却速率存在差异，γ′相的形貌和尺寸在铸态

叶片的不同部位存在多样化特征。而单晶高温合

金铸态叶片经过热处理后 γ′相会发生回溶，并再次

析出。相较铸态叶片，热处理态叶片 γ′相的形貌和

尺寸分布会发生显著变化。本工作深入探讨 DD6
单晶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典型截面的 γ′相形貌特征

和尺寸分布演化规律。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1.1    材料和实验过程

采用第二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 DD6，其化学成

分如表 1 所示[1-2]。在高温度梯度真空感应定向凝

固炉中利用螺旋选晶法制备单晶高温合金叶片，如

图 1 所示。在单晶叶片铸造过程中，DD6 母合金在

坩埚中加热到 1575 ℃，然后将金属液浇注到保温

1525 ℃ 的陶瓷型壳中，金属液与激冷板接触。为

了使金属液快速长成单晶叶片，激冷板的初始抽拉

位置位于挡板下方 1 cm。固液界面建立起稳定的

温度梯度后，盛满金属液的陶瓷型壳以 3.5 mm/min
的抽拉速率从炉体的加热区向冷却区方向移动，从

而保持晶体生长的连续性。随后，单晶叶片按照

DD6 合金标准热处理制度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制

度[6] 为：1290 ℃/1 h + 1300 ℃/2 h + 1315 ℃/4 h/AC +
1120 ℃/4 h/AC + 870 ℃/32 h/AC。

收稿日期：2020-02-19；修订日期：2020-03-25
通讯作者：薛燕鹏（1985—），男，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

向 为 单 晶 高 温 合 金 ， 联 系 地 址 ： 北 京 市 81 信 箱 1 分 箱

（100095），E-mail：xueyanpeng@126.com。

表 1    DD6合金的名义成分（质量分数/%）[1-2]

Table 1    Nominal composition  of  DD6  alloy  （mass  fraction/
%）[1-2]

Cr Co Mo W Ta Re Nb Al Hf C Ni

4.3 9 2 8 7.5 2 0.5 5.6 0.1 0.006 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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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晶高温合金叶片在 Bridgman 定向凝固炉中典型截面位置示意图（P1～P3：截面位置 1～3）

Fig. 1    Schematic  diagrams  of  typical  sectional  positions  of  SX  superalloy  turbine  blade  in  Bridgman  furnace（ P1-P3：
sectional position 1-3）

 

1.2    金相分析

在 Bridgman 定向凝固炉中，单晶叶片从榫头

向叶冠方向抽拉，抽拉过程中随着叶身尺寸的逐步

增大以及温度梯度的逐渐减小，叶片横截面铸态

γ′相尺寸会随生长方向增大，因此选取典型截面位

置分析 γ′相演化规律。对 DD6 单晶叶片的典型截

面位置 P1～P3 沿叶身的横截面线切割成试块，各

截面观察位置如图 1 箭头所示，对试块进行磨抛制

备金相试样。同样叶身截面和榫头截面也采用相

同方法制备试样，其中叶身截面选取 P2 截面位置，

榫头截面选取位置如图 1 所示。采用 100 mL H2O
+ 80 mL HCl + 25 g CuSO4 + 5 mL H2SO4 配制的化

学浸蚀剂腐蚀试块横截面。采用 S4800 扫描显微

镜对试块显微组织进行观察。采用冶金分析软件

Image  Pro  Plus 对 试 样 的 γ ′相 多 尺 寸 分 布 进 行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枝晶干和枝晶间的 γ′相组织演化

典型截面位置枝晶干区域的铸态和热处理态

γ′相组织分别如图 2 和图 3 所示。可以看出，典型

截面位置经过真空热处理从铸态转为热处理态后，

枝晶干区域的 γ′相得到细化。各典型截面位置枝

晶干区域的铸态和热处理态 γ ′相的平均尺寸如

表 2 所示，铸态和热处理态 γ′相各截面总体平均尺

寸分别为 0.43 μm 和 0.36 μm。同样，典型截面位

置枝晶间区域的铸态和热处理态 γ′相也存在很大

差异，详见图 4 和图 5。各典型截面位置枝晶间区

域的铸态和热处理态 γ′相的平均尺寸见表 2，铸态

和 热 处 理 态 γ ′相 各 截 面 总 体 平 均 尺 寸 分 别 为

1.06 μm 和 0.42 μm。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典型截

面位置从铸态转为热处理态后，与枝晶干相比，枝

晶间的 γ′相尺寸细化更为明显。

1 μm1 μm 1 μm1 μm 1 μm1 μm

(a) (b) (c)

 

图 2    典型截面位置枝晶干区域的铸态 γ′相组织　（a）截面位置 1；（b）截面位置 2；（c）截面位置 3
Fig. 2    Microstructures of as-cast（AC）γ′ phase in DC regions of typical sectional positions　（a）P1；（b）P2；（c）P3

第 6 期 DD6 单晶叶片的 γ′相演化 9



另外，从图 2 和图 4 可以看出，各典型截面位

置枝晶干和枝晶间区域的铸态 γ′相尺寸随着截面

位置 P1 至 P3 的顺序趋于减少。

热处理后枝晶干和枝晶间 γ′相细化程度的差

异实际上是受到多组分偏析和元素扩散影响的结

果。由于定向凝固过程的枝晶生长会发生溶质再

分配，一些元素（Co、W、Re）会偏析到枝晶干区域，

而 γ′相形成元素 Al 和 Ta 倾向于在最后凝固的枝

晶间区域的残余液相中富集[20-23]。而且，在传统的

Bridgman 定向凝固条件下，较低的冷却速率进一步

加剧了枝晶干和枝晶间区域的微观偏析程度 [24]。

铸态 γ′相析出后长大和粗化取决于 γ′相形成元素

Al 和 Ta 的含量。因此，铸态 γ′相析出在枝晶间区

域的尺寸大于枝晶干区域的尺寸。热处理会使铸

态组织中 γ′相回溶，然后再次析出，这时在铸态条

件下偏析元素经过充分的热扩散，偏析程度越大改

善越明显，γ/γ′相共格组织更接近于热力学相平衡

状态，γ′相尺寸得到进一步细化，并且立方化程度提

高。由于铸态 γ′相形成元素在枝晶间区域富集，偏

析严重，增大铸态 γ′相尺寸，所以热处理后，与枝晶

干相比，枝晶间区 γ′相细化程度更大，如图 6 所示。

典型截面位置（P1-P3）的枝晶干（图 6（a））和

表 2    典型截面位置（P1～P3）在枝晶干和枝晶间区域的

铸态和热处理态 γ′相平均尺寸

Table 2    Average sizes  of  as-cast  and heat-treated γ ′  phase in
DC and ID regions of typical sectional positions（P1-
P3）

Position

dmean /μm

As-cast Heat-treated

DC regions ID regions DC regions ID regions

P1 0.46 1.26 0.35 0.40

P2 0.45 1.11 0.31 0.44

P3 0.38 0.80 0.41 0.42

1 μm1 μm 1 μm1 μm 1 μm1 μm

(a) (b) (c)

 

图 3    典型截面位置枝晶干区域的热处理态 γ′相组织　（a）截面位置 1；（b）截面位置 2；（c）截面位置 3
Fig. 3    Microstructures of heat-treated（HT）γ′ phase in DC regions of typical sectional positions　（a）P1；（b）P2；（c）P3

1 μm1 μm 1 μm1 μm 1 μm1 μm

(a) (b) (c)

 

图 4    典型截面位置枝晶间区域的铸态 γ′相组织　（a）截面位置 1；（b）截面位置 2；（c）截面位置 3
Fig. 4    Microstructures of as-cast γ′ phase in ID regions of typical sectional positions　（a）P1；（b）P2；（c）P3

1 μm1 μm 1 μm1 μm 1 μm1 μm

(a) (b) (c)

 

图 5    典型截面位置枝晶间区域的热处理态 γ′相组织　（a）截面位置 1；（b）截面位置 2；（c）截面位置 3
Fig. 5    Microstructures of heat-treated γ′ phase in ID regions of typical sectional positions　（a）P1；（b）P2；（c）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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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晶间（图 6（b））区域的铸态和热处理态 γ′相的尺

寸分布如图 7和图 8 所示。可以看出，各截面枝晶

干和枝晶间区域的铸态和热处理态 γ′相的尺寸均

遵循正态分布规律。热处理后，各截面枝晶间和枝

晶干区域的 γ′相尺寸趋于一致，γ′相尺寸集中度提

高，分散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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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典型截面位置（P1-P3）铸态 γ′相的尺寸分布　（a）枝晶干；（b）枝晶间

Fig. 7    Size distribution of as-cast γ′ phase in typical sectional positions（P1-P3）　（a）DC；（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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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典型截面位置（P1-P3）热处理态 γ′相的尺寸分布　（a）枝晶干；（b）枝晶间

Fig. 8    Size distribution of heat-treated γ′ phase in typical sectional positions（P1-P3）　（a）DC；（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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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和动力学因素有关。热处理制度中的固溶处

理会使铸态组织中的 γ ′相完全回溶到 γ 相基体

中，同样 γ′相形成元素也回到 γ 相基体中。这样

固溶处理起到了均匀化的作用。固溶处理后快速

冷却会提高过冷度，使得温度快速下降至 γ′相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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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枝晶干和枝晶间的 γ′相析出尺寸已开始趋于一

致。但快速冷却降低了 γ ′相形成元素的扩散速

率，从而限制了 γ′相的长大。因此热处理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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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典型截面位置（P1~P3）γ′相从铸态到热处理态的尺寸变化　（a）枝晶干；（b）枝晶间

Fig. 6    Size changes of γ′ phase from as-cast to heat-treated state in typical sectional positions（P1-P3）　（a）DC；（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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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 散 到 γ ′析 出 相 ， 这 样 γ ′析 出 相 逐 渐 长 大 。 当

γ 相基体中剩余的过饱和度几乎被 γ′相长大耗尽

后，γ′相粗化过程开始主导 γ′相的尺寸分布。在

γ′相粗化阶段，为了减少细小 γ′相析出颗粒周围较

高的 γ′/γ 相界面能，较大的 γ′相析出颗粒会以吞

并周围较小颗粒的方式进一步粗化。最终，枝晶

干和枝晶间的 γ′相尺寸分散度变小，尺寸分布更

集中，如图 6 所示。

2.2    热处理态叶片典型截面 γ′相尺寸

热处理态叶片叶身截面和榫头截面位置如图 1
所示。其中，叶身截面包含前缘、中部和尾缘，其显

微组织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榫头截面中部显微组

织如图 11 所示。可以看出，叶身截面各位置枝晶

干 γ′相尺寸小于枝晶间 γ′相尺寸，并且与枝晶间相

比，枝晶干 γ′相尺寸分散度小，尺寸分布集中，如

图 12 所示。同样，榫头截面中部位置枝晶干和枝

晶间的 γ′相尺寸和分布规律与叶身截面相同，如

图 13 所示。另外，从图 9 和图 10 可以看到，叶身

截面中部位置 γ′相尺寸大于前缘和尾缘 γ′相尺寸，

并且与图 11 对比后，可以发现热处理态叶片叶身

截面 γ′相尺寸小于榫头截面 γ′相尺寸。综上所述，

叶片尺寸厚大部位热处理后 γ′相尺寸小于细薄部

位。这是由于单晶叶片热处理冷却过程采用气淬

工艺，在相同的冷却环境下，与细薄部位相比，厚大

部位冷却速率相对较低，这种条件下 γ′相长大和粗

化过程时间相对较长，更有利于 γ′相形成元素从

γ 相基体中扩散到 γ′析出相，最终经过更充分的扩

散，γ′相尺寸增大。

1 μm1 μm 1 μm1 μm 1 μm1 μm

(a) (b) (c)

 

图 9    叶身截面位置枝晶干区域的 γ′相组织　（a）前缘；（b）中部；（c）尾缘

Fig. 9    Microstructures  of  γ ′  phase  in  DC  regions  of  blade  body  section　 （ a） leading  edge（LE） ； （ b） central  section（CS） ；
（c）trailing edge（TE）

1 μm1 μm 1 μm1 μm 1 μm1 μm

(a) (b) (c)

 

图 10    叶身截面位置枝晶间区域的 γ′相组织　（a）前缘；（b）中部；（c）尾缘

Fig. 10    Microstructures of γ′ phase in ID regions of blade body section　（a）LE；（b）CS；（c）TE

1 μm1 μm 1 μm1 μm

(a) (b)

 

图 11    榫头截面位置 γ′相组织　（a）枝晶干；（b）枝晶间

Fig. 11    Microstructures of γ′ phase in regions of tenon section　（a）DC；（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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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与铸态组织相比，热处理态叶片各典型截

面枝晶间区域的 γ′相尺寸显著细化，并且枝晶间和

枝晶干区域的 γ′相尺寸趋于一致，分散度减小，γ′相
立方化程度提高。

（2）叶片各截面枝晶干和枝晶间区域的铸态和

热处理态 γ′相的尺寸均遵循正态分布规律。

（3）热处理态叶片叶身截面 γ′相尺寸小于榫头

截面，叶身截面中部位置 γ′相尺寸大于前缘和尾缘

γ′相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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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叶身截面位置 γ′相尺寸分布　（a）枝晶干；（b）枝晶间

Fig. 12    Size distribution of γ′ phase in regions of blade body section　（a）DC；（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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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榫头截面位置 γ′相尺寸分布　（a）枝晶干；（b）枝晶间

Fig. 13    Size  distribution  of  γ ′  phase  in  regions  of  tenon
section　（a）DC；（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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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γ′ phase in DD6 single crystal turbine blade

XUE Yanpeng1,2,    YANG Liang1,2,    YU Jian1,2,    LIU Shizhong1,2,    LI Jiarong1,2

（ 1.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dvanced  High

Temperature Structural Materials Laboratory，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rule of γ′ phase in typical cross sections of DD6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turbine blade was investigated

experimentally  by  S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ing  with  the  as-cast  microstructures,  the  γ ′  phase  sizes  of  typical  cross

sections in the interdendrite regions of the heat-treated turbine blade are obviously refined, the γ′ phase sizes of the interdendritic

(ID) region and dendritic core (DC) tended to be the same, and the γ′ phase size dispersion tended to decrease, the γ′ phases cubed

degree increased. The sizes of as-cast and heat-treated γ′ phase in the dendrite core and interdendritic region of each cross section

of the blade follow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law. The size of γ′ phase in the section of the heat-treated blade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tenon, and the size of the γ′ phase in the middle of the section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leading edge and trailing edge.

Key words:   Ni-based superalloy；DD6；single crystal turbine blade；γ′ phase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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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SiC基体改性 C/SiC复合材料的
微观结构与强韧性

孟志新
1,2,    周影影

1,    张    毅2,    鲁媛媛
1,    成来飞

2

（1．西安航空学院 材料工程学院，西安 710077；2．西北工业大学 超高温结构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72）

摘要：采用先驱体浸渍裂解（PIP）和化学气相浸渗（CVI）相结合的方法对纤维束复合材料 C/SiC 进行基体改性。观

察 PIP 制备的 SiC 基体（PIP-SiC）的微观结构以及改性前后复合材料的断口形貌，同时测试改性前后复合材料的拉

伸性能。结果表明：PIP-SiC 基体改性改善了 C/SiC 中纤维与基体之间的模量匹配，并且有效地改善了复合材料的

强韧性以及强韧性的稳定性。改性 C/SiC 的拉伸强度比未改性 C/SiC 的略有升高，其 Weibull 模数、伸长率和断裂

功分别比未改性 C/SiC 的提高 22%、28%和 20%；同时，其拉伸强度、伸长率和断裂功的变异系数（CV）分别比未改

性 C/SiC 的降低 15%、12%和 5%。

关键词：C/SiC 复合材料；先驱体浸渍裂解；基体改性；强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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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工程化的不断

推 进 ， 连 续 碳 纤 维 增 韧 碳 化 硅 陶 瓷 基 复 合 材 料

（C/SiC）作为新一代热结构材料在航空发动机[1-3]、

航天发动机[1，4-6]、飞行器热防护系统[1，5，7]、卫星轻

质结构件 [1]、高性能刹车系统 [7-8]、能源 [3，7] 等多个

领域得到应用。由于 C/SiC 复合材料构件在不同

领域的服役环境各不相同，对其强韧性提出不同的

需求。因此，如何根据服役环境对 C/SiC 复合材料

强韧性的要求进行材料设计和制备成为重大难题。

基体作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微结构单元，对强

韧性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有关基体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抗氧化 [9-12] 和抗烧蚀等方面 [13-16]。然

而，在复合材料中，基体与纤维的模量匹配程度是

决定复合材料强韧性及其失效模式的关键因素之

一。研究表明[17-18]，只有当基体模量低于纤维模量

时，纤维才能起到增韧补强的作用。然而，SiC 基

体的模量一般均高于 C 纤维的模量，这使得 C 纤

维对 C/SiC 复合材料增韧补强的作用不能充分发

挥，甚至还会降低复合材料的强韧性。因此，通过

适当弱化基体，提高基体与纤维模量匹配程度的方

法改善复合材料强韧性受到广泛关注。

在弱化基体的研究中，一方面是在 C/SiC 复合

材料的基体中引入具有“力学熔断器”作用的第

二相作为功能层，与 SiC 基体形成多层基体。如采

用 BxC1-x 和热解炭（PyC）与 SiC 构成多层基体[19-22]。

这样的多层基体可以较好地调整纤维与基体之间

的模量失配和热膨胀失配，并可优化各基体层之间

的载荷传递，从而使应力可较好地分布并使裂纹在

基体中发生多次偏转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扩展，较单

层基体消耗更多的能量。弱化基体研究的另一方

面是在 C/SiC 复合材料的基体中引入韧化相。Fan
等[23-24] 在 C/SiC 和 C/（C-SiC）复合材料中引入韧化

相 Ti3SiC2 对基体进行改性。Ti3SiC2 不仅具有高

的损伤容限和丰富的增韧机制，同时由于其模量低

于 SiC，降低了基体模量，从而改性复合材料的强

韧性得到改善。研究表明，非晶态物质的模量低于

晶态物质的模量[25]；而采用 PIP 方法可以得到非晶

态的 SiC[26-28]。因此，采用 PIP 制备 SiC 基体（PIP-
SiC）的方法对纤维束复合材料 C/SiC 进行基体改

性，以改善 C 纤维与基体之间模量的匹配程度，从

而改善复合材料的强韧性。

本研究采用 PIP 和 CVI 相结合的方法制备纤

维束复合材料 C/SiC，研究复合材料的宏观力学行

为，并结合微观结构分析，探讨 PIP-SiC 基体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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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C/SiC 复合材料强韧性的影响。

1    实验

1.1    复合材料制备

本研究所用纤维为日本东丽公司生产的 1k
T-300 C 纤维，所用聚合物先驱体为厦门大学提供

的液态超支化聚碳硅烷（HBPCS），复合材料的制备

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见，未改性纤维束

复合材料 C/SiC 的基体采用 CVI 制备，PIP-SiC 基

体 改 性 纤 维 束 复 合 材 料 C/SiC 的 基 体 先 采 用

PIP 制备然后再采用 CVI 制备。同时，将未改性和

改性纤维束复合材料分别标注为 Mini-C/SiC-A 和
Mini-C/SiC-B。纤维预制体的制备工艺如下：将纤

维束均匀地缠绕在石墨框上，缠绕力度要适中以保

证纤维束处于拉紧状态，而又不造成部分纤维的断

裂或新的损伤。其中，石墨框由直径为 10 mm 的

高纯石墨制成，其长度和宽度分别为 100 mm 和

70 mm。PyC 界面层的制备工艺如下：将纤维预制

体放置于化学气相沉积（CVD）反应炉内在 C 纤维

表 面 沉 积 PyC。 其 中 ， 先 驱 体 源 物 质 为 丙 烯

（C3H6），氩气（Ar）为稀释气体，沉积温度为 900 ℃。

然 后 ， 将 沉 积 有 PyC 界 面 层 的 C 纤 维 预 制 体 在

1800 ℃ 的 Ar 气气氛中热处理 1h。PIP-SiC 基体的

制备工艺如下[26]：首先将 HBPCS 涂刷在热处理的

纤维预制体表面；然后将其置于交联裂解炉中进行

裂解。其中，升温前抽真空置换高纯 Ar 气三次；接

着以0.5～2 ℃/min 的升温速率升温至170 ℃ 并保温6 h，

该阶段为固化过程；然后以同样的升温速率升温至

900 ℃，该阶段为裂解过程；接着保温 2 h，然后随

炉降温至室温。采用 CVI 制备 SiC 基体（CVI-SiC）

的工艺如下：将热处理的纤维预制体或采用 PIP 制

备 SiC 基体的纤维预制体放置于 CVI 反应炉内浸

渗 SiC 基体。其中，先驱体源物质为三氯甲基硅烷

（CH3SiCl3，MTS） ， 稀 释 气 体 为 Ar， 载 气 为 氢 气

（H2），H2 与MTS 摩尔比为 10∶1，浸渗温度为 1150 ℃。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Mini-C/SiC-A 和 Mini-C/SiC-
B 复合材料 PyC 界面层和 CVI-SiC 基体的制备工

艺参数完全相同。
 

1k carbon

fiber bundle

preform

Deposition of PyC

interface layer and heat

treatment at 1800 °C in

Ar atmosphere for 1 hour

Unmodification

PIP-SiC matrix modification

Preparation of SiC matrix by CVI

Preparation SiC matrix by PIP and CVI

 

图 1    改性与未改性 Mini-C/SiC 的制备工艺流程图

Fig. 1    Fabrication process flow chart of modified and unmodified Mini-C/SiC composites
 

1.2    力学性能测试及显微结构分析

纤维束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参照美国标准

ASTM D 3379-75 和日本工业标准 JISR7601-1980
在室温条件下进行测试。测试设备为 Instron 3345
型电子万能试验机。拉伸加载速率为 0.2 mm/min，

拉伸标距为 50 mm，每种材料的测试数量为 20。采

用 JSM-670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试样的

微观结构及断口形貌。

2    结果与讨论

2.1    微观结构

沉积有 PyC 界面层的 C 纤维束在采用 PIP 制

备 SiC 基体前后的显微结构如图 2 所示。由图 2（a）
可以看到，沉积有 PyC 界面层的 C 纤维束表面光

滑，并且纤维排列规则而有序。由图 2（b）可以看

到，HBPCS 固化裂解后的陶瓷产物龟裂成大小不

一的方块，并且这些陶瓷方块儿将相邻的纤维连接

在一起。陶瓷产物发生龟裂的主要原因是，HBPCS
在裂解过程中有大量小分子逸出，使得生成的陶瓷

产物产生较大的体积收缩。

2.2    力学性能与断裂行为

改性前后 C 纤维束复合材料的拉伸性能和

Weibull 强度分布统计量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以

得出，Mini-C/SiC-B 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比 Mini-
C/SiC-A 复合材料的略有升高，且其 Weibull 模数、

伸长率和断裂功分别比 Mini-C/SiC-A 复合材料的

提高 22%、28%和 20%。同时，Mini-C/SiC-B 复合

材料拉伸强度、伸长率和断裂功的变异系数（CV）

分别比 Mini-C/SiC-A 复合材料的降低 15%、12%
和 5%。由此可见，PIP-SiC 基体改性改善了 C/SiC
复合材料的强韧性以及强韧性的稳定性。

改性前后复合材料典型的拉伸应力-位移曲线

如 图 3 所 示 。 为 了 分 析 曲 线 之 间 的 差 异 ， 特 将

Mini-C/SiC-B 复合材料的应力-位移曲线向右平移

0.05 mm。由图 3 可见，这两种复合材料的拉伸曲

第 6 期 PIP-SiC 基体改性 C/SiC 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与强韧性 17



线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在每个阶段具有相似的变

形行为。第一阶段为加载初期，该阶段主要表现为

拉伸曲线存在左尾迹。左尾迹的存在，一方面是由

于试验机夹头与试样相对滑移造成的，另一方面是

由于加载初期试样本身调整以达到均匀承载而造

成的。随着加载的进行，复合材料结束左尾迹便进

入第二阶段的变形。该阶段为伪线性变形阶段，拉

伸 曲 线 的 斜 率 发 生 微 小 波 动 。Mini-C/SiC-A 和
Mini-C/SiC-B 复合材料分别在约 210 MPa 和 190 MPa
时开始第三阶段的变形。复合材料在该阶段发生

非线性变形，基体产生新的裂纹，并且裂纹随着载

荷的增加而增殖。当基体裂纹达到饱和状态时，外

加载荷开始转移到未断的纤维上，复合材料便进入

第四阶段的变形。由图 3 可以看到，Mini-C/SiC-A
复合材料对应的基体裂纹饱和应力约为 300 MPa，
Mini-C/SiC-B 复合材料对应的基体裂纹饱和应力

约为 350 MPa。可见，PIP-SiC 基体改性提高 C/SiC
复合材料的损伤容限。第四阶段是一个伪线性硬

化阶段，当应力达到最大值时，复合材料均发生断裂。

改性前后复合材料的拉伸断口形貌如图 4 所

示。由图 4 可见，Mini-C/SiC-A 复合材料的纤维主

要以纤维簇的形式拔出；而 Mini-C/SiC-B 复合材料

的纤维主要以纤维簇和纤维丝相结合的方式拔

出。由于纤维丝拔出比纤维簇拔出消耗的能量多，

所以 Mini-C/SiC-B 复合材料表现出的强韧性要优

于 Mini-C/SiC-A 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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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改性前后纤维束复合材料典型的拉伸应力-位移曲线
Fig. 3    Typical  tensile  stress-displacement  curves  of  the  fiber

bundle composites before and after modification process
 

2.3    强韧化机理

复合材料细观力学的研究表明[29]，复合材料受

力后，纤维与基体承担的载荷是按照其模量大小和

纤维体积分数分配的，即：

pf

pm
=

Ef

Em
·

Vf

1−Vf
(1)

pf pm

pf pm

式中： 和 分别为纤维和基体承担的载荷；Ef 和

Em 分别为纤维和基体的模量；Vf 为纤维的体积分

数。由式（1）可以得到，当 Vf 一定时， / 与 Ef/Em

成正比，即降低基体模量，可增加复合材料中纤维

承载的比例，从而提高复合材料的强度。

HBPCS 在 900 ℃ 裂解得到的是非晶态 SiC[26-28]，

采用 CVI 得到的是晶态 SiC[3，30]，而非晶态物质的

表 1    改性前后 C纤维束复合材料的拉伸性能和Weibull参数

Table 1    Tensile properties and Weibull parameters of the carbon fiber bundle composites before and after modification process

Material
Tensile strength Weibull parameters Elongation percentage Tensile fracture work

σ/MPa CV/% m σ0/MPa ε/% CV/% W/（MJ•m−3） CV/%

Mini-C/SiC-A 562.26 18.14 6.40 603.80 0.93 17.71 2.67 30.03

Mini-C/SiC-B 562.76 15.45 7.83 597.97 1.19 15.54 3.21 28.60

50 μm50 μm50 μm50 μm

(a) (b)

 

图 2    沉积有 PyC 界面层的 C 纤维束在进行 PIP 工艺前后的显微结构　（a）PIP 工艺前；（b）PIP 工艺后

Fig. 2    Microstructures of the carbon fiber bundles deposited with PyC interface layer　（a）before PIP process;（b）after PIP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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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量低于晶态物质的模量[25]，所以 PIP-SiC 基体改

性降低了基体的模量 Em，增大了 Ef/Em 的比值，从

而改性后复合材料的强度将得到提高。然而由表 1
可知，改性后 Mini-C/SiC-B 复合材料的强度提高较

小 。 由 复 合 材 料 的 制 备 工 艺 可 知 （ 图 1） ，Mini-
C/SiC-B 复合材料比 Mini-C/SiC-A 复合材料的基

体制备工艺多了一个 PIP 环节，而这两种复合材料

采用 CVI 制备 SiC 基体的工艺参数完全相同，所以

导致 Mini-C/SiC-B 复合材料中 C 纤维的体积分数

小于 Mini-C/SiC-A 复合材料。经测量可得，Mini-
C/SiC-B 复合材料中 C 纤维的体积分数约为 40%，

Mini-C/SiC-A 复合材料中 C 纤维的体积分数约为

44%。因此，虽然改性后 Mini-C/SiC-B 复合材料的

Ef/Em 得到了增大，但其 C 纤维体积分数发生降低，

所以其强度较 Mini-C/SiC-A 复合材料的强度提高

较小。

图 5 是 由 PIP-SiC 基 体 改 性 Mini-C/SiC-B 复

合材料横截面抽象出的示意图。图 5 中黑色实心

圆代表 C 纤维，黑色实心圆周围浅灰色的部分代表

由 PIP 制备的 SiC 基体，外围深灰色的部分代表由

CVI 制 备 的 SiC 基 体 。 因 此 ， 以 基 体 改 性 Mini-
C/SiC-B 复合材料中心为起点，基体模量沿复合材

料的径向呈现出递增趋势，复合材料中心部位为基

体的低模量区，复合材料表面部位为基体的高模量

区。研究表明，基体模量高的区域，裂纹在该区域

的扩展阻力大但扩展速率快；基体模量低的区域，

裂纹在该区域的扩展阻力小但扩展速率慢[31]。PIP-
SiC 基体改性使得复合材料基体模量的区域分布更

为明显，复合材料表面的基体模量高于复合材料内

部的基体模量，提高了裂纹扩展阻力，降低了裂纹

扩展速率。

C/SiC 复合材料中纤维与基体之间存在热失

配，由制备温度冷却到室温时，热失配使得材料内

部产生残余热应力 [3, 32-33]。Kuntz 等 [33] 根据 Lamé
算法计算陶瓷基复合材料中沿纤维径向残余热应

力的分布，见式（2）和式（3）：

实心圆柱体：

σr = A (2)

空心圆柱体：

σr = A−B/r2 (3)

式中：σr 为残余热应力；A、B 为常数，由边界条件确

定；r 为距离基体边缘的距离。该计算结果表明，纤

维内部的 σr 与 r 无关，为常数 A；而基体内的 σr 与

r2 成反比。由此可知，基体改性 Mini-C/SiC-B 复合

材料基体内残余热应力 σr 随着基体与纤维轴向之

间距离 r 的增大而减小，即以复合材料中心纤维为

起点，基体内残余热应力 σr 沿复合材料的径向呈现

出递减趋势。由前面分析可知，基体改性 Mini-
C/SiC-B 复合材料的基体模量沿复合材料径向呈现

递增趋势。因此，靠近纤维的基体模量梯度与残余

热应力梯度相互抵消，抑制裂纹的扩展，增加裂纹

扩展中消耗的能量。

150 μm150 μm 150 μm150 μm

(a) (b)

 

图 4    改性前后纤维束复合材料的拉伸断口形貌　（a）Mini-C/SiC-A；（b）Mini-C/SiC-B
Fig. 4    Tensile fracture morphologies of fiber bundle composites before and after modification process　

（a）Mini-C/SiC-A; （b）Mini-C/SiC-B

Matrix modulusMatrix modulus

High Low

Fiber

Matrix

 

图 5    PIP-SiC 基体改性 Mini-C/SiC-B 复合材料横截面的示
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cross  section  of  Mini-C/SiC-B
composite modified by PIP-SiC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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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PIP-SiC 基体改性改善了 C/SiC 复

合材料中纤维与基体之间的模量匹配程度，使得改

性后 C/SiC 复合材料的强韧性得以提高。

3    结论

（1）PIP-SiC 基体改性改善了 C/SiC 纤维与基

体之间的模量匹配，从而提高复合材料的强韧性以

及强韧性的稳定性。

（2）改性 C/SiC 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比未改性

C/SiC 复合材料的略有升高；且其 Weibull 模数、伸

长率和断裂功分别比未改性 C/SiC 复合材料的提

高 22%、28%和 20%。

（3）PIP-SiC 基体改性 C/SiC 复合材料的强韧

化机理是：基体模量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纤

维的承载比例；复合材料表面的基体模量高于复合

材料内部的基体模量，提高了裂纹扩展阻力，降低

了裂纹扩展速率；靠近纤维的基体模量梯度与残余

热应力梯度相互抵消，抑制了裂纹扩展，增加了裂

纹扩展所消耗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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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strength and toughness of C/SiC composite
modified by PIP-SiC matrix

MENG Zhixin1,2,    ZHOU Yingying1,    Zhang Yi2,    LU Yuanyuan1,    CHENG Laifei2

（ 1.  School  of  Material  Engineering， Xi ’an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Xi ’an  710077， China；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rmostructure Composite Materials Laboratory，Northwest Polytechnic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     The  matrix  of  fiber  bundle  composite  C/SiC  was  modified  by  the  combination  means  of  precursor  infiltration  and

pyrolysis (PIP) and chemical vapor infiltration (CVI). The microstructure of SiC matrix fabricated by PIP (PIP-SiC), and the fracture

morphologies of the unmodified and modified composites were observed. Meanwhile, the tensile properties of the unmodified and

modified composites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PIP-SiC matrix modification improves the modulus matching between the

fiber and matrix of C/SiC composite, 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strength, toughness and stability of C/SiC composite.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modified C/SiC composite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nmodified C/SiC composite. Furthermore, the Weibull modulus,

elongation  and  fracture  work  of  modified  C/SiC  composite  are  22%,  28%  and  20%  higher  than  those  of  unmodified  C/SiC

composite,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CV)  of  tensile  strength,  elongation  and  fracture  work  of  modified

C/SiC composite is 15%, 12% and 5% lower than that of unmodified C/SiC composite.

Key words:   C/SiC composite；precursor infiltration and pyrolysis；matrix modification；strength and toughness

（责任编辑：曹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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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参数对等离子喷涂Mo/8YSZ功能梯度
热障涂层残余应力的影响

庞    铭,    张啸寒

（中国民航大学 机场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为了突破传统 Mo/8YSZ 双层热障涂层高温易剥落的技术瓶颈，利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建立等离子喷涂

Mo/8YSZ 功能梯度热障涂层的数值模型，考虑材料热物性参数随温度的变化情况，研究基体、黏结层及陶瓷层的厚

度参数对涂层残余应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喷涂构件的最大径向残余拉应力和最大径向残

余压应力均减小；随着黏结层、过渡层和陶瓷层厚度的增加，最大径向残余拉应力增大，最大径向残余压应力减小；

残余压应力为轴向的主要残余应力形式，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最大轴向残余压应力减小，随着黏结层或过渡层厚

度的增加，最大轴向残余压应力增大，然而陶瓷层厚度的变化对最大轴向残余压应力的影响并不明显；改变黏结层

厚度对基体与涂层界面残余压应力的影响更为明显；基体的厚度在一定范围内对基体与涂层界面残余应力有影

响，当基体厚度增加至 12 mm 时，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径向残余应力变化不明显；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应力突变

点及应力形式的转变点逐渐过渡到基体与涂层交界边缘的上方区域，随着黏结层、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的增加，应

力突变点及应力形式的转变点逐渐过渡到基体与涂层交界中心的下方区域。通过设计功能梯度热障涂层，并调控

热障涂层系统的结构参数，可进一步减小喷涂构件的残余应力和应力突变情况，提升基体与涂层的结合强度。

关键词：等离子喷涂；功能梯度热障涂层；结构参数；热力耦合；数值模拟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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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应航天动力高速化、轻量化的发展趋

势，新型航天动力的热端部件选用 7A04 轻质高强

铝合金，这种材料具备塑性好、比强度高、耐蚀性

能佳等多方面的优势特征[1-4]，但铝合金材料的热强

度低，无法承受高温热流的往复冲击，这也成为限

制其在航天系统内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借助干

冰微束、压缩空气及循环水等方式进行制冷作业

时，一方面制冷效率较低，另一方面还会增加额外

的制冷作业空间，与紧凑型动力的发展理念相悖。

通过提升材料自表面热阻值的方式可实现良好的

热防护效果，目前可通过激光熔覆及等离子喷涂等

工艺在待防护的基体表面制备拥有高热阻值的热

防护材料，但激光在熔覆作业过程中，易导致涂层

与基材产生大范围的冶金结合，这势必会影响基体

材料固有的优良力学性能。等离子喷涂是一种借

助高温高速等离子射流在基体表面沉积热防护涂

层的工艺，高速飞行的粉末粒子与基体的结合方式

以机械结合为主，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基体材料的优

良特性。但相比于冶金结合，机械结合会降低涂层

与基材的结合强度，而采用功能梯度热障涂层可实

现金属和陶瓷组元在涂层厚度方向热物理性能的

连续平滑过渡，缓和由于材料热物性参数的失配诱

发的过大热应力，提升涂层与基材的结合强度。

残余应力是影响涂层与基材结合强度的重要

因素之一，在残余应力的作用下涂层内部或涂层与

基材结合面易萌生微裂纹，随着裂纹扩展，易造成

涂层的剥离。结构参数是影响涂层系统残余应力

大小及分布的重要参数之一，相比于传统的双层热

障涂层，功能梯度热防涂层的结构参数设计调配更

为复杂，这是由于一种成分配比的涂层结构参数变

化就会影响整个涂层系统的残余应力分布。采用

实验法进行涂层制备并开展残余应力测试的研究

方法，势必会存在耗时、耗能及耗材等弊端[5-6]，因

收稿日期：2019-05-09；修订日期：2019-08-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U1633111，51206179）；中央

高 校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项 目 中 国 民 航 大 学 专 项 资 助

（3122018D020）；中国民航大学蓝天青年科研资金资助项

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1909）

通讯作者：庞铭（1980—），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结构强

度评估、材料表面改性与再制造技术的研究，E-mail：pangming
1980@126.com。

2020 年 第 40 卷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2020，Vol. 40

第 6 期 第 23 – 32 页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No.6    pp.23 – 32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065


此在进行涂层系统的预研时，不会直接开展大规模

的实验研究，而是借助有限元软件进行前期的论证

及研究工作。文政颖等[7] 基于有限元的思想，通过

建立等离子喷涂 Sm2Ce2O7/YSZ 热障涂层的数值

模型，研究了 YSZ（氧化钇部分稳定氧化锆）层厚度

对涂层系统热应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将 YSZ 层的

厚度控制在 0.3 mm 时，涂层系统的热应力最小。

王鲁等[8] 借助仿真商业软件系统地分析了等离子

喷涂制备氧化锆陶瓷涂层时，陶瓷层厚度参数对涂

层系统残余应力的影响。郭崇波[9] 利用数值模拟

软件研究了超音速火焰喷涂工艺制备 Fe41Co7Mo14
C15B6Y2 涂层，发现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加在涂层边

缘处将出现应力集中。田甜[10] 通过数值模拟软件

研究了等离子喷涂制备热防护涂层时，陶瓷层厚度

对涂层系统残余应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当陶瓷层

厚度逐渐增大时，最大轴向压应力呈先增大后减小

的变化趋势，径向拉应力与剪切应力呈逐渐增大的

变化趋势。张红松等[11] 利用仿真软件研究了 2Cr13
钢表面等离子喷涂 Sm2Zr2O7 涂层，不同基体厚度

对试样残余应力的影响规律，发现基体厚度不是影

响 Sm2Zr2O7 系热障涂层残余应力的主要因素。赵

让乾等 [12] 通过数值模拟研究揭示了涂层厚度对

Sm2Ce2O7/YSZ 涂层系统热应力的影响规律，随着

涂层厚度增加，涂层系统的残余应力和冲击应力降

低。罗瑞强[13] 借助数值模拟软件研究了氧化锆涂

层厚度对涂层系统残余应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涂

层厚度参数越大，径向压应力越小，涂层边缘剪切

拉应力和边缘轴向压应力越大。Abbas 等[14] 经有

限元计算发现，相比于单一的陶瓷涂层系统（LaTi2
Al9O19） ， 双 陶 瓷 层 热 障 涂 层 系 统 （YSZ/LaTi2Al9
O19）的残余应力减小了近 120 MPa。  Khor 等 [15]

通过构建等离子喷涂 ZrO2/NiCoCrAlY 功能梯度热

障涂层的数值模型并计算分析发现，通过增大涂层

的厚度参数可以进一步减小涂层系统的残余应力

值。综合上述文献报道可知，现阶段针对结构参数

对涂层系统残余应力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传统的

双层结构的热障涂层，仍缺乏针对结构参数对铝合

金基材表面等离子喷涂 Mo/8YSZ 功能梯度热障涂

层残余应力影响的系统性研究。

本工作基于 ANSYS 数值模拟软件，通过构建

铝合金基材表面等离子喷涂 Mo/8YSZ 功能梯度热

障涂层的数值模型，揭示基材、黏结层、过渡层和

陶瓷层的厚度参数对涂层系统残余应力的影响规律。

1    数值模型的构建

1.1    物理模型

图 1 给出了等离子喷涂功能梯度热障涂层的

物理模型，基体与涂层均为直径 20 mm 的圆柱体，

其中基体厚度为 a mm，涂层厚度为 b mm，在仿真

计算时，通过设定 a 与 b 的数值，实现喷涂构件结

构参数的调控。由于圆柱体模型底面圆半径及基

Axis of symmetry Y

C

BA

D X
10 mm

a
 m

m
b

 m
m

Al alloy (7A04)

Mo

75% Mo-25% 8YSZ

50% Mo-50% 8YSZ

25% Mo-75% 8YSZ

8YSZ

O

 

图 1    物理模型

Fig. 1    Phys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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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厚度大于涂层系统的厚度，因此将基体表面等离

子喷涂功能梯度热障涂层的问题简化为平面应变

问题[7]，如图 1 所示，选取 1/2 纵截面进行平面建模

分析。基体材料为 7A04 铝合金；黏结层材料为纯

钼（Mo）金属；过渡层材料为 8%氧化钇部分稳定

氧 化 锆 （ 8YSZ） 与 Mo 按 75%Mo/25%8YSZ、 50%
Mo/50%8YSZ、25%Mo/75%8YSZ 的混合比自下而

上三层分布；陶瓷层材料为 8YSZ。其中 Mo 既表

现出优良的抗烧蚀性能，又具备优良的自黏结性

能[16]，用作黏结层能够实现涂层优良的抗拉性能；

8YSZ 具有高熔点、低导热及高硬度的特性 [17]，用

作陶瓷层能够实现涂层优良的抗烧蚀磨损性能。

涂层失效多发生在基体与黏结层的界面，为了便于

分析基体与黏结层界面及涂层边缘处残余应力的

数值大小及分布情况，以 mm 为坐标值单位，选取

点 A(0, a) 为起始点，点 B(10, a) 为终止点，起始点

定义线段 AB 为监测路径 Path 1，选取 C(10, a+b)
为起始点，点 D(10, 0) 为终止点，定义线段 CD 为

监测路径 Path 2。

1.2    有限元（FE）模型

图 2 给出了等离子喷涂制备功能梯度热障涂

层的有限元（FE）模型。如图 2 所示，由于存在多

种涂层组元，故在 FE 模型中，采用不同颜色的单

元 加 以 区 分 表 示 ， 在 ANSYS 仿 真 软 件 中 ， 选 用

PLANE13 四边形四节点热-力耦合线性 2D 单元，

建立基体表面等离子喷涂功能梯度热障涂层有限

元模型，在等离子喷涂过程中和喷涂结束后的冷却

过程中，由于不同涂层组元的界面及涂层与基材的

界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应力集中情况，因此为了获

得更真实的计算结果，需将这些区域的网格做加密

处理，网格尺寸为 25 μm，其他区域的网格无须加

密，网格尺寸为 0.2 mm。借助 ANSYS 仿真软件强

大的“生死单元”功能，将涂层设定为“死”单

元，基体设定为“活”单元，依据“增层模型”模

拟涂层单层沉积的过程，其中单层沉积的涂层厚度

为 50 μm。此外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在确保主要计

算对象的有效性外，需做出相关假设[18-19]：（1）喷枪

的有效喷涂区域覆盖喷涂构件上表面；（2）不同的

涂层组元及涂层与基材均结合紧密；（3）忽略涂层

内部的微孔隙及氧化带缺陷。

1.3    功能梯度热障涂层的残余应力构成

在等离子喷涂过程及喷涂结束后的冷却过程

中，由于温度的变化会引起喷涂构件内部热应力发

生改变，当材料承受的热应力超过其屈服极限时，

材料会产生塑性变形；当喷涂构件冷却至室温，产

生的塑性变形不能恢复时，便会产生残余应力。涂

层的残余应力对涂层的失效影响作用显著，冷却过

程中，由于喷涂构件各部分的冷却速率、温度梯

度、峰值温度和外在约束不同，因此势必会存在残

余应力[19]。

（1）热失配应力

在等离子喷涂过程及喷涂结束后的冷却过程

中，由于涂层与基材间以及先后沉积的涂层间均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温差及热失配，在两方面综合作用

下，导致喷涂构件残余应力的产生。热失配应力是

喷涂构件残余应力的主要应力形式，其本构关系式

见式（1）：

σtm =
Ec

1− ν∆α∆T (1)

式中：σtm 为热失配应力，MPa；Ec 为涂层的弹性模

量，MPa；ν 为涂层的泊松比；Δα 为基材与涂层的热

膨胀系数之差，10-6 ℃-1；ΔT 为高温到室温的温度

差，K。

（2）淬火应力

经高温等离子射流加热至熔融或半熔融状态

的粉末熔滴，高速撞击到基材或已沉积的涂层上表

面时，在温差作用下，熔滴冷凝收缩时，受到基材或

已沉积的涂层的约束，产生的由于淬火效应引起的

残余应力称之为淬火应力。淬火应力的本构关系

可由式（2）表示：

σq = αc (Tm−Ts) Ec (2)

式中：σq 为淬火应力，MPa；αc 为涂层的热膨胀系

数，10−6 ℃−1；Tm 为高温融滴温度，K；Ts 为基材温

度，K。

（3）相变应力

在等离子喷涂过程中，当温度超过涂层和基体

材料的相变点时，材料发生相变导致材料的密度、

 

图 2    功能梯度热障涂层有限元模型

Fig. 2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functional  gradient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第 6 期 结构参数对等离子喷涂 Mo/8YSZ 功能梯度热障涂层残余应力的影响 25



弹性模量等发生变化，从而产生相变应力。ZrO2 陶

瓷材料中添加 8% Y2O3 稳定剂，能够对 ZrO2 陶瓷

材料的相变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在等离子喷

涂以及冷却过程中，可不考虑功能梯度热障涂层的

相变应力。

Mo/8YSZ 热障涂层的总残余应力可表示为：

σ = σq+σtm (3)

式中：σ 为功能梯度热障涂层的总残余应力，MPa。
1.4    仿真计算的边界条件

（1）初始条件：对基材进行预热处理可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涂层的残余应力，工程上在进行等离子

喷涂的实操作业时，往往会对基材进行预热处理，

为了真实模拟喷涂作业前的预热处理，采用 APDL
命令流语言将基材的初始温度值设定为 100 ℃。

喷涂作业前，外界环境温度为 25 ℃，整个喷涂构件

处于无应力的初始状态，在等离子喷涂功能梯度热

障涂层的过程中，喷涂粉末始终处于 900 ℃[8] 的环

境中。

（2）热边界条件：试样模型的右端面及上端面

与外界环境进行对流换热，喷涂作业时加载的对流

换热系数大小为 30 W/（m2•℃），冷却过程中加载的

对流换热系大小数为 10 W/（m2•℃）[9]，模型左端面

及底面做绝热处理。在等离子喷涂作业中，当送粉

结束后，等离子弧并非立即熄灭，而是存在短暂

（约 6 s）的与喷涂构件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涂层上

表面加载热流密度大小为 6 × 105 W/m2[10] 的高温

载荷。

（3）力边界条件：由于圆柱体基材垂直放置于

工作平台表面，当取 1/2 圆柱体的纵截面构建平面

模型时，需将涂层与基材的左端面及底面节点固

定，限制其平面位移。

1.5    材料的热物性参数

喷涂构件各部分材料的热物性参数是温度的

函数，若只考虑单一温度下的热物性参数，在仿真

计算时，势必存在较大的计算误差，从而影响仿真

计算的准确性。基体材料的热物性参数来源于文

献 [20]～[21]，黏结层材料的热物性参数来源于文

献 [22]～ [23]， 陶 瓷 层 材 料 的 热 物 性 参 数 来 源

于 [24]～[26]。通过差值及外推的方法获取各材料

组元在未知温度下的热物性参数。其中功能梯度

热障涂层的过渡层材料的热物性参数采用混合定

律进行计算[27]：

Xa =

n∑
i=1

Ki ·Xi (4)

ln (Xb) =
n∑

i=1

Ki · ln (Xi) (5)

X =
√

Xa+Xb (6)

式中：i 为材料编号；n 为材料的个数；Xa 为按照混

合定律计算获得的热物性参数；Xb 为按照对数定律

计算获得的热物性参数；X 为性能的有效值；K 为

材料在混合材料中所占的质量分数。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图 3 给出了不同结构参数喷涂构件的最大残

余应力，（+）”表示残余拉应力，“（－）”表示残

余压应力。由图 3 可看出三种残余应力的变化规

律：（1）径向残余应力。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喷涂

构件的最大径向残余拉应力和最大径向残余压应

力均减小，说明增加基体厚度可降低在径向残余拉

应力作用下涂层内部桥状裂纹的萌生概率和在径

向残余压应力作用下产生的涂层翘曲缺陷[19]；随着

黏结层、过渡层和陶瓷层厚度的增加，喷涂构件的

最大径向残余拉应力增大，最大径向残余压应力减

小，其中残余拉应力的增加是由于熔滴在沉积冷凝

的过程中表面收缩，基体或已沉积的涂层对熔滴产

生了拉应力的作用。涂层厚度增加的过程，也是粉

末熔滴不断沉积、冷凝和收缩的过程，这就造成了

残余拉应力的不断增加，随着残余拉应力的增大，

会进一步增加涂层内部垂直于界面桥状裂纹缺陷

的产生概率；随着残余压应力的减小，可减少涂层

内部分层及翘曲缺陷的产生[19]；当改变黏结层厚度

时，在喷涂构件内部，径向残余拉应力为主要径向

残余应力形式，说明增加黏结层厚度会使得垂直于

基体与涂层界面的桥状裂纹成为导致涂层失效剥

离的主要缺陷形式，然而改变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

时，在喷涂构件内部，径向残余压应力为主要径向

残余应力形式，说明增加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会使

得涂层翘曲成为涂层失效的主要缺陷形式。（2）轴

向残余应力。随着基体、黏结层、过渡层和陶瓷层

厚度的增加，最大轴向残余拉应力增大，但轴向残

余压应力仍为主要的残余应力形式，随着基体厚度

的增加，最大轴向残余压应力减小；随着黏结层和

过渡层厚度的增加，最大轴向残余压应力增大；随

着陶瓷层厚度的增加，最大轴向残余压应力变化不

明显，说明增加基体厚度会降低涂层分层失效的概

率，而增加黏结层或过渡层厚度，会使得涂层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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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过大的应力集中。对比发现，改变陶瓷层厚度

对喷涂构件轴向残余压应力的影响并不明显。（3）

残余剪切应力。改变黏结层、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

对残余剪切应力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增加基体厚度

会在一定区间范围内降低残余拉应力，当基体厚度

增加至 12 mm 时，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残余拉应

力变化不明显。

图 4 给出了不同结构参数下 Path 1 径向残余

应力的变化曲线，正值为拉应力，负值为压应力。

对比图 4（a）～图 4（d）发现，基体与涂层界面的残

余应力经历了由残余压应力到残余拉应力的转变

过程，且不同结构参数对应残余应力的分布区间不

同：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残余压应力的分布区间

增大，残余拉应力的分布区间减小，且应力形式的

转变点逐渐向界面边缘转移，残余压应力始终为主

要残余应力，这种应力形式的转变点附近易萌发微

裂纹，在轴向残余压应力的作用下，裂纹极易扩展

形成贯穿裂纹，最终造成涂层的剥离失效，说明增

加基体厚度会使得界面缺陷的萌生位置向涂层边

缘靠近；随着黏结层、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的增加，

残余压应力的分布区间减小，残余拉应力的分布区

间增大，且应力形式的转变点逐渐远离界面边缘，

说明增加涂层厚度会导致涂层的失效位置向中心

区域转移；改变黏结层厚度对基体与涂层界面残余

压应力的影响更为明显，当黏结层厚度为 0.6～0.8
mm 时，界面残余拉应力为主要残余应力形式，在

残余拉应力的作用下，涂层易产生垂直于界面的桥

状裂纹，这种裂纹会导致涂层开裂，但不会形成贯

穿裂纹，相对于平行于界面的层状裂纹而言更为安

全。观察图 4（a）发现，在 0～5.5 mm 的路径范围

内，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在路径同一位置，喷涂构

件最大残余压应力呈现“减小-增大”的变化趋

势 ， 在 距 离 涂 层 中 心 5.5  mm处 ， 基 体 厚 度 对

涂层残余应力的影响规律发生了转变，在 5.5～9 mm
的路径范围内，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在路径同一

位置，最大残余压应力增大，观察图 4（b）～图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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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结构参数喷涂构件的最大残余应力　（a）不同基体厚度，hs 表示基体厚度；（b）不同黏结层厚度，hBL 表示黏结层厚
度；（c）不同过渡层厚度，hIL 表示过渡层厚度；（d）不同陶瓷层厚度，hCL 表示陶瓷层厚度

Fig. 3    Maximum  residual  stresses  of  sprayed  component  with  different  structural  parameters　   （a）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substrates，hs represents thickness of substrate；（b）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bonding layers，hBl represents thickness of bond-
ing layer；（c）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transition layers， hIL represents thickness of transition layer；（d）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ceramic layers，hCL represents thickness of ceramic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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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随着黏结层、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的增加，界

面的最大残余压应力减小；在距离涂层边缘 0.5 mm
处，存在较大的应力突变，且伴随着基体厚度的增

加，应力突变值减小，随着黏结层厚度的增加，应力

突变值增大，改变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对界面应力

突变情况影响不明显；基体的厚度在一定范围内影

响界面残余应力，当基体厚度增加至 12 mm 时，厚

度的增加对路径径向残余应力的变化影响减小。

图 5 给出了不同结构参数下 Path 2 的轴向残

余应力变化曲线，正值为拉应力，负值为压应力。

对比图 5（a）～图 5（d）发现，不同结构参数的喷涂

构件对应所选路径的轴向残余应力均呈现由残余

拉应力向残余压应力的转变，且随着基体厚度的增

加，应力形式的转变点逐渐向基体与涂层界面的上

方转移；随着黏结层、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的增加，

应力形式的转变点逐渐向基体与涂层界面的下方

转移；轴向残余压应力为 Path 2 的主要残余应力形

式，且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轴向残余压应力减小，

黏结层、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的变化对轴向残余压

应力的影响不明显；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路径上

的轴向残余压应力对应的突变点由基体与涂层界

面下方向上转移，说明了增加基体厚度易造成失效

位置向基体与涂层界面上方转移，随着黏结层、过

渡层或陶瓷层厚度的增加，路径上的轴向残余压应

力对应的突变点逐渐向基体与涂层界面下方转移，

说明了增加涂层厚度易造成涂层的失效位置向基

体与涂层界面下方转移。

图 6 给出了不同结构参数下 Path 1 的剪残余

应力变化曲线，正值为拉应力，负值为压应力。对

比图 6（a）～图 6（d）发现，基体与涂层界面的残余

应力均为残余拉应力，在 0～2.5 mm 的路径范围

内，改变基体厚度对路径残余应力的影响较其他路

径范围小，在 2.5～10 mm的路径范围内，在路径同

一位置，随着与路径起始点距离的增加，路径的最

大残余应力增大，在涂层边缘处达至残余应力最大

值，当基体厚度增加至 12 mm 时，随着基体厚度的

增加，在路径同一位置，残余拉应力增加幅度减小；

在 0～0.5 mm 的路径范围内，改变黏结层、过渡层

或陶瓷层厚度对路径残余应力的影响较其他路径

范围小，在 0.5～10 mm 的路径范围内，在路径同一

位置，随着与路径起始点距离的增加，路径的最大

残余拉应力增大，其中在 4～9 mm 路径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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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结构参数下 Path1 径向残余应力的变化曲线　 （a）不同基体厚度；（b）不同黏结层厚度；（c）不同过渡层厚度；
（d）不同陶瓷层厚度

Fig. 4    Variation curves  of  Path  1  radial  residual  stress  under  different  structural  parameters   　 （ a）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substrates；（b）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bonding  layers；（c）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transition  layers；（d）different  thick-
nesses of ceramic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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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结构参数下 Path 2 的轴向残余应力变化曲线　 （a）不同基体厚度；（b）不同黏结层厚度；（c）不同过渡层厚度；
（d）不同陶瓷层厚度

Fig. 5    Variation curves  of  Path  2  axial  residual  stress  under  different  structural  parameters   　 （a）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substrates；（b）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bonding layers；（c）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transition layers；（d）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ceramic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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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结构参数下 Path 1 的剪残余应力变化曲线 　（a）不同基体厚度；（b）不同黏结层厚度；（c）不同过渡层厚度；
（d）不同陶瓷层厚度

Fig. 6    Variation curves  of  Path  1  shear  residual  stress  under  different  structural  parameters   　 （a）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substrates； （ b）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bonding  layers； （ c）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transition  layers； （ d）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ceramic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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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涂层厚度对基体与涂层界面剪残余应力影响

最为明显。

3    结论

（1）基体厚度的增加，喷涂构件的最大径向残

余拉应力和最大径向残余压应力均呈下降趋势；随

着黏结层、过渡层和陶瓷层厚度的增加，最大径向

残余拉应力增大，最大径向残余压应力减小。

（2）残余压应力为轴向的主要残余应力形式，

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喷涂构件的最大轴向残余压

应力减小，随着黏结层或过渡层厚度的增加，喷涂

构件的最大轴向残余压应力呈上升趋势，陶瓷层厚

度的变化对喷涂构件的最大轴向残余压应力影响

不明显。

（3）改变黏结层厚度对基体与涂层界面残余压

应力的影响更为明显。

（4）基体的厚度在一定范围内对基体与涂层界

面径向残余应力有影响，当基体厚度增加至 12 mm
时，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残余应力的变化不明显。

（5）随着基体厚度的增加，应力形式的转变点

与应力突变点过渡到基体与涂层界面边缘的上方

区域，随着黏结层、过渡层或陶瓷层厚度的增加，应

力形式的转变点与应力突变点逐渐过渡到基体与

涂层界面中心下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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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tructural parameters on the residual stress of Mo/8YSZ functionally
graded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prepared by plasma spraying

PANG Ming,    ZHANG Xiaohan

（Airport College，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3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technical bottleneck of traditional Mo/8YSZ double- layer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which is

easy to peel off at high temperature, the influence of the thickness of matrix, bonding layer, transition layer and ceramic layer on the

residual  stress  of  Mo/8YSZ  functional  gradient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were  studied.  The  numerical  model  of  plasma  spraying

Mo/8YSZ functional  gradient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ANSY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In  the  model,  the

variation  of  material  thermal  and  physical  parameters  with  temperature  was  considered,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ubstrate,

bonding layer, transition layer and ceramic layer thicknesses on the residual stress of functional gradient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radial residual tensile stress and maximum radial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substrate  thicknes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hickness  of  bond  layer,  transition  layer  and  ceramic  layer,  the

maximum  radial  residual  tensile  stress  increases  and  the  maximum  radial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decreases.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is  the  main  form  of  axial  residual  stress,  with  the  increase  of  substrate  thickness,  maximum  axial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of  coating  decreases,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bonding  layer  or  transition  layer  thickness,  the  maximum axial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increases, however, the change of ceramic layer thickness does not obviously effect the maximum axial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The  effect  of  changing  the  thickness  of  adhesive  layer  on  the  interface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is

more obvious. The influence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matrix on the interface residual stress between the matrix and coating is within a

certain range. When the substrate thickness increases to 12 mm,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ubstrate thickness, the variation difference

of the radial  residual stress between the substrate and coating interfac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ubstrate thickness,  the

transition point and stress transition point of the stress form gradually transfer to the upper part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ubstrate

and coat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bonding layer, transition layer or ceramic layer, the transition point and stress

transition point of the stress form gradually transfer to the lower part of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substrate and

coating.  By designing the functional  gradient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and adjusting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the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system reasonably, the residual stress and stress mutation of the spraying component can be further reduced and the bonding

strength between the substrate and coating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plasma  spraying； functional  gradient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structural  parameter； thermal  coupl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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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制备工艺
与失效机制研究进展

张    振1,2,    周    玖1,    周    婕1,    朱    军1,2,    王安哲
1,2,    周    琦3

（1．南京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1167；2．江苏省先进结构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 211167；

3．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0094）

摘要：由仿生贝壳独特的“砖 + 泥”结构制备的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强度和韧性，逐渐成

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本文综述 Al 基、Ti 基、Ni 基及其他常见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的研究现状，并着重介

绍了制备方法、工艺特点和工艺流程；归纳总结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常见的裂纹偏转、多重裂纹扩展和裂纹桥接

等形式失效破坏模式，控制界面反应和改善界面润湿性可提高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的界面结合强度。优化制备

工艺和掌握破坏机理是实现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工程化应用的基础，将计算科学引入对金属/陶瓷界面和损伤机

制的研究是实现整个制备过程可操控性的有效途径，实现产品的大尺寸化和形状多样化是其大规模应用化推广的

关键。

关键词：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制备工艺；界面强度；失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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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材料具有高硬度、高强度、极佳的耐磨

损、耐腐蚀、耐高温等特性，但其本身所固有的脆

性，使其作为结构件在使用时面临着可靠性差、抗

破坏能力差等一系列致命伤[1]。金属材料具有优异

的韧性和导电传热性，但其耐腐性能差、易氧化、

高温强度较低。自然界贝壳中的珍珠层，是由一层

层几微米厚的文石晶片通过几十纳米厚的有机蛋

白基连接在一起[2-3]。由碳酸钙组成的文石晶片是

一种非常易碎的物质，但是由层状文石晶片和有机

蛋白质基质连接而成的珍珠层却具有很强的韧

性。这种结构启发人们将现有的陶瓷与金属制备

成拥有层状结构的复合材料，在能量耗散机制的基

础 上 ， 通 过 复 合 强 韧 化 可 显 著 提 高 材 料 的 综 合

性能[4-6]。

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laminated metal/ceramics

composites，LMCCs）正是在这种契机下应运而生，

并在其诞生之后迅速成为复合材料研究领域的热

门课题之一。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是将至少一

种片状金属与陶瓷相交替排列而形成，其中强性层

一般选用具有较高强度和弹性模量的结构陶瓷，通

常选用 SiC、ZrO2、Al2O3、Si3N4 等材料。韧性层一

般选用金属或非金属的石墨以及高分子材料的树

脂等韧性好的材料[7]，常见的金属有 Al、Ti、Ni、Fe
等。层状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是由每一个组分的

体积分数、结构特性、尺度要素及各组分间的互溶

度共同决定的[8-9]。由于材料结构的特殊性，金属陶

瓷层状复合材料可以改善材料的疲劳性能、断裂韧

度、阻尼性能，以及抗冲击性能、抗磨损性能、抗腐

蚀性能等[10-13]。

本文综述 Al 基、Ti 基、Ni 基及其他常见金属

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的研究现状，介绍制备方法、工

艺特点和工艺流程；归纳总结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

料失效破坏模式。

1    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的种类

图 1 显示了典型工程材料的强韧性关系[14]，图 2
是贝壳典型的层状结构形貌。将具有耐磨性、抗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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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抗腐蚀等优异性能的陶瓷相与具有良好韧性

的金属相结合。基于贝壳特殊的层状结构，采用仿

生理念对材料的成分和微观结构进行阶梯分布设

计，可以使传统金属和陶瓷均发挥自身良好的性

能。随着热等静压和等离子烧结技术等的发展，采

用新型技术制备金属陶瓷复合材料，改善了成型和

烧结条件，材料的孔隙率明显降低，整体性能大大

提高[15-16]。目前，最常见的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

主要为 Ti 基、Ni 基、Al 基、Mg 基、Fe 基、Cr 基、耐

热 金 属 基 、 金 属 间 化 物 基 等 ， 其 中 以 Al 基 、Ti
基、Ni 基复合材料发展较为成熟。

Al 基常见于以 Al2O3（氧化铝）、TiC（碳化钛）

和 SiC（碳化硅）等为增强相的叠层复合材料[17-18]，

如图 3 所示，Wang 等[19] 采用冰模板法和压力渗透

法制备了不同陶瓷体积分数的 Al/TiC 复合材料，

证明可以通过改变料浆浓度来控制 TiC 支架的板

层厚度和陶瓷层孔隙率。实验结果表明，Al / 15%TiC
（体积分数，下同）叠层复合材料具有更厚的金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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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程材料的强韧性关系的 Ashby 图

Fig. 1    Ashby  diagram  of  toughness-strength  relationship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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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贝壳微观结构形貌及叠层复合结构示意图　（a）珍珠层截面形貌；（b）表面纳米有机蛋白颗粒；（c），（d）珍珠层俯视形
貌；（e）珍珠层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shell microstructure and laminated composite structure　（a）cross-section of nacre；（b）nano-organic
protein particles on nacre surface；（c），（d）top view of nacre；（e）structure of na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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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密度的陶瓷层，可以有效地消除裂纹尖端的应

力并以多裂纹扩展方式断裂。

Ti 基复合材料经过 30 多年的研究，在航空航

天、汽车工业等领域应用广泛。钛合金与钛基叠层

复合材料中存在着多尺度第二相以及不同的强化

相分层分布结构，这种复合材料以原位自生反应形

成的 TiB 晶须、TiC 颗粒以及其他陶瓷相作为主要

增强相[20-21]。增强相富集区的这种分层分布降低

了裂纹尖端的应力因子和三向应力集中水平，并通

过隧道裂纹、裂纹偏转和压缩应力增韧等方式，大

大提高了材料的韧性和抗冲击性。图 4 是 Ti/Al2O3

叠层复合材料的横截面及裂纹扩展示意图[22]。由

图 4 可以看出，Ti 与陶瓷层界面区过渡晶粒的出现

使各层界面的结合更加紧密，过渡区使裂纹扩展方

式由单一向混合扩展模式转变，从而使得叠层材料

的力学性能优于匀质材料。

(a)

100 μm

(b)

100 μm

(c)

100 μm
 

图 3    不同 TiC 含量的 Al/TiC 层状复合材料微观结构

Fig. 3    Microstructures of Al/TiC laminated composit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TiC contents　（a）15%；（b）25%；（c）35%

(a)

200 μm200 μm

(b)
Ti Interface

After sintering

Crack 1

Crack 2

Crack 3

Al2O3

 

图 4    Ti/Al2O3 叠层复合材料　（a）横截面形貌；（b）裂纹扩展示意图

Fig. 4    Ti/Al2O3 laminated composite　（a）cross section morphology；（b）crack growth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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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Ni-Al 叠 层 复 合 材 料 微 观 结 构 及 界 面 层 示 意 图 　 （a） 叠 层 复 合 材 料 微 观 结 构 ； （b）Al 原 子 通 过 Al2O3 膜 扩 散 ；
（c）Al 和 Ni 原子通过 Al2O3 膜扩散

Fig. 5    Microstructure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face layer of Ni-Al laminated composite materials　（a）microstructure of lam-
inated  composite  materials； （ b） diffusion  of  Al  atoms  through  Al2O3  film； （ c） diffusion  of  Al  and  Ni  atoms
through Al2O3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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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基叠层复合材料可用于航空航天、船舶车

辆及燃气轮机关键的高温部件等，主要包括 Ni-
Cr 基和 Ni-Al 基 [23-24]。如图 5 所示，Wang 等 [25] 采

用 Ni 和 Al 箔轧制出了 Ni-Al 多层复合材料，并进

一步研究了 Ni-Al 多层复合材料的反应合成机理，

结果表明：镍的引入大大促进了 Al2O3 陶瓷片层的

致密化，增强了 Ni-Al 的界面结合强度，复合材料

具有优异的损伤容限和各向异性导电性能。

2    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2.1    粉末冶金法（powder metallurgy，PM）

粉末冶金法（PM）是制备 LMCCs 最常用、最

简单的方法，通常是先成形后烧结，通过调节和控

制原料粉末的粒度分布、烧结温度和时间、烧结后

收缩的均匀性来获得缓和热应力的 LMCCs[26-27]，
其工艺流程如图 6 所示。PM 法可分为热压烧结

法、喷射沉积法、薄膜叠层法和自蔓延高温合成法

等。热压烧结法首先根据不同的混合比均匀地混

合原料粉末，然后将它们以梯度分布分层布置，并

进行加压和烧结 [28]。该方法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并且适合于制造具有相对简单形状的层压复合部

件。喷射沉积可直接获得具有最佳梯度分布的金

属和陶瓷粉末相组成的预成型坯，然后压制和烧

结以获得 LMCCs，解决了层与层间易产生成分非

连续变化的问题 [29]。另外，将不同比例的金属粉

末、陶瓷粉末和黏合剂制成悬浮液，然后喷涂到基

材上，通过改变原料粉末的组成比来控制喷涂相

的组成，最后形成层压复合材料。薄膜叠层法是

将金属和陶瓷粉末与少量黏合剂混合，制成浆料

并除去气泡以形成薄膜，最后除去黏合剂进行层

压烧结。其优点是每层可以做得很薄，成分变化

相对较小。自蔓延高温合成法是一种制备叠层复

合材料的新型技术方法，该方法使用外部点火装

置提供热量引起燃烧，从而在粉末之间发生强烈

的放热反应，形成反应前燃烧波，并且燃烧波以一

定速度蔓延。当燃烧波蔓延到整个样品时，所制

备的材料合成完成，但整个反应过程仅通过粉末

本身的放热来完成。Meng 等 [30] 利用自蔓延高温

合 成 法 （ SHS） 制 备 出 了 Fe-Cr-Al 基 LMCCs，
并对该类型 LMCCs 进行力学测试和结构表征，结

果表明，金属和陶瓷层间良好润湿性提高了界面

结合强度。Hou 等 [31] 采用此方法制备出了 Al 基

金属陶瓷叠层材料，通过实验测试，证明在 SHS 反

应中加入 SiO2 有利于形成低熔点相 Al2O3•SiO2，

将其填充到 Al2O3 树枝状晶体的空隙中，降低了复

合涂层的孔隙率，从而提高了复合涂层的强度和

致密化程度。由此可得出粉末冶金法能够提供比

物理黏合更高的致密度和黏合强度，提高整体复

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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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粉末冶金制备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工艺流程

Fig. 6    Process flow of preparing metal/ceramic laminated composites by powder metallurgy
 

2.2    流延成型法（tape-casting）
流延法成型是将溶剂、分散剂、黏合剂、增塑

剂等添加到陶瓷粉末中以获得均匀分散且稳定的

浆料，最终在流延机上制备具有所需厚度的膜的成

型方法，如图 7 所示。而对于 LMCCs，在采用流延

成型法分别制得金属和陶瓷片层后，通过真空热压

烧结制备得到层压样品。Wu 等[32] 对采用流延法

成型制得的 Ti（Al）-B4C 叠层样品进行研究表明，

叠层结构通过减小界面上 Ti 和 B4C 层之间的接触

面积来限制 Ti 和 B4C 相之间的界面反应。相比均

匀混合复合材料，层压复合材料的断裂韧度提高了

约 201%。断裂韧度的显著提高归因于多层结构、

可延展的 Ti 层以及裂纹偏转。

2.3    辊压轧制法（roll-bonding）
辊压轧制法通常用来制备片状 LMCCs，工艺

流程如图 8 所示，其工艺过程为：首先将表面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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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箔片相互交替叠层，然后在所需的温度下将其

置于轧机上进行轧制和复合。当达到合适的程度

时，将材料放入真空扩散炉中，在合适的温度下进

行扩散反应[33]。沈德久等[34] 采用轧制扩散法制备

了一种新型 Al2O3/Al 复合板，并分析了其界面结合

机理。结果表明压力、轧制扩散温度和原材料的加

工处理方法等都会影响复合板的结合度。

2.4    磁控溅射法（magnetron sputtering）
磁控溅射法目前广泛应用于生产纳米级尺寸

LMCCs，其通过调节相关工艺参数，例如基板的旋

转速度和挡板的闭合时间等，可以制备层间距和层

厚比不同的多层复合材料。该方法的优点是：工艺

简单，成膜质量好。但是由于溅射速度慢，难以制

备大尺寸的层状复合材料，同时难以制备层间界面

显著的层状复合材料。胡冰等[35] 通过磁控溅射法

制备了纳米 β-FeSi2/α-Si 叠层结构，结果表明磁控

溅射法制备的 Fe/Si 多层膜中 β-FeSi2 的粒径较小，

不需要再进行退火和其他处理。图 9 是厚度比为

Fe（20 nm） /Si（100 nm）、Fe（10 nm） /Si（50 nm）和

Fe（10 nm）/Si（30 nm）的三组样品截面的扫描电镜

PowdersBinder

Plasticizer

milling

Dispersant

milling

Homogeneous slurry Solvent

Degassing

Casting film machine Green sheet Cutting Stacking

PowdersBinder

Plasticizer

milling

Dispersant

milling

Homogeneous slurry Solvent

Degassing

Casting film machine Green sheet Cutting Stacking 

图 7    流延成型法制备金属陶瓷叠层复合材料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preparing cermets laminated composites by tape-casting method

Surface preparation Stacking Rolling

Cutting Test coupon preparation 

图 8    辊压轧制工艺示意图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roll rolling process

Si substrateSi substrate

(c)

50 nm50 nmSi substrate 0.2 μm

(a)

Si substrate 0.2 μm

Si substrateSi substrate

(b)

0.2 μm0.2 μm
 

图 9    不同厚度比样品截面的扫描电镜形貌

Fig. 9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morphologies  of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ratios　 （ a）Fe（ 20  nm） /Si（ 100  nm） ；
（b）Fe（10 nm）/Si（50 nm）；（c）Fe（10 nm）/Si（3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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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貌，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通过磁控溅射沉积的三组

多层膜具有更好的平坦度和连续性。

2.5    渗透铸造法（penetration casting）
渗透铸造法分为有压和无压两种，其中有压渗

透包括模压[36]、气压渗透和离心铸造。图 10 为气

体压力渗透装置的示意图[37]。首先将 TiC 支架和

铝合金置于 Al2O3 坩埚中，将其封闭在 Ni 基高温

合金炉中，然后将炉抽至约 10 Pa 的真空，以 5 ℃/
min 的速率加热。在加热到 850 ℃ 时，熔融金属密

封了坩埚壁，将高纯度 Ar 气体引入炉中，并将压力

控制在 1 MPa，这足以将液态金属驱入 TiC 支架的

开放孔中。维持压力 1 min 左右使合金液充分填

充 TiC 支架，最后以 5 ℃/min 的速率将炉冷却至室

温即制得金属 TiC 叠层复合材料。
 

ZL107
Al-5%Ti

Porous TiC scaffold

Porous scaffold

Ar

Al2O3

crucible

Alloy

Graphite

paper

Vacuum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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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气体压力渗透装置的原理图

Fig.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gas pressure permeation device
 

离心铸造法是将梯度陶瓷预制块放入高速旋

转的铸模中，使其与铸模一起旋转。将熔融金属注

入铸模中，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将熔融金属浸渍到陶

瓷预成型坯中，以形成在径向方向上具有梯度分布

的 LMCCs。付永红等[38] 以铬丝和球墨铸铁为原材

料，通过离心铸造和原位反应法，在球墨铸铁基材

表面制备出一层厚度为 4.0 mm 的（Fe，Cr）7C3 碳化

物颗粒增强铁基复合层。由于离心力作用，复合层

的结构相对致密且无缺陷，并且实现了复合层与基

板之间的冶金结合效果。

无压渗透法是指通过黏合剂将增强颗粒制成

预制框架结构，并将其浸入熔融金属池中，利用金

属液的毛细现象使其自发地进入预制框架空隙以

获得 LMCCs 的方法[39-40]。无压渗透方法因其工艺

简单且可以生产更大尺寸的构件而受到重视，然而

无压渗透法面临的最大技术难题是金属与陶瓷基

体之间的润湿问题。例如在 Al 熔点温度附近，Al-
B4C 之间的润湿角高达 115°～125°，使得浸渗无法

自发进行。Halverson[41] 就温度和接触时间对 Al-
B4C 之间的润湿角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结果

表明 Al-B4C 之间的润湿角在温度不变时与保温时

间成反比。在 900 ℃ 的氩气环境下，Al-B4C 之间

的润湿角将降到 90°以下。Lin 等[42] 进一步研究了

Al-B4C 在 900～1200 ℃ 之间的润湿角演变规律，

得出温度与润湿角间的函数关系。结果表明，若要

自发进行无压浸滲，温度必须达到 1000 ℃ 以上。

3    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的失效破

坏机制

3.1    界面强度

在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的制备过程中，界面

结合性是决定复合材料质量的关键因素，其受界面

润湿性、界面缺陷、界面反应等多方面因素的制

约，其中润湿性是影响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综合

性能的关键因素之一。著名的 Young-Dupre 方程

是研究金属陶瓷润湿性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界面研究的体系，总体来说，分为实验研究和

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在实验研究方面，通常采用滴

座法研究各种添加剂和工艺因素对界面润湿性的

影响规律。李佳等[43] 通过脉冲加压扩散焊制备了

由 304 不锈钢与 TiC 组成的复合材料，指出使用

Ti / Nb 作为中间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残余应

力，并减轻 TiC 金属陶瓷与钢焊接过程中物理冶金

的不相容性。Zi 等 [44] 研究了 Ni 元素含量对镍基

金属和陶瓷界面反应和润湿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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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i 含量高于 0.017%（质量分数）时，合金中的

Ni 和 Al 与陶瓷模具中的 SiO2 反应，润湿角明显降

低；Ni 含量的临界浓度为 0.017%，将引起界面反

应。在理论计算方面，利用计算机可以实现对大型

复杂结构模型的有效模拟和仿真分析，为界面的性

能和微观结构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王绍青[45] 通

过对 Al / TiC 金属/陶瓷界面进行第一性原理计算

和模拟分析发现，界面结合强度与界面结构和界面

原子之间的结合密切相关。

虽然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可以弥补陶瓷本

身断裂韧度不足的缺点，但过高的界面强度会使增

强体材料和基体之间的应力无法缓解而引起应力

集中，使复合材料的强度和断裂韧度降低；界面强

度太低也会导致增强体在加载过程中从与基体之

间的界面脱落，从而导致复合材料强度下降[46]。因

此，有必要采用一定方法控制界面反应，从而改善

界面结合强度。

3.2    裂纹偏转

金属陶瓷复合材料的损伤与其内部的裂纹扩

展模式息息相关[47]，当发生裂纹偏转时，裂纹平面

将会在垂直于张应力方向上重新选择取向，这就造

成裂纹扩展路径的增加[48]。裂纹的偏转可以促使

其远离平面应力的最大位置，且发生偏转的裂纹越

长，裂纹偏转的角度越大，则越能够有效地降低裂

纹的尖端局部应力。当裂纹在金属和陶瓷界面发

生偏转后，裂纹尖端的向前驱动力大大降低，裂纹

穿过下一层金属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并消耗更多的

能量，因此，裂纹偏转有利于材料韧性的提高。观

察图 11 可发现[49]，Mg/Al2O3 层状复合材料在抗拉

测试时，裂纹沿着 Mg 层和 Al2O3 层之间的界面产

生 了 非 常 明 显 的 裂 纹 偏 转 ， 偏 转 角 度 接 近 90°。
Mg/Al2O3 层状复合材料具有较厚的金属层，可以

有效地分解裂纹尖端的应力，并通过抑制裂纹的张

开来提高复合材料的韧性。

 
(a)

100 μm100 μm

(b)

20 μm20 μm

(c)

50 μm50 μm

(d)

50 μm50 μm

 

图 11    Mg/Al2O3 层状复合材料中的裂纹偏转　（a）裂纹在叠层复合材料中扩展；（b）裂纹偏转；（c）金属层的塑性变形；
（d）微裂纹

Fig. 11    Crack  deflection  in  Mg/Al2O3  layered  composites　 （a）crack  propagates  in  particle-based  composites； （b）crack
deflection；（c）plastic deformation in metal layers；（d）microcracks

 

3.3    多重裂纹扩展

由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膨胀差或由相变引起的

体积差，会在分散增强相和陶瓷基体相之间产生均

匀分布的裂纹。在主裂纹扩展时，这些均匀分布的

微裂纹将促进主裂纹的分叉，增加了扩展过程中的

表面能，从而阻碍了裂纹的快速扩展[50]。图 12 建

立了传统层压复合材料和“砖 + 泥”结构的复合

材料中裂纹扩展模式的示意图[51]。在传统的层压

复合材料中，主要的增韧机理是多重裂纹模式；但

是，在先前的研究中，这些多重裂纹都存在于陶瓷

层中（图 12（e））。在这种情况下，金属层中的能量

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这会导致复合材料的韧性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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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但是，在“砖 + 泥”结构中，坚固的陶瓷/金
属界面与相对较软的砂浆相结合，可实现一定程度

的砖瓦间位移，以缓解局部较高的应力（图 12（f）和

（g））。砖间位移可在金属层中释放大量能量，最重

要的是降低裂纹扩展速率。另外，金属层中广泛的

塑性变形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位错强化。在复合材

料中，可以同时观察到多个塑性裂纹和多个脆性裂纹

（图 12（h）），这表明复合材料中的断裂能得以释放。

尽管实体结构可能会削弱强度，但牢固的界面、陶

瓷表面的凹凸不平、陶瓷层之间的桥接以及金属中

的细分散颗粒是增强复合材料的重要来源，最终的

复合材料仍然表现出与层压复合材料相当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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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传统层压复合材料和“砖 + 泥”结构的复合材料中裂纹扩展模式的示意图　（a），（b）传统层压复合材料；（c），（d）
“砖-泥”结构的复合材料中裂纹扩展模式的示意图，灰色层是金属相，蓝色层是陶瓷相；（e）传统层压复合材料的微
观结构和裂纹扩展路径的背散射形貌；（f）~（h）“砖-泥”结构的叠层复合材料

Fig. 12    Schematic diagram of crack growth patterns in conventional laminated composites and "brick + mud" composites　（a），
（b）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crack propagation modes in traditional laminated composites；（c），（d）“brick-and-mud”-
structured composites. The gray layer is the metal phase，and the blue layer is the ceramic phase；（e）back scattered images
of the microstructures and crack growth paths of traditional laminated composites；（f）-（h）“brick-and-mud”-structured
laminated composites

 

3.4    裂纹桥接

裂纹桥接是指通过增强体连接扩展裂纹两个

表面而形成裂纹闭合力，从而使脆性基体材料增韧

的方法。其增强体分为两种：韧性第二相颗粒和刚

性第二相颗粒。对比图 13（a）~（d）可知，Al/15%TiC
（ 体 积 分 数 ， 下 同 ） 层 状 复 合 材 料 与 Al/25%TiC、

Al/35%TiC 层状复合材料在裂纹扩展过程中的差

别为是否存在裂纹的桥接[19]。当裂纹扩展至延展

层时，延展层作为桥接韧带必须具有足够的延展

性，以避免在行进的裂纹尖端或裂纹尖端的前部发

生断裂。相比 Al/25%TiC、Al/35%TiC 层状复合材

料，Al/15%TiC 层状复合材料受到较小的裂纹萌生

力，并且具有较厚的合金层（更好的延展性），这可

以确保裂纹在穿过相邻的陶瓷基体层后，陶瓷层之

间的合金层仍然保持完整性。同时，从图 13（b）可

以看出，当裂纹从陶瓷层扩展到合金层时明显受到

了阻碍，并且在裂纹的驱动下，裂纹尖端在对合金

层进行冲击时产生韧性剪切带，这是裂纹发生钝化

200 μm200 μm

50 μm50 μm

200 μm200 μm

200 μm200 μm

(b)

(d)

(a)

(c)

 

图 13    抗弯测试初始裂纹

Fig. 13    Initial  crack  during  bending  test　 （a）， （b）
Al/15%TiC；（c）Al/25%TiC；（d）Al/35%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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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实际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的裂纹扩展

可能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 14 所示[49]，

裂纹偏转增大了裂纹扩展路径，裂纹和桥接钝化能

够显著降低其扩展速率，此时的增韧机制也更为有效。

4    结束语

近几年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制备技术在国

内外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是，它尚未在实际工程

领域中得到完全应用。这主要是因为该技术的理

论基础更加复杂，并且服役环境与测试环境不同，

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索和改进该

技术。

（1）加大理论研究。在实际的工业应用中，当

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制成的部件连接到结构部

件时，由于诸如热失配和界面应力等问题，很容易

造成金属陶瓷层的早期失效，从而极大地限制了金

属陶瓷复合材料的应用。因此，需要在复合材料设

计、制备技术、力学性能和微观结构方面进行深入

的理论研究，为层状复合材料的开发与应用奠定

基础。

（2）利用计算科学研究金属/陶瓷界面和损伤

机理。实验中的“试错法”缺乏明确的设计准则，

随机性和偶然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较大。将计

算科学引入材料制备环节，例如模拟三维成分区间

分布、推导元素扩散速度等，从而实现整个制备过

程的可控性。通过计算机仿真可以实现对界面微

观机制和影响界面性能的规律的本质理解，建立适

用于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的本构模型，并模拟服

役环境中材料的失效和破坏过程。

（3）产品的大尺寸和形状多样复杂化。实验中

制备的金属陶瓷通常为小尺寸和规则形状。但是，

实际的工业领域需要各种复杂形状的产品。因此，

只有通过进一步改进制备工艺，生产符合实际要求

的产品，才能将金属陶瓷层状复合材料真正地推广

到实际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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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微叠层 TiC/ Ti 复合材料样品的裂纹扩展和机理示意图　（a）裂纹扩展；（b）机理示意图

Fig. 14    Schematic diagrams of crack growth and mechanism of micro multilayer TiC/ Ti composite material samples　
（a）crack propagation；（b）schematic diagram of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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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reparation technology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metal/ceramic laminated composites

ZHANG Zhen1,2,    ZHOU Jiu1,    ZHOU Jie1,    ZHU Jun1,2,    WANG Anzhe1,2,    ZHOU Qi3

（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2.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Structural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Nanjing 211167，China；3.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Abstract:   The metal/ceramic laminated composites prepared from the unique “brick + mud” structure of biomimetic shells have

been proved to  have better  strength  and toughness,  and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  at  domestic  and abroad.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Al-based,  Ti-based,  Ni-based and other  common metal/ceramic  laminated  composites  is  introduc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process  of  each  method  are  analyzed.  The  failure  modes  such  as  crack  deflection,  multiple  crack

propagation and crack bridging in metal/ceramic laminated composites are commonly summarized. The interface bonding strength of

metal/ceramic  laminated  composites  can  be  increased  by  controlling  interfacial  reactions  and  improving  interfacial  wettability.

Optimizing  of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understanding the  failure  mechanism are  the  basis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metal-

ceramic layered composite material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putational science into the research of metal/ceramic interface and

damage mechanism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whol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large

size and diversified shape of products is the key to its large-scal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metal/ceramic；laminated composite；preparation process；interfacial strength；failur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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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挤压强化对 2024铝合金疲劳性能的影响

王连庆
1,    卞    江2,    张    晗3,    吴圣川

3

（1．北京科技大学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2．北京科技大学 数理学院，北京 100083；3．西南交通大学

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31）

摘要：孔边应力集中易导致飞机结构疲劳失效，从而引发灾难性事故。为研究孔挤压强化对 2024-T351 铝合金板材

疲劳寿命及性能改善的影响，在疲劳试验机上进行孔挤压前后铝合金板材试件的疲劳性能测试，采用 X 射线衍射

测量及有限元仿真表征孔边残余应力分布。通过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观察疲劳断口、疲劳条带及微区组织变化，

揭示孔边微结构变化与疲劳寿命的关系。结果表明：孔挤压显著提高了 2024-T351 铝合金板材的疲劳性能，过盈

量 0.4 mm 时增寿效果较好，疲劳极限增幅约为 42%。

关键词：孔挤压；疲劳寿命；2024-T351 铝合金；有限元仿真；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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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接和铆接是飞机结构件的主要连接方法，然

而，螺栓孔、铆接孔等导致材料及结构不连续，严重

的孔边应力集中会对飞机服役造成重大威胁，导致

结构疲劳断裂失效，甚至引发灾难性事故[1]。为此，

通常采用孔挤压处理来强化带孔制件，以改善整体

结构的疲劳寿命[2-3]。

应用孔挤压提升材料及结构的服役行为效果

明显。伊琳娜等[4] 和靳盛哲等[5] 分别采用实验和

仿真研究了孔边过盈量对 2124 铝合金疲劳寿命及

微观组织的影响，并确定了最佳过盈量。王亮等[6]

发现，孔挤压强化 7085 铝合金锻件的疲劳寿命最

高是未强化处理的 11 倍，孔壁处一定深度的压缩

残余应力和位错密度是材料疲劳性能提高的主要

机制。刘渊等[7] 结合超声喷丸弹丸动力学分析结

果 ， 模 拟 了 超 声 喷 丸 过 程 ， 并 结 合 孔 挤 压 强 化

7075 铝合金，进一步验证了疲劳寿命的提升主要源

于孔壁应力分布的改善作用。刘晓龙等[8] 模拟了

孔挤压后孔边三维应力场分布，仿真结果与实测值

基本一致。最近，王燕礼等[9] 从孔挤压技术发展、

强化机理、影响因素、疲劳增益等方面进行了系统

总结，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孔挤压强化研究的不足与

未来发展方向。这些研究，都为孔挤压在航空结构

延寿及轻量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2024 铝 合 金 是 一 种 可 热 处 理 强 化 的 Al-Cu-
Mg 系合金，具有较高的强度和优异的切削性能，可

用于 150 ℃ 以下的重要承载零部件，其热状态、退

火和淬火状态下成形性能均比较好，广泛用于飞机

整体主承力结构（蒙皮、骨架、肋梁、隔框等）、铆

钉、导弹结构等各种结构中。然而，迄今鲜见有关

2024-T351 铝合金孔挤压强化机制及其与疲劳性能

的公开报道研究。

本工作以薄板 2024-T351 铝合金为研究对象，

进行孔挤压前后板状试样的疲劳实验及孔边残余

应力的有限元数值模拟，利用 X 射线衍射（XRD）

测 试 孔 边 残 余 应 力 分 布 ， 借 助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SEM）与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试样断口与

微结构特征，探索该铝合金孔挤压前后疲劳寿命的

变化规律。

1    材料与试样

实验材料为可热处理强化 2024-T351 铝合金，

主 要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 沿 板 材 纵 向 切 取 试 样 ，

拉伸试样厚度 4 mm，标距宽度 12.5 mm，直线段

40 mm。依照 GB/T 228—2010《金属材料室温拉

伸试验方法》，测试不含内孔铝合金板材的屈服

强度、抗拉强度、弹性模型及伸长率等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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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σ0.2 = 358 MPa、σb = 467 MPa、E = 73 GPa
和 ψ = 12%。

 
表 1    高强度铝合金 2024-T351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2024-T351 aluminum alloy

（mass fraction/%）

Si Fe Cu Mn Mg Cr Zn Ti Others Al

0.5 0.5 2.8-4.9 0.3-0.9 1.2-1.8 0.1 0.25 0.15 0.05 Bal.
 
 

加工平板试样如图 1 所示。试样总长度 300 mm，

夹持段宽度 80 mm，厚度与拉伸试样保持一致，为

4 mm，中间段宽度 44 mm。试样孔径 9.3 mm，为飞

行器结构常用孔径。利用有限元仿真探索 5 种过

盈量下残余应力分布，验证 0.4 mm 过盈量为最优

过盈量，随后在液压机上采用过盈量为 0.4 mm 的

芯棒对孔进行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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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孔挤压强化的高周疲劳试样尺寸

Fig. 1    Dimension  of  high  cycle  fatigue  specimen  reinforced
by hole cold expansion

 

疲劳试样分为两组：挤压与未挤压。每组试样

件 数 为 25 件 （ 其 中 12 件 测 定 高 周 疲 劳 极 限 ） 。

测 试 温 度 22 ℃ ， 测 试 设 备 为 Amsler  HFP  5000
高 频 疲 劳 试 验 机 ， 执 行 标 准 HB5287 —1996，

轴向加载，应力比 R = 0.1，测试频率 f = 120 Hz。
为 考 察 芯 棒 挤 压 对 疲 劳 寿 命 的 影 响 ， 分 别 采 用

X stress  Robot  X   射 线 衍 射 仪 和 ZEISS  SUPRA
55 扫描电镜对孔边缘附近残余应力和疲劳断口进

行 分 析 ， 并 将 应 力 测 试 结 果 与 有 限 元 仿 真 结 果

对比。

2    疲劳性能分析

高周疲劳 S-N 曲线采用 4～5 级应力水平进行

测试。其中，疲劳极限作为疲劳 S-N 曲线的最低应

力水平，疲劳极限用升降法测得（见图 2，其中 Nf

表示疲劳寿命）。未挤压强化与孔挤压强化的试样

在升降法中的应力升降水平分别为 5 MPa 和 6 MPa，
其他应力水平一般采用成组实验法进行测试，每个

应力水平至少 3 个试样，每组试样的个数是由测试

结果的分散性与所满足的置信度来决定。测试结

果在 50%的存活率下需满足 95%的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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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确定疲劳极限的升降图　（a）未强化；（b）孔挤压

Fig. 2    Lifting diagram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fatigue limit　
（a）without reinforcement；（b）hole cold expansion

 

为便于同一应力水平下疲劳寿命的比较分析，

未挤压试样的成组法测试 4 个应力水平，分别为

200 MPa、180 MPa、150 MPa 和 120 MPa，孔挤压试

样 的 成 组 测 试 3 个 应 力 水 平 ， 分 别 为 200  MPa、
180 MPa 和 150 MPa。根据每个试样的测量截面积

乘以相应的应力水平获得施加载荷。依照上述程

序，可获得不同应力水平下未挤压强化与孔挤压强

化平板试样的疲劳寿命测试结果，见表 2。

根据表 2 中疲劳寿命数据和图 2 中疲劳极限

测试数据，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未强化与挤压强

化试样的疲劳 S-N 曲线方程（见表 3）。

根据各应力水平测试结果与疲劳极限，回归得

到图 3 所示未挤压强化与挤压强化试样的疲劳

S-N 曲线。由图 3 可知，未挤压试样的疲劳寿命和

强度明显低于挤压强化处理试样。与此同时，挤压

强化试样疲劳寿命还与应力水平有关，低应力水平

的增寿效果好于高应力水平，表明挤压强化后疲劳

性能提升明显，疲劳极限增幅约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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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残余应力模拟与测试

文献研究表明 [2-9]，孔过盈量对材料疲劳寿命

有直接影响，过大或者过小均不能获得最优的抗

疲劳性能。过盈量过小则残余压应力不足，增寿

效果有限；过盈量过大则需要较大外力才能使芯

棒挤过，工艺实现困难，且大的过盈量还会造成材

料孔壁形成挤压微裂纹，增大孔壁表面粗糙度，破

坏孔壁表面完整性，增寿效果反而下降。因此，有

必要研究过盈量大小对残余应力的影响以及不同

残余应力下的延寿作用。伊琳娜等[4] 对 2124-T851
铝合金板材孔分别采用 0.2 mm、0.4 mm、0.6 mm
的过盈量进行强化，发现过盈量为 0.4 mm 时拉伸

疲劳寿命提升最为明显。基于此，本工作有限元

仿真采用 0.2 mm、0.3 mm、0.4 mm、0.5 mm、0.6 mm
5 种过盈量进行建模分析，考虑到试样与载荷的对

称特性，选取试样的 1/4 建模。由于孔挤压过程中

芯棒是连续、缓慢、均匀地穿过孔，因此忽略挤压

速率的影响，预测 2024-T351 铝合金试件的三维残

余应力场分布，如图 4 所示。

利用 X 射线衍射法测量孔挤压强化后残余应

力分布，并与仿真结果对比。由于孔边应力集中效

应，受拉伸载荷作用时，可以确定孔边垂直于 X 方

向截面为危险截面，用危险截面上 X 方向的残余应

力场表征挤压强化后孔边的应力场分布。从图 4
可知，孔边沿厚度方向呈梯形分布，挤入端残余压

应力最小，所以预测挤入端表面是裂纹产生及扩展

易于发生的部位。5 种过盈量下残余应力与实测结

果趋势如图 5 所示。实测孔边最大残余压应力是

275 MPa，出现在孔边 1 mm 左右，并随着孔边距离

逐渐减小，有限元计算残余应力变化趋势与实测应

力基本保持一致。其中，过盈量为 0.4 mm 时模拟

的残余应力分布与实测结果较为接近。从仿真结

果来看，随着孔挤压过盈量的逐渐增大，孔边最大

残余压应力数值大小和含残余压应力强化层厚度

会增加；但是，当过盈量超过 0.4 mm 后二者增幅趋

缓，这说明过盈量超过 0.4 mm 后孔挤压强化的效

果有限。必须指出，有限元建模忽略了开缝衬套的

影响，会造成计算得到的残余应力大小与实际测量

结果有所偏差。结合文献研究，可以认为 0.4 mm
过盈量为最优强化方案。

表 2    未强化与挤压强化试样的疲劳测试结果

Table 2    Fatigue test results of unreinforced and expanded reinforced specimens

Hole status σmax/ MPa Fatigue life/ 103cycle Logarithmic
median life

Logarithmic life
standard deviation

Median
fatigue life

Unreinforced 200 38，46，40 4.6149 0.0429     41200

180 124，121，91 5.0451 0.0747   110800

150 191，260，228 5.3513 0.0672   224600

120 518，732，489 5.7560 0.0948   570200

Expanded 200 144，125，107 5.0949 0.0645   124400

180 304，148，183，309 5.3514 0.1604   224600

150 1135，1661，1484 6.1489 0.085 1409100

表 3    未强化试样与强化试样的疲劳性能测试结果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fatigue test results of unreinforced and reinforced specimens

Specimen status Fatigue limit/MPa Regression equation of fatigue life

Unreinforced   78 lg（Nf） = 13.4477－3.9491 × lg（σmax － 35.2）

Expanded 111 lg（Nf） = 22.6792－7.6468 × lg（σ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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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未强化与强化试样的疲劳实验 S-N 曲线

Fig. 3    S-N curves for the fatigue test of unreinforced and rein-
forced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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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挤压强化效应

4.1    挤压强化机制

图 6 给出了挤压前后试样孔边 TEM 组织形

貌。图 6（a）、（b）是未挤压时孔边组织形貌，可以

看出是晶内原始组织形貌；图 6（c）、（d）是挤压后

孔边缘组织特征。与原始组织相比，挤压后晶体内

部形成了高密度的位错，并缠结成位错胞状结构。

由图 6 可知，挤压强化后，在孔内壁局部形成

了高密度的位错组织，并缠绕成位错胞状结构。在

疲劳裂纹扩展过程中，位错胞状结构能够起到钉扎

作用[10-11]，从而阻碍裂纹尖端的扩展。结合有限元

分析，挤压强化后在试样孔内壁的表层存在残余压

应力，可以抵消试样上承受的部分拉拉交变载荷，

从而降低疲劳裂纹扩展速率[12-13]，延长试样的疲劳

寿命。

4.2    断口特征分析

利用 ZEISS SUPRA55 扫描电镜观察 2024-T351
铝合金板的高周疲劳断口形貌，确定出疲劳裂纹源

位置，并对比疲劳条带宽度在裂纹扩展过程中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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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 种过盈量下有限元模型 X 方向残余应力分布

Fig. 4    Simulated residual stress along X direction with 5 kinds of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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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 种过盈量下残余应力与实测残余应力结果

Fig. 5    Results  of  the  residual  stress  and  measured  residual
stress under five kinds of expansion and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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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征。图 7 是最大应力为 150 MPa 条件下未强

化与强化试样断口的宏观形貌。从图 7 可以看出，

未强化试样断口的疲劳裂纹稳定扩展区域小于强

化试样，但瞬断区明显大于强化试样。这说明在相

同的应力状态下，挤压强化试样的力学性能和疲劳

寿命均高于未强化试样。例如，图 7（b）疲劳裂纹

萌生区较为平坦，表明其强度高，疲劳裂纹萌生寿

命较长[14-15]；同时裂纹萌生后，具有相对较长的稳

定扩展区，这一本质是形成了从表面至内部的梯度

材料结构。
 

(a) (b)

(c) (d)

200 nm200 nm 0.5 μm0.5 μm

200 nm200 nm 0.5 μm0.5 μm
 

图 6    孔边 TEM 组织形貌　（a）、（b）未挤压强化；（c）、（d）经挤压强化

Fig. 6    TEM structure morphologies of hole edge　（a），（b） without expansion；（c），（d） with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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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含孔试样断口宏观形貌　（a）未强化试样；（b）挤压试样

Fig. 7    Fracture macro morphologies of the specimens　（a）specimen without expansion；（b）specimen with expansion
 

图 8 给出了含孔铝合金板的高周疲劳断口

微观形貌。从图 8 看出，未挤压强化时，疲劳裂

纹源位于孔壁与试样表面相交处（见图 8（a）），

是 一 个 应 力 集 中 效 应 几 何 特 征 ； 而 在 挤 压 强 化

后，疲劳裂纹源转移至孔内壁处，并具有多裂纹

萌生特征（见图 8（c）），表明经过循环加载后，压

应 力 得 到 释 放 ， 同 时 高 硬 度 的 强 化 层 因 韧 性 不

足易于形成微裂纹。在距离疲劳源相同的距离

处，未强化试样的疲劳条带宽度（见图 8（b））明

显比强化试样的疲劳条带（见图 8（d））更宽。众

所周知，疲劳条带宽度与循环塑性区尺寸和裂纹

扩展速率成正比，疲劳条带宽度越窄，对应疲劳

裂纹的扩展速率越低，表明试样具有更长的疲劳

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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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含孔试样断口微观形貌　（a）、（b）未挤压强化；（c）、（d）经挤压强化

Fig. 8    Fracture micro morphologies of the specimens with holes 　（a），（b）without expansion；（c），（d）with expansion
 

5    结论

（1）孔挤压强化试样的疲劳寿命明显高于未挤

压强化的试样，挤压强化效果与应力水平有关，在

低应力水平下增寿效果好于高应力水平。

（2）三维弹塑性有限元分析发现，孔边残余应

力沿厚度方向呈梯形分布，入口残余压应力最小，

所以入口表面是疲劳裂纹易于起裂与扩展的部位。

（3）经过孔挤压强化后，在试样孔内壁表层形

成高密度位错胞状结构，并产生梯度分布的残余压

应力，从而降低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提高疲劳寿命。 

参考文献：

徐灏. 疲劳强度 [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1：3-7.［1］

钱晓明，姜银方，管海兵，等. 飞机结构件紧固孔强化技

术综述 [J]. 机械强度，2011，33（5）：749-753.
（QIAN X M，JIANG Y F，GUAN H B，et  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for fastening
holes  of  aircraft  structures[J].  Journal  of  Mechanical
Strength，2011，33（5）：749-753.）

［2］

艾莹珺，王欣，宋颖刚，等. 挤压强化对 TC17 钛合金孔

结 构 疲 劳 寿 命 的 影 响 [J].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 2017，

37（6）：82-87.
（AI  Y  J，WANG  X，SONG  Y  G， et  al.  Effect  of  cold
expansion  on  fatigue  life  of  hole  structure  of  TC17
titanium  alloy[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3］

2017，37（6）：82-87.）
伊琳娜，汝继刚，黄敏，等. 孔挤压强化对 2124 铝合金

疲劳寿命及微观组织的影响 [J]. 航空材料学报，2016，

36（5）：31-37.
（YI L N，RU J  G，HUANG M，et  al.  Influence  of  hole
cold expansion on microstructure and fatigue life of 2124
aluminum  alloy[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2016，36（5）：31-37.）

［4］

靳盛哲，胡殿印，刘辉，等. 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孔挤

压强化数值模拟方法及参数影响 [J]. 航空动力学报，

2020，35（1）：30-40.
（JIN S Z，HU D Y，LIU H，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and  investigation  of  cold  expansion  processing
parameters  of  nickel-based  superalloy  GH4169[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20，35（1）：30-40.）

［5］

王亮，冉嘉，张浩. 7085 铝合金锻件孔挤压强化工艺及

机理研究 [J]. 有色金属设计，2019，46（3）：123-127.
（ WANG  L， RAI  J， ZHANG  H.  Study  on  extrusion
strengthening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7085 aluminum
alloy  forgings[J].  Nonferrous  Metals  Design， 2019，

46（3）：123-127.）

［6］

刘渊，薛红前，靳泓睿，等. 7075 铝合金连接孔复合强

化数值模拟及疲劳试验研究 [J]. 航空制造技术，2019，

62（21）：52-58.
（LIU Y，XUE H Q，JIN H R，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fatigue  experiment  of  7075  aluminum  alloy  joint
holes  processed  by  compound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7］

50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0 卷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7.000102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7.000102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5.006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5.00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2660.2019.03.03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2660.2019.03.038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7.000102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7.000102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5.006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5.00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2660.2019.03.03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2660.2019.03.038


2019，62（21）：52-58.）
刘晓龙，高玉魁，刘蕴韬，等. 孔挤压强化残余应力场的

三维有限元模拟和实验研究 [J]. 航空材料学报，2011，

31（2）：24-27.
（LIU X L，GAO Y K，LIU Y T，et al. 3D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test  on  residual  stress  field
by  hole  cold  expansion[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2011，31（2）：24-27.）

［8］

王燕礼，朱有利，曹强，等. 孔挤压强化技术研究进展与

展望 [J]. 航空学报，2018，39（2）：1-17.
（WANG  Y  L，ZHU  Y  L，CAO  Q， et  al.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hole cold expansion technique[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2018，39（2）：1-
17.）

［9］

DE MATOS P F P，MCEVILY A J，MORERA P M G P，

et 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old-working of rivet holes
on the fatigue life of an aluminum allo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2007，29（3）：575-586.

［10］

傅仕伟，王珉，左敦稳. 冷挤压孔抗疲劳增寿机理与试

验研究 [J]. 航空工艺技术，1998（1）：24-26.
（FU S W. WANG M. ZUO D W Prolonging fatigue life
mechanism and test of coldworked hole[J]. Aeronautical

［11］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8（1）：24-26.）

LAI  M  O，OH  J  T，NEE  A  Y  C.  Fatigue  properties  of

holes  with  residual  stresses[J].  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1993，45（5）：551-557.

［12］

罗学昆，艾莹珺，王欣，等. 二次孔挤压强化对 TB6 钛

合 金 疲 劳 性 能 的 影 响 [J].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 2017，

37（6）：88-94.

（LUO X  K，AI  Y  J，WANG X， et  al.  Effect  of  double

cold  expansion  of  hole  on  fatigue  property  of  TB6

titanium  alloy[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2017，37（6）：88-94.）

［13］

YUAN  X，YUE  Z  F，WEN  S  F， et  al.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old  expansion  process

with  split  sleeve  in  titanium  alloy  TC4[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2015，77：78-85.

［14］

宋德玉，罗治平，杨玉荣，等. GH169 高温合金孔挤压强

化层的微观结构 [J]. 航空学报，1996，17（1）：123-126.

（SONG D Y，LUO Z P，YANG Y R，et al. Micro-struc-

ture of the hole expansion strengthened layer of high tem-

perature alloy GH169[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

ica Sinica，1996，17（1）：123-12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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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stress concentration around the hole easily leads to fatigue failure of aircraft structures, and usually causes

catastrophic accidents. In order to elucidate the influence of cold expansion on the fatigue life of AA2024-T351 specimens, fatigue

tests of specimens before and after cold expansion were accomplished on high frequency fatigue test machine. Combining the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with  X-ray  diffraction  measurement,  the  evolution  of  residual  stress  around  the  hole  was  thus  investigated.

Meanwhil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were employed to observe the fatigue

fracture morphology, fatigue striation and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icrostructure features on

fatigue lif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ld expansion with 0.4 m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fatigue resistance of AA2024-

T351 specimens, and the fatigue limit can be increased by about 42%.

Key words:   hole cold expansion；fatigue life；2024-T351 aluminum alloy；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residu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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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片喷丸对 7B04-T6铝合金应力腐蚀抗性的影响

贺    旺1,    王燕礼
2,    王亚南

1,    刘金生
1,    谭志国

2,    高    建3

（1．国营芜湖机械厂，安徽 芜湖 241000；2．中国人民解放军 32256 部队，昆明 650021；3．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北京 100095）

摘要：为研究喷丸对 7B04-T6 铝合金应力腐蚀抗性和静态力学性能的影响，采用旋片喷丸技术对 7B04-T6 铝合金

进行 0.1～0.2 A、0.2～0.3 A 两种喷丸强度的表面强化处理，进行喷丸前后试样表面粗糙度和残余应力的测定与分

析、表面形貌观察、恒载荷应力腐蚀测试、材料静态强度对比测试，并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断口进行观察分析。结

果 表 明 ：0.1～0.2 A 和 0.2～0.3 A 两 种 喷 丸 强 度 可 分 别 在 7B04-T6 铝 合 金 表 面 形 成−350  MPa 和−275  MPa
残余压应力；表面粗糙度 Ra 从喷丸前的 0.9 μm 分别增大至 1.6 μm 和 1.8 μm；在 3%NaCl + 0.5%H2O2（质量分数）溶液中、

（35 ± 1） ℃、350 MPa 恒载荷作用下应力腐蚀持续时间分别较未喷丸试样提高 11.3 倍和 8.7 倍，0.1～0.2 A 喷丸强度

改善效果更佳；喷丸处理不改变材料的强度极限和断面收缩率，两种喷丸工艺对静态强度和断面收缩率的影响一致。

关键词：旋片喷丸；7B04-T6；应力腐蚀开裂；残余应力；静态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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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04 铝合金是一种飞机结构常用高强铝合

金，它是在 7A04 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纯化铁和硅杂

质而来，具有很好的静态强度、疲劳强度、断裂韧

度等力学性能。7B04 合金常用热处理制度有三种∶

T6、T74 和 T73。研究表明，7B04 在 T6 状态下应

力腐蚀敏感性最强，T74 状态下较弱，T73 状态下基

本没有应力腐蚀倾向[1]。某型飞机的一些典型结构

是用 T6 状态 7B04 制造，最近，在维修中发现该型

飞 机 这 些 典 型 结 构 发 生 了 应 力 腐 蚀 开 裂 （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SCC），严重影响了飞机结构完

整性。因为该结构无法在维修中更换，故考虑采用

可现场实施的技术进行一些未开裂同类结构的预

防性修理，以提高未开裂结构的应力腐蚀抗性。

众所周知，SCC 需要三个条件∶（1）敏感的腐蚀

材料；（2）足够大的拉伸应力；（3）特定的腐蚀环

境。破坏其中任意一个条件，就可阻止 SCC 发

生。喷丸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表面强化技术，能在材

料表层引入残余压缩应力，从而降低或抵消拉伸应

力，改善材料 SCC 抗性。关于喷丸改善金属材料

疲 劳 强 度 的 文 献 有 很 多 ， 而 用 于 改 善 金 属 材 料

SCC 抗性的文献相对较少。在 20 世纪 60～70 年

代，ALCOA 公司[2] 就发现，在不是很恶劣的腐蚀环

境中，喷丸处理有很强的延缓或防止 2014-T651 和

7079-T651 铝合金 SCC 破坏的效果；诺斯罗普公司[3]

为解决铝合金航空结构锻件 SCC 问题，曾选择对

全部 7079-T6 和 7075-T6 铝合金结构，包括翼梁、

起落架作动筒、隔框、接头等进行喷丸处理；澳大

利亚航空研究试验室[4] 研究了喷丸对 5054 挤压铝

合金件 SCC 抗性的影响。道格拉斯公司[5] 采用铸

钢丸处理马氏体状态 9Ni4Co0.45C 钢，并将试件交

替浸泡在人造海水中，加载 80%屈服强度，结果喷

丸提高 SCC 持久时间 20 倍以上。21 世纪以来，也

有一些喷丸提高 SCC 抗性的报道，例如，Alobaid[6]

采用铸钢丸机械喷丸处理 2205 不锈钢表面，在沸

腾 MgCl2 溶液中进行 SCC 实验，结果显示，喷丸处

理延缓 SCC 时间 15 倍以上；倪红芳等[7] 采用玻璃

丸机械喷丸处理 304 不锈钢焊缝，提高 SCC 抗性

效益高达近 600 倍；此外，喷丸处理对 304 不锈钢

母材 [8-10] 和焊缝 [11]、316L不锈钢 [12]、奥氏体不锈

钢[13]、1Cr18Ni9Ti 不锈钢[14]、汽轮机末级叶片材料[15]、

2024 铝合金[16-18]、A7N01 铝合金[19] 等材料 SCC 敏

感性的影响也都有报道。以上研究均表明，恰当的

喷丸处理可有效改善材料 SCC 抗性。遗憾的是，

鲜有关于喷丸处理对 7B04-T6 铝合金 SCC 抗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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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报道。

采用喷丸技术改善铝合金 SCC 抗性时，有两

个不利因素必须考虑。一是表面粗糙度。喷丸一

般会造成表面粗糙度增加，这会增大铝合金与腐蚀

介质接触实际面积，从而使均匀腐蚀速率增加，对

改善 SCC 抗性不利；增大喷丸强度，虽然会增大喷

丸后晶粒细化程度、残余压应力深度和数值，但也

会显著增大被处理表面粗糙度。二是表层可能损

伤。喷丸强度越大引起表面损伤性破坏（如开裂和

叠层等）也会越严重，在应力腐蚀环境下时，容易从

损伤处发生局部腐蚀或萌生裂纹。由此可见，合适

的喷丸工艺才能改善铝合金 SCC 抗性。通常认

为，处理铝锻件应选择大弹丸和最大喷丸强度，选

择弹丸尺寸的同时应考虑表面粗糙度，喷丸时间应

满足阿尔门试片 100%覆盖率。

考虑到飞机机体典型结构现场强化处理的实

际工程需求，本工作采用旋片喷丸技术进行两种不

同喷丸强度的 7B04-T6 铝合金试样表面处理，测定

分析喷丸前后试样表面粗糙度、残余应力、表面形

貌的变化；通过恒载荷 SCC 实验，评价喷丸处理对

其 SCC 抗性的影响；通过拉伸实验，评价喷丸处理

对材料静态强度和断面收缩率的影响；用扫描电子

进行腐蚀断口观察与分析。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材 料 为 东 北 轻 合 金 公 司 生 产 的 50  mm 厚

7B04-T651 铝合金板，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为

0.05Si、 0.14Fe、 1.55Cu、 0.29Mn、 2.55Mg、 0.13Cr、
6.10Zn、余量  Al。根据 HB 5254—1983 设计加工

恒载荷 SCC 试样 9 件，去除表面包铝层，编号为

T01～T09，见图 1（a）和（b）所示。将 SCC 试样分

成三组∶（1）原始加工试样 T01～T03；（2）喷丸工

艺 1 处理试样 T04～T06；（3）喷丸工艺 2 处理试样

T07～T09。根据MH/T3017—2008 和HB/Z26—2011，

采用旋片喷丸设备处理 T04～T09 试样工作段四个

表面，其中喷丸工艺 1 的喷丸强度为 0.1～0.2 A，

喷丸工艺 2 工艺的喷丸强度为 0.2～0.3 A，旋片转

速均为 2000 r/min，覆盖率均大于 100%，喷丸处理

过程见图 1（c）所示。根据 GBT7704—2008，采用

X-350A 型 X 射线应力测定仪测定三类试样沿加载

方向的表面残余应力，在每个试样工作段区域内随

机测定 3 个点然后取平均值。使用 TR200 表面粗

糙度测试仪测定三类试样的表面粗糙度 Ra，在每个

试样表面测定 3 个值然后取平均值。使用 VHX-
100 型体式显微镜观察三类试样的表面形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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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样设计与加工及喷丸处理过程　（a）SCC 试样图纸；（b）SCC 试样；（c）旋片喷丸处理；（d）拉伸试样图纸

Fig. 1    Sample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shot  peening  process　 （a）SCC sample  drawing； （b）SCC sample； （c） flap  peening
processing；（d）tensile sample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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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WDML-1 型恒载荷应力腐蚀试验机开展 SCC
测 试 ， 温 度 （ 35  ±  1）℃ ， 腐 蚀 溶 液 是 3%NaCl  +
0.5%H2O2，施加载荷 350 MPa。根据 GB/T228.1—
2010， 设 计 加 工 静 强 度 拉 伸 试 样 9 件 ， 编 号 为

JZ01～JZ09，如图 1（d）所示，使用 CMT5204 拉伸

试验机开展静载荷拉伸测试，其中，JZ04～JZ06 和

JZ07～JZ09 分别采用喷丸工艺 1 和工艺 2 进行处

理。SCC 试样和静强度拉伸试样均要求在供货态

轧制板材 T-L 面内沿 T 方向取样。

2    结果与讨论

2.1    表面残余应力

图 2 为试样残余应力测定值。由图 2 看出，原

始加工试样表面存在约−50 MPa 残余应力，喷丸工

艺 1 在试样表面引入约−350 MPa 残余应力，喷丸

工艺 2 引入约−275 MPa 残余应力。这表明，喷丸

增大了试样表面残余压应力，且工艺 1 增幅高于工

艺 2 约 75 MPa，这是喷丸工艺的典型特征，随着喷

丸强度增大，喷丸处理表面呈现的残余压应力值会

减小。残余应力对 SCC 过程有较大影响，表面存

在残余压应力的试样 SCC 寿命会明显高于存在残

余拉应力的试样[20]。故仅从残余应力角度判断，应

该是喷丸工艺 1 处理试样抗 SCC 性能最佳，喷丸

工艺 2 处理试样次之，原始加工试样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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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表面残余应力

Fig. 2    Surface residual stress
 

2.2    表面粗糙度

图 3 为试样表面粗糙度测定值。由图 3 可以

看出，原始加工试样表面粗糙度 Ra 约为 0.9 μm，喷

丸工艺 1 处理试样约为 1.6 μm，喷丸工艺 2 处理试

样约为 1.8 μm。这表明，喷丸增大了试样表面粗糙

度，且工艺 1 表面粗糙度低于工艺 2，该现象符合

喷丸工艺特征，即喷丸强度增大，表面粗糙度会增

大。粗糙度大会增大材料表面与腐蚀溶液的实际

接触总面积，从而进一步增大材料 SCC 概率。故

仅从表面粗糙度角度来讲，应该是原始加工试样抗

SCC 性能最佳，喷丸工艺 1 处理试样次之，喷丸工

艺 2 处理试样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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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表面粗糙度
Fig. 3    Surface roughness

 

影响 SCC 的各种因素相互之间存在竞争机

制，故这里不能简单断定三种工艺加工试样的抗

SCC 性能孰优孰劣。如 2.1 所述，喷丸在表面引入

了有益残余压应力，但是，从表面完整性角度来讲，

喷丸强度越大引起表面损伤性破坏（如开裂和叠层

等）可能性也越大，在受到应力腐蚀时，容易从损伤

处发生局部腐蚀或萌生裂纹。还需要说明的是，表

面粗糙度增大，有助于提高漆层与基体的结合力，

这对于装备后期涂装有利。

2.3    表面形貌

图 4 为试样表面形貌。由图 4 可以看出，原始

加工试样表面虽然光滑，但加工遗留的方向性痕迹

仍较明显；喷丸试样表面存在大量凹坑，表面粗糙

度确实增大，但消除了方向性痕迹。研究表明，这

种稍微粗糙但是均匀的喷丸表面在减少密封渗漏

方面，要优于非常光洁的研磨或磨削表面，这或许

在使用过程中，对抑制一些不经意的漆层划伤或漆

层剥离造成的腐蚀介质进入是有作用的。另外，稍

微粗糙的表面可以增加金属表面与漆层之间的结

合力。两种喷丸工艺处理的试样表面形貌相似，看

不出明显区别。

2.4    应力腐蚀持续时间

SCC 实验结果（图 5）显示，原始加工试样持久

时间在 44～222 h 之间（平均值 138 h），喷丸工艺

1 处理试样持久时间在 1250 h 以上（平均值 1555 h，

T04 试样 1800 h 未断裂），喷丸工艺 2 处理试样持

久时间在 1000 h 以上（平均值 1204 h），这表明，喷

丸处理试样性能优于原始加工试样，其中，喷丸工

艺 1 和 工 艺 2 分 别 提 高 持 久 时 间 11.3 倍 和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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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分析原因如下∶（1）喷丸在试样表面引入了更

大残余压应力，有效抵消了外在拉应力，降低了试

样表面实际拉应力值，起到了延缓 SCC 裂纹萌生

作用；同时，残余压应力具有一定层深，在此深度范

围内，残余压应力减小了 SCC 裂纹尖端有效应力

强度因子，导致 SCC 裂纹扩展速率降低。（2）喷丸

处理使表层晶粒取向随机，位错密度增大，甚至细

化晶粒，该变化也有助于延缓 SCC 裂纹萌生，降低

SCC 裂纹扩展速率。

同时，发现喷丸工艺 1 处理试样的持久时间较

工艺 2 处理试样要更长。这可从两个方面解释∶

（1）喷丸工艺 1 处理后，试样表面残余压应力更大；

（2）喷丸工艺 1 处理后，试样表面粗糙度相对较小。

2.5    应力腐蚀断口

按照 HB 5257—1983，使用铬酐溶液，去除断

口表面腐蚀产物。图 6 是三类试样典型断口的

SEM 照片。由图 6 看出，不同试样断口特征相似，

SCC 裂纹起始于试样表面，在裂纹源处有部分晶粒

被腐蚀；随后，腐蚀向内部延伸一定深度，更多的晶

粒被腐蚀；腐蚀主要是沿晶界发生，断口表现为沿

晶断裂。

2.6    静强度和断面收缩率

图 7 为喷丸对强度极限的影响。由图 7 看出，

两种喷丸工艺处理试样的强度极限均为 586.6 MPa，
较处理前 589.5 MPa 降低了 2.9 MPa，可认为喷丸

对材料强度极限没有影响。图 8 为喷丸对屈服强

度的影响，由图 8 看出，两种喷丸工艺处理试样测

试的屈服强度均降低了约 15 MPa，但这种表观测

试结果并不能说明喷丸对材料的屈服强度产生影

响，具体的影响规律有待进一步研究。图 9 为喷丸

对断面收缩率的影响。由图 9 看出，喷丸对材料断

面收缩率没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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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表面形貌　（a）原始加工试样；（b）喷丸工艺 1 处理试样；（c）喷丸工艺 2 处理试样

Fig. 4    Surface topography　（a）original sample；（b）sample treated by shot peening process 1；
（c）sample treated by shot peening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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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应力腐蚀持续时间

Fig. 5    SCC dur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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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断口的 SEM 照片　（a）原始加工试样；（b）喷丸工艺 1 处理试样；（c）喷丸工艺 2 处理试样

Fig. 6    SEM pictures of fracture surface　（a）original sample；（b）sample treated by shot peening process 1；
（c）sample treated by shot peening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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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0.1～0.2 A 和 0.2～0.3 A 两种喷丸强度分别

在 7B04-T6 铝合金表面形成−350 MPa 和−275 MPa
残余压应力，表面粗糙度 Ra 从喷丸前的 0.9 μm 分

别增大至 1.6 μm 和 1.8 μm。

（2）喷丸可改善 7B04-T6 铝合金抗应力腐蚀开

裂性能，在 3%NaCl + 0.5%H2O2 溶液中、（35 ± 1） ℃、

350 MPa 恒载荷作用下，0.1～0.2 A 和 0.2～0.3 A
两种喷丸强度处理试样的应力腐蚀持续时间分别

是未喷丸试样的 11.3 倍和 8.7 倍，0.1～0.2 A 喷丸

强度改善效果更佳。

（3）喷丸处理对材料强度极限和断面收缩率没

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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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喷丸对强度极限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shot peening on ultimat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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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喷丸对屈服强度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shot peening on yield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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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喷丸对断面收缩率的影响

Fig. 9    Effect of shot peening on percentage reduction 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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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lap peening on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resistance of 7B04-T6 alloy

HE Wang1,    WANG Yanli2,    WANG Yanan1,    LIU Jinsheng1,    TAN Zhiguo2,    GAO Jian3

（1. State-owned Wuhu Machinery Factory，Wuhu 241000，Anhui，China；2. PLA 32256 Units，Kunming 650021，China；3.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The flap peening method with two different shot peening intensities were used to strength the 7B04-T6 for studying the

effect of shot peeing on the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resistanc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7B04-T6. Comparative testing about

surface roughness, surface residual stress, surface topography, constant load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experiment and static strength

tensile experiment were performed, the fracture surfaces were observed with S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ot peening has imparted

a surface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of −350 MPa (0.1-0.2 A intensity) and −275 MPa (0.2-0.3 A intensity). The surface roughness

has increased from Ra 0.9 μm to Ra 1.6 μm (0.1-0.2 A intensity) and Ra 1.8 μm (0.2-0.3 A intensity). The duration of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has extended with 11.3 times (0.1-0.2 A intensity) and 8.7 times (0.2-0.3 A intensity) in the 3%NaCl + 0.5%H2O2 solution

and with an application of 350 MPa load. Shot peening has not influenced the ultimate strength and percentage reduction in area, but

slightly decreased the yield strength with a value of 15 MPa.

Key words:   flap peening；7B04-T6；SCC；residual stress；static strength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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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沉头螺栓连接失效分析

王    强,    贾普荣,    张    龙,    王    刚,    曾磊磊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为研究 T800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沉头螺栓连接结构在受载情况下损伤的萌生、扩展以及材料失效行为，对

螺栓连接结构进行准静态拉伸实验。利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建立该结构的三维有限元模型，采用三维

Hashin 失效准则预测复合材料的失效起始，基于渐进损伤理论提出一种新的材料损伤后刚度逐渐折减方案，并通

过编写 UMAT 用户子程序实现材料本构关系的定义。对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沉头螺栓连接结构进行数值分析，将

数值计算结果与拉伸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此数值分析方法对结构的失效过程预测与实验结果吻合

良好。

关键词：复合材料；螺栓连接；失效准则；渐进损伤；数值分析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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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因其比刚度高、比强度高、耐疲劳等

优异的力学性能，在飞行器承载结构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由于设计、制造、成本以及维护等方面的

制约，飞行器结构中缺少不了一些工艺分离面、维

护口盖和多种外挂接口等[1]，因而结构件间的连接

在飞行器中必不可少。螺栓连接因其承载能力强、

连接可靠性高、便于安装和拆卸等优点，被广泛用

于飞行器结构当中；但由于复合材料是各向异性材

料，其损伤和破坏模式特别复杂，即使在单轴拉伸

作用下，也会有多种损伤状态同时产生，而在复杂

的连接区域，其应力集中状况会比金属结构更为严

重，尤其是对于沉头螺栓连接，传力过程中引入的

二次弯矩使得连接结构的设计更加保守，进一步限

制了复合材料减重优势的发挥。虽然复合材料的

损伤很难直接观察到，但数值模拟方法有助于更好

地分析复合材料的损伤演化过程。因此，建立精确

的复合材料连接结构损伤演化模型十分重要。

在过去几十年里，众多学者对复合材料的损伤

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Hill[2] 和 Tsai 等[3] 最先以

金属等各向同性材料为基础，提出了 Tsai-Wu 和

Tsai-Hill 失效判据，这些简单的失效准则不考虑复

合材料失效模式的多样化，但考虑了复合材料的正

交各向异性特性。虽然这两种准则都能在一定程

度上预测复合材料的失效，但并不能分析损伤对材

料刚度退化的影响。后来，学者们提出了考虑不同

破坏模式（纤维、基体）的失效模型，其中，Hashin[4-5]

的 失 效 模 型 运 用 最 为 广 泛 。 与 Tsai-Wu 和 Tsai-
Hill 准则不同的是，Hashin 准则不仅区分失效模

式，而且在判断损伤起始后，根据计算得到的损伤

变量值来降低损伤点的刚度。目前，仍然有众多学

者基于 Hashin 准则进行复合材料的损伤演化分

析。Fang 等[6] 采用 Hashin 三维渐进损伤模型对三

维编织复合材料代表性体积单元（RVC）的损伤及

扩展进行了分析，并根据主要破坏模式讨论了三维

四向编织复合材料的非线性行为。Su 等[7] 对复合

材料开孔板的拉伸失效进行了模拟，同时采用界面

单元预测层合板的分层失效，得到了与实验吻合良

好的结果。

在 复 合 材 料 连 接 结 构 的 研 究 中 ，McCarthy
等[8-9] 建立了复合材料凸头螺栓连接的三维有限元

模型，并研究了螺栓孔间隙对连接结构力学性能的

影响。Qin 等[10] 对比研究了沉头和凸头连接对复

合材料双搭接结构强度、刚度和破坏模式的影响，

分析了沉头连接结构弱于凸头连接结构的主要原

因，并通过有限元方法分析了螺栓预紧力和间隙配

合对两种搭接结构承载能力的影响。Joseph 等[11]

采用内裂纹带模型对复合材料沉头螺栓连接结构

进行了详细的渐进损伤和失效分析，验证了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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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Mandal 等[12] 建立了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多钉连接结构的三维渐进损伤模型，并研究了螺栓

直径以及螺栓预紧力对结构承载能力的影响。黄

文俊等[13] 计算了复合材料层合板单钉沉头螺栓连

接结构的条件挤压载荷，分析了接触面摩擦、螺栓

刚度和连接金属板刚度等因素对连接结构拉伸性

能的影响。刘向东等[14] 研究了层合板钉孔挤压损

伤后剩余刚度的变化规律，提出在模拟挤压失效过

程中采用模量先突减、然后逐渐提升的刚度修正方

法。李星等[15] 预测了机翼翼根后梁下缘条对接件

模型的极限强度，发现材料非线性对计算结果的影

响最为显著，而网格密度、温差等对计算结果的影

响较小。何柏灵等 [16] 建立了 T800 级复合材料螺

栓单剪连接的强度估算策略，并和实验结果对比证

明了该估算策略的可行性。姜晓伟等[17] 研究了间

隙与干涉两种配合方式对接头刚度的影响，结果表

明间隙配合会降低复合材料单钉单剪螺栓连接结

构的接头刚度，而 0.5%钉直径的干涉量则可以有

效提高连接接头刚度。周龙伟等[18] 建立了一种新

的单向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刚度突降退化

模型，并用该模型对典型复合材料螺栓连接结构的

拉伸失效行为进行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计算精度

和有效性。

本工作建立复合材料沉头螺栓连接结构的渐

进损伤模型，利用改进的三维 Hashin 失效起始判

据和刚度退化方式对结构进行损伤演化分析，并通

过编写 UMAT 子程序对复合材料本构关系进行实

现，同时采用黏性正则化方法改进数值算法的收敛

性。最后将数值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比较，为后续

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渐进损伤理论

1.1    材料本构模型

复合材料层合板是典型的正交各向异性材料，

其主坐标系下单层板的应力应变关系为：

[σ] = C [ε] (1)

其中矩阵 C 表示刚度矩阵，如式（2）所示：

C =



C11 C12 C13 0 0 0
C22 C23 0 0 0

C33 0 0 0
C44 0 0

sym C55 0
C66


(2)

式中：C11 = E11（1 - ν23ν32）/∆，C12 = E22（ν12 + ν13ν32）/
∆，C13 = E33（ν13 + ν12ν23）/∆，C22 = E22（1−ν13ν31）/∆，

C23 = E3（ν23 + ν21ν13）/∆，C33 = E33（1−ν12ν21）/∆，C44 =
G12， C55  = G13， C66  = G23， ∆  =  1−  ν12ν21  -  ν23ν32  −
ν13ν31−2ν21ν32ν13。 E11、 E22、 E33 分 别 为 1（ 轴 向 ） 、

2（ 横 向 ） 、 3（ 面 外 ） 方 向 的 弹 性 模 量 ； G12、 G13、

G23 分 别 为 12、 13、 23 面 的 剪 切 模 量 ； ν12、 ν13、
ν23 分别为 12、13、23 面的主泊松比。

由于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横向各向同性特性，通

常认为 E22 = E33，G12 = G13，ν12 = ν13。因此定义材

料本构关系仅需材料参数 E11、E22、G12、G23、ν12
和 ν23。
1.2    损伤起始判据

采用三维 Hashin 失效起始判据对复合材料进

行损伤判断，并将复合材料的损伤模式分为以下

7 种，一旦下列方程左边的值等于 1，即认为复合材

料开始出现相应的损伤形式。

纤维拉伸损伤（σ11 > 0）：

Fft =

(
σ11

XT

)2

+

(
τ12

S 12

)2

+

(
τ13

S 13

)2

(3)

纤维压缩损伤（σ11 < 0）：

Ffc = −
σ11

XC
(4)

基体拉伸损伤（σ22 > 0）：

Fmt =

(
σ22

YT

)2

+

(
τ12

S 12

)2

+

(
τ23

S 23

)2

(5)

基体压缩损伤（σ22 < 0）：

Fmc =

(
σ22

YC

)2

+

(
τ12

S 12

)2

+

(
τ23

S 23

)2

(6)

拉伸分层损伤（σ33 > 0）：

Fzt =

(
σ33

ZT

)2

+

(
τ13

S 13

)2

+

(
τ23

S 23

)2

(7)

压缩分层损伤（σ33 < 0）：

Fzc =

(
σ33

ZC

)2

+

(
τ13

S 13

)2

+

(
τ23

S 23

)2

(8)

纤维基体剪切损伤（σ11 < 0）：

Ffms =

(
σ11

XC

)2

+

(
τ12

S 12

)2

+

(
τ13

S 13

)2

(9)

式中：XT 和 XC 分别表示纤维方向的拉伸和压缩强

度；YT 和 YC 分别表示基体方向的拉伸和压缩强

度；ZT 和 ZC 分别表示面外方向的拉伸和压缩强度；

S12、S13 和 S23 分别表示 12、13、23 面的剪切强度。

1.3    损伤演化模型

当材料达到损伤起始点后，需要对材料的刚度

矩阵进行退化。目前，运用比较广泛的几种退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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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有直接刚度降模型、指数型退化模型以及线性退

化模型。线性退化模型基于 Bažant 等[19] 提出的断

裂带理论，当复合材料的成分失效时，单元耗散能

等于其弹性能，材料的损伤均匀地分散在单元上，

表现为材料刚度在单元体积上的均匀退化，其示意

图见图 1。但由于能量耗散随着网格的细化而减

小，所以数值解与单元尺寸密切相关。为了减轻模

型的网格依赖性，学者们[20-23] 在损伤演化表达式中

引入了等效位移的概念来计算材料退化过程中的

能量耗散： w
σi,eqdδi,eq =GC

i (10)

GC
i

δi,eq σi,eq

LC =
3√Ve

式中：i = ft，fc，mt，mc，zt，zc，fms（下同）； 表示不

同破坏模式下的断裂韧度； 和 表示几种损伤

模式下的等效位移和等效应力。表 1 列出了几种

损伤模式下等效位移的计算形式，其中 LC 表示单

元的特征长度，对于三维实体单元， ，其中

Ve 表示单元的体积。εjj，eq 表示三个主方向的等效

应变，定义如下式：

ε j j,eq =
∑ C jk

C j j
εkk ( j,k = 1,2,3) (11)

根据本构关系，也可将其表示为：

ε j j,eq =
σ̄ j j

C j j
( j = 1,2,3) (12)

σ̄ j j式中： 表示主方向的名义应力；参数 α1、α2、β1、
β2、β3、β4 的取值如下式所示：

α1 =

(
XTC44

S 12C11

)2

；α2 =

(
XCC44

S 12C11

)2

；

β1 =

(
YTC44

S 12C22

)2

；β2 =

(
YTC66

S 23C22

)2

；

β3 =

(
YCC44

S 12C22

)2

；β4 =

(
YCC66

S 23C22

)2

(13)

引入 α1、α2、β1、β2、β3、β4 这几个参数的好处是

可以将失效起始判据与损伤演化模型紧密联系起

来，当刚好满足某一失效起始条件时，此时的等效

失效起始应变表示为：

ε0j j,eq =
σ0

j j

C j j
( j = 1,2,3) (14)

σ0
j j

δi,eq

式中， 表示对应失效模式下主方向的强度，因此

可将等效位移 表示为主方向的等效应变与单

元特征长度的乘积。则每种失效模式的损伤演化

方程可以表示为：

di =
δfi,eq

(
δi,eq−δ0i,eq

)
δi,eq

(
δfi,eq−δ0i,eq

) (15)

δ0i,eq δfi,eq在式（15）中， 和 分别表示损伤起始时和完全

损伤时的等效位移，可计算为：

δ0i,eq = ε
0
i,eqLC (16)

δfi,eq = 2GC
i /σ

0
i,eq (17)

σ0
i,eq式中， 为图 1 线性退化模型中的应力峰值，也等

于对应失效模式下主方向的强度。对于特征长度

相同的单元，其等效失效应变是一个定值，也就是

说，不同失效模式下的断裂韧度决定了单元在该种

fO

G
i

C

δ
i, eqδ

i, eq
0δ
i, eq

0δ
i, eq

δ
i, eq

 

图 1    线性退化模型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linear degenerate model

表 1    不同失效模式下的等效位移

Table 1    Equivalence displacement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failure modes

Failure mode Equivalence displacement

Fiber, σ11 > 0 δft,eq = LC

√
ε211,eq +α1ε

2
12 +α1ε

2
13

Fiber，σ11 < 0 δfc,eq = −LCε11,eq

Matrix，σ22 > 0 δmt,eq = LC

√
ε222,eq +β1ε

2
12 +β2ε

2
23

Matrix，σ22 < 0 δmc,eq = LC

√
ε222,eq +β3ε

2
12 +β4ε

2
23

Z-direction，σ33 > 0 δzt,eq = LC

√
ε233,eq +β1ε

2
13 +β2ε

2
23

Z-direction，σ33 < 0 δzt,eq = LC

√
ε233,eq +β3ε

2
13 +β4ε

2
23

Fiber-matrix shear，σ11 < 0 δfms,eq = LC

√
ε211,eq +α2ε

2
12 +α2ε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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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模式下的失效轨迹。

在 ABAQUS 隐式求解过程中，对单元刚度矩

阵 进 行 折 减 常 常 会 导 致 计 算 收 敛 困 难 ， 故 参 照

Lapczyk 等 [22] 采用黏性正则化方法来提高计算的

收敛性。加入黏性系数可以使软化过程中材料的

切线刚度矩阵在足够小的时间增量下是正定的，因

而有利于计算的收敛，但过大的黏性系数值往往会

导致计算结果失真。因此，通常采用较小（相对于

特征时间增量）的黏性系数值，这样既有助于提高

模型在退化状态下的收敛速度，也不影响计算结果

的精确性，采用黏性正则化后的损伤变量由式（18）

计算：

ḋv
i =

1
η

(di−dv
i ) (18)

dv
i di

ḋv
i dv

i η

式中： 为当前增量步的黏性损伤变量； 为当前增

量步的无黏损伤变量； 为 对时间 t 的导数； 为

黏性系数。

对式（18）离散化，可得到 t + Δt 时刻的黏性损

伤变量为：

dv
i |t+∆t =

∆t
∆t+η

di |t+∆t +
η

∆t+η
dv

i |t (19)

引入黏性系数会使计算过程中产生黏性耗

散能：

E(k)
SCD =

∑
i=1,6

[
1
2

(
σv,(k)

i +σv,(k−1)
i −σ(k)

i −σ
(k−1)
i

)
∆ε(k)

i

]
(20)

E(k)
SCD

σv,(k)
i σv,(k−1)

i

σ(k)
i σ(k−1)

i

∆ε(k)
i

式中： 表示第 k 个（当前）增量步的黏性耗散

能； 和 分别表示当前增量步和前一增量

步下加入黏性系数后的应力分量； 和 分别

表示当前增量步和前一增量步下不加黏性系数时

的应力分量； 表示当前增量步下各应变分量的

增量。根据经验 [24]，认为黏性系数取值 10−5~10−3

较合理，此时黏性系数的加入不会使计算结果产生

较大偏差而且可以有效改善数值的收敛性。

得到材料的损伤变量后，需对材料的刚度进行

折减。参考文献 [6，25-26] 后采用以下的刚度折减

方案，折减后刚度矩阵表达式如下：

Cd =



aC11 aC12 aC13 0 0 0
bC12 bC22 bC23 0 0 0
cC13 cC23 cC33 0 0 0

0 0 0
√

bdC44 0 0

0 0 0 0
√

cdC55 0

0 0 0 0 0
√

bcC66


(21)

a = 1−
(
1−dv

ft

) (
1−dv

fc

)
b = 1−

(
1−dv

mt

) (
1−dv

mc
)

c = 1−
(
1−dv

zt

) (
1−dv

zc
)

d = 1−
(
1−dv

ft

) (
1−dv

fms

)其中， ； ；

， 。 考

虑到某一剪切应力主导的损伤会同时使两个主方

向满足损伤条件，而按照线性退化规律剪切刚度的

折减应与损伤变量是线性关系，因此剪切刚度的折

减系数为式（21）中的开方形式。另外，本模型中主

要损伤模式为挤压损伤，物质不会因挤压破坏而完

全消失，也就是说单元在挤压破坏后仍应该保留一

定的刚度。且如果在 ABAQUS 隐式求解器中把刚

度矩阵的某一项降到 0，会使单元在计算过程中产

生畸变，进而导致收敛困难。参考其他研究并经反

复计算验证发现，当纤维和基体方向的压缩损伤状

态变量高于 0.9 时，保持单元在该方向的主应力不

变，使单元刚度慢速降低，而不是突然降到一个接

近 0 的数值，并将各损伤变量的最大值设定为表 2
的数值时计算更容易得到收敛解。
 

表 2    各损伤状态变量的最大值

Table 2    Maximum value of each damage status variable

Damage status variable Maximum value

dft 0.999

dfc 0.999

dmt 0.990

dmc 0.990

dzt 0.990

dzc 0.600

dfms 0.850
 
 

2    实验

2.1    试件

参照 ASTM D5961 设计试件，通过高锁螺栓将

两块复合材料层合板搭接，层合板材料为国产 T800
级碳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复合材料（CCF800/AC531）

和碳纤维斜纹织物，铺层顺序为 [45*/−45/90/45/0/
−45/0/45/0/−45/0/45/−45/]s。其中，45*铺层为碳纤

维斜纹织物层，其单层名义厚度为 0.22 mm；带横

线上标的 90°铺层表示对称铺层的中心层，除织物

外共 25 层，层合板单层名义厚度为 0.14 mm。沉头

抗剪高锁螺栓的材料为 Ti6Al4V，沉头角为 100°。
螺栓和孔之间为理想紧配，并施加 7.2 N•m 的预紧

力将其紧固，并于两板内侧粘贴同属性同厚度的垫

板以保证实验过程中试件的对中性。试件具体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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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值及贴应变片位置如图 2 所示。

2.2    拉伸实验

拉伸实验在 DNS 300 液压伺服电子万能试验机

上进行。试件通过液压夹头夹持在试验机上，上下夹持

长度均为粘贴垫板的长度，采用位移控制加载，加载速

率为 1 mm/min。用试验机传感器记录拉伸载荷，载荷

误差在示值的 ± 1%以内；使用与试验机同一厂家的引

伸计测量孔边挤压应变，其标距为 50 mm；用DH3820N
静态应变测试分析系统监控试件表面关键性部位的

应变，重复测试 3 个试件。实验现场照片见图 3（a），

螺栓断口照片见图 3（b），搭接面的损伤状态见

图 3（c），外表面（非搭接面）的损伤态见图 3（d）。

3    数值分析

用商业有限元软件 ABAQUS 建立三维连续损

伤有限元模型，预测其失效强度并分析损伤形式。

复合材料层合板和钛合金螺栓均采用实体单元建

模，单元类型均选用 C3D8R。参考文献 [16，27]，复

合材料单层板和碳纤维斜纹织物的力学性能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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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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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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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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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图 2    试件尺寸及贴应变片位置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specimen size and position of strain gauge

Hydraulic chuck

Strain acquisition

Extensometer

Clamping segment

Top lap plate

Bottom lap plate

Top lap plate

Bottom lap plate

Hydraulic chuck

Strain acquisition

Extensometer

Clamping segment

Top lap plate

Bottom lap plate

Top lap plate

Bottom lap plate

(a) (b)

(c) (d)

 

图 3    实验照片及断口　（a）实验设备；（b）螺栓断口；（c）搭接面状态；（d）外表面状态

Fig. 3    Exprimental photographs and fractures　（a）test device；（b）bolt fracture；（c）lap surface status；（d）outer surfac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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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螺栓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分别为 110 GPa
和 0.33，参照文献 [28-29] 定义钛合金螺栓的 Johnson-
Cook 塑性模型和 Ductile 失效模型。

网格质量严重影响计算结果，需对特定区域

进行合适的网格划分。“危险”区域为孔边应力

集中处，远离孔边处几乎未观察到损伤现象，所以

在近孔处加密网格，并采用网格过渡的方式在远

孔处（夹持段）划分较为稀疏的网格。经过计算验

证，这样不仅可保证结果的精确性，还可以有效加

快计算速度。在厚度方向上每层划分一个单元，

以保证得到每层单元的应力状态和损伤情况。另

外，对螺栓螺纹采用简化方式建模，以间隔式的三

角槽代替螺杆上的螺纹，并在螺母中建立与螺杆

匹配的内螺纹。在螺栓与层合板接触的区域尽可

能保证接触对之间的网格吻合度，网格划分后的

模型见图 4。
 

表 3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单层板和斜纹织物的力学性能

Table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 laminate and fiber twill fabric

Material E11/GPa E22/GPa G12/GPa G23/GPa ν12 ν23 XT/MPa XC/MPa

Unidirectional tape 145 7.7 4.5 2.9 0.323 0.451 2700 1400

Twill fabric 45 45 3.86 3.86 0.042 0.330 597.6 496
 

Material YT/MPa YC/MPa S12/MPa S23/MPa Gft/（N•mm−1） Gfc/（N•mm−1） Gmt/（N•mm−1） Gmc/（N•mm−1）

Unidirectional tape 75 350 132 132 55 35 0.368 1.48

Twill fabric 597.6 496 16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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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有限元模型及网格

Fig. 4    Finite element model and mesh
 

垫板与主板之间采用“tie”绑定约束，两板之

间、板与螺栓、板与螺母、螺栓和螺母之间的接触

面采用有限滑移的面-面接触算法，接触属性为硬

接触，摩擦系数采用 0.115。边界条件为：模型夹持

部分的表面限制横向位移（U2）和面外方向的位

移 （U3） ， 模 型 的 左 端 固 定 ， 右 端 施 加 轴 向 位 移

（U1）。

通过软件内置的“Bolt load”功能施加螺栓预

紧力，需要注意的是一次施加较大预紧力会导致计

算出现收敛性问题，因此在第一个分析步中加入较

小的预紧力，并在后续分析步加入全部预紧力。螺

栓预紧力 Fbolt 与拧紧力矩 P 之间的关系为：

Fbolt=
P

kD
(22)

式中：D 为螺栓直径；k 为拧紧力矩系数；一般取 k =
0.2[16]。

4    结果与分析

4.1    黏性系数的影响

为了研究清楚黏性系数的取对数值分析结果

的影响程度，采用三个常用的黏性系数值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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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和 0.0001 进行数值分析并比较其结果。首

先，对几次计算结果的极限载荷值进行比较。三种

黏性系数下的载荷位移曲线如图 5（a）所示，图中

纵轴的载荷表示固定端的轴向支反力，横轴的位移

表示加载端的轴向拉伸位移。从图 5（a）可以看

出，三次数值分析的结果十分接近，极限载荷相差

在 0.1%以内。其次，对计算耗时进行比较。本次计

算均是在 Intel（R）Xeon（R）CPU E5-2630 v4 @2.20 GHz
（64 GB RAM）处理器上运行，黏性系数为 0.0001 时计

算耗时 180 h，约是黏性系数为 0.0005 时的 2.3 倍，

是黏性系数为 0.001 时的 6.6 倍。最后，为了验证

引入黏性系数对数值分析结果的影响程度，绘制三

个黏性系数下计算的总应变能（ABAQUS 输出变

量 ALLSE）和黏性耗散能（ALLCD）随轴向载荷的

变化趋势曲线（图 5（b）），从图 5（b）可以看出，整

个计算过程中黏性耗散能的值相对于应变能都非

常小，黏性系数取 0.001 时黏性耗散能最大，为 0.032 J，
占应变能的 0.43%。因此，可以认为黏性系数的加入

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为保证计算精确度的

同时又提高计算效率，推荐取黏性系数 η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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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黏性系数下的对比　（a）载荷位移曲线；（b）应变能和黏性耗散能

Fig. 5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viscosity coefficients　（a）load-displacement curves；（b）strain energy and viscous dissipation energy
 

4.2    刚度折减方案的影响

为了提高数值的收敛性，1.3 节提出了改进折

减刚度矩阵的方法。Fang 等[6] 在 Lapczyk 等[22] 的

基础上将损伤变量的计算形式进行推广，对刚度矩

阵的主项（Cij，i = j 且 i，j = 1，6）进行平方次的折

减。而笔者认为主项进行平方次的折减会“加

速”材料的失效，尤其是对剪切项的折减过快，会

使单元在计算过程中发生严重的扭曲，从而使计算

难以收敛。经过多次计算验证，笔者发现对刚度矩

阵的次项（Cij，i ≠ j 且 i，j = 1，3）进行一次或二次的

折减对计算结果影响甚微。在圆孔周围必然存在

一些剪应力主导的单元，根据损伤起始判据，剪应

力过大会同时使两个方向满足损伤起始条件，如果

采用 Fang 的折减方案，会导致剪切刚度折减过快，

因此笔者对剪切项采用了式（21）中开方形式的折

减因子。并分别采用改进前后的方案进行计算，得

到如图 6 所示的载荷位移曲线对比图。可以看到，

改进前后计算结果十分接近，且改进后模型的计算

收敛性更好。从收敛速率上来看，改进前计算到停

止共计 301 个分析步，而改进后仅用 110 个分析步

便到同等分析量。因此，改进刚度折减方案可以明

显提高分析计算的效率。

4.3    数值分析与实验结果对比

螺栓连接结构钉孔挤压实验共重复三次，表 4
列出了三次实验的极限载荷值，其标准差和离散系

数都比较小，说明该实验的可重复性非常好。为了和

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在有限元模型上选取与试件贴

应变片位置相同的 4 处单元，输出其轴向应变，并取

单板横截面上的平均应力作为因变量，得到数值分析

结果和实验结果的应力-应变曲线对比图（图 7）。

从图 7（a）看出，有限元预测的 1 号、2 号应变

片的轴向应变与实验值吻合得非常好。由于单搭

接 产 生 的 次 弯 曲 效 应 ， 使 得 下 搭 接 板 出 现 向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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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载荷-位移曲线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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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的趋势。单纯的弯曲效应会使 1 号应变片

呈现负值，2 号应变片呈现正值。因此在此弯曲效

应和拉伸载荷的共同作用下，1 号应变片附近的应

变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非常小，实验和有限元结果

都在–150～600 με 之间变化，而即使在应变非常小

的情况下，有限元模拟的 1 号应变值与实测值十分

接近。2 号应变片的应变相较于 1 号非常大，应变

保持为正值并逐渐增大。对于 2 号应变，可以看到

预测值和三次实验值始终十分接近，载荷为 7～

8 kN 时误差最大且不超过 3%，说明该模型预测结

果的精确性。从图 7（b）可以看出 3 号、4 号的应变

与实验值相对 1 号、2 号误差略大，原因是 3、4 号

应变片距离孔边较近，应力状态十分复杂，预测难

度偏大，但从总体趋势上来看，有限元结果和实验

结果仍比较一致。另外需指出的是，当有限元计算

到图 6 中所示的最高载荷时，计算结果不能收敛而

停止，此时螺栓上的部分单元已经开始进入失效状

态。螺栓的 Ductile 状态变量（ABAQUS 输出变量

DUCTCRT）最终状态如图 8（a）所示。因为实验过

程中一旦螺栓上出现少量裂痕，其在高应力水平下

会快速扩展，从而出现螺栓突然断裂的现象；而在

ABAQUS 隐式分析中，很难模拟该复杂模型的螺

栓快速断裂问题。因此，近似地认为有限元分析在

出现收敛问题前的最终载荷值即为该连接结构的

极限载荷预测值，为 13.36 kN。该数值结果比三次

实验结果的平均值低 0.61 kN，相对误差为 4.4%。

综上可得，模型对复合材料沉头螺栓连接结构

失效过程预测较好，可用于分析结构损伤失效。

4.4    损伤失效分析

实验过程中，加载初期载荷平稳上升，两板搭接

部分外侧逐渐产生小间隙，板也由平直变得弯曲，说

明单搭接的次弯曲效应十分明显。当载荷达到约

10 kN 时能听到“滋滋”的声音，说明此时已发生较

为严重的挤压损伤。继续加载，板的弯曲程度不再明

显增加，此时孔的挤压损伤进入扩展阶段。直至载荷

达到极限值时，随着一声巨响，螺钉断裂，整个结构

彻底失去承载能力。从实验结果来看，图 3（c）中的

搭接面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挤压损伤，圆孔被拉成了

“椭圆状”，从图 3（d）中可看出，上搭接板和螺栓头、

螺母接触的表面上损伤并不明显，这进一步说明了

单搭接中次弯曲导致钉孔处应力不均的问题。

图 8（b）为复合材料极限载荷时螺栓的应力云

图。可以看出，沉头螺栓单搭接较凸头螺栓单搭接

更容易产生应力集中，沉头连接的应力集中主要发生

在沉头端和螺纹附近，钉头锥面部分基本没有应力

集中，这将导致螺杆与沉头之间应力梯度过大，螺杆

顶端更容易发生较大变形，进而导致钉孔间距增大。

而且在沉头段斜面的挤压作用下，复合材料板会出现

分层损伤形式，这进一步加重了单搭接结构的次弯

曲问题，也是沉头连接弱于凸头连接的原因之一。

根据输出变量可以监控几种损伤模式的扩展

情况。首先，可以发现最早出现的损伤形式是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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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应力-应变曲线　（a）1 号应变片和 2 号应变片；（b）：3 号应变片和 4 号应变片

Fig. 7    Stress-strain curves　（a）strain gauge 1# and strain gauge 2#；（b）strain gauge 3# and strain gauge 4#

表 4    各试样的极限载荷值

Table 4    Ultimate load value of each specimen

Specimen number Ultimate load/kN Average load/kN Standard devi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1 14.520

13.971 0.606 0.0432 13.321

3 1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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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损伤（图 9（a）），其起始位置在上搭接板（带沉

头孔）离搭接面最近的 90°层上，此时载荷为 3.5 kN。

随着继续加载，该种损伤逐渐向上搭接板的内层扩

展，并且下搭接板靠近搭接面的几层也逐渐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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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沉头螺栓最终状态　（a）DUCTCRT 状态变量；（b）Mises 应力

Fig. 8    Final status of countersunk bolt　（a）DUCTCRT status variable；（b）Mises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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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损伤状态　（a）基体初始拉伸损伤；（b）纤维最终拉伸损伤；（c）纤维最终压缩损伤；（d）基体最终拉伸损伤；（e）基体最
终压缩损伤；（f）Z 向最终拉伸损伤；（g）Z 向最终压缩损伤；（h）纤维基体剪切最终损伤

Fig. 9    Damage status　（a）initial tension damage of matrix；（b）final tension damage of fiber；（c）final compression damage of
fiber；（d）final tension damage of matrix；（e）final compression damage of matrix；（f）final tension damage of Z-direction；
（g）final compression damage of Z-direction；（h）final shear damage of fiber-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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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基体拉伸损伤和纤维基体剪切损伤形式。然后

随着载荷继续增大到 5 kN 左右时，在上搭接板右

侧孔边处（靠近加载端）和下搭接板左侧孔边处开

始出现纤维拉伸和纤维压缩的损伤形式，且失效都

集中在上搭接板孔右侧和下搭接板孔左侧。载荷

为 7 kN 到 11 kN 时为损伤快速扩展时间段，此时

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各损伤变量迅速达到最大值并

向周边扩展，同时螺栓的 Ductile 状态变量也出现

正值并逐渐上升。当载荷达到 12 kN 时，复合材料

板损伤扩展进入缓慢阶段，而此时螺栓开始进入损

伤积累阶段，直至载荷达到极限值时计算出现收敛

性问题而停止。在到达极限载荷时，整体的几种损

伤状态如图 9（b）～（h）所示，可以看出损伤部位主

要为上搭接板右侧和下搭接板左侧的挤压区。另

外，由于加载过程中导致螺栓偏斜，因此上搭接板

左侧局部也出现了 Z 向压缩损伤的情况，而整个过

程中并没有 Z 向拉伸损伤形式的出现。对比前面

的试件断口照片，可以看出仿真得到的损伤区域和

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4.5    挤压强度分析

σbearing =
Ptensile

Dt
εbearing =

δ

2D

参照 ASTM D5961，定义该单搭接结构的挤压

应力为 ，挤压应变为 ，D

为孔径，t 为复合材料板厚度，δ 为孔附近标距段的

变形量。在模型中选取以孔为中心的 50 mm 段搭

接部分为标距段，计算标距段的 δ 值，并取其中一

组实验数据，得到实验和有限元分析的挤压应力-
应变曲线对比如图 10 所示，并求得实验的平均

2%偏移挤压强度为 506 MPa，有限元分析的 2%偏

移挤压强度为 523 MPa，误差为 3.4%。可以看出，

虽然结构的最终破坏形式表现为螺栓断裂，但从复

合材料层合板的挤压强度来考虑，在螺栓断裂之

前，搭接板已经超过了 2%偏移挤压强度值，因此

可以认为该搭接结构设计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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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挤压应力-应变曲线

Fig. 10    Bearing stress-strain curve

5    结论

（1）基于渐进损伤理论，建立了复合材料沉头

螺栓连接的三维连续损伤有限元模型，采用三维

Hashin 失效准则进行损伤起始判断，提出一种新的

材料损伤后刚度折减方案。就破坏载荷而言，三次

实验结果十分接近，且实验平均值与数值分析结果

误差为 4.4%。而实验与数值分析的载荷-应变曲

线、挤压应力-应变曲线也基本吻合，说明了基于连

续损伤力学的有限元模型是可靠的。

（2）在渐进损伤理论中，提出了改进后的等效

位移表达式和刚度矩阵退化方式，可以有效提高数

值计算的收敛性；并考虑了引入黏性系数对数值计

算结果的影响，发现当黏性系数为 0.001 时系统的

黏性耗散能占应变能比值低于 0.5%，因此推荐取

该黏性系数值。

（3）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复合材料沉头螺栓连

接结构的失效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复合材料板的损

伤以孔两侧的挤压损伤为主，同时伴随着局部的其

他损伤形式，其中带沉头孔的层合板损伤更为严

重，结构最终破坏模式是沉头螺栓在螺杆螺纹处被

剪断，而在螺栓断裂之前，搭接板已经超过了其 2%
偏移挤压强度值，因此，该搭接结构设计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谢鸣九. 复合材料连接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2011.

［1］

HILL R  A.  A  theory  of  the  yielding  and  plastic  flow  of

anisotropic  metals[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1948，193（1033）：281-297.

［2］

TSAI  S  W，WU E  M.  A  general  theory  of  strength  for

anisotropic  materials[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i-

als，1971，5（1）：58-80.

［3］

HASHIN  Z，ROTEM  A.  A  fatigue  failure  criterion  for

fiber  reinforced  materials[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ials，1973，7（4）：448-464.

［4］

HASHIN Z. Failure criteria for unidirectional  fiber com-

posites[J].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1980，47（2）：

329-334.

［5］

FANG G D，LIANG J，WANG B L. Progressive damage

and  nonlinear  analysis  of  3D  four-directional  braided

composites  under  unidirectional  tension[J].  Composite

Structures，2009，89（1）：126-133.

［6］

SU Z C，TAY T E，RIDHA M，et al. Progressive damage［7］

68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0 卷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100500106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100500106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100500106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300700404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300700404
http://dx.doi.org/10.1115/1.3153664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08.07.01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08.07.016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100500106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100500106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100500106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300700404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7300700404
http://dx.doi.org/10.1115/1.3153664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08.07.01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08.07.016


modeling of  open-hole  composite  laminates  under   com-

pression[J]. Composite Structures，2015，122：507-517.

MCCARTHY M A，MCCARTHY C T，LAWLOR V P，

et al.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single-
bolt， single-lap  composite  bolted  joints： part  I —mode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05，71（2）：140-158.

［8］

MCCARTHY  C  T， MCCARTHY  M  A.  Three-dimen-

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single-bolt， single-lap

composite  bolted  joints： part  Ⅱ—effects  of  bolt-hole

clearance[J].  Composite  Structures，2005，71（2） ：159-

175.

［9］

QIN  T， ZHAO  L  B， ZHANG  J  Y.  Fastener  effects  on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double-lap  composite  joints[J].

Composite Structures，2013，100：413-423.

［10］

JOSEPH A P K，DAVIDSON P，WAAS A M. Open hole

and filled hole progressive damage and failure analysis of

composite  laminates  with  a  countersunk  hole[J].  Com-

posite Structures，2018，203：523-538.

［11］

MANDAL  B， CHAKRABARTI  A.  Numerical  failure

assessment of multi-bolt FRP composite joints with vary-

ing sizes and preloads of bolt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8，187：169-178.

［12］

黄文俊，孙永波，程小全，等. 复合材料层板单钉沉头螺

栓连接结构拉伸性能 [J]. 材料工程，2013（12）：8-12.

（HUANG W J，SUN Y B，CHENG X Q，et  al.  Tensile
property  of  single  countersunk  bolt  composite  laminate

joints[J].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2013（12）：8-

12.）

［13］

刘向东，李亚智，苏杰，等. 一种预估复合材料钉孔挤压

强度与刚度的方法 [J]. 航空材料学报，2014，34（5）：

81-87.

（LIU  X  D，LI  Y  Z，SU  J， et  al.  A  method  to  evaluate

bearing  strength  and  stiffness  of  composite  joints[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2014，34（5）：81-87.）

［14］

李星，季少华，张田，等. 复合材料主承力连接结构强度

预测及影响因素 [J]. 航空材料学报，2016，36（2）：65-

73.

（LI  X，JI  S  H，ZHANG T，et  al.  Strength  prediction  of
primary  load-bearing  composite  joint[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2016，36（2）：65-73.）

［15］

何柏灵，葛东云，杜旭朕，等. 基于连续损伤力学的复合

材料单剪螺栓连接强度估算策略 [J]. 复合材料学报，

2016，33（12）：2918-2930.

（HE B L，GE D Y，DU X Z，et al. A continuum damage
mechanics-based  strength  prediction  strategy  for  single-

lap， composite  bolted  joint[J]. Acta  Materiae   Compos-

itae Sinica，2016，33（12）：2918-2930.）

［16］

姜晓伟，曾建江，曾昭炜，等. 配合方式对复合材料单钉

单剪螺栓连接接头刚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J]. 复合材料

学报，2016，33（3）：589-596.

（ JIANG X W，ZENG J  J，ZENG Z  W，et  al.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fitting  mode  on  stiffness  of  single-

bolt，single-lap composite bolted joint[J].  Acta Materiae

Compositae Sinica，2016，33（3）：589-596.）

［17］

周龙伟，赵丽滨. 基于失效机制的单向纤维增强树脂基

复合材料退化模型 [J]. 复合材料学报，2019（6）：1389-

1397.

（ ZHOU  L  W， ZHAO  L  B.  Failure  mechanisms-based

material degradation  model  of  unidirectional  fiber   rein-

forced  polymer  composites[J]. Acta  Materiae   Compos-

itae Sinica，2019（6）：1389-1397.）

［18］

BAŽANT Z P，OH B H. Crack band theory for fracture of

concrete[J].  Matériaux  et  Construction， 1983， 16（ 3） ：

155-177.

［19］

PINHO S  T， IANNUCCI  L，ROBINSON P.  Physically-

based failure models and criteria for laminated fibre-rein-

forced composites with emphasis on fibre kinking：part I：

development[J].  Composites  Part  A，2006，37（1） ：63-

73.

［20］

PINHO  S  T， IANNUCCI  L，ROBINSON  P.  Physically

based failure models and criteria for laminated fibre-rein-

forced  composites  with  emphasis  on  fibre  kinking.  part

Ⅱ ： FE  implementation[J].  Composites  Part  A， 2006，

37（5）：766-777.

［21］

LAPCZYK I，HURTADO J A. Progressive damage mod-

eling  in  fiber-reinforced  materials[J].  Composites  Part

A，2007，38（11）：2333-2341.

［22］

MAIMÍ  P，CAMANHO  P  P，MAYUGO  J  A， et  al.  A
continuum  damage  model  for  composite  laminates： part

Ⅱ ： comput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validation[J].

Mechanics of Materials，2007，39（10）：909-919.

［23］

CHEN  J，RAVEY  E，HALLETT  S， et  al.  Prediction  of
delamination in braided composite T-piece specimens[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69（ 14） ：

2363-2367.

［24］

李汝鹏，陈磊，刘学术，等. 基于渐进损伤理论的复合材

料 开 孔 拉 伸 失 效 分 析 [J].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 2018，

38（5）：138-146.

（LI R P，CHEN L，LIU X S，et  al.  Progressive damage
based  failure  analysis  of  open-hole  composite  laminates

under  tension[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2018，38（5）：138-146.）

［25］

ZHANG J，LIU F，ZHAO L，et al. A progressive damage
analysis based characteristic length method for multi-bolt

composite  joint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4， 108：

［26］

第 6 期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沉头螺栓连接失效分析 69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4.12.022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04.09.024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04.09.023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3.01.00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8.06.120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8.06.120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7.12.048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4.5.01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4.5.01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2.01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2.01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2.011
http://dx.doi.org/10.1007/BF02486267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5.04.01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5.06.00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7.01.017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7.01.017
http://dx.doi.org/10.1016/j.mechmat.2007.03.00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09.01.027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7.00013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7.000133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3.10.02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4.12.022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04.09.024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04.09.023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3.01.00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8.06.120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8.06.120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7.12.048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4.5.01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4.5.01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2.01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2.01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6.2.011
http://dx.doi.org/10.1007/BF02486267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5.04.01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5.06.00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7.01.017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7.01.017
http://dx.doi.org/10.1016/j.mechmat.2007.03.00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09.01.027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7.00013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7.000133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3.10.026


915-923.
周睿，关志东，黎增山，等. 长桁－翼肋连接对复合材料

单加筋板压缩性能的影响 [J]. 复合材料学报，2015，

32（2）：491-500.
（ZHOU  R，GUAN  Z  D，LI  Z  S， et  al. Effects  of   con-
nector between stringer and rib on compressional proper-
ties of single-stiffened composite panels[J]. Acta Mater-
iae Compositae Sinica，2015，32（2）：491-500.）

［27］

CHEN G，REN C，YANG X，et al. Finite element simula-
tion of  high-speed machining of  titanium alloy  （Ti-6Al-
4V） based on ductile failure model[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1，

56（9/10/11/12）：1027-1038.

［28］

GIGLIO  M， MANES  A， VIGANÒ  F.  Ductile  fracture
locus  of  Ti-6Al-4V  titanium  allo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2012，54（1）：121-135.

［29］

Failure analysis of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 countersunk bolt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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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echanics，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itiation, propagation and material failure behavior of T800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 joint

structure  with  countersunk  bolt  under  load,  the  quasi-static  tensil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bolt  joint  structure.  The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BAQUS.  The  three-

dimensional Hashin failure criterion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initial failure of the composite. Based on the progressive damage theory,

a  new  scheme  of  gradually  reducing  material  stiffness  after  damage  was  proposed,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material  constitutive

relation was realized by using the UMAT user  subroutine.  The numerical  analysis  of  the joint  structure of  carbon fiber  composite

countersunk bolt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tensile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ion of failure process by the numerical analysis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Key words:   composite；bolt joint；failure criterion；progressive damage；nume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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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热耦合模型分析含紧固件复合
材料层合板雷击烧蚀损伤

单泽众,    罗名俊,    卢    翔,    田明辉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为研究含紧固件复合材料层合板在雷电流作用下的烧蚀损伤规律，基于热电耦合建立含紧固件层合板的雷击

有限元分析模型，并对雷击烧蚀损伤结果进行分析，与实验结果对比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并分析得到含紧固件层

合板在不同倍率电导率、比热、热导率条件下的烧蚀损伤情况，总结不同因素影响下烧蚀损伤面积的变化规律。结

果表明：含紧固件层合板相比于不含紧固件层合板的雷击烧蚀损伤对民用飞机运行安全更具有威胁性。此外，层

合板的电导率、比热对含紧固件复合材料层合板的烧蚀面积具有较大影响，当这两个因素降低时，烧蚀损伤面积均

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增加，而层合板的热导率及紧固件属性对烧蚀损伤面积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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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在短时间内可释放大

量的能量，其对民航飞机的运营已造成极大的威

胁。据统计，飞机每飞行 1000～10000 h 就会遭遇

一次雷击，在多雨地区，民航飞机更易遭受雷击，几

乎每年一次[1]。此外，雷击作用民航飞机已经导致

多起民航安全事故，严重情况下，直接导致坠机事

故发生，对乘客及航空公司运营安全构成极大的

威胁[2-3]。

近年来，由于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和

质量轻等特点，已广泛应用于民航运输行业，其中，

波 音 787 飞 机 复 合 材 料 用 量 达 到 50%以 上 [4]。

但复合材料相比民机常用的材料—铝合金等，导电

性能较低，遭受雷击后，易造成较大面积的损伤，对

民航运行安全有更大的影响[5]。

国内外学者对复合材料雷击烧蚀损伤分析主

要以层合板为主。Ogasawara 等 [6]、付尚琛等 [7] 利

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热电耦合模块，采用温度

叠加法分析层合板的雷击烧蚀损伤特性。Hirano
等[8] 利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不同峰值雷击电流对规

格为 IM600/133 的层合板损伤情况。丁宁等 [9] 利

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杀死单元方法分析雷击电流

对层合板的烧蚀损伤特性，并研究不同因素对损伤

结果的影响。以上学者研究了层合板的雷击烧蚀

损伤结果，但由于层合板主要通过铆接的方式固定

于民航飞机结构上，所以研究含紧固件的层合板雷

击烧蚀损伤更具有意义。

国内外学者针对含紧固件的层合板雷击烧蚀

损伤分析研究较少。其中，国内学者尹俊杰等在

此方面研究较为前沿，其通过实验与仿真研究含

紧固件的层合板雷击烧蚀损伤情况，仿真分析结

果较为准确 [10-11]。基于此，本研究对雷击电流施

加方式及紧固件材料属性进一步优化，建立含紧

固件的层合板烧蚀损伤理论分析模型，并通过有

限元软件 ABAQUS 电热耦合模块，采用温度叠加

法分析雷击对含紧固件层合板烧蚀损伤结果，与

实验进行对比，验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并研究

不同参数对损伤结果的影响程度，可为民机复合

材料雷击防护研究及适航验证提供一定的参考

价值。

1    雷击电热耦合理论模型

1.1    电热耦合控制平衡方程

假设雷击电流为多段稳态直流电流，根据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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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韦电荷守恒方程确定电场分布，如式（1）所示w
S

J•ndS
w

V
rcdV (1)

式中：V 为单元体体积；S 为单元体表面积；n 为

S 的 外 法 线 方 向 ；J 为 电 流 密 度 ； rc 为 内 部 体 积

电流。

由于体积是任意的，依据链式法则与散度定理

可得：

−
w

V

∂δφ

∂x
•JdV =

w
S
δφJdS +

w
V
δφrcdV (2)

式中：J 为 J 与 n 内积的相反数。

欧姆定律如式（3）所示：

J = σE•E = −σE•
∂φ

∂x
(3)

将式（3）代入式（2）可得：w
V

∂δφ

∂x
•σE•

∂φ

∂x
dV =

w
V
δφrcdV +

w
S
δφJdS (4)

σE (θ)

θ E(x)

式中： 为电导率矩阵，层合板电导率各向异

性； 为单元温度； 为电场密度。

根据焦耳定律，电流流过层合板产生的热量

Pec 为：

Pec = E•J (5)

∆t

∆Pec

在瞬态分析过程中，雷击通道是具有一定半径

的[12]。单元体在时间增量 内通过紧固件及周围

层合板单元传递的雷击电流产生的热量 可由

式（6）表示：

∆Pec =E1•σE1•E1−E1•σE1•∆E1+

1
3
∆E1•σE1•∆E1+E2•σE2•E2−

E2•σE2•∆E2+
1
3
∆E2•σE2•∆E2 (6)

E1 E2 σ
E1 σE2 t+∆t ∆E1 ∆E2

∆t

式中： 、 、 、 为时间 的值； 、

为 时间增量内的电场密度增量。

作为内部能源释放的能量如式（7）所示：

r = ηv∆Pec (7)

ηv式中： 为能量转换因子。

1.2    能量平衡方程

基于能量平衡方程，热传导公式为：w
V
ρcpδθdV +

w
V

∂δθ

∂x
•k•
∂θ

∂x
dV =

w
V
δθrdV +

w
S
δθqdS

(8)

ρ

q

式中： 为材料密度；cp 为比热容；k 为热导率矩阵；

为流入单元体单位面积的热通量。

层 合 板 的 热 导 率 在 x 轴 、 y 轴 、 z 轴 方 向 正

交 分 布 ， 根 据 Fourier 热 传 导 定 律 ， 可 由 式 （ 9）

表示：

k =
 kx

ky
kz

 = −


cxx

cyy

czz




∂θ

∂x
∂θ

∂y
∂θ

∂z


(9)

式中：cxx、cyy、czz 分别为 x、y、z 轴热传导系数。

雷击电流作用层合板产生的电阻热导致树脂

基发生热解，存在潜热。根据文献 [13] 可知，树脂

基热解所需能量可通过增加材料的比热数值来模

拟，如式（10）所示：

cp = cpb fb+ cpa fa+Hs
∂α

∂θ
(10)

α

式中：cpa、cpb 分别为热解初始、结束时比热；fa、fb
为体积分数；Hs 为树脂基热解潜热； 为树脂基热

解度。

其中，体积分数 fa、fb 可由式（11）表示：

fa =
Mi(1−α)

Mi(1−α)+Meα
, fb =

Meα

Mi(1−α)+Meα
(11)

式中：Mi、Me 分别为热解初始、结束时质量。

1.3    电热耦合边界条件

由于层合板在雷击电流附着过程中与周围环

境形成较大的温度差，所以层合板表面与周围环境

之间传热以热辐射为主。采用热传递第三边界条

件[14]，如式（12）所示：

qr = FB
(
θB− θz

)4−FB
(
θ− θz)4 (12)

θB θz

qr

式中： 为环境温度； 为温度刻度绝对零度值；

为表面热流密度；FB 为玻尔兹曼辐射常数。

2    电热耦合有限元模型

2.1    含紧固件的层合板雷击损伤分析流程

本研究的分析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首先，建立层合板模型，并定义单元类型、材料

属性与边界条件。其次，施加雷击电流，分析获取

单元温度，当单元发生损伤，则材料属性随之发生

改变；然后，判断雷击电流是否完全加载，若尚未完

全加载，则继续加载雷击电流；若加载完成，可获取

层合板的温度场。最后，根据温度场判断层合板雷

击烧蚀损伤面积。

2.2    定义材料属性及初始边界条件

参考文献 [11] 选用层合板的尺寸为 290 mm ×
44 mm × 4 mm，共 16 层，铺层方向 [0/90] 交替铺

层，紧固件直径为 8 mm。实验过程中，层合板选用

的材质为 CCF300/5228A，由于其与 IM600/133 材

料组成均为碳纤维与环氧树脂，所以假设认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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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属性相同。紧固件采用 TC4 钛合金，由于钛合

金与铝合金材料相对于层合板均具有极强的导电

性，所以假设认为两者材料属性相同。

分析过程中层合板边界条件与实验外界环境

相同，所以侧面电势设定为 0 V，热辐射率为 0.9，

环境温度为 25 ℃。网格划分属性为三维电-热耦

合单元 DC3D8E，最终网格数量为 42240，其中，雷

击附着区域温度梯度变化较大，进行加密处理。由

于钛合金相对于层合板导电性能高，可聚集更多的

电荷，所以雷击半径为 4 mm。如图 2 所示为建立

有限元分析模型。

 
Lightning currentLightning current

Side surfaces, E = 0 V

Thermal radiation, ε = 0.9

Side surfaces, E = 0 V

Thermal radiation, ε = 0.9 
图 2    网格划分、雷击电流加载及边界条件

Fig. 2    Meshing， lightning  current  loading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材料热导率、电导率等参数随温度发生改变[13-15]，

如表 1、表 2、表 3 所示。当层合板温度达到 250 ℃
时，树脂开始融化，出现烧蚀损伤。当温度达到

600 ℃ 时，树脂完全熔化，出现分层损伤；随着温度

进一步升高，当温度达到 3316 ℃ 时，碳纤维升华，

出现纤维断裂损伤 [16]。当单元温度超过 3316 ℃
时，层合板单元被击穿，雷击电流直接附着在下一

层，沿厚度方向的电导率无穷大，垂直、平行纤维方

向电导率无穷小。热导率无穷小、比热无穷大。同

理，铝材料电导率、热导率、比热等属性随温度也

发生变化，烧蚀温度为 7974 ℃[17]。

表 1    层合板随温度变化的密度、比热和热导率
[13-15]

Table 1    Density，specific heat and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laminates with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Specific heat/（J•kg−1•℃−1）
Thermal conductivity/（W•m−1•℃−1）

Density/（kg•m−3）
kx ky kz

      25     1065 11.8 0.609 0.609 1520

    330     2050   6.02 0.31 0.31 1520

    360     4250   5.46 0.28 0.28 1520

    500     4200   2.8 0.14 0.14 1170

    525     1800   2.33 0.12 0.12 1170

    815     1850   1.4 0.072 0.072 1170

  3316     2300   1.4 0.072 0.072 1170

>3316 100000   0.02 0.02 0.02 1170

Start

Build the laminate model,

define related properties

Load lightning current

Get unit temperature

Whether the unit

is damaged?

Material property degradation

Whether the current

loading is complete?

Output temperature field

Observe the damage area

Finish

No

Yes

No

Yes

 

图 1    雷击烧蚀分析的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lightning strike ab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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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及因素分析

3.1    雷击电-热耦合仿真电流

民航飞机上不同部位遭遇雷击电流大小不同，

产生的烧蚀损伤程度不同[19-20]。为与实验结果进

行对比，选取的电流波形为典型的 A 波形，选择的

雷击电流波形如表 4 所示。

如图 3 所示，为序号 J1 雷击电流作用下，含紧

固件层合板的雷击烧蚀损伤结果。

表 2    层合板随温度变化的电导率
[13-15]

Table 2    Conductivity of laminates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Longitudina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Ω−1•m−1）

Transvers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Ω−1•m−1）

In-dept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Ω−1•m−1）

    127 16812.37   2.97   2.97

    227 17618.04   3.13   3.13

    327 18419.6   3.29   3.29

    427 19230.77   3.44   3.44

    457 19459.04 18.28 18.28

    527 20024.03 18.28 18.28

    627 20828.99 18.28 18.28

    727 21612.28 18.28 18.28

    827 22426.55 18.28 18.28

  3316   7439.37 18.28 18.28

>3316         2   2 1000000

表 3    铝材料参数性能
[17-18]

Table 3    Aluminum material parameter performance

Temperature/℃ Specific heat/
（J•kg−1•℃−1）

Thermal conductivity/
（W•m−1•℃−1）

Electrical resistivity/
（S•m−1）

Density/
（kg•m−3）

    25       940 270 3.69 × 107 2700

  311     1013 274 3.71 × 107 2700

  526     1013 231 1.77 × 107 2700

1351     1013 107 3.62 × 106 2700

2727     1082 148 1.99 × 106 2256

3576     1082 151 1.83 × 106 2157

5538     1082 163 1.77 × 106 1893

6292     1138 168 1.06 × 106 1836

7974     1138     4.4 2.52 × 104 1400

7975 113800     4.4 1.00 × 109 1400

表 4    雷击电流波形参数

Table 4    Lightning strike waveform parameters

Number Waveform parameter，t1/t2 Peak current，IPeak/kA Action integral/（A2•s）

J1 23.13/77.00   81.74 356600

J2 22.00/65.80   89.05 380200

J3 23.13/73.20 100.69 51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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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知，含紧固件的层合板每层均发生不

同程度的烧蚀损伤。其中，第一层烧蚀损伤方向主

要沿 0°方向，其余各层均沿 90°方向。层合板第一

层产生的温度梯度区域主要沿 0°方向，90°方向也

有较小的温度梯度，分析结果产生的原因，其损伤

方向和层合板电势与纤维方向有关，如图 4 所示为

前四层电势场，其余各层电势场分布情况均与第四

层相差不大，所以未进行表示。
 

EPOT
+4.285e+02
+3.928e+02
+3.570e+02
+3.213e+02
+2.856e+02
+2.499e+02
+2.142e+02
+1.785e+02
+1.428e+02
+1.071e+02
+7.141e+01
+3.570e+01
−1.858e−07

(a) (b)

(c) (d)

 

图 4    序号 J1 雷击电流作用下层合板不同层数的电势场分布　（a）第一层；（b）第二层；（c）第三层；（d）第四层

Fig. 4    Potential field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ayers of laminate under the action of J1 lightning current　
（a）first layer；（b）second layer；（c）third layer；（d）fourth layer

 

雷击附着层合板的过程中，层合板第一层纤维

方向与电势方向相同为 0°，致使雷击电流沿 0°方
向传导，烧蚀损伤沿 0°方向。垂直纤维方向的温度

梯度主要由于下层板通过热传导传递的热量引

起。第二层层合板的电势场与纤维方向相同为

90°，致使烧蚀损伤为 90°方向。此外，由于层合板

上下两层能量的热传导，所以沿 0°方向具有一定的

温度梯度。第三层层合板的电势场与纤维方向不

同，分别为 90°、0°方向，所以有少量电流在第三层

传导，产生的热量较少，但由于上下两层能量的热

传导，温度场梯度分布沿 90°方向。同理，第四层及

以后层数的温度梯度方向通过上述原理也可以进

行解释说明。

在 J1 雷击电流作用下层合板最大的烧蚀损伤

面积主要出现在第一层与第二层。其烧蚀损伤面

积约为 10.30 cm2。此外，由于每层层合板的温度已

经大于 600 ℃，所以每层层合板都出现分层现象，

且在紧固件周围已经形成环形分布，紧固件发生脱

落。在其他 2 种雷击电流共同作用下，其第一层与

第二层的烧蚀损伤结果如图 5 所示。

其中 J1、J2、J3 的实验结果如图 6 所示。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与实验结果，可发现随着雷

击电流强度的增大，损伤面积逐渐增大，烧蚀损伤

面积首先到达层合板的上下侧面，然后向两侧进一

NT11
+9.130e+02

+2.500e+02

+2.313e+02

+2.125e+02

+1.938e+02

+1.750e+02

+1.563e+02

+1.375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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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5e+01

+6.250e+01

+4.375e+01

+2.500e+01

(a) (b)

(c) (d)

(e) (f)

 

图 3    序号 J1 雷击电流作用下层合板不同层数损伤结果　（a）第一层；（b）第二层；（c）第三层；
（d）第四层；（e）第十五层；（f）第十六层

Fig. 3    Damage results of different layers of laminated plates under the action of J1 lightning strike current　
（a）first layer；（b）second layer；（c）third layer；（d）fourth layer；（e）fifteenth layer；（f）sixteenth layer

第 6 期 基于电热耦合模型分析含紧固件复合材料层合板雷击烧蚀损伤 75



步扩展，实验结果与分析结果的烧蚀损伤面积发展

趋势相同，验证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烧蚀损伤

面积如表 5 所示。

 
表 5    分析与实验的烧蚀损伤面积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ablation  damage  area  between
analysis and test

Number
Ablative damage area of
numerical analysis/cm2

Ablative damage
area of test/cm2

J1 10.30 17.94

J2 12.25 37.89

J3 18.17 45.30

结果发现，两者具有一定的误差，分析原因除

热膨胀应力、磁应力等致使层合板出现基体断裂、

分层、纤维断裂等损伤外、还可能是采用的材料与

实验材料不同，材料属性的误差致使分析与实验结

果出现较大的误差。

3.2    不同因素对烧蚀损伤结果的影响

3.2.1    不同因素影响下烧蚀损伤结果

首先，研究层合板属性对层合板烧蚀损伤结果

的影响。施加 J2 雷击电流，同时研究表 2 中所示

实验材料纤维方向的电导率从 0.5 倍～1.5 倍之间

的 11 种情况对烧蚀损伤结果的影响。如图 7 所

示，为改变纤维方向电导率至实验材料属性 0.5 倍

N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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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e+02
+1.000e+02
+8.125e+01
+6.250e+01
+4.375e+01
+2.500e+01

(a) (b)

(c) (d)

 

图 5    不同雷击电流作用下层合板的烧蚀损伤分析结果　（a）J2 第一层；（b）J2 第二层；（c）J3 第一层；（d）J3 第二层

Fig. 5    Analysis of ablation damage of laminates under different lightning currents　
（a）J2 first layer；（b）J2 second layer；（c）J3 first layer；（d）J3 second layer

(a) (b) (c)

 

图 6    不同雷击电流作用下实验结果[11]　（a）雷击电流 J1；（b）雷击电流 J2；（c）雷击电流 J3
Fig. 6    Test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lightning currents　（a）lightning current of J1；

（b）lightning current of J2；（c）lightning current of J3

(a) (b)
N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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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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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e+02
+1.750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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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e+01 

图 7    0.5 倍纤维方向电导率下烧蚀损伤结果　（a）第一层；（b）第二层

Fig. 7    Ablative damage results at 0.5 times fiber direction conductivity　（a）first layer；（b）second layer

76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0 卷



时烧蚀损伤结果。图 8 为纤维方向电导率对烧蚀

损伤结果影响的规律图。

施加 J2 雷击电流，同时研究表 1 中所示实验

材料的比热参数从 0.5 倍～1.5 倍之间 11 种情况对

烧蚀损伤结果的影响，如图 9 所示。

施加 J2 雷击电流，同时研究表 1 中所示实验

材料的纤维方向热导率的 0.5 倍～1.5 倍之间的

11 种情况对烧蚀损伤结果的影响，如图 10 所示。

其次，研究紧固件属性对层合板烧蚀损伤结果

的影响，施加 J2 雷击电流，分别等比例改变紧固件

的电导率、热导率及比热，发现损伤结果与图 10 相

似，紧固件的电导率、热导率及比热对层合板烧蚀

损伤结果无影响。

3.2.2    不同因素影响下烧蚀损伤分析

（1）层合板的电导率、比热对其烧蚀损伤结果

具有很大的影响，层合板的热导率对其烧蚀损伤结

果无影响。雷击电流幅值大，紧固件的导电性能

强，雷击电流可通过紧固件传导到层合板单元，再

通过层合板单元向周围单元传导。层合板的导电

性越强，电阻越小，产生的热量越少，所以随着纤维

方向电导率的增加，雷击烧蚀损伤面积越少。层合

板的比热越大，则单元每升高单位温度吸收的能量

越大，雷击烧蚀损伤面积越少。雷击持续作用时间

短，即使热导率发生改变，但在雷击作用时间内传

递的能量几乎不变，其对烧蚀损伤面积影响较小。

（2）紧固件的材料属性对层合板烧蚀损伤结果

影响较小。紧固件相比于层合板，导电性能好、比

热大、传热性能强，所以相比于层合板，紧固件消耗

的能量小。即使改变紧固件的材料属性，其相比于

层合板，属性依然差别很大，所以其对层合板烧蚀

损伤影响结果较小。

（3）进一步证明本研究建立的雷击烧蚀损伤模

型的合理性。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选用的层合板、

紧固件与实验材质类似，但仍然存在误差。其中，

紧固件的属性对层合板的烧蚀损伤结果影响很小，

可忽略不计。但层合板的导电率与热导率却对烧

蚀损伤结果影响较大，如图 8、图 9 所示，当电导率

由实验参数的 1.5 倍减少到 0.5 倍时，其损伤面积

增 加 211%； 当 比 热 由 实 验 参 数 的 1.5 倍 减 少 到

0.5 倍时，其烧蚀损伤面积增加 229%。所以针对本

研究分析结果与实验结果存在误差，其主要原因之

一为层合板的属性存在误差导致的结果。

（4）如图 8、图 9 所示，在层合板电导率、比热

逐渐减小的情况下，烧蚀损伤面积逐渐增大，而在

电导率、比热变化的某一段范围内，烧蚀损伤面积

会以 3 倍左右的速率增加。其主要原因是侧面环

境温度较低，在电导率、比热逐渐减小过程中，雷击

电流产生的热量增加，当烧蚀损伤面积接近板的边

缘时，热量会以更快速率向温度较低的侧面传导，

产生的烧蚀损伤面积增加，速率增大。所以在民机

雷击防护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层合板随温度变化的

电导率、比热，当烧蚀损伤接近侧面时，烧蚀面积会

快速的增加，容易导致层合板发生横向断裂损伤。

（5）含紧固件的层合板雷击烧蚀损伤与不含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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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纤维方向电导率对雷击烧蚀损伤结果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fiber  direction  conductivity  on  the  results  of
lightning ablation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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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比热对雷击烧蚀损伤结果的影响

Fig. 9    Effect  of  specific  heat  on  the  results  of  lightning
ablation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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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热导率对雷击烧蚀损伤结果的影响

Fig. 10    Effect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on  the  results  of
lightning ablation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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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的层合板雷击烧蚀特性不同。相比于文献 [6]
不含紧固件的层合板雷击烧蚀结果，可发现含紧固

件的层合板每层均会出现雷击烧蚀损伤，而不含紧

固件的层合板雷击烧蚀损伤只会出现在前几层，不

会对层合板形成击穿。其主要原因是紧固件导电

性能高，通过紧固件雷击电流可到达层合板的每一

层，导致每一层都会出现烧蚀损伤，易对层合板形

成击穿，严重情况下发生断裂。民航飞机普遍采用

紧固件固定层合板，而紧固件易聚集电子，易受到

雷击附着，其导致层合板的烧蚀损伤结果比较严

重，易造成安全隐患，所以研究含紧固件层合板的

雷击烧蚀损伤对雷击防护研究更具有意义。

4    结论

（1）本研究建立含紧固件的雷击烧蚀损伤分析

模型，与实验结果对比，证明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对含紧固件的层合板雷击损伤特性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层合板的电导率、比热对烧蚀损伤结

果具有极大影响，当电导率从实验材料的 1.5 倍减

少到 0.5 倍时，其损伤面积增加 211%；当比热从实

验材料的 1.5 倍减少到 0.5 倍时，其损伤面积增加

229%。此外，层合板热导率以及紧固件的属性对

烧蚀损伤结果影响较小。

（3）随着层合板电导率、比热均匀的增加，其损

伤面积扩展速率不同。当烧蚀损失接近侧面时，烧

蚀面积会以 3 倍左右的速率增加。

（4）不含紧固件的层合板损伤易发生在表面几

层，雷击电流不易形成击穿。与其相比，含紧固件

的层合板更易遭受雷击电流附着，且每层板均会发

生烧蚀损伤，易对层合板造成击穿现象，严重情况

下发生断裂，对民航飞机运行安全易造成较大的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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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ablation damage law of composite laminates with fasteners subjected to the action of lightning

current,  the  lightn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of  fastener-containing  laminates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rmoelectric coupling, and the results of lightning ablation damage were analyzed and tested. The results compare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The ablation damage of fastener-containing laminates under different ratios of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specific heat and

thermal conductivity was analyzed. The variation of ablation damage area under different factors was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ghtning ablation damage of the fastener-containing laminates compared with the fastener-free laminates is more threatening

to the safety of civil  aircraft.  In addition,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specific heat of the laminate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ablation area of the fastener-containing composite laminate. When the two factors are reduced, the ablation damage area will increase

to a certain extent， while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laminates and fastener propertie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ablation damag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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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紧固件碳纤维复合材料雷击损伤电热耦合
仿真分析与实验研究

时    宇1,    杜    斌1,    李乐颖
2,    刘    乾1,    赵玉顺

1,    傅    中3

（1．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合肥 230009；2．重庆市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重庆 404100；

3．国网安徽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合肥 230022）

摘要：为研究含紧固件碳纤维复合材料（CFRP）雷击损伤特性，分别建立含紧固件 CFRP 和不含紧固件 CFRP 的三

维有限元模型，利用电热耦合仿真分析 CFRP 的雷击损伤形态，并对应进行雷电流损伤实验，对比研究不同雷电流

峰值下两种 CFRP 的损伤特性。结果表明：雷电流峰值较低时，含紧固件 CFRP 的表面损伤程度低于不含紧固件

的 CFRP，随着雷电流峰值增大，含紧固件 CFRP 沿碳纤维纵向损伤逐渐加大，并最终超过不含紧固件 CFRP。实验

中不含紧固件 CFRP 受到雷击时表面垂直碳纤维方向上出现线状损伤，含紧固件的 CFRP 垂直碳纤维方向的线状

损伤不明显。

关键词：雷击损伤；紧固件；碳纤维复合材料；电热耦合；线状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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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比强度和比刚度优良、耐

腐蚀性能高、比重轻等优点[1-4]。目前已在民用和

军用飞机上得到广泛的使用[5-6]，以 CFRP 为代表的

复合材料在民用飞机的机身、机翼、尾翼等用量已

占到飞机自重的 50%以上，相比于全金属飞机，使

用复合材料可以使飞机的质量减轻 25%以上 [7]。

但 CFRP 的导热和导电能力相比于金属材料较差，

遭受雷击时会瞬间产生很高的温度，造成碳纤维断

裂、树脂热解和材料分层等严重损伤，严重威胁飞

行安全[8-10]。

雷电流对复合材料的损伤是多方面因素共同

造成的，如雷电流在材料内部产生大量焦耳热造成

材料热解、声波冲击和电弧高温烧蚀导致材料解体

等[11-13]。不含紧固件 CFRP 的雷击损伤机理，国内

外研究学者已开展大量的研究。Lee 等提出沥青基

碳纤维纸作为防雷层的防护方法，仿真表明防雷层

的面内电导率对雷击保护效果具有显著影响 [14]。

Guo 等研究各向异性膨胀箔片的雷电防护效果，结

果表明在飞机闪电分区合理设计敷设方向可以有

效提升 CFRP的防雷性能[15]。Dong 等使用雷电流

C 和 D 分量的组合波形对 CFRP 开展雷击损伤实

验与仿真，研究表明雷电流 D 分量期间对 CFRP 的

损伤源于焦耳热效应，雷电流 C 分量期间对 CFRP
的损伤源于电弧烧蚀[16]。

关于含紧固件 CFRP 的雷击实验与仿真研究

相对较少。Feraboli 等对含紧固件和不含紧固件的

CFRP 开展雷击损伤实验，通过超声扫描对比二者

的内部损伤，研究表明当雷电流峰值较小时，含紧

固件 CFRP 内部损伤较小，随着电流峰值的增大，

含紧固件的内部损伤将超过不含紧固件的 CFRP[17]。
田向渝等对不同长度含紧固件的 CFRP 雷击损伤

进行仿真与实验分析，研究表明材料长度对含紧固

件 CFRP 雷击损伤的影响较小[18]。尹俊杰等对含

紧固件 CFRP 进行力学性能退化实验，研究表明雷

电流强度较小时 CFRP 的拉伸极限载荷会有小幅

提升，随着电流峰值的提高拉伸极限载荷会大幅度

下降[19]。尹俊杰等同时对不同电势边界条件下 CFRP
的雷击损伤进行仿真分析，研究表明当 CFRP 两端

电势为 0 V 时，0°铺层雷击损伤较为严重，当 CFRP
侧面电势均为 0 V 时，0°铺层雷击损伤较轻[20]。

目前，针对含紧固件和不含紧固件 CFRP 雷击

损伤的对比性研究明显不足，且缺少对含紧固件和

不含紧固件 CFRP 的仿真对比分析。已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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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 扫描对比不同雷电流峰值下两者的内部损

伤，将雷电流峰值较高时含紧固件内部损伤较大归

结于声波冲击等非焦耳热因素，且使用的 CFRP 宽

度较窄，限制了雷电流在纤维方向和垂直纤维方向

上的损伤发展。本研究从仿真的角度证明，雷电流

峰值较高时，焦耳热导致含紧固件 CFRP 损伤不断

加大，声波冲击等非焦耳热因素使损伤进一步扩

大，并采用雷击实验的对比性研究，对含紧固件与

不含紧固件 CFRP 的雷击过程展开机理分析。

1    电热耦合的数学分析

1.1    电热能量转换方程

雷电流对 CFRP 的损伤过程可以表示为电场

和热场相互耦合的过程。雷电流在 CFRP 内部传

导，产生大量的焦耳热导致材料温度骤升。复合材

料温度超过 300 ℃ 时，CFRP 中的环氧树脂基体开

始分解，超过 600 ℃ 时环氧树脂基体完全分解[4]。

当温度继续上升至 3316 ℃ 以上时，CFRP 中碳纤

维本身也会发生断裂和升华 [4]。高温使 CFRP 的

电、热相关特性均发生改变，因此本研究采用电热

耦合的方法来分析复合材料的雷电流损伤过程。

根据 Maxwell 方程中的稳态电荷守恒方程来

描述材料内部的电场，即：w
S

J•ndS =
w
V

rcdV (1)

式中：S 为单元截面积；V 为单元体积；n 为 S 表面

的外法线方向； rc 为单位电荷体密度；J 为电流

密度。

根据欧姆定律表示电流密度为：

J=σE•E = −σE•∇φ (2)

σE式中： 为复合材料的电传导矩阵；E 为电场强度；

φ 为电势。

将式（2）代入式（1），经过函数变换可以得到稳

态条件下电荷守恒的弱形式：w
V

∂δφ

∂x
•σE ∂φ

∂x
dV =

w
V

δφrcdV +
w
S

δφJdS (3)

J= −J•n式中： 为通过表面 S 进入体积 V 内的电流

密度。

雷电流传导到材料上的内热源以焦耳热的形

式表示为：

r = ηνPec = ηνE•σE•E (4)

式中：r 为材料的内热源；ην 为电热转热能的比例因

子；Pec 为材料内部的电功率。材料的整体温度场

可通过傅里叶热传导方程得出：w
V

ρ UδθdV +
w
V

∂δθ

∂x
•k•
∂θ

∂x
dV =

w
V

δθrdV +
w
S

δθqdS (5)

式中：ρ 为密度；k 为导热系数；U 为内能；q 为单位

面积的热通量；r 为内热源。

1.2    边界条件

CFRP 与周围气体环境之间的传热主要包含热

辐射和热对流两种，热辐射传递能量的大小取决于

物体本身温度的高低，热对流是高温部分与低温部

分通过循环流动使温度趋于均匀的过程。雷击

CFRP 是微秒级别的放电，中心区域最高温度可以

达到 3000 ℃ 以上，这与周围环境的温度差别很

大，所以热传递主要以热辐射的方式进行，这符合

热传递的第三类边界条件[4]：

q = FB
(
θA− θZ

)4−FB
(
θB− θZ

)4
(6)

θA θB

θZ

式中： 为 CFRP 表面温度； 为周围环境温度；

为绝对零度；FB 为辐射系数（玻尔兹曼常数乘以

辐射系数）；q 为表面热流密度。

2    有限元建模

本研究建立含紧固件和不含紧固件两种 CFRP
的三维有限元模型。紧固件种类为旋入式的铝合

金紧固件，螺纹主要影响力学性能而对温度影响较

小，因此仿真中忽略紧固件的螺纹部分，并将紧固

件与 CFRP 设置为过盈配合。紧固件位于复合材

料的中心位置，同时假定雷电流的附着点位于紧固

件的中心且其电热参数不随温度变化。而对于不

含紧固件的复合材料，雷电流则直接施加在 CFRP
的中心位置。

根据 ASTM D7137M-07 标准，建立长 150 mm、

宽 100 mm 的 32 层各向异性的层合板，总厚度为

4 mm，单层厚度 0.125 mm，紧固孔的直径为 8 mm，

铺层方向为 [45/0/–45/90]4s。层合板模型采用 8 节

点 DC3D8E 电热耦合单元，划分网格时采用两边到

中心逐渐加密的方式，且在紧固结构周围的网格进

行加密，如图 1 所示。

本研究采用波形为 8/20 μs 的雷电流作为施加

载荷，电流峰值分别为 26 kA、42 kA、60 kA、80 kA，

仿真使用的雷电流波形如图 2 所示。CFRP 四个侧

面的电势均为 0 V，上表面与四周在雷击过程中热

辐 射 系 数 设 为 0.9， 设 置 玻 尔 兹 曼 常 数 为 5.67  ×
10−8 W/（m2•K4），环境温度为 25 ℃。CFRP 和紧固

件的电、热参数分别如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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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真结果分析

3.1    CFRP雷击过程中的表面温度场分布

仿真分析含紧固件 CFRP 与不含紧固件 CFRP
在不同雷电流峰值作用下，雷击开始后 60 μs 时刻

的温度分布，中心白色区域为紧固件放置位置，不

同雷电流峰值下沿碳纤维方向的损伤长度如图 3
所示。

不含紧固件 CFRP 雷击中心区域最高温度超

过 3000 ℃，此时区域内碳纤维开始升华。当雷电

流峰值为 26 kA、42 kA、60 kA 和 80 kA 时，CFRP
表 面 沿 碳 纤 维 方 向 的 损 伤 长 度 分 别 为 33  mm、

39 mm、45 mm 和 50 mm，结果如图 4 所示。含紧

固件 CFRP 在紧固孔周围区域的温度较高，但没有

达到碳纤维升华的温度。雷电流峰值为 26 kA 下，

表面温度没有超过 300 ℃ 的区域。当雷电流峰值

为 42 kA、60 kA 和 80 kA 时，CFRP 表面沿碳纤维

方向的损伤长度分别为 27 mm、41 mm 和 55 mm，

结果如图 5 所示。

表 1    CFRP热电参数
[21]

Table 1    Thermal and electrical material properties of CFRP

Temperature/
℃

Density/
（10−6kg•mm−3）

Specific heat/
（J•（kg•℃）−1）

Thermal conductivity/
（W•（mm•℃）−1）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Ω•mm）−1

Fibre Transverse Fibre Transverse Through-thickness

    25 1.52 1065 8.0 × 10−3 6.7 × 10−4 35.97 1.145 × 10−3 3.876 × 10−6

  343 1.52 2100 2.608 × 10−3 1.8 × 10−4 35.97 1.145 × 10−3 3.876 × 10−6

  600 1.10 2100 1.736 × 10−3 1.0 × 10−4 35.97 1.145 × 10−3 3.876 × 10−6

3316 1.10 2509 1.736 × 10−3 1.0 × 10−4 35.97 1.145 × 10−3 0.1

3334* 1.10 5875 1.050 × 10−3 1.015 × 10−4 35.97 2 1 × 106

*− At this temperature，CFRP is in gas state.

表 2    铝合金紧固件热电参数

Table 2    Thermal and electrical material properties of aluminum alloy fasteners

Density/
（kg•m−3）

Specific
heat /
（J•（kg•℃）−1）

Thermal
conductivity/
（W•（mm•℃）−1）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Ω•m）−1

Melting
temperature/
℃

Latent heat
of melting/
（kJ•kg−1）

Evaporation
temperature/
℃

Latent heat
of evaporation/
（kJ•kg−1）

2710 1100 170 37.52 × 106 660 3.957 × 105 2450 1.0546 × 107

Lighting current

Grid refinement near

the fastener

Thermal radiation, ε = 0.9

Atmosphere, T = 25 °C

Side surfaces, E = 0 V
150 mm

1
0
0
 m

m

 

图 1    三维有限元模型

Fig. 1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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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仿真电流波形

Fig. 2    Simulation lightning current wav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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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含紧固件与不含紧固件 CFRP 损伤长度仿真对比

Fig. 3    Simulation comparison of damage length of CFRP with
and without faste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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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6 kA（a），42 kA（b），60 kA（c）和 80 kA（d）雷电流峰值下不含紧固件 CFRP 表面温度分布

Fig. 4    Surfac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CFRP without fastener under 26 kA（a），42 kA（b），60 kA（c）and 80 kA
（d） lightning current p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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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6 kA（a），42 kA（b），60 kA（c）和 80 kA（d）雷电流峰值下含紧固件 CFRP 表面温度分布

Fig. 5    Surfac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CFRP with fastener under 26 kA（a），42 kA（b），60 kA（c）and 80 kA
（d） lightning current peaks

 

仿真结果显示，当雷电流峰值较低时含紧固件

CFRP 的雷击损伤程度较轻。当雷电流峰值逐渐增

大时，含紧固件 CFRP 损伤迅速增大，60 kA 时两者

沿碳纤维方向的损伤长度几乎相同。雷电流峰值

达到 80 kA 时，含紧固件 CFRP 沿碳纤维方向的损

伤超过不含紧固件的 CFRP。

3.2    CFRP雷击过程中的内部温度场分布

仿真分析含紧固件 CFRP 与不含紧固件 CF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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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峰值 60 kA 雷电流作用下前三层的温度分布，如

图 6、7 所 示 。 层 与 层 之 间 的 温 度 相 互 影 响 ， 使

CFRP 各层温度分布和碳纤维方向并不完全一致。

例如第二层温度变化方向在 0°至 45°之间，与 0°铺
层的碳纤维方向有所偏差。含紧固件 CFRP 各层

温度分布较为均匀，最高温度约为 663 ℃，小于不

含紧固件的 CFRP，前者第三层温度超过 300 ℃ 的

面积高于后者。不含紧固件 CFRP 出现 3000 ℃ 以

上的高温，第三层超过 300 ℃ 以上的区域已经明显

缩小。

4    CFRP雷击实验结果分析

4.1    实验装置与实验方法

利用冲击电流发生器分别对含有、不含紧固件

CFRP 进行雷电流损伤实验，实验布置如图 8 所示。

雷电流波形为 8/20 μs，实验采用锥状电极，CFRP
样品尺寸为 150 mm × 100 mm × 4 mm，分流器与分

压器分别采集回路中的电流与试品两端的电压。

CFRP 左右两侧由铜夹具夹紧，四周均匀涂抹导电

银胶，保证 CFRP 四周为零电位。对于含紧固件的

CFRP，雷电流直接施加在紧固件的表面，对于不含

紧固件 CFRP，雷电流则施加在样品中心位置。

4.2    雷击损伤结果与分析

4.2.1    不含紧固件 CFRP雷击损伤分析

调整电极距材料中心上方 1 mm 处，实验所用

雷电流峰值分别为 26 kA、42 kA、60 kA，不含紧固

件 CFRP 雷击损伤如图 9 所示。

不含紧固件 CFRP 当雷电流峰值为 26 kA 时，

表面少量碳纤维断裂，垂直碳纤维方向上出现不连

续的线状损伤，如图 9 黄色虚线框所示。CFRP 纤

维方向上的损伤长度为 37 mm。当雷电流峰值为

42 kA 时，CFRP 的损伤范围增加，表层碳纤维断裂

较为严重，雷击中心区域可以观测到第二层的损

伤 ， 垂 直 碳 纤 维 方 向 的 线 状 损 伤 也 逐 渐 扩 展 ，

CFRP 纤维方向上的损伤长度为 45 mm。当雷电流

峰值为 60 kA 时，碳纤维变形断裂严重，CFRP 碳纤

维方向上的损伤长度为 52 mm。碳纤维受到冲击

波机械作用时边缘断裂较为整齐明晰，但图 9（d）

中碳纤维出现粘连和翘曲，表明碳纤维受到过严重

烧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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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0kA 雷电流峰值下不含紧固件 CFRP 温度分布 （a）第一层；（b）第二层；（c）第三层

Fig. 6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CFRP without fastener under lightning current of 60 kA （a） 1st layer； （b） 2st layer；（c） 3st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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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60kA 雷电流峰值下含紧固件 CFRP 温度分布 （a）第一层；（b）第二层；（c）第三层

Fig. 7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CFRP with fastener under lightning current of 60 kA （a） 1st layer; （b） 2st layer; （c） 3st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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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雷击实验原理图

Fig. 8    Test schematic diagram of lightning 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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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作用在不含紧固件 CFRP 中心时，雷电流

将产生大量的焦耳热导致碳纤维和环氧树脂分解

和升华，同时电弧等离子通道温度超过 10000 ℃，

电弧高温进一步加剧碳纤维的烧蚀。上述作用导

致环氧树脂分解产生大量高温气体，气体使 CFRP
材料内部压强不断增大，并最终使损伤区域进一步

扩大[22]，如图 10 所示。在库仑力和热膨胀力的综

合作用下，电弧的等离子体放电通道沿着垂直碳纤

维的方向不断扩展和运动[21, 23]。电弧的扩展、溅射

和环氧树脂热解共同导致 CFRP 线状损伤的产

生[18]。而在仿真中认为电弧是固定不动的，所以仿

真中垂直纤维方向没有出现损伤。3D 激光显微镜

可以对微观形貌进行三维重构，利用 VK-X250 激

光显微镜对CFRP 垂直碳纤维方向的损伤进行观测，如

图 11 所示。不含紧固件的 CFRP 在显微镜放大

50 倍后，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断裂的碳纤维裸露在

CFRP 表面上，形成不连续的线状损伤。

 
Lightning current

CFRP

Decomposition gas

 
图 10    热解气体对不含紧固件 CFRP 损伤示意图

Fig. 10    Damage  diagram  of  pyrolysis  gas  to  CFRP  without
fa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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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CFRP 显微镜观测图　（a）不含紧固件 CFRP；（b）含紧固件 CFRP
Fig. 11    Microscopic view of CFRP　（a）CFRP without fastener；（b）CFRP with fa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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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6 kA（a），42 kA（b）和 60 kA（c）雷电流峰值下不含紧固件 CFRP 损伤及 60 kA 雷电流下中心区域放大图（d）

Fig. 9    CFRP damage without fasteners at 26 kA（a），42 kA（b）and 60 kA（c） lightning current peaks and enlarged view （d） of the
central area at 60 kA peak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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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含紧固件 CFRP雷击损伤分析

含紧固件 CFRP 当雷电流峰值分别为 26 kA、

42 kA、60 kA 时，CFRP 纤维方向的损伤长度分别

为 23 mm、45 mm、70 mm，如图 12 所示。雷击损

伤基本沿碳纤维方向，含紧固件的 CFRP 在显微镜

放大 50 倍后，3D 激光显微镜观测发现垂直纤维方

向上环氧树脂和碳纤维形成的纹理较为均匀，没有

明显裸露的碳纤维出现。雷电流峰值为 26 kA 时，

含紧固件 CFRP 表面仅有轻微的沿碳纤维方向的

损伤，损伤长度明显小于不含紧固件 CFRP。雷电

流峰值为 42 kA 时，两者沿碳纤维方向的损伤程度

比 较 接 近 。 雷 电 流 峰 值 为 60  kA 时 ， 含 紧 固 件

CFRP 沿碳纤维方向的损伤长度大于不含紧固件

CFRP，含紧固件 CFRP 与不含紧固件 CFRP 沿碳纤

维方向的损伤长度如图 13 所示，含紧固件 CFRP
碳纤维的烧蚀现象不明显。

 

23
 m

m

45
 m

m

70
 m

m

No obvious ablation of carbon fiberNo obvious ablation of carbon fiber

(a) (b)

(c) (d)

10 mm10 mm

10 mm10 mm

10 mm10 mm

10 mm10 mm

 

图 12    26 kA（a），42 kA（b）和 60 kA（c）雷电流峰值下含紧固件 CFRP 损伤及 60 kA 雷电流下中心区域放大图（d）

Fig. 12    CFRP damage with fasteners at 26 kA（a），42 kA（b）and 60 kA（c） lightning current peaks and enlarged view（d） of the
central area at 60 kA peak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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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含紧固件与不含紧固件 CFRP 损伤长度实验对比

Fig. 13    Simulation  comparison  of  damage  length  of  CFRP
with and without fasteners

 
含紧固件的 CFRP，由于金属紧固件具有导流

作用，雷电流沿紧固件在 CFRP 各层分散，使各个

铺层均有雷电流流过，基本原理如图 14 所示。随

着雷电流峰值的上升，焦耳热使环氧树脂不断热

解，沿着碳纤维方向的损伤长度迅速增大，最终超

过不含紧固件的 CFRP。不含紧固件的 CFRP，由

于雷电流的过度集中，表面环氧树脂已经完全热

解，碳纤维也开始升华。雷电流此时直接透过表面

作用于下一层，雷击损伤倾向于沿着厚度方向延

伸，表面损伤沿碳纤维方向的扩展速率小于含紧固

件 CFRP。而含紧固件 CFRP 表面最高温度远低于

GroundGround

CFRP

Lightning current

 

图 14    含紧固件 CFRP 雷击损伤基本原理

Fig. 14    Basic principle of lightning damage CFRP with fastener

86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0 卷



不含紧固件 CFRP，热膨胀力和库仑力都弱于后者，

所以垂直碳纤维方向的损伤不明显。

不含紧固件与含紧固件 CFRP 损伤长度实验

与仿真结果对比如表 3，4 所示，仿真与实验的变化

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因仿真仅考虑焦耳热导致的

损伤，从不含紧固件的 CFRP 比含紧固件的 CFRP
误差更小可以看出，焦耳热对于不含紧固件 CFRP
的雷击损伤影响更大。当雷电流峰值为 26 kA 时，

因金属紧固件对电流的分散使 CFRP 产生的焦耳

热较少，此时焦耳热不足以引起材料的破坏，声波

冲击等因素是造成材料破坏的主要原因。

 
表 3    无紧固件 CFRP损伤长度实验与仿真结果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of
CFRP damage length without fasteners

Peak
current/kA

Length of
simulation/mm

Length of
test/mm

Error/
%

26 33 37 10.8

42 39 45 13.3

60 45 52 13.4

 
表 4    含紧固件 CFRP损伤长度实验与仿真结果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of
CFRP damage length with fasteners

Peak
current/kA

Length of
simulation/mm

Length of
test/mm

Error/
%

26   0 23 100

42 27 45   40

60 41 70   41.4
 
 

5    结论

（1）通过 CFRP 雷电流损伤仿真，发现当雷电

流峰值为 26 kA 时，含紧固件 CFRP 表面损伤低于

不含紧固件 CFRP。随着雷电流峰值的不断增大，

含紧固件 CFRP 表面损伤沿碳纤维方向不断的扩

展，当雷电流峰值为 80 kA 时损伤超过不含紧固件

CFRP。

（2）通过 CFRP 雷电流损伤实验，发现当雷电

流峰值为 26 kA 时，含紧固件 CFRP 表面损伤低于

不含紧固件 CFRP。当雷电流峰值为 60 kA 时，表

面沿碳纤维方向损伤长度最终超过不含紧固件

CFRP。不含紧固件 CFRP 垂直碳纤维方向出现线

状损伤，含紧固件 CFRP 线状损伤不明显。

（3）通过 3D 激光显微镜观察垂直碳纤维方向

的损伤，不含紧固件 CFRP 垂直纤维方向上出现裸

露的碳纤维，含紧固件 CFRP 垂直纤维方向上没有

出现明显碳纤维断裂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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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2.  Substation

Construction  Branch  of  Chongqing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Chongqing  404100，China；3.

State Grid Anhui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Hefei 23002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lightning damage characteristics of CFRP with fastener,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FRP with fastener and CFRP without fastener,  and analyzed the lightning damage morphology of CFRP

through  electrothermal  coupling  simulation  by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The  lightning  current  damage  test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dam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kinds of CFRP under different lightning current peak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peak  value  of  lightning  current  is  low,  the  surface  damage  degree  of  CFRP with  fastener  is  lower  than  that  of  CFRP without

fastener. As the peak value of the lightning current increases, the longitudinal damage of the CFRP with fasteners gradually increases

along  the  carbon  fiber,  and  eventually  exceeds  the  CFRP  without  fasteners.  In  the  experimental,  when  CFRP  without  fastener  is

struck by lightning, linear damage is appeared on the surface perpendicular to the direction of carbon fiber, but the linear damage of

CFRP with fastener perpendicular to the direction of carbon fiber is not obvious.

Key words:   lightning damage；fastener；CFRP；electrothermal coupled；linear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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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压罐成型复合材料构件曲率半径
对制造缺陷的影响规律

王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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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富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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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肥工业大学 工业与装备技术研究院，合肥 230009）

摘要：对 4000 余件热压罐阳模成型含曲率复合材料构件的无损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揭示曲率变化与制造缺陷

的关联规律，采用自行设计的固体压力测试方法对刚性阳模/传压型软模阴模界面处的压力分布进行测试，结合拐

角区的应力分析及缺陷显微形貌分析制造缺陷的形成机制，并给出避免拐角区制造缺陷的工艺控制措施。结果表

明：在热压罐阳模成型过程中，拐角区出现缺陷的比例、分层的程度均随曲率半径的增大而减小；厚度分布呈拐角

部分厚，两边平板部分薄的趋势，这与渗流机制与剪切流机制之间的耦合作用及压力分布的均匀性有关。

关键词：层合板；复合材料构件；曲率半径；缺陷；分层；孔隙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173
中图分类号：TB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2020)06-0090-07

  

曲率是复合材料构件中最典型的一种几何特

征，在飞行器复合材料的梁、肋、筋条、弯角接头等

结构中最为常见。含曲率的复合材料构件在热压

罐成型工艺过程中比复合材料平板结构复杂得多，

容易出现各种缺陷，严重影响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和使用寿命，甚至还会导致复合材料构件的报废，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此，含曲率复合材料构件的

成型过程、易产生的缺陷类型及产生机制引起了国

内外学者的重视。Hubert 等[1-3] 基于有效应力理论

以及达西定律建立了一个二维流动-压缩模型，指

出剪切模量对弧形层板拐角处密实行为的影响较

为关键，并通过实验分析了缺陷与工艺条件之间的

关系。Li 等[4] 采用 Galerkin 有限元的方法模拟固

化后构件纤维体积分数的分布状况以及构件的变

形，证实剪切模量高会使拐角区域密实程度显著降

低。Naji 等[5-6] 研究固化制度对 L 形构件厚度和纤

维分布不均的影响。邓火英等[7] 考察了 L 形层板

真空袋成型过程主要工艺条件对构件不同位置处

纤维密实和缺陷的影响规律。Fernlund 等[8] 利用铝

制阳模成型 C 型肋板，研究 5 种不同形式的阴模对

制件厚度分布的影响。Hassan 等[9] 研究 L 形层板

真空袋成型工艺参数对孔隙含量的影响。本文作者[10-12]

前期系统研究在胶接共固化和共固化整体成型工

艺中，模具配合、填充料、曲率半径、吸胶工艺等因

素对 L 形筋条、T 形加筋板纤维密实和制造缺陷的

影响。

当前研究多偏重于成型过程中工艺条件及材

料物性参数对含曲率构件密实行为影响的数值分

析与实验研究，而关于曲率半径与制造缺陷的关联

规律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复合材料构件拐角区

成型过程受力分析、压力测试、成型质量三方面的

关系也缺少系统研究。本研究在对大量复合材料

构件无损检测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曲率变

化与制造缺陷的关联规律，并结合拐角区的应力分

析及缺陷形貌分析制造缺陷的形成机制，测试刚性

阳模/传压型橡胶软模阴模成型 L 形层板拐角区的

压力分布，以期对含曲率复合材料构件热压罐成

型工艺中缺陷的控制以及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提供

参考。

1    统计样本及实验测试方法

1.1    统计样本与边界条件

飞行器复合材料构件种类繁多，结构形式复

杂，本研究统计了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含曲率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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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构件，如梁、肋、筋条、弯接头等共计 15 类。统

计的缺陷类型及其分布情况等原始数据样本如

表 1 所示。

统计的复合材料制件均采用热压罐一次固化

成型，所用材料体系均为碳纤维/QY8911-Ⅰ；所用模

具均为橡胶软模与钢质阳模配合，软模辅助加压。

 
表 1    复合材料构件制造缺陷统计数据样本

Table 1    Statistical data sample of manufacturing defects in composite components

Curvature radius/mm Delamination Pore Void Rich resin Lack resin Loose Total of components

2 49 3 9 — 2 10   768

4 24 1 5 — — — 1261

5 24 2 5 3 — — 1467

6   4 1 — — — 12   592
 
 

1.2    软模传压测试方法

选用日本富士公司的压力测量胶片测定固体

表面压力分布。这种胶片由 A 模和 C 模两部分组

成，PET 聚酯胶片作为载体，一个涂有一层微囊生

色物质，另一个涂有显色物质，待胶片插入需测量

压力处，施压后微囊破裂，生色物质与显色物质相

互反应，胶片上出现红色区，且色彩的深浅随着压

力水平的改变而改变。通过 Photoshop®软件对受

压胶片的灰度值进行统计，并通过标定方程将其转

化为压力值。测试原理如图 1 所示。

 
A-film

C-film

PET film

Colour former layer

PET film

Chromogenic layer

A-film

C-film

PET film

Colour former layer

PET film

Chromogenic layer

 

图 1    软模传压测试原理图

Fig. 1    Principle chart of pressure measurement for flexible mould
 

灰度和压力之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但是温

度和接触表面对压力与灰度间的定量关系有显著

影响，应当根据测试时的具体条件对压力进行标

定。软模的压力测试是在 100 ℃ 硅橡胶和金属模

具之间进行测试的，经测试后灰度与压力的标定方

程为：

P = 3.055−0.0157G (1)

式中：P 为测量点压力值；G 为测量点的灰度值。

1.3    厚度测定

以碳纤维/QY8911 干法预浸料为材料体系，在

阳模成型下制备不同曲率半径、平板长度、铺层层

数、铺层方式的 L 形层板（图 2（a）），并对其拐角及

其临近区域的厚度进行测定，厚度分布（截面图）的

测量位置如图 2（b）所示，测量 P1～P11，11 个位置

的厚度。对 P4～P8 的拐角区进行显微形貌观察，

P1～P4 和 P11～P8 的区域为平板区（其长度定义

为平板长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阳模成型过程拐角区应力分析

含曲率复合材料构件阳模成型时，在拐角区域

层板内外表面面积不同，内表面面积小于受压面面

积，传到拐角区模具表面的压力大于外压面的压

力。拐角区域的单元体在厚度方向的外压作用下，

纤维层有沿厚度方向密实的趋势，使得层板厚度减

小，同时由于模具的曲面结构以及纤维本身的刚

性，单元体有向外伸展的趋势，又由于边界的束缚，

使单元体在平行层板方向受压缩力，如图 3 所示，

层板同时受到垂直层板的外力、平行层板方向的压

缩应力以及切应力。

密实阳模成型含曲率复合材料构件的拐角区

域必须克服平行层板方向的压缩应力和剪切应力，

所以平行层板方向的压缩应力对构件的密实过程

起阻碍作用，而在平板区域平行层板方向的压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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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剪切应力几乎可以忽略，造成了含曲率构件的

拐角区域与平板区域密实过程的不同，拐角区域与

平板区域能否同步密实主要取决于预浸料在成型

过程剪切变形的能力和外压的施加情况。如果在

密实过程中复合材料剪切变形能力很强、外压施加

均匀，则压缩和剪切所造成的阻力就越小，拐角就

越容易密实。

2.2    橡胶软模对拐角区压力分布的影响

热压罐固化成型的主要工艺参数是温度、时间

和压力。其中加压的作用可使纤维密实，控制含胶

量，防止产生孔隙、分层以及冷却变形等。过大（或

过小）的压力会使树脂流出过多（或过小），影响制

件厚度，导致贫胶（或富胶）。热压罐工艺中预浸料

铺层拐角区不易受压，压力大小及分布与构件曲率

半径、模具类型、刚度及配合方案有很大关系[13-15]，

是影响复合材料制件成型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

对于含曲率构件在热压罐成型时，传压型橡胶软模

相比于刚性硬膜有更高的传压效率[13]。本研究采

用自行建立的固体压力测试方法研究模具配合方

案（刚性阳模/传压型橡胶软模阴模），橡胶软模对

曲率突变区压力分布的影响，拐角曲率半径 R =
2 mm，根据最终胶片的灰度可反映在气压 0.4 MPa、
温度 100 ℃ 且未施加真空时的压力分布情况，实验

结果如图 4 所示。

 

0.6-0.9

0.3-0.6

0-0.3

Corner 

section

 
图 4    刚性阳模/传压软模界面处压力分布

Fig. 4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the  interface  between  flexible
mould and rigid convex mould

 

由图 4 可见，在刚性阳模和传压型橡胶软模的

界面处存在着明显的压力分布不均，拐角区压力明

显大于拐角两侧平板区的压力，测试结果与阳模成

型过程拐角区应力分析结果较为一致。

2.3    曲率半径对拐角区缺陷比例的影响

以大量复合材料构件无损检测数据为分析基

础，不同曲率半径对制造缺陷的影响如图 5 所示，

图 5 中缺陷比例为缺陷个数与相应含曲率制件件

数的比值，图 5 中数据取自于表 1。

由图 5 可见，复合材料构件拐角区的曲率半径

与制造缺陷有很大的关联性，在统计的制件曲率半

径范围内，拐角区域的曲率半径越小，越易出现缺

陷，缺陷的可控性越差，R = 2 mm 时缺陷比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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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纤维取向及厚度测量位置示意图 （a）纤维方向；（b）厚度测量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ickness measurement and fiber orientation （a）fiber orientation；（b）thickness measurement

Compression

Inner surface
Shear

Pressed surface

 
(Initial  shape  represented  by  dotted  line  and  final  shape
represented by full line)

图 3    阳模成型拐角区的应力状态示意图

Fig. 3    Stress state in corner section of components molded by
convex m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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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左右）；当 R = 4 mm、5 mm、6 mm 时缺陷比例

迅速降低且三者相当（2%左右）。复合材料构件的

最 小 圆 角 半 径 一 般 按 下 面 的 经 验 公 式 计 算 [16]：

Rmin = 1 + 0.1n（n 为拐角处的层数），即曲率半径与

制件厚度有一定的关系，这样也是为了降低缺陷的

产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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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曲率半径对制造缺陷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curvature radius on manufacturing defects
 
2.4    曲率半径对分层的影响

拐 角 区 域 制 造 缺 陷 的 对 比 如 图 6 所 示 ，

D1～D6 分别代表分层、孔隙、气孔、富脂、贫胶和

疏松 6 种缺陷类型，缺陷比例为缺陷个数与曲率变

化引起缺陷总个数的比值，图 6 中数取来自于表

1。由图 6 可见，在热压罐阳模成型时，受构件拐角

区域的曲率半径影响最大的是分层，其次是疏松和

孔隙，而富脂、贫胶受曲率半径影响程度较小，尤其

是曲率半径较小时，R = 2 时产生的分层约占分层

缺陷的一半。在阳模成型的 L 形层板，对于厚度相

同（铺层层数 16 层），曲率半径分别为 2 mm、4 mm、

6 mm 时，拐角区显微形貌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见，对拐角区曲率半径不同的复合材

料构件，分层程度有所不同，曲率半径 R = 2 mm 时

拐角区的分层程度最大，纤维密实程度很差；R =
4 mm 时分层程度减小；R = 6 mm 时拐角区很难发

现分层，纤维密实程度很好。分层在制造过程中的

影响因素很多，在材料体系、成型工艺、铺层方式、

厚度等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拐角的曲率半径不同导

致分层的程度不同，其原因可从构件成型过程中拐

角的应力分布状态来分析。由图 3 拐角处的受力

分析可知，含曲率构件与平板构件的不同之处在于

平行层板方向的压缩应力和剪切应力不可忽略，纤

维层剪切变形的能力和外压的均匀性对拐角区的

密实程度有很大影响。在垂直厚度方向外压、压缩

应力作用下，密实过程以及边界的束缚纤维轴向被

压缩必然导致纤维的长度缩短以适应层板尺寸的

变化[4]，除了可能导致纤维屈曲变形外，还可能产

生分层。随着曲率半径的增大，拐角区变化比较缓

和，压缩应力缩小且软模传递的压力更趋于均匀[17]，

所以拐角区的分层程度减小、纤维密实程度提高。

2.5    曲率半径对厚度分布的影响

由上述讨论可知，复合材料构件曲率半径对纤

维密实程度有很大影响，密实程度的直观反映就是

构 件 厚 度 变 化 。 曲 率 半 径 分 别 为 2  mm、4  mm、

6 mm，不同铺层方式、厚度、平板长度的复合材料

构件的厚度分布情况如图 8 所示。

由图 8 可见，热压罐阳模成型含曲率构件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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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拐角区域制造缺陷的对比

Fig. 6    Contrast graph for defect type in corner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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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曲率半径对分层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curvature radius on delamination （a） R =2 mm；（b） R =4 mm；（c） R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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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呈现拐角部分厚，两边平板部分薄的趋势，厚

度有一定的不均匀性，这种厚度分布规律并未因铺

层方式、厚度、平板长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

拐角区的曲率半径的结构特征与复合材料的厚度

分布（密实程度）有一定的关联性，厚度分布规律与

数值模拟分析的一致性较好[4]。由图 3 的受力分析

可知，对于含曲率构件的成型，不仅存在树脂沿厚

度方向的渗流，在剪切应力作用下树脂还发生剪切

流动，渗流机制与剪切流机制之间的耦合作用是含

曲率构件区别于平板构件的重要成型特征[1]。纤维

在其轴向是有一定刚度即抵抗剪切变形的能力，这

种能力阻碍着拐角区域密实过程的进行，所以拐角

区域密实的阻力较平板区大，较难密实，厚度较

大。90º铺层中的厚度不均性大于准各向同性，且

随着曲率半径增大，厚度均匀性增加，这主要是由

于拐角区域在外力作用下，90º铺层纤维只有发生

纵向剪切变形才能得到密实，而纵向剪切变形的阻

力来源于纤维本身的刚性，阻力较大，所以 90º铺层

的拐角相比准各向同性而言较难密实，随着曲率半

径增大，剪切变形能力增强，厚度趋于均匀。另外，

虽然在层板的边缘有挡条以阻挡树脂的流动，但是

毕竟层板与挡条之间存在间隙，而且在层板的内部

和外部之间存在树脂的压力梯度，所以树脂会向层

板的边缘流动，而拐角区域密实的阻力又比较大，

导致在靠近拐角与平板的过渡区域树脂含量最低，

厚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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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曲率半径对厚度分布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curvature  radius  on  thickness  distribution   （ a） 90º  lay-up； （ b） quasi-isotropic  lay-up；  （ c） various  thickness，
R ＝4 mm；（d）various length of flat laminate， R ＝4 mm

 

2.6    曲率半径对其他缺陷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受曲率半径影响的缺陷还有孔

隙、气孔，其分布受曲率半径的影响不明显；此外，

在拐角区很少出现富脂。由于碳纤维/QY8911 预

浸料在热压罐成型条件下，树脂中不含溶剂，成型

温度比较高（约 180 ℃），水分会汽化形成孔隙，所

以孔隙的主要来源是水汽和夹杂空气。成型时的

外压较大，拐角区压力明显大于拐角两侧平板区的

压力，所以在拐角区的树脂压力也大于两侧平板区

的树脂压力，因此树脂在压力梯度下会由拐角向两

侧流动的趋势，水汽和夹杂空气形成的气泡也会随

着树脂向两侧移动，随着树脂凝胶程度的增大在两

侧形成孔隙（图 9）。

2.7    小曲率半径构件制造缺陷的工艺控制措施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见，小曲率半径构件更易出

现制造缺陷，因此，在复合材料构件结构设计时避

免出现较小曲率半径的设计方案，如果复合材料构

件不可避免出现小的曲率半径，可在制造过程中采

取如下工艺控制措施以避免出现制造缺陷：（1）采

用传压型橡胶软膜与钢模配合；（2）采用抽真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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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措施，分多次铺层和抽真空进行预压实，在加

压前将铺层中的空气尽可能排出去。

 

500 μm500 μm
 

图 9    拐角区域典型制造缺陷显微图
Fig. 9    Micrograph of manufacturing defects in corner section
 

3    结论

（1）在刚性阳模和传压型软模阴模的界面处存

在着明显的压力分布不均，拐角区压力明显大于拐

角两侧平板区的压力。

（2）在统计的范围内，拐角区域的曲率半径越

小，越易出现缺陷，缺陷的可控性越差，R = 2 mm
时缺陷比例最大（9%左右）；在拐角区易出现分

层、疏松、孔隙和厚度分布不均等缺陷。

（3）复合材料构件拐角区的曲率半径不同，分

层程度也有所不同，随着曲率半径的增大，拐角区

的分层程度减小，纤维密实程度提高。

（4）在渗流机制与剪切流机制之间的耦合作用

下，含曲率构件的厚度有一定的不均匀性，呈现拐

角部分厚，两边平板部分薄的趋势，这种分布规律

并未因铺层方式、厚度、平板长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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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fect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non-destructive  identification  for  more  than  four  thousand  composite  components

fabricated  by  convex  mould  in  autoclave  molding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correlated  rules  between  curvature

radius of composite component and manufacturing defect were revealed. By self-designed solid pressure distribution testing method,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the interface between flexible mould and rigid convex mould was also measured. Furthermore, combined

with  stress  analysis  in  corner  section  and  defect  micrograph,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the  defect  was  primarily  analyzed.  The

process  control  measures  to  avoid  manufacturing  defect  were  give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fect  ratio  and  the  size  of

delamination in corner section of composite component both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urvature radius of component. Th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tends  to  be  thick  in  the  corner  and  thin  on  both  sides  of  flat  par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oupling  action

between percolation mechanism and shear flow mechanism and the uniformity of pressure distribution.

Key words:   laminates；composite components；curvature radius；defect；delamination；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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