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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切削加工表面完整性形成机制研究进展

沈雪红
1,2,    张定华

1,2,    姚倡锋
1,2*,    谭    靓1,2

（1．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发动机高性能制造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72；2．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发动机先进制

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西安 710072）

摘要：钛合金作为航空发动机关键构件的主要应用材料，具有质量轻、强度高、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性能。然而其

弹性模量小、热导率低、化学亲和力强，切削加工过程中会产生较高的切削力和切削温度，不同的热力耦合作用会

使工件表层组织、成分、力学性能发生变化，形成不同的表面完整性状态特性。本文基于表面完整性形成机制分

析，阐述了工艺参数、刀具材料和性能、润滑方式对切削力、切削温度以及表面粗糙度与形貌、残余应力分布、显微

硬度分布、微观组织的影响规律，分析了不同切削力、切削温度状态下表面完整性的形成机制。通过总结当前研究

进展，指出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现象和规律的描述，鲜见基于加工界面热力耦合作用分析表面完整性形成机理方

面的研究，对表面完整性的定性和定量表征体系不完善。因此，钛合金切削加工技术未来的研究对象需从试块提

升为构件，考虑构件实际加工过程中加工轨迹时变性引起加工界面接触状态的变化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完成表

层塑性变形和晶粒特性的定量评价，实现表面完整性梯度分布的准确预测；以疲劳性能为目标，反推并设计满足构

件服役性能的表面完整性特征分布，确定出满足要求的加工条件，实现满足服役性能要求的表面完整性加工。

关键词：钛合金；切削力；切削温度；残余应力；显微硬度；微观组织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21.000102
中图分类号：TG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2021)04-0001-16

  

 

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直接影响着飞机

的性能、可靠性和经济性，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

和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现有航空发动机多采用

高强度合金作为其主体结构和主承力构件，其服役

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加工质量。表面完整性已经发

展为描述、评价和控制零件加工过程在其加工表面

和表层内可能产生的各种表面状态变化及其对该

表面工作性能影响的技术指标[1]。表面完整性是制

造加工过程中构件表面和表层材料可能产生的各

种改变及其对构件服役性能影响的总体描述和控

制，主要包含表面形貌变化和表层材质变化（如图 1
所示[2]）。表面形貌变化主要包括表面粗糙度、表

面形貌/纹理、刀纹方向和裂纹、划伤、杂质等宏观

缺陷；表层材质变化特征主要包括显微结构变化、

再结晶、晶间腐蚀、热影响区、显微裂纹、硬度变

化、塑性变形、残余应力等[3]。粗糙表面或机械加

工引起的刀痕、缺陷等因素会引起很高的表面应力

集中，造成工作载荷应力峰值高，直接成为疲劳源；

潜伏在亚表层的微结构和微力学的损伤缺陷将急

剧加速疲劳裂纹的萌生和扩展，加速疲劳失效；残

余压应力可以抑制疲劳裂纹的萌生而延长疲劳寿

命；提高表面显微硬度值亦会抑制疲劳裂纹的萌

生，但是会加速疲劳裂纹的扩展。可见，疲劳寿命

主要依赖于残余应力和表层微观结构，残余应力松

弛严重时表层组织晶粒细化对疲劳寿命影响占主导。

钛合金作为一种高强度合金，具有质量轻、强

度高、耐高温、抗疲劳等优异性能，是制造航空航

天、国防等领域的重大装备与新型战略武器中关键

构件的重要金属材料，特别是飞机的骨架、蒙皮、

紧固件、起落架以及风扇/压气机转子叶片、轮盘和

整体叶盘、齿轮、机匣等转动、传动和主承力件

等。在商用航空发动机和军用航空发动机中钛合

金的含量分别占到其质量的 30%～40%[4]。钛合金

材料加工过程中切削力大、温度高，导致刀具磨损

快、加工过程时变性增强，虽然保证了构件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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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位精度满足设计要求，但是工件表面会出现加

工刀痕、棱边损伤、表面微裂纹、加工硬化、组织损

伤等表面完整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钛合金切削

加工中工艺条件对切削力、切削温度的影响规律，

以及切削力和切削温度建模预测；根据不同加工条

件下产生的表面粗糙度和形貌、残余应力场、显微

硬度场、微观组织变化等方面，探究热力耦合作用

对表面完整性形成的影响机制，为完成表面完整性

预测，实现表面完整性精准控制，满足长寿命和高

可靠的服役性能要求提供理论支撑。 

1    表面完整性形成机制

表面完整性形成机制就是描述给定切削工艺

因子与切削加工过程中的切削力和温度，及最终产

生的表面完整性状态特征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

制。如图 2 所示，表面完整性形成过程主要包括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不同工艺因子下，产生不同的

切削力 F = gF（P）和切削温度 T = gT（P）；第二阶段

为不同热力耦合作用下产生不同的表面完整性状

态特征 SS = f（F，T）。在表面完整性形成过程中，

切削界面热力耦合作用不仅受工艺参数、刀具条

件、润滑方式的影响，还受材料性能、刀具-工件啮

合状态、输出响应信号监测等界面复杂工况的影

响。切削加工过程中的热力耦合作用使得材料分

别在变形区Ⅰ、Ⅱ、Ⅲ内产生应力、应变，从而使工

件表层及亚表层组织、成分、力学性能发生变化，

未得到释放的切削力和切削温度转变为变形能使

工件表面产生大塑性变形，同时伴随着工件表面不

均匀的应力和变形，构成了残余变形区，残余变形

区的变形储存能是加工表面微观组织、加工硬化、

残余应力形成的能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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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表面完整性内涵[2]

Fig. 1    Connotation of surface integrit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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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表面完整性形成机制分析

Fig. 2    Analysis chart of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urface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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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削力与切削温度
 

2.1    切削力

切削力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切削层金

属、切屑和工件表层金属的弹性变形、塑性变形所

产生的抗力；二是刀具与切屑、工件表层材料之间

产生的摩擦阻力。其作为材料加工过程中重要的

过程变量，对界面状态的控制和表面完整性特征的

预测有指导作用。切削力的建模主要包括经验模

型、解析模型、有限元模型和智能模型。经验模型

通常采用拟合方法建立切削力与工艺因子之间的

关系模型，进而估计平均切削力。以 Budak[5] 和

Wan 等[6] 为代表的大量学者通过对实验数据进行

分析分别建立了多项式、指数函数等不同形式的切

削力预测模型。Wang 等 [7] 依据刀具-工件啮合计

算模型，提出球头铣刀切削力系数辨识方法，用此

方法预测得到 TC4 钛合金矩形工件和曲面加工的

铣削力相对误差均小于 15%。解析法是根据切削

加工中不同阶段刀具和工件之间的接触状态（剪

切、摩擦）、切屑产生机理，基于数学方法将切削刃

离散成一系列微元，再将微元进行叠加对切削过程

进行力学分析，计算摩擦力系数、剪切力系数与刃

口力系数，建立切削力预测模型。Oxley[8] 基于切

削滑移线场的分析，提出了平行面剪切区切削模

型，建立了考虑材料加工硬化的切削力预测模型。

Hendriko 等 [9] 基于剪切效应和犁耕产生的边缘效

应，建立以切削面积和边缘接触长度为变量的切削

力解析模型。Armarego 等[10] 假设直角与斜角切削

中的切屑长度比相同，利用几何变换法得到斜角切

削切削力系数。解析模型虽然能在理论上对切削

过程进行表述，但形式复杂、难于求解。随着切削

技术的进步和切削材料的多样化，有限元模拟仿真

被用于分析研究切屑形成过程、应力以及应变的变

化。吕杨[11] 根据加工生产实际建立刀尖圆弧半径

和已加工表面工件回弹的非自由切削三维几何模

型，通过三维仿真分析了切削用量、刀具磨损、刀

具 材 料 对 切 削 力 的 影 响 ， 采 用 回 归 分 析 法 建 立

TC4 钛合金的切削力经验预测模型。Ali 等[12] 对比

分析不同商业软件对 Ti6Al4V 钛合金切削力与实

测结果，表明 ABAQUS 预测准确度最高（精确度可

达 97%），其次为 Deform，最后为 AdvantEdge（最小

误差大于 30%）。智能模型是依据切削加工测试数

据，采用数学优化算法建立学习进化机制完成切削

力 预 测 。 王 刚 等 [13] 采 用 不 同 优 化 算 法 进 行

TC18 钛合金的铣削力预测，指出线性回归分析的

最大误差接近 50%；梯度下降法的最大预测误差

为 22%；改进的粒子群算法对其预测准确性最高，

最大误差仅为 19.97%。

在工艺参数对切削力的影响方面，Shi 等[14] 分

析得到钛合金 TC21 铣削力随着工艺强度的增加而

增加，切削力对进给量 f 和切削宽度 ae 增幅的变化

敏感性大于切削速度 vc 和切削深度 ap。Niu 等[15]

在钛合金 TC6 铣削实验中得到切削力随着切削速

度的加快而增加，切削速度在 50～80 m/min 范围

内，进给速度的增加对切削合力起关键作用。切削

速度在 80～140 m/min 范围内，切削速度对切削合

力的提高起主要作用。通过对硬质合金刀具铣削

钛合金 TC18 的切削力进行深入研究，Zhang 等[16]

分析得到切削力的变化与切削速度、切削宽度成正

比，与切削速度的变化成反比。文献 [17] 则认为，

切削加工中切削深度对 TC18 钛合金铣削力的影响

最大。针对钛合金 Ti6Al4V 铣削，Wang 等[18] 指出

进给量从 0.05 mm/z 增加至 0.1 mm/z，最大切削力

从 1011 N 增加至 1233 N；切削宽度从 0.5 mm 增加

到 1 mm，最大切削力从 810 N 增加至 1011 N。在

大切深（ap = 5 mm）情况下，切削力随进给量的平

均增长速率为 22%。鉴于切削力随工艺参数的变

化趋势不一致，学者对参数区间进行分段分析，

Wu 等 [19] 通过钛合金 Ti6Al4V 高速铣削实验得到

切削力随着进给量的增加而增大，当进给量超过

0.08 mm/z 时，增大趋势更加显著；当切削速度大

于 300 m/min 时，切削力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而减

小。鉴于此，随后，Krishnaraj 等[20] 通过实验数据分

析进行了切削深度对钛合金 Ti6Al4V 切削力影响

的更深入研究，得到切削力的变化与切削加工参数

范围有关系，指出：进给量为 0.075 mm/z，切削深度

在 0.6～0.8 mm 变化，切削速度的增加会使切削力

增加两倍以上；切削深度在 0.8～0.9 mm，切削力随

着切削速度的增幅减小；切削深度在 0.9～1.0 mm，

切削力随着切削速度的加快而减小。随着进给速

度的增加，切削力的增长幅度逐渐减小，在 800 mm/
min 左右趋于稳定。

徐九华等 [21-22] 通过实验分析发现 TA15 钛合

金的切削力在 50～300 N 之间。当 vc < 100 m/min，

切削力随着切削速度的提高出现小幅上升；当 vc =
100～300 m/min，切削力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变化

不大；当 vc > 300 m/min 时，切削力随着切削速度的

增大呈缓慢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切削速度对

切削力的影响是应变强化和高温软化相抗衡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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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低速范围内，应变和应变率强化作用大于切削

温度产生的热软化作用，导致切削力增大；中等切

削速度下，应变和应变率强化对切削力的正影响作

用与剪切角的增大以及热软化对切削力的负影响

作用相平衡，切削力基本保持不变；切削速度超过

300 m/min 时，热软化作用占主导地位，导致刀具与

工件间的摩擦因数降低、变形系数减小，即剪切变

形区附近的钛合金晶粒在剪切面上的变形将变得

更容易，最终表现为切削力的下降。但是，文献 [23]
利用硬质合金刀具进行 TA15 钛合金铣削实验时得

到不一致的变化规律。当切削速度大于 300 m/min，

随着速度的增加切削力成增大趋势，这可能是由于

速度大于 300 m/min 时切削温度迅速升高，而硬质

合金刀具比 PCD 刀具具有更差的导热性，这直接

导致刀具磨损加剧，引起切削力上升。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切削力的变化与工件材

料、刀具、工艺参数等因素息息相关，其变化规律

总结如表 1 所示。切削力对工艺参数的敏感性依

次为切削深度、进给量、切削宽度和切削速度。切

削力随着切削深度、进给量、切削宽度的增大而增

加；在较低的切削速度（vc = 50～140 m/min）下，切

削力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大而增大，这时进给量对切

削力起主导作用；在较高切削速度下（vc > 140 m/
min），切削速度对切削力起主要作用，切削力随切

削速度的增大趋势逐渐减小；当切削速度继续增

加，切削力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小。
 

表 1    切削力变化规律总结

Table 1    Summary of cutting force variation law

Parameter Variation regularities of cutting force Reference

Cutting speed Cutting forc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and then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utting
speed. When cutting speed continues to increase（vc > 140 m/min），cutting force decreases in
varying degrees.

[6-9]

Feed rate Cutting forc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eed rate.When other parameters are the same，the
increase of cutting force at fz > 0.08 mm/z is greater than fz < 0.08 mm/z.Influence of feed rate on
cutting force is dominant at vc < 80 m/min.

[14, 18-19]

Cutting depth Cutting force increases sligh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utting depth. [14, 17, 20]

Cutting width Cutting forc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utting width. [14, 16, 18]

PCD tool When vc < 140 m/min，cutting forc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utting speed；When vc > 140
m/min，cutting force decreases slow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utting speed.

[21-22]

Carbide tool Cutting forc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utting speed. [15, 23]
 
 
 

2.2    切削温度

切削加工中大部分能量消耗被转化为切削热，

一部分切削热随着切屑流散，另一部分则传入刀具

和工件。切削热在切削加工区累积产生高温对刀

具寿命、工件表面状态造成不利影响，实现切削温

度的精准预测是调整过程状态、控制加工质量的有

效措施。目前切削温度预测建模方法主要有解析

法、模拟仿真法、经验模型。Komanduri 等[24] 基于

移动热源法提出将切削区温度分为剪切面热源和

刀具-切屑接触面热源的叠加，建立了切削区域温

度解析预测模型。Huang 等[25] 将刀具-切屑接触面

视为若干个离散点，基于 Blok 滑移接触系统热量

分配准则计算每个离散点的热量分配系数，分析了

不均匀热量分配对温度分布的影响。他们还通过

移动热源在半无限介质中移动的温度解沿剪切面

长度方向进行积分，建立剪切面热源作用下切削温

度解析预测模型。为了减少计算难度，有限元模拟

仿真被广泛用于切削温度研究。Glänzel 等[26] 通过

有限元仿真软件模拟了加工过程中切屑的产生过

程，推导出刀具和切屑接触面以及刀具和工件接触

面的热流，在考虑热传递的基础上，对切削过程中

的温度场进行了仿真。Pittalà等[27] 通过优化切削温

度预测值与实验值之间的误差对 Johnson-Cook 本

构模型进行了标定，利用该模型建立了 Ti6Al4V 钛

合金铣削过程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实现对工件表面

温度的准确预测。Yan 等[28] 借助模拟仿真分析了

加工界面温度变化。可以发现，高温区域出现在刀

具-切屑接触区域，最高温度出现在接触面附近。

主要原因是在切屑形成过程中，大部分变形能首先

在切屑中转化为热量，通过热传导在切屑、工件和

刀具中消散。随着切削过程的继续，刀具前刀面和

切屑之间的摩擦加剧，刀具前刀面承受更大压力，

产生更多的热量。解析法和模拟仿真法的准确性

都需要通过半人工热电偶法和热像仪测试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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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验证。Tan 等 [29] 借助热像仪观测 Ti6Al4V 钛

合金铣削过程切削温度变化，发现切削温度在 12 s
后达到稳定状态。Sun 等[30] 利用半人工热电偶测

试 Ti6Al4V 钛合金铣削温度，分析了铣削参数对温

度场的影响规律，建立了铣削温度经验预测模型。

研究表明，当切削温度超过 500 ℃ 时，由于钛

合金材料和刀具材料化学亲和力提高，两种材料发

生粘接黏附效应增加，从而降低加工质量 [31]。文

献 [32] 指出 TiAlN 涂层刀具切削钛合金的最高温

度为 669.1 ℃，非涂层刀具切削的最高温度为 629.2 ℃，

类金刚石（DLC）涂层刀具切削的最高温度为 492.0 ℃，

TiCN 涂层刀具切削的最高温度为 471.5 ℃。DLC
和 TiCN 涂层刀具的温度低于 TiAIN 涂层刀和非

涂层刀具的温度，这是因为 DLC 涂层（μ = 0.1）和

TiCN 涂层（μ = 0.3）的摩擦因数低于 TiAIN 涂层

（μ ＝ 0.5），切屑与工具表面之间因摩擦产生的热

量较小。此外，TiAlN 涂层具有与钛合金相似的化

学成分，这两种材料之间很容易发生黏附，增加切

削温度。

由于钛合金的导热系数很低，仅为普通金属的

1/8，是不锈钢的一半，导致其加工过程中散热不

佳。近年来学者提出用改变冷却方式的技术降低

钛合金切削温度，众多研究结果均表明此方法可以

明显改善钛合金切削加工性能。Song 等[33] 分析了

四种不同冷却方式下的钛合金 Ti6Al4V 切削温度，

干 切 削 条 件 下 切 削 温 度 可 达 390 ℃， 微 量 润 滑

（MQL）条件下切削温度为 360 ℃，低温（Cryo）环

境下切削温度为 330 ℃，低温微量润滑（CryoMQL）

条件下切削温度为 310 ℃，相比于干切削，最高温

度降低 80 ℃。

调节工艺参数是控制切削温度的有效途径，众

多学者通过不同实验规划分析了工艺参数对切削

温度变化的影响规律。Lin 等[34] 分析了 Ti6Al4V 钛

合金铣削温度变化，得到 vc = 40 m/min，ap = 0.08 mm
条件下最大切削温度和走刀距离之间的关系。切

削加工早期，最高温度急剧升高，在前进 0.3 mm 后

基本稳定于 800 ℃。切削速度小于 80 m/min 时，

切削温度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切削速度大

于 80 m/min，切削深度为 0.04 mm 和 0.08 mm 时，

切削温度基本稳定，并有缓慢下降趋势。针对高速

切削，Sulaiman 等[35] 研究发现随着切削速度、进给

量的提高，Ti6Al4V 钛合金切削温度急剧升高。因

为提高切削速度会使摩擦因数升高，进给速度的提

升增加切屑截面积，从而诱发摩擦因数增加，变形

区 温 度 提 高 。 当 切 削 速 度 从 300  m/min 增 加 至

600 m/min，切削温度升高 17%；当进给速度从 0.1 mm/
rev 增加到 0.25 mm/rev 时，切削温度升高 12%。这

与文献 [36]～[40] 中分析得到的影响规律一致。此

外，张洪山[41] 通过实验研究表明，TC25 铣削温度

的变化与工艺参数成正比，对钛合金切削温度影响

最显著的因素是切削速度和进给量。然而，杨吟飞

等 [42] 采用不同刀片（M40、WSP45）进行 Ti6Al4V
钛合金大进给铣削，发现切削温度随着每齿进给量

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当 fz > 0.8 mm/z 时，M40 方形

刀片的切削温度增长幅度明显减弱；当 fz > 1.2 mm/z
时，WSP45 三角形刀片的切削温度在 450 ℃ 左右

波动。张建飞等[43]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当刀尖圆角

半径 r < 0.01 mm 时，刀具前角对切削温度的影响

可以忽略。但是，当刀尖圆角半径 r > 0.01 mm 时，

刀具前角的增加导致切削层材料塑性变形增加，大

量切削能耗转化引起切削加工区温度升高。

钛合金切削加工中，工艺因子对切削温度的影

响规律如表 2 所示。对钛合金切削温度影响最显

著的因素是切削速度和进给量，其次是切削深度，

最后为切削宽度。切削温度随着切削速度、进给

量、切削深度的增加而增大，随着切削宽度的增加

而略有减小。切削温度会随着刀具磨损量、刀具前

角的增加而增大，TiCN 涂层刀具更适用于钛合金

切削，可以使切削温度降低近 25%。此外，低温微

量润滑方式可以显著降低切削温度，是实现绿色切

削、改善钛合金散热能力的有效途径。 

3    表面完整性研究现状
 

3.1    表面粗糙度和形貌

表面粗糙度和形貌主要是切削加工中材料的

去除作用产生的，也是表征和评价表面完整性的重

要指标，是刀具特征、加工工况、切削参数等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已有研究发现，进给量和切削速

度是影响表面粗糙度的重要因素 [18，44-45]。钛合金

Ti6Al4V 切削表面粗糙度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先

减小后增大，进给量越大，表面粗糙度越大 [18，46]。

Hassanpour 等[47] 对钛合金 Ti6Al4V 高速铣削加工

做了详细的研究，分析得到表面粗糙度与切削速度

成反比，与进给量成正比。固定进给量为 0.04 mm/z，
在低切削速度（150 m/min）下，表面出现凹坑、污点

和撕裂；中等速度（300 m/min）下，缺陷数量减少；

而在高速（450 m/min）下，加工表面均匀、光滑。针

对 材 料 Ti64，Che-Haron 等 [48] 发 现 当 进 给 量 f  =
0.35  mm/r、 切 削 深 度 ap =  2  mm 时 ， 切 削 速 度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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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min 逐渐增加到 100 m/min，铣削表面粗糙度

值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在切削速度 vc =
40～160 m/min、进给量 f = 0.1 mm/z、切削深度 ap =
1 mm 切削参数下也具有这种变化趋势[44]。

为了探究工艺参数对表面粗糙度和形貌影响

的显著度，Yao 等 [49] 和 Liu 等 [50] 经过实验研究表

明：TB6 铣削表面粗糙度受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影

响显著度大于切削深度和切削宽度。Yang 等[51] 通

过实验分析认为切削速度的增加导致粗糙度 Ra 和

Sa 降低的根本原因是积屑瘤。当 ae 值小于 1.5 mm
（刀具半径的一半）时，Rz 和 Sz 的变化曲线都相对

平坦。但是，当 ae 的值大于 1.5 mm 时，Rz 和 Sz 的

值会快速上升。这归因于切削宽度的增加容易加

剧铣削颤振。基于该理论，周子同等 [52] 进行了

TB6 铣削表面粗糙度随切削速度、进给量变化研

究，指出当切削速度高于 100 m/min 时，TB6 铣削

表面粗糙度 Ra 均值可达 0.25 μm，每齿进给量从

0.04 mm/z 增加为 0.12 mm/z，表面粗糙度 Ra 均值

从 0.25 μm 增至 0.45 μm。

加工刀具的材料、形状、姿态等特征是表面粗

糙度产生变化的关键因素。Abdelnasser 等[53] 进行

了 CBN 和涂层陶瓷刀片车削 Ti6A14V 合金实验

研究，评估了工艺参数及其相互作用对表面粗糙度

的影响，发现涂层陶瓷刀片可以将表面粗糙度改善

34%。CBN 刀片在最小切削深度 ap = 0.25 mm，低

进给量 f = 0.1 mm/r和高切削速度 vc = 100 m/min 下

具有更好的效果（Ra = 0.315 μm）；而涂层陶瓷刀具

在 切 削 深 度 ap  =  0.2  mm， 进 给 量 f  =  0.1  mm/r

和低切削速度 vc = 50 m/min 时具有最小的表面粗

糙度 0.55 μm。为了分析刀具的不同几何形状对表

面粗糙度的影响，Liu 等[50] 采用不同形状的硬质合

金刀具进行 TB6 铣削实验，提出变节距铣刀的表面

粗糙度最大，其次为标准端铣刀，最后为变螺距铣

刀。针对 TC4 钛合金构件，Daymin 等[54] 研究表明

工件倾角为 25°时涂层刀具端铣表面粗糙度最好；

Mhamdi 等 [55] 指出球头铣刀铣削凹曲面时两侧的

表面粗糙度小于底部。通过球头铣刀加工钛合金

薄壁叶片实验，Lim 等[56] 发现刀轴侧倾、水平向内

走刀方式是铣削压气机叶片最稳定的刀具姿态。

而 Lee 等 [57] 却发现垂直向外走刀、工件倾角 45°
时的表面质量好、变形程度小。

切削加工过程中后刀面上形成的积屑瘤会使

刀具偏离原始规划路径[58]，造成表面粗糙度增加。

Safari 等[59] 通过研究 Ti6Al4V 钛合金高速铣削，提

出表面粗糙度和刀具磨损状态密切相关，全新刀具

加工的表面粗糙度小于磨损刀具。表面粗糙度随

着进给量的增大而减小，切削速度 vc = 100 m/min
相比 vc = 300 m/min 的表面粗糙度降低 40%。基于

此理论，Liang 等[60] 和 Yang 等[58] 分别针对 Ti6Al4V
和 Ti-1023 钛合金研究，发现刀具切削刃的轮廓和

加工表面的凹凸波动具有正相关性。刀具磨损越

严重，加工表面出现的凹槽越明显[60]。

切削液能降低切削区域的温度，减少切削刀具

与工件间摩擦，清除切屑或刀具脱落残留，防止它

们相互黏结及黏附在工件、刀具上，破坏加工质

量。Litwa 等 [61] 进行了 Ti6Al4V 钛合金不同冷却

表 2    切削温度变化规律总结

Table 2    Summary of cutting temperature variation law

Parameter Variation regularities of cutting temperature Reference

Cutting speed Cutting speed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n cutting temperature. Cutting temperature
increases approximately in propor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cutting speed.

[34-38]

Feed rate Effect of feed rate on cutting temperature is less than that of cutting speed.Cutting
temperatur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eed rate，but increase rate is less than that with
the cutting speed.When fz > 0.8 mm/z，the increase of cutting temperature slows down
sharply.

[35, 37, 39, 42]

Cutting depth Cutting temperatur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utting depth，but it is not proportional
and the range is very small.

[34, 36, 38, 40-41]

Cutting width I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utting temperature.Cutting temperature increases slow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utting width.

[37-40]

Tool
performance

Tool has small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has no similar chemical composition with titanium
alloy，which can reduce adhesion between the two materials and the friction heat
generation，so it is suitable for titanium alloy processing.

[32, 43]

cooling/
lubrication
methods

Low temperature micro lubrication（CryoMQL）can reduce cutting temperature by nearly
100 ℃，which is the most suitable cooling and lubrication method for titanium alloy
cutting.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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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铣削表面粗糙度研究，指出进给速度对表面

粗糙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切削速度，然后是铣削

深度。他们还发现在低切削速度下，水冷却的表面

粗糙度高于高压冷却（HP）、超临界 CO2 冷却和超

临 界 CO2 微 量 润 滑 ， 但 是 表 面 粗 糙 度 的 增 加 和

Ti 的相变会影响加工表面的蠕变强度，从而影响耐

蚀性[62]。Kaynak 等[63] 研究了钛合金不同冷却方式

下的表面粗糙度和形貌，指出微量润滑（MQL）条

件产生的加工表面虽然有积屑瘤堆积形成的粘屑，

但是表面谷峰和谷底间的距离较小，表面粗糙度

好；水冷和高压冷却（HPC）条件产生的表面走刀痕

迹导致平均表面粗糙度增加。

切削加工表面产生的加工刀痕、划伤等缺陷部

位会产生应力集中，给使用安全带来巨大隐患。钛

合金关键构件作为绝对的承力部件，对应力集中十

分敏感。为了方便进行构件性能优劣评价，学者基

于二维表面粗糙度和三维表面形貌表征参数建立

了 式 （1） [64] 和 式 （2） [65] 所 示 表 面 应 力 集 中 系 数

kt 的定量表达式，提出两种方法在不同切削条件下

的变化趋势一致。可以发现，应力集中系数 kt 与加

工轮廓算术平均高度、峰谷高度成正比，与最大高

度成反比。

kt = 1+2
RaRy

Rzρ
(1)

kt = 1+2
S aS p+S v

S zρ
(2)

式中：Ra 为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y 为轮廓最大峰谷

高度；Rz 为表面微观不平十点高度；Sa 为算术平均

高 度 ； Sp 为 最 大 峰 值 高 度 ； Sv 为 最 大 谷 底 高 度 ；

Sz 为最大高度。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钛合金切削表面粗糙度的

高低与工艺参数、刀具材料、刀具磨损、冷却方式

等条件密切相关。表面粗糙度随着工艺因子的增

大而增加，对表面粗糙度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切削

速度和进给量。切削加工过程中切削力大、切削温

度高会加剧刀具磨损，致使加工表面出现明显凹

槽，增大表面粗糙度。此外，微量润滑（MQL）冷却

方式能减少刀具与工件之间的摩擦，清除切屑滞留

残渣，提高钛合金切削加工表面质量。 

3.2    残余应力

加工表面中的残余应力是自平衡内部应力，即

弹塑性物体经历大变形后将外部负载、扭矩和热梯

度分布恢复到物体初始状态后保留在物体中的内

部应力。切削加工后的残余应力主要来源于机械

应力产生的塑形变形、热应力产生的塑性变形和相

变引起的体积变化。对于刚度较弱的部件，随着残

余应力的释放，部件将出现明显的弯曲或扭转变

形，从而降低部件在循环载荷下的疲劳寿命。残余

应力对部件性能的影响程度通常由三个指标来判

断，即工件表面残余应力，残余应力峰值及残余应

力影响层深度。

针对残余应力产生机制，Sun 等[66] 提出残余应

力分布主要受机械和热变形的高度非线性耦合的

影响,不同的工件材料、切削条件以及工艺参数的

差异都会导致切削加工过程中切削力和切削温度

的差异，进而导致残余应力不同。Jiang 等[67] 认为

残余应力与铣削中因未变形切屑厚度不同导致切

削力和切削温度差异相关联，发现小进给条件下，

径向和切向残余应力值都与未变形切屑厚度线性

相关；大进给情况下，只有切向残余应力与未变形

切屑厚度呈线性相关。王明海等[68] 分析了主轴转

速在 4500～12000 r/min 范围内 Ti6Al4V 钛合金铣

削残余应力分布的变化，得到残余应力分布为经典

的漏勺型，表现为表面残余拉应力向表层残余压应

力的转变，残余压应力峰值出现在表面下 100～
200 μm。这是因为主轴转速增加产生高温效应引

起材料塑性变形，表面表现为残余拉应力，而高温

段时间内来不及传递到工件表层，致使残余拉应力

转变为残余压应力。他们还指出工件表层残余应

力随刀具前角、切削速度和每齿进给量的增加而减

小，切削深度对表层残余应力的影响最小。但是，

张宇等[69] 通过 Ti6Al4V 钛合金铣削实验研究后发

现最大残余压应力位于工件表面，残余应力在深度

方向上由压应力转变为拉应力。表面残余压应力、

残余应力影响层深度随着每齿进给量、切削深度和

切削宽度的增加而增加，随着铣削速度的增加而减

小。同时，Shen 等[70] 和谭靓等[71] 指出铣削表面为

残余压应力，其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而增加，随着

进给量和切削宽度的增加而减小；还得到切削力、

切削温度、等效应变对残余应力深度分布的影响如

图 3 所示。在图 3（a）低工艺强度下，切削力为

58.39 N，切削温度影响层为 102 μm，等效应变影响

层深度为 38 μm，残余应力层深为 10 μm；图 3（b）

高工艺强度下，切削力为 118 N，切削温度影响层

为 102 μm，等效应变影响层深度为 58 μm，残余应

力层深度为 15 μm。随着工艺强度的增大，切削

力、表面温度和等效应变增加，同时等效应变影响

层和残余应力影响层深度增加，这表明残余应力是

切削力和切削温度综合作用的结果。王涛[72] 基于

热力耦合作用分析了钛合金铣削残余应力场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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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机制。随着工艺强度的增大，表面残余压应力减

小，残余应力影响层加深。这主要是因为表面切削

温度和等效应变显著增加，但是温度的作用大于力

作用，使表面残余压应力减小；工件表层受热力耦

合作用造成工件更深表层的材料产生塑性变形，从

而导致残余应力影响层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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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温度和等效应变对残余应力梯度分布的影响[70]

Fig. 3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and  effective  strain  on  the  in-depth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  stress[70]　 （ a） vc  =  20  m/min， fz  =
0.02 mm/z，ae = 0.2 mm，F = 58.39 N；（b）vc = 50 m/min，fz = 0.08 mm/z，ae = 0.4 mm，F = 118 N

 

在刀具姿态对残余应力的影响方面，Daymin
等[54] 通过实验得到刀轴倾角对 Ti6Al4V 铣削残余

应力的影响规律表明最大残余压应力在表面以下

10～20 μm。随着刀轴倾角的增大，最大残余压应

力值逐渐减小，最大残余压应力−528 MPa 出现在

刀轴倾角为 0°。与此不同的影响规律在 TC11 钛

合金球头刀薄壁件铣削中获得[73]。当刀轴倾角增

大时，球头铣刀的实际切削速度增大，切削温度升

高，导致表面残余压应力数值和残余压应力层深度

均有减小的趋势。他们还得出任意刀轴倾角下，进

给方向的最大残余压应力和残余应力影响层深度

均大于步进方向。同样的结论也在文献 [74] 和 [75]
TC17 钛合金铣削中被得到验证。Shen 等 [76] 分析

了不同走刀方式对 TC17 铣削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

规律，得到 VD 走刀方式下的最大残余压应力和残

余应力影响层深度均大于其他三种走刀方式。这

主要是因为 VD 走刀方式为爬坡式走刀加工，产生

最大切削力，导致侧面和加工表面之间发生塑性变

形和挤压效应；四种走刀方式下切削温度变化不明

显，最高温度（670 ℃）不超过相变温度（897 ℃），因

此 TC17 钛合金的残余应力为机械应力占主导地

位。同样的结果在 TC11 薄壁件铣削[77] 残余应力

分也被获得。

刀具结构和刀具磨损会影响切削力和切削温

度，被认为是残余应力变化的重要因素。Pretorius
等[78] 提出 PCD 刀具加工钛合金时刀具的晶粒尺寸

会影响刀具寿命和残余应力，刀具晶粒尺寸为 14 μm
时获得最长刀具寿命 80 min，表面残余应力最大

为-600 MPa，残余应力层为 100 μm。Wyen 等[79] 通

过实验发现在逆铣过程中，随着刀具刃口半径的增

大，径向残余压应力也增大；在顺铣过程中，随着刀

具刃口半径的增大，轴向残余压应力增大，径向残

余 压 应 力 在 -400  MPa 左 右 波 动 。Tan 等 [80] 发 现

TC17 钛合金铣削后刀面磨损量增大，表面残余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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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最大残余压应力以及残余压应力影响层深度

均增大。因为随着刀具后刀面磨损量的不断增大，

刀具与工件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导致切削力增

大，产生明显的挤光效应。同时，由于工件表面温

度不足以达到材料的相变温度，因此，挤光效应引

起的残余压应力大于塑性凸出以及热应力所引起

的残余拉应力，在加工工件表层形成的残余应力都

是压应力。

综上所述，残余应力场随着刀具条件、材料、加

工参数的不同会有所差异。在工艺参数方面，表面

残余应力和残余应力影响层深度随着切削速度的

增加而减小，随着进给量、切削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切削参数对残余应力的影响程度也受刀具的

螺距和螺旋变化的影响。刀具几何参数方面，残余

应力场的变化与刀具刃口半径成正比，与刀轴倾角

变化成反比。为了解决残余应力测试难度大、成本

高效率低、复杂因素耦合性大的难题，有限元模拟

仿真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残余应力场分析[81-83]，但分析

过程的通用性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还需进一步改进。 

3.3    显微硬度

切削加工后表面的加工硬化是切削力造成的

强化、切削热造成的弱化和相变作用的综合结果。

当切削力形成的塑性变形起主导作用时，已加工表

面就会发生硬化；当切削热起主导作用时，则使表

面硬度降低产生软化，但在充分冷却的条件下，则

会因二次淬火出现硬化。显微硬度通常用表面显

微硬度、硬化层深度（已加工表面至基体硬度处的

垂直距离）、硬化率（已加工表面硬度与基体硬度的

比值）来表示。切削加工过程中，切屑形成区域的

高压、高切削热以及钛合金导热性差的作用导致显

微硬度梯度变化，导致金属的塑性、密度降低，切削

变形阻力降低[84]。Yang 等[45] 提出钛合金铣削显微

硬度场可以分为软化区（Ⅰ）、硬化区（Ⅱ）和基体

区（Ⅲ）三个区域。Lapin 等[85] 提出表层材料软化

的主要原因是时效作用使材料产生塑性变形的结

果。在钛合金的加工过程中，加工表面通常伴有大

量的切削热，加工过程接近时效过程。时效时间越

长，层状区域的显微硬度值越低。铣削是一个中断

的切削过程，当铣削刀具进入工件时，会发生热量

积聚。相应地，当铣削刀具切出工件时，会发生冷

却的累积，因此内部加工硬化是循环过程的累积。

在工艺参数对显微硬度的影响方面，Sun 等[66]

在进给量 f = 0.08 mm/z、切削宽度 ae = 4 mm、切削

深度 ap = 1.5 mm 参数下，得到 Ti6Al4V 钛合金铣

削表层材料由于表面变形而产生的应变硬化率为

68%～80%。此外，在 65～115 m/min 切削速度范

围内，表面硬度随切削速度的提高而降低，这是因

为切削速度升高，产生的高温效应会引起热软化，

从而抵消部分应变硬化效应。此外，Oosthuizen
等[86] 的研究表明 Ti6Al4V 钛合金铣削的硬化层影

响深度为 50～60 μm，表层硬化的程度和深度随进

给量的增加而增加。同样的结论也被 Ginting 等[84]

和 Yang 等[45] 所证实。同样针对 Ti6Al4V 铣削，李

军等[87] 在不同参数区间提出显微硬度出现“硬化-
软化-再次硬化-基体硬度”四个变化阶段，如图 4
所示。任意工艺参数下，加工表面出现硬化现象，

硬化率为 13%～50%；在距表面 20 μm 处达到软化

最大值，软化率为 24%～31%；在距表面 120 μm 处

再次达到硬度极值，随后缓慢降为基体硬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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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铣削参数下显微硬度分布[87]　

Fig. 4    Microhardness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milling
parameters[87]　（a）fz = 0.06 mm/z，ae = 0.6 mm，ap =
5  mm；（b）vc =  80  m/min，ae =  0.6  mm，ap =  5  mm；
（c）vc = 80 m/min，fz = 0.06 mm/z，ap = 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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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切削加工过程中，钛合金中的钛元素与空气中

的氧元素和氮元素发生反应，工件表面形成氧化钛

和氮化钛薄膜，使工件脆性增加，进而使得已加工

表面显微硬度最高。同时因为钛合金导热系数低、

传热性差，在铣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仅能传递

到距离已加工表面很浅的深度范围内，因此在表层

（10～20 μm 处）的材料会因热软化现象而表现出

最小的显微硬度值。Shen 等 [70] 和谭靓等 [71] 发现

TC17 钛合金铣削加工中显微硬度出现“软化-硬
化-基体”三个阶段的变化。同时随着工艺强度的

增加，切削力增加了 59.61 N，切削温度和等效应变

明显增加，表面软化程度增大。铣削力的增大导致

对试样表面材料的挤压、摩擦作用增强，使得晶粒

之间变形不均匀，晶界之间产生的残余应力阻碍晶

格的变形与滑移，同时降低了金属的塑性。铣削温

度的增大导致已加工表面表层材料热软化效应增

强，与铣削力产生的应变强化有一定程度的抵消。

在表层约 20 μm 之前，铣削温度的热软化效应占主

导，随后为铣削力产生的应变强化占优势。

刀具姿态和刀具磨损对加工硬化的影响也受

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Oyelola 等[88] 和 Tan
等[76，80] 提出走刀方向、加工倾角、刀具涂层对显微硬

度场影响不显著。Shi 等[89]、Su[90] 等、杨晓勇等[91] 和

Yang 等 [58] 通过不同钛合金材料（Ti6Al4V\TA15\
TC21\Ti1023）铣削实验表明：刀具磨损会带来严重

的塑性变形，钛合金切削表面加工硬化程度随着刀

具磨损的增加而略有增加。Wyen 等[79] 在 Ti6Al4V
铣削加工中的研究中得到表面维氏硬度随着切削

刃半径的增加而略有增加，顺铣加工中表面显微硬

度稳定于 450HV，切削刃半径的影响可以忽略。 

3.4    微观组织

材料切削加工中在热力耦合作用下经过挤压、

剪切变形使表层金属的晶格发生扭曲，表层组织细

化、变形能增加，相继出现高密度位错、孪晶、有效

晶粒、非晶、晶粒拉长、破碎等现象。微观组织的

变化用晶粒尺寸、塑性变形层深度、晶粒偏转角度

等表示。如图 5 所示，Velásquez 等 [92] 将 Ti6Al4V
钛合金切削表层分为未影响区（P1）、塑性变形区

（P2）和高度扰动区（P3）。在高度扰动区域，晶粒

被拉长并在平行于加工表面方向出现了细化。在

塑性变形区，晶粒沿加工方向进行偏转。Liang
等[93] 指出，Ti6Al4V 钛合金金切削加工影响区的金

相特征可分为原始结构、塑性变形区和流动区。塑

性变形区表现出沿切削速度方向的晶粒变形和伸

长。加工中切削热紧邻最外层，集中在局部影响区

导致材料出现软化，同时机械载荷促进了材料流动

现象，并在塑性变形区和流动区之间产生了清晰的

边界。Wang 等 [94] 依据晶粒尺寸的不同将微观组

织变形层分为表面层（晶粒尺寸约为 5 μm）、中间

层（晶粒略微变形，平均晶粒尺寸约为 10 μm）和基

体层，指出晶粒细化程度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而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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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i6Al4V 钛合金表层微观组织分区[92]　（a）未影响区（P1）；（b）Ⅰ放大图（P2：塑性变形区）；（c）Ⅱ放大图（P3：高度扰动
区）

Fig. 5    Division  of  microstructural  subsurface  of  Ti6Al4V  titanium  alloy[92]　 （ a） unaffected  area（ P1） ； （ b） enlargement  of
areaⅠ（P2：plastic deformation）；（c）enlargement of areaⅡ（P3：highly disturbed area）

 

切削加工中，工件表面承受不同的热力耦合作

用，从而形成不同的微观组织变化。Shen 等[70] 和

谭靓等[71] 研究表明，TC17 钛合金铣削加工后表层

网篮组织发生了偏转、破碎。随着铣削工艺强度的

提高，铣削表面塑性变形层深度略有增加，但并未

发现 α + β 相到 β 相的转变。众多学者研究发现，

刀具倾角对 TC11 钛合金薄壁件铣削[73]、走刀方式

对 TC17 钛合金铣削[75-76] 的微观组织影响不大，这

可能是由于选用实验条件下切削力和切削温度变

化范围较小，热力耦合作用无显著差异。Li 等 [95]

对不同条件下 Ti6Al4V 钛合金铣削表层微观组织

进行了测试，发现塑性变形随切削速度的变化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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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变化，随进给量和切削深度的增大而增大。他们

还指出刀具圆角半径对塑性变形影响显著；刀具圆

角半径越大，塑性变形越严重，塑性变形层深度越

深。此外，Patil 等[96] 研究发现 TC4 钛合金车削加

工表层晶粒变形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而增大。

刀具磨损是影响切削加工过程中热力耦合作

用的重要因素，也是学者分析微观组织的重点关注

因素。Che-Haron 等 [44] 提出由于车削初始阶段是

用锋利的刀具在冷却条件下进行材料去除的，车削

力和温度达不到材料的相变条件，加工表层几乎观

察不到塑性变形层和白层；但是在刀具磨损严重阶

段，工件表层出现明显的塑性变形和白层。Liang
等[97-98] 对 Ti6Al4V 钛合金切削加工微观组织变化

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发现晶粒变形主要表现为

断裂、偏转、滑移，塑性变形层深度和晶粒偏转角

度随着侧刀面磨损量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刀具磨

损量的增加会导致刀具和工件界面处接触面积的

增加，加工表面受明显摩擦和挤压会使晶粒产生严

重的滑移和伸长。同时，尽管切屑在切削过程中带

走了大部分切削热，但一部分切削热仍然残留在加

工表面中[99]。由于钛合金的低导热性，在加工的表

面附近很容易产生大量的切削热积聚。尤其在

VB = 0.3 mm 时，随着热源强度的增加，大范围的

材料软化导致材料容易发生塑性变形。

上述研究表明，晶粒的偏转角度、晶粒细化程

度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而增大；进给量和切削深度

的增大都会导致塑性变形层深度加深，但是切削深

度的变化会抑制晶粒细化。低温冷却润滑可以减

少切削刀具与工件之间的摩擦，降低切削力和切削

温度，抑制相变。刀具磨损量的增加会导致刀具和

工件界面处接触面积的增加，加工表面受明显摩擦

和挤压会使晶粒产生严重的滑移和伸长。然而，现

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不同加工条件对切削加工

表层微观组织的影响，并没有基于疲劳性能要求，

对不同加工条件产生的不同微观组织进行判别，确

定有助于提高疲劳性能的微观组织形态变化范围。 

4    结束语

本文从切削力、切削温度、表面完整性状态特

征等方面阐述了钛合金材料切削加工技术方面的

研究现状。分析了切削参数、加工条件、刀具特征

对切削力、切削温度、表面完整性状态特征的影响

规律，基于热力耦合作用分析表面完整性形成机制

方面的研究体系还需继续完善。表面完整性形成

机制的研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

（1）基于切削工艺学、材料学和有限元模拟仿

真知识，采用实验与模拟仿真相结合的方法，在减

少资源消耗、节约时间的前提下将研究对象从试块

提升为构件。进一步分析工艺参数、刀具结构、润

滑方式等可控工艺因子以及刀具磨损、夹具变形、

颤振与变形等不可控工艺因子对构件表面完整性

的影响。

（2）基于热力耦合作用，建立表面完整性特征

分布预测模型，揭示工艺参数-切削力和切削温度-
表面完整性状态特征之间的映射关系。完成表层

塑性变形和微观组织特性的定量评价，实现表面完

整性梯度分布的准确预测，为表面完整性工艺参数

域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3）深入研究切削加工界面的热力耦合作用，

探索加工界面热力耦合作用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

规律。在此基础上，考虑构件实际加工过程中加工

轨迹时变形引起加工界面接触状态的变化，提出基

于实际加工工况的表面完整性调控方法。

（4）以构件疲劳性能要求为目标，反推并设计

满足构件服役性能的表面粗糙度、表层显微硬度、

表层残余应力、微观组织梯度分布，获得满足疲劳

性能要求的构件表面完整性特征域。基于工艺条

件与表面完整性特征之间的映射模型，确定出满足

要求的加工条件，实现满足服役载荷要求的表面完

整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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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urface integrity
in titanium alloy mac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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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 ’an  710072， China； 2.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or Aero Engine，Ministry of Education，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     Titanium alloy is  the  main  application material  for  the  key components  of  aero-engine  due to  its  excellent  properties,

such  as  light  weight,  high  strength,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and  fatigue  resistance.  Because  of  its  small  elastic  modulus,  low

thermal conductivity, and strong chemical affinity, it produces greater cutting force and higher cutting temperature in the machining

process. Different thermal mechanical coupling effects can change the surface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 resulting in different surface integrity stat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ffects of process parameters, tool

materials and properties, and lubrication methods on cutting force, cutting temperature, surface roughness and morphology, residual

stress, microhardness, and microstructure based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urface integrit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e description of phenomena and laws. The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urface integrity

based on the thermal-mechanical coupling on the processing interface is lack, and the qual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system of surface

integrity is not perfect. Therefore, the object of titanium alloy machining needs to be upgraded from test block to compon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contact state of the processing interface caused by the time-varying machining trajectory on the surface

integr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Moreove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lastic deformation and grain characteristics is completed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gradient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integrity.  Taking  fatigue  performance  as  the  goal,  the  surface  integrity

distribution meeting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components is deduced and designed, and then the processing condition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are determined to realize the surface integrity processing.

Key words:   titanium alloy；cutting force；cutting temperature；residual stress；microhardness；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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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叶片材料及抗疲劳磨削技术现状

黄    云1,2,    李少川
1,    肖贵坚

1,2*,    陈本强
1,    张友栋

1,
贺    毅1,    宋康康

1

（1．重庆大学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重庆 400044；2．重庆大学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摘要：随着先进航空发动机向大推重比、轻量化的方向发展，镍基高温合金、钛合金以及陶瓷基复合材料等一系列

轻质航空材料不断涌现并被应用，成为航空发动机叶片等关键构件的主要生产材料。然而由于硬质合金的应力集

中敏感特性以及复合材料的各向异性和脆断机制，其面临的疲劳失效问题也逐渐凸显。现有研究表明，航空发动

机叶片抗疲劳性能与其加工过程有重要关系，进而影响装备的服役性能和服役寿命。磨削作为航空发动机叶片的

最终材料去除工艺，在获得精确廓形的同时直接决定了叶片最终的表面完整性状态和抗疲劳性能。为了解新型轻

质航空材料特性及其磨削表面抗疲劳性能，进而为面向抗疲劳性能优化的航发叶片加工提供指导，本文对航空发

动机叶片的典型材料及抗疲劳磨削技术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首先，简述了典型轻质、高强航空材料特性及

其在航发叶片生产中的应用现状；然后，分析了航空发动机叶片的高表面完整性磨削方法及其抗疲劳加工关键技

术；最后对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抗疲劳磨削研究进行了未来展望。

关键词：航空金属材料；抗疲劳制造；复合材料；航空发动机叶片；表面完整性；磨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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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航空发动机研制的成功与否是我国是否

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重要

标志之一，其加工制造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科

技水平、科技工业基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

志[1]。先进材料和制造工艺技术是制约新型航空发

动机发展的关键技术，在新一代航空发动机性能提

升中贡献率为 50%～70%，在发动机减重中贡献率

占 70%～80%。近年来，随着材料技术的发展，镍

基高温合金、钛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等具有优异

性能的轻质航空材料在提升航空装备运载能力及

可靠性方面优势逐渐凸显，并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叶片作为航空发动机的核心关键部件，在发动

机综合性能提升上占有重要地位，新材料的应用以

及表面完整性的提升对其服役寿命影响巨大[2]。疲

劳失效作为叶片等航空转动构件的主要失效形式[3]，

对于发动机的服役可靠性具有极大威胁。据统计，

80%航空发动机复杂曲面零部件疲劳失效均源于

加工表面质量不能满足要求，每年由于疲劳失效造

成的检测和维修成本可达几十亿美元[4]。钛合金[5-6]、

镍基高温合金[6-7] 以及复合材料[8] 等轻质航空材料

叶片的加工质量直接决定整机的推重比及其服役

性能。伴随着新型轻质航空材料的应用以及先进

航空发动机推重比的不断提高，对新材料叶片的抗

疲劳加工工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航空发动机叶片曲面廓形精度和表面质量决

定了其最终的气动性能，并对疲劳寿命有重要影

响[9]。目前主要通过精密铣削保证型面精度，但是

由于其结构弱刚性、材料难加工、型面复杂等特

点，铣削加工后表面一致性差、易形成应力集中以

及微裂纹等缺陷，为提高其表面完整性和抗疲劳性

能通常采用磨削加工进行精加工。磨削加工作为

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最终材料去除工艺，直接影响叶

片的最终力学性能和表面状态。因此，研究叶片材

料及其抗疲劳磨削工艺对于航空发动机叶片以及

航空发动机性能和可靠性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的疲劳寿命影响机制以及

抗疲劳表面形成机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由

于基础研究不系统等问题，虽然提出了一些表面疲

劳性能提升方法定性揭示工艺参数和表面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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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疲劳寿命的影响规律，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整理

工作限制了这些方法在叶片表面完整性和抗疲劳

性能提升方面的直接指导作用[10]。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对航空发动机叶片典型材

料及抗疲劳磨削技术和方法研究进行了归纳，进而

为实现面向抗疲劳性能优化的航空发动机叶片磨

削加工提供方法和理论参考。首先简述了典型轻

质航空材料的特性及其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生产中

的应用现状；其次，分析了航空发动机叶片表面磨

削技术，总结了目前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抗疲劳磨削

方法；最后对航空发动机叶片抗疲劳表面研究未来

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1    典型航空材料及其在航空发动机

叶片制造领域的应用

先进航空发动机朝着高涡轮前温度、大推重

比、长寿命和低油耗的方向发展，而发动机性能的

提升除了依靠先进的设计技术，还依赖于先进材料

的发展[11]。航空发展史中，每一次材料科学技术的

突破都给航空技术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推动。

随着航空飞行器减重迫切需求的提出，以镍基高温

合金、钛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为典型代表的轻质

航空结构材料逐渐出现，且由于其比强度高、比模

量大、强/韧性能好、高温稳定性强、耐冲击等优异

力学性能[12]，成为航空发动机热端转动构件的主要

生产材料，并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

等具有高可靠性要求的航空构件中。

Oosthuizen 总结了航空发动机中材料的应用比

例，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目前航空发动机材料以

钛合金和镍基高温合金为主[13]。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具有耐高温、低密度、抗氧化和抗腐蚀等优良性

能，成为航空领域的新型战略材料，并逐渐应用于

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美国 GE 公司利用纤维增

强复合材料制造第五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等关

键零部件，使发动机推重比提高 25%的同时油耗

降低了 10%，可见新型复合材料在航空发动机生产

中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1.1    镍基高温合金及其在航空发动机叶片中的应用

镍基高温合金具有卓越的高温强度、抗氧化、

抗热腐蚀以及抗疲劳等综合性能，已成为制造航空

发动机涡轮叶片、导向叶片、涡轮盘等高温部件的

关键材料[14-15]。其中镍基合金叶片主要用于航空

发动机压气机叶片，其主要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工

作，服役温度在 1000 ℃ 左右。

目前，国外先进航空发动机的涡轮叶片、导向

叶片、涡轮盘、燃烧室等零件几乎都由高温合金制

成[16-17]，美国 GE90 发动机、英国 RB211 发动机、德

国 RB199 发动机以及法国的 M88 发动机等都采用

了高温合金涡轮叶盘或叶片。NIMS 在第 4 代合金

的基础上增加了 Ru 含量，研制了第三代单晶体镍

基高温合金，使合金的耐用温度达到 1100 ℃。高

温合金结构件在国外航空发动机上获得了广泛成

熟的应用，且制定了成套的系列标准。以美国、英

国、法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掌握了定向凝固和

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精密制造技术。同时，在先进精

密技术工程应用方面加大投入，使得高温合金构件

的生产质量和合格率大幅提高，如：美国先进航空

发动机定向空心涡轮叶片的合格率高达 80%，单晶

空心涡轮叶片的合格率达 60%，叶片单面精度误差

稳定在 0.05～0.1 mm。

国内众多航空发动机也都采用高温合金作为

涡轮盘和导向叶片的生产材料，例如：WP8、WPP6、

WJ6 的涡轮盘，FWS10 的高、低压涡轮盘，IV-XI 级

高压压气机盘等[18]。在镍基高温合金的生产方面，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相应的材料成型工艺自主研发

能力，基本建成了与航空发动机生产相配套、工艺

完整、设备齐全的航空发动机叶片精铸生产线和制

造生产线，并形成了配套的管理体系和制度。我国

研制的 DD402、DD406 等单晶高温合金已经在航

空领域得到应用，其中 DD402 在 1100 ℃、130 MPa
应力下持久寿命大于 100 h，并被用于工作温度

1050 ℃ 以下的涡轮叶片的生产。随着具有优异性

能的镍基合金应用逐渐深入，其所面临的加工温度

高、材料去除率低、表面质量难以保证、疲劳寿命

离散性大等问题逐渐凸显。 

1.2    钛合金及其在航空发动机叶片中的应用

钛合金因其具有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优

点而被用于飞机发动机风扇盘件和叶片等零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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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航空发动机中的材料应用比例[13]

Fig. 1    Materials distribution of aero-engin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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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显地减轻发动机的质量，从而提高发动机的推

重比[19-20]。在先进发动机上钛合金的用量仅次于

高温合金，占发动机总质量的 25%～40%[21]。

近年来，随着对钛合金材料性能以及加工研究

的深入，目前已经将其运用于航空发动机转动构

件，成为制造涡轮风扇发动机前风扇叶片的最佳材

料。例如，英国的 IMI834 是典型钛合金材料，此外

在 EJ200、TRENT 系列、PW305 等航空发动机上也

得到了成功应用[16]。国内为新型航空发动机研制

而生产的钛合金种类众多，如表 1 所示，其中 600 ℃
高温钛合金、阻燃钛合金和 TiAl 合金材料已成为

新型钛合金的发展重点[11]。钛合金叶片主要用于

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中，服役温度在 600 ℃ 左右。

与高温合金 GH2169 相比，在 500～600 ℃ 范围内，

600 ℃ 高温钛合金在比强度、低周疲劳性能、抗疲

劳 裂 纹 扩 展 等 方 面 有 明 显 优 势 [22-23]。 因 此 ， 在

Trent800 发动机上，高压压气机前 3 级转子均采用

了 IMI834。2014 年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为我国航

空发动机研制的 600 ℃ 高温钛合金 TA2 顺利通过

发动机强度考核实验，为先进航空发动机高温结构

部件的生产加工提供了材料基础[24]。
 

表 1    我国航空发动机用在役和在研的主要钛合金
[11]

Table 1    Main high temperature titanium alloys in service and
in developing for aero-engine in China[11]

Long-time service
temperature/℃ Alloy

≤ 400 TC4，TC17，TC19

≤ 450 TC6，TA11

≤ 500 TC11，TA7，TA15，TB12

≤ 550 TA19，TA32，TC25，
TF550

≤ 600 TA29，TA33

≤ 700 TD3，Ti2AlNb

700-850 TiAl
 
 

从表 1 可以看出，新型在役和在研航空发动机

钛合金种类众多，在 850 ℃ 范围内均有对应的钛合

金材料服务于航空发动机的使用需求。钛合金主

要用于航空发动机前风扇叶片[25]，服役温度为 600 ℃
左右。在钛合金的疲劳失效过程中，不合适的加工

方法和工艺引起的表面完整性降低是主要原因。 

1.3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其在航空发动机叶片中

的应用

复合材料由于其比强度高、比模量大、抗疲劳

性能好等力学性能优势以及在降低燃油消耗、提高

飞机机动性方面的应用优势，近年来逐渐取代传统

金属材料，在航空制造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6]。由纤

维增强复合材料制成的风扇叶片是减轻整个推进

器质量的关键元素，因为更轻的风扇叶片可以使包

括阀瓣在内的支撑结构部件变得更轻[27]。美国联

邦航空局（FAA）表示未来飞机结构中复合材料的

用量将占总机质量的 70%以上[28]。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纤维增韧陶瓷基复合材

料凭借其优异的高温性能和力学性能在航空航天

等领域受到美、英、法等国的重点关注，并被认为

是极端高温环境服役构件最具应用前景的战略材

料。碳化硅纤维增强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与镍

基合金相比，可承受的温度高出 150～200 ℃，最高

使用温度达到 1600 ℃，并被应用于涡轮叶片、涡轮

导叶等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29-30]。美国先进陶瓷

协会表示，美国正在开发第二代耐高温陶瓷基复合

材料，全力攻关陶瓷基复合材料耐温和损伤韧性不

足两个技术瓶颈问题，尝试开发更耐高温和具有更

高损伤容限的复合材料。与此同时，陶瓷基复合材

料构件在航空航天制造领域的应用逐渐广泛，在航

空发动机叶片及其他转动部件中的应用也得到了

推广。美国通用电气航空集团（GE）生产的世界上

最大航空发动机 GE9X 的高温静子和转子部件均

采用陶瓷基复合材料。该发动机采用 SiC/SiC 材料

生产燃烧室内/外衬、一级高压涡轮罩环、一级、二

级喷嘴和低压涡轮转子叶片等 5 类部件，使得航空

发动机的燃油消耗降低 15%，极大提升了运行里

程，并于 2020 年随波音 777X 客机服役。这是航空

复合材料在热端航空转动构件的首次工业应用。

我国超高温复合材料实验室在 2003 年成功开

发了 CVI 法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工艺及其设备体系，

并具备了批量制备复杂构件的能力，目前已经建立

起了系统的复合材料制备工艺体系。同时，国产碳

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在发动机整体涡轮叶盘上已

经取得阶段性的应用。2014 年 5 月，中国航天六院

研制生产的陶瓷基复合材料喷管首次参加地面试

车，其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等转动构件上的应用也指

日可待。

尽管航空复合材料在航空发动机应用中具有

众多优势，然而其硬脆性和结构各向异性的特点给

复杂曲面叶片的加工带来很大挑战。为满足叶片

的形状、尺寸和表面完整性要求，复合材料构件整

体成形后还需要通过砂轮进行磨抛，传统磨削加工

会出现纤维拔出、界面失效、基体开裂等损伤现

象，导致纤维失去增韧作用。此外，材料在高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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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高频振动服役环境下更易形成微裂纹等疲劳缺

陷，严重降低了构件的服役寿命。为此，国内外学

者对其磨削加工过程中的材料去除机理进行深入

研究，尝试利用新型加工技术和工艺实现高效、低

损伤加工。 

2    航空发动机叶片抗疲劳磨削技术概述

由于航空发动机叶片具有结构弱刚性、材料难

加工、型面复杂等特性，加工后表面存在烧伤、残

余应力分布不均匀等表面缺陷，将严重影响叶片几

何精度、表面质量及其服役性能。因此，分析研究

航空发动机叶片磨削方法及其关键技术对于指导

航空发动机叶片抗疲劳加工以及提升航空发动机

服役寿命具有重要意义。砂带磨削以及磨粒流抛

光因兼具磨削和抛光的双重作用，工艺灵活性高、

适应性强，且其柔性抛光的特性在曲面平滑过渡方

面具有独特的拟合效果，在整体叶盘、叶轮、叶片

等零件的精密抛光中得到应用，成为提高航空发动

机叶片表面完整性和疲劳寿命的有效加工手段。 

2.1    航空发动机叶片磨粒流加工

磨粒流加工技术是一种适用于复杂曲面零件

表面抛光的非传统磨削方法，半固体磨料介质在模

具模芯的约束和挤推压力的驱动下通过零件待抛

表面，具有切削刃的磨粒与工件表面粗糙峰谷相互

挤压滑擦，实现零件表面的去毛刺、除飞边、倒圆

以及抛光，进而达到表面材料去除以及提高表面完

整性的目的，如图 2 所示[31-32]。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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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磨粒流加工示意图[32]　（a）准备；（b）由下往上推；（c）由上往下推；（d）磨料介质

Fig. 2    Abrasive flow processing schematic diagram[32] 　（a） preparation （b） push-up （c） push-down （d） abrasive media
 

早在 1993 年，Boynton[33] 就采用磨粒流加工方

法对航天飞机的高压燃油涡轮泵转子叶片进行抛

光，使叶片表面粗糙度从 10.16 μm 下降到 0.76 μm，

透平的冷却效率提高 2.1%，入口温度下降了 32 ℃，

对于整体的抗疲劳性能和服役性能具有显著提升

作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磨粒流加工技术目前已

经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叶片制造领域。美国

DYNATICS、GE 等公司采用磨粒流加工技术实现

了叶片的精密磨削加工，将表面粗糙度从 2.0 μm
降低到 0.8 μm，极大提高了叶片加工质量，减小了

由表面粗糙度引起的应力集中，提升了叶片的疲劳

强度。叶片的抗疲劳性能与表面粗糙度、残余应力

状态、纹理结构等表面完整性特征直接相关，为了

获得良好的表面完整性，需要对工艺参数进优化研

究。Sankar 等 [34-35]对黏弹性磨料旋转磨粒流加工

过程中工艺参数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规律进行了

研究，通过实验分析了磨粒含量、压力、加工次数

和工件转速对磨削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法国 SNECMA 公司提出磨粒流整体叶盘叶片

的抛光方法，并将磨粒流应用于整体叶盘叶片粗铣

前的加工、精铣前的加工以及精铣后的加工[36]，实

现了整体叶盘叶片的磨粒流整体加工。大连理工

大学高航等[37] 在搭建的磨粒流抛光加工实验平台

上进行了磨粒流加工模拟分析及可行性研究，并在

此基础上完成了整体叶盘叶片的磨削实验。Extrude
hone、Winbro flow grinding 等公司推出了多种磨粒

流相关设备与磨料，主要用于航空发动机整体叶

盘、经精密铸造叶片、数控铣削或电解加工成形后

表面的光整加工，用户数据显示经由磨粒流加工后

整体叶盘表面粗糙度由 1.6～2 μm 降至 0.4～0.6 μm，

如图 3 所示，同时效率由手工抛光的 40 h/件提高

到 1 h/件[38]。

磨粒流加工技术已被美国航空航天部门列为

航空零部件精加工的重要工艺，被广泛应用于航空

发动机整体叶盘、叶片等复杂曲面零件的光整加

工。目前，磨粒流加工已经出现了诸多扩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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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振动辅助磨粒流加工[39]、流化床加工[40]、动压

磨粒流加工等[41]。超声振动辅助磨粒流加工方法

是在传统磨粒流加工方法的基础上引入超声振动

增大磨粒与工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达到高

质、高效抛光的新型磨粒流加工方法。Venkatesh
等将振动辅助磨粒流加工方法应用到锥齿轮齿面

光整加工获得了比传统磨粒流抛光更优的材料去

除率和表面粗糙度[39]。流化床加工方法是一种借

助高速流动的空气流使磨料介质出现沸腾状态，从

而使磨粒撞击工件表面达到材料去除的一种新型

加工方法。Barletta 等设计了一种新的流化床抛光

设备，并采用流化床方法加工管状 718 镍基合金，

其粗糙度 Ra 达到了 0.1 μm 以下[40]。动压磨粒流加

工是一种通过高速流动磨粒撞击工件表面从而实

现材料表面抛光方法。计时鸣等[42] 提出了基于固-
液两相磨粒流的“软性”动压磨粒流的光整加工

方 法 ， 在 湍 流 状 态 下 加 工 效 果 最 好 。 周 鑫 等 [41]

针对高强、高硬航空金属材料复杂工件表面精整加

工提出了一种基于流体动压效应的磨粒流光整加

工方法，将工件浸入按一定比例配制的磨粒混合液

中，依靠高速旋转的圆柱工具产生的流体动压效

应，将磨粒混合液带入楔形加工区域实现零件的抛

光，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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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旋转磨粒流动压抛光原理及实施方案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principle and implementation scheme of rotary abrasive particle flow pressure polishing
 

从国外企业公开的技术文件中发现，虽然磨粒

流在降低表面粗糙度引起的应力集中方面效果明

显，然而磨粒流加工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形状精度难

以控制的特点，整体叶盘、叶片的叶盆和叶背抛光

质量并不均匀，且在叶片边缘等关键部位会出现严

重过抛现象。尤其是对于叶片等复杂曲面构件，如

整体叶盘的进、排气边，目前尚无文献或其他资料

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此多只用于表面光整加工。 

2.2    航空发动机叶片砂带磨削加工

由于航空制造企业缺乏相关的精密高效抛光

方法与技术，目前部分航空发动机叶片的精密磨削

加工仍然采用手工抛光的方法进行。然而人工抛

光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而且型面精度、表面

完整性、表面一致性等特征难以保证。同时，受到

工人技术等级和熟练程度的影响，加工质量不稳

定，严重影响着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服役性能、安全

可靠性以及生产周期等。因此目前该方法逐渐被

机器磨抛加工所取代。

德国 IBS 公司采用 MTS1000-6CNC 六轴砂带

磨床实现了对叶片等复杂自由曲面部件进行有仿

形磨削、恒压力磨削和 CNC 磨削 3 种精密加工加

工方式[43]。美国 Excello 公司、德国 Metabo 公司等

采用六轴联动砂带磨削技术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叶

片型面的磨削加工。同时美国的 Acme、Huck 等公

(a)

(b) (c)

 

图 3    AFM 加工的钛合金整体叶盘案例[38]　（a）整体叶盘
（局部）；（b）抛光前；（c）抛光后

Fig. 3    Titanium alloy discs processed by AFM[38] 　（a） over-
all leaf  disc  （ local）；（b）  before polishing；（c）  after
po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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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采用机器人夹持抛光轮和砂带磨头的方法实现

了叶片的精密磨削，获得了良好的表面完整性，并

且取得良好的疲劳寿命提升效果[44-45]。在叶片等

复杂曲面的砂带磨削中，接触轮的柔性变形以及叶

片的弱刚度变形是影响型面精度的主要因素。段

继豪等[46] 在轮形磨具磨削加工技术方面对柔性抛

光工艺的磨削力和抛光编程及抛光轨迹路径规划

进行了优化，使得优化工艺加工叶片的精度达到 ±
0.06 mm，表面粗糙度小于 0.4 μm。Zhao 等[47] 对叶

片柔性磨具抛光加工叶片的表面粗糙度预测以及

参数优化模型进行了研究，通过实验验证指出该模

型可以降低表面粗糙度 25%，降低了表面粗糙度对

于航空发动机叶片疲劳寿命的不利影响。Meng 等[48]

针对叶片磨削过程中因过度定位而产生的变形问

题提出了一种航空发动机叶片悬臂磨削工艺，该方

法中叶片一端固定，另一端自由，消除了夹紧力对

叶片表面的负面影响。Xu 等[49] 针对砂带磨削加工

过程中表面一致性难以保证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用

于复杂几何形状的机器人砂带磨削力-位置混合控

制方法，对航空发动机叶片进行加工验证。结果如

图 5 所示，与非力控磨削相比，力控磨削使叶片凹、

凸 表 面 的 表 面 粗 糙 度 分 别 从 平 均 值 1.085  μm
和 1.083 μm 降低到平均值 0.375 μm 和 0.283 μm，

避免了较大粗糙度对于疲劳寿命的不利影响，使得

加工零部件疲劳寿命的一致性得到提升。

航空发动机叶片的型面精度对气流动力性有

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工作载荷和疲劳性能，为了

提升疲劳性能需要对叶片型面精度控制。在航空

发动机叶片精密控型方面，马良等[50] 通过建立恒

力砂带磨削结构原理图，对叶片机器人砂带磨削系

统进行受力分析，通过计算分析得到接触轮法向接

触力计算公式，并由此控制加工中接触力恒定。唐

洋洋 [51] 则设计了机器人柔性砂带磨削力控制系

统，实现了叶片等复杂曲面件柔性砂带磨削加工过

程中的磨削力控制。基于 Roboguide 的叶片边缘

机器人磨削加工方法进行了仿真研究，田国富等[52]

提出了航空发动机叶片进排气边缘机器人砂带磨

削加工的方法，实现了叶片边缘部位高精度磨削；

张雷等 [53] 对航空发动机叶片双曲面砂带磨削工

艺、恒力磨削方法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叶片双曲

面砂带磨削力的精确控制方法。

吴广领[54] 对叶片砂带磨削六轴数控系统编程

技术进行了研究，实现了几何造型、刀位信息的获

取、后置处理、数控系统的选取以及加工仿真进行

研究和设计开发。Xiao 等[55] 对航空发动机叶片边

缘当量自适应砂带磨削方法进行了研究，对砂带磨

削以后的表面粗糙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砂

带磨削以后表面粗糙度小于 0.25 μm、且表面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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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机器人磨削磨削效果和表面粗糙度的对比[49]　（a），（c）无力控制；（b），（d）有力控制

Fig. 5    Comparison of grinding effect and surface roughness in robotic grinding[49]　 （a），（c） without force control；（b），（d） with
force control

22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压应力状态。为了实现砂带与叶片型面的有效贴

合，柔性抛光技术和控制抛光轴矢量被采用，使得磨

削后叶片粗糙度达到 0.25～0.39 μm[56]。Wang 等[57]

对机器人砂带磨削表面路径规划进行了研究，通过

离线编程仿真和实验对比表明该方法可以提高叶

片表面质量和服役性能。Song 等[58] 对机器人复杂

曲面砂带磨削的材料精确控制方法进行了研究，建

立了面向工作环境的自适应模型，通过实验验证了

该方法的有效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针对航空发动机叶

片的精密磨削主要采用磨粒流、砂带磨削等方法，

虽然上述方法对于降低表面粗糙度、提升叶片表面

完整性具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砂带磨削技术工

艺灵活性高、适应性强、可以保证复杂曲面廓形精

度等特性，已经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精密磨削加工中

被广泛应用，成为提高叶片表面完整性和抗疲劳性

能的有效磨削技术之一。 

3    航空发动机叶片抗疲劳表面磨削
方法研究

为了提升磨削加工航空发动机叶片的表面完

整性进而提高叶片的抗疲劳性能，国内外对相关加

工技术和方法展开了研究工作。优化工艺参数及

加工条件、多种工艺组合以及新型加工工艺辅助等

多种方法被证实可以用于提升航空发动机叶片的

抗疲劳性能。 

3.1    优化工艺参数及加工条件的方法

不同磨削参数下磨粒与加工材料的作用机制

不同，导致加工后材料表面具有不同状态，进而使

加工构件具有不同的抗疲劳性能，不合适的工艺参

数甚至会导致材料抗疲劳性能恶化。例如，Guo
等[59] 在对 AISI52100 钢进行表面磨削时，在磨削表

面观察到了白层，白层内产生的残余拉应力高达

2000 MPa，最终导致构件的疲劳寿命降低了 8 倍，

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不合适的工艺参数造成的磨削

温度过高引起。围绕抗疲劳性能提升，一些学者对

磨削工艺参数进行了研究。娄艳芝等[60] 探究了磨

削进给量对构件疲劳性能的影响，发现与进给量

10 μm 的普通磨削相比，进给量 3 μm 的精密磨削

可以改善表面变质层特征，抑制加工表面的应力集

中敏感，同时将疲劳源从表面移至次表面，如图 6
所示。与普通磨削相比，精密磨削试样的旋转弯曲

疲劳寿命提高了 15 倍。

Li 等[61] 对 GH4169 航空发动机叶片进行了磨

削实验研究，通过参数优化和磨削实验，提出了螺

旋悬臂磨削工艺，并将其应用于 GH4169 叶片的精

加工。结果表明：使用 200#立方氮化硼树脂（CBN
RB）砂轮加工时，表面硬化严重，表面残余压应力

过大，无法获得精磨表面。采用螺旋悬臂磨削工艺

和 300#CBN RB 砂轮可使叶片表面包括前缘和后

缘的轮廓误差在 0.01 mm 范围内，硬化率降低到

10.95%，表面粗糙度小于 0.4 μm，进气面/排气面的

平均残余压应力值分别为 700 MPa 和 540 MPa 左

右，成品表面无缺陷发生。Meng 等[48] 对 1Cr11Ni2W2
MoV 叶片进行了磨削加工，结果表明改善工艺可

以降低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振动，并通过优化磨削参

数降低了叶片的挠度，使叶片的表面质量得到提

升。Xiao 等[62]研究了砂带磨削过程中顺磨和逆磨

工艺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顺磨时，由于

近似锥形的磨粒压痕较深，因而产生了较高的表面

粗糙度，而顺磨产生的表面残余压应力为逆磨削的

2.23 倍。Wang 等 [63] 对不同参数下机器人砂带磨

削系统磨削 Inconel718 镍基高温合金的表面完整

性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一种磨削参数优化预测

模型，对优化条件下试样的微观组织和显微硬度进

(a) (b)

“Fish-eye”20 μm 200 μm
 

图 6    不同磨削试样疲劳源[60]　（a）普通磨削；（b）精密磨削

Fig. 6    Fatigue sources of different grinding samples[60]　 （a） general grinding；（b） precision gr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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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析和讨论。结果显示，在优化的磨削参数

下，磨削力大幅减小，获得较大的残余压应力和最

小 粗 糙 度 ， 同 时 表 面 硬 度 提 高 15%。 Li 等 [64]

对比了横向磨削和侧向磨削两种磨削工艺对构件

疲劳寿命的影响。结果表明横向磨削工艺的残余

应力为−912～−827 MPa，侧向磨削工艺的残余应力

为−721～−617 MPa，横向磨削构件具有更高的疲劳

寿命。磨料磨具的变化也会影响磨削叶片的表面

完整性，Manoj 等[65] 对镍基高温合金 Inconel718 磨

削过程中的表面烧伤进行研究，得出烧伤后的表面

具有较高的表面粗糙度和较低的显微硬度，使用氧

化铝砂轮代替 SiC 砂轮可以有效提高表面完整

性。Xiao 等[66]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开发了可以实

现磨削表面完整性以及服役性能预测的工艺参数

优化软件，对钛合金砂带磨削过程中的参数进行优

化设置。该软件中用户可以通过可视化软件界面

选择相应的工作机床、工作参数，即可获取工况对

应砂带磨削表面完整性以及服役性能的预测值。

硬质合金材料在砂带磨削过程中，由于材料塑

性变形功很大，磨削力会比一般碳钢大两倍以上，

因此，磨削过程磨削区域发热严重，容易使砂带磨

损并产生高温，进而工件表面出现烧伤等缺陷，影

响表面完整性甚至出现裂纹，降低工件的疲劳寿

命，因此需要在加工过程中控制温度，以防材料出

现表面完整性和疲劳强度退化[57，67]。为了降低磨

削热对于疲劳性能的不利影响，采用冷却润滑改善

磨削条件。季霞[68] 在微量润滑加工表面残余应力

预测建模的研究中，基于微量润滑条件下的切削温

度和切削力，利用“热-弹-塑”增量塑性模型，分别

对应力加载和释放两个过程进行计算，预测加工件

表面的残余应力分布。Yao 等[69] 利用立方氮化硼

砂轮对 Inconel718 进行磨削实验，通过优化加工参

数和冷却条件，提高了磨削表面的完整性。虽然流

体润滑能够缓解磨削热对于表面完整性和疲劳性

能的不利影响，然而磨削过程中由于磨削液对接触

区渗透能力较差，限制了磨削液对于表面完整性和

抗疲劳性能的有益效果。Shao 等[70] 在对微量润滑

条件下磨抛加工残余应力进行了理论建模和实验

研究发现，与切削液冷却相比，微量润滑条件下磨

抛温度高，而且在工件表面形成了残余拉应力。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Gao 等[71]将超声振动技术与纳米

流体微量润滑技术相结合，如图 7 所示，增加了液

体在磨削区域的渗透性，通过加工条件的优化获得

了最小的表面粗糙度值（0.194 μm）。该方法与超

声振动耦合流体润滑相比，表面粗糙度 Ra 值降低

了 19.5%，与纳米流体微量润滑（NMQL）混合润滑

相比，Ra 值降低了 39.9%。

在复合材料磨削加工方面，李皓 [72] 采用高速

摄像装置，结合切削过程断裂韧度概念以及能量守

恒原理，建立了纤维复合材料断裂韧度预测模型，

实现了对加工表面损伤的量化表征，并通过相关实

验分析了刀具磨损以及纤维方向角对表面完整性

的影响规律。田欣利等[73] 建立了陶瓷磨削表面残

余应力理论模型，并分析了结构陶瓷磨削表面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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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超声振动与纳米流体微量润滑辅助磨削装置[71]

Fig. 7    Ultrasonic vibration and nano-fluid micro-lubrication assisted grinding device[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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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的形成机理，深入研究了磨削热对残余应力的

影响。Jin 等[74] 利用 ABAQUS 软件建立了单颗粒

金刚石磨削 C/SiC 复合材料的模型，通过对不同的

磨削参数下加工表面进行模拟分析，指出：砂轮转

速越高，磨削力越小，表面质量越好，表面开裂越

少。Xue 等[75] 采用离散单元法构造了一个用于多

晶硅氮化硅抛光工艺研究的离散多元模型，并用之

构造了陶瓷机械抛光工艺和表面完整性之间的关

系模型。Gong 等 [76] 通过对 2.5D 纤维增强 SiC 材

料磨削过程中的材料去除机理进行观察，发现基体

开裂、纤维断裂和界面脱粘是纤维增强 SiC 复合材

料的主要去除方式，同时指出在加工过程中，减小

磨削速率，增大切削深度和进给速率可以降低加工

表面粗糙度、提升表面完整性。Yin 等[77] 研究了磨

削速率对 SiCf/SiC 陶瓷基复合材料单晶粒磨削材

料去除机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磨削速率可以

使材料脆化，增强纤维的断裂。沿纤维方向磨削

时，纤维呈脆性断裂，基体在高速磨削时被撕裂。

垂直于纤维的方向磨削时，纤维被完全去除，没有

任何残留的切断纤维端。此外，通过增加速率磨削

可以提高表面质量和加工效率。

Ding 等[78] 则研究了磨具对复合材料磨削表面

完整性的影响，分别用白刚玉和多孔陶瓷结合金刚

石砂轮加工陶瓷基复合材料，结果表明多孔陶瓷结

合剂金刚石砂轮的加工性能优于白刚玉砂轮。采

用鼓形砂轮进行复合材料复杂曲面磨削加工时，普

遍存在加工效率低、砂轮及工件表面易烧伤等问

题。叶正茂等[79] 根据鼓形砂轮侧磨和端磨的加工

特点，分别对两种加工方式下砂轮与工件的磨削接

触线长度进行分析，确认侧磨加工方式更适合用于

加工复合材料复杂曲面。在此基础上，采用立方氮

化硼锥鼓形砂轮侧磨加工方式，使复合材料复杂曲

面的加工效率提升 5 倍，单位时间材料去除量达到

45000 mm3/min，实现了复合材料复杂曲面的高效

磨削加工。Agarwal 等 [80] 通过实验研究了切削深

度、工作台进给量、磨粒大小和密度等参数对去除

率、表面粗糙度、表面和亚表面损伤的影响，结果

表明可以通过优化磨削工艺参数来达到更高的材

料去除率、更好的表面光洁度和低损伤的表层和次

表层，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遗传算法对陶瓷磨削过程

进行多目标优化。 

3.2    多工艺融合加工方法

不同加工工艺对加工表面完整性状态以及抗

疲劳性能影响不同，而对于叶片等高可靠性要求的

航空转动构件，单一的表面磨削加工难以满足抗疲

劳性能需求，差异化加工方法的集成为抗疲劳表面

加工拓展了新思路。针对高性能复杂曲面零件精

密高效抛光加工难题，重庆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81]

以航空发动机钛合金整体叶盘类零件为主要对象，

探索了机器人辅助砂带和旋转磨粒流多能量协调

组合工艺精密高效抛光方法，开展了航空高性能复

杂曲面零件的机器人柔性砂带和旋转磨粒流多能

量协调组合工艺精密高效抛光技术基础研究，实现

了航空发动机叶片等高性能复杂曲面零件的机器

人辅助自动化抛光加工，提高了批产质量一致性。

并基于砂带+旋转磨粒流动压抛光工艺方法组合提

出了整体叶盘类零件精密抛光的工艺策略，构建了如

图 8 所示的实验工艺系统，用于对航空发动机叶片

等典型复杂曲面零件精密抛光进行技术验证实验

研究，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叶片的叶尖、叶身、边缘、

叶根和流道面等工作表面的全型面自动化加工。

喷丸处理作为一种表面强化工艺，可以重建构

件的组织和硬化层状态，在材料表面生成了纳米晶

粒或者超细晶粒结构，进而提升构件的表面抗疲劳

性能。鉴于喷丸在提升抗疲劳性能方面的优异性

能，王欣等[82] 将喷丸工艺引入磨削加工，采用陶瓷

喷丸对磨削后的 FGH96 合金表面进行表面处理，

结果表明：适当强度的喷丸可以提升磨削表面的疲

劳极限。然而喷丸过程中由于能量的释放，在喷丸

表面会产生高温。为了改善喷丸过程中温度升高

对加工表面产生的不利影响，李康等[83] 利用湿喷

丸技术对 TC4 钛合金进行表面改性处理，使试样疲

劳裂纹萌生位置由表面转移至试样内部约 1 mm 深

度区域，使得材料的疲劳寿命显著提高。Yao 等[84]

则结合各种加工工艺的特点，研究几种不同复合工

艺对疲劳寿命的影响，研究发现：铣削-抛光-喷丸-
抛光复合工艺加工试件的疲劳寿命最长，是铣削加

工的 68 倍，是铣削-抛光工艺的 56 倍，是铣削-抛
光-喷丸工艺的 48 倍。并且铣削-抛光-喷丸-抛光复

合工艺加工的试件疲劳裂纹萌生位置在表面以下

150 μm 处。罗学昆等[85] 通过对比磨削、磨削+铸钢

丸喷丸、磨削+陶瓷丸喷丸和磨削+复合喷丸 4 种表

面加工集成方法对 FGH95 合金高周疲劳性能的影

响规律，探究了组合工艺对于构件疲劳性能的影

响，结果表明：相对磨削，磨削+铸钢丸喷丸、磨

削+陶瓷丸喷丸和磨削+复合喷丸三种方法均可显

著提高试样的高温疲劳寿命，其中磨削+复合喷丸

方法获得了最优的高温疲劳寿命提升效果，650 ℃、

550 MPa 下的疲劳寿命是未喷丸试样的疲劳寿命

的 26.3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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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等[86] 将组合工艺引入航空发动机叶片加

工，探究了组合制造工艺对 TC17 合金叶片表面完

整性和疲劳性能的影响，获得不同组合工艺下的表

面形貌如图 9 所示。同时，与铣削-抛光组合工艺

相比，铣削-抛光-喷丸-振动抛光组合工艺加工叶片

可产生约 100 μm 的塑性变形强化层和梯度微结构

以 及 800  MPa 的 残 余 压 应 力 ， 同 时 硬 度 提 升 了

5.1%。与铣削-抛光加工的叶片相比，喷丸-振动抛

光表面强化处理组合工艺可以提升叶片疲劳寿命

约 119.5%。并指出铣削-抛光-喷丸-振动抛光组合

工艺处理后 TC17 合金叶片寿命的延长与最小的表

面粗糙度、高强度的深层压缩残余应力和加工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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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航发叶片机器人辅助多工艺组合精密抛光中心示意图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process combination precision polishing center for aero-engine b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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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处理工艺下 TC17 叶片的表面形貌[86]　（a）铣削；（b）铣削+抛光；（c）铣削+抛光+喷丸；（d）铣削+抛光+喷丸+振动
抛光

Fig. 9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TC17  blade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  processes[86] 　 （ a）  milling； （ b）  milling  +  polishing；
（c） milling + polishing + shot peening；（d） milling + polishing + shot peening + vibration po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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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细化晶粒有关。 

3.3    新工艺辅助磨削加工方法

一些新型辅助加工工艺由于在提升抗疲劳性

能方面的突出优势，也在磨削加工中得到了应用，

超声振动辅助加工是一种通过压电陶瓷将高频电

能转换为高频机械振动能量的新型加工方式，具有

阶段性接触的特点，在减小切削力、抑制加工温

升、提升表面质量、延长刀具寿命长等方面展现出

突出的优势，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制造领域得到成功

应用。Nik 等[87] 在超声频率范围对工件施加纵向

振动，比较了常规磨削和超声辅助磨削两种工艺对

Ti6Al4V 合金磨削力和表面粗糙度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在超声辅助磨削中，由于冲击载荷、接触

面 和 切 削 深 度 变 化 ， 使 得 工 件 表 面 粗 糙 度 降 低

10%，磨削径向力和法向力分别下降 13.5%和 14.2%，

表面质量得到了改善，同时分析了加工参数对磨削

表面的影响，指出高切削速率和进给速率对于超声

辅助磨削表面质量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栗育琴等 [88] 将超声振动引入砂轮磨削加工，

并对比了超声振动辅助磨削和普通磨削下加工表

面的残余应力。结果表明，与普通磨削相比超声振

动辅助磨削提高了表面残余压应力，进而对构件的

疲劳寿命产生积极影响。Xi 等[89] 将振动辅助磨削

应 用 于 解 决 磨 削 表 面 烧 伤 问 题 ， 磨 削 力 降 低 了

35%，显微硬度和显微组织变化与常规蠕变进给磨

削基本相同。冯真鹏等[90] 将超声波振动施加到抛

光工具上，可以将金属的表面粗糙度 Ra 降低到

0.05 μm，零件的疲劳性能提高数十倍以上。Liang
等 [91] 发现椭圆超声辅助使磨削表面粗糙度降低

10%，磨削力降低 30%，综合性能得到提高；此外，

在磨削操作过程中利用超声振动可以显著减少变

形的发生，从而增加材料去除量。Xiao[92] 等采用

图 10 所示的超声振动辅助磨削装置对复合材料进

行了不同工艺参数下磨削表面质量研究。结果表

明：超声辅助磨削加工表面粗糙度比普通磨削加工

表面粗糙度低 10%～30%，超声辅助磨削形成的表

面更光滑，一致性更好，更容易形成良好的表面质

量。航空发动机叶片材料具有高韧性、高硬度、耐

腐蚀性好等特点，将传统磨削加工技术与振动超声

技术相结合，实现叶片及叶轮等复杂曲面的超声辅

助磨削加工将是未来发展的研究热点[93]。

激光辅助加工技术是基于硬脆材料力学性能

对温度的强依赖性提出的另外一种高表面完整性

加工方法，通过激光辐照加热将材料软化，使其断

裂强度降低至屈服强度以下再进行材料去除，进而

达到材料塑性去除、获得高质量无裂纹表面的目

的[94]。激光加工零件表面光洁度小于 0.3 μm，表面

硬度分布较均匀。Okada 等[95] 将 LAEB 辐照作为

Ti-6Al-4V 试样的最终表面处理工艺，发现表面粗

糙度从 20 μm 降低到 3 μm，经精加工后，硬度和耐

腐蚀性均有所提高。马哲伦等[96] 将激光辅助方式

引入砂轮磨削加工。结果表明：采用激光辅助磨削

加工可改变材料的去除方式，与常规磨削加工相

比，表面形貌脆性断裂减少，表面粗糙度值更低，表

面质量更好。激光喷丸是利用激光辅助提升零部

件疲劳性能的另一方法。激光喷丸过程中，激光光

束射向零件表面，生成 7 GPa 的脉冲压力，并以冲

击波的形式穿过零件，由此产生的残余压应力可达

普通喷丸的 10 倍以上。激光喷丸可以在金属表面

以下提供保护残余压应力，增强疲劳抵抗和裂纹抑

制，精确地防止飞机部件出现疲劳断裂失效的灾难

性事故。Karthik 等[97] 通过激光喷丸工艺处理 Incone
l600 合金以改善其抗腐蚀性能，发现喷丸过程中在

工件表面形成了较大的残余压应力，并且具有较深

的变形层，这几个因素使得工件的抗疲劳性能得到

提升。喷丸处理在获得高残余应力的同时，也会增

加表面粗糙度值。为了减小喷丸对表面粗糙度造

成的不利影响，更小、更硬的喷丸重复喷丸以及喷

丸+磨削加工的组合工艺也被应用，并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Dc 等[98] 以镍基高温合金高压转子压气机

叶片为研究对象，通过高频振动测试分析了脉冲激

光烧蚀修复叶片和机械磨削叶片的性能，证实了与

机械磨削相比，脉冲激光修复技术加工叶片在高周

状态下的疲劳强度可以达到同等水平。

为了解决镍基高温合金、钛合金等硬质合金磨

削效率低，表面完整性、服役性能差的问题。重庆

大学高性能表面加工团队自主开发设计了首台激

光砂带协同磨削加工装备。该设备结合超快激光

加工的高精度、无损伤和砂带磨削高效率、高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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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超声振动辅助砂轮磨削装置[92]

Fig. 10    Ultrasonic vibration assisted grinding devic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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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的加工特点，实现了高表面完整性加工以及

特定仿生微结构加工[99]。并利用该技术对高温合

金、钛合金、复合材料等高强度材料进行了抗疲劳

表面加工实验。检测结果表明，材料表面沿深度呈

压应力状态，表面显微硬度显著提高，且形成的仿

生微结构能显著提高材料的刚度，减小表面应力集

中，改善气流动力性，降低振动噪声，大大提高了工

件的疲劳寿命[100]。借助砂带磨削柔性加工和激光

无损伤加工特点，该技术还可应用于复杂曲面薄壁

件的加工，可进一步推动抗疲劳加工技术在航空发

动机叶片、螺旋桨等复杂曲面上的工程应用，提高

服役性能。

周留成[101] 将激光辅助加工的方法应用在航空

发动机叶片的加工中，利用激光冲击复合强化技术

对某型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进行加工，结果表明激

光辅助加工工艺成功提高疲劳寿命 3.79 倍。汪诚

等[102] 对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材料 K403/K3 铸造高

温合金试片进行激光冲击强化处理，结果表明：激

光冲击强化后，试片疲劳寿命是原始状态试片寿命

的 2.4 倍，同时指出激光冲击强化的强冲击波作用

使金属发生高应变率塑性变形以及随之产生的较

大较深残余压应力是金属疲劳性能提高的主要原因。

复合材料磨削加工过程中存在磨具磨损快、表

面微裂纹多的问题，不利于服役受命提升。鉴于激

光加工非接触材料去除以及韧性去除的特点，Li
等[103] 在图 11 所示的激光辅助磨削装置上进行了

RB-SiC 陶瓷磨削实验研究，发现由于激光预热降

低了材料硬度与微观组织结构，材料塑性去除程度

增加，且磨削后工件表面粗糙度和加工损伤更低。

Ma 等[104] 利用激光辅助磨削 ZrO2 陶瓷时，同样获

得了低表面粗糙度和较少的次表层微裂纹。当前

激光加工主要用于复合材料的切割和表面刻蚀，激

光加工过程中材料与激光相互作用机理仍然处于

摸索阶段。虽然激光辅助加工在复合材料的高效、

低损伤磨削方面取得了部分突破，然而目前对于复

合材料抗疲劳磨削基础研究仍然十分匮乏，在加工

中缺乏有效指导，因此迫切需要针对复合材料叶片

的结构和性能特点开发出综合的抗疲劳加工工艺。 

4    未来发展趋势

航空发动机叶片抗疲劳性能提升作为航空制

造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

泛关注。随着先进航空发动机推重比的不断提升，

对航空发动机叶片材料轻量化和抗疲劳加工工艺

也提出更高要求。磨削作为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最

终材料去除工艺，对于疲劳寿命具有重要影响。虽

然在新型轻质航空材料研发以及抗疲劳磨削方法

和工艺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目前仍存在

抗疲劳磨削方法匮乏，表面完整性控制策略不完

善，难以实现工业化应用等问题。结合航空发动机

叶片抗疲劳磨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发展

趋势做如下展望：

（1）探索新的高效、低损伤、高性能表面加工

方法。磨削表面的完整性状态和功能性微结构对

于航空发动机叶片极端服役环境下的耐高温性能、

耐疲劳性能、承载性能等具有直接关系。传统磨削

方法只能通过优化工艺参数和加工条件，使叶片抗

疲劳性能得到有限提升，不能实现兼具微纳结构和

表面性能强化的协同加工，这是航空发动机叶片抗

疲劳加工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了解航空发动机

叶片材料特点以及服役性能需求的基础上，引入激

光、超声等新型加工工艺形成表面协同强化加工方

法，探索新方法下表面完整性调控方法、材料去除

行为和去除机理、揭示协同加工下表面完整性的影

响机制以及表面抗疲劳性能强化规律。最终形成

高效、低损伤、高性能磨削方法，为航空发动机叶

片的抗疲劳磨削提供方法基础。

（2）完善面向抗疲劳性能优化的表面完整性控

制策略。为了获得具有优异服役性能的表面，需要

对工艺参数进行调整，获得相应的表面完整性特

征。尽管近年来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揭示了磨削

工艺参数和表面完整性之间的影响关系、建立了对

应的数学模型，然而由于表面完整性与疲劳性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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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激光辅助砂轮磨削原理图[103]

Fig. 11    Schematic diagram of laser-assisted wheel grinding[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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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耦合作用机制复杂，目前表面完整性对疲劳性

能的影响多为单因素的定性分析，限制了其对于抗

疲劳加工的指导。因此迫切需要分析不同磨削方

法下表面完整性的形成规律和补偿策略，揭示表面

完整性对疲劳性能的耦合作用机制，建立表面完整

性与抗疲劳性能之间的多因素数学模型，形成完善

的表面完整性多参数调控策略。进而建立面向服

役性能优化的磨削工艺智能优化体系，为航空发动

机叶片的抗疲劳磨削加工提供工艺理论指导。

（3）开发面向服役性能优化的智能工业软件。

表面完整性控制策略能够为功能性表面加工提供

理论指导，然而目前存在抗疲劳工艺策略难以与生

产加工进行融合的难题，严重制约着抗疲劳磨削工

艺的工业化应用。工业软件为表面完整性控制策

略的工业化应用和推广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结合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平台等新型技术手段，开发

面向服役性能优化的工业软件，通过深度学习、在

线监测，自动补偿等方法，可以使软件具备型面特

征、加工轨迹、加工参数等加工要素的实时调整功

能。通过面向服役性能优化工业软件的开发，能够

解决抗疲劳制造工艺工业化应用难题，同时由于与

智能制造的国家战略需求高度融合，可以有效促进

航空发动机叶片抗疲劳磨削工艺的工业化应用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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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aero-engine blade materials and anti-fatigue
grinding technology

HUANG Yun1,2,    LI Shaochuan1,    XIAO Guijian1,2*,    CHEN Benqiang1,    ZHANG Youdong1,    
HE Yi1,    SONG Kangkang1

（1.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al Transmiss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aviation  engines  in  the  direction  of  high  thrust-to-weight  ratio  and  lightweight,  a

series of lightweight aviation materials such as titanium alloys, nickel-based high-temperature alloys, and ceramic-based composite

materials  have  emerged  and  been  widely  used  for  the  key  components  in  the  aerospace  field,  and  have  also  become  the  main

production materials for aero-engine blades. However, due to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sensitivity of carbide and the anisotropy and

brittle mechanism of composite materials, the fatigue failure problem is gradually highlighted. Existing studies show that the fatigue

resistance performance of aero-engine blades has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its processing proces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service  life  of  the  equipment.  Grinding,  as  the  final  material  removal  process  for  aero-engine  blades,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final surface integrity and fatigue resistance of the blades while obtaining precise profil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ades  processed  by  new lightweight  aviation  materials,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processing  of  aero-engine

blades for optimization of fatigue performance, the application of typical aero-engine blade materials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nti-

fatigue  grinding  technology  are  summarized.  First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lightweight  and  high-strength  aeronautical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aero-engine blades are briefly described. Secondly, the method of high surface

integrity grinding and the key technology of anti-fatigue processing of aero-engine blades are analyzed. Finally, the research on anti-

fatigue grinding of aero-engine blades is prospected.

Key  words:     aviation  metal  materials； anti-fatigue  manufacturing； composite  materials； aero-engine  blade； surface  integrity；

gr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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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加工金属材料磨削加工表面完整性研究进展

丁文锋
*,    李    敏,    李本凯,    徐九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电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高温合金、钛合金、不锈钢等难加工金属材料在高端装备制造特别是在国防军工领域应用广泛。砂轮磨削是

难加工金属材料零件的重要加工方式。然而，磨削过程的力-热强耦合作用对表面完整性影响显著，而表面完整性

的优劣对零件服役性能具有直接影响。本文综述了近年来难加工金属材料磨削加工表面完整性的研究进展，全面

总结了表面完整性核心要素（如表面粗糙度、残余应力、显微硬度、微观结构等）的创成机理、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规

律以及预测与控制，并对表面完整性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磨削；表面完整性；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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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合金、钛合金、不锈钢等难加工金属材料

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尤其是国防军工领域具有极

其广泛且重要的应用。镍基高温合金（如变形高温

合金 GH4169、铸造高温合金 K424 及粉末冶金高

温合金 FGH96 等）由于优良的抗热疲劳性能、高温

强度、耐腐蚀性、抗冲击性以及抗蠕变性能被广泛

应用于燃气轮机与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以及核反

应堆部件等；钛材料（如钛合金 TC4、TC6；钛铝金

属间化合物 Ti2AlNb、γ-TiAl 等）具有密度低、强度

高、抗腐蚀性好等优良特性，大量应用于航空发动

机叶片、叶轮、叶盘和机匣等重要部件；超高强度

钢（如 300M）兼顾高强度、高韧性以及优异的耐蚀

性能，应用于飞机起落架、核电设施等[1-3]。

目前我国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领域正处于攻坚

克难的关键时期，发动机各个部件的加工方式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性能。然而航

空发动机所用的材料多为难加工材料，这些材料由

于强度和硬度高、导热系数低等，在加工过程中往

往会产生较大的切削力和切削温度，造成加工过程

完成后表面完整性难以保证[4-5]。其中，磨削是难加

工材料及其零件的重要加工方式，具有加工表面粗

糙度低、加工精度高等优点，尤其是现代磨削技术

（如高速磨削、超高速磨削等）的加工效率也大幅提

高[6]，改变了粗切精磨的传统加工方式。

磨削加工从本质上讲是砂轮表面众多磨粒以

负前角微切削的形式去除材料，因此在磨削过程中

会伴随着大量的能量消耗[7-9]；消耗的能量远大于车

削、铣削、钻削等切削加工方式，因而磨削加工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这些热量耗散在砂轮、工

件、磨削液和磨屑中[10]。磨削温度对零件的加工表

面完整性具有重要影响，当磨削温度过高时会造成

加工工件表面损伤，如：烧伤、金相转变、裂纹和过

大的残余拉应力等，使得工件表面完整性变差。

不仅如此，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要求的进一步

提高，零件的形状结构也越来越复杂，零件所处的

服役环境也越来越恶劣，因此如何提高零件的服役

性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据统计，目前航空发

动机零件的失效形式多为疲劳失效[11-13]，而加工表

面完整性是影响零件疲劳寿命的重要因素。因此

对表面完整性的深入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表面完整性最早是 1964 年由美国金属切削研

究协会 Field 等学者提出的 [14-15]，是加工零件表面

几何和物理特性的总称[16-18]。表面完整性广义上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与材料表面纹理

有关的部分，包括表面粗糙度、波纹度、纹理（刀痕

类型和方向）和宏观缺陷（如裂纹、压痕、划伤和杂

收稿日期：2021-03-02；修订日期：2021-05-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775275，51921003）；“航

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017-VII-
0002-0095）；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计划项目

（JXQC-00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引航计划”跨学科创新基金（KXKCXJJ202006）

通讯作者：丁文锋（1978—），男，博士，教授、博导，研究方向

为航空航天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磨削技术，联系地址：南京

市秦淮区御道街 29 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210016），

E-mail：wfding@nuaa.edu.cn。

2021 年 第 41 卷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2021，Vol. 41

第 4 期 第 36 – 56 页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No.4    pp.36 – 56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21.000031


质等）；第二个方面是与零件表层物理特性变化有

关的部分，包括显微组织变化、再结晶、晶间腐蚀、

热影响区、显微裂纹、显微硬度、塑性变形、残余应

力等[19-20]，即在材料亚表面出现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晶格畸变或者细化，材料的物理性能、力学性能和

化学性能发生变化的变形层。另外，对表面完整性

的观察与检测采用的主要仪器有：表面粗糙度仪、

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X 射线衍射仪和透射电镜

等。随着现代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新材料的

不断涌现，影响零件疲劳寿命最重要的因素，加工

表面完整性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本文对国防军

工领域常用的金属材料，尤其是难加工金属材料磨

削加工工艺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研究进展进行总

结，对表面粗糙度、残余应力、显微硬度和显微组

织等表面完整性的主要参数，从创成机理、影响因

素和作用规律及预测与控制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并

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1    表面完整性概述及其对零件疲劳

性能的影响

机械加工中表面完整性的优劣对零件疲劳性

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20-22]。相关学者[23-25] 指出，

工件的加工表面粗糙度对疲劳寿命有着较大的影

响，一般认为表面粗糙度值越大，表面沟槽越深，应

力集中越严重，材料的抗疲劳性能越差，零件的疲

劳强度降低。磨削加工 GH33A 表面完整性对疲劳

寿命影响的研究表明，在低周疲劳条件下表面粗糙

度是零件疲劳寿命的主要因素[26]。关于铝合金的

疲劳性能的实验与仿真建模研究同样表明，零件的

疲劳寿命受表面粗糙度影响非常大，而表面粗糙度

通过应力集中系数影响零件疲劳寿命；表面粗糙度

值越大，材料表面应力集中系数就越大，零件疲劳

寿命就越低[27]。Fleury 等[28] 进行了 TB6 钛合金疲

劳寿命的实验研究，并基于加工表面粗糙度和表面

等效应力集中系数建立了疲劳寿命的预测模型，结

果发现基于等效应力集中系数建立的疲劳寿命预

测模型更准确。总而言之，降低零件加工表面粗糙

度有利于降低表面应力集中，对提高零件的疲劳寿

命有益。然而表面粗糙度值较低的加工表面也可

能会存在着某些较深的划痕或者表面存在某些缺

陷，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应力集中，从而降低疲劳寿

命。这主要是因为疲劳源多出现在零件表面某些

缺陷处，在高负荷的循环应力作用下，疲劳裂纹由

零件应力集中处萌发，并以角裂纹的形式向材料内

部不断扩展，造成材料的最终疲劳失效[13，28]。

加工表面残余应力也是影响零件疲劳寿命的

重要因素：一方面是残余压应力会抑制疲劳裂纹的

产生，并降低疲劳裂纹向材料内部扩展的速率，残

余拉应力反之[29-31]；另一方面，残余应力会使零件

表面层材料承受的载荷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疲劳寿

命。目前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的是：残余压应力有利

于提高疲劳寿命，而残余拉应力降低疲劳寿命[32-34]。

另外，机械加工往往会造成材料表面出现不同

程度的硬化现象，即加工硬化或冷作硬化，这是加

工过程造成材料严重塑性变形而引起的[35-37]。加

工过程中，不当的加工条件往往会造成材料出现热

软化现象[38-39]。不管是加工硬化还是材料的热软

化，对零件的疲劳寿命都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

加工硬化会造成材料的韧性下降，热软化是由于加

工高温引起的，较高的加工温度会造成材料加工表

面完整性变差，从而降低零件的疲劳强度。加工过

程中出现的材料金相组织的变化对零件的疲劳寿

命也有不利的影响，最常见的金相组织变化为塑性

变形和白层，塑性变形是引起加工硬化的主要原

因，而白层往往因为脆硬的特性而成为疲劳源（裂

纹）的萌生区[18，40]。

综上，加工表面完整性是影响零件服役性能极

其重要的因素。虽然零件的服役性能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可以认为，几乎所有零件服

役性能（尤其是疲劳性能）的优劣最终都与零件的

表面完整性有关。表面完整性概述如图 1 所示。 

2    表面完整性的创成机理及影响因素

磨削加工是众多磨粒经过划擦、耕犁和成屑的

过程将材料从工件基体材料上去除，如图 2 所示。

材料表面完整性的形成与材料的去除过程密不可

分。单颗磨粒微观磨削过程的有限元仿真研究表

明[41-43]，在划擦阶段，砂轮表面磨粒的切削刃开始

与工件表面接触，在接触过程中材料仅仅出现弹性

变形，随着磨粒切削刃继续划过工件表面，材料的

变形量逐渐增大，在这一过程中法向磨削力、切向

磨削力以及磨粒切削刃与工件表面之间的摩擦力

也随之增大，磨粒划擦过后会在工件表面形成非常

细小的划痕，而且划痕呈现出不连续且分布不均的

现象，如图 2（a）；随着变形量的进一步增大，进入

耕犁阶段，这一阶段材料首先出现塑性变形，由于

摩擦加剧，越来越多的能量转变为热量，这一过程

伴随着磨削热量的迅速升高。在磨削热的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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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向磨削力超过材料的屈服应力时，磨粒的切削

刃就被压入工件基体中，经过塑性变形的材料被磨

粒推向侧面和前方，导致了工件表面材料的隆起，

在这一阶段中工件表面会出现明显的条纹，如图

2（b）。随着磨削过程的进行，当单颗磨粒的切削深

度达到材料去除的临界切削深度，磨粒会推动材料

流动，使磨粒前方材料隆起，在磨粒的两侧面形成

沟壁，随后在切削刃的前面滑出磨屑，在这一阶段

经过成屑的材料是从磨粒底部被推到了磨粒的前

方，因而在磨粒底部与工件接触表面形成了光滑的

区域，而在磨粒两侧出现了材料的隆起，如图 2（c）
所示[44-45]。根据单颗磨粒微切削材料的过程可知，

在成屑后工件表面会形成材料的去除痕迹，在工件

表面材料经过众多磨粒的切削成屑去除后，就形成

了表面完整性的第一个部分，即磨削工件表面的纹

理组织；而由于材料去除过程中伴随着磨削力、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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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磨削加工表面完整性概述

Fig. 1    Overview of grinding surface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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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单颗磨粒微切削 Ti-6Al-4V 钛合金仿真结果[43]　（a）划擦过程；（b）耕犁过程；（c）成屑过程

Fig. 2    Simulated  three  stages  during  grinding  of  Ti-6Al-4V titanium alloy  with  single  grain  [43]　（a）  rubbing；（b）  ploughing；
（c） chip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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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热及材料的弹塑性变形，在工件的亚表面就形成

了磨削加工表面完整性的另一个部分，即工件表层

材料物理特性变化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磨削表

面完整性的形成是磨削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砂轮工作面状态、材料的弹塑性变形、材

料的组织和结构改变及机械和热载荷的作用等都

会对表面完整性造成影响[43]。 

2.1    表面粗糙度

磨削表面粗糙度是表面完整性最重要的参数

之一，同时也是研究最为广泛的内容，可以用轮廓

算术平均偏差 Ra 和最大轮廓高度 Rz 进行评价表

征，这些参数可以反映出磨削工件表面划痕的高度

和波谷的深度。

通过实验研究砂轮表面磨粒的工作状态等因

素对表面粗糙度形成的影响规律，通常比较困难，

因而已有研究多采用建模的方式。目前已通过大

量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可靠的结论，如砂轮表面磨粒

的切削刃比较锋利，出露高度越高时，磨削过程在

磨削力和磨削温度的作用下磨粒压入工件基体的

深度越大；使得工件表面的划痕深度越大，两侧的

材料隆起越明显，导致表面粗糙度值越大；材料的

塑性变形量越大，磨粒微切削去除材料后，会导致

划痕更加明显，从而引起表面粗糙度值增大[46]。磨

削过程中机床振动或者主动施加的超声振动会改

变磨粒微切削材料的运动轨迹，从而对表面粗糙度

造成影响，如 Nomura 等[47] 采用立方氮化硼（CBN）

杯型砂轮在超声振动和非超声振动条件下进行了

对比磨削实验，对表面粗糙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

现：与非超声振动相比，在施加超声振动的情况下

磨削表面粗糙度数值降低了 18%。 

2.2    残余应力

残余应力是指在没有施加任何外力、应力或刺

激（包括电、磁等）的情况下，材料内部的自平衡

力。磨削加工后的残余应力是机械作用引起的塑

性变形、磨削热引起的塑性变形和材料组织相变

（密度改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冷却条件适当的情况下，去除切

屑过程中引起的材料机械塑性变形和磨削热量引

起的材料热塑性变形是磨削加工残余应力形成的

主要原因，机械塑性变形引起的残余应力一般为压

应力；而由热塑性变形引起的残余应力表现为拉应

力[48-51]。当磨削热能够引起材料表面的热塑性变

形时，大多数金属类材料会出现热膨胀现象，受热

膨胀材料的体积变大；在冷却过程中，受热膨胀的

这部分材料会收缩，然而由于材料的塑性变形是不

可逆的，而且当材料没有发生相变时，在弹性变形

的作用下，底层材料会抑制上层材料的收缩，从而

形成残余拉应力。因此残余应力在磨削加工表面

深度以下存在着影响层，图 3 为磨削残余应力沿深

度方向的典型分布曲线，其中 a 为残余应力数值大

小，b 为最大残余应力，c 为最大残余应力发生处的

深度，d 为残余压应力的最大深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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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残余应力沿工件深度方向分布的典型曲线[52]

Fig. 3    Typical  curve  of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along  the
workpiece depth direction [52]

 
综上，磨削残余应力的形成，一方面是磨削过

程中工件加热（磨削热量的作用）和冷却过程中（主

要为磨削液的冷却作用）热膨胀或收缩引起的热应

力；另一方面是工件材料相变引起的密度变化；以

及机械载荷（主要为磨削力的作用）引起的材料塑

性变形。另外，对于多相材料，不同相的热膨胀系

数不同以及工件表面可能形成的化学反应产物，也

会产生残余应力[53]。 

2.3    显微组织和显微硬度

在磨削加工过程中，工件表面会承受较高强度

的机械载荷和热载荷，这不仅会引起材料严重的塑

性变形，甚至会导致工件表层组织结构和物相发生

变化，带来显微组织及显微硬度的变化[25，54-55]。针

对 GH4169 镍基高温合金的研究表明，磨削温度是

材料软化的根本原因，而且材料内部的强化相密度

降低，使得强化效果减弱，材料出现软化[56]。一般

来说，当磨削温度低于材料熔点的 0.4～0.5 倍时，

工件材料大多会出现加工硬化效果；如果磨削温度

进一步升高，材料的流动应力和强度都会降低[24]。

加工硬化和热软化的材料层厚度在几微米或几十

微米之间，而材料的显微硬度会随着亚表层深度增

大而逐渐恢复到材料基体的硬度。

当磨削温度较低时，即磨削温度低于材料的再

结晶温度或未出现材料表面烧伤，随着材料塑性变

形程度的增大，材料表面层内的晶粒受到磨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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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晶格出现了滑移和畸变，导致晶粒破碎或拉

长，使得表面层材料的强度和硬度增加，塑性下降，

出现加工硬化的现象，而且材料的变形程度越大，

硬化程度越大。Zeng 等[24] 对刚玉砂轮磨削 GH4169
镍基高温合金表面完整性的实验研究表明，在砂轮

磨粒比较锋利、润滑状况良好的条件下，磨削材料

去除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材料的被加工表面没有

经历磨削烧伤，从而使表面出现加工硬化；而在磨

粒钝化严重，材料去除率过高条件下，大量磨削热

会聚集在被加工材料表面周围，产生局部高温，使

得磨削加工表面出现较严重的烧伤。当此温度高

于相变温度或再结晶温度时，该区域附近的组织将

逐渐发生转变，材料中的强化相可能会被分解，该

区域的显微硬度将迅速下降，致使表面层出现软

化；而在亚表面区域，磨削加工中的温度低于材料

的软化温度（或再结晶温度），且由于塑性变形和应

变失效的存在，亚表面材料会出现冷变形强化的效

果，使得该层的显微硬度增大。Ding 等[57] 研究了

CBN 砂轮缓进深切成型磨削镍基铸造高温合金

K424 的表面完整性，结果发现，缓进深切磨削温度

在 100 ℃ 左右，工件表层也出现了磨削硬化现象，

如润滑不足或干磨时，磨削过程中砂轮与工件接触

界面磨削状态会迅速恶化，磨削温度迅速升高，工

件表面层在经历严重的磨削热作用后，材料表面

和亚表面的显微硬度都将低于材料基体的显微

硬度。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磨削表面完整性的形成是

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织出的一个极其复杂的

过程，然而这些因素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磨

削工艺条件的改变。明确磨削工艺条件对表面完

整性的影响规律是提高磨削加工表面完整性的理

论基础。 

3    磨削工艺条件对表面完整性的影
响规律

难加工金属材料的物理化学特性对于提高服

役性能有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为加工带来了许多

问题[58]，进而影响了加工表面完整性。材料属性与

加工问题之间的关系如图 4 所示。磨削加工中的

磨削用量（包括磨削深度、进给速度和砂轮速度

等）、冷却润滑方式（包括干磨削、浇注式磨削、微

量润滑磨削、低温冷风磨削和热管砂轮磨削等）和

砂轮特性（砂轮磨损和砂轮修整等）是影响加工表

面完整性的三个重要因素[59-65]。

 
Machining problemMaterial properties

Shortening tool life

Increasing cutting force

Raising cutting temperature

Reduced surface roughness

Worsening cutting chip

High hardness

Hard particles in material

High work hardening rate

High tensile strength

Low thermal conductivity

High reactivity to tool

High plasticity

High affinity to tool

disposability

 

图 4    材料属性与加工问题关系图[58]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machining problems [58]

 
 

3.1    磨削用量的影响

磨削用量会影响磨削加工表面完整性[66-67]，这

主要是因为磨削用量的改变会对磨削过程参量（主

要为磨削力和磨削温度）造成影响，因此会使磨削

表面完整性发生变化。黄新春等[68] 进行了微晶刚

玉砂轮磨削 GH4169 镍基高温合金的实验研究，结

果发现：随着进给速度增加，表面粗糙度、显微硬度

和表面残余拉应力随之增大；随着磨削深度增加，

表面粗糙度、显微硬度和表面残余拉应力随之增

大；随着砂轮线速度增加，表面粗糙度、显微硬度和

表面残余拉应力随之减小；另外发现，随着砂轮线

速度的增加，显微硬度的变化层厚度增大，显微硬

度变化影响层深度为 80～100 μm。随着进给速度

增加，工件表面耕犁和褶皱现象加强，黏附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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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随着磨削深度增加，热应力增大，磨削表层微

观 组 织 没 有 明 显 变 化 ， 而 其 塑 性 变 形 层 深 度 为

5～10 μm，塑性变形层越来越厚；残余应力影响层

厚度增加，影响层范围为 80～200 μm。Tao 等 [69]

研究了 Ti-6Al-4V 钛合金在不同砂轮磨粒粒度和磨

削用量条件下表面完整性的影响规律，结果发现，

表面粗糙度随磨粒粒度的减小或切削速度的增加

而减小，提高进给速度和磨削深度对表面粗糙度有

不利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磨粒粒度越小划痕越小，

被加工表面越光滑；切削速度越快，参与磨削的磨

粒数越多，耕犁过程产生的塑性变形越小，表面粗

糙度越小；随着进给速度和磨削深度的增加，磨削

力升高，磨削区温度升高，从而加剧磨粒磨损，导致

较差的磨削表面。进给速度和磨削深度的增加，也

会使残余压应力显著增大；磨粒粒度和砂轮线速度

对残余应力影响不大。这是因为随着进给速度和

磨削深度的逐渐增大，磨削力和磨削温度逐渐增

大，材料塑性变形量增大，而磨削温度引起的塑性

变形量小于磨削力引起的塑性变形量，从而使得残

余压应力增大。表面硬度随磨削参数的增加而在

很小的范围内变化。随着砂轮粒度、进给速度和砂

轮速度的增加，表面硬度没有明显变化，而随着磨

削深度的增大，表面硬度有所增大。

Zou 等[70] 进行了 40Cr 材料的磨削硬化实验与

仿真，研究了不同磨削条件下由机械、热和相变引

起的残余应力分布。结果表明：在磨削硬化层内存

在残余压应力，随着工件进给深度的增大，残余压

应力逐渐减小并转化为残余拉应力；随着工件进给

速度和磨削深度的增大，残余压应力逐渐减小；在

磨削区内，热应力表现为残余压应力，而在磨削区

外残余应力表现为拉应力，而且随着砂轮线速度和

工件进给速度的增大而增大，随着磨削深度的增大

没有明显变化；当相变发生时，残余应力表现为压

应力，而且随着磨削深度的增大，残余压应力减小；

而随着砂轮速度和工件进给速度的增大，残余压应

力增大。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磨削用量的变化对表面完

整性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变化规律，这主要是

因为表面完整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

需要对表面完整性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的评价。

Yin 等[71] 采用陶瓷结合剂 CBN 砂轮和树脂结合剂

金刚石砂轮进行了高效深切磨削 TC4 钛合金实验

研究，发现陶瓷结合剂 CBN 砂轮对表面粗糙度的

影响更大；采用陶瓷结合剂 CBN 砂轮在磨削深度

ap = 0.1 mm 和工件进给速度 vw = 2 m/min 的用量

条件下，当磨削速度从 60 m/s 提高到 150 m/s 时，

表面粗糙度 Ra 从 1.6 μm 下降至 0.6 μm；然而，曾治

等 [72] 在采用陶瓷结合剂 CBN 砂轮高速磨削 TC4
钛合金时发现，磨削速度从 90 m/s 经 120 m/s 提高

到 150 m/s 时，表面粗糙度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

势，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砂轮速度造成了机床振动

行为的差异。

另外，磨削加工表面完整性对磨削用量的敏感

程度是不同的，如表面粗糙度对磨削深度的敏感性

最大，对工件进给速度的敏感性次之，而对砂轮速

度的敏感性最弱[73-74]。刘伟等[75] 研究了陶瓷结合

剂 CBN 砂轮外圆磨削 TC4 钛合金的表面完整性，

发现磨削深度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最大；表面粗糙

度随砂轮速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小，随工件转速、磨

削深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大；随着砂轮线速度提高，

磨削力减小、磨削温度升高，表面硬度减小；随着工

件转速提高，磨削力增大、磨削温度降低，表面硬度

增大；随着磨削深度提高，磨削力增大、磨削温度升

高，两者综合作用使得表面硬度增大，而且其影响

程度最大。 

3.2    冷却条件的影响

冷却条件也显著影响着加工表面完整性的形

成。这是因为一旦磨削区的热流密度高于磨削液

的冷却能力后，会在磨削区形成热量累积，导致大

量热量传入工件，造成磨削表面温度突然升高，严

重者会引起磨削表面烧伤，从而使得磨削表面完整

性急剧恶化。目前磨削加工冷却条件主要有浇注

式磨削、干磨削、低温冷风磨削（包括液氮和低温

空气等[62，76-78]）、微量润滑磨削、纳米流体微量润滑

磨削。由于微量润滑的冷却效果不足[79-83]，很多学

者进行了低温冷风与微量润滑相结合的冷却方式[76]；

另外热管砂轮磨削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冷却方式，

目前傅玉灿等已对热管砂轮磨削开展了比较深入

系统的研究[84-92]。

一般来说，干磨削条件下得到的表面完整性是

最差的，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磨削得到的表面完整性

优于微量润滑磨削；而有报道指出低温冷风磨削得

到的表面完整性优于浇注式磨削。Fredj 等[93] 进行

了液氮低温冷风磨削和浇注式磨削 AISI 304 不锈

钢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浇注式磨削相比，液氮低温

冷 风 磨 削 表 面 粗 糙 度 显 著 降 低 ， 降 低 幅 度 约 为

40%；两种冷却方式下的材料都出现了加工硬化现

象，低温冷风磨削会引起加工表面更高的硬化，表

面硬度平均提高 25%；通过对亚表面的显微硬度分

析发现，低温冷风磨削的加工硬化层厚度比浇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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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削时产生的厚度要小，而且淬火层厚度平均降低

30%左右；另外发现，在低温冷风磨削条件下得到

了较低的残余拉应力，这是由于液氮具有较好的冷

却效果，降低了磨削区的温度，有利于保持切削刃

较长时间的高锋利度，减少了切屑与磨削表面之间

的 摩 擦 。Manimaran 等 [94] 也 获 得 了 类 似 的 实 验

结果。

针对浇注式磨削和微量润滑磨削技术而言，有

学者认为浇注式磨削得到的表面完整性优于微量

润滑技术，而也有学者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微量润滑

磨削得到的表面完整性优于浇注式磨削 [95]。如

Mao 等[96] 和 Rahim 等[97] 研究了干磨削、浇注式磨

削、纯水微量润滑磨削和质量分数为 1.2%的水基

Al2O3 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磨削 AISI 52100 钢的表面

形貌、表面粗糙度和显微组织，结果发现：浇注式磨

削时表面形貌最好，表面粗糙度值最小，其次为

Al2O3 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磨削，干磨削条件下的表

面形貌最差；浇注式磨削时没有发现工件亚表面出

现白层，干磨削的白层厚度最大，而纳米流体微量

润滑磨削的白层厚度小于微量润滑磨削。Silva 等[98]

研究了不同磨削液（包括矿物油和大豆油的混合

油、合成切削液和矿物油基润滑剂）和微量润滑

（MQL）条件下，磨削 AISI 4340 淬火钢的表面完整

性，结果发现：所有冷却条件下的残余应力均为压

应力，合成切削液得到了较低的压应力；采用矿物

油基润滑剂得到了较低的表面粗糙度，而且得到了

最好的磨削表面质量。

热管砂轮磨削是一种内冷却的磨削方式，它主

要依靠冷却介质的相变进行热交换从而降低磨削

区的温度。热管砂轮磨削在提高磨削表面完整性

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Chen 等[99] 进行了旋转热管

砂轮（ revolving heat  pipe grinding wheel，RHPGW）

干磨削、普通砂轮干磨削和浇注式磨削 GH4169 镍

基高温合金实验研究，对比分析了三种条件下的磨

削温度和微观组织，结果发现：采用普通砂轮干磨

削时磨削温度达到 700 ℃ 以上，浇注式磨削得到的

磨削温度出现突变现象，达到了 800 ℃，并引起了

磨削表面的烧伤，而 RHPGW 得到了很低的磨削温

度，为 100 ℃ 左右；对显微组织的分析发现，采用

RHPGW 磨削表层显微组织没有明显变化，而采用

干磨削时磨削亚表面出现了晶粒的细化现象，如

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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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工件亚表面显微组织[99]　（a）热管砂轮磨削表面；（b）干磨削表面

Fig. 5    Workpiece surface after grinding[99] 　（a） with revolving heat pipe grinding wheel（RHPGW）；（b） grinding wheel without
a revolving heat pipe

 

另外，各种冷却条件参数也是影响磨削表面完

整性的重要因素。就浇注式磨削而言，磨削弧区的

供液压力是最主要的因素，其中影响供液压力最重

要的因素为冷却供液条件，包括冷却液出口速度和

喷嘴位置[100]；对于低温冷风磨削而言，主要有低温

冷风的输送量与出口温度等；对于微量润滑和纳米

流体微量润滑磨削，雾化参数（包括喷嘴的射流角

度、射流距离和射流压力），以及纳米流体的参数

（油基纳米流体和水基纳米流体等、纳米粒子的种

类和纳米流体的浓度）等因素也会对磨削表面完整

性造成影响。

Tawakoli 等[101] 进行了刚玉砂轮微量润滑磨削

100Cr6 的实验研究，对不同雾化参数下的表面粗糙

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微量润滑磨削和浇注式

磨削的表面粗糙度值都低于干磨削；在某些磨削和

雾化参数下，微量润滑磨削的表面粗糙度优于浇注

式磨削；随着喷嘴距磨削区距离的逐渐增大，表面

粗糙度 Ra 值没有明显变化；然而随着空气压力的

逐渐增大，表面粗糙度 Ra 值呈现降低的趋势，这主

要是因为空气压力越大，雾化的磨削液越容易进入

到磨削区起到润滑效果。Huang 等[102] 也进行了不

同的射流参数（包括流体流量、气压、喷嘴位置、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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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距离）磨削 AISI5140 退火钢实验研究，比较分析

了微量润滑（MQL）磨削和干磨削的表面完整性，

结果表明 MQL 可显著提高磨削表面粗糙度，喷嘴

喷射方向的改变可以改善磨削表面粗糙度，随着流

体流速和气压的增加，表面粗糙度和硬化层深度减

小，而随着喷射距离增加，表面粗糙度和硬化层深

度增大。

李长河等[6，103-105] 对微量润滑和纳米流体微量

润 滑 磨 削 进 行 了 深 入 系 统 的 研 究 ， 将 二 硫 化 钼

（MoS2）、氧化铝（Al2O3）、碳纳米管（CNTs）、氧化

硅（SiO2）、金刚石和氧化锆（ZrO2）六种纳米粒子添

加到棕榈油中制成质量分数为 6%的纳米流体，研

究了浇注式磨削、微量润滑磨削和纳米流体微量润

滑磨削条件下磨削 GH4169 镍基高温合金的表面

粗糙度，结果发现，浇注式磨削表面粗糙度高于微

量润滑磨削和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磨削，采用 Al2O3

纳米流体的表面粗糙度 Ra 值最小，工件表面形貌

最好。

Zhang 等 [106] 研究了将 MoS2 纳米粒子、CNTs
纳米粒子和 MoS2-CNTs 混合纳米粒子添加到合成

脂中制成质量分数分别为 2%、4%、6%、8%、10%
和 12%的纳米流体，采用微量润滑磨削的冷却润

滑方式进行了 GH4169 镍基高温合金的磨削实验，

研究了磨削加工的表面粗糙度，结果发现：当纳米

流体的质量分数为 2%时的表面粗糙度值最小；采

用 CNTs 制 备 的 纳 米 流 体 磨 削 的 表 面 粗 糙 度 值

Ra 最大，采用 MoS2-CNTs 混合纳米粒子制备的纳

米流体得到的磨削表面粗糙度 Ra 值最小，表面完

整性最好。 

3.3    砂轮特性的影响

砂轮特性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主要包括不同

类型砂轮（如各种刚玉砂轮和超硬磨料砂轮，其中

超硬磨料包括立方氮化硼（CBN）和金刚石）、砂轮

组织粒度以及砂轮磨损和砂轮修整等因素[107-108]。

对于同一类型的砂轮，引起磨削表面完整性的改变

主要是因为砂轮的磨损；针对刚玉砂轮，砂轮的修

整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砂轮修整后磨粒切削刃

较为锋利、以及磨粒出露高度不均匀时会造成磨削

表面粗糙度 Ra 值较大；对于超硬磨料砂轮，这类砂

轮存在着修整困难的问题，因此使用一段时间后砂

轮磨损较严重，会降低磨削表面完整性，这主要是

因为砂轮磨损后会导致较大的磨削力和磨削温度。

Zhou 等[109] 进行了刚玉砂轮磨削 2304 双相不

锈钢的实验研究，从不同磨粒粒径、磨削力和有无

润滑方面评价了磨削表面完整性，结果发现：采用

较小粒度的磨粒，表面粗糙度和表面缺陷都得到了

很好的改善，而且使用较小粒度的磨粒可产生较低

的残余应力；随着磨削力的增大，表面粗糙度 Ra 没

有明显的变化，而较高的磨削力得到了较低的残余

应力；在施加润滑液的条件下，工件的表面粗糙度

和表面缺陷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而且残余应力较

小。杨长勇等[110] 进行了单层钎焊 CBN 砂轮和陶

瓷 结 合 剂 CBN 砂 轮 缓 进 深 切 成 型 磨 削 Ti-6Al-
4V 榫头的实验研究，对比分析了榫头的尺寸精度

和表面完整性，结果发现：两种砂轮磨削榫头的尺

寸精度和表面完整性符合加工要求；表面粗糙度值

都在 0.8 μm 以下；然而单层钎焊 CBN 砂轮磨削试

样的显微硬度和表面残余应力低于陶瓷结合剂

CBN 砂轮磨削试样的显微硬度和表面残余应力。

Xi 等[111] 进行了单层钎焊 CBN 砂轮高速磨削颗粒

增强钛基复合材料（PTMCs）和 Ti-6Al-4V 钛合金

的对比实验，对比研究了两种材料的表面完整性，

结果发现：PTMCs 和 Ti-6Al-4 钛合金的磨削表面

差异主要是磨削加工引起的工件表面缺陷；另外发

现 ，PTMCs 材 料 的 表 面 粗 糙 度 普 遍 高 于 Ti-6Al-
4V 合金；磨削 PTMCs 工件的显微组织变化层深度

为 5～20 μm，硬化层深度为 80～120 μm。他们还

研究了碳化硅砂轮（GC）和铬刚玉（PA）砂轮磨削

Ti2AlNb 金属间化合物的表面粗糙度和显微组织，

结果发现：GC 砂轮磨削的表面粗糙度值小于铬刚

玉（PA）砂轮磨削的表面粗糙度值，而且 PA 砂轮磨

削造成了磨削表面的热损伤，亚表面白层厚度为 1 μm，

这主要是因为在砂轮稳定磨削阶段工件材料在

PA 砂轮表面的黏附远高于 GC 砂轮，从而降低了

PA 砂轮磨削性能 [112]。马爽等 [113] 采用电镀 CBN
砂轮进行了 GH4169 镍基高温合金的粗磨与精磨

实验，发现在精磨参数下砂轮磨损主要以磨粒的磨

耗和微破碎为主，而且在砂轮的稳定磨损阶段，表

面粗糙度值逐渐增大，而其他表面完整性的参数

（如显微硬度和残余应力）变化不大。通过总结发

现，砂轮特性对磨削加工表面完整性有着显著的影

响，如磨削 Ti2AlNb 更适合采用碳化硅砂轮。因

此，在磨削加工中，针对不同的材料及不同的加工

要求，需要使用不同的砂轮及不同的磨削用量等条件。

对以上影响表面完整性的因素分析可知，磨削

加工表面完整性控制的办法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

着手，最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磨削用量、冷却条件

和砂轮特性。例如，就磨削表面粗糙度而言，选用

细粒度磨粒的砂轮能够获得较好的表面形貌，降低

表面粗糙度，减小磨削深度和工件进给速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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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轮进给速度也有助于降低表面粗糙度[64]。总而

言之，磨削表面完整性是磨削过程中各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仅仅依靠

实验研究的方法无法进行更加完善和系统的研究，

因此众多学者也进行了对磨削表面完整性的建模

与预测研究，这有利于揭示各种实验条件对表面完

整性的影响规律，同时有利于实现对磨削表面完整

性的控制与优化。 

4    表面完整性的预测与控制

磨削表面完整性的预测一直是国内外磨削加

工领域的研究热点，通常数值预测的方法是基于对

磨削过程表面完整性形成的物理本质分析，通过理

论分析的方法进行建模。需要注意的是，预测模型

建立的重点是明确磨削工艺与表面完整性的对应

关系，指导形成最理想的表面完整性，从而达到最

佳的零件服役性能。由于磨削过程的复杂性与不

稳定性[114]，对磨削表面完整性的预测必须建立基

于力、热和材料三个方面耦合的可靠模型，因此做

好磨削表面完整性的精准预测是一项非常困难的

工作[115-119]。虽然如此，近几十年来，仍然建立了一

些科学的模型来对表面完整性进行预测。目前对

于磨削表面完整性预测模型的假设因素有很多，一

般来说都不会考虑砂轮主轴的跳动、振动等无法用

来精确定量表示的因素。大多数模型的建立是基

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假设进行的，又或者仅仅适用

于特定的实验条件，如采用最小二乘法对表面完整

性的某一个或几个参量针对磨削用量进行函数拟

合等。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实验公式基本上不具

备普遍性，而且只适用于特定实验条件。这是由磨

削表面完整性形成的复杂性所决定的[120-122]，因此

所预测的表面完整性是理想状态下的结果，理论计

算的结果与实验测量的结果往往存在着较大偏差。

根据第 2 节中的分析可知，磨削表面完整性的

形成与磨削过程中砂轮磨损状态、材料的弹塑性变

形以及力-热载荷等有关，因此针对磨削表面完整

性的数值模型的建立离不开对砂轮工作表面、材料

弹塑性变形、磨削力和磨削温度的分析与建模，这

一部分模型的建立在参考文献 [1] 中已进行了详细

的介绍，不再进行赘述。 

4.1    表面粗糙度的预测

表面粗糙度的建模预测与仿真分析是研究最

深入的内容之一。表面粗糙度 Ra 的定义为沿采样

长度的中心线轮廓的算术值，表示为[123-124]：

Ra =
1
l

w l

0
|y(x)| |dx| (1)

式中：l 为采样长度；y 为轮廓曲线；x 为剖面方向。

从表面粗糙度的定义出发，由中心线上、下面积相

等的方程可求出中心线位置。因此，采用此定义预

测表面粗糙度是非常重要的思路。

式（2）是基于表面粗糙度定义，通过对砂轮表

面磨粒排布的分析建立的典型表面粗糙度模型[125]。

Ra =
1
l

w l

0
|y(x)| |dx|

=
1
kh

 n∑
i

w x(i+1)−x(i)

0

∣∣∣∣∣ycl−
(
x · tan

(
π

2
− θ

)
+ y(i)

)∣∣∣∣∣dx+
n∑
i

w x(i+1)−x(i)

0

∣∣∣∣∣ycl−
(
x · tan

(
π

2
− θ

)
+ y(i)

)∣∣∣∣∣dx


{i = 3,4,5 . . . } (2)

式中：k 为砂轮表面的总磨粒数；h 为磨粒的出露高

度；θ 为磨粒半锥角；ycl 为中心线位置。

在实际磨削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往往会采用

最简单的经验公式或者最小二乘法获得磨削表面

粗糙度的预测值，这是因为在批量生产中几乎所有

的加工条件都一致，因而每道工序完成后零件的表

面粗糙度值比较稳定，因此可以只考虑磨削用量对

表面粗糙度的影响，采用上述方法可以快速对表面

粗糙度进行预测，从而提高加工效率。池龙珠[126]

进行了优化磨削条件下的磨削表面粗糙度预测，采

用信噪比实验设计法和二次回归设计技术研究了

影响表面完整性的因素，得出了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砂轮粒度、磨削深度、砂轮转

速和工件速度；建立了两种方法下的磨削表面粗糙

度模型，并进行了 F 检验法和实验验证，结果显示

预测值与验证值比较接近。

然而在科学研究中，限于磨削条件及研究方向

的差异等，所建立的表面粗糙度的预测模型也各不

相同，几乎不具备普适性，但是模型建立过程的基

本原理值得借鉴。由于磨削表面粗糙度与砂轮工

作面的状态密切相关，因此目前针对表面粗糙度的

建模思路是通过对砂轮工作面形貌进行定量描述

来推测磨削表面轮廓形状，进而求得磨削表面的粗

糙度值，其中砂轮工作面的定量描述所考虑的因素

有单颗磨粒切厚、磨粒形状、出露高度以及砂轮磨

损与修整等方面[127]。也有学者提出了基于智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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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磨削表面粗糙度模型，如 BP（back propagation）

神经网络等[128]。

单颗磨粒切厚是磨削过程的重要参数之一，其

计算公式可参考文献 [127，129]，它对表面粗糙度

也具有重要的影响。Zhou 等 [130] 研究了微磨削镍

基单晶高温合金的材料去除机理，建立了单颗磨粒

切厚的数学模型，如式（3）。同时，建立了表面粗糙

度的一阶和二阶预测模型，并根据残差分析和方差

分析的方法得到了表面粗糙度精确模型；通过实验

验证了该模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hm =
2apvw

KC · vsbcds arccos
(
1−

2ap

ds

) (3)

式中：K 为尺寸效应的影响参数；C 为砂轮单位面

积内的切削刃数；bc 为每个切削刃的平均有效切削

宽度；ap 为磨削深度；vw 为工件进给速度；vs 为磨

削速度；ds 为砂轮直径。

Ding 等[127] 通过研究单层钎焊 CBN 砂轮表面

形貌对单颗磨粒切厚的影响规律，发现砂轮表面的

磨粒出露不一致造成单颗磨粒切厚的不均匀，从而

影响了磨削表面形貌；通过连续磨削减小单颗磨粒

切厚的不均匀程度，表面粗糙度得到改善。基于

此，他们通过对磨削过程中材料去除机理的分析，

如图 6 所示，利用 Johnson 变换及其逆变换对砂轮

表面形貌进行了重构，发现磨粒出露高度的分布呈

现出正态分布的规律，而后根据重构后的砂轮表面

形貌对磨削 GH4169 镍基高温合金的表面形貌通

过磨粒的运动轨迹方程进行了数值仿真预测，结果

如图 7 所示，并研究了砂轮形貌演变过程中磨削表

面粗糙度 Ra 的变化规律，基于 Agarwal 和 Rao[131]

的表面粗糙度模型（参考文献 [132] 也建立了类似

的表面粗糙度模型），建立了以有效磨粒比例 α、单

颗磨粒切厚均值 μ 与标准差 σ 为变量而改进的表

面粗糙度预测模型，如式（4）所示，结果显示所建立

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验值基本一致；并发现随着砂轮

工作面状态的演变，越来越多的磨粒参与磨削，

α 不断增大，μ 与 σ 不断减小，磨粒运动路径与工件

表面交互作用形成的波峰数量不断增加，沿着进给

方向相邻两个波峰之间划痕的距离也不断减小，磨

削表面完整性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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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工件材料磨削去除示意图[127]　（a）单排磨粒；（b）多排磨粒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workpiece material removal in grinding[127]　（a） with grains in one column （b） with grains in over-
lapping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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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工件磨削加工表面形貌预测[127]

Fig. 7    Simulated ground surface results [127]

 

Ra = Kr(1−Kwα
3/2σ−1/5)µ (4)

式中：Kr 和 Kw 为常数；μ 为单颗磨粒切厚均值；

σ 为切厚标准差；α 为有效磨粒比例。

Zhang 等 [133] 建立了一种可与工件模型、运动

学模型和单颗磨粒切厚计算模型相结合的砂轮形

貌模型，得到了单颗磨粒切厚的分布规律；为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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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所建立模型的正确性，研制了单层钎焊金刚石砂

轮，对砂轮进行了形貌测量，得到了砂轮形貌的实

测数据，并对模型进行了仿真分析，结果发现仿真

结果与实验结果基本一致。同时用均匀分布的磨

粒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然后利用综合模型对磨削过

程进行了深入的仿真研究，得到了磨削工件表面形

貌，发现对砂轮的径向修整可以控制磨粒出露高度

的分布，明确了砂轮径向修整对单颗磨粒平均切厚

分布的影响规律，揭示了磨粒分布对单颗磨粒切厚

分布的影响规律：随着径向修整高度的增加，单颗

磨粒切厚分布的最大值减小，单颗磨粒切厚分布的

间隔变窄。而后通过单颗磨粒平均切厚对磨削表

面粗糙度进行了预测，如式（5）所示，结果发现磨削

表面粗糙度的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另

外也发现砂轮的径向修整可以定量控制表面粗

糙度。

Ra = R0+ k1

(
2

vw

vs

(
ap

ds

))k2

(5)

式中：R0 为取决于磨粒出露高度的最佳表面粗糙

度；k1 和 k2 为常数。

基于砂轮磨削表面磨粒的几何特性的表面粗

糙度模型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Aslan 等 [46] 通过

光学测量的方法对砂轮表面磨粒的几何特性进行

了测量，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如磨粒的刃角

半径、宽度及高度等，并从所构造的高斯分布中选

取前角、斜方角、边缘半径、宽度、高度和坐标点对

砂轮表面每颗磨粒进行了仿真，得到了砂轮表面的

形貌，而后对磨粒的运动轨迹进行了计算，确定了

磨粒在去除材料时与工件的接触点位置，在确定单

颗磨粒切厚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磨削过程的材料和

运动学模型得到了工件表面轮廓，对工件的表面粗

糙度进行了预测，发现实验结果与预测结果基本

一致。

另外，Liu 等[134] 针对不同磨粒形状和修整条件

也进行了表面粗糙度模型的研究。他们通过对三

种不同形状（分别为球体、圆锥体和圆台）的磨粒进

行分析，建立了磨削过程二维状态下磨粒切削刃的

模型，对磨粒运动轨迹进行定量表征，并建立了韧

性切削和脆性断裂的两种单点金刚石修整后工件

表面形貌模型，对磨削表面粗糙度进行了预测，而

后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发现在特定磨削参数条件

下 ， 表 面 粗 糙 度 的 预 测 结 果 与 实 验 结 果 误 差 在

7%～11%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另外发现磨粒

的形状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小于砂轮修整对表面

粗糙度的影响。

为了提高磨削表面粗糙度预测的精度，王海涛

等[128] 采用神经网络（radical basis function，RBF）对

磨削表面粗糙度的预测模型进行了研究。建立了

基于 RBF 神经网络的表面粗糙度模型，通过与实

验值对比发现，模型的预测准确度在 85%以上，且

相对误差远小于使用经验公式分析时的相对误差。 

4.2    残余应力的预测

从第 2 节对残余应力的形成机理分析可知，残

余应力主要是由磨削过程中的塑性变形（包括热塑

性变形和机械塑性变形）引起的。而在磨削加工金

属材料（如镍基高温合金、钛合金和钢等）时，热塑

性变形和机械塑性变形可同时发生，因而磨削过程

中必然会导致残余应力的产生[53，135-139]。因此根据

磨削过程的热塑性变形和机械塑性变形可对磨削

残余应力进行预测。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对

表面残余应力进行预测时，需要考虑热塑性变形还

是机械塑性变形的影响程度更大，这是因为热塑性

变 形 和 机 械 塑 性 变 形 会 引 起 不 同 的 残 余 应 力 。

Xu 等[140] 建立了 Aermet 100 超高强度钢工件表面

磨削残余应力计算的分析模型，根据瞬态热传导方

程和 Aermet 100 钢的热特性，得到了热膨胀引起的

应力分布；而后采用均匀分布的 2D 移动热源研究

了热塑性变形效应对残余应力的影响，结果表明，

表面残余应力以拉伸为主，而且残余拉应力随热流

密度的增大而增大。另外基于磨粒与工件的相互

作用，模拟分析了磨削力导致的塑性变形引起的残

余应力，结果表明，磨削力本身引起的残余应力一

般为压应力，而且其影响小于热应力引起的残余拉

应力。因此得出磨削过程产生的残余应力一般为

拉应力。

目前对于磨削残余应力的预测还没有形成较

为固定的理论计算公式，这是因为磨削过程较复杂

和不稳定，而且热塑性变形和机械塑性变形难以定

量表征，因此通过数值的方法对残余应力进行计算

是比较困难的，然而科研人员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

量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

了理论基础。例如，在磨削过程中传入到工件中的

热量所产生的磨削温度在工件表面以下深度方向

逐渐递减，随着深度的增大，磨削温度逐渐降低，因

此假设沿磨削方向和垂直于磨削方向的弹性应力

是相同的，并且都是深度的函数，考虑热塑性变形

和边界条件，通过弹性应力分析确定磨削过程中深

度方向的热应力分布如式（6）所示[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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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yield 是工件材料的屈服应力；ν 是材料泊松

比；E 是弹性模量；α 是热膨胀系数；T 是磨削温度

达到最大值时的温度分布；d 是工件的厚度；zy 是

热弹性应力刚达到材料屈服应力时的深度。

基于数值解析的方式对磨削残余应力的预测

存在着诸多困难，因此当前磨削残余应力的多数预

测 工 作 是 基 于 有 限 元 等 仿 真 软 件 进 行 。Mahdi
等[138] 采用有限元方法研究了 EN23 钢磨削过程中

塑性变形、热变形和相变的耦合效应对残余应力的

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当磨削过程材料发生相变时，

磨削表面残余应力均表现为拉应力，而且这种现象

与冷却条件和磨削方式无关，工件表面受机械载荷

的影响较小；另外磨削方向上的残余应力在马氏体

区和非马氏体区基本呈线性分布；然而最大残余应

力发生的位置与表面塑性变形作用和材料内部马

氏体相变的深度有关。Shah 等 [142] 提出了考虑热

载荷、法向和切向机械载荷以及相变的磨削残余应

力的计算模型。结果表明：最佳的磨削条件组合可

使被加工工件表面产生所需的残余压应力；Peclet
数和传热系数是影响磨削工件相变开始的主要参

数，在磨削过程中，如果温度超过奥氏体相变温度，

过高的冷却速率会导致马氏体的形成，最终导致压

缩残余应力的产生，这与马氏体的比例和影响深度

直接相关；另外发现忽略相变会导致残余应力的预

测有很大的差异。材料发生相变时会产生残余压

应力，而磨削热载荷会使工件表面产生残余拉应

力。因此他们指出，如果主要考虑表面残余应力和

磨削工件材料的相变，需要慎重考虑磨削条件的影

响，此外通过控制磨削条件可以获得所需的残余应

力和马氏体相含量。

特别指出的是，深切磨削（包括缓进深切磨削

与高效深切磨削）过程中，正常磨削温度可控制在

冷却液泡核沸腾温度（例如 120 ℃）以下，而冷却液

成膜沸腾时工件表面温度会突然升高到 700 ℃、甚

至工件材料烧伤温度以上。这种特殊现象使得正

常深切磨削的残余应力形成主要因素不再是磨削

热和磨削温度，而是磨削力；只有烧伤时，磨削热和

温度才是残余应力形成的重要原因。采用基于砂

轮-工件之间强耦合作用的传统预测模型难以准确

预测残余应力。为此，丁文锋等[143] 提出了残余应

力预测的新模型，也就是基于磨粒-工件之间的作

用预测残余应力，通过考虑砂轮工作面的磨粒分布

等因素，将正常深切磨削的磨削力按照均匀或者其

他分布规律分摊到有效磨粒表面，再计算磨粒与工

件之间的力-热、甚至结构耦合作用，从而获得了更

加准确的残余应力预测结果，并通过叶片榫齿结构

的缓进深切磨削残余应力预测进行了验证，与实验

结果相符。

为了进一步研究实际磨削深度对磨削残余应

力的影响规律，单颗磨粒切厚对残余应力的影响也

得到了深入研究。Fu 等[43] 进行了单颗磨粒切削 TC4
钛合金的仿真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实际切削深度

的增大，磨削残余应力逐渐增大，而且当实际切削

深度为 0.6 μm 时，得到最大主应力，最大主应力分

布在磨粒前刀面上。

另外，BP 神经网络也可以用来对表面残余应

力进行预测分析。Li 等[144] 采用立方氮化硼（CBN）

砂轮进行了钛合金外圆磨削实验，研究磨削用量对

磨削表面残余应力的影响，建立了表面残余应力的

模型，比较分析了经验模型和 BP 网络预测模型（包

括传统归一化模型和联合归一化模型）在预测磨削

表面残余应力的准确性，结果表明：在较高的砂轮

速度条件下，较大的砂轮速度和磨削深度对周向残

余应力有利，而在低砂轮速度条件下随着砂轮速度

和磨削深度的增大，轴向残余应力增大；另外发现

当砂轮速度大于 60 m/s，残余压应力迅速升高。通

过对三种表面残余应力预测模型对比分析发现，经

验模型在磨削条件下对 Ti-6Al-4V 钛合金（TC4）具

有一定的适用性，然而一般情况下，经验模型的计

算结果与实际测量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有很大的偏

差；BP 网络具有复杂的非线性映射和自适应学习

功能，因此采用 BP 网络能够较准确地预测残余表

面应力与三种关键磨削条件之间的关系，而且联合

归一化网络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4.3    显微组织和显微硬度的预测

加工工件的微观结构对构件的疲劳寿命、腐蚀

和耐磨能力等性能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对

于微观结构的预测分析也是表面完整性预测的重

点之一。第 2 节分析了显微结构的形成原因主要

与磨削温度有关，因而对于微观结构的预测也离不

开对磨削温度的预测分析[145-148]。

目前对于微观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有

限元仿真的方法进行磨削硬化方面的研究，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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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材料微观结构的改变很难通过数值方法进行描

述，而通过仿真软件可以比较方便地表示出磨削加

工后亚表面层微观结构的变化。Nguyen 等 [149] 对

1045 钢进行了磨削硬化研究，建立了一个包含三角

形移动热源的有限元传热模型（典型三角形移动热

源如图 8 所示），用于描述磨削硬化层的温度场，并

对干磨削和液氮冷却两种条件下的磨削硬化现象

进行了预测与实验验证，实验结果与预测结果如图

9 所示，另外发现残余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使得材

料组织细化，从而形成了磨削硬化现象。他们还进

行了圆柱面磨削硬化层厚度的预测研究，并通过磨

削 1045 调质钢进行了实验验证，结果表明磨削硬

化层厚度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 [150]。Zhang 等 [121]

建立了磨削温度的有限元模型，对磨削硬化层厚度

进行了预测，并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得出材料的

磨削硬化与马氏体的转变有关。Foeckerer 等[151] 通

过数值分析模型、有限元模型与实验验证的方法

对 100Cr6 材料的显微组织转变行为和硬度分布进

行了研究，建立了磨削温度的数值分析模型与有限

元模型，结果表明，通过数值分析模型与有限元模

型对磨削硬度分布的预测与实验结果匹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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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典型三角形移动热源[149]

Fig. 8    Diagram of moving heat source model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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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实验与预测磨削硬化层厚度比较[149]　（a）干磨削条件下沿着磨削方向硬化层厚度；（b）液氮冷却条件下沿着磨削方向
硬化层厚度；（c）干磨削条件下稳定区硬化层厚度；（d）液氮冷却条件下稳定区硬化层厚度

Fig. 9    Hardened  layers  developed  and  predicted  under  different  cooling  media[149]　 （ a） engaging  edges  in  dry  air  application；
（b）engaging edges in liquid nitrogen application ；（c） stable region in dry air application （d） stable region in liquid nitro-
gen application

 
 

5    总结与展望

虽然目前关于难加工金属材料磨削表面完整

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仍然存在着诸多

挑战：

（1）磨削加工前零件毛坯件的表面状态对磨削

后表面完整性的影响还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毛坯件表面状态的不确定性使得磨削加工零件的

表面完整性无法精确确定，因此需要发展相关的新

技术新方法进行表征。

（2）对于难加工金属材料磨削表面完整性的研

究没有考虑到形状和结构的影响，而大多数工业用

零部件都具有相对复杂的形状和结构，因此需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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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因素考虑在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3）磨削加工表面完整性与砂轮工作面状态密

切相关，如对于超硬磨料砂轮，砂轮磨损较为严重

时会造成表面完整性急剧恶化，因此需要开发“在

线/在机”砂轮磨损或砂轮使用寿命监控系统。

（4）当前提出了一些环境友好、高效率的磨削

加工新技术，如微量润滑技术、复合加工技术等，然

而这些新技术仍然存在着研究盲区与局限性，需要

对这些磨削新技术与表面完整性的形成方面开展

更加全面与系统的研究。

（5）磨削表面完整性与工件服役性能的关系仍

然不明确，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以进一

步探索和建立磨削表面完整性与零件服役性能之

间的映射与反演关系，从而为高端装备中零件表面

完整性设计与实现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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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titanium alloys, stainless steel and other metal materials are widely used in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industry. Grinding process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machine

these difficult-to-cut metal materials. However, the thermomechanical coupling effect in grinding proces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urface integrity, while the surface integrity contributes to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parts. In this pape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contributing  factors,  predic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re  elements  (such  as  surface  roughness,  residual  stress,  micro-hardness  and

microstructure,  etc.)  of  surface  integrity  were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urface  integrity  control

technology is also prospected.

Key words:   grinding；surface integrity；met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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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19钛合金端面车削表面完整性的低周疲劳演化

丁小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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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TA19 钛合金为研究对象，对端面车削加工所获得的疲劳试样进行 20 ℃ 室温及 400 ℃ 高温低周疲劳实

验。通过在总疲劳循环次数区间内设置检测节点的方法，分析整个加载过程中表面完整性参数的演变规律。实验

结果显示：在室温低周疲劳作用下呈近似脆性断裂，高温低周疲劳作用下呈明显的韧性断裂；室温及高温下，随着

疲劳加载周次的增加，表面波纹度振幅与频率均急剧升高；在室温下，表面粗糙度不随疲劳加载周次的增加发生显

著变化，而在高温下，表面粗糙度随疲劳加载周次的增加而降低；室温下表面残余压应力几乎不随疲劳加载周次变

化，而在高温疲劳的作用下则呈指数形式下降，符合 Zener-Wert-Avrami 模型。在材料制备和机械加工中，应提高

毛坯内部的均匀性，降低加工表面波纹度，增大加工表面残余压应力，以延长在高温疲劳作用下的疲劳寿命。

关键词：TA19 钛合金；端面车削；表面完整性；表面波纹度；表面粗糙度；残余应力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21.00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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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需要在高温、高压、高速、交变载

荷等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长期可靠地工作。轮盘作

为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之一，承受着相当复杂的

载荷，其破坏形式多为非包容断裂，往往会导致灾

难性后果[1]。因此，轮盘被列为发动机耐久性防断

裂的关键部件。TA19 钛合金是压气机整体叶盘类

零件常用的高温钛合金，其最高服役温度可达 550 ℃，

具有优秀的抗蠕变性能，在高温状态下依然具有较

高的强度及热稳定性[2-3]。

Ra > 0.1 μm

Ra < 0.1 μm

目前对表面完整性与疲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表

面完整性参数对疲劳性能的影响。Suraratchai 等[4]

和 Shahzad 等[5] 研究发现，表面形貌特征对疲劳裂

纹的萌生起关键作用，切削加工表面形貌的凹谷处

在外载荷作用下产生应力集中是导致裂纹萌生的

直接原因。Novovic 等 [6] 研究发现，表面粗糙度

时，表面形貌对疲劳性能影响最明显，而

时，表面形貌对疲劳性能无明显影响。

罗学昆等 [7] 对 FGH95 合金的高温疲劳研究发现，

表面粗糙度对疲劳寿命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并非最

关键的因素，其与显微硬度的耦合作用是延长疲劳

寿命的关键。杨慎亮等[8] 研究了 TC4 钛合金侧铣

表面完整性对疲劳的影响，同样发现表面粗糙度并

非疲劳寿命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而显微硬度则与

疲劳寿命存在着更强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表面状态特征在服役的过程中是不断演

化的，这些演化会显著影响加工过程中引入的表面

特征，因此，揭示表面完整性的服役演化机理对于

实现航空发动机长寿命高可靠具有重要的意义[9]。

Altenberger 等[10] 对比分析了纯机械加工及表面强

化处理对 TC4 钛合金高温疲劳性能的影响，发现在

高温下残余压应力很快释放，疲劳寿命较室温下极

大地降低；表面粗糙度对高温疲劳寿命存在一定的

影响但不显著，而较大的表面显微硬度有利于延长

高温疲劳寿命；另外，他们还发现，在高温加载时，

Ti-6Al-4V 钛合金组织中稳定的细化晶粒和高密度

的位错结构是确保疲劳寿命增益的主要因素。Nikitin
等[11-12]、Buchanan 等[13] 和 Zhou 等[14] 的研究中均发

现，高温和循环应力对残余应力松弛所产生的共同

作用比仅承受循环应力载荷时明显加剧。以上的

研究表明，残余压应力在高温条件下普遍松弛，尤

其在交变载荷叠加的作用下，残余应力释放更加明

显，对延长高温疲劳寿命的效果不如对室温的效果

显著。Zaroog 等[15] 研究了不同循环周次下经过喷

丸的 2024-T315 铝合金显微硬度的疲劳演化行为，

结果显示显微硬度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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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表面完整性参数在疲劳作用下的演化研究

主要集中在力学和组织性能方面[16-17]，对表面形貌

演化的相关研究较少。

本工作选择压气机轮盘子午面及其周向服役

载荷进行研究，讨论端面车削表面完整性在模拟部

分服役条件下的低周疲劳演化规律及机理，并为加

工过程提供控制的方向及方法，进而延长轮盘的疲

劳寿命。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1.1    实验材料

材料为 TA19 钛合金，属于高温钛合金，材料

成分如表 1 所示。毛坯热处理制服为 960 ℃ × 1 h
固溶+590 ℃ × 8 h 空冷时效，其室温及高温的部分

力学性能如表 2 所示。
 

表 1    TA19钛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omposition of TA19 titanium alloy（mass fraction/%）

Ti Al Sn Zr Mo Si Fe C O N

Bal 6.02 2.14 3.79 2.01 0.08 0.08 0.01 0.012 0.012

 
表 2    TA19钛合金主要力学性能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A19 titanium alloy at room temperature

Test temperature/℃ Tensile strength/MPa Yield strength/MPa Elongation/% Section shrinkage/%

  20 1110 1050 12.5 36.0

400   736   625 23.5 48.5
 
 
 

1.2    试样的制备

按照航空工业标准 HB5287—1996 设计疲劳

试样，如图 1 所示，试样厚度为 5 mm。采用电火花

切割方法获得试样坯料，在两端的夹持段部位钻孔

获得两对沉头孔，通过沉头螺钉将试样固定在夹具

上进行双面的端面车削加工，端面车削在数控车床

上进行，选用硬质合金刀具，该刀具具有 TiAlN+Al2O3

涂层。采用钛合金压气机轮盘在实际加工中常用

的切削参数：vc=30 m/min，f=0.15 mm/r，ap=0.1 mm。

图 2 为端面切削示意图。表 3 为端面车削加工后

（疲劳实验前）试样的初始状态统计结果，包括试样

加工表面完整性参数的平均值以及平均偏差，由于

实验条件的统一，试样在加工后的表面完整性参数

较为一致。在端面车削后进行统一参数的侧铣加

190

9050
40

0.2R
6
5

ø
1
0

ø
6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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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准疲劳试样尺寸图

Fig. 1    Size of standard fatigue specimen

(a) (b)

Fixture and workpieces
PCD tool

Fixture

Workpiece

The spindle rotates

counterclockwise

Tool movement direction

 

图 2    端面车削过程　（a）实际加工过程；（b）加工过程示意图

Fig. 2    End face turning process　（a）actual machining process；（b）schematic diagram of machi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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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获得了较为一致的加工表面，试样侧面的表面

完整性参数如表 4 所示，对比端面车削表面完整性

参数可以发现，端面车削表面质量更好，侧面对疲

劳实验所造成的影响较小。之后，使用锉刀与砂纸

人工去除拉伸段部位棱边上的毛刺，消除毛刺所导

致的应力集中影响。 

1.3    疲劳实验方法

TA19 钛合金疲劳实验装置如图 3 所示，使用

液压伺服疲劳试验机对试样进行轴向拉-拉实验，

疲劳实验参数如表 5 所示，根据轮盘的实际服役温

度，将高温疲劳温度设定为 400 ℃。尽管加热炉、

恒温箱等方式的加热精度更高，误差更小，在高温

疲劳加热方式中更为常见，但电感加热方法的升

温、散热速度更快，在非加载期间的温度载荷对表

面参数影响时间短，不对试样的表面完整性造成实

验需求之外的影响，因此选用电感线圈方法对试样

进行加热。通过 15 kW 的高频电感加热机进行加

热，并使用激光红外测温仪与温度控制器对试样温

度进行 PID 控制，恒温误差在 ± 5 ℃ 之间。

根据载荷将疲劳实验分为 20 ℃ 室温疲劳及

400 ℃ 高温疲劳两组。首先对这两组进行疲劳拉

伸重复实验，确定室温疲劳作用下的平均循环周次

为 74516 次，高温疲劳作用下的平均循环周次为

8329 次。将每增加平均循环周次数的约 1/6 处设

置为一个表面形貌数据的测量节点，每个实验组设

置 6 个采样节点，每个测量节点处进行两次重复性

实验。室温及高温的疲劳加载节点及试样编号如

表 6 所示，在每个节点的试样按照表格中所对应的

载荷周次数加载结束后，对该试样的表面形貌参数

进行测量。 

1.4    测量方法

在试样拉伸段端面车削表面的中心位置观察

表面形貌。表面形貌及表面粗糙度的测量采用白

光干涉三维形貌仪。测量前试样进行超声清洗，去

表 3    端面车削后试样的初始状态

Table 3    Initial state of sample after end face turning
Amplitude of
surface waviness/μm

Average
deviation/μm

Wavelength of
surface waviness/μm

Average
deviation/μm

Surface
roughness/μm

Average
deviation/μm

Residual
stress/MPa

Average
deviation/MPa

0.1073 0.00541 196.32 14.116 0.7082 0.00137 −287.4 24.23

表 4    侧铣后试样两侧的平均表面完整性参数

Table 4    Average surface integrity parameters on both sides of specimen after side milling

Amplitude of surface waviness/μm Wavelength of surface waviness/μm Surface roughness/μm Residual stress/MPa

0.3831 422.84 0.5617 −221.3

表 5    疲劳实验参数表

Table 5    Fatigue test parameters

Waveform Maximum stress/MPa Minimum stress/MPa Stress ratio Frequency/Hz Troom/℃ Thigh/℃

Sine wave 600 60 0.1 10 20 400

Infrared temperature

sensor

Hydraulic servo fatigue

testing machine

Testing piece

Induction heating

machine

Induction coil

 

图 3    400 ℃ 高温疲劳实验

Fig. 3    400 ℃ high-temperature fatigu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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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表面杂质，测量过程中采用 20 倍物镜，测量范围

为 0.66 mm × 0.88 mm 的矩形区域。使用场发射扫

描电子显微镜观察试样断口形貌。表面残余应力

的测量采用基于 cosine 法 X 射线残余应力分析仪，

使用钛合金标准 V 靶辐射，在测量过程中使用震荡

单元，衍射角度 25°，使用直径为 1 mm 的准直器。 

2    结果及分析

表面完整性参数变化程度如表 7 所示，反映了

表面形貌参数在加载前与断裂前最后一个测量节

点之间的变化率。 

2.1    疲劳断裂分析

脆性断裂是构件未经明显变形而发生的断

裂。断裂时材料几乎没有发生过塑性变形，无明显

的伸长、颈缩等现象。韧性断裂指构件经过大量的

变形后发生的断裂，主要特征是发生了明显的宏观

塑性变形，产生延性断裂[18]。

室温及高温疲劳下试样的断口形貌如图 4 所

示。由图 4 可以看出，不同环境温度下试样的断裂

情况区别较大。室温疲劳的作用下，断口基本与主

应力方向垂直，断口较为平整，基本符合脆性断裂，

而高温疲劳下韧窝的拉长现象相当明显，一般情况

下，韧窝尺寸越大表示材料的塑性越强，且高温疲

劳作用下断口的疲劳源更多，台阶高度差明显，在

断口边缘呈现，基本符合韧性断裂。因此可知，在

高温作用下，TA19 钛合金的塑性增强，脆性降低，

产生了韧性断裂，而在室温下则更加接近于脆性断裂。 

2.2    表面形貌及其解耦

使用白光干涉仪获得了试样在不同循环节点

的表面形貌图，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以看出，随

着循环周次数的上升，室温、高温疲劳作用下的表

面形貌均随疲劳周次的升高逐渐变化，与未进行拉

伸的试样具有明显的区别，且随着循环周次越来越

表 6    疲劳加载测量节点循环周次数及试样编号

Table 6    Cycle number and sample number of measuring nodes under fatigue loading

Measurement node Fatigue life at 20 ℃/cycle Sample number Fatigue life at 400 ℃/cycle Sample number

1 0   1#，2# 0 13#，14#

2 13000   3#，4# 1500 15#，16#

3 26000   5#，6# 3000 17#，18#

4 39000   7#，8# 4500 19#，20#

5 52000   9#，10# 6000 21#，22#

6 65000 11#，12# 7500 23#，24#

表 7    表面形貌参数的变化率

Table 7    Change rate of surface topography parameters

Parameter of surface integrity
Amplitude of surface
waviness/%

Wavelength of surface
waviness/%

Surface
roughness/%

Residual stress/%

65000 cycles at room temperature   473.32 −54.95   −2.52 −11.81

7500 cycles at 400 ℃ 1009.90 −64.69 −10.57 −84.42

20 μm500 μm20 μm500 μm

(a) (b) (c) (d)

 

图 4    疲劳断口形貌　（a）室温疲劳宏观断口；（b）室温疲劳微观断口；（c）高温疲劳宏观断口；（d）高温疲劳微观断口

Fig. 4    Microscopic appearance of fatigue fracture　（a）macroscopic fracture at 20 ℃；（b）microscopic fracture at 20 ℃；
（c）macroscopic fracture at 400 ℃；（d）microscopic fracture at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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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断裂周次，表面形貌的变化越明显。

对表面形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对表面高度基

础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由于测量范围很小，因此

可以将测量范围内的切削纹理视为平行的直线而

非同心的弧线。截取平行于切削纹理方向的平面

高度数据，仅对疲劳应力轴方向上的表面形貌变化

进行研究。基础表面高度数据可以分为表面波纹

度与表面粗糙度进行讨论。使用高斯滤波法将表

面高度数据进行解耦，分解出表面波纹度及表面粗

糙度数据，以某组二维表面高度数据为例，其解耦

结果如图 6 所示。 

2.3    表面波纹度的演化

表面波纹度是由加工误差及系统不稳定造成

的，因此在加工表面的各个方向上均存在表面波纹

度。在垂直于疲劳应力轴方向上试样截面轮廓对

疲劳载荷不敏感，而在沿着应力轴的不同截面上随

着表面波纹度的变化，截面面积具有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导致不同截面上的应力大小不同，在疲劳

加载的过程中随着疲劳周次的增加，表面波纹度逐

渐增大，因此忽略垂直于疲劳应力轴方向上的表面

形 貌 ， 对 表 面 波 纹 度 的 演 变 进 行 建 模 ， 如 图 7
所示。

可以发现，在引入实际加工后的表面波纹度

后，实际表面形貌与理论表面形貌具有一定的差

距。由于表面波纹度是较为宏观的参数，因此平行

于疲劳应力轴方向的表面波纹度对试样在该方向

上不同截面面积大小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拉力一

定且材料内部均匀的情况下，试样各部位的应力大

小完全取决于该部位的截面面积大小，截面积小的

部位如 a 处，所受应力更大，变形量更大，该截面的

收缩率更大，造成了表面波纹度波形幅值增大。

由于在试样的不同位置上，在材料制造时均匀

性并不一致，导致各部位拉伸性能具有一定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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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拉伸阶段的表面形貌　（a）试样 1#；（b）试样 5#；（c）试样 8#；（d）试样 9#；（e）试样 14#；（f）试样 15#；（g）试样 20#；
（h）试样 23#     

Fig. 5    Surface morphology at different fatigue stages　（a）sample 1#；（b）sample 5#；（c）sample 8#；（d）sample 9#；（e）sample 14#；
（f）sample 15#；（g）sample 20#；（h）sampl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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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表面高度数据解耦　（a）基础表面高度数据；（b）解耦
后的表面波纹度曲线；（c）解耦后的表面粗糙度曲线

Fig. 6    Decoupling  of  surface  height  data　 （ a） data  of  base
surface  height； （ b） surface waviness  curve  after   de-
coupling；（c）surface roughness curve after de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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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拉伸过程中的应力大小不同，导致加载段上

各部位的收缩率不均匀，使表面波纹波长变短。

实际实验中，获取了不同循环节点下的表面波

纹度曲线，将表面波纹度数据使用 sine 法进行拟合

后，得到不同循环节点上的幅值与波长的大小，如

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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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疲劳阶段的表面波纹度幅值与频率　（a）室温；（b）高温

Fig. 8    Surface waviness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at different fatigue stages　（a） 20 ℃；（b） 400 ℃
 

由图 8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室温还是高温疲劳

的作用下，随着疲劳循环周次数的增加，均具有明

显的表面波纹度的幅值上升而波长下降趋势，与分

析结果类似。表面波纹度的增大使得试样拉伸段

的均匀性进一步下降，而拉伸段截面的均匀性下降

使得一些部位应力集中，更容易导致这些部位上表

面微裂纹的产生，且进一步导致了拉伸段波纹度的

增大，形成正反馈，是加速试样断裂的原因之一，因

此导致了波纹度的幅值增大而波长减小。

室温与高温疲劳作用下表面波纹度波长的变

化量区别较小，但高温疲劳作用下表面波纹度的振

幅较室温疲劳作用下具有一定的提升，这是由于高

温下 TA19 钛合金材料的强度减小，且在高温作用

下产生了蠕变，在拉伸过程中产生了更大的变形

量，表面波纹度曲线的峰谷之间变化量增大，因此

高温疲劳作用下表面波纹度的振幅变化量更大。 

2.4    表面粗糙度的演化

将疲劳拉伸方向的表面粗糙度波形简化为三

角形波，如图 9 所示。表面粗糙度波形较表面波纹

度更为微观，对试样截面面积等宏观参数影响非常

微小，因此疲劳实验过程中在宏观范围内对试样形

貌的影响基本没有影响，与表面波纹度不同，因此对

表面粗糙度的研究需采用与表面波纹度不同的模型。

基于塑性力学，假设随着循环周次增加，试样

在拉伸过程中所产生的应变量完全由塑性变形所

提供，因此拉伸前后的体积不变。由于表面加工形

貌层的体积远小于基体体积大小，将基体与表面形

貌层进行分别讨论，基体体积在拉伸过程中保持不

变，因此，假设表面加工形貌层体积，即三角形的面

积在塑性变形前后同样保持不变，如图 10 所示。

Actual morphology Morphology after stretching

Force

α α′

Theoretical morphology

 

图 7    实际/理论表面波纹示意图

Fig. 7    Diagram of actual/theoretical surface waviness

Deformation

Before deformation
Surface roughness

After deformation

Matrix of specimen
 

图 9    试样塑性变形前后的理想形状

Fig. 9    Ideal shape of specimen before and after plastic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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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表面粗糙度三角波模型

Fig. 10    Triangular wave model of surface roughness
 

拉伸前、后单个三角形波的面积为：{ s1 = h1 · l
s2 = h2 · l(1+ε)

(1)

h1 h2 l

ε

式中： 、 为拉伸前、后的三角波高度值； 表示单

个三角波的波长； 表示试样的应变量。由两三角

形波面积相等，可知：

s1 = s2 (2)

即三角形波的高度在拉伸后变为：

h2 =
h1

1+ε
(3)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Ra 的表征方法如下所示：

Ra =
1
n

n∑
i=1

|hi−h| (4)

可得

k =
Ra2

Ra1

=

1
2

h2

1
2

h1

=
1

1+ε
(5)

k式中： 为变形前后表面粗糙度的比值，该值体现了

该理论模型下表面粗糙度 Ra 的演化程度。

通过测量及拟合，结合模型预测结果，获得了

表面粗糙度在室温/高温疲劳载荷作用下的变化曲

线，如图 11 所示。

由图 11 可以看出，在室温疲劳作用下表面粗

糙度的变化规律不明显，试样在不同加载节点粗糙

度的变化可以认为是由加工误差所致。在室温疲

劳下，试样在疲劳拉伸的过程中的应变率小，其断

裂形式更接近于脆性断裂，而本模型基于塑性变形

进行模拟，因此在室温疲劳下模型的预测准确度较

差。而在高温疲劳的作用下，试样在疲劳的作用下

表面粗糙度具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模型预测结

果与拟合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该模型在高温疲劳条

件下有效。 

2.5    表面残余应力的演化

在热载荷和机械载荷下，切削加工引入的近表

面宏观残余压应力将被部分或完全释放。高温低

周疲劳下，残余应力松弛包括热残余应力松弛和机

械残余应力松弛。对室温、高温疲劳作用下不同加

载节点的试件受载部位的中心进行表面残余应力

测量，测量结果如图 12 所示。从图 12 可以发现，

室温疲劳作用下表面残余应力随循环周次数增加

呈缓慢降低的趋势，室温疲劳下的应力松弛情况并

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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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表面残余应力的疲劳演化曲线

Fig. 12    Fatigue evolution curve of surface residual stress
 

在高温疲劳作用下，试件表面残余应力发生明

显的松弛，松弛速度随循环周次/保温时长的增加

而降低，整个松弛过程呈指数形式下降。在完成了

前期的快速松弛后，表面残余应力松弛速度下降并

趋于平缓，这说明表面残余应力在高温的作用下仍

然保留有一定的作用。切削加工过程中表面材料

发生了弹塑性变形，其中的部分变形弹性回复形成

了残余应力。温度载荷的引入类似于去应力退火，

为材料内部一些原子与空位的运动提供了一定的

能量，促使位错的可动性提高，位错阻力降低，使大

量纠缠位错逐渐解开，位错密度趋于减小，因此表

0 13000 26000 39000 52000 65000
0.056

0.060

0.064

0.068

0.072

S
ur

fa
ce

 ro
ug

hn
es

s/
μm

0 1500 3000 4500 6000 7500

Fitting line of Ra under 20 °C fatigue

Ra under 400 °C fatigue

Fitting line of Ra under 400 °C fatigue

Ra under 20 °C fatigue

Theoretical value of Ra under 20 °C fatigue

Theoretical value of Ra under 400 °C fatigue

Fatigue life at 20 °C/cycle

Fatigue life at 400 °C/cycle

 

图 11    疲劳载荷作用下表面粗糙度的变化曲线

Fig. 11    Curves of surface roughness under fatigue 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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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残余应力产生了快速的、明显的松弛，而由于剩

余的位错运动需要更高的能量，因此在一定的温度

加载时长后，表面残余应力不再发生变化。基于

Zener-Wert-Avrami 模型对上述残余应力的松弛行

为进行分析，所得解析形式如式（6）所示：

lg
(
ln
σ0

σt

)
= mlgt+mlgA (6)

t σt

σ0 m

A σ0

式中： 为热暴露时长； 为热暴露后的残余应力值；

为热暴露前的残余应力值； 为松弛机制相关系

数； 为材料与温度的相关方程。 为常数，因此可

知表面残余应力与热暴露时长呈指数关系。

lg (lnσ0/

σt)− lgt

图 13 为 表 面 残 余 应 力 松 弛 规 律 的

曲线，可见高温疲劳作用下的 TA19 钛合金

端 面 车 削 表 面 残 余 应 力 的 松 弛 行 为 符 合 Zener-
Wert-Avrami 模型。由该模型可知，表面残余应力

的演变仅与加载初始状态以及加载时间相关，因此

虽然在高温疲劳的作用下表面切削残余应力的幅

值随加载时间呈现指数下降，但在加工过程中适当

地提高表面残余压应力仍对疲劳寿命的延长具有

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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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lnσ0/σt)− lgtFig. 13      line of surface residual stress relaxation
  

3    结论

（1）由于工件材料不均匀以及在加工过程中引

入的缺陷等因素，随着室温、高温疲劳循环周次的

增加，表面波纹度的振幅与频率均增高。

（2）表面粗糙度在室温疲劳下基本不变，而高

温疲劳的作用下逐渐减小，室温疲劳断裂接近于脆

性断裂，与基于塑性变形模型的预测结果相差较

大，高温疲劳断裂接近于韧性断裂，表面粗糙度的

变化率与模型预测结果基本一致。

（3）室温下表面残余压应力几乎不随疲劳加载

周次变化，而高温下在加载的开始时期随载荷周次

迅速松弛，则呈指数形式下降，且随着加载时长的

增加逐渐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仍保留一定的作用，

表 面 残 余 应 力 在 高 温 作 用 下 的 演 化 过 程 使 用

Zener-Wert-Avrami 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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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surface integrity of turning TA19 titanium alloy end face
under low cycle fatigue

DING Xiaocen1,    HE Ning1,    SONG Yingdong2,    SUN Zhigang2,    SHI Yaowen1,    YANG Yinfei1*

（1.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2.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reveal  the  evolution  law  and  mechanism  of  surface  integrity  parameters  of  TA19

titanium alloy end face,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process control of blisk surface integrity. Taking faced TA19 titanium alloy

fatigue specime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fatigu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at 20 ℃ room temperature and 400℃ high temperature.

The evolution law of surface integrity parameters during the whole loading process was analyzed by setting detection nodes in the

total fatigue cycle number r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action of low cycle fatigue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fracture is near

brittle, and under the action of low cycle fatigue at high temperature, the fracture is obviously ductile. The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of surface waviness increased sharply with the increase of fatigue loading cycles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400℃. Surface roughness

is  rarely  changed  under  room  temperature  fatigue  tests,  but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fatigue  cycles  at  400℃.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surface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almost does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fatigue loading cycles,

but decreased exponentially at high temperature,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Zener-Wert-Avrami model.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material preparation and machining,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material uniformity of the blank, reduce the corrugation of

the  machined  surface,  and  increase  the  amplitude  of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on  the  machined  surface,  in  order  to  prolong  the

fatigue life under the ac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fatigue.

Key words:   TA19 titanium alloy；facing；surface integrity；surface waviness；surface roughness；residu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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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2AlNb合金孔挤压加工残余应力仿真与疲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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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孔挤压强化工艺对 Ti2AlNb 合金疲劳性能的影响，建立孔强化工艺残余应力仿真分析模型，讨论了孔

挤压工艺后表层残余应力分布规律和强化机理；开展孔挤压与未挤压试样的高温低周疲劳性能测试，并对比两种

试样的疲劳断口显微组织特征。结果表明：孔挤压工艺能够在小孔周围产生较强的残余压应力层，该残余压应力

层有效延迟和抑制了疲劳裂纹的萌生和扩展，显著提升了 Ti2AlNb 试件的高温低周疲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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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2AlNb 合金隶属于三大 Ti-Al 系金属间化合

物（γ-TiAl、α2-Ti3Al、O-Ti2AlNb）之一，具有良好的

高温力学性能、高比强度、较好的高温抗蠕变、抗

钛火等性能，在航空航天高温部件上得到越来越多

的应用[1-3]。然而，Ti2AlNb 合金的典型特征是缺口

敏感性强，应用于航空发动机部件，不可避免地需

要加工一些螺栓孔、配合孔、安装孔等结构，这些

孔结构存在明显的应力集中，是部件实际服役中容

易产生疲劳断裂失效的部位。Ti2AlNb 合金部件使

用中需要有足够的高温低周疲劳性能[4-6]，孔挤压强

化是提高带孔零件疲劳性能的重要手段之一[7]，研

究其对 Ti2AlNb 合金疲劳性能的影响对于 Ti2AlNb
合金在航空航天高温部件上的推广应用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孔挤压强化工艺是采用直径大于孔径的挤压

芯棒，表面润滑后以一定的速度穿过孔结构，使得

孔结构处的材料发生弹塑性变形。其原理是在孔

结构的周边引入残余压应力，残余压应力的存在会

使得小裂纹闭合，裂纹的扩展速率减慢，同时改善

孔边应力集中，从而大幅度提升孔结构的疲劳寿

命。孔挤压强化也会使材料微观结构发生变化，如

增加位错密度、产生胞状位错缠结等，从而阻碍晶

体滑移，起到提高疲劳寿命的效果[8-9]。目前，国内

外在孔挤压强化工艺提升材料疲劳性能方面做了

大量的研究[10-14]，但相关研究也发现，孔挤压强化

并不是采用的挤压芯棒直径越大越好，当挤压芯棒

过大时，构件的其他表面完整性参数如粗糙度、微

观组织等发生较大变化并对构件的最终疲劳寿命

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进出口残余应力的不一致也

会造成构件的疲劳寿命存在较大的差异。

残余应力作为影响孔挤压强化效果的重要因

素，对于研究并指导孔挤压强化工艺尤为重要，但

由于受残余应力测试仪器的限制，目前还无法得到

完整的孔壁残余应力。因此，在设计阶段常采用实

验和模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孔挤压强化[15-18]，

通过孔挤压模拟仿真得到挤压孔残余应力沿深度

方向的分布规律，再结合实验测得的残余应力结果

分析仿真的可靠性。研究发现，利用有限元分析能

够对孔挤压疲劳寿命进行较好的预测[19-21]。孔挤

压强化工艺的方法已经相对成熟，然而，针对新型

材料 Ti2AlNb 合金的孔挤压强化工艺研究鲜有系

统的报道，对该材料孔挤压强化工艺的仿真分析方

法也没有系统的研究。

本工作采用有限元方法建立孔挤压过程残余

应力场模型，通过实验测量试样表面残余应力，并

结合有限元分析结果讨论孔挤压工艺的强化机理；

开展 Ti2AlNb 合金孔挤压强化工艺的高温低周疲

劳性能验证实验，对孔挤压试样和未挤压试样的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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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寿命、断口形貌等测试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制的 Ti-
22Al-23Nb-2（Mo，Zr）的五元合金（以下称 Ti2AlNb
合金），其主要化学成分与拉伸性能如表 1 和表 2
所示。所用坯料先经过 B2 单相区轧制变形，后经

过（B2+α2）两相区上部固溶+（B2+O）两相区时效双

重 热 处 理 ， 图 1 为 Ti2AlNb 合 金 的 XRD 分 析 结

果。由图 1 可以看到，Ti2AlNb 合金由 B2 相、O 相

和少量 α2 组成。试样从合金轧制热处理后的坯料

上取样，图 2 为 Ti2AlNb 合金显微组织 SEM 图像，

细密的针状 O 相以编织网篮状分布于基体 B2 上，

呈现良好的 β 锻网篮组织。

孔挤压强化实验参考 HB/Z 170—2005《航空

金属零件孔挤压强化工艺》进行，疲劳试样形状和

孔挤压强化装置如图 3 所示。实验所用的孔挤压

芯棒前角为 3°，后角为 5°，最大直径为 5 mm，疲劳

试样中心小孔预先通过钻削加工至直径 4.95 mm。

孔挤压强化过程中，孔壁周围均匀涂抹润滑剂，挤

压芯棒在拉拔装置的牵引下匀速穿过疲劳试样中

心的小孔，使孔壁产生塑性变形，小孔直径达到

5 mm，整个挤压强化过程的变形比为 1%。疲劳实

验参考 GB/T 15248—2008《金属材料轴向等幅低

循环疲劳试验方法》在 MTS-100kN-13 高温万能

试验机上进行。疲劳实验通过应力控制方式加载，

加载波形为三角波，应力比 R = −1，加载频率为

1 Hz，实验温度为 650 ℃。 

2    孔挤压强化残余应力仿真
 

2.1    孔挤压过程有限元建模

小孔结构的残余应力测试较为困难，由于孔径

较小，X 射线应力仪检测探头无法进行摆动，对小

孔进行剖切又会造成残余应力重新分布，不能真实

反映小孔结构的残余应力分布。采用有限元数值

模拟方法能够避免上述困难，建立 Ti2AlNb 合金疲

劳试件孔挤压过程的有限元分析模型，如图 3 所

示。试件材料选用 J-C 本构模型，具体参数根据拉

伸实验结果确定，由于挤压试样和挤压棒均存在圆

角结构，因此采用正四面体网格对模型进行网格划

分，并对孔周围变形区域进行局部网格细化，网格

总数为 50000 个，如图 3（a）所示。根据实际挤压工

艺特点，对模型进行设定：挤压棒与试样上孔的位

置同轴，且只有沿轴线方向上的自由度，试样的下

底面固定不动。挤压工艺过程中，挤压棒外表面会

依次与挤压试样上表面、孔壁面和试样下表面接

触，根据 HB/Z 170—2005 要求，挤压棒表面粗糙

度 Ra 值低于 0.4 μm，且挤压棒与试样孔壁之间采

取良好润滑措施，因此在模型中定义接触条件为剪

切摩擦罚函数，摩擦因数取为 0.1，如图 3（b）所示。 

2.2    残余应力仿真结果及验证

图 4 为有限元仿真计算结果，图 5 为挤入端表

面残余应力场分布云图和仿真与实验对比图，图 6

表 1    Ti2AlNb合金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i2AlNb  alloy（mass  frac-
tion/%）

Al Nb Mo Zr Ti

10.88 39.15 1.76 1.67 Bal

表 2    Ti2AlNb合金拉伸性能

Table 2    Tensile properties of Ti2AlNb alloy

σb/MPa σ0.2/MPa E/MPa

1030 89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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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i2AlNb 合金的 XRD 分析结果

Fig. 1    XRD analysis results of Ti2AlNb alloy

5 μm5 μm
 

图 2    Ti2AlNb 合金的 β 锻网篮组织

Fig. 2    β-forged basket microstructure of Ti2AlNb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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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挤出端表面残余应力场分布云图和仿真与实验

对比图。残余应力 1～5 号提取点与测试点如图 5
（a）、6（a）所示。由残余应力场分布云图可以看出，

经孔挤压强化后，小孔孔壁表面及表层呈残余压应

力状态，同时，挤出端表面残余压应力为 700 MPa
左右，挤入端表面残余压应力为 400 MPa 左右，挤

出端明显大于挤入端。此外，由于小孔孔壁在试件

长边方向上为约束状态，而在试件短边方向上为自

由状态，使得残余应力场整体呈现扁圆形分布，短

边方向上残余压应力数值和分布深度明显小于长

边方向上残余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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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孔挤压有限元仿真结果

Fig. 4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results of hole extr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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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挤入端表面周向残余应力的有限元仿真和实验测量对比验证　（a）三维云图；（b）仿真与实验结果

Fig. 5    Comparison and verifi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of circumferential residual stress on
surface of entrance　（a）three-dimensional cloud image；（b）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能够获得较为细致的残

余应力场分布计算结果，但有限元计算精度受到网

格划分、参数设置、边界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验证有限元计算结果的正确性，通常要与实验

值相对比，确保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本工作使

用 PROTO LXRD 残余应力分析系统对挤压强化后

的 Ti2AlNb 合金疲劳试样进行残余应力测试，为了

避免剖切小孔破坏残余应力分布状态，实验分别测

量了挤入端表面和挤出端表面不同位置的残余应

力，并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此外，

因小孔周边疲劳裂纹萌生和扩展主要受到周向应

力的影响，故仅讨论周向残余应力的分布情况。在

开展 X 射线残余应力测量时，由于 X 射线衍射光

斑为具有一定直径的圆形区域，实验测量的残余应

力结果为该圆形区域内周向应力的平均值，故测量

结果为非连续的数据点，而有限元仿真在小孔周围

进行了网格细化，其输出结果为连续的曲线。

图 5（b）为挤入端表面有限元仿真和实验测量

Man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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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有限元分析模型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　（a）网格划分；（b）模型设置

Fig. 3    Meshing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a）meshing；（b）mode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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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向残余应力分布，图 6（b）为挤出端表面有限

元仿真和实验测量的周向残余应力分布。可以看

出，孔挤压的周向残余压应力随着距小孔周边的距

离增大而减小，挤入端的最大残余压应力的位置接

近小孔周边，数值为 400 MPa 左右，挤出端的最大

残余压应力的位置距小孔周边 0.3 mm 左右，数值

为 800 MPa 左右。挤入端的残余应力仿真与实验

结果，误差最大为 12 MPa（9.7%），位置为距小孔周

边 1.5 mm，挤出端的误差最大为 142 MPa（18.7%），

位置为距小孔周边 0.5 mm。由此可得有限元仿真

与实验测试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这说明本工作

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度，后续基于有限

元计算结果的机理分析能够反映实际情况。 

2.3    孔挤压强化残余应力分布规律

进一步分析图 5 和图 6 中周向残余应力有限

元仿真结果可知，经孔挤压强化工艺后，孔壁呈较

大残余压应力状态，在挤入端，残余压应力数值随

到孔壁的距离增大而降低，在距孔壁约 2 mm 处降

为 0，而后一定深度内呈残余拉应力状态，这是由

于材料的自平衡作用造成的；在挤出端，随着到孔

壁距离的增加，残余压应力数值先增大，在表层以

下约 300 μm 处达到最大残余压应力，之后残余压

应力数值逐渐减小，在距孔壁约 2.5 mm 处降为 0。

在挤出端，残余压应力整体呈勺形分布，即挤出端

最大残余压应力出现在表层以下，这与经喷丸强化

后的表面残余压应力分布规律接近[22]。整体来看，

孔挤压工艺能够在孔壁表面及表层形成较深的强

残余压应力层，这一残余压应力状态能够抑制初始

疲劳裂纹的萌生和扩展，增加试样的疲劳寿命，这

与喷丸强化工艺类似。

此外，通过图 5 和图 6 的有限元分析结果可

知，孔挤压强化工艺后试件挤入端和挤出端的残余

压应力分布有所不同，为了进一步研究强化效果的

差异性，通过有限元计算结果绘制了孔壁表面残余

压应力在厚度方向上的分布曲线，如图 7 所示。由

图 7 可以看出，孔壁表面残余压应力从挤入端到挤

出端呈先增大后减小变化规律，挤出端表面残余压

应力显著高于挤入端。此外，随着前角的增大，挤

入端与挤出端的残余压应力均逐渐减小，但其沿厚

度方向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因此，通过有限元分

析结果可知，孔挤压强化产生的残余压应力在厚度

方向上分布不均匀，小孔挤入端附近的残余压应力

值明显小于小孔中部和挤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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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孔壁表面残余应力在厚度方向上的分布规律

Fig. 7    Distribution  law  of  residual  stress  on  surface  of  hole
wall in thickness direction

  

3    疲劳实验结果
 

3.1    高温低周疲劳性能对比

图 8 所示为孔挤压和未挤压 Ti2AlNb 合金疲

劳试样的高温低周疲劳实验测试结果。由图 8 可

以看到，在相同的应力加载条件下，相比于未强化

疲劳试样，经孔挤压强化后的试样循环次数（疲劳

寿命）提高接近一个数量级，如在 400 MPa 加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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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挤出端表面周向残余应力的有限元仿真和实验测量对比验证　（a）三维云图；（b）仿真与实验结果

Fig. 6    Comparison and verifi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of circumferential residual stress on
surface of exit　（a）three-dimensional cloud image；（b）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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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疲劳寿命由挤压前接近 1000 次增加至挤压后接

近 10000 次；在相同的寿命要求下，经孔挤压强化

后，试件能够承受的最大循环加载应力得到提升，

如循环 10000 次时，试件能够承受的最大循环加载

应力提升接近 80 MPa。高温低周疲劳性能测试结

果说明，孔挤压强化工艺可以有效提升 Ti2AlNb 合

金的高温疲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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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Ti2AlNb 合金试样高温低周疲劳实验测试结果

Fig. 8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cycle  fatigue  test  results  of
Ti2AlNb alloy specimens

 

结合有限元分析结果可知，出现上述现象的主

要原因为，孔挤压工艺使得材料发生塑性变形，孔

壁表面及表层存在显著的残余压应力。进一步对

650 ℃ 保 温 处 理 的 试 样 进 行 残 余 应 力 测 试 ， 如

图 9（a）所示，选取距小孔周边 0.5 mm、1.5 mm 的

6 个不同位置。由实验测的结果可知，高温下残余

应力会存在一定的降低。如图 9（b）所示，挤入端

距小孔周边 0.5 mm 的残余压应力为 145 MPa 左

右，距小孔周边 1.5 mm 的残余压应力为 65 MPa 左

右。如图 9（c）所示，挤出端距小孔周边 0.5 mm
的残余压应力为 430 MPa 左右，距小孔周边 1.5 mm
的残余压应力为 120 MPa 左右，650 ℃ 保温处理试

样的残余压应力基本保持在初始常温试样的 50%～
60%。

图 10 为断裂试样的周向残余应力，由实验测

得的结果可知，孔挤压试样断裂后残余应力接近

0。由此可得，由孔挤压引入的残余压应力层在高

温状态下依旧能够保持，能够对高温条件下疲劳裂

纹的萌生和扩展起到抑制作用，从而显著提升孔挤

压试样的疲劳寿命。 

3.2    疲劳试样断口特征分析

图 11 为疲劳试样断口低倍 SEM 照片，试样为

室温孔挤压的疲劳试样，经过 650 ℃，应力比-1 的

低周疲劳测试断裂后的断口。由图 11 可以看到，

试样断口形状整体较为平整，以挤入端表面为中心

呈放射状，这说明疲劳裂纹起源于挤入端表面，进

而逐步扩展，最终导致整个试样断裂。结合有限元

分析结果可知，疲劳试样经孔挤压强化过程后，其

挤入端表面的残余压应力显著小于小孔中部和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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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650 ℃ 保温处理试样的周向残余应力　（a）小孔周边残余应力测试示意图；（b）挤入端；（c）挤出端

Fig. 9    Circumferential residual stress of samples treated with heat preservation at 650 ℃　（a）schematic diagram of residual stress
test around small hole；（b）surface of entrance；（c）surface of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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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端，因此试样经孔挤压强化后，小孔的挤入端为

薄弱区域，应重点关注。

图 12 为应力幅 300 MPa 时未挤压疲劳试样的

断口形貌。由图 12 可以看出，断口整体相对平整，

断面面积与初始断面面积相比无明显减小，断口处

形状呈河流花样，河流的流向为裂纹扩展方向，河

流状花样由若干解理台阶组合在一起，故为解理断

裂。除此之外，还观察到一系列平行的疲劳条纹，

综合以上分析，试件是以解理断裂为主的疲劳断

裂。图 13 为应力幅 380 MPa 时未挤压疲劳试样的

断口形貌。相比于应力幅为 300 MPa 的疲劳试样，

应力幅为 380 MPa 时疲劳条纹更加明显且间距较

大，高倍图像显示，疲劳条纹分布在韧窝上，除此之

外，还观察到大量二次裂纹，综上所述，应力幅为

380 MPa 的未挤压试样疲劳断裂以脆性断裂为主，

伴随少量韧性断裂，这说明当循环应力增加时脆性

断裂增加，裂纹扩展速率增大。

图 14 为应力幅 300 MPa 时孔挤压后疲劳试样

的断口形貌，与图 12 中未挤压试样的断口相比，孔

挤压试样显示出比未挤压试样更加密集的波浪形

条纹，条纹间距明显缩小，这说明经过孔挤压工艺

强化后，在低应力循环载荷作用下，疲劳裂纹扩展

受到抑制，结合有限元仿真分析结果可知，经孔挤

压强化工艺后，孔壁由于塑性变形而在表面及表层

产生了较强的残余压应力层，在疲劳裂纹扩展过程

中，由于残余压应力的作用，使得裂纹扩展速率降

低，表现为疲劳条纹间距减小、密度增加。图 15 为

应力幅 400 MPa 时孔挤压试样的断口形貌图像，断

口整体呈解理断裂特征，应力幅为 400 MPa 的孔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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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断裂试样的周向残余应力　（a）300 MPa 时断裂疲劳试样；（b）400 MPa 时断裂疲劳试样

Fig. 10    Circumferential  residual  stress  of  of  fractured  specimen  after  extrusion　 （ a） fracture  fatigue  specimen  at  300  MPa；
（b）fracture fatigue specimen at 40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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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孔挤压疲劳试样断口形貌 SEM 照片

Fig. 11    SEM  image  of  fracture  morphology  of  extruded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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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应力幅 300 MPa 时未挤压疲劳试样的断口形貌　（a）低倍；（b）高倍

Fig. 12    Fracture morphologies of un-extruded fatigue specimens at stress amplitude of 300 MPa　
（a）low magnification；（d）high ma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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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试样并未观察到明显的疲劳条纹，且存在细小的

韧窝，这表明随着应力幅的升高，试样断裂速度显

著增加；相比于应力幅为 380 MPa 时的未挤压试样

（如图 13 所示），两者都存在明显的解理台阶，且分

布在韧窝上，这表明当应力幅较大时，孔挤压试样

和未挤压试样断口特征基本相似，其裂纹扩展速率

也接近。结合有限元分析结果可知，经孔挤压强化

后，疲劳试样孔壁表面及表层存在残余压应力层，

延迟了初始裂纹萌生的时间，这是应力幅为 400 MPa

时孔挤压试样疲劳寿命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当初始

裂纹萌生后，孔挤压试样和未挤压试样的裂纹扩展

过程和断裂形式基本相同。 

4    结论

（1）建立了 Ti2AlNb 合金孔挤压强化工艺残余

应力场的有限元分析模型，通过对比挤入端和挤出

端表面的 X 射线残余应力测试结果，验证了残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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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应力幅 380 MPa 时未挤压疲劳试样的断口形貌　（a）低倍；（b）高倍

Fig. 13    Fracture morphologies of un-extruded fatigue specimens at stress amplitude of 380 MPa　（a）low magnification；
（d）high ma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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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应力幅 300 MPa 时孔挤压疲劳试样的断口形貌　（a）低倍；（b）高倍

Fig. 14    Fracture morphologies of extruded fatigue specimens at stress amplitude of 300 MPa　
（a）low magnification；（b）high ma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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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应力幅 400 MPa 时孔挤压疲劳试样的断口形貌　（a）低倍；（b）高倍

Fig. 15    Fracture morphologies of extruded fatigue specimens at stress amplitude of 400 MPa　
（a）low magnification；（b）high ma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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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元计算结果具有较高的精确性；基于有限元

分析结果，发现孔挤压强化工艺能够在 Ti2AlNb 合

金板孔周围产生数值较大的残余压应力层，且挤入

端附近的残余压应力明显小于挤出端附近。

（2）Ti2AlNb 合金疲劳试件经孔挤压强化工艺

后，相比于未经强化的试件，其高温低周疲劳性能

显著提升，在相同应力加载条件下，疲劳寿命提高

接近一个数量级；在相同的寿命要求下，试件能够

承受的最大循环加载应力得到提升。

（3）通过疲劳断口形貌分析，发现疲劳裂纹从

小孔挤入端表面萌生并扩展至断裂，结合残余应力

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孔挤压过程对挤入端强化效

果弱于挤出端；对比孔挤压和未挤压试件断口形貌

发现，在残余压应力层的作用下，孔挤压试件表面

初始裂纹萌生被延后，疲劳裂纹扩展过程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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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residual stress and fatigue test in hole
extrusion process for Ti2AlNb alloy

WANG Yanju1*,    WANG Xin2,    SHA Aixue1,    LI Xingwu1

（1.  Materials  Evaluation Center  for  Aeronautical  and Aeroengine  Application，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2.  Surface  Engineering  Institution，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ole  extrusion  strengthening  process  on  th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i2AlNb  alloy,  a

simulation analysis model of residual stress of hole strengthening process was established.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surface residual

stress and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after hole extrusion proces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work, the hole extrusion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cycl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ressed and un-compressed specimens were tested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tigue fracture of the two specimen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le extrusion process can produce a strong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layer around the small hole, which effectively

delays and inhibits th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fatigue crack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cycl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i2AlNb specimens.

Key words:   Ti2AlNb；hole extrusion strengthening；fatigue performance；finite element analysis；residu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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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挤压芯棒导端角对 TC17钛合金孔结构表面完整性
及疲劳性能的影响

马世成
1,2*,    王    欣1,2,    宋颖刚

1,2,    王    强1,2,    罗学昆
1,2,

许春玲
1,2,    汤智慧

1,2

（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表面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95；2．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航空材料先进腐蚀与

防护航空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5）

摘要：针对 TC17 钛合金，研究芯棒导端角对孔结构挤压强化效果的影响，表征不同导端角工艺参数下的孔挤压强

化后的表面完整性，测试原始及强化试样的高温低周疲劳寿命，分析疲劳断口的形貌特征。结果表明：芯棒导端角

对挤压后表面粗糙度有显著影响，挤压过程中孔壁表层金属塑性流动不均匀导致挤压后孔壁残余应力分布不均

匀，挤压出口端残余应力幅值最大，且挤压后孔壁具有一定深度的残余压应力梯度场。芯棒过盈量一定时，随着芯

棒后导端角的增大，疲劳寿命增大，后导端角为 8°时，强化后中值疲劳寿命增益可达 1.74 倍，强化效果最好，其最

小循环寿命为 16331 次，高于原始试样的最长循环寿命（13965 次）。强化后，不同导端角的裂纹起源均由孔壁中部

多源型转变为挤压进口端单源起裂特征。

关键词：孔挤压；导端角；TC17 钛合金；疲劳寿命；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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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7 钛合金作为双相钛合金，由于其高强韧、

低密度及较好的耐腐蚀性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制

造航空发动机的压气机盘、风扇盘等重要部件[1-2]。

由于轮盘与轴类零件连接、通油及通气等功能的需

求，需在轮盘上设置较多螺栓孔结构。孔作为材料

的不连续区域，是轮盘上应力集中较为严重的部

位，其在发动机交变载荷、高温高压载荷等多重作

用下，极易诱发疲劳失效问题[3]，影响发动机服役

可靠性。因此，对轮盘孔结构进行表面强化非常重

要。现有的表面强化手段主要包括喷丸[4]、激光冲

击强化[5] 和孔挤压[6] 等技术。高温钛合金表面大

量采用喷丸工艺进行表面强化[7-8]，但是针对小孔结

构，喷丸工艺存在局限性，如喷丸可达性较差、残余

应力场深度小、喷丸表面较粗糙等。国内激光强化

技术正尝试应用于钛合金发动机叶片的抗高周疲

劳强化[9]，但对于轮盘孔结构，在工艺可达性、激光

强化层的一致性和均匀性等方面较差。孔挤压强

化由于操作简单、效果显著等优势，是提高孔结构

疲劳性能的适宜技术。孔挤压是利用一定过盈量

的芯棒强行通过孔结构，在孔结构附近产生可控的

周向塑性形变，引入残余压应力和位错强化组织，

且能够在一定的高温和机械载荷下保持一定的水

平，因此可适用于提高发动机轮盘孔结构的疲劳性

能。国内外对钛合金、高温合金、高强度钢等材料

进行了挤压强化技术的研究。孔挤压及其衍生的

衬套挤压强化技术已作为目前国际上应用最为广

泛的连接孔强化手段，在工艺控制良好情况下，可

提高紧固孔疲劳寿命 3 倍以上[10]。艾莹珺等 [11] 研

究了不同挤压过盈量对 TC17 孔结构疲劳寿命的影

响，结果表明过盈量为 0.18 mm 时，相较于过盈量

为 0.28 mm 和 0.38 mm 的试样，强化后表面粗糙度

最低，疲劳寿命分散度小且具有良好的疲劳寿命增

益效果。李宁等 [12] 研究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随挤

压量的增加，耳片的疲劳寿命提高；未挤压耳片的

疲劳源在试样表面，而经挤压强化后疲劳源趋向于

分布在试样次表面。王欣等[13]、罗学昆等[14] 在高

温合金上开展孔挤压强化技术研究，结果显示孔挤

压强化可显著提高高温合金结构孔疲劳寿命。

孔挤压芯棒与孔的配合对孔挤压强化增益效

果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孔挤压强化开展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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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针对挤压过盈量及挤压材料方面，芯棒导端

角对挤压后孔壁表面完整性及疲劳性能具有影响，

但此方面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开展芯棒导端角

对 TC17 钛合金结构孔挤压试样表面完整性、疲劳

寿命、断口形貌、孔边残余应力影响研究，探讨孔

挤压芯棒导端角对 TC17 钛合金表面完整性及疲劳

寿命的影响规律。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实验材料为发动机轮盘用 TC17 高温钛合金，

中心孔试样在钛合金盘锻件上下料。根据轮盘上

孔的受力特点，下料方向为径向，试样尺寸如图 1
所 示 。 初 孔 尺 寸 为 ϕ10.30  mm， 初 孔 公 差 为 0～
0.05 mm。TC17 钛合金的成分及力学性能分别见

表 1 和表 2。采用芯棒直接挤压的方式对中心孔试

样进行挤压强化，挤压次数为 1 次。实验所用试样

分为 4 组，其中包括（1）AR：原始未挤压强化试样

组；（2）3°/3°：使用前导端角为 3°，后导端角为 3°的
芯棒进行挤压强化的试样组；（3）3°/5°：使用前导端

角为 3°，后导端角为 5°的芯棒进行挤压强化的试

样组；（4）3°/8°：使用前导端角为 3°，后导端角为

8°的芯棒进行挤压强化的试样组。（2）、（3）、（4）

组试样挤压前先用 MoS2 干膜润滑剂涂覆孔周内壁，

200 ℃ 下保温固化 1 h。使用配套好连接轴及鼻顶

帽的拉拔枪，采用对应规格芯棒，对试样依次进行

挤压强化，并标记挤压进口端与出口端。

采用 MTS-810 液压伺服疲劳试验机，按照 HB
5287—1996 的方法进行轴向应力疲劳实验，实验温

度为 425 ℃，最大应力 σmax 为 550 MPa，应力比 R =
0.1，频率ƒ为 10 Hz，按照 HB/Z112—1986 的方法对

疲劳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FTS-I120 型触针式表面

粗糙度仪测量试样长、宽两个方向上的孔壁内表面

粗糙度，每个位置测试 6 个有效数据后取平均值；

采用 NEXVIEW 白光干涉仪表征孔壁表面轮廓。

使用保护胶带将试样除孔壁外表面完全保护，置于

氢氟酸溶液对孔壁表面腐蚀减薄，通过控制腐蚀时

间控制减薄深度，采用 LXRD 型极图法应力仪逐次

进行孔壁残余应力测试。为尽可能测量孔壁残余

应力，本研究对板材试样进行解剖，解剖后，孔结构

约束发生变化，孔壁残余应力将有所释放，且离解

剖面较近部位残余应力释放较大，测试部位残余应

力释放较少。由于残余应力与材料成分、成型方

式、表面加工等密切相关，目前常见的残余应力测

试方法均难以测出材料残余应力真值，且本研究主

要关注工艺参数对残余应力的影响趋势，因此选择

解剖试样的方法对孔壁进行残余应力测试，图 2 为

残余应力测试示意图。采用 JSM-7900f 场发射扫

描显微镜观察断口形貌。

 

Minimum cross section of sample

Ray method measurement

after corrosion thinning

Sample length direction 
图 2    残余应力测试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residual stress test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芯棒导端角对孔壁表面完整性的影响 

2.1.1    孔壁表面粗糙度及表面轮廓

对中心孔进行表面粗糙度测量，由于中心孔试

表 1    TC17钛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C17 Titanium alloy（mass

fraction/%）

Al Sn Zr Mo Fe C N H O Ti

4.8 1.9 1.0 3.9 0.06 0.01 0.01 0.005 0.10 Bal

表 2    TC17钛合金的力学性能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C17 Titanium alloy

Temperature σ0.2/MPa σb/MPa δ/% φ/%

RT 1110 1180 10.0 17.5

400 ℃ 991 840 11.9 31.3

C0.5

1.6

1.6

0.05 (−)
0.8

140

27

4
×
R

2
2

5

2
6
.3

2
0
.3

Two sides

Two sides

ϕ10.3+0.05

 

图 1    TC17 中心孔试样尺寸

Fig. 1    Geometry of the TC17 central hol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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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的材料约束不一致，因此分

别测量试样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的粗糙度，取六次

测量数据的平均值，结果见表 3。对比发现，AR 组

试样两个方向的粗糙度基本一致，芯棒导端角为

3°/3°时，强化后粗糙度均降低，且降低幅度最大，芯

棒导端角为 3°/5°时，强化后孔壁粗糙度亦有所降

低，芯棒导端角为 3°/8°时，强化试样孔壁粗糙度较

原始试样升高。对比强化试样在长、宽两个方向的

孔壁粗糙度，长度方向孔壁粗糙度均低于宽度方

向。由结果可得：（1）当芯棒后导端角较小时，芯棒

工作端面与后导端面过渡较圆滑，挤压后金属回弹

速率较小，挤压可降低孔壁粗糙度，当后导端角较

大时，挤后孔壁表层快速回弹，难以降低孔壁粗糙

度，甚至导致孔壁粗糙度增大；（2）挤压变形的约束

在试样各向有所差异，试样长度方向，材料量较宽

度方向多，对变形的约束较宽度方向大，芯棒相对

孔壁的挤压力（即孔壁对芯棒约束的反作用力）亦

较大，芯棒挤压消除机加工刀痕的效果较宽度方向

好，因此挤压后，试样长度方向的孔壁粗糙度较宽

度方向低。

 
表 3    原始试样及不同芯棒导端角挤压强化试样孔壁表面

粗糙度测试平均值

Table 3    Average  value  of  the  surface  roughness  test  of  the
original  sample  and  different  core  rod  leading  end
angle expansion strengthened samples

Lead angle Measurement location
Roughness of hole
wall surface，Ra/μm

AR Length direction 0.364

Width direction 0.377

3°/3° Length direction 0.214

Width direction 0.237

3°/5° Length direction 0.232

Width direction 0.368

3°/8° Length direction 0.428

Width direction 0.503
 
 

对挤压孔的孔壁进行白光干涉表面轮廓表征

分析，孔壁经过软件处理按半径 R = 5.15 mm 展平，

图 3 为原始试样及强化试样的孔壁表面轮廓对比

图，图上端为挤压进口端，下端为挤压出口端。由

图 3 可知，原始试样（图 3（a））刀痕方向垂直于孔

深度方向，由孔深方向的轮廓线可以明显观察到刀

痕的锯齿形貌，该锯齿形貌的起伏波动较小。经过

孔挤压（图 3（b）、（c）、（d））后，原始机加工刀痕被

挤压去除，表面可观察到平行于孔深方向的挤压痕

迹。不同导端角挤压后孔壁具有相似的表面轮廓

特征，即在进口端及出口端，可观察到孔壁轮廓颜

色较深，表示该部位轮廓线较高，金属堆积较大，而

中部位置颜色较浅，说明该部位金属堆积较少。表

面轮廓线沿着进口段到出口段的孔深度的增加而

升高，增大到一定值后慢慢降低，在孔中部趋于平

缓，靠近出口段的位置随着孔深度的增加，轮廓线

高度再次增大，增大到一定值后快速下降，在出口

端孔壁轮廓线剧烈下降。强化试样孔壁轮廓起伏

特征与芯棒挤压过程中的表层金属塑性流动有

关。对于厚度为 5 mm 的钛合金中心孔孔挤压强化

试样，孔壁起伏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挤压进口

端：芯棒推挤孔壁表层金属沿芯棒进给方向发生塑

性流动，金属堆积越来越严重，孔壁轮廓线沿着孔

深方向增大，芯棒实际挤压过盈量变大，导致挤压

力也变大；当金属堆积到一定程度时，芯棒强行挤

过该处，挤过后过盈量变小，挤压力变小，孔壁轮廓

线沿着孔深方向下降；（2）试样中部：由于挤压经过

了进口端金属堆积程度较大的区域，孔壁轮廓线下

降，表层金属在中部位置还没有累积，此处孔壁轮

廓较低；（3）挤压出口端：当芯棒继续对孔壁进行推

挤，孔壁表面金属的塑性流动产生的金属堆积再次

增大，轮廓线升高，实际过盈量也增大，当金属堆积

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芯棒在拉拔枪的牵引下通过金

属堆积最大处，靠近出口端金属约束较少，孔壁轮

廓线高度快速下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由孔

壁轮廓可知，因孔壁表层金属的堆积累积，挤压过

程中挤压过盈量是动态变化的；（2）孔深为 5 mm
的 TC17 钛合金中心孔试样进口端和出口端金属堆

积较中部严重，且出口端金属堆积较进口段堆积严

重，这可能造成孔挤压进口端和出口端残余压应力

大；（3）对比不同导端角挤压强化后表面轮廓，后导

端角对挤压后表面轮廓影响较小，而可能与芯棒前

导端角影响较大。 

2.1.2    孔壁残余应力分布

残余压应力是孔挤压强化的重要强化因素，由

上述孔壁表面轮廓特征可以判断，金属塑性流动的

不均匀，可能造成孔壁残余应力分布不均匀。对挤

压后中心孔进口端、中部及出口端的表面残余应力

进行了测试，结果如图 4 所示。测试结果表明：（1）

三组孔挤压强化试样挤压出口端残余压应力幅值

均大于其他位置，这与图 2 中孔挤压过程金属塑性

流动堆积在出口端所引起的大过盈量对应，大过盈

量下挤压后残余压应力幅值较大；（2）3°/3°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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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组试样进口端残余压应力幅值大于孔壁中部

位置，而 3°/8°组试样进口端残余压应力幅值低于

孔壁中部位置。由此可知，孔挤压强化过程中的孔

壁表层金属塑性流动不均匀可能会引起孔壁表面

残余压应力分布不均匀，本研究认为这种状况可以

从挤压用润滑剂材料及衬套挤压技术方面进行研

究优化。

孔挤压工艺在孔壁引入的残余压应力是弹塑

性变形相互作用的内应力，图 5 为孔挤压强化试样

孔壁中部残余应力梯度分布。由图 5 可知：（1）不

同导端角芯棒挤压后均在孔壁引入一定梯度分布

的残余压应力；（2）3°/3°组、3°/5°组试样应力梯度

场呈倒钩型分布，最大压应力在次表层，3°/3°组最

大残余压应力幅值可达 1114.68 MPa，且在一定深

度 范 围 内 保 持 相 当 水 平 的 残 余 压 应 力 ； （ 3）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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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孔壁表面形貌对比　

Fig. 3    Contrast of pore wall surface morphology　（a）AR；（b）3°/3°；（c）3°/5°；（d）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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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孔挤压强化试样孔壁残余应力分布

Fig. 4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of strengthened sample hole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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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孔挤压强化后孔壁中部残余应力梯度分布

Fig. 5    Residual  stress  gradient  distribution  of  hole  wall  after
hole expansion 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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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组可知，残余压应力在约 800 μm 深度处趋于

平 缓 ， 因 此 ， 在 过 盈 量 为 0.18  mm 时 ， 孔 挤 压

TC17 中心孔试样的残余应力影响区可达 0.8 mm。

对比疲劳寿命与试样残余压应力分布、应力梯度场

分布可见，最表面残余压应力幅值对表面裂纹萌生

有重要影响，最表面残余压应力幅值越大，试样高

温疲劳寿命越长。 

2.2    芯棒导端角对高温低循环疲劳寿命的影响

图 6 为 TC17 钛合金原始试样和三种导端角孔

挤 压 强 化 试 样 疲 劳 寿 命 实 验 结 果 。 根 据 HB/Z
112—1986 中关于中值疲劳寿命的计算方法，求得

原 始 试 样 、 挤 压 芯 棒 导 端 角 为 3°/3°、 3°/5°和
3°/8°的孔挤压试样中值疲劳寿命分别为 11354 次、

11081 次、14563 次以及 19474 次；经过孔挤压强

化，导端角为 3°/3°的孔挤压试样高温低循环寿命

与原始试样水平相当，最短循环寿命为 10109 次，

低于原始试样最高循环寿命（13965 次）；导端角为

3°/5°的试样中值疲劳寿命估计量比原始试样提高

1.28 倍，最短循环寿命为 11899 次，亦低于原始试

样最高循环寿命（13965 次）；导端角为 3°/8°的孔挤

压试样中值疲劳寿命估计量比原始试样提高 1.74
倍，强化效果最好，且其最短循环寿命为 16331 次，

高于原始试样的最高循环寿命（13965 次）。这表

明：芯棒过盈量一定时，随着芯棒后导端角的增大，

TC17 高温钛合金中心孔试样孔挤压后的疲劳寿命

增大。此外，根据 HB/Z 112—1986，求得原始试

样、导端角为 3°/3°、3°/5°和 3°/8°的孔挤压试样的

数据分散度分别为 0.08、0.06、0.05 和 0.09，这表

明，随着芯棒导端角的增大，孔挤压试样的高温低

循环疲劳寿命数据分散性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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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导端角的孔挤压工艺疲劳寿命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fatigue life of hole expansion processes
with different lead angles

  

2.3    芯棒导端角对疲劳断口的影响

图 7 为原始试样和不同导端角孔挤压强化试

样的高温低周疲劳断口照片。原始试样和孔挤压

强化试样均断裂于中心孔最小截面位置，且均在孔

壁位置起源，断口断裂方向与主应力方向基本垂

直，孔挤压试样的疲劳断口均由疲劳源区、小裂纹

扩展区及大瞬断区组成。原始未强化试样裂纹起

源于孔壁中部位置，呈现多源起裂的特点，如图

7（a）所示。经过孔挤压强化后，断口特征从孔壁中

部 多 源 起 裂 转 变 为 从 挤 压 进 口 端 单 源 起 裂 ， 如

图 7（b）、（c）、（d）所示。试样未孔挤压强化时，孔

结构截面最小位置，受力最大，且孔表面存在机加

工缺陷造成的局部应力集中，相较于试样两端倒角

位置，其是疲劳裂纹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加载过程

中，孔壁中部的应力集中部位易萌生裂纹，因此裂

纹于孔壁中部位置起裂。试样经过孔挤压强化后，

由图 7（b）、（c）、（d）可知，裂纹均起源于挤压进口

端，由图 3 及试样内壁残余应力测试结果可知，强

化后孔壁锯齿形貌的机加工刀痕被消除，应力集中

程度降低，且进口端及出口端存在明显的金属塑性

流动导致的堆积，这两处的实际挤压过盈量较大，

强化试样挤压出口端残余应力最大，挤压进口端次

之，试样中部最小。强化后，进口端及出口端的结

构应力集中对试样疲劳裂纹的萌生占主导影响地

位，因此挤压试样断口裂纹均萌生于残余压应力幅

值相对较低的进口端。强化试样的裂纹扩展均以

裂纹源为近似圆心，形成扇形形状的扩展区，扩展

区可见明显的疲劳条带，如图 8（a）所示。芯棒导

端角为 3°/3°、3°/5°和 3°/8°时，最大扩展距离分别

约为 4.25 mm，3.91 mm，3.69 mm，芯棒过盈量一定

时，扩展区最大扩展距离随着芯棒后导端角的增大

而变小，对比芯棒挤压导端角与疲劳寿命的关系可

知，孔挤压时芯棒导端角参数变化对孔结构的疲劳

裂纹扩展寿命影响较大。断口瞬断区具有明显的

瞬断韧窝形貌，如图 8（b）所示。 

3    结论

（1）挤压强化过盈量一定时，芯棒导端角显著

影响 TC17 钛合金孔结构的高温低周疲劳寿命。芯

棒后导端角越大，疲劳寿命越好，导端角为 3°/8°，
挤压强化中值疲劳寿命估计量为原始未强化试样

的 1.74 倍，其最短疲劳寿命高于原始未强化组最高

疲劳寿命。

（2）挤压过程中，孔壁表层金属会发生不均匀

塑性流动堆积，因此挤压过程中实际挤压过盈量亦

是动态变化的，进而造成挤压后孔壁表面轮廓及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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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应力分布不均匀。

（3）挤压强化后，出口端金属塑性流动堆积最

大，较大的实际挤压过盈量造成该处残余压应力幅

值在孔壁深度方向分布最大，中部位置由挤压引入

一定水平的残余压应力，所以，疲劳裂纹起源于结

构应力集中系数较高且残余压应力幅值较低的挤

压进口端，扩展区呈扇面进行扩展，最终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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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ead angle of hole expansion mandrel on  surface integrity and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C17 titanium alloy hole structure

MA Shicheng1,2*,    WANG Xin1,2,    SONG Yinggang1,2,    WANG Qiang1,2,    LUO Xuekun1,2,    
XU Chunling1,2,    TANG Zhihui1,2

（1.  Surface  Engineering  Institution，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2.  Aviation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Corrosion and Protection on Aviation Materials，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For the TC17 titanium alloy,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ding end angle of the mandrel on the expansion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the  hole  structure  was  studied,  the  surface  integrity  of  the  hole  expansion  strengthened  under  different  process  parameters  was

characterized,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cycle  of  the  original  and  strengthened  samples  were  tested.  Fatigue  life  and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atigue fracture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d angle of the mandre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after  expansion.  The  uneven  plastic  flow  of  the  metal  on  the  surface  of  the  hole  wall  during  the

expansion process leads to uneven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on the hole wall after expansion, and the residual stress amplitude at

the exit end of the expansion is the largest, and the hole wall has a certain depth of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gradient field after

expansion. When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core rod is constant, the fatigue lif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ear lead end angle of

the  mandrel.  When  the  rear  lead  end  angle  is  8°,  the  median  fatigue  life  gain  after  strengthening  can  reach  1.74  tim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  is  the  best,  its  minimum cycle  life  is  16331  times,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longest  cycle  life  of  the  original

sample (13965 cycles). After strengthening, the origin of the cracks is changed from the multi-source type in the middle of the hole

wall to the single-source crack initiation at the inlet end of the expansion.

Key words:   hole expansion；Lead angle；TC17 titanium alloy；fatigue life；residual stress

（责任编辑：曹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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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掺杂热障涂层的研究进展

赵鹏森
1,2,    曹新鹏

1,    郑海忠
1,2*,    李贵发

1,    耿永祥
1,

吴    仪1,    胡    伟1

（1．南昌航空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昌 330063；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热障涂层是一种隔热和防护的陶瓷材料，可以有效提高航空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和使用寿命，在该领域有着重

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随着先进发动机向高推重比方向发展，传统 YSZ 热障涂层已无法满足新的技术要求。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稀土掺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热障涂层的使用性能。因此，稀土掺杂改性成为当前研制新

型高性能热障涂层的重点方向。本文总结了目前稀土掺杂在高性能热障涂层材料的应用，着重介绍稀土掺杂在热

障涂层力学、热物理和抗熔融 CMAS 腐蚀性能方面的影响效果，阐述在稀土过量掺杂时，热障涂层性能恶化的问题

与稀土种类选择依据的不足，并认为稀土掺杂量和种类的选择将是下一代热障涂层材料的研究重点。如何进一步

提高热障涂层的性能是未来稀土掺杂热障涂层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热障涂层；稀土；力学性能；热物理性能；熔融 C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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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障涂层（thermal barrier coatings，TBCs）采用

高熔点、低导热的陶瓷材料涂覆在航空发动机叶片

金属基体（镍基高温合金[1-2]）表面，从而降低高温

环境中金属基体的表面工作温度，保护其免受高温

氧化与热腐蚀 [3]。目前，TBCs 已成为高性能航空

发动机涡轮叶片部分的三大核心技术之一。

TBCs 材料发展已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直接采用 ZrO2 作为热障涂层材料，虽然隔热温度

能达 444 K 左右，但 ZrO2 在高温环境中易发生 t-
ZrO2→m-ZrO2 相变，产生应力，致使涂层开裂失

效；第二阶段为 ZrO2 陶瓷中掺杂了 6% ～ 8% Y2O3

（质量分数，下同）（简称 YSZ），通过稀土 Y2O3 的

掺杂，部分稳定 ZrO2，阻止其高温相变，同时也形

成点缺陷结构，获得低热导率、高热膨胀等优异性

能，因此具有较长的服役寿命，成为目前应用最为

广 泛 的 热 障 涂 层 材 料 ， 但 由 于 传 统 方 法 制 备 的

YSZ 热障涂层为柱状晶或多孔的层状结构，易受熔

盐腐蚀渗透，从而发生反应产生应力，导致涂层开

裂脱落失效；第三阶段为研制新型热障涂层材料，

如 La2Zr2O7、Gd2Zr2O7、RE-ZrO2 等[4-6]；虽然这些材

料对熔盐腐蚀具有一定的化学惰性，但其热膨胀系

数、力学、隔热等性能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随着

航空发动机向高推重比方向发展，其燃烧室温度将

超过 2100 K，现行投入使用的热障涂层已无法满足

需求，因此急需开发超高温、高隔热、长寿命的新

型高性能热障涂层。

目前，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稀土（rare earth，RE）

掺杂可以明显提升热障涂层性能[7-10]。基于热障涂

层发展历史，本文总结稀土掺杂在高性能热障涂层

材料的应用，着重介绍稀土掺杂在热障涂层力学、

热物理和抗熔融 CMAS 腐蚀性能方面的影响效

果，阐述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展望下一代航空发

动机热障涂层材料研究重点，并揭示未来稀土掺杂

热障涂层的发展方向。 

1    热障涂层的研究进展

“热 障 涂 层”概 念 最 早 于 1950 年 由 美 国

NASA-Lewis 研 究 中 心 提 出 [11]。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热障涂层的研究与制备工艺取得重大突破，为

其在涡轮叶片上的应用奠定坚实基础。陶瓷材料

因具有良好的高温化学稳定性、高熔点、高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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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热导率等性能优势[12-14]，成为热障涂层的常用材

料 。 其 中 ，ZrO2 陶 瓷 的 综 合 性 能 尤 为 突 出 ， 而

ZrO2 在高温下容易发生 t-ZrO2→m-ZrO2 相变，伴

随体积变化，产生热应力。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

掺杂一定量的 Mg、Ca 等元素抑制相变。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发现稀土元素 Y 以其高熔点、低价态

等特性，掺杂到 ZrO2 中可以形成氧空位、置换原子

等点缺陷，提高 ZrO2 高温相稳定性的同时，也实现

了热物理、力学等性能的改善，因此，YSZ 成为目

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热障涂层材料。

由于传统的 YSZ 涂层已无法满足新一代发动

机更高的耐热耐蚀要求，因此当前高性能的热障涂

层研制工作集中在稀土掺杂改性的方向上。为提高

YSZ 涂层的耐 Na2SO4 + V2O5 热腐蚀性，Song 等[7]

掺杂微量的稀土元素 Yb、Gd，制备了 5.6Yb2O3-
5.2Gd2O3-9.5Y2O3-ZrO2（YGYZ） 涂 层 。 结 果 表 明

1374.15 K 热 腐 蚀 20 h 后 ，YGYZ 涂 层 中 m-ZrO2

的降解程度仅为 YSZ 涂层的 40%左右，且 YGYSZ
涂层具有较高的四方性。为改善 La2Zr2O7 涂层的

热导率，Gul 等 [8] 在该涂层中掺杂了稀土元素 Ce，
发现 Ce 元素的掺杂对 La2Zr2O7 涂层的热导率影

响很大。1574.15 K 时，La16Zr14Ce2O56 涂层的热导

率约为 0.80 W/（m•K），远低于La2Zr2O7 涂层（1.26 W/

（m•K））。可见，稀土元素掺杂有利于涂层性能的

提高。为了更好地对比稀土掺杂涂层材料的性能

优势，将它们的性能列入表 1。由表 1可以看出，不

同稀土元素掺杂，涂层性能的改善程度也不相同。

这可能是因为稀土元素之间存在离子半径、原子质

量、电负性等差异。同时也发现，对于热障涂层材

料，可通过掺杂适当稀土元素实现高温相稳定性、

力学、热物理以及抗熔盐腐蚀等性能的改善，以获

得高性能涂层。

然而，稀土元素种类选择不当时，其掺杂涂层

会出现性能恶化的现象。Zhang 等[24] 研究了不同

含量 Yb2O3 掺杂 NdAlTaO7 涂层的热膨胀系数变

化，发现（Nd1-xYbx）2AlTaO7（x = 0.1，0.3，0.5，0.7，0.9，

1）涂层的热膨胀系数均低于未掺杂的 NdAlTaO7

涂层。上述热物理性能决定了涂层在高温燃气射

流冲刷下的使用寿命，乃至涡轮叶片服役周期。因

此对于稀土掺杂的热障涂层材料，首要关心的就是

其热物理性能变化。 

2    稀土掺杂对热障涂层性能的影响
 

2.1    热物理性能

热障涂层材料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降低高温

表 1    稀土掺杂热障涂层的性能

Table 1    Properties of rare earth doped TBCs

RE TBCs Performance Ref

Yb ZrO2-YO1.5-YbO1.5-TaO2.5（25YY14T） Hardness value is up to 14.2 GN•m−2 [9]

Gd 14 mol%YO1.5-2 mol%GdO1.5-16
mol%TaO2.5

A lower elastic modulus of 140 GPa is achieved，which is 28 GPa lower
than that of a undoped 16 mol%YO1.5-16 mol%TaO2.5

[10]

Y YSZ Elastic modulus of 128 GPa is achieved [15]

Ce CSZ Elastic modulus reached to 121 GPa [15]

Yb 1 mol%Yb2O3 -8 mol%Sc2O3-
ZrO2（1Yb8ScSZ）

Grain conductivity of 1Yb8ScSz coating is 1.35 W/（mS•cm–1），and
that of 9ScSZ coating is 1.52 W/（mS•cm–1）

[16]

Yb GdYbZrO Thermal diffusivities of GdYbZrO coating is only 0.42 mm2/s
（1474.15 K）

[17]

Yb LaYbZrO Thermal diffusivities of 0.67 mm2/s（1474.15 K） [18]

Gd La16-5Gd5Zr16O56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La2Zr2O7 coating is 1.29 W/（m•K），and that
of La16-5Gd5Zr16O56 coating is only 0.84 W/（m•K）（1874.15 K）

[19]

Ce La2（Zr0.75Ce0.25）2O7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is 1.01 × 10–5 K-1（1674.15 K） [20]

Ce （Sm0.2La0.8）2（Zr0.7Ce0.3）2O7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is up to 1.08 × 10–5 K-1（1674.15 K） [21]

Er 3Er-7YSZ Corrosion depth of molten VA is decreased from 322.5 μm to
86 μm（1524.14 K，5 h）

[22]

Yb Yb2Zr2O7 Corrosion depth of La2Zr2O7 coating is more than 100 μm，while that of
Yb2Zr2O7 coating is only 33 μm（CMAS，1474.15 K，100 h）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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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涡轮叶片基底的表面温度。隔热效果主要

受涂层热导率、比热容、热扩散系数的影响，且三

者关系密切，其中比热容决定高温下涂层吸收热量

的能力，通过稀土掺杂，降低比热容系数，可改善涂

层材料隔热效果。 

2.1.1    比热容

掺杂一种或多种稀土元素可有效降低比热容

系 数 。Qu 等 [4] 在 ZrO2 涂 层 中 掺 杂 稀 土 元 素 Y、

Dy， 分 别 制 备 了 （ DyY） Zr2O7 和 4  mol%Y2O3-
ZrO2 涂层。1173.15 K 时，其比热容分别为 0.422 J/
（g•K）和 0.329 J/（g•K）。而 ZrO2 涂层在 1141 K 时，

比热容已高达 0.631 J/（g∙K） [25]。Luo 等 [26] 选择元

素 Ce、Ca 掺 杂 ， 制 备 了 （La0.8Ce0.2） 2（Zr0.7Ce0.3） 2

O7.2（ LCZC） 和 （ La0.6Ce0.2Ca0.2） 2（ Zr0.7Ce0.3） 2

O7（LCCZC）涂层。研究发现 LCZC 涂层的比热容

高于 La2Zr2O7 涂层，1473 K 时，两种涂层的比热容

分别约为 0.71 J/（g•K）和 0.66 J/（g•K）。同时发现

相 同 温 度 下 ，LCCZC 涂 层 的 比 热 容 仅 为 0.63  J/
（g•K）。因而，稀土元素的选择成为了改善涂层比

热容的关键。

Wang 等 [25] 用元素 Ce、Hf 分别掺杂 La2Zr2O7

涂 层 ， 系 统 性 地 研 究 了 La2O3、 ZrO2、 CeO2、

HfO2 和 La2（Zr1-xBx）2O7（B = Hf，Ce；x = 0，0.1，0.2，

0.3，0.4，0.5）涂层之间的比热容关系。结果表明随

着掺杂量 x 的增大，La2（Zr1-xBx）2O7 涂层的比热容

逐 渐 递 减 。1141 K 时 ，ZrO2、La2Zr2O7、La2（Zr0.6
Hf0.4） 2O7、La2（Zr0.6Ce0.4） 2O7 涂 层 比 热 容 分 别 为

0.631 J/（g•K）、0.507 J/（g•K）、0.457 J/（g•K）、0.478 J/
（g∙K）。这是由于温度相同时，比热容大小关系是：

ZrO2 > CeO2 > La2O3 > HfO2。因此掺杂比热容较

小的稀土元素可以明显降低涂层比热容。

然而，以上研究都忽略了过量掺杂稀土对涂层

比热容的影响。张少朋等[27] 研究了 Gd2（CexZr1-x）2

O7（x = 0，0.1，0.2，0.3）涂层的比热容，结果发现随

着掺杂量 x 的增加，Gd2（CexZr1-x）2O7 涂层比热容

的 降 低 程 度 逐 渐 变 小 。1074.15 K 时 ，Gd2Zr2O7、

Gd2（Ce0.1Zr0.9） 2O7、Gd2（Ce0.2Zr0.8） 2O7、Gd2（Ce0.3
Zr0.7）2O7 涂层的比热容分别约为 0.466 J/（g•K）、

0.460 J/（g•K）、0.456 J/（g•K）、0.455 J/（g•K）。结合

这 四 种 涂 层 试 样 的 密 度 分 别 为 93.9%、 95.8%、

96.1%、96.3%，可以发现过量掺杂稀土元素抑制气

流在涂层孔隙中流通。这表明过量掺杂稀土在一

定程度上对涂层比热容的降低是不利的。

因此，降低涂层材料比热容最直接的方式是掺

杂比热容较小的稀土元素，但目前的研究中，在克

服稀土元素过量掺杂对涂层比热容的不利影响问

题上，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同时，高温下

服役的热障涂层材料，涂层表面与涂层内部存在一

定的温度梯度差，出现的热扩散现象会导致黏结

层、基底温度的进一步上升，为抑制高温环境通过

涂层内部传热对基底材料造成恶劣影响，还需进一

步分析稀土掺杂对热障涂层热扩散系数影响。 

2.1.2    热扩散系数

通过掺杂稀土元素影响声子平均自由程，可降

低 热 扩 散 系 数 。 Chen 等 [5] 掺 杂 稀 土 元 素 La、
Gd、Yb，制备了 1%La2O3-2%Gd2O3-2%Yb2O3-YSZ
（LGYYSZ）涂层。结果表明 1674.15 K 时，LGYYSZ、

YSZ 涂 层 的 热 扩 散 系 数 分 别 约 为 0.33  mm2/s、
0.37 mm2/s。对比该实验中声子平均自由程的变

化，可以发现稀土元素 La、Gd、Yb 的掺杂降低了该

涂层的声子平均自由程。Li 等[28] 研究了不同含量

稀土元素 Sm 掺杂 La2Zr2O7 涂层热扩散系数的变

化，发现相同温度时，（La1-xSmx）2Zr2O7（x = 0.25，

0.50，0.75，1）涂层的热扩散系数均小于 La2Zr2O7

涂层。其中（La0.5Sm0.5）2Zr2O7 涂层的热扩散系数

最低，1174.15 K 时，仅为 0.42 mm2/s。而 1174.15 K
时，（La0.25Sm0.75）2Zr2O7、Sm2Zr2O7 涂层的热扩散

系数分别接近于 0.44 mm2/s、0.46 mm2/s。可见，稀

土过量掺杂也不利于热扩散系数的降低。

为了进一步研究稀土过量掺杂对涂层热扩散

系数的影响，Zhou 等 [29] 选取稀土元素 Ce 进行掺

杂，制备了 xCeO2-SmTaO4（x = 2%，4%，6%，8%）涂

层。研究表明相同温度下，该涂层的扩散系数均低

于未掺杂的 SmTaO4 涂层。其中 2%CeO2-SmTaO4 涂

层的热扩散系数最低，在 1074.15 K 时，约 0.37 mm2/s。
而相同温度下，6%CeO2-SmTaO4、SmTaO4 涂层的

热扩散系数分别约为 0.45 mm2/s、0.49 mm2/s。结

合该实验研究中声子平均自由程数据结果，可以发

现稀土过量掺杂会导致声子平均自由程的提高。

因而，通过稀土掺杂降低声子平均自由程，是降低

涂层材料热扩散系数最为有效的途径。

由热扩散系数公式可知，降低热扩散系数的同

时，材料的热导率也会发生变化。研制新型热障涂

层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低热导率，因此，除了分析

热扩散系数影响外，对于稀土掺杂的热导率影响研

究也相继展开。 

2.1.3    热导率

研究学者们尝试将各种稀土元素掺杂到热障

涂层材料中，对其热导率进行研究，以期通过掺杂

适量的稀土元素获得隔热性能优良的涂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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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等[30] 研究了稀土元素 Y、Er 共同掺杂 ZrO2 涂

层 的 热 导 率 的 变 化 ， 结 果 表 明 相 同 温 度 时 ，Er-
ZrO2、Y-Er-ZrO2 涂层的热导率均小于 Y-ZrO2 涂

层。1474.15 K 时，Y-Er-ZrO2、Er-ZrO2、Y-ZrO2 涂

层的热导率分别约为 0.59 W/（m•K）、0.70 W/（m•K）、

0.95 W/（m∙K）。对比稀土元素之间的离子半径和

原子质量可以发现，稀土元素 Er 与 Zr 之间的原子

质量和离子半径差远大于 Y 与 Zr。由此，原子质

量、离子半径相差较大的稀土元素掺杂可有效降低

涂层的热导率。

同样，Díaz-Guillén 等 [31] 选择相同量、种类不

同的稀土元素 RE（RE=La，Nd，Sm，Dy，Er）进行掺

杂，制备了Gd1.6RE0.4Zr2O7 涂层。研究发现Gd1.6Er0.4
Zr2O7、Gd1.6Nd0.4Zr2O7 涂层的热导率较低，874.15 ～
1074.15 K 时，其在 1.3～1.6 W/（m∙K）之间，而相应

的 Gd1.6RE0.4Zr2O7（La，Sm，Dy）和 Gd2Zr2O7 涂层

的热导率在 1.6～2.0  W/（m•K）之间。对不同的

RE 取代 Gd2Zr2O7 中 Gd 时，产生的原子质量、离子

半径、相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Er、Nd 稀土

元素掺杂所产生原子质量、离子半径的变化最大，

而且只有 Gd1.6RE0.4Zr2O7（Er，Dy）涂层为缺陷萤石

相结构，其他都是烧绿石相结构。因而，涂层热导

率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主要受稀土元素种

类及其掺杂量、相结构类型的综合影响。

另外，稀土元素掺杂诱导涂层晶体结构发生相

变，可以获得热导率较低的涂层材料。Wu 等[32] 研

究了（Nd1-xYbx）2Zr2O7（x = 0.2，0.4，0.6，0.8，1）涂层

在室温至 1474.15 K 之间的热导率，研究结果表明，

x < 1 时，均低于 Nd2Zr2O7 涂层的热导率。（Nd0.6
Yb0.4）2Zr2O7 涂层的热导率最低，1074.15 K 时，其

为 1.16 W/（m∙K）。而 Nd2Zr2O7 涂层在 1074.15 K
时的热导率已接近 1.50 W/（m•K）。其根本原因在

于 Yb 替代部分的 Nd，形成了新的声子散射位点，

加剧了声子散射程度，从而降低 Nd2Zr2O7 涂层的

热导率（图 1（a），（b））。同时，x = 0.4 时，（Nd1-x
Ybx） 2Zr2O7 涂 层 中 r（RE3+） /r（Zr4+） 为 1.47， 接 近

1.46[33]。此时，该涂层晶体结构已处于烧绿石相向

缺陷萤石相转变的临界状态。这说明晶体转变的

临界状态可能是缺陷浓度（畸变程度）最大，其声子

散射程度最强。
 

(a) (b)

Zr5+

Yb3+

Nd3+

O2− (8b)

O2− (48f) 

图 1    Nd2Zr2O7 和（Nd1-xYbx）2Zr2O7 晶体[32]　（a）Nd2Zr2O7 晶体结构；（b）（Nd1-xYbx）2Zr2O7 声子散射的示意图

Fig. 1    Nd2Zr2O7 and（Nd1-xYbx）2Zr2O7 crystals
[32]　（a）Nd2Zr2O7 crystal structure；（b）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phonon scattering

in（Nd1-xYbx）2Zr2O7
 

大多数研究学者只基于原子质量、离子半径选

择稀土元素进行掺杂，虽然使涂层材料的热导率大

大降低，但是并没有考虑稀土掺杂诱导涂层发生晶

体结构转变时，其晶格畸变程度的变化，这无法充

分发挥稀土掺杂降低涂层材料热导率的能力。因

而，选取原子质量、离子半径相差较大，且诱导涂层

相结构转变的稀土元素是大幅度地降低涂层材料

热导率的一个未来可行的方案。

削弱涂层高温下的传热效应，可以改善涂层耐

热性。然而涂层服役过程中，会出现热膨胀现象，

为了使涂层正常服役，需要考虑涂层材料与基底材

料热膨胀系数的匹配，否则热循环下界面处会产生

热应力，从而产生裂纹使涂层脱落，最终失效。 

2.1.4    热膨胀系数

由于稀土元素掺杂可以在热障涂层材料的晶

体结构中形成空位、原子排列乱序等缺陷结构，有

利于晶格能（lattice energy，U）的提高和化学键强的

降低，因此许多研究者利用稀土元素掺杂，使涂层

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提高，从而有效缓解涂层-基体

的热不匹配，减少应力集中，延长其热循环寿命。

Jiang 等 [34] 在 ZrO2 涂层中共同掺杂稀土元素 Ce、
Gd，制备了 16 mol%CeO2-4 mol%Gd2O3-ZrO2（16Ce–
4Gd） 涂 层 。 研 究 表 明 其 热 膨 胀 系 数 远 高 于

4YSZ 涂层。1474.15 K 时，16Ce-4Gd、4YSZ 涂层

86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的热膨胀系数分别是 1.16 × 10–5 K–1、1.06 × 10–5 K–1。

Keyvani 等[6] 掺杂稀土元素 Gd，制备了（La1–xGdx）2

Zr2O7（x = 0，0.2，1）涂层。研究发现在 774.15 ～
1274.15 K 时，其热膨胀系数的大小关系为：（La0.8
Gd0.2） 2Zr2O7  >  Gd2Zr2O7  >  La2Zr2O7。 1274.15  K
时，这三种涂层的热膨胀系数分别近似为 0.94 ×
10–5 K–1、0.87 × 10–5 K–1、0.60 × 10–5 K–1。对比稀土

元素，可以发现 Gd 的电负性为 1.2，大于 La（1.1）[35]。

在稀土元素 Gd 掺杂替代 La 的过程中，使得 IRE-O
键强减弱，而且也形成局部原子乱序，有助于降低

晶格能，从而提高涂层材料的热膨胀系数。

随后，Wang 等[36] 选取电负性较大的稀土元素

Sc 进行掺杂，制备了（Gd1-xScx）2Zr2O7（x = 0，0.025，

0.05，0.075，0.1，0.2）涂层。结果表明（Gd1-xScx） 2

Zr2O7（ x  ≠  0） 涂 层 的 热 膨 胀 系 数 均 高 于 未 掺 杂

Sc 元 素 的 Gd2Zr2O7 涂 层 。 当 x =  0.075 时 ， 其 在

299.15 ～ 1774.15 K 之间的平均热膨胀系数最大，

为 1.16 × 10−5 K−1，而 Gd2Zr2O7 涂层的平均热膨胀

系数为 1.11 × 10−5 K-1。结合其实验分析的结果，可

以发现 x = 0.075 时，该涂层的晶格常数最大，原子

间 距 最 大 ， 使 得 晶 体 能 降 至 最 低 。 因 此 在 x  =
0.075 时涂层的热膨胀系数最大。

Zhang 等 [24] 研究对比（Nd1-xYbx）2AlTaO7（x =

0，0.1，0.3，0.5，0.7，0.9，1）涂层的热膨胀系数变化

时，发现 x < 0.5 时，该涂层的热膨胀系数随 x 的增

大而降低且变化程度逐渐变缓，x > 0.5 时，为相反

趋势（图 2（a），（b））。其原因在于稀土元素 Yb 相

对于 Nd 有着较小的离子半径、较大的电负性，引

起晶格能增加和 IRE-O 键强降低。并在 x = 0.5 时，

这种综合影响基本相互抵消，该涂层的热膨胀系

数 达 到 最 低 ， 1474.15 K 时 ， 为 8.8  ×  10−6 K−1， 而

Nd2AlTaO7 涂 层 在 1474.15 K 时 的 热 膨 胀 系 数 为

9.9 × 10−6 K−1。这说明电负性、离子半径较大的稀

土元素掺杂有利于涂层热膨胀系数的提高。基于

电负性、离子半径选择稀土元素掺杂，从而改善涂

层的热膨胀系数。目前利用稀土元素掺杂实现涂

层热膨胀系数显著提高的相关研究较少，而且，通

过稀土元素掺杂同时降低化学键强和晶体能的研

究仍需进一步深入。

稀土掺杂热障涂层可以改善材料热物理性能，

更好地保证涡轮叶片的正常工作，但热障涂层处于

复杂的高温工作环境中，对于应力集中、应变和

裂纹较为敏感，且易受外来高速颗粒的撞击，诱

发涂层过早开裂、剥落。如何改善涂层材料的力

学性能成为当前研究工作者最为关注的一个热点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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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Nd1-xYbx）2AlTaO7 涂层的热膨胀系数[24]　

Fig. 2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of（Nd1-xYbx）2AlTaO7 ceramics
[24]　（a）x = 0，0.1，0.3；（b）x = 0.5，0.7，0.9，1

 
 

2.2    力学性能

目前，对于涂层材料力学性能的改性主要集中

于硬度、断裂韧度、弹性模量三个方面，其中，硬度

作为抵抗外界物质侵入的力学指标，具有重要的研

究意义。 

2.2.1    硬度

掺杂稀土元素导致的晶粒细化可显著提高致

密性，从而提升涂层硬度。Shu 等[37] 等选取稀土元

素 Gd、Ce 共同掺杂，制备了 GdNdZrCeO7、Nd2Ce2

O7 涂层，研究发现这两种涂层的硬度值分别为

5.37 GPa、6.61 GPa，而未掺杂的 Gd2Zr2O7 涂层仅

为 5.10  GPa。对稀土掺杂后涂层材料的微观形

貌 进 行 观 察 ， 可 以 发 现 “ 双 峰 结 构 （ bimodal
microstructure）”的形成，致密性得以提高，且涂层

中的晶粒趋于细化。为了对比晶粒大小、致密性对

涂层硬度的影响，Guo 等[38] 进一步研究了不同含量

（ 种 类 ） 稀 土 元 素 掺 杂 制 备 的 Gd2Zr2O7、 （Gd0.94
Yb0.06）2Zr2O7、（Gd0.925Sc0.075）2Zr2O7、（Gd0.865Sc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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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0.06） 2Zr2O7、 （Gd0.8Sc0.1Yb0.1） 2Zr2O7 涂 层 的 硬

度，结果表明不同含量（种类）稀土元素掺杂，涂

层材料的硬度值大小也不相同，其中最为致密、晶

粒较为细小的（Gd0.94Yb0.06）2Zr2O7 涂层硬度值最

大，为 6.82 GPa。而 Gd2Zr2O7 涂层的硬度值仅为

6.75 GPa。
Matović等 [39] 研 究 了 不 同 Sm2O3 掺 杂 量 对

Pr2Zr2O7 涂层硬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 Sm2O3 掺

杂量的增加，其硬度值逐渐增大，且 Sm2Zr2O7 涂层

的硬度值最大，为 9.9 GPa，远大于未掺杂的 Pr2Zr2
O7 涂层（8.9 GPa）。Vojtko 等 [40] 用等离子烧结的

方法，制备了掺杂量分别为 14.9%Ce 和 18.0%Ce
（质量分数）的 ZrO2 涂层，研究发现，稀土元素 Ce
掺杂量过大会导致该涂层硬度的降低。14.9%Ce
O2-ZrO2、 18.0%CeO2-ZrO2 涂 层 硬 度 值 分 别 为

19 GPa、15 GPa 左右。同样，Schmitt 等 [41] 也选取

不同含量的稀土元素 Gd 掺杂 ZrO2 涂层，研究表明

过量的稀土元素 Gd 降低了该涂层的硬度，其硬度

低 于 未 掺 杂 的 ZrO2 涂 层 。 31.58  mol%GdO1.5-
ZrO2、50 mol%GdO1.5-ZrO2、ZrO2 涂层的硬度分别

为 14.5 GPa、11.7 GPa、13.2 GPa[42]。可见，稀土元

素掺杂量的选取对涂层硬度的影响极大，而且过度

掺杂会导致涂层硬度的下降。

如何解决稀土元素过量掺杂对涂层硬度不利

的影响仍然是当前的研究难题，而且稀土过量掺杂

对涂层硬度的影响机理也需进一步研究。当涂层

表面由于硬度不足而产生裂纹时，除上述改善材料

硬度的方法外，提升材料的断裂韧度可以阻碍裂纹

进一步扩展，从而延缓涂层失效。 

2.2.2    断裂韧度

在稀土元素掺杂对热障涂层断裂韧度影响的

研究中发现，不仅稀土元素种类、含量对断裂韧度

有明显的影响，稀土掺杂引起相结构类型的变化也

对断裂韧度有非常大的影响。Borik 等[43] 采用显微

压痕的方法，沿{100}平面评估了（ZrO2） 0.972（Y2

O3） 0.02（ СeO2） 0.008、 （ ZrO2） 0.972（ Y2O3） 0.02（ Nd2
O3） 0.008 和 （ ZrO2） 0.972（ Y2O3） 0.02（ СeO2）

0.004（Nd2O3）0.004 涂层材料的断裂韧度（图 3）。压

头对角线沿 < 100 > 方向时，三种涂层的断裂韧度

值分别为（15.0 ± 0.5） MPa•m1/2、（12.0 ± 0.5） MPa•m1/2、

（13.5 ± 0.5） MPa•m1/2；压头对角线沿 < 110 > 方向

时，对应的值分别为（10.5 ± 0.5 ）MPa•m1/2、（9.5 ±
0.5） MPa•m1/2、（10.5 ± 0.5） MPa•m1/2。而 2.5～3.5
mol%Y2O3-ZrO2 仅为 6 MPa•m1/2 左右。这说明稀

土元素掺杂涂层的增韧效果显著，同时也说明稀土

元素的选择对涂层的增韧效果非常关键。

(a) (b) (c)

(d) (e) (f)

<100>
<110>

<100>
<110>

 

图 3    不同晶体在 2 kg 载荷下压入后的表面图像[43]　（a，d）（ZrO2）0.972（Y2O3）0.02（СeO2）0.008；（b，e）（ZrO2）0.972（Y2O3）0.02
（Nd2O3）0.008；（c，f）（ZrO2）0.972（Y2O3）0.02（СeO2）0.004（Nd2O3）0.004（压头对角线方向为（a-c） < 100 > 和（d-f） < 110 > ）

Fig. 3    Surface images of different crystals after indentation at a load of 2 kg[43]　（a，d）（ZrO2）0.972（Y2O3）0.02（СeO2）0.008；（b，e）
（ZrO2）0.972（Y2O3）0.02（Nd2O3）0.008；（c，f）（ZrO2）0.972（Y2O3）0.02（СeO2）0.004（Nd2O3）0.004（The diagonal direction of in-
denter is（a-c） < 100 > and（d-f） < 110 >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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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等 [44] 选取稀土元素 Sc 掺杂，制备（RE0.9
Sc0.1）2Zr2O7（RE = La，Nd，Sm，Gd，Dy，Er）涂层，研

究了稀土元素 Sc 对不同 RE2Zr2O7 涂层断裂韧度

的影响。研究发现稀土元素 Sc 掺杂大幅度地提高

了 RE2Zr2O7 涂层的断裂韧度。（Gd0.9Sc0.1）2Zr2O7

涂层的断裂韧度最大，约为 1.39 MPa•m1/2，且对于

Gd2Zr2O7 涂层（约 0.82 MPa•m1/2），Sc 元素增韧效

果最为明显，增幅高达 0.57 MPa•m1/2。这是由于

Sc3+与 RE3+之间离子半径、原子质量的差异，Sc 元

素掺杂形成晶格畸变或局部原子乱序，增大内聚能

（cohesive energy），从而使断裂能增加。同时，10
mol%Sc2O3 掺杂 Gd2Zr2O7 涂层，诱导相结构由烧

绿石相向缺陷萤石相转变，这一过程吸收了部分断

裂能，也引入了第二相。可见，稀土元素掺杂引入

第二相可大幅度提高涂层的断裂韧度。

基于上述研究，Wu 等[32] 选择了更高含量的稀

土 元 素 Yb 掺 杂 Nd2Zr2O7 涂 层 ， 制 得 （Nd1-xYbx）

2Zr2O7（x = 0.0，0.2，0.4，0.6，0.8，1）涂层。研究发现

随着 Yb 掺杂量 x 的增大，（Nd1-xYbx）2Zr2O7 涂层

的断裂韧度逐渐增加。x = 0.4～0.6 时，该涂层相结

构从烧绿石相向缺陷萤石相转变；x = 0.8 时，其断

裂韧度最大，为 1.59 MPa•m1/2，Nd2Zr2O7 涂层的断

裂韧度仅为 1.27 MPa•m1/2；x = 1 时，单一缺陷萤石

相结构 Yb2Zr2O7 涂层的断裂韧度比 x = 0.8 时略

低，约为 1.47 MPa•m1/2。其原因在于 Yb 元素完全

替代 Nd，使得该涂层的晶体结构中原子排列趋向

于有序化，从而降低了断裂能。

以往的研究者只从晶格畸变的角度出发，选择

稀土元素，以至涂层的增韧效果并不理想。因此，

未来可利用特殊涂层材料（如 A2B2O7 型）的相变特

性，诱导相变，引入第二相（尤其是韧性相）来最大

可能地增韧涂层。而与增强韧性相反，过高的硬度

会导致涂层材料的过脆，这已成为热障涂层材料最

大的一个弱点，因此适当降低弹性模量有利于断裂

韧度和抗热震能力的提高，是使其获得良好综合力

学性能的根本途径之一。 

2.2.3    弹性模量

为了降低涂层材料的弹性模量可以采用掺杂

稀土元素的方式，对其进行改性。Kushwaha 等[45]

选取元素 La、Nd、Sm、Eu，分别制得了 La2Zr2O7、

Nd2Zr2O7、Sm2Zr2O7 和 Eu2Zr2O7 涂层，研究发现所

有掺杂的 ZrO2 涂层的块体模量均低于未掺杂的

ZrO2 涂层。其中 Nd2Zr2O7 涂层的块体模量最低，

仅为 131 GPa，而 ZrO2 涂层的块体模量高达 194
GPa[46]。Liu 等[47] 通过理论研究，对比分析了 ZrO2

和 La2Zr2O7 涂层晶体结构，发现稀土元素 La 掺杂

替代部分的 Zr，会有氧空位、点缺陷的形成，出现

弹性常数下降，因而 La2Zr2O7 涂层的杨氏模量为

214 GPa，远低于 ZrO2 涂层（540 GPa）。这说明稀

土掺杂降低涂层弹性模量的效果明显。

Zhao 等 [48] 选择稀土元素 Nd 进行掺杂，构建

了 Gd2-xNdxZr2O7、Gd2Zr2-xNdxO7（ x  =  0.0，0.5，1.0，

1.5， 2.0） 。 通 过 模 拟 研 究 发 现 ， Nd 掺 杂 替 代

Gd2Zr2O7 涂层中部分的 Zr 时，其块体模量、剪切模

量、杨氏模量有了很大的降低，x = 2 时，其块体模

量、剪切模量和杨氏模量达到最小值，比未掺杂的

Gd2Zr2O7 涂 层 分 别 下 降 了 近 24%、 77%、 74%
（图 4）。随后，Zhao 等[49] 择取 Yb 为掺杂元素，系

统性地研究了 Gd2-xYbxZr2O7（x = 0.0，0.5，1.0，1.5，

2.0）涂层弹性模量的变化。研究发现 x < 2 时，该

涂层的弹性模量均低于未掺杂的 Gd2Zr2O7 涂层；

x = 0.5 时，其块体模量、剪切模量、杨氏模量值最

低 ， 分 别 为 179.0  GPa、 88.9  GPa、 228.8  GPa。 而

Gd2Zr2O7 涂层的块体模量、剪切模量、杨氏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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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Gd2-xNdxZr2O7 和 Gd2Zr2-xNdxO7 涂层的体积模量、剪切模量和杨氏模量与 Nd 含量的关系曲线[48]　（a）Gd2-xNdxZr2O7；
（b）Gd2Zr2-xNdxO7

Fig. 4    Fitting curves of the bulk modulus（B），shear modulus（G）and Young’s modulus（E）for Gd2-xNdxZr2O7 and Gd2Zr2-xNdxO7
ceramics with the Nd content[48]　（a）Gd2-xNdxZr2O7；（b）Gd2Zr2-xNdx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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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91.8 GPa、96.2 GPa、243.7 GPa，Yb2Zr2O7

涂层块体模量、剪切模量、杨氏模量值分别为 206.5
GPa、106.8 GPa、273.3 GPa。该作者又对比研究了

Gd2Zr2O7 和 Yb2Zr2O7 涂层晶体结构的弹性常数，

结 果 表 明 Yb2Zr2O7 晶 体 结 构 的 弹 性 常 数 （ C11、

C12、C44）均大于 Gd2Zr2O7。因此 Yb 作为掺杂元

素，降低 Gd2Zr2O7 涂层弹性模量的程度较低，而

Gd 作为掺杂元素，大幅度降低了 Yb2Zr2O7 涂层的

弹性模量。这些结果再次说明了稀土元素掺杂可

有效降低涂层的弹性模量。未来可基于同种晶体

结构，选择弹性常数较低的稀土元素进行掺杂，从

而大幅度地降低涂层的弹性模量。 

2.3    抗熔融 CMAS腐蚀性

尽管热障涂层材料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与热

物理性能，但在高温环境中，其易受熔融 CMAS 腐

蚀的特性成为了极其致命的一个缺陷，而这一缺陷

改善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其高温化学惰性和抑制

熔融 CMAS 渗透的能力，其中，提高高温化学惰性

有利于抑制热化学反应，从而提高涂层耐蚀性能。 

2.3.1    高温化学惰性

高温下，Ca2+与 RE3+之间较强的亲和性是热障

涂层与熔融 CMAS 发生化学反应的主要因素。因

此，稀土元素的选择对涂层材料在熔融 CMAS 腐

蚀 过 程 中 的 化 学 惰 性 有 决 定 性 作 用 。Duluard
等 [50] 研究了 Gd2Zr2O7 和 2ZrO2•Y2O3 涂层分别与

CMAS 在不同温度下的热化学反应，认为 2ZrO2•
Y2O3 涂层的化学惰性优于 Gd2Zr2O7 涂层，是因为

在所有的测试温度下，2ZrO2•Y2O3 涂层中残余熔

融 CMAS 的 CaO、 SiO2 含 量 均 高 于 Gd2Zr2O7 涂

层。同时，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析结果表明，

2ZrO2•Y2O3 涂层与熔融 CMAS 的反应速率低于

Gd2Zr2O7 涂层，说明 2ZrO2•Y2O3 涂层相对于 Gd2
Zr2O7 涂层有着更好的高温化学惰性。Perrudin 等[51]

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稀土氧化物 RE2O3（RE = Nd，

Sm，Gd，Dy，Yb）与熔融 CMAS 在高温下的相互作

用，以揭示稀土元素对涂层化学惰性的影响机理。

研究表明稀土元素随着离子半径的减小，其氧化物

的离子场强逐渐增强，IRE-O 键强变强，不易发生断

裂，Ca2+与 RE3+之间的亲和性也随之减弱。稀土元

素 Y 的离子半径小于 Gd，故而 2ZrO2•Y2O3 涂层的

高温化学惰性较好。

随后，Fang 等[52] 在 ZrO2 涂层中掺杂了稀土元

素 Yb、Y，进而获得了在熔融 CMAS 作用下，具有

高温化学惰性的 YbYSZ（4.0 mol%Yb2O3～0.5 mol
%Y2O3-ZrO2）涂层。通过模拟实验研究了 CMAS/

YSZ 和 CMAS/YbYSZ 界面模型中原子的扩散系数

（diffusion coefficient，D），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

见，元素 Ca 和稀土元素 RE（Y，Yb）的 D 值最大，

这也再次说明 Ca、RE 原子扩散是涂层与熔融 CMAS
发生化学反应的根本诱因。稀土元素 Yb 比 Y 更

不 容 易 扩 散 ， 同 时 稀 土 元 素 Yb 的 掺 杂 降 低 了

CMAS/YSZ 模型中原子的扩散系数，尤其是 Ca 和

Y 原子。CMAS/YSZ 模型中 DCa = 1.30761、DY =
0.39946， CMAS/YbYSZ 模 型 中 DCa  =  0.63499、

DY = 0.21856。 这 表 明 稀 土 元 素 Yb 掺 杂 抑 制 了

YSZ 涂层与熔融 CMAS 在高温时，原子之间的相

互扩散，从而使 YbYSZ 涂层具有更好的高温化学

惰性。

但是上述研究基于选择离子半径较小的稀土

元素进行掺杂，以提高涂层的高温化学惰性，而稀

土元素的掺杂量是否也会对涂层的高温化学惰性

产生影响以及影响效果多大，仍缺乏相关的实验研

究和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对于未达到熔点的 CMAS 会以颗粒形态撞击

涂层表面以及堵塞气孔，一旦超过熔点后，熔融状

态的 CMAS 会逐步填充涂层裂纹，渗入涂层内部，

造成涂层失效。因此，除提高化学惰性外，还需对

抗 CMAS 渗透能力做出必要分析。 

2.3.2    熔融 CMAS 渗透能力

在热障涂层材料抗熔融 CMAS 渗透能力的研

究中发现，涂层中稀土元素流失，使得涂层的晶体

结构发生畸变，甚至相变，并伴随着体积变化，产生

热 应 力 ， 诱 发 新 的 裂 纹 源 ， 进 一 步 加 速 熔 融

CMAS 渗透。Fan 等 [53] 研究了 7 mol%Sc2O3～0.5
mol%Y2O3-ZrO2（ScYSZ）和 YSZ 两种涂层分别在

1594.15 K 下的耐熔融 CMAS 腐蚀能力。结果表

明，熔融 CMAS 腐蚀 24 h 后，仅在 ScYSZ 涂层横

截面顶部检测到元素 Ca，其底部并没由检测到元

素 Ca，而在 YSZ 涂层的整个横截面都检测到了元

素 Ca。这说明稀土元素 Sc 掺杂 YSZ 涂层，提高

了 YSZ 涂层的抗熔融 CMAS 渗透能力。为了更直

观地研究稀土元素掺杂对涂层抗熔融 CMAS 渗透

能力的影响，表 2 整理了不同稀土元素掺杂涂层

后，熔融 CMAS 的渗透深度。

由表 2 可见，多元稀土元素，可有效提高涂层

的 抗 熔 融 CMAS 渗 透 能 力 。Wu 等 [56] 选 择 Y 和

Ta 元素共同掺杂，制备了 Zr0.66Y0.17Ta0.17O2（ZYTO）

涂层，研究了 ZYTO 和 17YSZ（17 mol%Y2O3-ZrO2）

两种涂层在 1574.15 K 下，熔融 CMAS 的渗透能

力。结果表明熔融 CMAS 腐蚀 100 h 后的 ZYTO 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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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CMAS 腐蚀深度为 80 μm，而 CMAS 腐蚀仅 50 h
后的 17YSZ 涂层，CMAS 腐蚀深度已接近 700 μm。

这是因为 ZYTO 涂层中稀土元素 Y 较低的晶界偏

析速率，使涂层晶界在熔融 CMAS 中溶解程度大

大降低。可见，抑制涂层中稀土元素偏析，是提高

涂层抗熔融 CMAS 渗透能力的关键。此外，由表 2
可知，在涂层中掺杂的稀土元素种类、掺杂量不同，

抗熔融 CMAS 渗透能力的改善程度也不同。最为

明 显 的 是 在 ZrO2 涂 层 中 分 别 掺 杂 稀 土 元 素 Y、

Gd 和 Yb，获得 RE2Zr2O7（RE=Y，Gd，Yb）、7YSZ
涂层。这四种涂层的抗熔融 CMAS 渗透的能力差

别很大。这种差异可能是源于稀土元素流失程度

的不同，也可能源于高熔点、高致密腐蚀产物（如磷

灰石相、钙长石相）的形成量不同。多数研究者选

择离子半径较小，且与元素 Ca（0.1 nm）[51] 离子半

径相差较大的稀土元素掺杂涂层，主要是考虑在减

表 2    熔融 CMAS（VA）在稀土元素掺杂制备的热障涂层中的渗透深度

Table 2    Penetration depth of molten CMAS（VA）in TBCs doped with rare earth elements

Rare earth TBCs Molten salt Corrosion temperature and time Penetration depth/μm Ref

Y 7YSZ CMAS 1474.15 K，24 h 263 [54]

Y Y2Zr2O7 CMAS 1474.15 K，24 h 20 [54]

Gd Gd2Zr2O7 CMAS 1474.15 K，24 h 60 [54]

Yb Yb2Zr2O7 CMAS 1474.15 K，24 h 40 [54]

Y 4.5 mol.%Y2O3-ZrO2 CMAS 1574.15 K，12 h 614.48 [52]

Yb，Y 4.0 mol.%Yb2O3-0.5 mol.%Y2O3-ZrO2 CMAS 1574.15 K，12 h 122.05 [52]

Y 7YSZ VA 1524.15 K，5 h 322.5 [22]

Er，Y 3Er-7YSZ VA 1524.15 K，5 h 86 [22]

Gd，Y 0.5Gd-7YSZ VA 1524.15 K，5 h 108.2 [22]

La La2Ce2O7 VA 1424.15 K，24 h 73 [55]

Gd，La La1.8Gd0.2Ce2O7 VA 1424.15 K，24 h 6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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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MAS/YSZ 和 CMAS/YbYSZ 界面模型中均方位移与时间的关系曲线，其中线性拟合的斜率为扩散系数[52]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  square  displacement（MSD） and  time  of  CMAS/YSZ  and  CMAS/YbYSZ  interface  models，
wherein the slope of linear fitting is diffusion coefficient（D）[52]　（a）Ca；（b）Mg；（c）Al；（d）Si；（e）Zr；（f）Y

第 4 期 稀土掺杂热障涂层的研究进展 91



少涂层中稀土元素流失量的同时，也尽可能的增加

高熔点、高致密性腐蚀产物的形成量。高温下，在

熔融 CMAS 腐蚀涂层的过程中，由于涂层中稀土

元素的流失量减少，晶体结构的畸变程度也随之降

低，有利于抑制熔融 CMAS 渗透。同时，考虑到稀

土元素的离子半径与元素 Ca 的离子半径相差较小

时，会出现部分的 Ca 被 RE 代替，形成（Ca2RE2）
RE6（SiO4）6O2 型磷灰石相，不利于熔融 CMAS 中

元素 Al 含量的累积，也不利于钙长石相（CaAl2
Si2O8）

[57] 的自结晶形核。

通过上述分析，稀土掺杂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

涂层抗 CMAS 能力以及化学惰性，在热物理性能

与力学性能提高的辅助下，掺杂的涂层不仅能够满

足下一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技术要求，同时对于

未 来 新 型 热 障 涂 层 的 进 一 步 改 性 提 供 可 行 性

参考。 

3    展望

热障涂层因可以显著降低发动机叶片表面温

度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目前已经广

泛投入使用的 YSZ 面对发动机推重比的进一步提

高和工作环境温度的进一步上升，已无法满足新一

代航空发动机的技术要求。通过掺杂一定量的稀

土元素可明显提升和改善涂层的热物理性能、力学

性能、化学惰性和抗 CMAS 腐蚀性。近年来，新型

高性能热障涂层的研制工作在稀土掺杂方面取得

了阶段性突破，在部分性能测试上表现优异。本文

就稀土掺杂热障涂层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可以

探索的方向进行归纳总结：

（1）目前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掺杂改性的效果

上，对于稀土元素选取依据的研究较少，而其在稀

土掺杂涂层的性能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因此明

确稀土元素的选取依据，对提升涂层性能意义重大。

（2）稀土过量掺杂会导致涂层部分性能恶化，

掺杂量对涂层各方面性能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

同时，多种稀土同时掺杂的作用下，对于涂层性能

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

（3）已经进入测试阶段的稀土掺杂热障涂层在

制备工艺、可靠性以及评估方法等方面受到一定的

制约，稀土掺杂热障涂层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因

此在研究稀土掺杂热障涂层中要考虑向实际应用

方向转化的可行性。

（4）在热障涂层研究中，大多数性能仅能在材

料级别完成，其并不涉及涂层结构本身，这也是未

来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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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TBC)  is  a  kind  of  thermal  insulation  and  protective  ceramic  material,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working temperature and service life of aero-engine. It has important economic value and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is field.

With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rust-to-weight ratio, the traditional YSZ coating no longer can meet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engine.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hown that  rare  earth  doping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BC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rare earth doping modific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high-performance  TBCs.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s  of  rare  earth  doping  in  high-performance  TBCs  are  summarized,  with

emphasis on the effects of rare earth doping on the mechanical, thermal-physical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BCs to molten CMAS.

The problem of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of TBCs when rare earth is over doped and the deficiency in rare earth selection standard

is discussed. Moreover,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election basis of rare earth doping amount and type will  be the research focus of

TBC material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How to further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TBCs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are

earth doped TBCs.

Key words: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TBCs)；rare earth；mechanical properties；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molten C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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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基合金涡轮叶片的服役损伤机理与性能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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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开展多尺度观察与疲劳性能实验，研究 K403 制涡轮叶片的服役损伤演化机理与疲劳性能衰减行为。结

果表明：外场服役过程中，叶片内部的枝晶分离与破碎，γ'相聚合、筏化，MC 碳化物分解、有害相析出以及晶界弱化

等都会对涡轮叶片的疲劳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基体元素的大量流失致使合金基体软化；另外，服役过程中形

成的大量孔洞和微裂纹，也会进一步降低涡轮叶片的服役性能。经过长期服役后，K403 制涡轮叶片的固溶强化、

析出强化、弥散强化和晶界强化效果均被削弱，从而导致涡轮叶片的疲劳性能发生严重退化、寿命降低；同时，涡轮

叶片的起裂源由亚表面金属学孔洞起裂逐渐转变为碳化物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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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叶片在高温、高压和高速的燃气环境下工

作，承受巨大的离心载荷、瞬变的气动载荷和高频

的振动应力，同时还要承受高温燃气引起的热应力

和氧化腐蚀等 [1]。因此，经过长期服役后，涡轮

叶片的微观组织会发生演化，导致涡轮叶片疲劳

失效。

鉴于涡轮叶片服役载荷环境十分复杂，按照当

前的技术水平，无法实现对涡轮叶片服役环境的完

全准确模拟。因此，出于安全性考虑，工程上常采

用给定涡轮叶片安全寿命的方法，即在预先确定的

服役寿命到达时将涡轮叶片强制退出服役[2-3]。然

而，许多已经“到寿”的涡轮叶片实际上并未严重

损伤，故这种偏于保守的设计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

的资源浪费，大幅增加航空发动机的使用和维护成

本。因此，从安全性和经济性两个方面综合考虑，

若能够揭示涡轮叶片服役过程中的微观组织演变

机理和疲劳性能衰减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清楚地

认识涡轮叶片的损伤和寿命规律，充分挖掘涡轮叶

片的使用潜力、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有效降低维护

成本以及提高发动机使用的可靠性等具有重要意

义[4-7]。

对于服役状态下涡轮叶片微观组织演变机理，

目前公开的研究文献还比较有限，但仍然有不少学

者做出了有价值的研究工作。Tawancy等针对服役

出现的叶身前缘裂纹故障开展了微观形貌观察和

模型预测方法研究，结果显示：局部过热所导致的

元素互扩散引起了大量碳化物沿晶析出，逐渐引起

沿晶裂纹，同时在裂纹附近出现了蠕变孔洞，这些

因素共同引发涡轮叶片故障[8]。谢雨江等针对服役

的某高压涡轮叶片叶尖出现开裂行为开展研究，发

现：该涡轮叶片叶尖在某一时间段受到了摩擦引起

的初始损伤，而环境腐蚀和热应力起到了促进作

用 ， 最 终 导 致 涡 轮 叶 片 宏 观 裂 纹 的 形 成 [9]。

Holländer 等针对 IN738 高温合金燃气轮机叶片制

取叶根和翼型截面小尺寸试样，开展服役造成的微

观组织变化对涡轮叶片拉伸及疲劳性能影响的研

究，结果表明：外场服役引起的翼型截面微观组织

演化造成了涡轮叶片内部的微观损伤，从而最终导

致了涡轮叶片拉伸性能的下降；另外与叶根试样相

比，翼型试样的拉伸性能降低得更多[10]。Kanesund
等开展了服役过程中的热腐蚀行为对 IN792 涡轮

叶片变形及破坏规律的影响研究，揭示涡轮叶片晶

间破坏的主要机理，并阐释了寿命变化规律[11]。冯

强等针对涡轮叶片服役损伤开展了长期研究，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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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材质的涡轮叶片开展服役后的疲劳性能实验，

描述其微观特征的变化规律，并且提出了根据涡轮

叶片微观特征反推服役温度的方法[12-14]。

针对涡轮叶片服役损伤演变规律的研究，目前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涡轮叶片的材

料服役损伤行为方面，采用标准件或取样件开展相

关研究，而针对全尺寸涡轮叶片的研究还比较有

限；（2）特定的载荷条件方面，在实验室环境下按照

一定的载荷条件（大多为单一载荷）或针对某一段

服役时间内涡轮叶片的损伤规律开展研究，而涡轮

叶片的真实服役载荷条件要复杂得多；（3）单一微

观损伤特征方面，大多研究只针对某单一微观损伤

特征开展研究，而无法全面反应和揭示涡轮叶片的

微观损伤规律。鉴于以上，本工作针对涡轮叶片服

役损伤演变规律开展真实服役环境下全尺寸涡轮

叶片的多服役时间间隔、多微观特征提取的相关研

究工作。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外场服役涡轮叶片试样

研究对象为某低压一级涡轮工作叶片，其制造

材料为 K403 高温合金。K403 是等轴晶铸造的镍

基高温合金，在 1000 ℃ 以下具有优异的持久强

度，常用于制造 1000 ℃ 以下工作的燃气涡轮导向

叶 片 和 900 ℃ 以 下 工 作 的 涡 轮 转 子 工 作 叶 片 。

K403 的名义成分如表 1 所示，主要热处理制度为：

1210 ℃，4 h，空冷。
 

表 1    K403合金的名义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Nominal composition of K403 superalloy（mass fraction/%）

C Cr Co W Mo Al Ti Fe B Zr Ni

0.14 11.32 5.41 5.17 4.24 5.32 2.61 ≤ 1.0 0.017 0.06 Bal
 
 

为了开展多服役时间间隔、多微观特征提取的

损伤机理研究工作，选取在外场服役 0 h、1250 h、

1500 h 的涡轮叶片来开展研究，对所有获取的叶片

进行仔细观察和检测，以确定服役后涡轮叶片表面

的形貌差异性。

对获取的涡轮叶片进行清洗，在所有叶片的相

同位置（如图 1 中所示的危险部位）进行水平方向

切 割 取 样 。 依 次 采 用 250#、 400#、 800#、 1200#、
1500#、 2000#、 3000#的 砂 纸 进 行 打 磨 和 5000#、
20000#的抛光液进行抛光。采用 5 g 硫酸铜 + 100 mL
盐酸（36%～38%）+ 100 mL 酒精配制的腐蚀溶液

对抛光后的表面进行化学腐蚀。采用光学显微镜

（OM） 、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SEM） 和 能 谱 分 析 仪

（EDS）对腐蚀样品截面的微观形貌和元素成分进

行观察和检测，观测时采用的主要参数为：加速电

压 15 kV、工作距离 10.7 mm、探测器角位置 45°、
计数时间 35 s、死区时间约 13%。在不同的放大倍

率下，观察涡轮叶片的典型介观、微观形貌，如图 1
所示。 

1.2    高低周复合疲劳实验

为了研究服役损伤对涡轮叶片疲劳性能的影

响规律，在实验室条件下开展该型涡轮叶片的高低

周复合疲劳寿命实验。

选用三组叶片样品，其对应的服役时间分别为

0 h、1250 h 和 1500 h。实验前，对样品进行仔细观

察，以保证样品表面没有明显的微观缺陷和裂纹

源。实验过程中，采用疲劳试验机施加低周载荷，

采用电磁激振器施加高周载荷，采用感应加热炉施

加热载荷；同时，为了避免低周载荷与高周载荷的

相互干扰，设计了专用夹具。具体的实验流程已在

相关文献中进行详细介绍[15]，此处不再赘述。 

2    结果与讨论

三组涡轮叶片复合疲劳实验数据（每组 10 个

有效数据）如表 2 所示。

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计算得到三组叶

片的剩余安全寿命，并分析其变化规律。图 2 为三

组实验数据绘制在双对数坐标系中，拟合得到对应

的疲劳特性曲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1500 h 实验

数据仅选取了两组载荷水平，因此对于该组数据的

拟合，采用了先分别计算各个载荷水平实验数据的

平均值，再进行数据拟合的方式），对应的拟合关系

式和相关系数在图中进行标注；接着，依据使用单

位提供的数据，可知外场等效振动应力（即涡轮叶

片服役期间的平均振动应力）为 13.27 MPa，因此，

将三组实验数据分别依据各自的疲劳特性曲线，采

用线性等比例折算方式，折算至外场等效振动应力

状态；最后，采用 Smith 商用软件对折算得到的数

据进行概率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三组数据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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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bull 统计分布规律。

按照 99.87%的可靠度和 95%的置信度，最终

计算得到三组涡轮叶片的安全寿命分别为 18562 h，

6310 h 和 3357 h，具体的寿命分析结果汇总于表 3

中。通过寿命对比，可以看出：随着服役时间的延

长，涡轮叶片的剩余安全寿命逐渐减小；到 1500 h
时，安全寿命的衰减比例高达 82%，其疲劳性能显

著降低。
 

表 3    不同服役时间涡轮叶片安全寿命分析结果汇总

Table 3    Summary of safe life of turbine blades with different service time

No Service time / h Safe life / cycle Attenuation ratio of safe life /%

1 0 18562   0

2 1250 6310 66

3 1500 3357 82

表 2    不同服役时间涡轮叶片的复合疲劳实验

Table 2    Combined fatigue test of turbine blades with different service time

No
0 h  1250 h  1500 h

Vibration stress / MPa Cycle Vibration stress / MPa Cycle Vibration stress / MPa Cycle

1 14.99 48946 23.36 1053 23.36   973

2 27.55 869 25.46 324 23.36   943

3 27.55 926 27.55 916 23.36 3261

4 27.55 1737 27.55 744 23.36 1358

5 27.55 1095 31.73 67 23.36 1193

6 40.11 274 31.73 180 31.73 2714

7 52.67 160 33.83 408 31.73 1615

8 52.67 136 40.11 26 31.73   324

9 52.67 131 42.2 73 31.73 4449

10 65.23 42 52.67 27 31.73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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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取样位置

Fig. 1    Sampling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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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Safety  life  prediction  of  turbine  blade  with  different
service time

  

2.1    服役损伤演变规律

经过长期服役后，涡轮叶片可能发生损伤和失

效，而其宏观失效行为的产生通常是由其微观组织

损伤演变所造成的。不同放大倍率下，在涡轮叶片

内部可以观察到的主要微观特征包括枝晶、晶界、

γ 基体相、γ'强化相、金属碳化物和非金属夹杂等

（图 1）。 

2.1.1    枝晶结构分离与破碎

介观尺度下，能够在该涡轮叶片内部观察到的

主要微观结构为枝晶。如图 3（a）所示，K403 合金

内部的晶粒较大，呈树枝状相互交叉分布。

枝晶结构是由于溶质元素在液体和固体中的

溶解度不同而在合金铸造过程中形成的。同时，由

于不同元素的能量活性和迁移特性，各种元素会表

现出一定的分布趋势。K403 合金中，Cr、Al、Ti 和

Mo 等元素表现出正偏析趋势、聚集在枝晶间，而

Co 则体现为负偏析趋势聚集于枝晶内部，这样就

造成了 K403 内部合金化成分分布的不均匀性[16]。

然而，随着服役的进行，在外部载荷（尤其是热载

荷）的长期作用下，多种原子的扩散速率会随着热

激活而提高，这使得不同枝晶区域的合金成分趋于

均匀化，从而导致枝晶结构逐渐分离，如图 3（b）所

示。同时，若服役的时间足够长，二次枝晶会逐渐

与枝晶主干分离，使枝晶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

清，枝晶结构基本破碎，如图 3（c）所示；但是，当不

同元素的迁移过程基本趋于平衡后，枝晶的分离和

破碎行为就会渐渐变慢并最终趋于停滞[17]。

在 K403 高温合金中，枝晶结构分离和破碎会

降低合金的高温强度，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大量枝晶间碳化物析出会显著影响晶间裂纹，

即碳化物不仅促进裂纹萌生，还可能成为裂纹扩展

的主要通道；（2）在枝晶间形成的微孔洞常会演化

成为裂纹源。一般来说，枝晶间孔洞的形成主要包

括两种方式，即：在合金凝固过程中形成和受载过

程中由于不同相之间的非协调变形而形成。因此，

经过长期服役后，脆性的碳化物周围很容易形成微

孔洞，并逐渐发展成为裂纹；同时，合金化元素趋于

均匀，也会使得基体固溶强化作用减弱；两者的共

同作用导致了涡轮叶片高温性能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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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枝晶破碎微观形貌演变规律　（a）服役 0 h；（b）服役 1250 h；（c）服役 1500 h
Fig. 3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dendritic fracture　（a）blades in service for 0 h；（b）blades in service for 1250 h；

（c）blades in service for 1500 h
 
 

2.1.2    基体相退化且强化相粗化

K403 合金的 γ 基体相是由 Ni 元素组成的面

心立方结构。γ'强化相是合金中的主要二次强化

相，其与基体相具有相似的面心立方结构，但它们

的晶格常数不完全相同。通常，γ'强化相呈规则的

立方状或椭球形在基体内部连续均匀分布[18]。然

而，随着服役的进行，合金基体相和强化相均会表

现出一定的演化趋势（图 4）。

γ'强化相是 K403 高温合金的主要强化相，它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合金的高温尤其是抗蠕变性

能。从强化相的分布比例来说，γ'相的体积分数越

高，合金的高温强度和疲劳寿命越好；从分布形状

上看，立方状的 γ'相有助于抵抗位错切割、减缓滑

移机制的出现，而板条状的 γ'相可能意味着蠕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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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和筏化的产生。从 γ'强化相尺寸的角度考

虑，可能会存在着某个临界值，即当 γ'相的尺寸小

于和大于该临界尺寸时，合金的强化机制分别以位

错切割和位错绕过方式进行，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合金的变形及失效机制[18-19]。

实际服役过程中，在机械和高温载荷的共同作

用下，涡轮叶片中的 γ'强化相会逐渐发生伸长、粗

化（图 4（b））；经过长期作用后，γ'强化相进一步发

生聚合和相互连接，最终演化成为连续的筏排状

（图 4（c）），而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涡轮叶片的

抗疲劳和抗蠕变性能。从本质上来说，K403 合金

中强化相的筏化过程与元素扩散有很大关系：当合

金中出现板条状的 γ'相时，说明充分的元素扩散已

经发生，合金性能发生明显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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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强化相筏化微观形貌演变规律　（a）服役 0 h；（b）服役 1250 h；（c）服役 1500 h
Fig. 4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enhanced phase rafting　（a）blades in service for 0 h；（b）blades in service for 1250 h；

（c）blades in service for 1500 h

随着 γ'强化相的筏化，γ 基体相也会表现出一

定 的 演 化 特 征 ： 即 在 合 金 基 体 中 析 出 许 多 富 含

Cr 元素的颗粒物，特别是在 γ 相与 γ'相的界面上以

及基体耗散区域内，如图 5（a）所示。一般来说，

Cr 元 素 被 添 加 到 K403 合 金 中 ， 主 要 用 于 形 成

Cr2O3 保护膜，用以提高合金的抗氧化性和耐腐蚀

性[20]。然而，随着 γ'相的不断聚合和筏化，基体中

也会产生有害的富 Cr 析出相，这是合金化元素在

不同区域内相互扩散的结果。颗粒状富 Cr 析出相

不仅会影响合金中 γ 相和 γ'相的合金元素分离过程，

而且还会改变 γ/γ'相的晶格错配度，影响叶片性能[19]。

另外，由于热载荷的长期作用，还会在涡轮叶

片的表面形成一层由 Al2O3、Cr2O3 和 NiO（从外到

内）组成的氧化层（实际上在镍基合金中，通常形成

的氧化物从外到内为 NiO、Al2O3、Cr2O3，本工作所

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由于部分氧化层脱落所导致

的），如图 5（b）和 5（c）所示。在 K403 高温合金

中，Al 和 Cr 都是提高合金抗氧化性能的主要元

素，它们会一起在涡轮叶片的表面形成保护层，并

随着载荷的进行厚度逐渐增加[21]。然而，该保护层

通常较脆，在外部载荷作用下容易发生局部破碎并

形成疏松缺陷（图 5（b）），并逐渐演化成为微小裂

纹。因此，富 Cr 颗粒物析出以及表面氧化层破碎

都会降低涡轮叶片的疲劳性能。 

2.1.3    MC 分解生成衍生相

金属碳化物是 K403 合金中的重要组成相，通

常以小颗粒的形式存在：分散于基体内起到弥散强

化的作用，或者分布在晶界上起到钉扎晶界的效

果。K403 合金中，金属碳化物一般呈现为三种主

要形式，即 MC、M6C 和 M23C6（M 可以被 Ti、W 和

Mo 元素替代）[17]。

作 为 碳 化 物 的 主 要 形 式 ， MC 通 常 会 在

K403 合金凝固过程中形成（一次 MC），或在热处

理过程中产生（二次 MC）。MC 既可以在晶粒内部

析出，也可以沿着晶界形成；当 MC 在晶界上析出

时会对晶界性能的改善起到关键作用。MC 碳化物

具有面心立方结构，但通常不稳定，在长期服役中

它可能不断发生分解，形成新的、更稳定的产物，呈

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17]。如图 6 所示，0 h 时，碳化

物呈现零散点状分布；而在 1250 h 时，许多碳化物

已转化为骨架状；到 1500 h 时，碳化物明显聚合，

呈现为团簇块状。

MC 碳化物的分解是一个扩散控制的过程，而

不同形式碳化物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元素成分；对于

MC 来说，Ti 是主要的稳定元素，而 W、Mo 通常为

破坏性元素[22]。随着服役进行，MC 碳化物不断发

生分解，使得碳化物的整体体积分数增加，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涡轮叶片的性能：一方面，MC 分

解不仅可以降低 MC 的含量、削弱其弥散强化效

果，而且会从基体中吸收大量的合金元素，从而使

基体软化；另一方面，MC 分解可能导致更多孔洞

的产生，从而引起局部应力集中并形成微裂纹[23]。

因此，掌握和控制合金中 MC 的分解规律对于改善

涡轮叶片的性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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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分 解 过 程 中 的 主 要 产 物 包 括 ： M6C 和

M23C6 等，如图 7 所示。首先，随着服役的进行，

C 原子会从 MC 扩散到 γ 基体，而 W、Mo 和 Cr 元

素从基体迁移至 MC，最终会在 MC/γ 界面上形成

一个活跃的反应区。一般，C 原子倾向于与 W、

Mo 原 子 结 合 ， 通 过 MC  +  γ→M6C  +  γ'反 应 形 成

M6C，在碳化物周围形成一层富含 Al、Ti 和 Ni 元

素的 γ'膜。M6C 是一种面心立方结构的三元碳化

物，通常含有两种金属原子：W、Mo 等较大原子和

Fe、Co、Ni 等 小 原 子 。 另 外 ，C 原 子 也 会 通 过

MC + γ→M23C6 + γ'反应，与 Cr 结合形成富 Cr 的

M23C6 相。通常，M23C6 的形成主要源于两方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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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体相退化特征　（a）富 Cr 颗粒相析出；（b）表面氧化层及其元素分布；（c）元素谱图及具体元素含量

Fig. 5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atrix phase　（a）precipitation of Cr-rich particles；（b）oxide lay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ts
elements；（c）element spectrum and element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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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碳化物分解微观形貌演变规律　（a）服役 0 h；（b）服役 1250 h；（c）服役 1500 h
Fig. 6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carbide decomposition　（a）blades in service for 0 h；（b）blades in service for 1250 h；

（c）blades in service for 15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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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 C 原子逸出导致原有 MC 中 C 含量的降低，

以及 M6C 的形成致使 Cr 元素局部富集。通常，

M23C6 分 布 在 枝 晶 间 或 晶 界 上 ， 作 用 与 M6C 类

似[17，22，24]。

M6C 和 M23C6 的形成会使合金界面能减小。

因此，在服役初期，MC 的分解会随着服役的进行

而呈现加速趋势；但是随着 M6C 和 M23C6 的形成、

长大，新生成的 γ'膜逐渐变厚，而 γ'薄膜的阻碍作

用会使 MC 与 γ 基体之间的元素交换变得困难。

这样，当 MC 的分解达到了某个临界值后将会慢慢

趋于停滞。

MC 分解过程中会有明显的针状相生成，如

图 8 所示，经过元素检测，它们主要是 σ 相，一种硬

脆的金属间化合物。σ 相是典型的拓扑紧密堆积

（TCP）相，具有复杂的形貌和高度密集的原子堆垛

结构[18]。

服役过程中，外部载荷作用下的元素迁移对

σ 相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包括热载荷、机械载

荷等提供了 σ 相形核所需的能量，而 γ 基体相、γ'强
化相和 MC 碳化物等提供了所需的元素。通常，

Al、Ti、Cr、Mo、Co 等元素有利于 K403 合金中 σ
相的析出，而 B、C 等元素会抑制 σ 相形成[22]。因

此，Al、Ti 等元素在合金中的富集可以促进 σ 相的

形成，特别是在枝晶间、晶界以及 MC 碳化物的周

围。此外，M23C6 也会为 σ 相形核提供界面，因为

它们具有相似的晶体结构。这样，当服役进行时，

新生成的颗粒状 M23C6 不仅可以吸收 MC 释放出

来的 C 原子，在 MC 周围形成一个贫 C 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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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M6C 碳化物生成特征　（a）MC 及衍生相形貌；（b）MC 及衍生相元素分布；（c）元素谱图及含量

Fig. 7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6C　 （ a）morphologies  of MC  and  derived  phases； （ b） element  distribution  of MC  and
derived phases；（c）element spectrogram and element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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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3C6 还会有效地促进 σ 相的原位形核[22，24]。

K403 合金中 σ 相的析出会对合金性能产生不

利影响。通常来说，σ 相对合金的有害效应是多方

面的，具体体现在：（1）因其硬脆特性，裂纹更加易

于在破碎的 σ 相处形成；（2）σ 相显著消耗合金化

元素，使得合金基体不断弱化。因此，在循环载荷

的作用下，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中，σ 相可能会成为

重要的裂纹源。 

2.1.4    晶界退化形成缺陷

元素在 K403 合金内部的运动是一个扩散控制

过程，这会导致沿晶空位数多于晶内空位数；另外，

由于间隙原子的半径较小，并且通常具有较高的扩

散系数，因此十分容易占据晶界上的空位。这样，

与基体内部的合金化元素相比，晶界附近的合金化

元素更易发生迁移，导致晶界形貌更加显著地演化。

图 9 为服役过程中 K403 合金内部晶界的主要

演 化 过 程 。 初 始 时 刻 ， 一 些 细 小 离 散 的 颗 粒 状

MC 沿晶析出（图 9（a）），对晶界起到重要的钉扎作

用。通常来说，沿晶分布的颗粒状 MC 有助于叶片

性能提高，且颗粒越小、分散度越高，对晶界的强化

效果也越好[17]。然而，服役载荷会促使合金化元素

在不同的相之间逐渐迁移，导致沿晶 MC 碳化物分

解。这样，随着衍生碳化物 M6C、M23C6 在晶界处

析出，Al、Ti 和 Co 等元素也会在晶界附近局部富

集 并 形 成 γ'膜 。 同 时 ， 晶 界 附 近 基 体 中 的 MC
也会发生分解并向晶界附近聚集[25]。这样，随着服

役时间延长，MC 分解并形成的沿晶碳化物越来越

多，并逐渐长大、相互连接（图 9（b））。经过足够长

的时间后，沿晶碳化物已经呈现为半连续状，且晶

界宽度增加（图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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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晶界退化微观形貌演变规律　（a）服役 0 h；（b）服役 1250 h；（c）服役 1500 h
Fig. 9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grain  boundary  degradation　 （ a） blades  in  service  for  0  h； （ b） blades  in  service  for  1250  h；

（c）blades in service for 1500 h
 

随着服役的进行，晶界的演化会削弱 K403 合

金 的 晶 界 性 能 ， 如 图 10 所 示 。 这 是 由 于 ： （ 1）

MC 分解产生的 M6C、M23C6 等衍生碳化物会不断

从附近基体中吸收 W、Mo 等元素，在晶界附近形

成连续 γ'膜并逐渐扩展到 γ 基体中，弱化碳化物的

钉扎效应[26]；（2）MC 分解可能导致晶界处局部合

金化元素（Al、Ti 和 Co 等）浓度提高，从而促进

σ 相形成，而沿晶析出的针状 σ 相会显著弱化晶界

强度；（3）MC 分解、破碎和晶界粗化更容易导致沿

晶孔洞的形成，并且这些孔洞会导致微裂纹形核，

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见裂纹（图 10（c）和 10（d））。因

此，MC 的分解、演化，晶界粗化和孔洞形成等都可

能对合金的晶界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并且这种影响

会随着服役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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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σ 相析出特征　（a）细小针状的 σ 相；（b）长大伸长的 σ 相

Fig. 8    Characteristics of σ phase　（a）needle-shaped σ phase；（b）elongated σ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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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疲劳性能衰减行为 

2.2.1    起裂原因分析

针对三组不同服役时间的涡轮叶片实验样品，

开展断口分析工作，以进一步揭示服役载荷损伤对

涡轮叶片疲劳性能的影响规律。观察得到的典型

起裂特征，如图 11 所示。

从图 11 可以看出，0 h 涡轮叶片的疲劳起裂源

为微孔洞，且其早期扩展形貌表现出一定的沿晶特

征；1250 h 涡轮叶片的疲劳起裂源为微孔洞和碳化

物起裂，且其早期扩展以穿晶形式进行；1500 h
涡轮叶片的疲劳起裂源为碳化物，且其早期扩展同

样为穿晶形式。由此可以发现，随着服役时间延

长，涡轮叶片的起裂形式由金属学孔洞逐渐转化

为碳化物起裂，且其早期扩展形式由沿晶转变为

穿晶。

涡轮叶片内部的微孔洞是其常见的裂纹源。

随着服役的进行，涡轮叶片内部碳化物的分解和演

化程度逐渐增强、有害衍生相增多，使得碳化物破

碎成为涡轮叶片中的薄弱环节，且其最终成为疲劳

裂纹源的概率增加。同时，经过长期服役后，涡轮

叶片内部微观组织的演化会使得合金基体弱化，位

错滑移发生的概率增加。因此，由驻留滑移带导致

的穿晶裂纹也更容易形成[27]，但需要说明的是，在

三组不同服役时间涡轮叶片的最终断裂区均观察

到了沿晶裂纹，然而这些裂纹主要是由于早期裂纹

扩展到一定程度后，失效区域的剩余截面面积明显

减小、应力集中程度显著增大所导致的。 

2.2.2    损伤演化机理

对于镍基合金涡轮叶片，工程上通常采用固溶

强化、析出强化、弥散强化和晶界强化等强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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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晶界缺陷形成特征　（a）晶界形貌；（b）晶界元素分布及元素含量；（c）晶界孔洞；（d）晶界微裂纹

Fig. 10    Characteristics of grain boundary defects　（a）morphology of grain boundary；（b）distribution and content of grain boundary
elements；（c）holes in grain boundary；（d）microcracks in grain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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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其力学性能[28]。然而，随着服役进行，外部

载荷的长期作用可能导致合金内部的元素迁移，进

而造成涡轮叶片微观形貌的不断演化，弱化合金的

强化机制，最终降低涡轮叶片的疲劳性能[25]。对于

析出强化：随着服役的进行，γ'相逐渐粗化、聚合并

演化成为筏排状，同时伴随着富 Cr 析出相的产

生。实际上，当 γ'相呈立方状连续均匀地分布时，

可以有效阻止位错通过绕过机制切割 γ'相，因此位

错主要聚集在 γ/γ'界面，合金性能提高；然而，当

γ'相的分布不均匀甚至已经筏化时，对位错的阻碍

作用降低，基体内部的滑移更容易发生，这导致涡

轮叶片的性能降低；同时，在 γ/γ'界面处可能产生微

裂纹，进一步增大疲劳失效可能性。因此，γ'强化相

的筏排化显著降低了该涡轮叶片的析出强化效

果。对于弥散强化：随着服役时间的延长，合金中

的碳化物由零散点状转变为骨架状或块状。合金

中的 MC 发生分解，含量降低，削弱了碳化物的弥

散程度；同时，新产生的衍生碳化物会吸收基体中

的合金化元素，使合金逐渐软化；另外，针状 σ 相也

会大量消耗基体元素，并且 σ 相容易脆性破碎、产

生裂纹；MC 分解反应产生许多微孔洞，也会导致

局部应力集中并形成微裂纹。因此，经过长期服役

后，K403 合金的弥散强化效果降低。对于晶界强

化：在服役过程中，沿晶 MC 碳化物发生分解，降低

对晶界的钉扎作用，形成连续的 γ'膜、晶界逐渐发

生粗化；同时，沿晶出现的衍生碳化物不断从附近

基体中吸收强化元素，致使基体弱化、γ'膜增厚；另

外，局部元素富集促使沿晶 σ 相形成；分解反应也

会产生沿晶孔洞，更多的裂纹易于在晶界处形成并

沿晶扩展。这样，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渐导致了

晶界强度的弱化。

综合以上，在该型涡轮叶片的服役过程中，其

内部的 γ'相粗化和聚合，MC 碳化物分解、有害相增

多以及晶界弱化等都会导致涡轮叶片疲劳性能的

降低（图 12）。同时，基体内部合金化元素的大量

流失也致使合金的固溶强化效果降低、合金逐渐弱

化。此外，在上述的微观组织形貌演变过程中，同

时可能伴随形成大量的孔洞和微裂纹，这会进一步

降低涡轮叶片的服役性能[23]。因此，经过长期服役

后，K403 合金的固溶强化、析出强化、弥散强化和

晶界强化效果均被显著削弱，从而导致该涡轮叶片

的疲劳性能严重退化。 

3    结论

（1）从介观尺度：合金化元素在外部载荷的作

用下趋于均匀，枝晶结构发生分离并逐渐碎裂。枝

晶分离引发微裂纹萌生，同时导致更多沿晶孔洞形

成，成为潜在裂纹源，降低了涡轮叶片的疲劳性能。

（2）从微观尺度：服役载荷使得立方状 γ'相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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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涡轮叶片疲劳起裂源的断口 SEM 和截面 EBSD 形貌　（a），（d）服役 0 h；（b），（e）服役 1250 h；（c），（f）服役 1500 h
Fig. 11    SEM images and EBSD morphologies of fracture initiation sources of turbine blades　（a），（d）blades in service for 0 h；

（b），（e）blades in service for 1250 h；（c），（f）blades in service for 15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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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粗化、聚合并演化成为筏排状，降低对位错的阻

碍作用，导致基体滑移更容易发生；随着 MC 碳化

物 由 点 状 演 转 变 为 块 状 ， 其 分 解 并 析 出 M6C 和

M23C6 等衍生相；同时针状 σ 相也会吸收合金化元

素，弱化基体并引发裂纹；沿晶分布的碳化物发生

分解，形成半连续链状，降低对晶界的钉扎效应，同

时晶界附近形成较厚的 γ'膜，消耗附近基体的强化

元素，弱化晶界性能。

（3）长期服役后，涡轮叶片内的枝晶破碎、γ'相
筏化、MC 碳化物分解以及晶界弱化等都会对涡轮

叶片疲劳性能造成不利影响。本质上，这是由于不

同合金元素在组成相之间的迁移所造成的多种强

化机制减弱，从而引发涡轮叶片的服役损伤；同时，

这也导致了涡轮叶片的起裂源发生由亚表面孔洞

向碳化物的转变。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涡轮

叶片的服役寿命被逐渐消耗，直至断裂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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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damage mechanism and performance attenuation of
nickel-based alloy turbine blades

CHEN Cao1,    HAN Lei2*,    ZHANG Yu3,    YAN Xiaojun4

（1. AVIC CAPDI Integration Equipment Co.，Ltd.，Beijing 100120，China；2.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3. China Ship Development and Design Center，Wuhan 430064，China；4.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Multi-scale  morphology  observations  and  fatigue  performanc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damag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fatigue  performance  attenuation  behavior  of  K403  turbine  blades  in  service.  During  service  in  field,  the  dendrite

separation  and  breakage,  γ'  phase  polymerization  and  rafting, MC  carbide  decomposition,  harmful  phase  precipitation  and  grain

boundary  weakening  are  having  adverse  effects  on  th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urbine  blades.  Meanwhile,  the  loss  of  alloying

elements in matrix causes the alloy matrix to soften. In addition, a large number of pores and microcracks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service  further  deteriorate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turbine  blades.  Therefore,  after  long-term  operations,  the  solid  solution

strengthening, precipitation strengthening, dispersion strengthening and grain boundary strengthening effects of K403 turbine blades

are all weakened, which led to serious degradation of th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hese turbine blades with the fatigue life reduced.

Besides,  the  crack  initiation  source  of  turbine  blade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subsurface  metallic  pore  initiation  to  carbide

initiation.

Key words:   Ni-based superalloy；turbine blade；service damage；microstructure evolution；fatigue failure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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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热处理对定向合金 γ′相再服役稳定性的影响

唐文书
*,    肖俊峰,    南    晴,    高斯峰,    李永君,    张    炯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燃气轮机技术部，西安 710054）

摘要：以原始态和恢复态定向合金为研究对象，通过再服役高温时效和 γ′相组织形貌观察，分析原始态和恢复态定

向合金 γ′相的时效稳定性，研究恢复参数对恢复态定向合金 γ′相时效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恢复热处理可将蠕

变损伤组织恢复到接近原始态定向合金状态。但相比于原始态定向合金，恢复态定向合金的枝晶干 γ′相再服役时

效稳定性较差，这与 MC 碳化物的分解密切相关。不同恢复热处理参数下获得的恢复态定向合金的时效稳定性差

异较大。固溶温度越高，保温时间越短，冷却速率越大，恢复态定向合金的枝晶干 γ′相时效速率越大；一次时效温

度和保温时间越大，恢复态定向合金的枝晶干 γ′相时效速率越小。二次时效条件对恢复态定向合金 γ′相的时效稳

定性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定向合金；恢复热处理；γ′相；再服役；时效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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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凝固镍基高温合金具有独特的高温强度、

耐蚀和抗氧化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制造航空涡轮叶

片、燃气轮机透平动叶等热通道部件[1]。经长时间

服役，定向合金材料不可避免发生微观组织蠕变损

伤[2-5]，主要包括强化相 γ′相粗化和筏化、碳化物分

析和析出、TCP 相形成等，这严重影响其高温性能

和服役寿命。为了防止此类损伤对燃气轮机造成

致命的安全威胁，减少部件更换费用，以恢复热处

理为代表的翻修方法已被国外燃机制造商或专业

修复公司用于热通道部件的延寿修复[6-8]。

恢复热处理作为国内外热通道部件翻新或修

复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单独用于服役部件的翻

新或与焊接工艺搭配使用，既能有效恢复服役透平

叶片组织和性能又可改善其焊接性，国内外已开展

了大量高温合金材料的恢复热处理工艺研究 [6-8]。

研究结果表明：恢复热处理工艺能够恢复服役叶片

的蠕变损伤组织，且恢复热处理中 γ′相粗化长大是

可逆的[9-11]，而初生 MC 碳化物分解，是不可逆的，

可能会影响返修叶片恢复使用后的时效过程[12-15]。

目前关于恢复态定向凝固透平叶片再服役稳定性

的研究少有报道[16-18]。

本工作以恢复态 GTD111 定向合金材料为研

究对象，该合金是一种常用的 γ′相沉淀强化型定向

凝固镍基高温合金材料，已广泛用于制造重型燃气

轮机透平叶片等高温部件[19-20]。经不同恢复热处

理获得恢复态定向合金材料，后对恢复态定向合金

进行再服役时效处理以模拟恢复态定向合金材料

在下一个循环周期的服役，对比分析原始态和恢复

态定向合金 γ′相的时效稳定性，并研究恢复热处理

对 GTD111 定向合金 γ′相再服役时效稳定性的影

响规律，为透平叶片定向合金材料恢复热处理工艺

应用提供技术依据。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实验材料为恢复热处理后的 GTD111 定向合

金材料（简称“恢复态定向合金”）。恢复热处理

前，为了模拟服役过程中发生的蠕变损伤，GTD111
定向合金经蠕变中断实验获得蠕变第二阶段的蠕

变试样，蠕变损伤前的 GTD111 定向合金为标准热

处理态 GTD111 定向合金（简称“原始态定向合

金”），其合金名义成分[21] 为：Cr 13.6，Co 9.14，Ti
4.9， Al  2.97， W  3.44， Mo  1.6， Ta  2.87， C  0.09， B
0.01，Ni 余量（质量分数/%）。本实验的 GTD111 定

向合金材料的 γ′相回溶温度和共晶熔化温度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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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20 ℃、1225  ℃（见图 1）。根据文献 [22] 得知，

GTD111 合金的固溶温度处于 1150～1240 ℃ 范围

内。为研究不同恢复热处理参数对恢复态定向合

金 γ′相时效稳定性的影响，首先对蠕变损伤合金进

行不同固溶和两次时效条件下的恢复热处理（工艺

参数见表 1），后对原始态定向合金和恢复态定向

合金进行 950 ℃、不同时间（0 h、10 h、500 h、2 000 h）

条件下的再服役高温时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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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TD111 定向合金的 DTA 加热曲线（Tγ′、Te 分别为

γ′相回溶温度和共晶熔化温度）
Fig. 1    DTA heating curve of GTD111 alloy（Tγ′ and Te indic-

ate  γ ′  re-dissolution  temperature  and  eutectic  melting
temperature respectively）

对再服役高温时效处理后的定向合金试样进

行金相镶样后，研磨抛光，随后腐蚀，采用的腐蚀剂

配比为：4 g CuSO4+20 mL HCl+20 mL H2O，腐蚀时

间 约 为 5～ 15  s。 分 别 采 用 PMG3 光 学 显 微 镜

（OM）、JSM-6460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金相

试样进行组织观察。由于合金的枝晶间 γ′相分布

不均匀，为保证测量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合金

微观组织的观察部位均为一次枝晶干中心部位。

采用 Image-Pro Plus  软件统计分析 γ ′相尺寸，上

述参量的数值均为多张相关照片测量结果的平

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再服役 γ′相时效长大动力学

图 2 和图 3 分别为原始态定向合金和恢复态

定向合金经 950 ℃、不同再服役高温时效处理时间

后的 γ′相形貌。可以看出，再服役高温时效前，原

始态定向合金和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尺寸及形

态相近，均呈双尺寸形态特征，包括大尺寸方形

γ′相和小尺寸颗粒状 γ′相，其中，原始态定向合金组

织为弥散分布于 γ 基体的粗大方形一次 γ′相和细

表 1    GTD111定向合金再热恢复处理方案

Table 1    Rejuvenation heat treatment schemes of the GTD111 alloy

Cases   Solution treatment   First aging treatment   Second aging treatment

T/℃ t/h Cooling T/℃ t/h Cooling T/℃ t/h Cooling

A 1240 2 AC 1120 2 AC 840 24 AC

B 1220 2 AC 1120 2 AC 840 24 AC

C 1200 2 AC 1120 2 AC 840 24 AC

D 1180 2 AC 1120 2 AC 840 24 AC

E 1220 4 AC 1120 2 AC 840 24 AC

F 1220 2 FC 1120 2 AC 840 24 AC

G 1220 2 AC 1140 2 AC 840 24 AC

H 1220 2 AC 1100 2 AC 840 24 AC

I 1220 2 AC 1080 2 AC 840 24 AC

J 1220 2 AC 1120 1 AC 840 24 AC

K 1220 2 AC 1120 4 AC 840 24 AC

L 1220 2 AC 1120 2 AC 790 24 AC

M 1220 2 AC 1120 2 AC 910 24 AC

N 1220 2 AC 1120 2 AC 840 48 AC

Note：AC—Air cooling；FC—Furnace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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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颗粒状二次 γ′相，恢复态定向合金组织为弥散分

布于 γ 基体的粗大方形二次 γ′相和细小颗粒状三

次 γ′相，且 γ′析出相具有较好的正方度，其与 γ 基

体具有良好共格效应，这说明恢复热处理能够有效

恢复损伤合金的 γ'相组织至原始态定向合金状

态。然而，随着再服役高温时效时间的延长，小尺

寸的球形 γ′相基本消失，大尺寸 γ′相的平均直径快

速增加，并逐渐呈球状化，γ′相均变成单一形态的球

形 γ′相。相比于原始态定向合金，在相同时效时间

下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尺寸均较大，γ′相粗化和

球化时间较短，原始态定向合金在时效 500 h 后才

开始发生明显粗化和球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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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原始态 GTD111 定向合金经不同再服役时效时间后的 γ′相形貌　

Fig. 2    γ′ microstructures of virgin GTD111 alloy after different re-service aging time　（a）0 h；（b）10 h；（c）500 h；（d）20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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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恢复态 GTD111 定向合金经不同再服役时效时间后的 γ′相形貌　

Fig. 3    γ′ microstructures of rejuvenated GTD111 alloy after different re-service aging time　（a）0 h；（b）10 h；（c）500 h；（d）2000 h

第 4 期 恢复热处理对定向合金 γ′相再服役稳定性的影响 111



从图 4（a）的原始态定向合金和恢复态定向合

金的 γ′相时效长大动力学曲线看出，随时效时间的

延长，γ′相的平均尺寸均有不同程度地增大，当时效

超过一定时间后，γ′相的平均直径增大趋缓。在相

同再服役高温时效时间下，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
长大速率明显大于原始态定向合金的 γ′相长大速

率。原始态定向合金和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时

效长大分 3 个阶段：（1）小颗粒 γ′相趋向溶解阶段；

（2）γ′相快速析出长大阶段，同时颗粒大小趋于均

匀化；（3）γ′相缓慢长大阶段，γ′相的尺寸和析出量

缓慢增加。

图 4（b）为原始态定向合金和恢复态定向合金

中 γ′相半径 r3-t 拟合线。可看出，原始态定向合金

和恢复态定向合金中 γ′相半径 r3 与时效时间 t 的

关系很好地符合了里夫希茨瓦•格纳的成熟理论，

即对于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粗化过程，其尺寸与

时间的立方根呈线性关系，其斜率表示 γ′相时效长

大驱动力。根据吉布斯-汤姆逊理论可以得到颗粒

长大速率随半径的变化规律[23]：

r3− r3
0 = kt (1)

式中：k 为长大速率，且 k =（8γDCeVm）/（9RT）（T 一

定）；γ 为颗粒与基体间的界面能；D 为溶质原子在

基体中扩散系数；Ce 为溶质原子在基体中的平衡浓

度；Vm 为析出相的摩尔体积；rt 为时效时间 t 小时

后析出相颗粒平均半径；r0 为未时效时颗粒平均半

径；R 为气体常数；T 为温度。由 Arrhenius 方程可

知 D = D0exp（−Q/RT），Q 为扩散激活能。

在高温时效过程中，γ′相的长大驱动力源于沉

淀物与基体间界面自由能的降低，大尺寸的 γ′相以

消耗小尺寸 γ′相而逐渐长大，小颗粒 γ′相趋向溶

解，这些溶解后的溶质进而聚集在较大的沉淀颗粒

上使之长大，从而降低了总的界面能。经分析可

知，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时效长大驱动力更高，

更易发生再服役时效长大。以上事实说明：相比原

始态定向合金，恢复热处理后合金的 γ′相时效长大

驱动力更高，其再服役时效稳定性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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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原始态和恢复态 GTD111 定向合金 γ′相的时效长大动力学曲线（a）和 r3-t 拟合线（b）

Fig. 4    Aging growth kinetics curves（a）and r3-t curve（b）of γ′ phase for virgin and rejuvenated GTD111
alloy after different aging time

 
 

2.2    恢复态定向合金再服役时效组织 

2.2.1    固溶对恢复态定向合金再服役时效组织的

影响

固溶温度和冷却速率对恢复态合金 γ′相尺寸

和体积分数有较大影响。更高固溶温度条件下

γ 基体中可固溶更多的溶质原子，这为二次 γ′相的

继续长大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高的固溶温度和

冷却速率条件下获得的恢复态定向合金一般具有

尺寸更小、数量更多、体积分数更大的二次 γ′相，而

不同固溶条件下恢复态定向合金表现出不同的

γ′相再服役时效稳定性。图 5 为不同固溶条件下获

得的恢复态定向合金经 950 ℃ 下再服役高温时效

2000 h 后的 γ′相形貌。可看出，相比于恢复态定向

合金，再服役时效后获得的二次 γ′相尺寸均有不同

程度的长大，其形态均呈球状，细小弥散分布的三

次 γ′相已完全消失。除固溶温度为 1080 ℃ 下获得

的恢复态定向合金以外，其他固溶条件下获得的恢

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尺寸和形态均相近。同时，相

比于空冷条件，炉冷条件下获得的恢复态定向合金

的 γ′相尺寸更大。然而，通过对比不同固溶条件下

获得的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时效动力学曲线（见

图 6）可看出，当固溶温度大于 1080 ℃ 时，固溶温

度越高，保温时间越短，固溶后的冷却速率越大，二

次 γ′相时效长大驱动力越大，其再服役时效稳定性

越差。因此，恢复热处理过程中高的固溶温度和冷

却速率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得到尺寸小、数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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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分数大的二次 γ′相，但不利于其再服役时效稳

定性的提高。 

2.2.2    低温时效对恢复态定向合金再服役时效组

织的影响

固溶后时效处理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二次或三

次 γ′相的析出和长大，最终获得大体积分数的双尺

寸形态 γ′相组织。一般情况下，随着一次时效温度

和时间的增加，恢复态定向合金的二次 γ′相尺寸和

体积分数增大；随着二次时效温度的提高，三次

γ′相尺寸呈增大趋势。而不同固溶后时效处理条件

下恢复态定向合金的二次 γ′相表现出不同的再服

役时效稳定性。图 7 为不同固溶后时效处理条件

下恢复态定向合金经 950 ℃ 下再服役高温时效

2000 h 后的 γ′相形貌。可看出，再服役高温时效后

恢复态定向合金中的 γ ′相尺寸均长大呈单一球

状。随着一次时效温度的提高，恢复态定向合金经

再服役高温时效后 γ′相尺寸呈增大趋势。一次时

效时间和二次时效对恢复态定向合金再服役高温

时效后 γ′相尺寸和形态无明显影响。通过对比不

同固溶后时效处理条件下获得的恢复态定向合金

的 γ′相时效动力学曲线（见图 8）可看出，一次时效

温度越高，保温时间越长，二次 γ′相时效长大驱动

力越小，其再服役时效稳定性越好。不同二次时效

温度和保温时间下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时效速

率几乎一致。因此，恢复热处理过程中高的一次时

效温度和保温时间有利于得到尺寸和体积分数更

大的二次 γ′相，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更有利于其再

服役时效稳定性的提高。 

2.2.3    再服役时效中恢复态定向合金碳化物成分

分析

从原始态定向合金和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
微观组织特征的再服役高温时效行为分析可看出，

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时效稳定性远低于原始态

定向合金的 γ′相时效稳定性，时效稳定性的差异与

恢复热处理及后期再服役高温时效过程中碳化物

的分解及其成分变化有直接关系。一方面，γ′相的

Secondary γ′

Secondary γ′

Secondary γ′

1 μm1 μm1 μm1 μm1 μm1 μm

1 μm1 μm1 μm1 μm1 μm1 μm

Secondary γ′

Secondary γ′

Secondary γ′

(a) (b) (c)

(d) (e) (f)

 

图 5    不同固溶条件下的恢复态 GTD111 定向合金经 2000 h 再服役时效后的 γ′相形貌

Fig. 5    γ′ precipitates microstructure of the rejuvenated GTD111 superalloy under different solution conditions after re-service aging
for  2000 h　（a）1240 ℃/2  h/AC+1120 ℃/2  h/AC +840 ℃/24 h/AC；  （b）1220 ℃/2  h/AC+1120 ℃/2  h/AC +840 ℃/24
h/AC；（c）1200 ℃/2 h/AC+1120 ℃/2 h/AC +840 ℃/24 h/AC； （d）1180 ℃/2 h/AC+1120 ℃/2 h/AC +840 ℃/24 h/AC；（e）
1220 ℃/4 h/AC+1120 ℃/2 h/AC +840 ℃/24 h/AC； （f）1220 ℃/2 h/FC+1120 ℃/2 h/AC +840 ℃/24 h/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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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固溶条件下的恢复态 GTD111 定向合金在再服
役时效过程中 γ′相长大的 r3-t 拟合线

Fig. 6    r3-t fitting line of γ′ for the rejuvenated GTD111 super-
alloy  under  different  solution  conditions  in  re-service
ag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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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恢复是可逆的，MC 碳化物的分解是不可逆

的 [16-17]。恢复热处理过程中 MC 碳化物分解使得

恢复态定向合金的显微组织与原始态定向合金的

显微组织存在明显不同，晶内 MC 碳化物边缘的重

新析出细小 γ′相（见图 9）。另一方面，再服役时效

过程中 MC 碳化物发生分解在其边缘形成细小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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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时效条件下的恢复态 GTD111 定向合金经 2000 h 再服役时效后的 γ′相形貌

Fig. 7    γ′ precipitates microstructures in dendritic core of the rejuvenated GTD111 superalloy under different aging conditions after
re-service aging for 2000 h　（a）1220 ℃/2 h/AC+1140 ℃/2 h/AC +840 ℃/24 h/AC； （b）1220 ℃/2 h/AC+1100 ℃/2 h/AC
+840 ℃/24 h/AC； （c）1220 ℃/2 h/AC+1080 ℃/2 h/AC +840 ℃/24 h/AC ；（d）1220 ℃/2 h/AC+1120 ℃/1 h/AC +840 ℃
/24 h/AC； （e）1220 ℃/2 h/AC+1120 ℃/4 h/AC +840 ℃/24 h/AC ；（f）1220 ℃/2 h/AC+1120 ℃/2 h/AC +790 ℃/24 h/AC
；（g）1220 ℃/2 h/AC+1120 ℃/2 h/AC +910 ℃/24 h/AC； （h）1220 ℃/2 h/AC+1120 ℃/2 h/AC +840 ℃/48 h/AC

0 500 1000 1500 2000

0

0.2

0.4

0.6

0.8

1.0

t/h

0 500 1000 1500 2000

t/h

r3
-r

0
3
/u

m
3

r3
-r

0
3
/u

m
3

case G  Fit curve for case G
case B  Fit curve for case B
case H  Fit curve for case H
case I   Fit curve for case I
case J   Fit curve for case J
case K  Fit curve for case K 

(a) (b)

0

0.2

0.4

0.6

0.8
case L   Fit curve for case L
case B   Fit curve for  case B
case M  Fit curve for  case M
case N  Fit curve for  case N

 

图 8    不同时效温度下的恢复态 GTD111 定向合金在再服役时效过程中 γ′相长大的 r3-t 拟合线　（a）不同一次时效条件；
（b）不同二次时效条件

Fig. 8    r3-t  fitting line of γ′  precipitates  for  the rejuvenated GTD111 superalloy in re-service aging process　（a）  different  first
aging conditions；（b） different second ag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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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状 M23C6 碳化物（其能谱成分分析结果见图 10
和表 2），MC 碳化物分解是碳从 MC 碳化物向 γ 基

体外扩散和 γ 基体中 Ni、Cr、Co 元素从反方向向

MC 碳化物附近内扩散的过程，分解后 MC 碳化物

的元素分布呈现出从中心向外围逐渐变化的趋势：

离 MC 碳化物中心越远，碳含量越少，Ni、Cr、Co 含

量越高。基体元素分布的变化会导致 γ/γ′相晶格错

配度增加，从而加速立方 γ′粒子的生长。同时，碳

在基体中的浓度增加，Ni、Co 和 Cr 原子取代 Ti 和

Ta 等强碳化物形成原子，可以削弱 MC 碳化物中

M23C6

MC

MC

Fine γ′

10 μm10 μm 5 μm5 μm

M23C6

MC

MC

Fine γ′

(a) (b)

 

图 9    再服役时效前后恢复态定向合金的碳化物形貌　（a）恢复态；（b）再服役时效后

Fig. 9    Intragranular carbide microstructures of GTD111 superalloy under  rejuvenated state （a） and re-service aging state （b）

10 μm10 μm

Ti Ka1Ti Ka1

Cr Ka1Cr Ka1 C Ka1_2C Ka1_2

Ni Ka1Ni Ka1 Co Ka1Co Ka1

 

图 10    恢复态 GTD111 定向合金再服役时效后晶内碳化物 EDS 成分分析

Fig. 10     EDS analysis of intragranular carbide for the rejuvenated GTD111 superalloy after re-servic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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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子间键，降低其稳定性，为晶内低阶 M23C6 碳

化物形成创造了有利环境，从而削弱晶界和基体。

因 此 ， 恢 复 态 定 向 合 金 时 效 稳 定 性 差 主 要 是 由

MC 碳化物分解导致基体元素分布的变化所致。

 
表 2    恢复态定向合金材料时效前后碳化物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2    Carbide composition of rejuvenated GTD111 superalloy before and after aging treatment（mass fraction/%）

Treatment state Carbide C Ni Cr Co W Mo Al Ti Ta

Rejuvenated MC 8.16 10.73   1.94 1.32 5.85 1.35 — 21.29 49.36

Rejuvenated and aged MC 7.16 14.11   3.8 1.94 5.33 1.1 — 18.51 48.05

M23C6 6.44 36.21 34.98 4.19 8.68 3.68 2.09   3.73 —
 
 
 

3    结论

（1）恢复热处理能有效将蠕变损伤 γ′相组织恢

复到接近原始态定向合金状态；

（2）原始态定向合金和恢复态定向合金的 γ′相
时效粗化机制相同，其尺寸与时间的立方根呈线性

关系；

（3）相比于原始态定向合金，恢复态定向合金

的枝晶干 γ′相再服役时效稳定性较差，这主要与

MC 碳化物的分解密切有关；

（4）恢复热处理固溶温度越高，保温时间越短，

冷却速率越大，恢复态定向合金的枝晶干 γ′相尺寸

更小、体积分数更大，但其再服役时效速率更大；

（5）恢复热处理一次时效温度越高，保温时间

越长，二次 γ′相时效长大驱动力越小，恢复态定向

合金的枝晶干 γ′相尺寸和体积分数更大，同时其再

服役时效速率更小；二次时效条件对恢复态定向合

金枝晶干 γ′相的时效稳定性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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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juvenation heat treatment on re-service aging stability of γ′phase in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TANG Wenshu*,    XIAO Junfeng,    NAN Qing,    GAO Sifeng,    LI Yongjun,    ZHANG Jiong

（Department of Gas Turbine Technology, Xi’ an Therm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High  temperature  aging  treatment  was  first  conducted  on  the  rejuvenated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to

simulate  the  re-service  aging  damage  of  turbine  blades  and  the  virgin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respectively.  Then  re-

service aging stability of γ′ phase in the virgin and rejuvenated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ejuvenation  parameters  on  γ ′  phase  microstructure  of  the  rejuvenated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after  the  same  re-service  aging  time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rejuvenation  heat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restore  creep  microstructure  to  a  nearly   ‘ ‘as-new ’ ’  condition,  the  re-service  aging  stability  of  γ ′  phase  in  the  rejuvenated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is  worse  than  that  of  the  virgin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MC carbide. The rejuvenation heat treatment parameter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re-service aging stability of

the rejuvenated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The re-service aging rate of γ′ phase in the rejuvenated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becomes higher, the higher the solution temperature, the shorter the holding time and the greater the cooling rate after

solution higher.  However,  the increased primary aging temperature and holding time cause the decrease of  the re-service aging

rate of γ′ phase in the rejuvenated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The second aging condition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re-

service aging stability of γ′ phase.

Key words: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rejuvenation heat treatment；γ′ phase；Re-service；aging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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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热处理工艺对 K4169高温合金组织和
力学性能的影响

李妍佳
1,    柳    瑞2,    何金珊

2*,    胡聘聘
1*,    汤    鑫1,

王西涛
2,3,    肖程波

1

（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先进高温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5；2．北京科技大学 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北京材料基因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 100083；3．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山东省轻质高强

金属材料省级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014）

摘要：对 比 研 究 标 准 热 处 理 （SHT） 、 热 等 静 压+标 准 热 处 理 （HIP+SHT） 以 及 热 等 静 压+无 均 匀 化 热 处 理

（HIP+HTWH）后 K4169 合金的组织和力学性能，分析 K4169 合金 HIP 后进行无均匀化热处理的可行性，提出了一

种适用于热等静压 K4169 合金的热处理制度。组织研究表明：热等静压处理（1170 ℃/140 MPa/4 h）可以基本消除

枝晶间 Laves 相和 δ 相；而与 HIP+SHT 试样相比，无均匀化热处理的试样（HIP+HTWH）晶界上析出了不连续短棒

状 δ 相，但没有对组织的均匀性产生实质影响。力学性能研究表明：相比 SHT 态，HIP+SHT 与 HIP+HTWH 态合金

的 室 温 屈 服 强 度 分 别 提 升 了 73  MPa 和 91  MPa， 持 久 寿 命 （ 704 ℃/448  MPa） 分 别 提 升 了 35%和 32%； 虽

HIP+HTWH 态合金的持久寿命和塑性分散度大于 HIP+SHT 态，但仍能满足 AMS5383 对 K4169 合金力学性能的

要求。综合考虑工艺成本的降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力学性能的改善等多种因素，可以确定对于 K4169 合金结构

件而言，HIP+HTWH 热处理工艺具有实际应用的潜力。

关键词：K4169；热等静压；无均匀化热处理；显微组织；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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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169 高温合金在–253～700 ℃ 的温度范围

内具有较高的强度和塑性[1]，铸造和焊接工艺性能

优良，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机匣、轴承座等结构

件的研制和生产[2]。K4169 合金凝固温度范围宽、

Nb 元素偏析严重，易产生 Laves 相、针状 δ 相等有

害相[3]，严重恶化铸件的力学性能。为改善凝固组

织 并 提 高 材 料 力 学 性 能 ， 一 般 采 用 标 准 热 处 理

（standard heat treatment，SHT）改善材料组织及性

能 。 其 中 ， 包 含 均 匀 化 （ homogenization） +固 溶

（solution）+时效（aging）处理三个步骤[4]。另外，机

匣等构件形状复杂，精密铸造过程易产生疏松、显

微孔洞等冶金缺陷[5]。为消除冶金缺陷，热等静压

（hot isotropic pressing，HIP）广泛应用于铸造 K4169
高温合金[6-7]。

为改进 K4169 合金组织和力学性能，国内外围

绕该合金的热处理制度优化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李爱兰等[8] 和王恺等[9] 研究不同温度的热等静压

工艺，发现 HIP 有效消除了 K4169 合金中的显微

疏松和 Laves 相，使碳化物大量溶解，组织均匀化

程度提高。李相辉等[10-11] 在未进行 HIP 的前提下，

先将均匀化温度提高到 1160 ℃，发现 K4169 合金

枝晶间到枝晶干的 Nb 偏析显著减轻，偏析系数降

至 1.1[10]。而后进行无均匀化热处理，直接将固溶

处理温度提高到 1150 ℃，发现合金中的 Nb 元素偏

析同样得到改善，析出的 γ″相增多，性能显著提高[11]。

总的来说，由于热等静压与均匀化热处理的温度

区间相似，且均有减轻偏析、使成分均匀化的作

用，因此考虑无均匀化热处理（heat treatment without
homogenization，HTWH），提出了缩短工序、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工艺成本的 HIP + HTWH 制度。凌李

石保等[12] 研究了无均匀化热处理对 K4169 合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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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 650 ℃/620 MPa 持久性能的影响，但没有系统

对照 AMS5383 的规定分析比较不同热处理工艺对

合金硬度和拉伸等力学性能的影响，且未与 HIP+
SHT 工艺进行对比，详细探讨 HIP 后无均匀化热处

理制度的可行性。

本工作对比研究标准热处理（SHT）、热等静

压+标准热处理（HIP+SHT）以及热等静压+无均匀

化热处理（HIP+HTWH）三种热处理工艺对 K4169
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系统分析 HIP 后进行无均

匀化热处理（HTWH）的可行性。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实验合金为 K4169 合金，其主要成分见表 1。

采用真空感应熔炼炉得到成分符合 AMS5383 要求

的母合金锭，然后在 ZGDX-25 型真空感应双性能

炉浇注单铸试棒。随后对试棒分组进行热等静压

和热处理，其中，第 1 组 H1 为 SHT、第 2 组 H2 为

HIP+SHT、第 3 组 H3 为 HIP+HTWH，研究不同热

处理制度对合金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具体

热处理制度见表 2。

热处理完成之后，选取三种试样的横截面，经

砂纸（80#～2000#）打磨后机械抛光至试样表面光亮

且无显见划痕。用光学显微镜（OM）对试样进行显

微疏松观察。随后，采用 15 g Cr2O3+10 mL H2SO4+
150 mL H3PO4 对试样进行电解腐蚀，选择性腐蚀

掉 γ 基体，以观察各析出相的形貌，电压为 5 V、电

解时间为 120 s；使用电解双喷制备不同热处理态

TEM 试样，以对微观组织进行结构分析。分别采

用光学显微镜（OM）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进

行宏观晶粒形貌和微观析出相的观察，同时利用

SEM 搭载的能谱仪（EDS）分析析出相的化学成

分，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对纳米级强化相

γ'、γ''进行观察，并使用选区电子衍射（SAED）花样

进行相鉴定。采用恒电流电解法，以试样作为阳

极，在外电场作用下与电解液发生电化学反应，进

行选择性溶解，使基体 γ 相被电离溶解，γ''相和 γ'相
以沉淀形式保留，采用 X 射线小角散射法对三种热

处理态试样 γ'相和 γ''相的尺寸进行分析。

硬度检测按 ASTM E18 标准进行；室温拉伸性

能 测 试 按 ASTM  E8/E8M-16a 标 准 进 行 ； 704 ℃/
448 MPa 持久性能测试按 ASTM E139-11 标准进行。

 
表 2    K4169合金的热处理方案

Table 2    Heat treatment of K4169 alloy

No Condition Heat treatment

H1 SHT 1093 ℃/1.5 h，AC +968 ℃/1.5 h，AC +718 ℃/8 h，FC（56 ℃/h）→621 ℃/8 h，AC

H2 HIP+SHT 1170 ℃/140 MPa/4 h，FC+1093 ℃/1.5 h，AC +968 ℃/1.5 h，AC +718 ℃/8 h，FC（56 ℃/1 h）
→621 ℃/8 h，AC

H3 HIP+HTWH 1170 ℃/140 MPa/4 h，FC +968 ℃/1.5 h，AC +718 ℃/8 h，FC（56 ℃/1 h）→621 ℃/8 h，AC
 
 
 

2    结果与分析
 

2.1    热处理工艺对 K4169合金显微组织的影响 

2.1.1    对晶粒组织和显微缺陷的影响

图 1（a-1）～（c-1）为不同热处理态合金的低倍

金相照片。如图所示，三种热处理态试样均表现出

不规则的等轴晶粒形态，尺寸大小不一。晶粒内均

为典型的枝晶组织，枝晶间放大观察后存在不同的

析出相。可以看出，相比于 H1 试样，H2 与 H3 试

样枝晶间呈黑色衬度的区域明显减少，说明合金偏

析减轻[9]，相应的析出相也减少。HIP 对合金显微

疏松及孔洞的影响如图 1（a-2）～（c-2）所示，可见

铸后未经热等静压而直接进行标准热处理的试样

横截面存在明显的显微孔洞（图 1（a-2））。在 100
倍金相视场下选取 6 张图片进行统计分析，H1 试样

横截面的显微孔洞面积分数为 0.103%。而 H2（图

1（b-2））和 H3（图 1（c-2））试样均未发现明显的显

微孔洞。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热等静压处理可以

有效闭合孔洞等显微缺陷、提高合金的致密度[13]。 

2.1.2    对相组织的影响研究

图 2 为不同热处理态 K4169 合金的高倍 OM
像和 SEM 像，表 3 为不同热处理态 K4169 试样析

出相的能谱分析结果。如图 2（a-1）、（a-2）和表 3
（1#、2#和 3#）所示，H1 态试样中存在岛状相及周围

表 1    K4169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K4169  alloy（ mass

fraction/%）

Fe Ni Cr Mo Nb C Ti Al

Bal 53.2 18.83 3.06 4.94 0.040 0.96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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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的大量针状相，能谱分析结果显示均富 Ni，不

同 的 是 1#针 状 相 Cr、Fe 含 量 较 2#岛 状 相 高 ， 而

Nb 含量明显较低，根据形状、析出位置以及能谱分

析 结 果 可 以 确 定 针 状 相 为 δ 相 ， 岛 状 相 为

Laves 相。可见，经标准热处理后，脆性 Laves 相和

一些针状的 δ 相不能完全消除[14]。此外，H1 中还

存在一些轮廓清晰、边界平直的 3#块状相，能谱分

析结果显示该相富 Nb，其次富 Ti，为 MC 型碳化物

（Nb，Ti）C。而如图 2（b-1）、（b-2）和表 3（4#）所示，

在 H2 试样中无论低倍金相还是高倍 SEM 中都未

观察到 Laves 相和 δ 相，仅在枝晶间存在一些块状

相，能谱结果表明 4#块状相富 Nb 和 Ti，为 MC 型

碳 化 物 （ Nb， Ti） C。 图 2（ c-1） 、 （ c-2） 和 表 3
（5#）为 H3 试样的显微组织与相应的能谱分析结

果 ， 与 H2 试 样 相 同 ，H3 枝 晶 间 无 明 显 的 Laves
和 δ 相，仅发现一些 5#块状相，能谱结果表明与 H2
试 样 4#相 相 同 ， 为 MC 型 碳 化 物 （Nb，Ti）C。 这

些不同热处理态试样枝晶间析出相的差异，是由于

K4169 合金中 Laves 相的溶解温度范围为 1160～
1259 ℃，δ 相的溶解温度范围为 982～1037 ℃[4]，而

本研究所采用的热等静压温度为 1170 ℃，达到

Laves 相溶解温度、高于 δ 相的溶解温度，同时经

4 h 保温的充分扩散，可以基本消除试样枝晶间的

Laves 相和 δ 相。

图 3 为 H2 与 H3 试样晶界处的 SEM 图。与

H2 试样的晶界（图 3（a））不同，在 H3 试样的晶界

上，除了部分块状碳化物外，还观察到了一些不连

续的短棒状相（图 3（b））。对其进行 EDS 能谱鉴定

（表 3（6#）），发现该相 Ni、Cr 和 Fe 含量较高、Nb
含量相对较少，确定为 δ 相。对比分析 H2 与 H3
试样的热处理制度，无均匀化热处理是造成这两种

状态样品晶界上析出相有所差异的原因。由于固

溶处理温度（968 ℃）与 δ 脆性相的形成温度区间

（815～950 ℃）基本相同，因此凌李石保等[12]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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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热处理态下 K4169 合金的金相照片（1）经侵蚀；（2）未经侵蚀；　（a）H1；（b）H2；（c）H3
Fig. 1    Metallographic photos of different heat-treated K4169 alloys（1）etched；（2）unetched；　（a）H1；（b）H2；（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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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金 经 HIP+STA（ 固 溶+时 效 ） 处 理 时 晶 界 针 状

δ 脆性相在固溶处理过程重新析出。在本研究中，

H2 试样经 968 ℃ 的固溶处理，未在晶界上发现不

连续短棒状 δ 相，说明 δ 相未在固溶过程重新析

出。与 H2 试样相比，H3 析出了少量短棒状 δ 相，

这有可能是因为热等静压后冷却过程缓慢，在冷却

过程中析出少量短棒状 δ 相；H2 的样品在 HIP 后

进行了 1093 ℃ 均匀化热处理，可以消除这些 δ 相，

而 H3 的样品只进行了 968 ℃ 固溶和 718 ℃/8 h+
621 ℃/8 h 时效，无法消除短棒状 δ 相。

图 4（a）～（c）为不同热处理态试样枝晶干位置

的 SEM 图。如图所示，γ''和 γ'相的尺寸均在 100 nm

表 3    不同热处理态合金中析出相的能谱分析结果（原子分数/%）
Table 3    EDS results of precipitates in different heat-treated alloys（atom fraction/%）

Sample Phase Mo Ti Cr Fe Ni Nb Al

H1 1#-δ 1.55 2.03 15.02 13.30 58.52 8.61 0.97

2#-Laves — 2.51 2.95 3.82 61.18 29.34 —

3#-（Nb，Ti）C — 13.45 1.48 0.85 2.86 81.49 0.10

H2 4#-（Nb，Ti）C 0.70 14.17 1.68 1.32 3.30 78.82 —

H3 5#-（Nb，Ti）C 1.74 12.62 1.02 0.74 2.01 81.67 —

6#-δ 2.13 1.12 20.15 17.52 53.02 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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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热处理态 K4169 合金的宏观金相和 SEM 图（1）金相照片；（2）SEM 照片；　（a）H1；（b）H2；（c）H3
Fig. 2    OM and SEM images of different heat-treated K4169 alloys（1）OM images；（2）SEM images；　（a）H1；（b）H2；（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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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均匀弥散地分布在 γ 基体中。图 4（d）为相

萃取法分析获得的不同热处理态试样 γ''相和 γ'相
的平均尺寸。如图 4（d）所示，H2 和 H3 试样 γ''相
和 γ'相 的 平 均 直 径 分 别 为 26.4  nm 和 18.9  nm，

均小于 H1 试样 γ''相和 γ'相的 32.6 nm。图 5（a）～

（c）为三种热处理态合金强化相的 TEM 明场像和

相应的电子衍射花样。通过 SAED 图确定，在基体

中弥散分布的析出相分别为 γ'相和 γ''相。可见，

H2 和 H3 试样的 γ''和 γ'强化相形态、分布基本一

致，无均匀化热处理未对其产生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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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热处理态 K4169 合金中 γ'、γ''相形貌和两相平均尺寸　（a）H1；（b）H2；（c）H3；（d）γ''相和 γ'相的平均尺寸

Fig. 4    SEM  images  of  γ'， γ''  and  the  mean  size  of  γ''  and  γ'  of  different  heat-treat  K4169  alloys　 （ a）H1； （ b）H2； （ c）H3；
（d）mean size of γ'' and γ'

 
 

2.2    热处理工艺对 K4169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图 6 为三种热处理态试样的洛氏硬度值。如

图 6 所示，H1、H2 和 H3 三种热处理态试样的平均

洛氏硬度值分别为 36.8HRC、38.1 HRC 和 38.4 HRC。

经 HIP 处理后，H2 和 H3 的硬度值比 H1 分别提高

3.5%和 4.3%。合金硬度主要由强化相（γ'、γ''）的析

出数量决定，强化相数量越多，合金的硬度值越高[15]。

HIP 后的两种热处理态合金的组织更加致密，并且

成分更均匀，使得时效过程析出了更多的 γ''[16]，从

而使得 HIP 处理的 H2 与 H3 样品硬度得以提高。

表 4 和图 7 为三种热处理态试样的室温拉伸

性能。可见，H2 和 H3 的抗拉强度分别为 1074 MPa
和 1082 MPa，高于 H1 的 1064 MPa。且 H2 和 H3
试样的屈服强度比 H1 试样的 821 MPa 分别增加

1 μm1 μm 1 μm1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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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热处理态 K4169 合金晶界处的 SEM 图

Fig. 3    SEM images of grain boundaries for different heat-treated K4169 alloys　（a）H2；（b）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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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73 MPa 和 91 MPa，伸长率也分别提高了 3%和

13%。室温下 K4169 合金塑性变形时，位错与沉淀

析出强化相的交互作用会随强化相的尺寸而由位

错切过向 Orowan 绕过机制转变[17-18]，对于第二相

强化的合金，存在一个临界强化相尺寸 Dc 值，强化

相尺寸在曲线上愈接近该 Dc 值，强化效果越好[19]，

合金的屈服强度也就越高。室温条件下，K4169 合

金所对应的临界强化相直径 Dc 为26 nm[20-21]。而

如图 4（d）所示，相比 H1 态的 32.6 nm，H2 及 H3 合

金的 γ''相和 γ'相平均尺寸在曲线上更加接近临界

强化相直径 Dc，因而具备更好的强化效果，使得合

金室温屈服强度更高。

表 5 和图 8 为不同热处理态试样的 704 ℃/448
MPa 条件下持久性能测试结果。结果表明，H2 和

H3 试样的持久寿命比 H1 试样的 329 h 分别提高

了 35%和 32%，但伸长率比 H1 分别下降了 17%
和 27%。虽然 H2 和 H3 的持久寿命都有显著提

高，但对比图 8 中 H2 和 H3 持久性能数据发现，相

比 H2 试样，无均匀化热处理的 H3 试样持久寿命

值和塑性散点分布范围较大。对于 K4169 合金，适

量的 δ 相沿晶界以颗粒分布时，会松弛裂纹前端应

力状态，延缓裂纹形成及扩展，从而提高持久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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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热处理态 K4169 合金（1）TEM 图；（2）γ''相 SAED 花样　（a）H1；（b）H2；（c）H3
Fig. 5    K4169 alloy und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 states（1）TEM images；（2）SAED pattern of γ'' phase；　（a）H1；（b）H2；（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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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热处理态 K4169 合金的洛氏硬度值

Fig. 6     Rockwell hardness of different heat-treated K4169 al-
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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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δ 相以针状魏氏组织大量析出时，容易产生应力

集中成为裂纹源，同时会使基体 Nb 含量减少，使其

周 围 不 能 析 出 γ''相 ， 会 降 低 合 金 强 度 [22]。 对 于

H2 样品而言，HIP 后进行了 1093 ℃/1.5 h 均匀化

热处理，高于 δ 相完全回溶温度 1020 ℃，因而消除

了 HIP 后冷却过程中析出的晶界 δ 相。对于 H3 样

品而言，由于 HIP 后直接进行了固溶和时效处理，

低于 δ 相完全回溶温度 1020 ℃，不能消除 HIP 冷

却过程产生的 δ 相，因而试样晶界处分布不均匀且

尺寸不一的短棒状 δ 相，导致持久寿命和塑性分散

度大于 H2 试样。
 
表 5    不同热处理态试样 704 ℃/448 MPa条件下的持久性能

Table 5    Stress-rupture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heat-treated   al-
loys at 704 ℃/448 MPa

Heat treatment Stress-rupture life/h Elongation in 4D/%

AMS5383 ≥ 23 ≥ 3

H1 329 7.8

H2 427 6.5

H3 419 5.7
 
 

综上所述，由于 HIP 处理可以使合金成分均匀

化，减轻偏析，同时消除合金内部显微疏松、针状

δ 相和大部分 Laves 相等，因而生产效率更高、工艺

成本更低的无均匀化热处理（HIP+HTWH）工艺达

到和全流程热处理工艺（HIP+SHT）基本相同的力

学性能，能够满足 AMS 5383 材料规范规定的硬

度、室温拉伸性能和 704 ℃/448 MPa 条件下持久性

能的要求，可作为 K4169 合金铸件热处理制度优化

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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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热处理态 K4169 合金 704 ℃/448 MPa 持久性能
Fig. 8    Stress-rupture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heat-treated

K4169 alloys at 704 ℃/448 MPa
  

3    结论

（1）不同热处理工艺对比研究表明，HIP 可以

代替均匀化热处理从而有效消除显微孔洞和针状

δ 相，基本消除 Laves 相并提高 γ''、γ'相体积分数。

（ 2） 力 学 性 能 研 究 表 明 ，HIP+SHT 和 HIP+
HTWH 态 K4169 合金的硬度、拉伸性能、持久寿命

相当，且均比 SHT 态有所提高。

（ 3） 组 织 研 究 表 明 ， 虽 然 HIP+HTWH 态 的

K4169 合金部分晶界存在短棒状 δ 相，造成持久性

能存在一定的分散度，但满足 AMS 5383 对材料力

学性能的要求。为简化工序、节约成本，工业应用

中可采用 HIP+HTWH 对 K4169 合金进行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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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热处理态 K4169 合金的室温拉伸性能

Fig. 7    Tensile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heat-treated  K4169
alloys at room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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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 processes on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K4169 superalloy

LI Yanjia1,    LIU Rui2,    HE Jinshan2*,    HU Pinpin1*,    TANG Xin1,    WANG Xitao2,3,    XIAO Chengb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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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teel  Technology， 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3.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High  Strength  Lightweight  Metallic  Materials， Advanced  Materials  Institute，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handong Academy of Science），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heat-treated K4169 alloys after standard heat treatment (SHT),

hot  isostatic  pressing  +  standard  heat  treatment  (HIP  +  SHT)  and  hot  isostatic  pressing  +  heat  treatment  without  homogenization

(HIP + HTWH) were compared. The feasibility of heat treatment without homogenization of K4169 alloy after HIP was analyzed. A

suitable  heat  treatment  system  for  casting  K4169  alloy  was  proposed.  The  results  on  microstructure  show  that  the  hot  isostatic

pressing  (1170 °C/140 MP/4  h)  can  basically  eliminate  the  Laves  phase  and  δ  phase  of  the  alloy.  Compared  with  the  alloys  after

HIP  +  SHT,  discontinuous  short  rod-like  δ  phase  is  existed  at  some grain  boundaries  of  the  sample  without  homogenization  heat

treatment  (HIP  +  HTWH),  which  has  no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the  uniformity  of  microstructure.  The  results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alloys after SHT, the yield strength at room temperature of alloys after HIP + SHT and HIP +

HTWH  is  increased  by  73  MPa  and  91  MPa,  and  the  stress-rupture  life  (704  °C  /  448  MPa)  is  increased  by  35%  and  32%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dispersion of stress-rupture life and plasticity for alloys after HIP + HTWH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HIP +

SH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MS5383 for K4169 alloy. The HIP+HTWH heat treatment process ha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potential for K4169 alloy structure b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reduction of process

cost,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Key words:   K4169；hot isotropic pressing；heat treatment without homogenization；microstructure；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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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粒度莫来石粉改性硅基陶瓷型芯
的制备及性能

吴笑非
1,    李    鑫1,    许西庆

2*,    牛书鑫
1,    范红娜

1,    杨小薇
1

（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先进高温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5；2．长安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西安

710064）

摘要：陶瓷型芯在航空发动机空心涡轮叶片的熔模精密铸造中提供复杂内腔结构。采用不同粒径的电熔莫来石粉

作为添加剂，利用热压注法制备氧化硅/莫来石陶瓷型芯，研究莫来石粒径对型芯析晶行为和性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莫来石粉的加入促进方石英的析晶，较细莫来石对不均匀形核的促进更加明显，会产生更多的方石英晶相；粒

径过大的莫来石粉会导致型芯烧结程度低，力学性能和抗蠕变能力较差；当莫来石粉的粒径过小时，型芯内含有过

多的方石英晶相，冷却中相变产生微裂纹，也会引起室温强度和抗高温变形能力恶化；莫来石粒径为 19 μm 的陶瓷

型芯表现出良好的综合性能：线收缩率为 0.65%，气孔率为 31.8%，室温弯曲强度为 17.8 MPa，1540 ℃ 的蠕变为

0.4 mm，溶蚀率为 0.06 g/min。

关键词：陶瓷型芯；氧化硅；莫来石；颗粒尺寸；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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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精密的热力机械，它不仅为飞机

提供动力，也是促进航空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人类航空上史上每一重要的变革都与航空发动机

的技术进步密不可分。推重比是衡量发动机动力

的重要指标，为提高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发动机

前进气口温度要不断提高。通过提高叶片的冷却

技术和改善合金的高温性能已然成为提高进气口

温度的主要途径[1-2]。陶瓷型芯在熔模精密铸造空

心叶片内腔的成型过程中，经受各种复杂、严苛环

境的挑战，比如在强化型芯时需承受不同强化液体

的浸泡与冲洗，在焙烧脱蜡阶段接受高温煅烧的同

时须保持较小的收缩率，在压蜡模时经得起蜡液的

冲击而不断裂，制壳时不变形、不位移，浇铸合金时

需具有一定的高温强度来抵制高温合金液体的冲

击作用[3-5]。这些对陶瓷型芯提出严苛的考验，也成

为空心叶片铸造的技术瓶颈。

常见的陶瓷型芯包括氧化铝基和氧化硅基两

种。氧化铝基陶瓷型芯[6-7] 虽然在焙烧和铸造过程

中结构稳定性好，不易发生晶型转变，但是极难脱

芯始终制约着其发展；氧化硅基陶瓷型芯[8-9] 是国

内外起步较早，相对较完善的陶瓷型芯。氧化硅基

陶瓷型芯具有热膨胀系数低、烧结温度低、抗热震

性优良、冶金化学稳定性强、溶出性好等优点，在

目前使用的陶瓷型芯中，90%以上是硅基陶瓷型

芯[10]。但是硅基陶瓷型芯也存在高温强度低、易蠕

变等缺陷，这些缺陷可通过加入方石英、刚玉、纳

米石英等添加剂来改善[11-13]，提高硅基陶瓷型芯的

高温抗变形能力。

氧化硅在焙烧和铸造过程中会发生多晶型相

变[14-15]，这个过程不仅在升温阶段发生，在降温过

程中也发生，具体表现为：当温度升高到 1200 ℃
时，无定型的石英玻璃发生相变转化为 α-方石英并

伴随着一定的体积膨胀，当温度降低至 180～270 ℃
时，α-方石英将转变为 β-方石英并伴随着一定的体

积收缩。当 α-方石英转变为 β-方石英时，除了伴有

一定的体积收缩，还会产生一定的内应力，从而致

使陶瓷型芯内部极易出现微裂纹，一定量的微裂纹

有利于陶瓷型芯后续的脱芯工艺，然后当裂纹数量

过多，就会大大降低陶瓷型芯的强度，因此控制方

石英的析出量是陶瓷型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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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来石作为一种优质的耐火材料，具有极好的

热震稳定性、抗蠕变性好、荷重软化点高等特点[16-17]，

可作为高温稳定相对硅基陶瓷型芯高温性能产生

显著影响。莫来石主要分为电熔莫来石、全天然铝

矾土精矿烧结莫来石和轻烧莫来石。目前莫来石

作为添加剂在氧化硅基陶瓷型芯中的研究还鲜见

报道，莫来石对氧化硅基陶瓷型芯的影响值得深入

研究。

本工作采用三种不同粒径（5 μm、19 μm、40 μm）

的电熔莫来石粉作为硅基陶瓷型芯的添加剂，研究

莫来石粉体粒径对硅基陶瓷型芯高温强化作用以

及析晶行为影响，探究其对硅基陶瓷型芯的结构与

性能的影响规律及作用机理。 

1    实验及方法
 

1.1    实验过程

制备陶瓷型芯的主要原料为熔融石英粉，其平

均粒径为 30 μm，以电熔莫来石粉作为添加剂调节

陶瓷型芯的结构与性能。本研究使用三种不同粒

径的电熔莫来石粉，平均粒径分别为 5 μm、19 μm
和 40 μm，熔融石英粉和电熔莫来石粉参数如表 1
所示，不同粒径的电熔莫来石粉体的成分相近，如

表 2 所示。图 1 为三种莫来石粉体的 SEM 图，莫

来石粉体颗粒不规则，由于机械研磨存在较多的尖

锐棱角，颗粒尺寸存在较大的跨度。
 

表 1    实验原料

Table 1    Experimental material

Material Chemical formula Purity Mean particle size/μm

Fused silica powders SiO2 >99.95% 30

Fused mullite powders 3Al2O3•2SiO2 >95%   5

Fused mullite powders 3Al2O3•2SiO2 >95% 19

Fused mullite powders 3Al2O3•2SiO2 >95% 40
 
 
 

表 2    莫来石粉体的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2    Composition of the mullite powder（mass fraction/%）

Al2O3 SiO2 Na2O K2O Fe2O3 CaO MgO

Bal 20.4 0.24 0.17 0.11 0.16 <0.1
 
 

 

20 μm20 μm 40 μm40 μm 200 μm200 μm

(a) (b) (c)

 

图 1    不同粒径莫来石粉的 SEM 图

Fig. 1    SEM images of mullite powder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a）5 μm；（b）19 μm；（c）40 μm
 

添加 5 μm、19 μm 和 40 μm 三种不同粒径电熔

莫来石粉制备的陶瓷型芯分别记作 M5、M19 和

M40，不同型芯中熔融石英粉与电熔莫来石粉的质

量比皆为 9∶1。将粉体与增塑剂均匀混合后，进行

热压注成型，得到尺寸为 120 mm × 10 mm × 4 mm
的条形坯体，在马弗炉中 1190 ℃ 烧结 6 h，随后分

别在 PVA 溶液和正硅酸乙酯溶液中进行强化，从

而得到陶瓷型芯。 

1.2    表征与测试

通过 D/Max-2500 型 X 射线衍射仪分析不同陶

瓷型芯样品的物相组成，利用 JSM-5600LV 扫描电

子显微镜观察陶瓷型芯的断面，分析其微观形貌和

断裂机制。通过烧结前后的尺寸测量计算陶瓷型

芯的线收缩率，利用阿基米德法测试型芯的密度和

气孔率；利用 5500R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进行三点

弯曲测试型芯试棒的常温弯曲强度；利用双悬臂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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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试型芯试棒在 1540 ℃ 保温 30 min 的高温蠕

变；将陶瓷型芯置入质量分数 35%的 KOH 溶液

中。在 KOH 溶液中溶解 30 min 后取出，清理并称

重，计算陶瓷型芯的溶蚀速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表征分析

对 M5、M19 和 M40 进行 XRD 分析，结果如

图 2 所示。当莫来石粉的平均粒径为 5  μm 时，

XRD 谱图中呈现出较强的衍射峰，根据 PDF 卡片

可 确 定 此 时 陶 瓷 型 芯 的 主 要 结 晶 相 为 方 石 英

（JCPDS#82-0512）和莫来石（JCPDS#79-1276）。通

过半定量分析，计算出此时方石英含量为 24.1%。

当莫来石粉的平均粒径为 19 μm 时，方石英相的衍

射峰减弱，表明结晶度降低，此时方石英含量为

14.2%。随着莫来石粉的粒径进一步增大到 40 μm，

陶瓷型芯中方石英的含量进一步降低，方石英的体

积分数为 8.9%。可以推断，添加的电熔莫来石粉

作为晶种，在高温下促进石英玻璃通过不均匀成核

和晶体生长转变为方石英。较小粒径的莫来石粉

具有较大的表面积，对不均匀形核的促进作用更加

明显，因而产生更多的方石英晶相。

对 M5、M19 和 M40 进行 SEM 分析，结果如

图 3 所示。当莫来石粉的平均粒径为 5 μm 时（如

图 3（a）所示），尽管 M5 陶瓷型芯具有较大的细粉

含量，但此时型芯内部产生了少量的微裂纹，这是

由于 M5 陶瓷型芯中含有 24.1%的方石英，方石英

在降温过程中，在 180～270 ℃ 时会发生 α-β 相转

变产生体积收缩（2.7%），形成微裂纹，导致型芯具

有较高的气孔率和孔径。当莫来石粉的平均粒径

为 19 μm 时，M19 陶瓷型芯的微观结构变得致密

（如图 3（b）所示），型芯断口处具有较多的细粉，细

粉均匀分布于大颗粒形成的骨架中，陶瓷型芯的粗

粒径、中粒径和细粒径粉形成了良好的堆积结构，

颗粒结合紧密，此时气孔孔径变小，气孔率降低。

当莫来石粉的平均粒径为 40 μm 时，M40 陶瓷型芯

表现出较为疏松的微观结构，粉体颗粒以粗粉为

主，颗粒堆积效果不理想，气孔率较高，气孔孔径较大。

 

100 μm100 μm 100 μm100 μm 100 μm100 μm

(a) (b) (c)

 

图 3    不同粒径莫来石粉制备的陶瓷型芯的 SEM 图

Fig. 3    SEM images of the ceramic cores modified by mullite mineralizer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a）M5；（b）M19；（c）M40
 
 

2.2    性能研究

M5、M19 和 M40 的线收缩率和气孔率如图 4
所示。随着莫来石粉体粒径的增大，陶瓷型芯的线

收缩率逐渐降低，即 M5 > M19 > M40。陶瓷型芯

的 线 收 缩 率 主 要 受 陶 瓷 型 芯 的 烧 结 程 度 影 响 ，

M5 陶瓷型芯的总体粒度最小，表面能最高，有利于

型芯的烧结与致密化，因此表现出最大的线收缩率

（0.71%）。随着莫来石粉体粒径的增大，陶瓷型芯

的总体粒度也呈现出变大的趋势，因而阻碍了陶瓷

型芯的烧结，线收缩率不断降低为 0.65%和 0.42%。

陶瓷型芯的气孔率并未呈现出与线收缩率相反的

趋势，而是 M40 > M5 > M19，这一结果与图 3 中的

SEM 图相一致。由于 M40 陶瓷型芯的烧结程度

低，其气孔率较高（35.5%），当莫来石粉体粒径降低

至 19 μm 时，由于烧结程度提高、颗粒堆积紧密，

M19 陶瓷型芯的气孔率明显较低（30.5%）。当莫来

石粉体粒径降低至 5μm 时，尽管型芯的烧结程度

更高，但由于陶瓷型芯中方石英含量较高，方石英

20 30 40 50 60 70

M5

M19

M40

Crystobolite

Mullite

2θ/(°) 

图 2    不同陶瓷型芯的 XRD 谱图

Fig. 2    XRD patterns recorded from different ceramic 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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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温过程中发生 α-β 相转变产生 2.7%的体积收

缩，形成了微裂纹，导致型芯的气孔率升高（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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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陶瓷型芯的线收缩率和气孔率

Fig. 4    Linear shrinkage and porosity of different ceramic cores
 

M5、M19 和 M40 的室温弯曲强度和高温蠕变

如图 5 所示。随着莫来石粉体粒径的变化，M19 陶

瓷型芯表现出最高的室温强度（17.8 MPa），M5 陶

瓷型芯表现出最低的室温强度（13.5 MPa）。陶瓷

型芯的室温抗弯强度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一是

粉体颗粒间的结合强度，其受陶瓷型芯的烧结程度

影响，陶瓷型芯的烧结程度高，其室温抗弯强度也

较强；二是型芯烧成体内气孔含量及尺寸，陶瓷型

芯内部气孔率分布多，孔径大会降低陶瓷型芯的室

温抗弯强度；三是陶瓷型芯预烧后的方石英含量，

方石英在降温过程中会发生 α-β 相转变产生体积

收缩，形成微裂纹降低型芯的室温抗弯强度。综合

以上因素，可以看出，陶瓷型芯室温强度对方石英

相变产生的微裂纹最为敏感，尽管 M5 陶瓷型芯具

有最高的烧结程度和紧密的颗粒结合，由于微裂纹

的存在，却表现出最低的室温强度。

从图 5 可以看出，陶瓷型芯的高温蠕变随莫来

石添加剂粒径的变化规律与室温强度相反，即 M5

> M40 > M19。莫来石粉主要从两方面改善氧化硅

基陶瓷型芯的抗高温变形能力：一是莫来石粉及其

所含杂质能够促进石英玻璃粉析出方石英，通过预

烧后产生的方石英引发其在高温浇注条件下的快

速析晶，从而提高陶瓷型芯的高温抗变形能力；二

是莫来石粉熔点较高，其在陶瓷型芯基体中均匀分

布，在基体中起到高温稳定相的作用，提高陶瓷型

芯的高温抗变形能力。由于 M5 陶瓷型芯内部存

在较多的微裂纹，这些微裂纹明显降低了型芯的高

温抗变形能力，使陶瓷型芯表现出较高的高温蠕

变，此时高温蠕变达到了 1.2 mm。由于 M40 陶瓷

型芯的气孔率高、颗粒结合弱，且具有较低的方石

英含量（8.9%），因而在 1540 ℃ 的抗变形能力不够

理想，其高温蠕变为 0.7 mm。相比之下，M19 陶瓷

型芯的气孔率较低、颗粒结合强，方石英含量明显

增多（14.2%），表现出很好的抗蠕变性能（0.4 mm），

可以很好地满足后续单晶叶片浇注使用。

M5、M19 和 M40 在 35%的 KOH 沸腾水溶液

中的溶蚀率如图 6 所示。随着莫来石粉体粒径的

变化，M5 陶瓷型芯表现出最低的溶蚀率（0.05 g/min），

M40 陶瓷型芯表现出最高的溶蚀率（0.09 g/min）。

随着莫来石粉体粒径的降低，陶瓷型芯的孔隙率和

结晶度增大，两者对型芯的溶蚀性都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一方面，莫来石粉体粒径的降低导致陶瓷型

芯内存在较大的孔隙率和微裂纹，为 KOH 溶液的

渗透提供通道，可促进陶瓷型芯在 KOH 溶液中的

溶解；另一方面，莫来石粉体粒径的降低促进了方

石英的析晶，由于石英玻璃相比于方石英处于热力

学亚稳定状态，具有更多的结构缺陷，因而更容易

与 KOH 溶液发生反应，因此随着方石英结晶度的

提高，陶瓷型芯在 KOH 溶液中溶蚀性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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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陶瓷型芯在 35%KOH 沸腾水溶液中的溶蚀率
Fig. 6    Leaching  rate  of  different  ceramic  cores  in  boiling

35%K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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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陶瓷型芯的室温弯曲强度和高温蠕变

Fig. 5    Room temperature bending strength and high temperat-
ure creep deformation of different ceramic 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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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莫来石添加剂对方石英的析晶起到促进作

用，当莫来石粉体粒径从 5 μm 降低至40 μm，莫来

石对方石英不均匀形核的促进作用减弱，方石英晶

相的含量从 24.1%降低到 8.9%。

（2）当莫来石粉体粒径为 40 μm 时，型芯烧结

程度低，颗粒与颗粒之间结合较弱，力学性能和抗

蠕变能力较差；当莫来石粉体粒径为 5 μm 时，型芯

内方石英晶相达到了 24.1%，冷却中相变产生微裂

纹，也会引起力学性能和抗蠕变性能恶化。

（3）莫来石粉体粒径为 19 μm 的陶瓷型芯表现

出良好的综合性能：线收缩率为 0.65%，气孔率为

31.8%，室温弯曲强度为 17.8 MPa，1540 ℃ 的蠕变

为 0.4 mm，溶蚀率为 0.06 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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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ation and properties of silica-based ceramic cores modified by mullite
powder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WU Xiaofei1,    LI Xin1,    XU Xiqing2*,    NIU Shuxin1,    FAN Hongna1,    YANG Xiaowei1

（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dvanced  High  Temperature  Structural  Materials  Laboratory，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Chang ’an  University， Xi ’an

710064，China）

Abstract:   Ceramic cores provide complex internal cavity structures in the investment precision castings of hollow blades for aero-

engine.  The  silica/mullite  ceramic  cores  were  fabricated  by  hot  injection  molding,  adding  fused  mullite  powder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as  mineralizers.  The  particle  size  of  mullite  mineralizers  on  the  crystallization  and  properties  of  ceramic  cores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pap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ullite mineralizers promot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ristobalite in ceramic cores,

and finer  mullite  powders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heterogeneous nucleation,  and generate  larger  quantities  of  cristobalite.  Mullite

mineralizers  with  large  particle  size  can  lead  to  low sintering  degree,  poor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creep  resistance  of  ceramic

cores.  While  the  particle  size  of  mullite  mineralizers  is  too  small,  the  core  contains  too  much  quartzite  crystal  phase,  and  the

microcrack  occurs  during  the  phase  transformation  during  cooling,  which  also  cause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trength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deformation  resistance  ability.  The  ceramic  cores  with  mullite  powders  in  particle  size  of

19 μm show excellent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with linear shrinkage of 0.65%, porosity of 31.8%, room temperature strength of

17.8 MPa, high temperature creep deformation of 0.4 mm, and leaching rate of 0.06 g/min.

Key words:   ceramic cores；silica；mullite；particle size；mechan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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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火气氛对 ZnO∶Al薄膜光学、电学
和微结构的影响

郝常山
1,2,    彭晶晶

1,2*,    雷    沛1,2,    钟艳莉
1,2,    张    旋1,2,

纪建超
1,2,    霍钟祺

1,2

（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2．北京市先进运载系统结构透明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5）

摘要：研究退火气氛对 ZnO∶Al（Al 掺杂的 ZnO，AZO）薄膜电学、光学、微结构和缺陷的影响。通过 X 射线衍射仪

（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霍尔效应测试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拉曼振动以及光致发光谱表征不同状

态 ZnO∶Al 薄膜的晶体结构、微观形貌、电阻率、透射率、拉曼振动和光致发光特性。结果表明：空气退火后，

AZO 薄膜的载流子浓度从 1.63 × 1020 cm−3 降低至 7.1 × 1018 cm−3，光学禁带宽度从 3.51 eV 降低为 3.37 eV，近红外

透射率增加以及光致发光谱的带边发光峰位从 3.49 eV 红移至 3.34 eV。氢气退火后 AZO 薄膜的载流子浓度升高

至 5.3 × 1020 cm−3，光学禁带宽度增加为 3.78 eV，近红外透射率下降以及光致发光谱的带边发光峰强度增加了

10 倍，且发光峰的峰位蓝移至 3.57 eV。此外，空气退火的 ZnO∶Al 薄膜观察到 4 级的拉曼多声子振动。

关键词：ZnO∶Al 薄膜；退火；载流子浓度；禁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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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B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2021)04-0134-07

   

ZnO 是一种宽禁带、直接带隙的第三代半导体

材料，在光电子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

Al、Ga 或者 In 掺杂的 ZnO 薄膜具有较低的电阻率

和较高的光学透射率，可作为透明电极，用于平板

显示器、太阳能电池、电致变色和电加温玻璃[1-3]。

通过 In/Ga 等共掺杂的 ZnO 薄膜，可用于制备薄膜

晶体管 [4]。此外，ZnO 薄膜还可用于气敏传感器、

紫外光探测器等[5-6]。Al 掺杂的 ZnO（AZO）薄膜具

有透射率高、电阻率低、无毒、材料成本低等优点，

被认为是最有前途替代 ITO 透明导电薄膜（价格昂

贵、有毒）的材料之一。然而，室温制备的 AZO 薄

膜结晶性差，薄膜内部缺陷多，其光电性能具有较

大的优化空间。

退火处理是一种调节和优化薄膜性能的常用

方法，文献报道了 ZnO 薄膜在不同气氛下（包括 N2、

O2、真空、Ar 气、氢气等）退火后的性能变化 [7-10]。

郭德双等[11] 研究了空气气氛退火对 AZO 薄膜结晶

质量和光电性能的影响，发现空气气氛退火改善了

AZO 薄膜的结晶质量，还可以调节薄膜的光学禁

带宽度发生蓝移或者红移。张文通等[12] 研究了氮

气气氛退火对 ZnO 薄膜晶体管性能的影响，氮气

退火后，薄膜晶体管的性能得到明显改善。然而，

鲜有报道退火气氛对 AZO 薄膜的近红外透射率和

光致发光特性的影响。本工作采用磁控溅射的方

法制备 AZO 薄膜，通过测试退火后 AZO 薄膜的光

学、微结构以及发光特性，研究空气和氢气气氛退

火对 AZO 薄膜近红外透射率、光致发光特性和薄

膜微结构的影响。 

1    实验内容

采 用 RAS-1100C 磁 控 溅 射 机 在 室 温 下 制 备

AZO 薄膜[13]，选用的靶材为AZO 陶瓷靶（2.2%Al2O3）。

施加的中频电源功率 6000 W、溅射气压 0.7 Pa、靶

基距 65 mm、薄膜厚度 527 nm。为了降低基体产

生的背底信号，衬底选择 BK7 玻璃和单晶硅片。

其中，单晶硅片衬底用来测试 PL 谱，而 BK7 衬底

作 为 测 试 Raman 谱 的 基 体 材 料 。 溅 射 制 备 的

AZO 薄膜分别在空气和氢气气氛中以 5 ℃/min 升

温至 450 ℃ 并保温 30 min，最后自然冷却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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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未退火处理的 AZO 薄膜、空气退火的 AZO 薄膜

和氢气退火的 AZO 薄膜分别记为 P1、A1 和 H1。

采用四电极法和范德尔堡法在商业化的测试

平台下测试薄膜的电学性能（电阻率、载流子浓度

和迁移率）。用 TTR-III XRD 衍射仪表征薄膜微结

构，X 射线源为 Cu Kα。通过 SIRION200 肖特基场

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薄膜微观形貌。通过

UV-VI-NIR41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试薄膜的

透射率和反射率，采用 LabRam HR 800 光致发光谱

系 统 测 试 PL 谱 ， 光 源 是 325  nm 的 激 光 。 采 用

LabRam HR 激光拉曼光谱系统测试 Raman 谱，光

源为 514.5 nm 的 Ar+激光，扫描精度为 1 cm−1。 

2    实验结果和讨论
 

2.1    薄膜的电学性能

表 1 给出了 P1、A1 和 H1 薄膜的电学性能。

与未退火的 P1 薄膜电阻率相比，空气退火的 A1 薄

膜的电阻率显著升高至 2.0 × 10−1 Ω•cm，而氢气中

退火的 H1 薄膜的电阻率则降低为 6.3 × 10−4 Ω•cm。

薄膜的电阻率由式（1）确定：

ρ = 1/neµ (1)

式中：ρ 为薄膜的电阻率；n 为载流子浓度；μ 为迁

移率。

与 P1 薄膜相比，A1 薄膜的载流子浓度和迁移

率均显著降低，而 H1 薄膜的载流子浓度和迁移率

均显著升高。这表明，空气或者氢气退火对载流子

浓度和迁移率均有影响，进而改变了 AZO 薄膜的

电阻率。 

2.2    薄膜的光学性能

图 1（a）给出了三组 AZO 薄膜的透射光谱。

AZO 薄膜在可见光波段的平均透射率均大于 85%，

且退火对 AZO 薄膜在可见光波段的透射率改变不

明 显 。 然 而 ， 三 组 样 品 在 近 红 外 波 段 （ 1000～
2500 nm）表现了显著的差别，A1 薄膜的平均透射

率大于 80%，P1 薄膜的平均透射率降低为 60%以

下，而 H1 薄膜在 1000～1500 nm 时已急剧降低至

20%以下。近红外波段透射率的降低与薄膜载流

子的吸收有关，当入射光的频率与薄膜固有的等离

子共振频率一致时，入射光与薄膜共振被吸收，出

现吸收的极大值[14]。当载流子浓度升高时，薄膜的

等离子共振频率向短波方向移动，即向近红外波段

移动，进而导致薄膜在该波段的吸收性能增强，透

射率降低。H1 薄膜的载流子浓度最高，因此 H1 薄

膜的透射率最低。

根据薄膜的吸收系数与入射光能量的关系可

以计算薄膜的光学禁带宽度：

α (hν) =C(hν−Eg)1/2 (2)

式中：α 是吸收系数；ν 是入射光的频率；Eg 是光学

禁带宽度；C 是常数。

表 1    退火前后 AZO薄膜的电阻率、载流子浓度和迁移率

Table 1    Resistivity，carrier concentration and mobility of pristine and annealed AZO films

Sample Resistivity/（10−3Ω•cm） Carrier concentration/（1020 cm−3） Mobility/（cm2•V−1•s−1）

P1（pristine ZnO∶Al films）     4.70 1.630   8.05

A1（annealed in air） 204.00 0.071   4.30

H1（annealed in H2 atmosphere）     0.63 5.300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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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组 AZO 薄膜的透射光谱和 hν-（αhv）2 图谱　（a）300 nm～2500 nm 的透射率；（b）hν-（αhv）2 图谱

Fig. 1    Pristine AZO films（P1），AZO films annealed in air（A1）and AZO films annealed in hydrogen atmosphere（H1）　
（a）transmittance in 300-2500 nm；；（b）plot of（αhv）2 against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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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给出了三组薄膜的 hν-（αhv） 2 图谱。

P1、A1 和 H1 三 组 薄 膜 的 光 学 禁 带 宽 度 分 别 为

3.51 eV、3.37 eV 和 3.78 eV。对于 ZnO 来说，当载

流子浓度高于 Burstein-Moss 浓度（3.68 × 1018 cm−3）

时，载流子浓度的增加（降低）可以使在导带的费米

能级向上（向下）移动，即自由电子占据导带更高

（更低）的能级。因此，薄膜的光学禁带宽度随着载

流子浓度的增加而增加[15]。 

2.3    薄膜的微观结构

图 2（a）～2（c）分别是 P1、A1 和 H1 薄膜的表

面和断面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组薄膜的表面

和断面形貌没有显著差别，所有薄膜表现为垂直于

基体生长的柱状结构。此外，由于退火处理的温度

相对较低，退火后薄膜的晶粒尺寸没有明显长大，表

明 450 ℃ 退火下晶粒间的扩散几乎不存在。图 2（d）

给出了三组薄膜的 XRD 图谱。三组 AZO 薄膜都

具有立方纤锌矿结构，且均表现出明显的择优取向

性，仅具有沿 c 轴方向生长的（002）峰位。从插入

的图谱看到：P1、A1 和 H1 样品的 2θ 角为 34.17°、
34.424°和 34.384°，而薄膜（002）峰的半高宽分别

为 0.233、0.666 和 0.645。这表明在空气或氢气退

火后，AZO 薄膜的 2θ 角向标准 ZnO 的峰位（插图

中的点线）偏移，而薄膜的峰位强度在显著降低。

影响薄膜 XRD 的峰位和半高宽的因素包括晶

粒尺寸和应力[16]，而薄膜的应力又可分为残余应力

（很多晶粒范围）、微观应力（一个晶粒或者晶粒内

部）以及超微观应力（几个原子间的晶格畸变）。其

中，残余应力直接影响了 XRD 峰位的偏移，而微观

应力和超微观应力影响衍射峰的峰位强度，晶粒尺

寸与衍射峰的半高宽有关。

AZO 薄膜的 2θ 角向标准 ZnO 的峰位（插图中

的点线）偏移，表明退火使薄膜晶格内部的残余应

力降低。由薄膜的微观形貌（图 2（a）～（c）可知，

薄膜的晶粒尺寸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AZO 薄

膜峰位强度的降低主要与薄膜的微观应力或者超

微观应力有关。Ahn 等[17] 观察到在氮气和氧气中

退火的薄膜半高宽展宽，他们将原因归结为化学吸

附氧气或者氮气导致晶界附近耗尽层的畸变（超微

观应力）。Laurent 等[18] 观察到 ZnO 薄膜中的面缺

陷（微观应力）同样会导致 ZnO 薄膜的半高宽展

宽。在空气中退火时，AZO 薄膜在晶界处易吸附

水汽和吸附氧气，而吸附物捕获电子，从而改变了

薄膜的晶界势垒，晶界附近的原子受晶界势垒影响

发生了晶格畸变，进而造成 XRD 峰强的降低。另

一方面，氢气退火的作用是消除 AZO 薄膜中的晶

界吸附物（比如水汽、晶界吸附氧等）。然而，在氢

气退火过程中，氢原子能够进入 AZO 薄膜晶格内

部[19]，引起晶格畸变，进而造成峰强降低。 

2.4    薄膜的 Raman谱
图 3 为三种 AZO 薄膜对应的拉曼光谱。由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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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组 AZO 薄膜的表面形貌和断面形貌　（a）P1；（b）A1；（c）H1；（d）XRD 图谱

Fig. 2    Surface and fracture morphologies of AZO films　（a）P1；（b）A1；（c）H1；（d）XRD patterns

136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观察到 440 cm−1 和 575 cm-1 的 ZnO 本征拉曼振动

峰，对应于 ZnO 的 E2（h）和 LO 振动模式 [20]。除

了 ZnO 的本征振动模式，图中还观察到 275 cm−1、

512 cm−1 和 640 cm-1 等三个额外信号（AM）。文献

报道 AM1、AM2 和 AM3 信号是由于在耗尽层附

近的内建电场使 ZnO 本征非拉曼活性的 B1 模式

变为活性产生的，分别对应于 B1（low）、2B1（low）

以及 B1（high）+ TO 模式[21-22]。空气退火后 A1 薄

膜的 LO 模式峰位的蓝移并且对称性显著增高，表

明薄膜晶粒内部应力的减少，与 XRD 图谱中 2θ 角

的变化吻合。ZnO 的 LO 模式是 Zn 原子的振动，

因此 LO 模式反映了 Zn 原子周围的环境，一般认

为 LO 模式与氧空位的浓度有关[21]。与 P1 薄膜的

LO 模 式 相 比 ，H1 薄 膜 的 强 度 显 著 降 低 ， 表 明

H1 薄膜的氧空位浓度的减少。在高温和还原气氛

条件下，薄膜中的氧易扩散出表面，产生氧空位，从

而增加氧空位浓度，而 H1 薄膜的 LO 模式峰强却

显著降低。文献报道 H 原子在 ZnO 晶格中，可占

据氧空位形成稳定的复合缺陷 HO
[23]，我们认为氢

气退火时，H 原子与 AZO 薄膜中的氧空位结合形

成缺陷 HO，从而降低了 LO 模式峰位强度。

与 B1 振动模式相关的峰强是由薄膜晶界附近

耗尽层的宽度和内建电场的强度决定的。晶界耗尽

层的宽度 W 以及内建电场的强度 E 由式 (3) 给出[24]：

W =
(
2εVbi⧸eND

)1/2
E = Vbi⧸W =

(
VbiNDe⧸2ε

)1/2
(3)

式中：ε 是 ZnO 的介电常数；Vbi 是晶界势垒；ND 是

薄膜晶粒内部的载流子浓度；e 是电子电量。

从式（3）可以看出：当薄膜载流子浓度较低和

晶界势垒升高时，耗尽层的宽度和内建电场的强度

同时增加，使与 B1 振动模式相关的峰强升高。以

275 cm−1 的峰强变化为例，A1 薄膜由于吸附了空

气中的氧气和水汽并且捕获电子，其晶界势垒升

高，同时薄膜晶粒内部的载流子浓度减少，从而导

致 275  cm−1 的 峰 强 增 加 。 相 反 ， 氢 气 退 火 移 除

AZO 薄膜中的晶界氧，载流子浓度升高且晶界势

垒降低，解释了 H1 薄膜拉曼图谱中 275 cm−1 峰强

的减弱。 

2.5    薄膜的 PL谱

图 4（a）给出了室温条件测试的退火前后 AZO
薄膜的 PL 谱。从图中看出，P1、A1 和 H1 薄膜的

带边发光峰分别是 3.49 eV、3.34 eV、3.57 eV，与光

学禁带宽度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与 P1 和 A1 薄

膜的带边发光峰强相比，H1 的发光峰强度是最高

的，是 P1 和 A1 薄膜发光强度的大约 10 倍，表明

氢气退火消除了部分非辐射复合的发光缺陷，与薄

膜的电学性能变化一致。有趣的是，A1 薄膜在带

边左侧观察到一系列的发光峰，图 4（b）是 A1 样品

在 3.4～3.8 eV 的放大图，4 个峰值间距是 72 meV，

对应于拉曼振动的 LO 模式（72 meV），此系列峰位

是激光与拉曼振动的多声子共振，此 AZO 薄膜中

观察到 4 级的多声子振动，文献报道缺陷诱导是

AZO 薄膜产生多声子共振的原因[25]。在靠近带边

发光峰的 3.1～3.4 eV 范围内，三组 AZO薄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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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退火前后 AZO 薄膜的拉曼振动谱

Fig. 3    Raman spectra of pristine and annealed AZO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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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ZO 薄膜　（a）P1、A1 和 H1 薄膜的室温 PL 谱；（b）A1 薄膜的多声子共振谱

Fig. 4    AZO films　（a）PL spectra of P1，A1 and H1；（b）multiphonon resonance spectra of A1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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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明显的发光峰，此系列的峰是施主与价

带、导带与受主以及施主和受主之间的复合发光。

可见光波段的发光是深能级缺陷的发光。从

图 4（a）中可以看出：H1 薄膜的深能级发光被显著

抑制，而 A1 薄膜的深能级发光强度显著增强，与

A1 薄膜电阻率较高的结果一致。P1 薄膜中 2.3
eV 的发光峰与氧填隙缺陷有关[26]，空气中退火的

2.1 eV 归结为 AZO 薄膜的晶界处吸附了空气中的

水汽产生的发光峰[27]。 

3    结论

（1）与初始制备的 AZO 薄膜（P1）相比，空气中

退火后 AZO 薄膜（A1）的载流子浓度显著降低，而

氢气气氛下退火后 AZO 薄膜（H1）的载流子浓度

显著升高。

（2）空气退火后 A1 薄膜载流子浓度的降低导

致了薄膜的电阻率升高，在 1000～1500 nm 波段的

透射率明显增加，光学禁带宽度从 3.51 eV 降低为

3.37 eV 以及 PL 谱的带边发光峰位从 3.49 eV 红移

至 3.34 eV。

（3）氢气退火后 H1 薄膜的载流子浓度的升高

导致了薄膜在 1000～1500 nm 波段的透射率明显

降低，光学禁带宽度增加为 3.78 eV 以及 PL 谱的

带边发光峰蓝移至 3.57 eV。

（4）XRD 和 SEM 结果表明空气或者氢气退火

后 AZO 薄膜的应力均得到了释放，且在该退火温

度下 AZO 薄膜的晶粒未明显长大。Raman 光谱

中 AZO 薄膜的 LO 模式经退火后发生了蓝移，同

样表明 AZO 薄膜的应力降低。

（5）空气退火后，由于薄膜晶界吸附物的增加，

晶界势垒得到明显升高，使 Raman 光谱中与 ZnO
的 B1 模式相关峰强度增加。此外，空气退火后的

AZO 薄 膜 在 PL 谱 中 出 现 了 一 系 列 的 拉 曼 共 振

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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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nnealing atmosphere on optical, electr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ZnO∶Al films

HAO Changshan1,2,    PENG Jingjing1,2*,    LEI Pei1,2,    ZHONG Yanli1,2,    ZHANG Xuan1,2,    
JI Jianchao1,2,    HUO Zhongqi1,2

（1.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2.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Advanced

Structural Transparencies for the Modern Traffic System，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 of annealing atmosphere on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ptical properties, microstructure and defects

of ZnO∶Al films was investigated in detail. The crystallization, surface and fracture morphologies, electrical properties, resistivity,

transmittance,  Raman  vibration  and  photoluminescence  of  ZnO∶Al  films  were  characterized  by  SEM,  XRD,  Hall  effect  test

instruments,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photometer,  Raman  spectra  and  PL  spectr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annealing  in  air

atmosphere, the carrier concentration of AZO films decreases from 1.63 × 1020 cm−3 to 7.1 × 1018 cm−3, the optical band gap varies

from 3.51 eV to 3.37 eV, the transmittance in NIR increased and the band edge emission in PL spectrum shifted from 3.49 eV to 3.34 eV.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the carrier concentration of AZO films annealing in H2 atmosphere was 5.3 × 10
20 cm-3, the optical band gap

increases to 3.78 eV, the transmittance in NIR decreases remarkably, the emission intensity of the band edge increases by more than

10 times and the band edge emission in PL spectrum shifts to 3.57 eV. Furthermore, the 4 order LO phonons are observed in ZnO:Al

films annealed in air.

Key words:   ZnO∶Al films；annealing；carrier concentration；optical band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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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状 FeSiAl合金粉的制备及低频吸波性能

尹贻超
1,    杨楠楠

1,    张    行1,    高    路1,    袁方利
2,    韦国科

1,3*

（1．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2．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80；3．高能束流加工技术重点实验

室，北京 100024）

摘要：采用球状 FeSiAl 合金粉作为原料吸收剂，在球磨作用下通过挤压使其片状化，获得优异的低频吸波性能。采

用 X 射线衍射仪、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和矢量网络分析仪分别对样品的物相、微观结构和电磁参数进行表征和测

试，并对微波吸收性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球状吸收剂吸收峰位于 X 和 Ku 波段，球磨后片状 FeSiAl 吸收剂有较

强的介电损耗、磁损耗和良好的低频阻抗匹配性能，当填充浓度为 70%（质量分数），厚度为 4.00 mm 时，片状

FeSiAl 在 2.25 GHz 频率的 RL 值可达－32.8 dB，低频吸波性能得到显著提升。

关键词：片状 FeSiAl；磁导率调控；低频；吸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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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技术是提高武器装备生存和突防能力的

重要途径，在近代历次局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引发了世界军事的深刻变革。作为隐身技术的

重点，研究与开发高性能电磁吸收材料成为相关领

域的研究热点[1-3]。特别是随着探测技术的发展，航

空武器装备面临的雷达探测威胁频率范围已由传

统的高频段（8～18 GHz）向低频段（1～8 GHz）扩

展，对航空武器装备的低频隐身提出了严峻的考

验。目前，针对低频段研制的吸波材料存在厚度太

大、面密度过高、吸波性能差等不足，与航空武器

装备对低频雷达隐身材料的实际应用需求有较大

差距。因此，研制高效低频吸波材料是突破雷达隐

身涂层材料技术瓶颈的关键[4-6]。

为实现吸波材料“薄、轻、宽、强”的目标，国

内外学术人员在吸收剂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涉及磁性、介电、磁性介电复合吸收剂等多种类

型。磁性吸收剂材料因磁导率高、微波损耗大、吸

波频带宽且工作频段可调、阻抗匹配易于实现等诸

多优点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是目前普遍使用的

吸波材料。其中，金属磁性材料有着高饱和磁化强

度，特别是在磁导率方面的可调控，为解决微波低

频段吸收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7]。Walser 等[8] 从理

论上证明，片状颗粒的宽厚比在 10～1000 之间时，

磁导率可提高 10～100 倍，使用扁平状形态的磁性

吸收剂可超越 Snoek 限制，在低频段具有较大的虚

部，利于微波吸收。张豹山等[9] 利用球磨法对球状

羰基铁粉进行片状化处理并利用振动球磨增加了

铁粉的分散性，结果表明，分散性良好的片状铁粉

具有更高的磁导率。徐经峰等[10] 采用湿磨和退火

工艺对 FeNi25 和 FeNi30 合金微粉进行改性，湿磨 15 h
出现 α-bcc 结构，FeNi 合金吸波材料的介电常数与

磁导率均得到明显提升；片状 FeiNi 合金退火后，α-
bcc 结构消失，磁导率下降，介电常数略微提高，退

火处理改善了 FeNi 合金吸波材料的吸波性能。周

影影等[11] 采用湿法球磨对 FeSi 合金粉末进行片状

化改性，随球磨时间延长，FeSi 粉末粒径逐渐减小，

扁平化程度增加，球磨时间为 8 h 时，材料在测试

频段内吸收值低于–15 dB 的频宽为 2.8 GHz，且在

10.5 GHz 处达到最低吸收峰值–28.3 dB。李泽等[12]

通过高能球磨法对 FeSi 合金进行力学改形，制备

出低频性能良好的片状 FeSi 合金。结果表明，随

球 磨 时 间 增 加 ， 片 状 FeSi 合 金 磁 导 率 在 低 频 段

2～8 GHz 得到明显提高，介电常数在全频段均显

著提高，低频段阻抗匹配性能得到改善，电磁波损

耗能力大幅提升。翟影等[13] 采用高能机械球磨法

制备片状 FeSiCr 合金吸收剂，随球磨时间延长，

FeSiCr 合金由球状变为片状，复介电常数和复磁导

率逐渐增大，球磨时间达 5 h 时，获得厚片状 FeSiCr
合金，制备的复合材料试样厚度为 1.4 mm 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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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8 GHz 波段反射率小于–5 dB，吸波性能优

异；球磨时间延长至 8 h 和 11 h 时，获得薄片状

FeSiCr 合金，样品厚度为 2 mm 时，在低频波段具

有优异的吸波性能，分别在 3.5 GHz 和 2.97 GHz 达

到反射率峰值–8.03 dB 和–9.28 dB。曹琦等 [14] 采

用扁平化工艺以及绝缘包覆工艺对铁硅铝系软磁

合金粉末进行改性，探讨球磨时间以及不同绝缘介

质含量对于材料电磁性能的影响规律，经改性的铁

硅铝软磁金属粉末在 1.0～3.5 GHz 频段具有较好

的吸波性能。本工作以球磨的方式对球状 FeSiAl
进行片状化处理，考察球磨前后吸收剂的微观结

构、电磁特性和微波吸收性能。。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FeSiAl 合金粉，清河耀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分析纯，AR），北京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硅烷偶联剂 KH550（分析纯，AR），国药集团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 

1.2    制备过程

用 量 筒 量 取 适 量 无 水 乙 醇 和 硅 烷 偶 联 剂

KH550 倒入球磨罐中，加入研磨球和 FeSiAl 合金

粉，放置好密封圈，盖好顶盖。将球磨罐放在球磨

机上，紧好螺栓，盖好防护罩。调节控制参数球磨

10 h。待球磨机停止并完全冷却后，取出球磨罐。

取出研磨球，将混合物抽滤分离并洗涤，滤饼放入干

燥箱，55 ℃ 干燥 12 h，干燥产品过 60 目筛，密封保存。 

1.3    表征与测试

采用 X 射线衍射仪进行物相分析，Cu Kα 作为

衍射源，发射波长为 0.1540 nm，管电压为 40 kV，

管电流为 40 mA，扫描步长为 0.03（°）/s，扫描角度

为 10°～90°；采用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进行形貌分

析；将球磨前后的球状 FeSiAl 和片状 FeSiAl 与固

体石蜡按质量分数 30%、40%、50%、60%和 70%
混合，并压制成内径 3.04 mm、外径 7.00 mm 的同

轴圆环样品；采用 E5071C 型矢量网络分析仪对上

述圆环样品在 2～18 GHz 频段范围内的电磁参数

进行测试，基于传输线理论计算不同厚度材料的理

论反射损耗。 

2    结果与分析
 

2.1    XRD分析

图 1 为球状 FeSiAl 和片状 FeSiAl X 射线衍射

图谱。由图 1 可看出，球状 FeSiAl 所有衍射峰对

应的 2θ 值为 31.3°、44.9°和 65.4°，分别对应 FeSiAl
的（200）、（220）和（400）衍射峰，与体心立方结构

Fe3Si0.7Al0.3 的标准衍射谱线（PDF#45-1206）的峰

位及相对峰值强度基本吻合；经球磨后片状 FeSiAl
的强衍射峰与球状样品衍射峰基本一致，除此之外

未观察到其他物质的特征衍射峰，表明磁性吸收剂

粉末结晶度较高且物相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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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球形和片状 FeSiAl 吸收剂的 XRD 图谱

Fig. 1    XRD pattern of spherical and flaky FeSiAl absorbents
  

2.2    SEM分析

图 2 为球磨前后的 FeSiAl 合金粉的扫描电子

显微（SEM）图片。原料 FeSiAl 合金粉为球形和类

球形，表面较为光滑，平均粒径为 5～10 μm。球磨

过程中，研磨球与球状原料激烈碰撞，受到撞击的

颗粒部分破碎并呈扁平化，随球磨时间的增加，片

状颗粒逐渐叠加压缩，厚度和致密程度不断增加。

球磨后颗粒的样品形貌主要由片状微粉组成，直径

约为 10 μm，厚度约为 1 μm，颗粒分散性好，无明显

团聚现象。 

2.3    电磁参数分析

图 3 为不同质量分数的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

的电磁参数随频率的变化曲线。从图 3 可以看到，

在 2～18 GHz 频率范围内，吸波材料的介电常数实

部呈现一定的频散特性；介电常数实部是材料偶极

子极化和电子极化的表征量，图 3（a）为介电常数

实部随频率的变化趋势，随着吸收剂质量分数的增

加逐渐增加，介电常数实部增加幅度逐渐变大，且

在质量分数为 70%时出现较大幅的增大。这归因

于高频变化电场下极化弛豫随吸收剂有效含量的

增加，极化作用增强。从图 3（b）可以看到，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的介电常数虚部低频区域未出现

明显变化，但在高频区域，随吸收剂含量的提高缓

慢增大，70%时出现明显提升。这是因为吸收剂含

量较高，样品中吸收剂即导电性成分含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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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电导率增大，同时内部组成之间连接程度增

大，极化能力大幅增加，介电常数虚部随之增大。

图 3（c）和（d）为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的相对磁导

率实部和虚部随频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磁导

率实部随着吸收剂含量的提高，在低频端和高频端

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磁导率实部初始值在 2～6
GHz 范围内较高且随着吸收剂含量提高而增大，但

由于受 Snoek 极限的约束，磁导率实部随频率的增

加迅速降低，6 GHz 之后降到 1 左右，磁导率随吸

收剂含量的提高变化呈现微小的下降趋势。所有

10 μm10 μm 1 μm1 μm

10 μm10 μm 1 μm1 μm

(a) (b)

(c) (d)

 

图 2    FeSiAl 磁性吸收剂的 SEM 照片　（a），（b）球状；（c），（d）片状

Fig. 2    SEM images of FeSiAl magnetic absorbent　（a），（b）spherical；（c），（d）fla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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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　（a）相对介电常数实部；（b）相对介电常数虚部；（c）相对磁导率实部；（d）相对磁导率虚部

Fig. 3    Spherical FeSiAl/paraffin composites　（a）real parts of complex permittivities；（b）imaginary parts of complex permittivities；
（c）real parts of complex permeabilities；（d）imaginary parts of complex perme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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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磁导率在 2～4 GHz 频率范围内均出现一个

明显的共振峰，随着吸收剂填充质量分数的增加，

共振峰的位置向低频区域移动。此外，样品的磁导

率虚部随着吸收剂含量的提高不断增大，但在低频

段的变化幅度较大，在高频段的变化幅度较小。

图 4 为不同质量分数的片状 FeSiAl/石蜡样品

的电磁参数随频率的变化曲线。从图 4 可以看到，

在 2～18 GHz 频率范围内，片状 FeSiAl/石蜡样品

的介电常数实部呈现一定的频散特性，随着吸收剂

质量分数的增加，介电常数实部逐渐增加，且增加

幅度逐渐增大，在质量分数提高到 70%时出现较

大增幅。70%的球状样品介电常数实部值约为

5.5～6.1，球磨后其值增至 22，其变化趋势尤其明

显。这是由于片状吸收剂含量较高，片状结构内部

组成之间连接程度增大，极化能力大幅增加所致。

片状吸收剂在黏结剂中更容易相互接触连接形成

导电网络，较高的电导率会直接影响材料的介电常

数虚部。从图 4（b）可以看出，随样品中吸收剂即

导电性成分含量的增加，材料的电导率增大程度远

远大于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其相应的介电常数

虚部也不断增大。而当吸收剂含量提高到 70%
时，基体中的导电成分相互连接形成导电通路，导

致复介电常数虚部在高频段出现巨大增幅。同时，

介电常数虚部的共振峰源自偶极子极化引起的多

重弛豫，介电常数虚部随频率增加呈波动式变化，

片状吸收剂比球状吸收剂具有更多的接触面，吸收

剂之间或与固体石蜡内部的界面在交替电磁场作

用下电荷积累量逐渐增加，导致产生了大量的界面

极化。除了极化弛豫引起的介电损耗外，吸波材料

内部产生的电导损耗对电磁波的吸收也有一定的

贡献。图 4（c）、（d）为球磨后片状 FeSiAl/石蜡样

品的相对磁导率实部和虚部随频率的变化趋势，可

以看出，磁导率实部随着吸收剂含量的提高，在低

频端和高频端呈现与球状 FeSiAl 吸收剂相似的变

化趋势，磁导率实部初始值在低频区域较高，且随

着吸收剂含量提高而增大。受 Snoek 极限约束，磁

导率实部随频率的增加迅速降低，6 GHz 之后降到

1 左右，高频段随吸收剂含量的提高变化呈现微小

的下降趋势。磁导率虚部随着吸收剂含量的提高

不断增大，并且与磁导率实部的变化趋势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即在低频段的变化幅度较大，在高频段

的变化幅度较小，在 4～6 GHz，所有样品均出现一

个明显的共振峰，随质量分数的增加，共振峰的位

置向低频区域移动。与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对

比，在低于 8 GHz 频率范围内，片状 FeSiAl/石蜡样

品展现出更宽的吸收频宽。

一般来说，介电损耗（复介电常数虚部与实部

的比值）以及磁损耗（复磁导率虚部与实部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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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片状 FeSiAl/石蜡样品　（a）相对介电常数实部；（b）相对介电常数虚部；（c）相对磁导率实部；（d）相对磁导率虚部

Fig. 4    Flaky FeSiAl/paraffin composites　（a）real parts of complex permittivities；（b）imaginary parts of complex permittivities；
（c）real parts of complex permeabilities；（d）imaginary parts of complex perme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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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吸波材料的吸波性能具有重要影响。为了评估

介电损耗和磁损耗对吸波性能的贡献，计算球状

FeSiAl/石 蜡 样 品 和 片 状 FeSiAl/石 蜡 样 品 在 2～
18 GHz 频率范围的介电损耗和磁损耗，并进行比

较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从图 5 可以看出，各样

品的介电损耗随着吸收剂含量的提高先缓慢增大，

质量分数为 70%后增加幅度变大。同时，对某一

吸收剂含量的样品而言，介电损耗随频率的增加不

断波动，并在高频区域呈现增大趋势。对比球磨前

后样品，球磨之后的片状 FeSiAl 有较明显的增加，

同时因极化弛豫增强在高频区出现明显的吸收

峰。样品的磁损耗随着吸收剂含量的提高也呈现

逐渐增大的趋势，整体上吸收剂的磁损耗随浓度变

化保持增大，球磨前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显示出

较宽的吸收峰，球磨后片状 FeSiAl/石蜡样品吸收

峰明显增强，且在 8 GHz 位置较为突出。对于某一

吸收剂含量的样品，磁损耗随着频率的增加先增加

后降低。通过介电常数和磁导率损耗角正切值的

横向和纵向比较，可以看到片状 FeSiAl/石蜡样品

介电损耗和磁损耗均大于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

磁性物质作为主要的吸收组分，其吸波机理主要是

磁损耗，介电损耗的作用相对较小，片状化后较高

的磁导率可以有助于磁吸收。同时，磁导率与介电

常数的良好匹配是影响材料吸波性能的重要因素，

因此随着吸收剂质量分数的提高，样品的介电常数

和磁导率都有明显的增大，这对吸波性能的改善也

将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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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样品损耗因子　（a）球状 FeSiAl/石蜡介电损耗角正切；（b）球状 FeSiAl/石蜡磁损耗角正切；（c）片状 FeSiAl/石蜡介电
损耗角正切；（d）片状 FeSiAl/石蜡磁损耗角正切

Fig. 5    The loss tangent of samples　（a）tanδε of spherical FeSiAl/paraffin；（b）tanδμ of spherical FeSiAl/paraffin；（c）tanδε of flaky
FeSiAl/paraffin；（d）tanδμ of flaky FeSiAl/paraffin；

 
 

2.4    吸波性能分析

根据传输线理论，单层复合材料的反射损耗可

由式（1）进行计算[15-17]：

RL = 20lg
∣∣∣∣∣Zin−Z0

Zin+Z0

∣∣∣∣∣ (1)

Z0 =

(
µ0

ε0

)1/2
(2)

其中吸波材料的输入阻抗 Zin 为:

Zin = Z0(µr/εr)1/2 tanh(j
2π f t

c
)(µrεr)1/2 (3)

式中：Z0 为自由空间的特性阻抗；μr（μr = μ′−jμ″）和

εr（εr = ε′−jε″）分别是吸波材料的复磁导率和复介电

常数；f 是微波频率；t 是吸波材料的厚度；j 为虚数

单位，j2 = 1；c 是光速。

采用同轴线/反射法对测试结果进行计算，并

通过传输线理论公式（1）和（2）可对其吸波性能进

行分析评价。图 6 为不同质量填充比的球状 Fe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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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蜡样品和片状 FeSiAl/石蜡样品在不同厚度下的

反射损耗随频率的变化曲线。从图 6 可以看到，吸

收剂吸波性能与填充浓度和形貌结构相关。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在 60%的质量分数下，RL 均小于

−10 dB，随着吸收剂浓度的增加，样品的反射率峰

值均逐渐增强并向低频移动，反射率值呈现先增加

后减小的变化趋势，且只能在较大填充浓度下达到

有效吸收，吸收峰出现的位置 ≥ 5 GHz，低频吸收

效 果 较 差 。 同 质 量 分 数 的 样 品 ， 片 状 FeSiAl
吸收剂低频吸收性能优于球状 FeSiAl/石蜡样品，

所有样品均在低频区域出现吸收峰，当片状 FeSiAl/
石蜡样品质量分数为 70%时，匹配厚度为 4.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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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质量分数 FeSiAl/石蜡样品的 RL 值随频率的变化曲线　（a）50%球状 FeSiAl；（b）60%球状 FeSiAl；（c）70%球状
FeSiAl；（d）50%片状 FeSiAl；（e）60%片状 FeSiAl；（f）70%片状 FeSiAl

Fig. 6    Frequency dependences of reflection losses for FeSiAl/paraffin composites　（a）50% spherical FeSiAl；（b）60% spherical
FeSiAl；（c）70% spherical FeSiAl；（d）50% flaky FeSiAl；（e）60% flaky FeSiAl；（f）70% flaky Fe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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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质量分数 FeSiAl/石蜡样品的阻抗匹配值ǀZin/Z0ǀ随频率的变化曲线　（a）50%球状 FeSiAl；（b）60%球状 FeSiAl；
（c）70%球状 FeSiAl；（d）50%片状 FeSiAl；（e）60%片状 FeSiAl；（f）70%片状 FeSiAl

Fig. 7    Frequency dependence of ǀZin/Z0ǀ for FeSiAl/paraffin composites with different mass fractions　（a）50% spherical FeSiAl；
（b）60% spherical FeSiAl；（c）70% spherical FeSiAl；（d）50% flaky FeSiAl；（e）60% flaky FeSiAl；（f）70% flaky Fe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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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品反射率峰值在低频区域得到较明显吸收，频

率为 2.25 GHz 时，RL 可达−32.8 dB。

电磁波能最大限度地进入吸波材料内部并发

生衰减，与材料的阻抗匹配性能相关，因此阻抗匹

配值和衰减常数是材料有效吸收电磁波的关键因

素。良好的阻抗匹配是电磁波吸收的先决条件，即

要求输入阻抗的值ǀZin/Z0ǀ等于或者接近于 1.0，以实

现电磁波在材料表面不被反射而全部入射到吸波

体的内部。图 7 给出了匹配厚度分别为 2.0 mm、

3.0 mm 及 4.0 mm 下的输入阻抗值。从图 7 可见，

球状 FeSiAl 吸收剂阻抗匹配值远离 1.0，而球磨片

状化后的 FeSiAl 吸收剂在 50%～70%的质量分数

下，其阻抗匹配值均接近于 1.0，与模拟计算所得的

最佳吸收峰位置相对应。此外，通过式（4）计算的

材料衰减系数结果如图 8 所示。从图 8 可以看到，

样品对电磁波的衰减能力均随频率的增加呈上升

趋势，并在高频区域达到较强的衰减能力。六个样

品 的 衰 减 系 数 排 序 如 下 ： α（70%片 状 FeSiAl）>
α（ 60%片 状 FeSiAl） >  α（ 50%片 状 FeSiAl） >
α（ 70%球 状 FeSiAl） >  α（ 60%球 状 FeSiAl） >
α（50%球状 Fe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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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FeSiAl/石蜡样品的衰减常数 α 随频率的变化曲线

Fig. 8    Frequency  dependence  of  attenuation  constant  α  for
FeSiAl/paraffin composites

 

α =
π f
c

(
µ′ε′

)1⧸2

{
2
[
tanδε tanδµ−1+

(1+ tan2δε+ tan2δµ+ tan2δεδµ)
1⧸2

]}1⧸2

(4)
 

3    结论

（1）球状 FeSiAl 合金粉在球磨作用下形成片

状结构，片状结构 FeSiAl/石蜡样品的复介电常数

和复磁导率均有所提升，介电常数实部和磁导率虚

部增大较为明显，有利于对电磁波的衰减。

（2）损耗峰随着匹配厚度的增加向低频方向移

动，片状 FeSiA/石蜡样品在低频区域存在有效吸

收，2.25 GHz 频率时，反射率可达－32.8 dB，同等

质量分数下其低频吸波性能优于球状 FeSiAl/石蜡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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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low-frequency absorbing properties of flaky FeSiAl alloy

YIN Yichao1,    YANG Nannan1,    ZHANG Hang1,    GAO Lu1,    YUAN Fangli2,    WEI Guoke1,3*

（1.  AV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stitute，Beijing 100024，China；2.  Institute of  Process Engineering CAS，Beijing 100080，

China；3.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Power Beam Processes Laborator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spherical FeSiAl alloy powder was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 absorbent, and the flakes were made by extrusion under

the  action  of  ball  milling  to  obtain  excellent  low-frequency  adsorbing  performance.  The  phase  composition,  microstructure  and

electro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aky  FeSiAl  alloy  were  characterized  by  X-ray  diffraction  (XR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and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VNA), the microwave absorption performance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bsorption  peaks  of  FeSiAl  alloy  absorbent  are  located  in  X  and  Ku  bands.  The  flaky  FeSiAl  alloy  containing  70%(mass

fraction)  as  filler  with  the  thickness  of  4.00  mm  exhibits  strong  dielectric  and  magnetic  losses  as  well  as  a  good  impedance

matching property.  It  displays extremely strong electromagnetic wave absorption with reflection loss of –32.8 dB at  2.25 GHz,

and the low frequency wave absorbing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spherical FeSiAl alloy.

Key words:   flaky FeSiAl；permeability regulation；low-frequency；absorbing properties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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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加筋板后屈曲分析方法及实验验证

林国伟
*,    李新祥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全尺寸飞机结构静力/疲劳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65）

摘要：针对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 T 型长桁加筋板轴压载荷下的后屈曲分析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建立有限

元模型，应用渐进损伤分析理论（progressive damage analysis，PDA）和黏聚区模型（cohesive zone model，CZM）分别

模拟复合材料蒙皮、筋条的损伤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面失效，得到屈曲载荷、破坏载荷以及失效模式；其次，通过对已

有工程计算方法的改进，计算得到屈曲载荷和破坏载荷；最后，通过与实验结果对比得知，有限元分析方法和工程

计算方法的计算结果均与实验值吻合良好，验证了两种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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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加筋板具有比强度和比模量大以及

可设计性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飞机机翼和机身结

构。飞机结构上的加筋板大多数为中长柱范围内

的加筋板，在压缩载荷作用下会出现局部屈曲，屈

曲后结构仍有很高的承载能力，即后屈曲承载能

力。复合材料后屈曲承载能力的计算方法主要是

有限元分析方法和工程计算方法。由于复合材料

加筋板后屈曲的破坏过程较为复杂，现有的研究大

多基于有限元方法进行数值模拟，主要的研究方法

有虚裂纹闭合技术[1]，界面单元技术[2-7]，渐进损伤

分析技术[8-12] 等。虽然上述大多数有限元分析研究

计算得到的屈曲载荷和破坏载荷吻合良好，但是没

有给出应变分布和实验结果的对比，缺乏对有限元

模型有效性进一步的验证。本工作应用渐进损伤

分析方法（PDA）和黏聚区模型（CZM）分别模拟复

合材料蒙皮、筋条的损伤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面失

效，同时通过应变分布和实验结果的对比来验证模

型的有效性。

工程计算方法是根据实验数据和经验修正系

数总结归纳的简便计算公式，该方法优点是计算简

便，缺点是存在计算精度较低的问题；所以，工程上

迫切需要较高精度的计算方法。目前估算加筋壁

板轴压承载能力的工程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分别

是有效宽度法和分段处理法。有效宽度法的关键

是蒙皮有效宽度的计算，陈金睿[13] 总结了国内外

常见的有限宽度计算公式，这些公式主要借鉴金属

加筋板的有效宽度计算公式，适用范围有限，所以

该方法工程上应用较少。目前工程实践中大多采

用分段处理法。该方法的核心是要事先获取短加

筋板的平均压损应力，获取方法目前有三种：第一

种是通过短加筋板的压损实验得到平均压损破坏

应力，这种方法成本较高；第二种是近似取蒙皮层

合板的纯压缩破坏应力 0.75 倍的值[14]，其中蒙皮层

合板不考虑冲击的影响，该方法不考虑筋条形式及

厚度，只用蒙皮破坏应力近似代替，故计算精度较

低；第三种是通过有限元计算确定短加筋板的压损

应力 [15]，该方法需要进行有限元建模，工作量较

大。由于短加筋板的后屈曲历程较短[16]，往往在筋

条出现局部屈曲后结构很快破坏，故本工作提出取

筋条各个板元的最小局部屈曲应力，近似作为短加

筋板的压损应力。当板元局部屈曲应力超过其压

缩极限应力时，则取压缩极限应力作为短加筋板的

压损应力。本工作对上述基于短加筋板压损应力

改进取法的工程计算方法进行了实验验证。 

1    实验
 

1.1    实验设计

试件构型为复合材料 T 型长桁加筋板。加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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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板外形尺寸如图 1 所示。长桁截面尺寸如图 2 所

示。试件数量为 4 件。蒙皮铺层：[（± 45）/0/−45/90/45/
0/−45/0/45/0/−45/0/45/90/−45/0/45/ ]S， （±  45） 为 织

物 CF3011/BA9916，其他为单向带，材料为 CCF300/
BA9916。单层板和织物的材料属性分别如表 1 和

表 2 所示，材料性能数据由材料供应商提供。单向

带固化后单层厚度为 0.125 mm，织物固化后单层

厚度为 0.2 mm。试件长度方向为纤维 0°方向。腹

板铺层：[（± 45）/0/−45/0/0/45/90/−45/0/0/0/45/0/0/45/
0/0/0/−45/90/45/0/0/−45/0]S。缘条铺层：[（± 45） /0/
−45/0/0/45/90/−45/0/0/0/45/0/0/45/0/0/0/−45/90/45/0/
0/−45/0]。长桁和蒙皮之间采用 J116B 胶膜共固

化，材料属性如表 3 所示。

实验在 YY200A 压力试验机上进行，在试件端

部沿长桁轴向施加压缩载荷，并在翼肋（距试件中

面各 350 mm）的位置上由刀口对试件提供支持，限

制该处沿板厚度方向的位移，为防止试件受压两端

压劈和保证压力分布均匀，在试件加工过程中已采

用端部灌胶处理。

实验分两步进行。首先进行小载荷调试，测量

应变，根据测量结果调整试件压心；然后进行正式

实验，以 70 kN 的加载级差加载至 280 kN，接着以

20 kN 加载级差加载至破坏，测量每一级载荷下的

应变，观测并记录变形与破坏情况。

试 件 加 载 到 1180  kN 后 发 出 连 续 响 声 直 至

1300 kN 破坏（以第一件为例），试件中部靠上位置

处整体折断，蒙皮撕裂。屈曲载荷和破坏载荷如

表 4 所示。
 

表 4    试件屈曲载荷和破坏载荷

Table 4    Buckling load and failure load of specimens

Specimen
Buckling load/
kN

Avg/
kN

Damage load/
kN

Avg/kN

1 860 865 1300 1280

2 860 1280

3 860 1280

4 880 1260
 

2    有限元分析方法
 

2.1    渐进损伤分析方法

渐进损伤分析方法能够预测层合板的失效过

程和破坏强度，该方法主要包括应力分析和破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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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件外形和尺寸

Fig. 1    Shape and sizes of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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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试件长桁截面尺寸

Fig. 2    Shape and sizes of specimen

表 1    CCF300/BA9916材料属性

Table 1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CF300/BA9916

Elastic constants Strength/MPa

E11 = 128 GPa XT = 1489

E22 = 9.76 GPa XC = 1005

G12 = 5.26 GPa YT = 58.5

v12 = 0.31 YC = 200，S = 121

表 2    织物 CF3011/BA9916材料属性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F3011/BA9916

Elastic constants Strength/MPa

E11 = 59.4 GPa XT = 689

E22 = 58.25 GPa XC = 717

G12 = 4.57 GPa YT = 637

v12 = 0.0538 YC = 672，S = 160

表 3    J116B胶膜材料属性

Table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J116B

Elastic constants
Strength/
MPa

Fracture toughness/
（N•mm）

E = 2000 MPa σu，I = 10 GIC = 0.252

ν = 0.385 σu，II = 24.5 GIIC = 0.665

σu，II = 24.5 GIIIC = 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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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两个方面。首先建立有限元模型，给定外载和边

界条件，在每个载荷增量步下通过非线性有限元分

析确定各个单元的应力状态，然后判断单元是否满

足失效准则，若满足，对单元进行刚度折减，继续增

加载荷重复上述过程，直至结构出现大面积的单元

失效，载荷无法施加。 

2.2    失效准则

渐进损伤分析方法的核心是选取合适的复合

材料失效准则。目前复合材料后屈曲的有限元分

析多采用 Hashin 准则或 Puck 准则等基于失效模式

的准则，但是目前没有研究表明，对于后屈曲分析，

这些准则比其他准则能提供更高的计算精度。林

国伟等[17] 采用常见的不同失效准则对 L 型加筋条

后屈曲强度进行计算，并与实验对比，发现 Hoffman
准则[18] 精度最高。本工作进行有限元分析时采用

Hoffman 准则，其具体形式如下：

σ2
1

XTXC
+

XC−XT

XTXC
σ1−

σ1σ2

XTXC
+
σ2

2

YTYC
+

YC−YT

YTYC
σ2+

τ212

S 2
12

= 1 (1)

式中：XT 为轴向拉伸强度；XC 为轴向压缩强度；

YT 为横向拉伸强度；YC 为横向压缩强度；S12 为面

内剪切强度；σ1 为纤维方向应力；σ2 为基体方向应

力；τ12 为面内剪切应力。 

2.3    黏聚区模型

黏接元是一种基于黏聚区模型的零厚度界面

元，由于不需要预制裂纹，特别适合用来模拟界面

分层失效。因此本工作采用黏接元来模拟蒙皮和

长桁之间界面的分层扩展。分别采用二次应力强

度准则和二次能量释放率准则判断界面的损伤萌

生与分层扩展，具体形式如下：

应力强度准则：(
σI

σu,I

)2

+

(
σII

σu,II

)2

+

(
σIII

σu,III

)2

⩾ 1 (2)

能量释放率准则：(
GI

GIC

)2

+

(
GII

GIIC

)2

+

(
GIII

GIIIC

)2

⩾ 1 (3)

式中：σI、σII 和 σIII 为黏接元法向和两个切向的应

力；σu，I、σu，II 和 σu，III 为黏接元法向和两个切向的

强度；GIC、GIIC 和 GIIIC 分别为Ⅰ型、Ⅱ型和Ⅲ型断

裂模式下的断裂韧度；GI、GII 和 GIII 分别为Ⅰ型、

Ⅱ型和Ⅲ型断裂模式下的能量释放率。 

2.4    材料性能退化方案

当某个单元在分析过程中，应力状态满足失效

准则，则根据材料性能退化方案对该单元的刚度进

行折减。目前，准确给出失效以后单元的材料性能

是很困难的。国内外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材料性能

退化方法，主要可分为两类：（1）一次性的刚度折减

方案，即按照预先定义的方案将材料的工程弹性常

数进行一次性的退化，一般是根据经验将其更新为

原来的 0 到 0.01 之间；（2）连续性的刚度折减方

案，通过定义损伤状态变量，并引入到单元的刚度

矩阵来实现。损伤状态变量一般是应力或应变的

连续函数，定义损伤状态变量时需要纤维方向或者

基体方向的拉伸/压缩断裂韧性等材料属性，但是

这些材料属性一般很难全部获得。

本工作采用第一种材料性能退化方案，满足失

效准则时将工程弹性常数更新为原来的 0.01。 

3    有限元分析结果
 

3.1    有限元模型

采用 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有限元分

析。长桁和蒙皮采用壳元（S4R）。长桁和蒙皮损

伤演化过程通过 Hoffman 失效准则判断结构中是

否有单元出现损伤，若满足失效准则就将相应的单

元材料属性折减为原来的 0.01。长桁、蒙皮之间加

入黏接元模拟脱粘分层失效。单元尺寸为 10 mm。

模型共计 14580 个单元、18748 个节点。因为端部

是钢框灌胶，支持性较强，为减少模型复杂度，忽略

试件两端的端头，用边界位移条件代替，将试件底

部固支，顶部施加轴向压缩位移载荷，并约束其他

自由度。刀口支持部位约束面外位移。

由于屈曲对几何缺陷很敏感，而实际结构的几

何缺陷又很难测定，所以在进行后屈曲的非线性分

析时，可以使用一阶屈曲模态代替初始缺陷。分析

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先进行特征值线性屈曲分

析，将一阶模态的节点变形结果乘以扰动系数作为

结构初始几何缺陷引入有限元模型中，扰动系数通

常取厚度的 1%；第二步，对该有限元模型进行非线

性有限元分析，分析过程中考虑复合材料的失效。

利用配置为 Intel E3-1231 8 核 3.40 GHz CPU、

32 G 内存的 PC 机进行计算分析，耗时 8 h 左右。 

3.2    结果分析

图 3 是有限元分析得到屈曲模态和典型部位

的应变片编号（背对背贴片，背面应变片编号为正

面应变片编号加 200，贴片方向均为沿试件长桁方

向），长桁之间的蒙皮沿试件长度方向有 6 个半

波。图 4 和图 5 是蒙皮屈曲后波峰位置的应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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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波峰和波谷之间的反节点线位置的应变片的

载荷-应变曲线。图 6 是试件长桁腹板中间典型位

置的应变片的载荷-应变曲线。计算曲线和实验曲

线在线性阶段均吻合良好，表明有限元模型能较好

地模拟试件加载方向的刚度。载荷加到 860 kN 左

右时，图 4 的各曲线出现拐折，图 5 和图 6 各曲线

也发生明显分叉，表明这些应变测量点处发生较大

的面外位移，蒙皮和长桁腹板几乎同时出现了局部

屈曲。计算曲线的分叉和拐折出现时间略晚于实

验曲线。当结构屈曲后进入非线性状态，分析和实

验曲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存在一定偏差，这是

由分析时几何缺陷的假设与实际并不完全一致，以

及非线性分析求解过程中数值误差的累积等因素

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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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屈曲模态和典型部位应变片位置

Fig. 3    Finite element model and typical location of gau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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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 号和 220 号应变片位置的实验值和计算值对比
Fig. 4    Strain-load curves of gauge No.20 and No.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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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3 号和 223 号应变片位置的实验值和计算值对比
Fig. 5    Strain-load curves of gauge No.23 and No.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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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70 号和 270 号应变片位置的实验值和计算值对比
Fig. 6    Strain-load curves of gauge No.70 and No.270

 

表 5 和表 6 是加载到−800 kN 时蒙皮、长桁的

应变实验值和计算值的比较。蒙皮的计算值和实

验值吻合良好，而长桁数据误差略大一点，这是由

于试件 T 型长桁填充区（又称捻子条）填充的是单

向带，而有限元模型不考虑填充区细节，直接用腹

板 铺 层 简 化 代 替 填 充 区 的 0°单 向 带 ， 包 含 0°、
± 45°和 90°的腹板铺层在加载方向的刚度上小于

铺贴方向均为 0°的单向带，导致有限元模型长桁的

刚度以及整体刚度较实际结构都偏小，在同样的载

荷作用下反映到应变的计算值上就会比实验值偏

大一些。表 7 是屈曲载荷实验值和计算值对比，有

限元分析结果与实验值误差为 5.9%，因为试件端

部连接的是灌胶铁盒，其对试件的支持介于简支和

固支之间，但计算分析时用固支边界条件来简化代

替，其对试件的支持要强于实际情况，故计算得到

的屈曲载荷要偏大一些。表 8 是破坏载荷实验值

和计算值对比，有限元分析结果与实验值误差为

1.2%。
 
表 5    加载到−800 kN时蒙皮应变的实验值和计算值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skin  strain  between  FEM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800 kN）

Gauge Test result/με FEA/με Error/%

No.23 –2298 –2402 –4.5

No.223 –2385 –2566 –7.5

No.20 –2358 –2460 –4.3

No.220 –2423 –2508 –3.5
 
 
 

表 6    加载到−800 kN时长桁应变的计算值和实验值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of  stringer  strain  between  FEM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800 kN）

Gauge Test result/με FEA/με Error/%

No.70 –2110 –2320 –9.9

No.270 –2106 –2306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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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屈曲载荷有限元计算值和实验值对比

Table 7    Comparison  of  buckling  load  between  FEM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Test result/kN FEA/kN Error/%

865.0 916.3 5.9
 
 

表 8    破坏载荷有限元计算值和实验值对比

Table 8    Comparison  of  damage  load  between  FEM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Test result/kN FEA/kN Error/%

1280.0 1295.1 1.2
 
 

图 7 是有限元模型破坏情况，和实验结果一

致，破坏位置在试件长度方向的中间靠上位置处。

图 8 是试件破坏时长桁和蒙皮界面脱粘情况，可见

界面脱粘轻微，不是引起试件破坏的主要因素。试

件主要是长桁和蒙皮局部屈曲后变形过大引起的

材料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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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有限元模型破坏位置

Fig. 7    Failure lo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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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胶层破坏位置

Fig. 8    Failure location of adhesive layer
  

4    工程计算方法
 

4.1    蒙皮局部屈曲载荷计算

四边简支正交各向异性层合板的轴压屈曲载

荷 Nxcr 可以按经典理论公式 [14] 计算，计算时必须

对板的纵向半波数 m 求极小值。公式如下：

Nxcr =
π2

b2

D11

(
mb
a

)2

+D22

( a
mb

)2
+

2π2

b2 (D12+2D66)
(4)

式中：a 是板元的长度；b 是板元的宽度；Dij 是层合

板的弯曲刚度系数（i，j = 1，2，6）。

根 据 蒙 皮 板 元 宽 度 b 的 三 种 可 能 取 法 （ 如

图 9，b1 对应于筋间蒙皮净宽，b2 对应于传统组合

壁板筋间铆接线间距，b3 对应于竖筋根部间距）及

两种侧边支持情况（简支或固支）进行蒙皮局部屈

曲 计 算 。 其 中 ， b2  =（ b1+b3） /2。 根 据 已 有 的 研

究[19-20]，板元宽度取 b2，同时侧边支持取简支条件。

 

b1

b2

b3

 
图 9    蒙皮板元宽度 b 的三种可能取法

Fig. 9    Three possible values of width of skin element
 

蒙皮屈曲应力 σcr、蒙皮屈曲应变 εcr 和加筋板

屈曲载荷 Pcr 计算公式如下：

σcr =
Nxcr

tskin
(5)

εcr =
σcr

Eskin
(6)

Pcr = AExεcr (7)

Ex式中： 是加筋板等效轴向弹性模量；tskin 是蒙皮

厚度；Eskin 是蒙皮轴向弹性模量；εcr 是蒙皮屈曲应

变；A 加筋板的剖面面积。

如表 9 所示，按上述工程计算方法得到的屈曲

载荷为 801.4 kN，实验结果为 865 kN，误差为–7.3%。

 
表 9    屈曲载荷工程计算值和实验值对比

Table 9    Comparison  of  buckling  load  between  engineering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Test result/kN Engineering calculation/kN Error/%

865.0 801.4 −7.3
 
  

4.2    加筋板承载能力计算

L′/ρ

L′ = L/
√

c ρ =
√

I/A

加筋板试件的有效长细比 为 40.7，有效长

细比的定义为 ， ，L 为加筋板长

度，c 为加筋板受压端的端部支持系数，根据文

献 [14] 推荐，取 1.56。I 为加筋板的剖面对其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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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co

轴的弯曲惯性矩。对于有效长细比 20～60 之间的

加筋板，可用分段处理法的中长柱计算公式进行计

算，加筋板的平均破坏应力 公式如下：

σco =

[
1−

(
1− σcr

σcc

)
σcr

σr

]
σcc (8)

式中：σcr 为蒙皮局部屈曲应力，由式（4）和（5）确

定。

式（8）中 σr 为不考虑蒙皮或筋条局部屈曲后刚

度降的影响，按欧拉公式计算的加筋板总体屈曲应

力，由式（9）～（11）确定。

Pr =
Pe

1+λPe/
(
GA

) (9)

Pe =
cπ2 (EI)

L2 (10)

σr =
Pr

A
(11)

A

式中：G 为筋条中竖直腹板的等效剪切模量；λ 为形

状系数，对于剖面形状不同的筋条，选用不同的

λ 值；对于矩形剖面筋条，取 λ = 1.2； 为筋条中竖

直腹板的剖面积（腹板不垂直于蒙皮时，取垂直于

蒙皮方向的投影值）；（EI）为加筋板相对于剖面中

性轴的弯曲刚度；Pe 为不考虑横向剪切效应的加筋

板欧拉屈曲载荷；Pcr 为考虑横向剪切效应的加筋

板欧拉屈曲载荷。

σcc L′/ρ

L′/ρ

式（8）中 为短加筋板（  ≤ 20）压损破坏

应力。在没有相应实验数据的情况下，文献 [14] 提

出将短加筋板的压损破坏应力近似取蒙皮层合板

的纯压缩破坏应力 0.75 倍的值。这种取法没有考

虑加筋板主要受力构件长桁的承载情况，计算结果

误差偏大。本工作提出取筋条各个板元的最小局

部屈曲应力，近似作为短加筋板（ 可直接取 20）

的压损应力。对于蒙皮相对于加筋条较弱的短加

筋板，其压损强度主要取决于长桁的强度，而长桁

的破坏过程一般是先发生局部屈曲，然后发生破

坏，破坏应力高于局部屈曲应力，所以这种局部屈

曲应力近似代替破坏应力取法偏保守，但是对于短

加筋板来说，由于后屈曲历程较短，这种做法工程

上是可行的。另外，当计算得到的板元局部屈曲应

力超过其压缩极限应力时，表明该板元受压时不会

发生屈曲，而是直接发生材料破坏，此时取压缩极

限应力作为短加筋板的压损破坏应力。

σcc计算 时，先将筋条简化为“一边自由”的

板元和“无自由边”的板元两类，各个板元简化成

层合板。“一边自由”的板元参照式（12）计算屈

曲载荷。“无自由边”参照式（13）来计算屈曲载荷。

Nxcr =
12D66

b2 +
2π2D11

L2 (12)

Nxcr =
2π2D22

b2

√
D11

D22
+

D12+2D66

D22
(13)

通过经典层合板理论的计算极限强度的方

法[21] 计算各个板元的压缩极限应力。该方法的基

础是计算每一层单层板的应力状态。根据各单层

板的材料性能，计算层合板的刚度系数和柔度系

数，然后求各单层材料主方向上应力和外载荷之间

的关系，将各单层应力分别代入失效准则进行比

较，确定哪一层先失效。如某一层满足失效准则，

将该层的所有刚度系数设为零，仍保持其他单层板

的几何位置，且失效层退化后整个层合板仍按经典

层合板理论计算刚度系数和柔度系数。直至当层

合板的各层全部失效，此时的载荷即为层合板极限

强 度 。 上 述 计 算 过 程 的 层 合 板 失 效 判 断 采 用

Hoffman 失效准则。通过该方法可以确定长桁各

个板元的压缩极限应力，并标记为 σf1，σf2，…，σfm。

σcc取筋条各个板元屈曲应力和压缩极限强度

的最小值。

σcc =

min
Nxcr1

t1
,

Nxcr2

t1
, ...,

Nxcrm

t1
,σf1,σf2, ...,σfm


(14)

按上述工程计算方法得到加筋板破坏应力，再

乘以加筋板横截面积即可到破坏载荷为 1246.6 kN，

实验结果为 1280.0 kN，误差为–2.6%。同时和文

献 [14] 的短加筋板的压损破坏应力取法的计算结

果进行比较，如表 10 所示，结果表明本工作提出方

法误差更小。

工程计算方法通过 Pascal 语言编程进行计算，

总用时 0.4 h 左右，为有限元分析的 1/20，计算效率

提高明显。

 
表 10    破坏载荷工程计算值和实验值对比

Table 10    Comparison of damage load between engineering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Test result/kN Calculation method from literature[14]/kN Error/% Calculation method proposed/kN Error/%

1280.0 1512.9 18.2 1246.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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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有限元分析方法和工程计算方法误差均

在 10%以内，都能较准确地预测 T 型加筋板的屈

曲载荷和破坏载荷。

（2）工程计算方法比有限元分析方法的计算效

率更高，计算用时仅需有限元分析方法的 1/20，适

合对 T 型加筋板屈曲载荷和破坏载荷的快速预测。

（3）本工作提出的改进的工程计算方法比已有

的方法精度更高，可供结构设计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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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buckling analysis methods of fiber-reinforced T section stiffened composite panel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presented. In the model, the progressive damage analysis (PDA) and the cohesive zone model (CZM)

were used to simulate the damage progression in skin and stiffener and interface failure between them. Therefore, the failure mode

and buckling load and damage load were obtained. Besides, the engineering calculation method was also improved to get buckling

load and damage load. Finally, an excellent agreement was found between the analytical predic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two analysis methods was also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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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弯曲
性能及其失效机理

赵    宗1,    郑兴伟
1,2*,    钱仁飞

3,    汪    伟1,    殷浩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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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36）

摘要：纤维金属层板主要应用于飞机的机身壁板、机翼蒙皮等关键部位，上述结构件在服役过程中承受较大的弯

矩，要求纤维金属层板应当具有抵抗弯曲变形的能力。本工作以新型机身结构材料纤维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为

研究对象，采用三点弯曲测试不同跨厚比（L/h）下单向和正交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的弯曲强度，使用 SEM 观察

层板的弯曲破坏形貌，结合有限元仿真分析层板弯曲过程中的渐进损伤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 L/h 值对稀土

镁合金超混杂层板的弯曲强度有一定的影响，单向和正交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有效弯曲破坏 L/h 值分别为

16～22 和 16～20。通过 SEM 观察及有限元分析可知，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弯曲破坏模式包括弹性阶段、塑性

阶段、纤维及环氧树脂基体断裂阶段以及镁合金断裂、层板分层阶段。

关键词：稀土镁合金；纤维金属层板；弯曲性能；失效机理；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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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金属层板（fiber metal laminates，FMLs）是

由交替铺层的金属薄板和纤维复合材料通过热压

固化而成的超混杂层板 [1]，其复合技术的运用使

FMLs 具有优异的抗冲击、耐疲劳、耐腐蚀等性能，

与同体积合金类材料相比密度更小，是理想的飞机

结构材料[2-5]。目前纤维增强铝合金层板的研发较

为 成 熟 ， 尤 其 第 二 代 玻 璃 纤 维 增 强 铝 合 金 层 板

（GLARE）在飞机结构件中的使用最为广泛[6-7]。第

一次大规模使用 GLARE 层压板是在 A380 客机

上，总面积多达 470 m2，最长部位达 11 m，相较铝

合金的使用质量可减轻约 800 kg[8]。
镁合金为目前为止用于制造常见金属结构件

中最轻的金属，用镁合金代替传统 FMLs 中的铝合

金开发出新型纤维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可进一

步降低 FMLs 的密度，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

文献报道的纤维镁合金超混杂层板主要以 AZ31 镁

合金为金属基板，与铝合金相比，AZ31 镁合金的强

度及疲劳性能较差，会严重影响 FMLs 的性能[9-10]。

然而稀土镁合金具有优异的比强度、比刚度、良好

的塑性、耐热和耐腐蚀性能，目前国内外已成功开

发高强度 WE43 镁合金 [11]。基于 WE43 镁合金的

上述优异特性，采用 WE43 镁合金来制备稀土镁合

金超混杂层板，在降低 FMLs 密度的同时，能保持

其优异的抗疲劳、抗冲击和耐腐蚀性能。

FMLs 在发生大的变形时，通常会出现基体开

裂、纤维断裂、脱粘和分层等失效模式[12]。为满足

飞机服役安全，FMLs 在受到弯曲载荷作用下抵抗

弯曲变形的能力及破坏机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FMLs 的弯曲性能通常采用三点弯曲来测试并

观测弯曲破坏状态，FMLs 在弯曲载荷下截面容易

同时受到剪切应力和弯曲应力的影响，从而产生混

合破坏。目前 FMLs 的测试标准都是按照聚合物

基复合材料弯曲性能的标准进行[13]，Liu 等[14] 采用

短梁法研究了三点弯曲载荷作用下 GLARE 层板的

层间破坏行为；Li 等[15] 对 GLARE 层板在不同支撑

点距离（L）与层板厚度（h）的比值下层板的弯曲性

能 进 行 了 全 面 研 究 ， 分 别 得 出 了 单 向 及 正 交

GLARE 层板有效的弯曲破坏跨厚比。对于纤维增

强镁合金层板，Alderliesten 等 [10] 探究了镁基纤维

金属层压板（MFMLs）在航空航天结构中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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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玺等[16-17] 测试了不同表面改性和粘接类型的

玻璃纤维增强 AZ31 镁合金层板的弯曲性能，但

MFMLs 的弯曲性能破坏机理尚缺少系统性研究。

本工作采用 WE43 镁合金来开发新型纤维稀

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对层板的弯曲性能及破坏机

理进行系统性研究，并将实验数据与有限元仿真相

结合来研究稀土镁合金 FMLs 在弯曲破坏阶段的

失效过程。 

1    实验过程
 

1.1    材料

所制备的 MFMLs 采用的金属薄板为 WE43 稀

土镁合金（厚度为 0.5 mm）、胶膜（厚度为 0.125 mm）

和 S-4 玻璃纤维预浸料（厚度为 0.125 mm）。玻璃

纤维预浸料由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该

预浸料中的纤维采用 S4 玻璃纤维，环氧树脂的固

化温度为 120 ℃。表 1 给出了稀土镁合金基本力

学性能。
 

表 1    WE43镁合金力学性能

Table 1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WE43 magnesium alloy
Elastic
modulus/
GPa

Yield
strength/
MPa

Tensile
strength/
MPa

Poisson’s
ratio

Elongation/
%

42 162 249 0.33 0.06
 
  

1.2    纤维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的制备

在制备 FMLs 之前对金属基板进行表面前处

理可以提高界面粘接强度[18]。第一步对 WE43 镁

合金薄板采用 P400 型号碳化硅砂纸打磨处理去除

表面杂物，用丙酮脱脂，在硅酸盐体系的电解液中

进行微弧氧化处理（电流密度 1 A/dm2）[19-20]，最后

用蒸馏水清洗镁合金并干燥处理。将处理完成的

镁合金薄板与玻璃纤维预浸料进行手工铺敷（每层

镁合金与玻璃纤维之间铺一层胶膜作为底胶），制

备真空袋后放入热压炉中进行热压固化。首先以

3 ℃/min 匀速升温至 90 ℃，保温 20 min 使层板受

热均匀；随后按照 3 ℃/min 匀速升温至环氧树脂的

固化温度 120 ℃，并施加 1 MPa 压力保温 90 min；

最后随设备冷却降温至 60 ℃ 停止加压，随空气冷

却至室温。制备的稀土镁合金 FMLs 按照 3/2 结构

铺敷，铺敷方式如表 2 所示。FMLs 制备工艺流程

如图 1 所示。 

1.3    弯曲测试

Li 等[15] 在不同铺层方式 GLARE 层板的弯曲

破坏机理及弯曲性能研究中得出，层板三点弯曲测

试试样的尺寸不影响层板的弯曲性能。本研究中

稀土镁合金 FMLs 试样尺寸为 60 mm × 12 mm，采

用 CMT-5105 通用电子测试机，三点弯曲示意图如

图 2 所示，冲头半径为 5 mm，支撑半径为 2 mm，位

移速度为 1 mm/min，每组 L/h 下测试 3 个试样，标

准参照 ASTM D790 和 ASTM D7264[21]。

 

h

L

r
1  =

 5
 m

m

r 2
 =

 2
 m

m

 
图 2    三点弯曲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ree points bending
 

由于 FMLs 各层材料的不同，在三点弯曲测试

时应力沿截面将不成线性关系，FMLs 的弯曲性能

的计算参照经典层合板理论[15]。引起弯曲变形的

表 2    稀土镁合金 FMLs的铺敷方式及厚度

Table 2    Details  of  stacking  configuration  and  thickness  of
FMLs

Structure Stacking configuration
Thickness/mm

Experiment simulation

3/2 Mg/[0°/0°]/Mg/[0°/0°]/Mg 2.52 ± 0.02 2.0

Mg/[0°/90°]/Mg/[90°/0°]/Mg

WE43 magnesium alloy

sheets

Abraded with

sandpaper

Plasma electrolytic

oxidation

Degreasing

Fiber/epoxy prepreg

Paving

Vacuum bag

Curing
 

图 1    FMLs 制备工艺流程

Fig. 1    Preparation process of FM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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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矩公式如下：

M = ∫ h/2
−h/2σ

(n)zdz (1)

σ(n)式中： 为层板各层的应力；h 为试样的厚度。归

一化弯矩方程式如下：

M∗ =
6M
h2 (2)

当假设层合板的应力分布为线性时，在数值上

等同于底层的弯曲应力，故本工作中弯曲强度计算

公式如下[15]：

σ =
3FL

2bh2 (3)

式中：F 为试样弯曲测试时最大载荷；L 为跨度；

b 为层板的宽度；h 为层板的厚度。 

1.4    有限元模型

纤维增强铝合金层板在单方向静态弯曲载荷

下，金属的韧性断裂发生在纤维基体开裂和分层之

后 [22]。稀土镁合金具有各向同性硬化行为，采用

Von Mises 塑性模型来获得稀土镁合金的应力-应
变曲线[14]。选用延性损伤法则对初始破坏进行判

据，加载过程中损伤演化方程如下：

σ =
Dε

ε− −εP
(4)

Dε = (1−d)Dε0 (5)
−
εP Dε0

Dε

式 中 ： 为 等 效 塑 性 应 变 ； 为 初 始 弹 性 刚 度 ；

为性能退化后的刚度；d 为刚度损伤变量。

纤维层被认为是正交各向异性弹性材料，采用

连续壳单元。当材料发生部分或全部损伤时力学

性能开始退化，损伤准则采用 Hashin 准则[23]。

纤维受拉时：

Ft,f =

(
σ1,1

XT

)2

+

(
σ1,2

S L

)2

= 1,σ1,1 ⩾ 0 (6)

纤维受压时：

Fc,f =

(
σ1,1

XC

)2

= 1,σ1,1 < 0 (7)

基体受拉时：

Ft,m =

(
σ2,2

YT

)2

+

(
σ1,2

S L

)2

= 1,σ2,2 ⩾ 0 (8)

基体受压时：

Fc,m =

(
σ2,2

2S T

)2

+

( YC

2S T

)2

−1

 σ2,2

YC
+

(
σ1,2

S L

)2

,= 2,σ2,2 < 0

(9)

σi, j XT

XC YT YC

S L S T

式中： 为 3 个方向上等效应力张量的分量； 和

分别为纵向拉伸、压缩强度； 和 分别为横向

拉伸、压缩强度； 、 分别为纵向和横向剪切

强度。

纤维层的损伤演化：

df =

{ dt,f if σ1 ⩾ 0,
dc,f if σ1 < 0, (10)

dm =

{ dt,m if σ2 ⩾ 0,
dc,m if σ2 < 0, (11)

ds = 1− (1−dt,f)(1−dc,f)(1−dt,m)(1−dc,m) (12)

df dm ds式中： 、 和 分别为纤维、基体和剪切损伤变

量。玻璃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性能参数如表 3
所示[15]。

 
表 3    玻璃纤维增强环氧树脂预浸料力学性能

[15]

Table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iber/epoxy prepreg composites[15]

Elastic modulus/GPa Ultimate strength/MPa Poisson’s ratio Fracture toughness/（kJ•m–2）

E1,1 E2,2 E3,3 XT XC YT YC S V1,2 V1,3 V2,3 Gf Gm

55 9.5 5.7 1900 2000 50 150 50 0.33 0.45 0.45 12.5 1

Note：Gf and Gm are the fracture energies for fiber failure and matrix failure.

界面采用内聚力模型来模拟稀土镁合金与纤

维层以及纤维层之间的分层行为，该模型的应力-
应变表现为牵引-分离模式[24]。

采用二次名义应变准则（Quade damage）判断

损伤起始：{
(εn)
εf,n

}2

+

{
(εs)
εf,s

}2

+

{
(εt)
εf,t

}2

= 1 (13)

εn εs

εt εf,n

式中： 为法向应变； 为平行于 0°纤维方向的剪

切应变； 为垂直于 0°纤维方向的剪切应变； 为

εf,s εf,t法向方向最大应变； 和 为剪切方向最大应变。

对于界面损伤演化基于能量的 Benzeggagh-
Kenane 断裂准则（BK-Law）：

GC =GI,C+
(
GII,C−GI,C

) (GII,C

GT

)η
(14)

GT GI,C GII,C

η

式中： 为界面节点剪切断裂能量值； 和 分

别为界面Ⅰ型和Ⅱ型断裂韧度[25]； 为混合模式失

效指数。界面层的力学性能如表 4 所示[15]。

本工作利用 ABAQUS 分析稀土镁合金 FM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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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弯曲破坏行为。三层稀土镁合金层采用实体单

元（C3D8），每层玻璃纤维预浸料都采用连续壳单

元进行网格划分，网格尺寸为 0.5。镁合金层与预

浸料层之间以及两层预浸料之间使用黏性单元

（COH3D8） 独 立 界 面 层 （ 共 6 层 ） ， 稀 土 镁 合 金

FMLs 有限元示意图如图 3 所示。压头和两个支座

设置成刚体，尺寸与三点弯曲实验尺寸保持一致，

加载速度设定为 1 mm/min，稀土镁合金 FMLs 有限

元模型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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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FMLs 有限元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finite element FM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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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稀土镁合金 FMLs 有限元模型

Fig. 4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rare earth magnesium alloy FMLs
 
 

2    结果和讨论
 

2.1    单向纤维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弯曲性能

通 过 三 点 弯 曲 测 试 3/2 结 构 稀 土 镁 合 金

FMLs 在不同 L/h 值下的弯曲强度，分析层板的失

效形式。在弯曲加载过程中，层板的截面受到弯曲

载荷作用，层板中性层上方受压下方受拉，载荷在

宽度方向均匀分布，弯曲性能不受宽度的影响[26-27]。

单向稀土镁合金 FMLs 在不同的 L/h 值下的载

荷-挠度曲线如图 5 所示，弯曲强度如图 6 所示。

由图 5 和图 6 可以看出，L/h 的值对层板的弯曲强

度影响较大。当 L/h 值较低时，层板则主要受到剪

切应力，破坏形式已不是纯弯曲破坏，该状态下测

得的弯曲强度已不准确 [13]。图 7 为 FMLs 在不同

L/h 值下的破坏样貌，一般情况下，在弯曲测试过程

中 ， 弯 曲 应 力 和 剪 切 应 力 会 同 时 存 在 ， 在 低 的

L/h 时试样在弯曲载荷作用下，呈现出剪切破坏模

式，当剪切应力大于界面结合强度时，层板会产生

界面脱粘失效，如图 7（a）所示 L/h 为 12 时层板出

现了界面脱粘导致了分层，故不宜选用低的 L/h 值

测得的弯曲强度来评价层板的弯曲性能。Li 等[28]

研究得出，随着 L/h 的增加，GLARE 层板的弯曲强

度呈下降趋势，底胶喷涂量为 40 g/m2 时界面结合

强度最好，然而本工作采用胶膜（厚度 0.125 mm）

来代替底胶，虽然简化了制备过程，却增加了底胶

的厚度，较厚的胶膜影响了纤维与金属界面的结合

表 4    界面层的力学性能
[15]

Table 4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hesive layers between Mg and fiber[15]

Initial normal stiffness/（N•mm–1） Interfacial strength/MPa Fracture toughness/（KJ•m–2）

Kn Ks Kt τn τs τt GI,C GII,C

1.0 × 106 1.0 × 106 1.0 × 106 4.55/3.73 11.64 11.64 0.23 0.48
τ τ τNote： n  is interfacial strength perpendicular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interface； s  and  t  are respectively the lo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interface strengths of th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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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单向稀土镁合金 FMLs 在不同 L/h 下的载荷-挠度曲线

Fig. 5    Load-deflection curves  of  unidirectional  WE43   mag-
nesium alloy FMLs under different L/h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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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得界面不能承受较大的剪切力。

随着 L/h 的继续增大，由于正应力的改善，试

样的破坏形式逐渐以弯曲破坏为主。当 L/h 值为

24 时，随着加载冲头的下压，载荷-挠度曲线变化平

滑（见图 5），试样没有出现弯曲破坏，层板只发生

塑性变形，L/h 值为 24 时实验后的试样如图 7（b）

所示。这主要由于跨度的增大，使得层板在受到加

载时，层板与支撑之间存在滑动，所以随着冲头位

移的增加，负载的变化缓慢，层板并未发生破坏。

故选用 L/h 为 16～22 时来评定单向稀土镁合金

FMLs 的有效弯曲强度。

当 L/h 值为 14 时，加载后试样的破坏形貌如

图 7（c）所示，可以看出加载测试后的试样，金属层

与纤维层之间出现了分层，不同于图 7（d）中的有

效弯曲破坏样貌，这是由于低的跨厚比会使得层板

在三点弯曲过程中受到剪切破坏。随着跨厚比的

增加，层板会由剪切破坏向弯曲破坏转变，两种应

力 的 叠 加 使 得 跨 厚 比 为 14 时 负 载 较 高 。 选 用

L/h 为 16～22 时来评定单向稀土镁合金 FMLs 的

有效弯曲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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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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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FMLs 在不同 L/h 值下的破坏样貌　（a）剪切失效；（b）塑性变形；（c）剪切失效；（d）弯曲破坏

Fig. 7    Failure modes of FMLs at different L/h values　（a） shear failure; （b） plastic deformation; （c） shear failure; （d） bending failure
 
 

2.2    正交纤维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弯曲性能

使 用 相 同 的 测 试 方 法 对 正 交 稀 土 镁 合 金

FMLs 进行分析，正交 FMLs 在不同 L/h 值下载荷-
挠度曲线如图 8 所示，弯曲强度如图 9 所示。正交

稀土镁合金 FMLs 弯曲强度的变化趋势与单向层

板相同，随着 L/h 的增加弯曲强度呈现下降趋势。

当 L/h 值为 14～20 之间时，正交稀土镁合金 FMLs
才会发生有效的弯曲破坏。

本工作测得的单向和正交稀土镁合金 FMLs
的有效弯曲破坏下的 L/h 比值范围比GLARE 层板[15]

中 L/h 值范围小，由于胶膜的使用增加了 FMLs
的厚度（h）影响了层板的弯曲性能。 

2.3    纤维稀土镁合金超混杂层板弯曲失效机理

层板的载荷-挠度曲线间接反映层板的弯曲破

坏阶段，弯曲失效阶段如图 10 所示。以单向稀土

镁合金 FMLs 为主，结合有限元分析来研究层板的

弯曲失效阶段。

在第一阶段，载荷与挠度接近线性关系，层板

中的纤维层及金属层发生弹性变形，界面之间的协

调 变 形 也 保 持 着 层 板 的 完 整 性 ， 图 11 为 单 向

FMLs 各弯曲破坏阶段的微观形貌。层板在第一阶

段没有出现破坏（图 11（a））。随着冲头的下载，变

形量的增加使得 WE43 镁合金发生屈服，纤维层由

于其线弹性仍然保持着弹性。第二阶段的载荷-挠
度曲线斜率明显低于第一阶段，该过程随着变形量

的增加负载变化趋于缓慢，层板在该阶段发生塑性

变形，层板在载荷达到峰值时发生失效，先是环氧

树脂基体达到形变极限产生断裂，同时最外层的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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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单向稀土镁合金 FMLs 不同 L/h 下的弯曲强度

Fig. 6    Bending performance of unidirectional WE43 magnesi-
um alloy FMLs under different L/h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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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产生断裂，纤维断裂微观组织如图 11（b）所示，

纤维的局部断裂是层板失效的标志。

在第三阶段，随着挠度的继续增加，纤维层局

部发生断裂产生大的裂纹，使得负载瞬时下降，但

由于纤维层的存在抑制了裂纹的扩展[29]，纤维层的

渐进损伤使得层板可以继续承受载荷，纤维层断裂

微观组织如图 11（c）所示。

在第四阶段，随着层板变形量的增加，纤维从

局部断裂向内部扩展，如图 11（d）所示，纤维的完

全失效导致层板无法继续承受载荷，纤维层与金属

界面处出现了分层，另一方面由于镁合金的塑性较

铝合金差，并且本工作采用的 0.5 mm 厚度的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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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正交稀土镁合金 FMLs 在不同 L/h 值下
的载荷-挠度曲线

Fig. 8    Load-deflection curves of cross-ply FMLs under differ-
ent L/h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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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正交稀土镁合金 FMLs 不同 L/h 下的弯曲强度

Fig. 9    Correlation  between  bending  performance  and  L/h
ratio of cross-ply FM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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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FMLs 在弯曲实验下各失效阶段示意图

Fig.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each failure stage of FMLs dur-
ing bending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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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单向层合板各弯曲破坏阶段的微观形貌　（a）阶段Ⅰ；（b）阶段Ⅱ；（c）阶段Ⅲ；（d）阶段Ⅳ

Fig. 11    Micromorphologies of unidirectional laminates at various stages of bending fracture　
（a） stage Ⅰ；（b） stage Ⅱ；（c） stage Ⅲ；（d） stage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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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比 0.2 mm 的铝合金增加了厚度，使得最下层镁

合金变形过大发生断裂，载荷急剧下降，层板完全

失效。

环氧树脂基体的破坏对层板的失效影响较小，

层板的失效起始于最外层局部纤维的断裂[15]。以

单向 FMLs 为主来观测层板在 L/h 为 18 时弯曲破

坏过程中的渐进损伤。纤维稀土镁合金 FMLs 弯

曲加载过程中等效应力如图 12 所示，从图 12（a）可

以看出，在层板弹性阶段，截面应力从中性层向两

端逐渐增大，应力最先集中在最外侧的 WE43 镁

合 金 。 随 着 继 续 施 加 载 荷 ， 在 层 板 达 到 塑 性 阶

段时，当应力达到 WE43 镁合金最大屈服强度后

刚度下降，稀土镁合金层发生损伤。本工作为简化

模型，当镁合金发生损伤时应力不在继续增加，而

是纤维继续承受负载如图 12（b）所示，应力集中区

在纤维层，中性层上方受压下方受拉，最下端最外

侧纤维层应力最为集中，一直持续到纤维承受的最

大载荷阶段如图 12（c）所示，最外侧纤维最先出

现断裂，应力发生突变，层板出现失效如图 12（d）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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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纤维金属层板三点弯曲等效应力分布　（a）弹性阶段；（b）塑性阶段；（c）最大载荷阶段；（d）层板失效阶段

Fig. 12    Equivalent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ree point bending of FMLs　（a） elastic stage；（b） plastic stage；（c） maximum loading
stage；（d） failure stage

 
FMLs 载荷-挠度曲线实验结果及有限元仿真

结果如图 13 所示，由图 13（b）有限元模拟结果可

以反映出，FMLs 层板在达到最大负载时，出现局部

纤维断裂。由于胶膜层的简化，使得有限元仿真的

数据与实验测量的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

正交纤维稀土镁合金 FMLs 的失效阶段同样

包括第一阶段的弹性变形、第二阶段的塑性变形、

第三阶段纤维及环氧树脂基体断裂以及第四阶段

层板的分层及镁合金断裂，图 14 为正交层合板各

弯曲破坏阶段的微观形貌。不同点在于第二阶段

的正交 FMLs 中单向纤维最先发生断裂，而 90°纤
维所在的环氧树脂基体产生裂纹，这是由于基体的

应变极限低，在弯曲变形过程中发生破坏，而 90°纤
维层没有承载力。随着挠度的增大，90°纤维层基

体破坏，0°纤维层局部断裂（如图 14（c）所示），同

时也标志着弯曲载荷显著下降（如图 10 所示）。在

第四阶段，单向纤维层从局部断裂直至完全破坏，

层板出现分层，但与单向层板界面的分层有所不

同，正交层板的分层发生在 90°与 0°的界面，如

图 14（d）所示，最终导致最下层镁合金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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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板完全失效。 

3    结论

（1）当 L/h 值较低时，层板会受到剪切应力与

弯曲应力叠加，这就使得测得的弯曲强度偏大。

L/h 值过高会导致层板与支撑点产生滑移，使得层

板只发生塑性变形，无法达到有效的弯曲破坏。所

测试的单向及正交稀土镁合金 FMLs，当 L/h 值分

别为 16～22、16～20 之间时，层板才会受到有效的

弯曲破坏。

（2）稀土镁合金 FMLs 层板有效的弯曲破坏形

式包括：弹性阶段，塑性阶段，纤维及环氧树脂基体

断裂以及镁合金断裂、层板分层四个阶段。纤维的

存在对裂纹的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在一定阶段仍

然可以继续承受负载，直至层板产生分层、镁合金

断裂，最终层合板完全失效。通过有限元仿真模拟

可以反映出稀土镁合金 FMLs 在弯曲测试各阶段

等效应力分布，建模时对胶膜层进行了简化，使得

数值上与实际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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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ding properties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fiber rare earth magnesium alloy
super hybrid laminates

ZHAO Zong1,    ZHENG Xingwei1,2*,    QIAN Renfei3,    WANG Wei1,    YIN Haohao1

（1. College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2. College of Science，

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China；3. Ningbo Dafa Chemical Fiber Co. Ltd.，Ningbo 315336，Zhejiang，China）

Abstract:     The fiber  metal  laminate is  mainly used in the fuselage wall  board,  wing skin and other  key parts  of  the aircraft.  The

structural parts mentioned above bear a large bending moment during the service,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fiber metal laminat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resist bending deformation. In this study, fiber rare earth magnesium alloy super hybrid laminate, a new type of

fuselage  structure  material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ee-point  bending  was  used  to  test  the  bending  strength  of

unidirectional and cross-ply rare earth magnesium alloy super hybrid laminates under different span-to-thickness ratios (L/h). SEM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bending failure morphology of the laminate, and the progressive damage behavior of the laminate during the

bending process was analyzed with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t L/h values have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bending  strength  of  rare  earth  magnesium alloy  super  hybrid  laminates.  The  effective  bending  failure L/h  values  of

unidirectional  and orthogonal  rare earth magnesium alloy super hybrid laminates are 16-22 and 16-20 respectively.  Through SEM

observation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ending failure modes of laminate include elastic stage, plastic stage,

fiber and epoxy resin matrix fracture stage, rare earth magnesium alloy fracture stage and laminate delamination stage.

Key words:   rare earth magnesium alloy；FMLs；bending properties；failure mechanism；finite ele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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