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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铝合金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等多种行业的重要材料，

其中7075高强铝合金更是制造大飞机、军用飞机大型结构件必不可

少的原材料。然而，7075高强铝合金在铣削加工过程中的变形问题

一直是困扰我国航空航天高性能零件制造的难题之一。为探寻7075

铝合金在铣削加工中的变形机理，优化铣削加工参数，最终达到制定

合理的加工工艺，减d,!Jl工变形的目的，本文做了以下工作：

1．使用有限元软件MARC建立了7075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加工模

型，并设计了相应的加工变形测量实验。通过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的

对比，证明该有限元模型具有较好的精度；

2．使用该模型初步研究了铝合金薄壁件在铣削加工过程中的变

形过程。针对多种影响铝合金薄壁件加工变形的因素进行了有限元分

析，包括初始残余应力场、铣削路径、铣削力、夹具以及夹具不同释

放顺序。仿真结果对生产中制定合理的铣削加工工艺以减小加工变形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对带初始裂纹的铝合金薄壁件的寿命预测问题进行了初步探

讨。在有限元软件MARC中建立了二维铝合金裂纹扩展模型，并得到

了二维裂纹前端I型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长度的变化关系：

4．在FRANC3D中建立了典型铝合金构件三维裂纹扩展模型，并得

到了三维裂纹前端I型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长度的变化关系。使用

FRANC3D计算了该铝合金构件在循环载荷下的疲劳寿命。

关键词：7075铝合金，加工变形，有限元模型，裂纹扩展，疲劳寿

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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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uminum alloy is all important material widely used in aeronautical

and aerospace industry,among which 7075 high-performance aluminum

alloy is indispensable raw material for manufacture of large structures of

jumbo jets and military aircrafts．However,for a long time，machining

deformation during milling has been one of the barriers to manufacture of

high—performance aeronautical workpieces for aeronautical industry in

our country．To explore mechanism of machining deformation of

aeronautical 7075 aluminum alloy workpieces and optimize milling

parameters SO as to reduce machining deformation,the following work

Was conducted：

1．Finite element model of milling was developed by using MARC．

Afterwards，experiment to measure deformation of machined workpiece

Was performed．Simulation result and experimental result were compared

and it is proved that the fmite element model is qualified to predict

machining deformation；
2．By use of the model，simulation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deformation process of aluminum alloy workpiece during milling．

Besides，simulation Was also performed to study influence exer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initial residual stress field，tool path,milling force，

fixture tool and different way of release of fixture on machining

deformation of the workpiece．The simulation result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industrial manufacture of aeronautical workpiece；

3．Preparatory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

aluminum alloy thin-walled workpiece with initial crack．By using

MARC，2D aluminum alloy crack propagation model wag developed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and crack length Was

obtained；

4．3D crack propagation model for typical aluminum alloy

workpiece Was developed using FRANC3D and fatigue life of the

aluminum alloy workpiece under cyclic loading Was predicted by use of

the software．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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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

第一章绪论

随着航空航天等领域和现代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高强、高韧、耐腐蚀的高性

能铝合金成为航空航天、船舶、武器装备等行业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在航空、

航天器结构设计和制造中，一些大型复杂结构的零件，尤其是主承力构件普遍采

用整体化结构设计，即直接从一块毛坯上将多余金属切除，从而加工出高精度、

高品质、性能优越的结构件，而不再采用铆接、焊接工艺。比如，在大飞机和军

机零部件中广泛使用的具有复杂结构的薄壁件如整体框、整体梁、整体壁板等就

是由7075高强铝合金厚板经过一系列复杂工序整体加工而成。和以往由大量螺

栓、钣金件组成的飞机结构件相比，整体结构件有很多优点，如重量轻、结构效

率高、可靠性高。原来需要上千个钣金零件用连接件装配起来的组件，使用整体

结构件只需要几个零件即可。整体结构件的使用使得飞机零件数量减少了50％左

右，机身重量减少15％～30％，同时还降低了铆接点造成的金属材料的强度损失。

同时，由于整体结构件的使用，生产制造过程所需的工艺设备减少，装配工作量

也大幅减小，缩短TSU造周期“’。。据统计，当代民用飞机65％的结构重量为整

体结构件。

但是，整体结构件尺寸大、结构复杂、薄壁、精度要求高的特点，也对现代

制造技术提出了严苛的要求。特别是由于整体结构件尺寸较大(可大至10米甚

至20---30米)，加工过程中的材料切除率高(一般高达70％～95％)，在对形状精

度要求很高的飞机结构件的加工过程中普遍存在加工变形问题。比如，在我国

JlO飞机研制和民用飞机转包合作生产中，随处可见整体框、整体梁和接头的不

同程度变形，包括弯、扭或弯扭组合。有时结构件的翘曲变形远远超过装配许可

的误差范围，导致不得不在构件加工完成之后增加校正程序。这不仅降低了生产

率，而且可能导致零件报废。加工变形主要是由初始残余应力的释放、零件结构

的不对称和加工工艺的不合理引起的。国际上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法、德、

日等工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整体结构件加工变形问题，比如美国Third Wave

Systems公司很早就依托一些美国著名大学进行过抑制整体结构零件数控加工

变形的研究汨⋯。

整体结构件产生加工变形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零件结构。初始残余应力，

铣削力、铣削热、夹具的位置和夹持力，加工参数(切削深度，切削速度、进给

量等)和加工路径都会对加工变形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整体结构件的最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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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埔。。为了抑制加工变形，也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

方面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如有限元法，来探求整体结构件加工变形的产生机理；

一方面在加工制造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工艺来减小加工变形，如采用拉伸、反淬

火处理等工艺手段减小原始铝合金厚板的初始残余应力、采用高速铣削等手段

减小切削力对加工变形的影响、对夹具的夹持位置和夹持力进行优化选择，对

铣削加工路径进行优化等等。

残余应力是原材料内部或零件内部一种处于自平衡状态的应力。随着铣削的

进行，工件的材料被不断去除，材料内部的残余应力得到释放，导致初始残余应

力场在剩余的工件材料内不断地重新分布，从而导致工件发生翘曲．弯扭。这就

是残余应力引起加工变形的机理H。。

不同的加工路径导致加工过程中构件内的残余应力释放顺序不同，因次，不

同的加工路径必然会对构件的最终变形产生影响u““。

除加工变形之外，由于铣削加工过程中残余应力的释放、夹具的夹持及铣削

力的作用，有可能在构件表面或内部产生微小裂纹或缺口等缺陷。这些微小裂纹

或缺口在构件服役过程中将成为应力集中处。在疲劳载荷的反复作用下，这些裂

纹或缺陷可能进一步扩展，成为构件最终断裂的根源。因此，有必要通过分析构

件的裂纹扩展情况来确定初始裂纹对整体结构件疲劳寿命的影响¨“。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航空整体结构件加工中的变形问题，美、法、德、日等工业发达国家都非常

重视，并组织了大量的研究人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研究。如美国的一些公司

很早以前就在政府和军工企业的支持下，依靠密歇根大学等著名大学研究和开发

能有效抑制整体结构件数控加工变形的工艺路线优化理论和有限元模拟软件憎1。

为分析加工变形的机理以及提出合适的策略以控制加工变形，世界各地的研究人

员进行了相关的仿真和实验。HEu乱等将有限元方法用于分析和选择薄壁件加工

变形的控制策略。RATCHEV¨刮等研究了薄壁件铣削加工时的误差补偿策略。

WEINERTu卜¨。等将有限元方法用于铝合金结构加工过程的计算分析和薄壁件周

铣过程中静态误差的预测。LI“驯等建立了端铣仿真模型。RAI和

XIROUCHAKIS‘州1开发了加工仿真包以分析加工变形的根本原因和选择合适的

加工策略。虽然他们建立的有限元模型考虑了铣削力的作用，但该有限元模型在

仿真过程中不能进行网格自适应细化，因此该模型不适合大尺寸薄壁件的铣削仿

真。文献瞄州副研究了夹具一工件的完整模型以补偿变形误差和进行夹具的优化设

计。ZAGHBANI和SONGMENE憎屯研究了铝合金高速干铣过程的力—温度模型

以及相关本构模型。但是它只是一个数学模型，不适合用于预测结构件的整体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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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GUO和ZUO汪钆建立了用于预测航空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变形的有限元模型，

但是在仿真过程中，该有限元模型的网格无法进行自适应细化，因此，为获得高

精度的仿真结果，必须把网格划分得很细，这导致在进行大尺寸薄壁件的铣削仿

真时计算成本较高。国内的不少大学和研究人员也都对航空整体结构件的加工变

形问题进行过有限元仿真和实验研究，如浙江大学的成群林口吲等对铝合金薄壁

件铣削加工中产生的切削力和切削热进行了实验研究和有限元仿真，并开发出了

相关的软件进行铣削加工仿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树宏u1等对航空铝合金厚

板初始残余应力对铣削变形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郭魂Ju

等对铣削路径对航空薄壁件铣削加工变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对构件铣削加工

变形的过程进行了有限元仿真，西北工业大学的高彤描叫等对铣削加工表面形貌

及端铣加工变形进行了仿真研究。目前国内虽然研究航空整体结构件加工变形的

机构不少，但各有所长，有的长于铣削力、铣削热模型的研究，有的长于测量铝

合金厚板的初始残余应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可以较为

完美地融合铝合金厚板初始残余应力的测量、铣削力及铣削热的建模、铣削加工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三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求最终

开发出融合以上三个因素的有限元仿真软件。

Shi和Chopp“¨等研究了使用扩展有限元法(XFEM)在ABAQUS中建立裂

纹扩展模型的方法并使用该方法得到了I型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长度之间的函

数关系，随后在AFGROW中使用该函数关系预测了带初始裂纹的直升机构件在

循环载荷下的疲劳寿命。Liu和Wang嵋引使用能量法预测了多轴载荷下构件的疲

劳寿命、裂纹扩展方向以及裂纹扩展。Lu和Xiang瞄巩等使用等效初始缺陷模型

进行了基于裂纹扩展的构件的疲劳寿命预测。Schubbe瞄m研究了截断载荷谱下

7050．T745l的疲劳寿命预测问题以及相应的裂纹扩展速率。Molent和

McDonald瞄u等研究了变幅载荷下的谱疲劳裂纹扩展问题。Rui和Zhang哺引研究

了截断载荷谱下2324．T39和7050．T745l铝合金的疲劳裂纹扩展行为和寿命预测

问题。国内不少机构和研究人员也研究了谱载衙下铝合金构件的疲劳寿命预测问

题，如郭万林_副研究了复杂环境下的三维疲劳断裂问题并计算了标准试样在多

种复杂环境下的疲劳寿命。陈勃J刮等对有小裂纹的2024．T3铝合金中心孔试样

进行了疲劳寿命预测。马野m。等使用有限元方法研究了整体加筋壁板的裂纹扩

展轨迹。但从总体上来说，国内航空铝合金薄壁件的疲劳寿命预测研究和国外相

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未能提出较为完整的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因此，开展航空

铝合金薄壁件的疲劳寿命预测和损伤容限研究对我们航空航天工业的进步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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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1．3．1课题来源

本课题来源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航空航天用

高性能轻合金复杂结构件制造的基础研究"之子课题——大型薄壁构件塑变与去

除成形及其内应力与表面完整性主动控制，项目编号2010CB731703。

1．3．2研究意义

目前国内虽然研究航空整体结构件加工变形的机构不少，但各研究机构的侧

重点不同，有的长于铣削力、铣削热模型的研究，有的长于测量铝合金厚板的初

始残余应力，有的长于建立铣削加工有限元模型。而且，即使有的学校建立了铣

削加工有限元模型，其模型也存在不足之处。本文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大

型航空整体结构件的较为完善的铣削加工有限元模型。同时，初步探讨了平面应

变和平面应力情况下带初始裂纹的铝合金构件的裂纹扩展和疲劳寿命预测问题，

为进一步研究三维航空整体结构件的裂纹扩展和疲劳寿命预测问题奠定了基础。

1．3．3研究内容

1．建立了航空铝合金薄壁件的铣削加工模型，并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有限元模型

的准确性；

2．针对多种因素，如初始残余应力、铣削路径、铣削力、夹具以及夹具的不同

释放顺序对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加工变形的影响进行了有限元仿真；

3．建立了二维情况下带初始裂纹的铝合金薄壁试件在恒定载荷下的裂纹扩展

模型，并通过子程序二次开发，得到了I型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长度变化的

函数关系。在FRANC3D中建立了三维铝合金薄壁件裂纹扩展模型，得到了

I型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长度变化的函数关系，并计算了该铝合金构件的疲

劳寿命。为进一步利用该模型预测铝合金构件的疲劳寿命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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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加工变形仿真与实验

铣削加工是航空航天领域中用来制造各种整体结构件的常用的加工方式。由

于整体结构件尺寸较大(大至10米甚至20"--'30米)，加工过程中的材料切除率

高(一般高达70％---95％)，因此，在加工过程中普遍存在加工变形问题。加工变

形和铣削过程是紧密相关的。为研究铣削过程中各种因素对加工变形的影响，有

必要先了解金属切削加工过程及理论。

2．1金属切削加工理论

所谓切削加工是用刀具切削工件的常用的加工方法。大致可定义为，首先使

刀具接触工件，然后使刀具对工件作相对运动，由于工件内部局部发生较大的应

力而引起断裂，把不需要的部分作为切屑而剥离下来，／jnT出具有所需形状的成
口：36】
日日 o

2．1．1正交切削过程概述

对于一般的三维斜角切削，其特点是：切削刃与切削方向不垂直，主切削刃

和副切削刃同时参与切削，切削刃不是直线。由于三维切削过程的复杂性，通常

在研究过程中会将其简化成为-维正交(直角)切削问题来考虑。二维切削加工

带状切屑成形示意图如图2．1。

拜l

‰露

图2．1二维切削加工带状切屑成形示意图

在金属切削过程中，金属变形过程可以用三个变形区描述：第一变形区、第

二变形区和第三变形区。在第一变形区内，其变形的主要特点是，当切削刃处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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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削点D位置时，在切削层0H面上受刀具的∥(正压力和摩擦力合力的反力)

力作用后，使伽面上产生的切应力达到材料屈服强度，引起金属材料组织中晶

格在晶面上剪切滑移，滑移方向与切应力方向一致，即与∥作用方向呈45。。

当切削层移动到DM面时，其上晶格在晶面上滑移方向仍然与切削力∥方向呈

45。。切削层经D膨面后即被刀具切离而形成了切屑。

第二变形区是指与刀具前面接触的切屑底层内产生塑性变形的区域。切屑在

刀具前面流出时，又受到前面的挤压和摩擦作用，使贴近前面厚度为△k切屑

层内的近表面层流速很低、远离表面层切屑流速为％，各层流速的变化近似为

"。一0，因此，△k层被称为“滞留层”。“滞留层’’内变形剧烈，使晶粒拉长，

并在平行前面方向晶粒纤维化，在一定温度、压力条件下出现粘屑。

第三变形区是指在已加工表面层内近切削刃附近的变形区域。在已加工表面

的△Jl层内，受到切削刃钝圆弧的挤压和摩擦作用，是变形加剧，在该层内引起

晶粒伸长和晶粒纤维化、扭曲甚至破碎，致使已加工表面产生硬化。

2．1．2铣削力模型

铣削力是工件材料抵抗铣刀铣削时所产生的阻力，它对工艺系统强度、刚性

和加工工件质量有重要影响u“。

由于铣刀为多齿刀具，铣削时，每个工作刀齿都受到变形抗力和摩擦力作用，

每个刀齿的切削位置和切削面积随时在变化，因此每个刀齿所承受的切削力的大

小和方向也在不断变化。为便于分析，假定各刀齿上的总切削力F作用在某个刀

齿上，如图2-2所示。

，奄

图2-2圆柱螺旋铣刀铣削力示意图

根据需要，将铣刀总切削力F分解为三个互相垂直的分力：

切削力C——总切削力在铣刀主运动方向上的分力，它消耗功率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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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切削力CⅣ——在工作平面内，总切削力在垂直于主运动方向上的分力，

它使刀杆产生弯曲；

背向力只——总切削力在垂直于工作平面上的分力。

圆周铣削时，疋Ⅳ和C的大小与圆柱形铣刀的螺旋角国有关；而端铣时，与

面铣刀的主偏角疋有关。

作用在工件上的总切削力F。和F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通常将总切削力F‘沿

机床工作台运动方向分解为三个分力：

进给力E——总切削力在纵向进给方向上的分力。它的方向随铣削方式不

同而不同；

横向进给力C——总切削力在横向进给方向上的分力；

垂直进给力厶——总切削力在垂直进给方向上的分力。
因此，铣刀总切削力F为：

F=√露+砖+C=√亏+牙+绉 (2一1)

对于直齿圆柱立铣刀，其铣刀圆柱面上分布的直线切削刃平行于刀轴线。使

用直齿铣刀进行立铣加工时，在铣削整个过程中，切削刃的切削厚度不断变化；

但在铣削某一时刻，切削刃上的切削厚度是相同的。直齿立铣加工示意图如图

2．3所示。

图2-3圆柱直齿铣刀

其中吼，表示切削宽度，彳向为垂直于铣刀轴线的平面的法向矢量方向，曲为

铣刀铣削刃微段对应的切削厚度，蚯和蚯分别为铣削刃微段受到的切向铣削力
和径向铣削力。直齿立铣刀不受轴向铣削力作用。

基本的切削力模型假设切削过程中切削厚度和宽度是不变的，这与实际铣削

加工不符。但是针对直齿立铣刀，在加工时，当把铣削过程划分成很多的微小时

间段时，可以近似地认为，在每个微小时间段内，铣削厚度足不变的。在这种情

况下，参与切削的直齿立铣刀上的整条切削刃在每个微小时间段内的铣削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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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等效为基本的直角切削过程，如图2_4所示。

图2-4直齿切削力和速度几何关系示意图

图中F为切削合力，只为剪t；刃N l-fl'd剪切力，兄为剪切面上的法向力，E为前

刀面上的摩擦力，民为前刀面上的法向力，Z为切向力(主切削力)，E为进

给力(推力)，V为切削速度，K为剪切面上的剪切速度，圪为前刀面上的切屑

速度，吮为剪切角，q为刀具前角，尾为刀具前刀面和切屑之间的平均摩擦角，

h为切削厚度，髓为切屑厚度。

在常规切削速度下，第一变形区的宽度仅仅只有0．02~0．2mm，在高速铣削

情况下这一数值将更小，可以近似为一个薄平面。因此，可以用Merchant提出

的单一剪切平面模型来研究该等效直角切削过程。

在Merchant直角切削模型中，剪切应变为：

以=—』头：c⋯ot讫+t啪a(唬一q) (2．2)，，=———————二——一= 西+ nf加一，y l l。7-，l

“sin#,cos(统一缉)⋯扎⋯w。一∥
⋯。

由图2—4可知，切削速度可以分解为剪切面上的剪切速度和前刀面上的切屑

速度两个分量。金属材料在剪切面上被剪切掉的剪切速度为：

K：y—竺堡一 (2．3)
3

cos(统--a，)

剪切平面的长度，f为：

‘：jL：—L(2-4)4

sin统 cos(痧。一够)

根据材料不可压缩的假设，切削厚度与变形后切屑厚度的比值被称为切削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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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鱼： 塑杰 (2．5)轳瓦2丽南万 坦。’

由上面两式推得剪切角统为：

绣一锄篙专 亿6)

若不考虑切屑的惯性力和切削刃前方的被切削材料和切屑的分离力，则作用

于切屑上的摩擦力和法向力的合力等于剪切面上的合力。由图2-4知：

E=互cos≯。一E sin粤Ic(2-7)

吒=f sin九+B cos统 (2-8)

E=Esintz,+Ecosar(2-9)

L=E COSOfr—t sina, (2-10)

刀具前刀面与切屑之间的平均摩擦系数为：

∥=tan=吾 (2-⋯

由(2．9)，(2．10)，(2．11)三式计算得到前刀面和切屑之间的平均摩擦角为：

尾=撇狮鬻⋯一鲁(2-12)
假设剪切力在剪切平面是均匀分布的，则剪切力可定义为：

只=C4 (2—13)

其中剪切面积为4：

4=6去 (2．14)

式中b为切削宽度。

将(2．7)和(2．14)代入(2．13)，得到剪切应力：

铲!互竺!垒二型!垒壁垒．(2-15)L 2———1菪—一 ，

对于螺旋齿圆柱立铣刀，其网柱面上的切削刃为螺旋线型，铣削过程中切削

刃逐渐进入和退出工件。螺旋齿立铣加工的特点是：铣削过程中，切削刃的切削

厚度不断变化；在铣削的某一时刻，沿切削刃切削厚度也不相同。螺旋齿圆柱铣

刀铣削加工示意图如图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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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螺旋齿圆柱铣刀铣削加工示意图

在分析螺旋铣刀的铣削过程时，可以将其铣削刃沿轴向划分成许多微段，此

时，每个铣削刃微段的铣削加工可以看成单独的单刃切削过程。同时，把铣削过

程也离散成许多个微小的时间步。这样，在每个微小的时间步内，每个铣削刃微

段的切削厚度可以认为是不变的。经过简化之后，螺旋齿立铣刀上每个切削刃微

段在微小时间段内的铣削过程将等效为基本的斜角切削过程。根据Merchant提

出的单一剪切平面模型，螺旋立铣刀的螺旋角％相当于斜角切削中的刃倾角五。

斜角切削过程

庆霆

冬蓬

图2-6斜角切削加工切削力和切削速度示意图

其中C为轴向力，以为刃倾角，％为刀具方向前角，吮为法向剪切角，谚为斜

剪切角，纯为X轴与F在只．卜投影之间的夹角，仍为F在只上的投影与F之间

的夹角，，7为流屑角，b为切削宽度。

根据Merchant单刃斜角切削模型，速度前角为方向前角和刃倾角的函数：

tall瓯：—ta_b口n
COS以

剪切平面内的剪切应变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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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剪切角谚为：

y：型幺±塑!鱼二丝2
，J

COS呀

工一tan丑cos(吮一％)一tanr／sin吮魏2——上—。二旦—』二———一COS％

剪切速度E为：

E：J翌型坠y5

cosr／cos(≯．一％)

(2-17)

(2．18)

(2-19)

将E表示为，在剪切方向上的投影：

只=F[cosOp．+丸)cos仍cos谚+sinq，,sin≯,】 (2-20)

E也可表示为剪切面上的平均应力和剪切面面积的乘积：
／ ． 、厂 ． 、

E=巧4=‘I士II击l (2．21)

LCOS以／＼龇n％／

综上所述，采用适当的离散化方法，可以将复杂的直齿和螺旋齿立铣加工过

程简化成基本的直齿切削过程和斜角切削过程。

由于在实际生产中大都使用螺旋齿圆柱立铣刀对航空铝合金整体结构件进

行铣削加工，因此，本文这一部分将主要研究如何将Merchant螺旋立铣刀铣削

力模型加入到有限元模型中去。为将Merchant螺旋立铣刀铣削力模型应用到有

限无模型，必须对铣削力的施加过程进行进一步简化。在本有限元模型中，通过

对单元节点施加铣削力来模拟铣削过程中螺旋铣刀产生的铣削力。为便于对节点

施加铣削力，首先将圆柱立铣刀简化为长方体立铣刀；其次，将铣刀在轴线方向

上划分成许多微小的离散铣刀段。简化后的圆柱立铣刀如图2．7所示。

：

l
l

l
：

图2．7简化后的圆柱铣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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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后，由于工件材料上的加工面为矩形而不再是圆柱形，因此，将实际的

圆柱形的加工面等效成矩形的加工面。如图2-8所示，原圆柱形加工面的左侧等

效为矩形加工面的左侧，原圆柱形加工面的右侧等效为矩形加工面的右侧。

将四

矩形

图2—8圆柱形加工面等效为矩形加工面的示意图

在顺铣情况下，刀齿切入角纪，可以表示为：

‰：万一arccosf盟1 (2．22)

式中，，．为铣刀半径，q为铣削宽度。刀齿切出角％恒等于万；在逆铣情况下，

刀齿切入角纯，恒等于0，刀齿切出角％可以表示为：

％：arccosf r--C1e 1 (2．23)

铣刀上每条铣削刃每切入切出一次，矩形加工面上的每一点的空间位置角矽

就可以表示为：

炉l卜等卜半“％卸瓴)亿24)
其中z为节点在Z方向上的坐标(假定Z为螺旋立铣刀的轴线方向)，Zo为铣刀

底端在Z方向上的坐标，口。为铣削深度，％为铣刀螺旋角，气为铣刀前进每齿

进给量Z所需的时间，t为从该切削刃开始切入工件材料到当前所经过的时间。

设h为瞬时切屑厚度，则h可表示为：

厅=K篙凳盂静 协25，
1 0，缈为其他值时

其中f为每齿进给量。

假设铣刀在轴线方向上被离散划分为刀段，则每个刀齿微段受到的铣削力可

12



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铝合舍薄肇件铣削加工变形仿真与实验

以表示为：

妒=K¨¨h dz I
蚯=墨一h dz} (2—26)

啦=K·．Il·dz J

为简化起见，可以在仿真过程中以平均切屑厚度h代替瞬时切屑厚度h。平

均切屑厚度h可以表示为：

葛：￡墨竺!竺；f!竺!丝=!竺!丝 (2．27)
％一％

～
％一‰

则K、墨、艺可以分别表示为：

K

Kr

疋

其中巧、％、髟、O、P、Q需要通过实验来确定。

2．1。3铣削热

(2．28)

铣削加工所消耗的能量，大部分用于塑性变形功与摩擦功。由于塑性变形，

在已变形的材料中产生了加工硬化等现象。这种状态的材料和处于退火状态的材

料相比，其内部储存着部分的应变能。摩擦功的一部分使摩擦面表层产生塑性变

形，在表层储存着应变能。此外，在切削形成新的表面时，新的表面也存储着表

面能。

然而，这些储存能仅占到切削消耗的能量的百分之几，剩下的绝大部分都转

化成了热量。切削过程中的产生的切削热Q可以表示为：

Q=疋屹 (2-29)

其中E为切削力，K为切削速度。

切削热产生以后就向周围介质中传播，比如切屑、刀具、工件和空气。据统

计，在车削钢时，干切削的传热比例为：Q切屑占500／0-．．86％，Q刀具占100／o-．40％，

鲩件占3％~9％，Q卒气占l％。热量散播的比例和切削速度有关，当切削速度增
加时，磨擦产生的热量增多，同时切屑带走的热量也增多，留在刀具中的热量减

少，留在工件中的热量更少。所以在高速切削时，切屑的温度很高，而工件和刀

具的温度较低。这对切削加工较为有利。

切削过程中切削温度的高低取决于产生热量多少和散播热量的快慢两个方

面的因素。如果生热少、散热快，则切削温度低，或者两者之一占主导作用，也

、●，●●●●●，●●●●●J

o

P

呵

～办～^～办巧磁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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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切削温度。

在切削时影响产生热量和传散热量的因素有：切削用量、工件材料、刀具几

何参数和切削液等。

切削用量屹、f、a。对切削温度的影响程度可通过切削温度实验后整理的

实验公式或利用温度场理论计算求得。其影响的基本规律是，切削用量增加均会

使切削温度升高，但其中切削速度K影响最大，其次是迸给量．厂，影响最小的是

背吃刀量a。。这是因为切削用量增加后，切削变形功和摩擦功增大，K增高使

摩擦生热剧增；厂增加因切削变形增加较少，故生热不多，此外，加大了刀一切

屑接触面积，改善了散热条件；口。增大使切削宽度“增大，显著改善了热量的

传散。影响程度大致的规律足："增加～倍，切削温度约增加32％：进给量增加

一倍，切削温度增加18％；背吃刀量增加一倍，切削温度增加7％瞄¨。切削用量

对切削温度的影响规律在切削加工中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例如，在普通切削加

工中分别增加屹、厂和口。均能使切削效率按比例提高。但为了减少刀具磨损，

保持高的刀具寿命，减小对工件加工精度的影响，首先应增加背吃刀量a。，其

次增加厂。目前，在现代先进高效数控机床上选用高性能刀具切削加工，提高切

削速度已成为首选。因为提高切削速度”能较显著地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件表面质

量。

不同的工件材料也会对切削温度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不同工件材料具有不同

的硬度、强度和热导率。例如，加工合金钢时产生的切削温度比加工45钢时高

30％；不锈钢的热导率较45钢小1／3，故切削时产生的切削温度高45钢40％；加

工脆性金属材料产生的变形和摩擦均较小，故切削时产生的切削温度较45钢低

20％。

除此之外，刀具几何参数也会影响切削温度。在各种刀具几何参数中，影响

切削温度最为明显的因素是前角儿和主偏角峰，其次是刀尖圆角弧半径‘。前

角增大，切削变形和摩擦产生的热量均较少，故切削温度下降。但前角过大，散

热条件差，是切削温度升高，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均有一个产生最低温度的最

佳前角儿值。

2．2航空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加工的有限元建模、仿真与实验验证

2．2．1有限元模型的网格划分

用于铣削的7075铝合金厚板的尺寸为155mmX 155mmX40mm。通过铣削，

在该厚板上挖去145mmX 145mm×20mm的方形块，留下四周壁厚为5mm，底

部厚度20mm的薄壁零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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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六面体单元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使用刚性面模拟夹具。为模拟真实的

零件铣削过程，在划分网格之前，通过铣刀直径、铣削宽度、铣削深度，进给速

度等多个参数确定六面体单元的尺寸。图2．9显示了铣削前和铣削后的零件有限

元模型。

仿真过程中，零件由刚性面固定。通过静态应变仪测得夹具的夹持应力约为

20MPa。将夹持力作为边界条件加入到有限元模型中。

a)铣削之前的有限元模型 b)铣削之后的有限元模型

图2-9铣削前和铣削后的零件的有限元模型

2．2．2材料模型

由于铣削过程中使用了冷却液，因此，切削热对7075铝合金材料属性的影

响未被考虑。另外，考虑到铣削过程中产生的大应变、高应变率等现象集中在刀

具切削刃附近的局部区域，不会对零件的整体变形产生影响，因此，大应变和高

应变率对7075铝合金本构关系的影响未被考虑。本文中的有限元模型采用的材

料模型为弹塑性材料模型。

2．2．3初始残余应力的施加

文献一H圳显示，在多种影响薄壁件的最终变形的因素中，零件内部的初始非

均匀应力场的影响是最大的。随着铣削的进行，工件的材料被不断去除，从而导

致初始应力场在剩余的工件材料内不断地熏新分布，从而导致工件发生翘曲、弯

扭。这就是初始残余应力场引起零件加工变形的机理。

层削法是一种目前常用的用于测量铝合金厚板内应力的方法H刚。本文使用

层削法测量了尺寸为155mmX 155mmX40mm的7075铝合金厚板的内应力分

布。

当没有任何外载荷作用时，零件的内应力场应该是自平衡的。即工件内任意

截面内的合力和合力矩应满足下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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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rm o} (2．30)

JdM=0 J
式中，以为残余应力，M为力矩，彳为截面积。

为满足上式，将测得的厚板轧向和横向沿厚度方向分布的残余应力曲线进行

了离散和自平衡处理，得到用于有限元模型的残余应力曲线。图2-10显示了经

离散和自平衡处理后的残余应力曲线。为将离散和自平衡之后的残余应力数据添

加到有限元模型中，编制了MARC子程序。该子程序的功能是根据每个单元的

空间位置将初始残余应力数据添加到模型的所有单元中。

图2．10离散和自平衡处理后的厚板内应力曲线

2．2．4铣削力的施加

对薄壁件进行铣削加工时，铣削力对零件变形的影响不可忽略。在铣削过程

中，由于铣削力的挤压作用，切削刃附近的局部区域将产生大应变、高应变率等

现象。由于大应变、高应变率等现象的产生过程十分复杂，因此在仿真中完全模

拟这些现象的产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基于此，本文对铣削力的产生和施加过程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

真实铣削过程中铣刀的运动是由两种运动合成的。一种运动是铣刀绕自身的

轴线旋转，另一种运动是铣刀的进给运动。这两种运动的叠加使得铣刀铣削刃的

运动轨迹成为一条摆线。铣削刃的这种运动方式导致铣削层的厚度是非均匀变化

的。在真实铣削过程中，铣削力的大小与铣削层的厚度有关。因此，以铣刀旋转

一周所需的时间为周期，在这个周期内，铣刀的铣削刃微段产生的铣削力是非均

匀变化的，即铣削力将随着铣削刃微段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而铣刀产生的总体

铣削力的大小则呈周期变化。

直接模拟铣削刃绕自身轴线的旋转和铣刀的进给运动是困难的。为此，将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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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的运动进行了简化。图2．1l显示了真实的铣削刃运动轨迹与简化后的铣削刃

运动轨迹的对比。简化后。认为铣削刃在一个分析步中的运动是一条直线。但是

同时，在仿真中，不同位置的铣削刃微段产生不同大小的铣削力。

刀具

T件

真实的刀具扫略的体积 近似的刀具扫略的体积

图2．1l真实的与简化后的铣削力模型的对比

有限元模型中的铣削力施加示意图如图2．12所示。

简化的刀具铣削

刃运动轨迹

图2-12有限元模型中铣削力的施加示意图

如图，在简化后的加工面上均布着单元节点。以一条倾斜的虚拟线段代表铣

刀铣削刃，倾斜角度等于铣刀螺旋角。仿真过程中，将虚拟铣削刃划分为四段，

将四段铣削刃的施力中心集中于空心圆处。仿真时，将每段铣削刃中心的铣削层

厚度作为该段铣削刃的平均厚度，通过式2．26、2．27、2．28计算得到该小段铣削

刃中心的平均铣削力，并将该铣削力施加到周围节点上。

通过MARC的子程序接U，按照上述方法向位于模型铣削层的节点施加三

个方向()(方向，Y方向和Z方向)的铣削力。根据静力等效原则，使铣削层上所

有节点的铣削力之和等于铣刀产生的总体铣削力，同时，根据节点的位置对节点

施加不同大小的铣削力，如图2．13。通过这种方法，近似地模拟了铣削层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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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铣削力大小的影响。
r匿1夏=

图2．13铣削层中各节点的X向铣削力

2．2．5材料去除和自适应网格细化方法

通过使用生死单元技术，可以方便地模拟铣削加工中材料的去除过程。生死

单元技术是一种数值方法，它是指在有限元程序中，将有限元方程的刚度矩阵乘

以一个非常小的减缩因数(约为10e．6)，使某个单元失效，从而模拟该单元的“死

亡’，‘制。

为了模拟真实铣削过程中零件材料被逐步去除的过程，编写了控制铣刀路径

的子程序。在铣削仿真过程中，位于铣刀轴半径范围之内的单元将随着铣刀的运

动被杀死。

对大尺寸薄壁件来说，模拟它们的铣削过程是困难的，因为高精度的仿真结

果往往需要精细的网格。但是，精细的网格将增加计算成本。为解决这一问题，

文献一h利用零件结构的对称性，建立了一个大尺寸航空铝合金件的四分之一模

型。然而这种方法对结构不对称的零件来说是不可行的。为同时获得较高的仿真

精度和较低的计算成本，本文通过编制相应的子程序，在有限元模型中实现了网

格自适应细化。通过使用该子程序，位于铣刀周围的一个方盒内的网格将被细化。

该方盒的位置由铣刀的位置决定。图2-14显示了细化后的模型的局部网格。

图2-14细化后的模型的网格(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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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铣削仿真与实验

用于铣削加工实验的厚板是从尺寸为1200mm×220mmX40mm的7075铝

合金厚板上用线切割机切下来的。铝合金厚板的热处理工艺为480℃保温2h+20

℃水浴淬火。室温为20℃。水浴淬火后，将该铝合金厚板进行预拉伸处理，拉

伸量为2％。然后，从预拉伸之后的铝合金厚板上切割出相邻两块尺寸为155ram

X 155mmX40mm的方形厚板。其中一块用于测量原铝合金厚板的内应力分布，

另一块用于铣削实验。

采用由20三刃螺旋铣刀进行铣削实验。其他铣削参数如下：主轴转速

1000r／min，铣削宽度lOmm，铣削深度4mm，总铣削深度20mm，进给速度

380mm／min。铣削总共分六步进行，前五步为粗铣，最后一步精铣，精铣余量为

0．5mm。采用外环铣削方法进行实验和仿真。

按铣削实验进行时的条件进行仿真计算。铣削仿真完成之后，松开夹具，释

放工件。

图2．15显示了铣削加工之后的零件的变形情况，图中零件的变形被放大了

400倍。从图中可以看出，加工后，工件总体呈中间凹陷，四周翘起的形状，同

时，工件四周的薄壁向内凹陷。

图2—15放大之后的零件变形情况

为验证仿真结果的正确性，需要设计验证实验以测量加工后的零件的变形。

由于零件的下表面相对粗糙，而工件的变形量很小，因此加工后的零件底面

的变形量很难直接测量。然而，零件的已加工表面很光滑，适合进行精密的测量。

基于上述分析，决定对沿着零件的薄壁的线的垂直方向上的变形量进行测量。图

2．16显示了四条线的位置，图中X代表轧向，Y代表横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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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l和线4的

起

线2的起始

图2．16四条线的位置

这四条线的变形的仿真结果对比如图2．17所示。由图中可以看出，线2和

线4在垂直方向(即Z方向)上的变形量相对线l和线3较大。

庳境田协硝期田圯焉，m哪 胙馐刖训弹焉帅娘焉，哪

(a)线l和线3的变形 (b)线2和线4的变形

图2．17四条线的变形量的对比

使用三坐标测量机GLOBAL STATUS对线3和线4在垂直方向(即Z向)

上的变形量进行了测量。首先将薄壁件放置在三坐标测量机的大理石平台上，然

后用专用螺栓将薄壁件从侧面固定住，防止薄壁件侧向移动，如图2-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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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螺栓

图2-18薄壁件固定示意图

固定完成后，使用三坐标测量机分别沿线3和线4测量垂直方向上的变形量。

由于线3和线4两端的变形被铣刀破坏，因此测量时只收集线3和线4除两端之

外其他位置处的变形数据，测量点间距2mlTl，每条线上收集50个左右的数据点。

有效测量长度为lOOmm。

为便于比较，对实验得到的数据和相应的仿真数据进行了坐标变换处理，以

便它们能在同一坐标系下进行对比。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的对比如图2．19所示。

从图2．19(b)中可以看出，尽管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差，

但二者的变化趋势吻合得很好，都呈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形状。图2．19 Ca)中仿

真结果与实验结果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这可能是因为在铣削实验过程中铣刀将

该处的变形破坏所致。

(a)线3垂直变形量仿真与实验结果的对比(b)线4垂直变形量仿真与实验姑果的对比

图2-19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对比

由图2一19对比结果町以看出，该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加工有限元模型具有较

好的精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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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OT路径对铣削加工变形影晌的仿真

在实际加工中使用到的铣削加工路径主要有四种，即“外环铣削”、“内环铣

削”、“之字形铣削’’和“平行铣削’’，如图2．20所示。

画画
3 4

图2．20四种铣削加工路径

其中，l为之字形加工路径，2为平行加工路径，3为外环加工路径，4为内环加

工路径。

利用上节开发出的有限元模型研究了四种加工路径对铣削加工变形的影响。

用于仿真的7075铝合金厚板的尺寸均为155minX 155mmX40mm。通过铣

削，在厚板上挖去145minx 145mmX20mm的方形块，留下四周壁厚为5mm，

底部厚度20turn的薄壁零件。仿真过程中采用≯20的三刃螺旋铣刀，其他铣削

参数如下：主轴转速1000 r／min，铣削宽度10ITIITI，铣削深度4mln，总铣削深

度20mm，进给速度380mm／min。铣削总共分六步进行，前五步为铣削仿真，

最后一步释放工件。为避免铣削力对仿真结果进行干扰，仿真过程中未对模型施

加铣削力。仿真结束后分别提取线3(即轧向方向)和线4(即横向方向)上的

垂直变形量以进行对比。

(a)横向上垂直变形量的仿真结果的对比(b)轧向上垂直变形量的仿真结果的对比

图2．2l四种铣削加工路径对构件变形的影响

享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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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理后，四种情况下线3和线4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形量的对比如图2．2l

所示。

由图2-21(a)中仿真结果可知，横向方向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

环铣削法所产生加工变形最小，统计如下：

表l横向上最大相对变形量的对比

由表l可见，在横向方向上，相比外环铣削法，内环铣削法、平行铣削法、

之字形铣削法产生的最大相对变形量分别增大了10．5％、6．3％和3．1％。

经统计，轧向方向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四条铣削路径所产生的加

工变形有如下关系：

表2轧向上最大相对变形量的对比

由表2可见，在轧向方向上，相比外环铣削法，内环铣削法、平行铣削法、

之字形铣削法产生的最大相对变形量分别增大了0．7％、0．6％和一2．0％，差异并不

明显。

综合以上仿真结果，可以认为，外环铣削法产生的加工变形最小，其次是之

字形铣削法，其次是平行铣削法，内环铣削法产生的加工变形最大。

因此，在其他加工条件相同的加工条件下，选择外环铣削法有助于减小加工

变形。

2．4初始残余应力场对铣削加工变形影响的仿真

工业生产中的高强铝合金预拉伸板的拉伸量通常有1．8％、2．0％、2．3％等几

种。为研究不同拉伸量下铝合金厚板内部残余应力对加工变形的影响，进行了水

浴淬火仿真。仿真时所用铝合金厚板的尺寸为1200mmX220mmX40mm，热处

理方式均为480"C保温2h+20"C水浴淬火。淬火仿真完成之后，将仿真结果导入

到预拉伸模型中进行七组预拉伸仿真，拉伸量分别为0．7％、O．89％、1．1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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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O％、2．3％，另一组淬火之后不进行预拉伸。拉伸仿真完成之后，用生

死单元法从八块铝合金厚板上分别切下尺寸为160mmX 160mmX40ram的铝合

金厚板试样，得到试样沿厚度方向的残余应力分布：4射。八组铝合金厚板的内部

残余应力曲线如图2．22所示。

(a)轧向应力曲线 (b)横向应力曲线

图2．22八组不同拉伸量的铝合金厚板内部残余应力曲线

由图2-22可以看出，当拉伸量大于0．7％时，随拉伸量的增大，铝合金厚板

内部残余应力迅速减小。

铣削仿真的参数如下：主轴转速1000r／min，铣削宽度lOmm，铣削深度5mm，

总铣削深度20mm，进给速度380mm／min。铣削总共分五步进行，前四步为铣削

加工，最后一步释放工件。采用外环铣削方法进行仿真。仿真过程中没有施加铣

削力。

仿真结束后，根据前面所述，提取线3(厚板轧向)和线4(厚板横向)在

垂直方向(Z向)上的变形量以进行比较。八组试样的加工变形如图2．23所示。

(a)轧向方向 Co)横向方向

图2．23八组铝合金试样加工变形的比较

由图2．23对比结果可以看出，随拉伸量的增大，铝合金厚板内部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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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减小，相应的加工变形也同样迅速减小。

(a)轧向方向 (b)横向方向

图2．24拉伸量与试件最大加工变形量的关系

由图2-24(a)可以看出，在拉伸量大于0，小于0．7％时，轧向方向的加工变

形下降不明显。这是由于拉伸量较小，轧向方向上的铝材尚未产生屈服，轧向方

向的残余应力消减不明显。随着拉伸量的增大，轧向方向上的残余应力迅速减小，

同时该方向上的最大加工变形量迅速减小，从187．4／tin减d,N了29．4／zm。但当

拉伸量大于2．O％之后，最大加工变形量的减小幅度急剧减小。这是因为拉伸量

大于2．O％之后，铝合金厚板的轧向残余应力已经降到了最低。继续拉伸已经无

法减小铝合金厚板的轧向残余应力值一“。

在横向方向上情况和轧向方向相似。即在拉伸量大于0，小于0．7％时，该方

向上的铝材没有明显屈服现象。随着拉伸量的进一步增大，横向方向上的残余应

力迅速降低，该方向上的最大加工变形量也迅速减小，从160．3／zm减小到了

15．01／．tm。当拉伸量大于2．0％之后，该方向上的最大加工变形量也基本保持稳

定。

2．5铣削力对加工变形影响的仿真

用于仿真的7075铝合金厚板的尺寸为155mmX 155minX40ram。通过铣削，

在厚板上挖去145mmX 145mm×20mm的方形块，留下四周壁厚为5mm，底部

厚度20mm的薄壁零件。仿真过程中采用矽20的三刃螺旋铣刀，其他铣削参数

如下：主轴转速1000r／min，铣削宽度10 rnnl，铣削深度4mlTl，总铣削深度

20mm，进给速度380mm／min。铣削总共分五步进行，前四步为铣削仿真，最

后一步释放工件。铝合金厚板的内部残余应力曲线如图2-10所示。

总共进行两次仿真，均采用外环铣削法进行。第一次不向有限元模型施加铣

削力，第二次向有限元模型施加铣削力。仿真完成后，释放工件，并比较构件上

典型部位的垂直变形量，如图2．16中的线3(即轧向方向)和线4(即轧向方向)

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形量。比较结果如图2．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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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横向方向

图2-25铣削力对构件加工变形的影响

由图2．25(a)可知，未施加铣削力的情况下，构件线3(即轧向方向)上

的最大相对变形量为12．70,um，而在施加铣削力的情况下，构件线3上的最大

相对变形量为12．55,um，两者并无明显差别。

同样，跟据图2．25(b)，未施加铣削力的情况下，构件线4(即横向方向)

上的最大相对变形量为22．56,um，而在施加铣削力的情况下，构件线4上的最

大相对变形量为21．23,um，两者同样无明显差别。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铣削力只能引起模型局部的变形。由于构件的加工变

形是由构件的整体残余应力分布决定的，而铣削力的作用只局限于铣削刃局部，

因此无法对构件整体NT变形产生较大影响。

2．6不同夹具及夹具释放顺序对加工变形影响的仿真

为研究不同夹具及夹具不同部位的释放顺序对薄壁件加工变形的影响，采用

两种不同央具进行了仿真。两种夹具的形状如图2．26所示。

夹具一模拟虎钳的夹持作用。使用两个刚性面模拟虎钳的夹持部分，其中一

个刚性面固定，另一个刚性面可沿平行于夹持方向的方向移动。仿真开始时，刚

性面将试样加紧。

夹具二模拟实际加工中常用的组合夹具的夹持。试件周围共布置8个夹持

点，以阻止试件在XY平面上的刚性位移。除此之外，试件上方四角也布置了夹

持点，以阻止试件在Z方向上的刚性位移。仿真开始时，试件上方(Z向)的夹

持点向下移动，夹紧试件。

使用每种夹具进行仿真时的初始夹持条件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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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夹具l (b)夹具2

图2．26仿真所用夹具示意图

采用层削法实验测得的水浴淬火7075铝合金厚板的内部残余应力曲线如图

2．27所示。

图2-27淬火铝合金厚板内部残余应力曲线

仿真时所用试样的尺寸为155mmX 155mmX40mm。仿真过程中采用痧20

的三刃螺旋铣刀，其他铣削参数如下：主轴转速1000r／min，铣削宽度10 rnnl，

铣削深度4mill，总铣削深度20mm，进给速度380mill／min。铣削总共分五步

进行，前四步为铣削仿真，最后一步释放工件。采用外环铣削法进行仿真，仿真

过程中未施加铣削力。

使用夹具一进行两组铣削仿真。一组仿真时夹具夹持试样轧向，另一组仿真

时夹具夹持试样横向。因此，释放时有两种方式，即先释放轧向和先释放横向。

两种释放方式下试样轧向(即线3)垂直变形和横向(即线4)垂直变形的对比

如图2．28所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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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轧向方向 (b)横向方向

图2．28夹具一不同释放顺序对加工变形的影响

由图2．28可以看出，在使用夹具一的情况下，若先释放轧向，则轧向方向

上的垂直变形量为106．3／zm，较先释放横向时轧向垂直变形量的119．9／zm小。

若先释放横向，则横向方向上的垂直变形量为132．7／zm，较先释放轧向时横向

垂直变形量的149．1,um小。

使用央具二也进行了两组仿真。一组仿真结束时先释放轧向，另一组仿真时

夹具夹持试样横向。两种释放方式下试样轧向(即线3)垂直变形和横向(即线

4)垂直变形的对比如图2．29所示。

(a)轧向方向

舡褂点的卑离，呻

(b)横向方向

图2-29夹具二不同释放顺序对加工变形的影响

由图中可以看出，在使用夹具二的情况下，若先释放轧向，则轧向方向上的

垂直变形量为114．2∥朋，较先释放横向时轧向垂直变形量的103．5,um大。若先

释放横向，则横向方向上的垂直变形量为147．1,um，较先释放轧向时横向垂直

变形量的139．1 gm大。

由此可以看出，对每种夹具，其夹持部位的特定释放顺序对试件某方向上的

加工变形产生的作用是一定的。对于夹具一来说，铣削完毕后先释放轧向可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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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轧向方向上的垂直变形量：而先释放横向则可以减小横向方向上的垂直变形

量。对于夹具二来说，铣削完毕后先释放轧向会增大轧向方向上的垂直变形量；

而先释放横向则会增大横向方向上的垂直变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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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在MARC中建立了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加工有限元模型。然后设计

了相应的加工变形测量实验，在三坐标测量机GLOBAL STATUS上测量了铣削

后的铝合金薄壁件的变形，并与仿真结果进行了对比，从而验证了该有限元模型

的有效性。

针对多种不同因素对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变形的影响进行了有限元仿真，包括

加工路径、初始残余应力、铣削力、不同夹具以及夹具的不同释放顺序。

仿真发现，在常用的四种铣削路径中，外环铣削法产生的加工变形最小。

仿真发现，初始残余应力对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加工变形具有决定性作用。在

拉伸量大于0，小于0．7％时，轧向和横向上的铝材均没有明显屈服现象。随着拉

伸量的进一步增大，轧向和横向方向上的残余应力迅速降低，这两个方向上的最

大加工变形量也迅速减小。当拉伸量大于2．0％之后，这两个方向上的最大加工

变形量基本保持稳定，不再减小。

仿真发现，铣削力对薄壁件加工变形的影响很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铣

削力只能引起模型局部的变形。由于构件的加工变形是由构件的整体残余应力分

布决定的，而铣削力的作用只局限于铣削刃局部，因此无法对构件整体加工变形

产生较大影响。

仿真发现，对每种夹具，其夹持部位的特定释放顺序对试件某方向上的加工

变形产生的作用是一定的。对于仿真所用夹具一来说，铣削完毕后先释放轧向可

以减小轧向方向上的垂直变形量；而先释放横向则可以减小横向方向上的垂直变

形量。对于仿真所用夹具二来说，铣削完毕后先释放轧向会增大轧向方向上的垂

直变形量；而先释放横向则会增大横向方向上的垂直变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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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铝合金裂纹的产生、扩展和疲劳寿命预测

载荷与温度的变化、化学和环境的作用都会使材料内部产生微观的甚至宏

观的缺陷。当材料内部含有这些微观以及宏观的缺陷时便认为材料受到了“损

伤”。由于损伤对结构的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这一问题很早便受到了学

术界和工程界的广泛重视一“。

对飞机来说，用于制造机翼铝合金薄壁框架件和机身框架的铝合金厚板在铸

造过程中便已有一定的损伤，如材料内的气孔、晶界断裂等缺陷。这些存在于铝

合金原材料内部的初始缺陷往往是引发航空铝合金构件在服役过程中产生裂纹

直至最后断裂的根源一一’。除此之外，航空铝合金构件在后续加工制造过程中也

会受到一定的损伤，如铣削过程中由铣削力引起的表面微裂纹等。

3．1铝合金的疲劳损伤及裂纹的产生和扩展

除铸造和后续加工制造过程中的损伤之外，飞机结构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损

伤来源，即疲劳损伤。

疲劳损伤是指当材料承受高于疲劳极限的交变应力时，每一循环都将使材料

产生一定量的损伤，最终导致材料的疲劳强度下降的现象。特别是当构件在不同

等级的高、低频交变应力或等幅交变应力的相继作用下，更容易造成损伤累积

¨“。lmm以上的宏观裂纹，通常是由微观的孔隙、瑕裂以及其它缺陷扩展、集

聚演变而成。这种损伤的发展往往占构件总寿命的80～90％，而宏观裂纹的形成

，扩展和脆断所经过的时间常常只占总寿命的10～20％。

飞机结构中的重要承力构件的工作环境十分复杂而且恶劣，比如机翼。当飞

机平稳飞行时，如果忽略平尾上较小的升力，则飞机的重力全由机翼升力来平衡；

而当飞机在空中变换姿态时，如由平飞转向爬升、由下滑中拉起、做水平转弯动

作，机翼必须提供额外的升力来平衡飞机，此时机翼的升力将远大于飞机重力。

机翼升力与飞机重力之比称为过载系数n。常用n表示飞机的受载情况。战斗机

的最大过载系数可达¨，运输机的过载系数可达2．5。这种不同频率的交变应
力作用，必然在应力集中区域和构件初始缺陷附近引起疲劳损伤的累积，并逐渐

引起裂纹的产生、扩展，最终导致构件的断裂。

同时，由于飞机经常在各种复杂环境下执行任务，温差造成的热疲劳以及化

学、风雨和空气的腐蚀作用也会对飞机结构件的疲劳寿命产生极大影响。这些因

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导致了航空铝合金构件内裂纹的产生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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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裂纹成核阶段

对多晶体来说，裂纹的成核主要沿法向应力较大的方向实现。在交变载荷作

用下，构件如果是没有裂纹或缺陷的光滑的零部件，虽然名义应力小于材料的屈

服极限，但因为材料不均匀，在构件的表面局部区域仍然能够产生滑移。用力学

原理来解释，由于构件表面是平面应力状态，容易产生滑移，但看不到塑性变形

特征。由于多次反复的循环滑移过程，便产生金属挤出和挤入的滑移带，由此形

成微裂纹的核。

2．微裂纹扩展阶段

只有裂纹的成核是不足以引起断裂的。根据Gri雠h理论，此核必须达到

Griffith长后才能产生失稳断裂，因此，在断裂的过程中必然有裂纹长大这一步。

微裂纹形成后就沿与主应力轴成45。的滑移面扩展。此阶段扩展深入表面很浅，

大约十几微米，而且是有许多沿滑移带的裂纹，如图3．1所示。这个过程是裂纹

扩展的第一阶段。

图3-1沿滑移带的裂纹示意图

3．宏观裂纹扩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微观裂纹逐渐过渡过来的宏观阶段，裂纹扩展速率增加，扩展

方向与拉应力垂直，而且是单一裂纹扩展。一般认为裂纹长度a在0．01 mm～致范

围内的扩展为宏观裂纹扩展阶段，又称为裂纹扩展的第二阶段。以为裂纹失稳时

的长度。在此阶段，裂纹扩展速率d口／dⅣ与应力强度因子幅值斌的对数呈良好
的线性关系，如图3．2所示，因此这一阶段也是疲劳裂纹扩展分析和构件疲劳寿

命预测的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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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da／dⅣ-AK曲线

4．最后的断裂阶段

当裂纹扩展到足够大即达到临界尺寸以时，便会产生失稳扩展而很快断裂。

上面所述是无初始裂纹的光滑表面构件的典型疲劳裂纹断裂过程。对于高强

度材料，因为其屈服强度高，缺口敏感性大，以及内部夹杂和硬颗粒多，往往直

接在宏观的应力集中处裂纹形成核，并且沿夹杂与基体界面首先裂开，由此开始

宏观裂纹稳定扩展阶段，而没有倾斜的微观裂纹扩展阶段。用断裂力学的观点来

分析疲劳，最重要的是宏观裂纹扩展阶段。

3．2裂纹扩展的能量率G和应力强度因子K的关系

裂纹的开裂模式有i种，即张开型、滑移剪切型和撕裂型。如图3．3所示。

与上述三种开裂模式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别为K，墨。和％。。

。 模式I 模式I I 模式I I I

图3-3裂纹开裂的三种模式

单一型裂纹是指应力强度因子墨不为0，而珞、‰均为0，或接近于0的
裂纹。由于目前的有限元软件对计算妊和‰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因此，使用
有限元软件研究裂纹扩展问题时，主要是指单一型裂纹，即张开型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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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把一段裂纹闭合。裂纹闭合示意图如图3-4所示。

图34裂纹闭合示意图

为将裂纹闭合，在口段上逐渐加上分布应力，由0寸q以使裂纹闭合。这个

q应当和裂纹尖端应力场公式所确定的应力分量％相等，如以0为原点，当

臼=0，，．=x时，有：

q=去 (3-1)

另外，在平面应变条件下，在裂纹闭合过程中所产生的位移也可由裂纹尖端

应力应变场中的位移公式给出，如以D。为原点，当p：万(此时sin罢：l，

c。s昙：o)，，：口一x时，有：

毗，=警墨·层2”垆华墨(等)啦协2)
如试件为单位厚度，和裂纹面dx对应的面积应为1．dx，则作用在面元上的

力为：

尸=q。1·dx (3—3)

由图3-4可以看出，裂纹闭合时，J，方向(即作用力方向)产生的位移为

万=2v，据应变能公式可知闭合dx长度时的应变能为：

面=三2鼢：三2q．出．2v：q池
(3．4)

) )

闭合口长度裂纹，则系统应变能变为r巳池，而如闭合单位长度裂纹时，
系统应变能的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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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丢胁V·出 协5)

反之，如使裂纹扩展，则裂纹扩展单位长度时系统应变能的变化率其数值也

和闭合时一样。而在恒位移情况下，裂纹扩展单位长度所消耗的能量为：

GI：一—O_E (3．6)
d口

把上面的q，V式代入Gl式，并令x=口cos2t，则有：

q=一警=去^池=吉f去。华墨，(筹)j俘7)
=半砰去r厚出一1-Ev2 K‰2 2；r20t．

因此有：

GI：11---V2墨 (3．8)

对于平面应力情况，0=石，，．=口一工时，有：

V=昙K(詈)i 协9，
￡

1

L 2万，

砸II：

总之，有：

q=吉f去·昙墨(若)j出=上E砰(3-10)

一{勰’。
3．3裂纹断裂判断依据

． 《
q 2寸

止
(3．11)

带裂纹的构件发生断裂的临界条件就叫做裂纹体断裂判据，也就是说，一旦

带裂纹构件达到这种临界状态，就要发生断裂。目前主流的断裂判据有很多种，

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能量法和应力参数法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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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最大周向正应力理论

有实验表明‘圳，对于脆性材料，在纯II型裂纹的变形状态下，裂纹会沿着

与原裂纹面成70。的方向扩展，这个方向非常接近裂纹顶端周向正应力％达到

最大的方向。最大周向正应力理论即基于此。该理论假设：

假设l：裂纹初始扩展沿着使周向正应力％达到最大的方向。

以I、II型复合裂纹为例，其裂纹尖端附近的极坐标下的应力表达式为：

q=去[墨c3-cosO炳兰堋3cos0-1瑚n纠
％=忑1 c。s K-(1+cos0)一3岛sin卅

％=面1 c。s罢【墨sill秒+吲3cos0-1)]

(3-12)

由上式可知，在，．=0处各极应力分量都趋于无穷大，无法确定％的极值。

因此，为求得开裂角皖，只能比较距裂纹顶端某一微小距离，．=％的圆周上各点

处的％，并求其极值及其所在位置，从而得到开裂角，如图3-5所示。

图3．5裂纹开裂角示意图

裂纹的扩展方向由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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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钆一ol @㈨

等<。Jla口2

将(3．12)代入(3．13)，得：

cos010 r。KI sin岛+gn(3c。sOo—1)】：o (3．14)

其中0=±万无实际意义，故开裂角岛决定于方程：

【墨singo+K．(3cOSOo—1)】=0 (3-15)

上式中的Oo即为裂纹的开裂角。

假设2：当该方向上的周向正应力的最大值(％)一达到临界值时，裂纹就开
始扩展，即：

(％)一=％临界
(3-16)

将从(3-15)式中得到的皖代入到(3-12)中，得到：

(％)一2丽l c。s鲁【墨(1+c。s岛)一3K-sineo](3-17)
对于临界值‰界可通过I型裂纹的断裂韧性R来确定。由于I型裂纹在扩

展时总是沿原裂纹方向，即‰界发生在岛=o的位置。将岛=o，％=0，K=墨。
代入(3．17)，则：

‰界=去(3-18)
将(3．18)、(3．17)代入(3．16)，则有：

i1。K。(1+cos岛)一3％sill岛】c。s导=吒 (3-19)

E面(3．15)和(3．19)就是最大周向正应力理论的基本方程。

3．3．2能量释放率理论

能量释放率理论中有两个假设：

假设l：裂纹沿着产生最大能量释放率的方向扩展。

假设沿口=Oo的方向产生一个长度为口的支裂纹，原裂纹与支裂纹的坐标关

系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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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融 f ，X1

蝴
<

支裂窦眵／

髟＼o
图3-6原裂纹与支裂纹的坐标关系

已知在平面应变状态下，裂纹沿本身平面扩展时的能量释放率为：

G0=半(砰+露) (3．2。)

同样，支裂纹的能量释放率为：

瓦=孚(i2+石2) 协2·)

如果是平面应力状态，只需把式中的V换成矗，-即可。若问题仅涉及断裂的
起始，则可利用连续性假定求出应力强度因子的初始值乏。。和乏。。。

令支裂纹尺寸二趋近于零。假设这时支裂纹尖端的应力场趋近于扩展开始前

原有裂纹尖端的应力场。于是有：

将有关表达式代入上式，得到：

(3．22)

这样，与(3-21)式类似，支裂纹沿0=岛的方向开始从原有裂纹方向扩展

时的能量释放率为：

瓦1-一v2(--2。+m‰2) c3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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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此pJ见，_)c叮十一定阴材科，文裂级起始HcJ就重袢]叹率元芏取沃-j-．断裂升始

前的应力状态和支裂纹所取的路径。

根据假设1，裂纹起始扩展方向应是能量释放率最大的方位，因此：

鲁=幽E降等+一n。等)-o 俘25)
a岛 I a岛 a岛J

上式可以改写为：

(％面00-o+％鲁)L=。 @26)

由(3．12)可得到：

堕00=一三2％ (3．27)W

代入(3-26)可得：

[％(鲁≯3)L=。 协28)

上式有两个根，％l口喝=。有两个根，(号手一·'11e=Oo=0有一根，则：

解得：

K1 cos臼zo喝s；n导=o (3-29)

(3_30)

将(3-23)代入到(3．24)，再代入到(3．25)，则相应方向上的能量释放率

为：

瓦=T1-v2(毳] 俘3·)

如果裂纹不沿式(3．31)所给的方向而沿它本身平面扩展，则起始的能量释

放率用G表示，显然G0>G岛。式(3—30)给定的根不能使瓯达到最大值，所以
在考虑裂纹扩展方向时应去掉这个根。这样，裂纹起始方向就取决于下式的解：

一三3剖=％k=o (3-32)

a秒l伽岛
”‘嘲

可见，周向应力％取平稳值的方向oo也就是能量释放率取平稳值的方向。

由于Kno=0，故由(3．24)可得：

墨一珞
n阻陀a=

岛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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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Ti--V2--鼬2=．1-v2 1 1}％]2 协33，

G岛式中只含周向应力％的平方，当周向应力的绝对值为最大时，能量释放
率也最大。这样，周向应力绝对值最大的方向就是裂纹扩展的方向。

假设2：当在上述确定的方向上，能量释放率达到临界值G时，

展。在平面应变状态下，其临界条件为：

q。=GI

裂纹开始扩

(3．34)

式中皖为裂纹尖端附近最大周向正应力的方向。临界能量释放率GI。和临界应力

强度因子墨。之间的关系为：

Gk=Tl-v2～-2 (3—35)

这样，判据式(3-34)可改为：

将(3．23)代入，得到：

KIo=& (3．36)

三zcosaz。．[K,O+cosOo)一3K。sin岛】_墨。
(3-37)

3．4带初始裂纹的铝合金构件的损伤容限和疲劳寿命

损伤容限属于结构件的一种性质，它是指结构件能安全地保持缺陷直至缺陷

被修复的能力。工程设计中的损伤容限是基于以下假设，即任何结构件中都存在

缺陷，并且在构件使用过程中这些缺陷会扩展。通过损伤容限分析，可以估计出

结构件中可能导致裂纹扩展的应力的大小，结构件的形状对裂纹尖端应力大小

的影响、在预期环境中结构件的材料抵抗由应力引起的裂纹扩展的能力、在最

终失效之前结构件可以容忍的最大裂纹尺寸，结构件完全失效前可接受的风险

水平、结构件制造之后在可探测的裂纹出现前的预期寿命等等。

3．4．1应力强度因子的概念及计算

断裂力学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工程断裂力学所涉及的内容属宏观断裂

力学，即在不涉及材料内部断裂机理的条件下对断裂问题进行研究。人们刚开始

研究断裂力学时的侧重点是高强度，低韧性的钢，由于这种材料在发生低应力脆

断时几乎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发生，因此研究人员一直用线弹性断裂力学对断裂

问题进行分析。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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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大量的研究和应用经验表明，线弹性断裂力学是研究疲劳裂纹

扩展的十分有力的工具。线弹性断裂力学认为，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应变和位

移均由应力强度因子K唯一决定，故裂纹在疲劳载荷作用下的扩展应当能够利用

应力强度因子K进行定量的描述。工程中，线弹性断裂力学甚至被用来研究低强

度、高韧性材料的疲劳裂纹扩展，这是冈为在疲劳载荷作用下，裂纹尖端的应力

强度因子一般较低，裂纹尖端的塑性区尺寸也不大。只有当裂纹扩展速率很快或

者裂纹尺寸较小时，线弹性断裂力学的应用才受到限制。而对于裂纹扩展速率很

快的情况，裂纹扩展寿命只占构件总寿命的很小一部分，因此这一限制在许多情

况下对于疲劳分析是并不重要的。

图3．7“无限大”板上的I型裂纹示意图

以I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为例。“无限大”板上I型裂纹如图3-7所

示。上图中的裂纹尖端的应力场的表达式可以写为：

吒=击cos升咖知了38]、，二以，_ ‘l ‘ ‘l

q去cos弘豳争了38Jl, ]、』厶7上r ‘ ‘l

Kl 0．e．38

％]赤鲫i 81ni吼ni

当乡=0时，有：

K．

q 2o-x。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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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

更一般的，由于：

墨=蟓历，qL (3—40)

zf卅；车竺：犁丝：善 (3—41)乞矿丽2面。蓿 ¨一

因此：

五=錾理√2西·Z (3-42)
‘

r_O’
’

上式是求墨的一般公式，对Ⅱ、Ⅲ型裂纹均适用。因此，只要求出满足边界条

件的z函数，就可由(3—42)式求出墨，从而确定裂纹尖端的应力应变场。

3．4．2铝合金材料疲劳寿命的计算

对于一个含有初始裂纹％的构件，在承受静载荷时，只要工作应力dr小于临

界应力正，则构件在静应力水平下工作就是安全可靠的，只有当dr=以或

墨=Kc时才会发生脆性破坏。当构件承受的是一个or<t的交变应力时，初始

裂纹口0会在交变应力作用下发生缓慢扩展，当扩展大到口=吃时，构件会发生失

稳破坏。从初始值ao到临界值q这一段扩展过程称为疲劳裂纹的亚临界扩展，

也称为宏观裂纹％的剩余寿命阶段，如图3．8所示。

G▲

图3-8裂纹长度随交变应力变化示意图

材料总的疲劳寿命N由两部分组成，即形成寿命M和裂纹扩展直至断裂的

寿命N
p：

N=Nl+N p

不同的受载形式对应着不同的裂纹扩展速率公式。

对于等幅裂纹扩展模型，其裂纹扩展速率可用Walker公式表达为：

一da=c(z．如。)“dN zⅡⅡ，

42

(3-43)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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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一为最大应力强度因子，Z为最小应力强度因子(Z与应力比R有关)，

C、n、m、q为材料的裂纹扩展性能参数，它们是由材料的等幅裂纹扩展试验

数据导出的，rn和q分别为考虑正负应力比对裂纹扩展速率影响后的材料参数，

C是裂纹扩展速率曲线在双对数坐标上的截距，n是裂纹扩展率曲线在双对数坐

标上的斜率。

对于变幅裂纹扩展模型等损伤寿命模型，其裂纹扩展率公式为：

百da=C(Q．Z．‰)4 (3—45)‘。。。。⋯一⋯J’J、 ■ I．■

■1 r 、■■■一7

式中，Q=丝Ys[R-z1为迟滞系数，7=KK。pco为超载应力比，它的上限表示由于超载

使裂纹停止扩展，称为超载截止比。

对任葸一个裂纹，兵寿命枳分万栏为：

e dⅣ=e c。1(舷‰∥而)1da (3—46)

其中Q与初始裂纹尺寸无关。这时将变量分离，则式(3-46)变为：

C。1 P(∥√磊)1da=C7(勉‰)“dN(3-47)q 嘞

令与几何、材料参数和裂纹长度有关的积分为c一1 e(蛎)-n血=G尝，则：
Gc'=[C-l e(朊)．n妇]珈，并称晖为几何材料因子。

方程(3-47)右端与变幅谱型、应力水平和谱块大小相关的积分，当循环次

数不变时可以用一列应力比R=O的等幅应力％。够来等效，有：

e(勉‰)“dN=￡呓。万clF (3—48)

则等效应力为：

对等幅情况：

‰=[丽1 e c勉u州]i ∽49，

一drm。x时 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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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效应力％，够表示的裂纹扩展寿命公式为：

M-[丢]n (3-51)

或

Ⅳ，2壶e(∥而)-nd口(3-52)
式中rl。、n，为循环次数，No、Ⅳ，为飞行次数，％为谱载荷的等效应力。

式(3—52)可用于预测带裂纹的构件在谱载荷作用下的剩余疲劳寿命。

3．5铝合金薄壁构件疲劳寿命预测

目前在工程中应用最广泛的用于描述裂纹扩展速率的公式是Paris公式“引，

—da—：C．(ax)- (3．53)‘ooo⋯．’ 1-

面纠---c(别离 俘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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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铝合金件二维裂纹扩展模型

目前通用的有限元软件并不支持裂纹扩展分析的同时输出裂纹长度的信息，

因此，为获得裂纹扩展过程中的裂纹长度，必须进行二次开发。通过MARC子

程序二次开发，实现了在平面应变和平面应力情况下，输出任意几何形状的试样

在多种载荷作用下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长度之间的关系。¨。

根据国标GB／T 6398--2000规定，用于裂纹扩展速率测定实验的平面应力标

准试样的形状如图3-9所示。

图3-9裂纹扩展速率测定实验的标准试样

根据国标确定了试样的尺寸，如图3．10所示。

2 雩
1．【、． 厂， 天
甲 ∥

n
、0

o
Ir'

6

图3．10裂纹速率扩展实验所需试样示意图

在MARC中建立了该试样的有限元模型，如图3．1 1所示。划分网格时采用

采用自由四边形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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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图3．1l用于测定裂纹扩展速率的标准试样的有限元模型

由于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变化梯度很大，因此计算时需要将裂纹尖端附近的单

元划得非常细。为此在仿真过程中采用了局部网格细化技术，细化后的模型网格

如图3．12所示。

图3-12细化后的模型网格

模型材料为7075铝合金，采用弹性材料模型。材料的弹性模量为71000MPa，

泊松比为0．33。

根据Biner的研究结果∞副，在使用紧凑型标准试样(CTS)进行裂纹速率扩

展实验时，当载荷方向和裂纹平面的方向小于等于45。时，使用应变能释放率

准则和使用最大剪应力准则预测裂纹扩展方向时所得的结果一样。而当载荷方向

和裂纹平面的方向大于45。时，使用最大剪应力准则预测所得到的裂纹扩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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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实验数据更为吻合。仿真过程中以应变能释放率GI作为裂纹断裂的判据。

仿真时试样左侧的孔被用于定位，另一侧的孔被用于加载恒力。恒力的大小

为9000N，方向水平向右。

裂纹完全开裂后的模型等效应力如图3．13所示。

图3．13裂纹完全开裂后的模型等效应力云图

裂纹完全开裂后的模型在X、Y方向上应力如图3．14所示。

(a)X方向上的应力 (b)Y方向上的应力

图3．14裂纹完全开裂后的模型在x、Y方向上应力

裂纹完全开裂时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变能释放率如图3．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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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裂纹完全开裂时裂纹尖端的应变能释放率

仿真过程中通过调用MARC子程序记录裂纹尖端的应变能释放率GI和位置

坐标，并将数据保存至文本文档中，如图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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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裂纹尖端应变能释放率和位置坐标数据

根据式(3-11)知，在平面应力情况下，I型应力强度因子KI可以表示为：

墨=√GI·E (3-56)

其中E’在平面应力情况下等于材料的弹性模量E。由此计算得到裂纹尖端的I型

应力强度因子。

对于受恒定载荷作用的标准试样，其裂纹尖端I型应力强度因子的解析解为：

K=嘉怎砷 协57)

其中o·2<旷a<l，尸为恒定载荷，／(导)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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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导)=o．886+4．64参一13．32(参)2+14．72唔)3—5-6(参)4(3-58)
仿真所用试样的形为50，将W及仿真过程中得到的裂纹长度口代入式

(3．58)，得到试样裂纹尖端I型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长度变化曲线的解析解。

将仿真得到的应力强度因子与该解析解进行了对比，结果如图3．17所示。由图

中可以看出，仿真结果与解析解吻合得非常好。

咆
o
E
西
山

善
王

cr"dck length／mm

图3．17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解析结果的对比

3．5．2铝合金件三维裂纹扩展模型及疲劳寿命预测

首先使用FRANC3D前处理工具OSM建立7075铝合金薄擘件的几何模型，

如图3．18所示。

图3．18铝合金薄壁件几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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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该几何模型导入到FRANC3D有限元模型处理模块，以建立铝合金薄

壁件有限元模型。在FRANC3D中建立的框形薄壁件有限元模型的尺寸如图3．19

所示，长600mm，宽300ram，高150mm，四周及中间壁板的厚度为10mm，底

部厚度为20mm。在零件底部有一个1／4圆裂纹，半径为lmm，距薄壁件左端

50mm，如图3．19右下角小图所示。

y

O
———----—争

X

图3-19铝合金薄壁件模型及裂纹位置示意图

有限元模型所用材料为7075铝合金，为线弹性材料，不考虑屈服。弹性模

量为71000MPa，泊松比为0．33。

仿真过程中采用最大切向力准则作为裂纹扩展方向的判据。

由于裂纹尖端附近应力梯度很大，为准确描述裂纹附近应力场，在仿真过程

中使用了网格重划分功能。

仿真时将薄壁件左端面完全固定，右端底部加载Z向载荷0．3MN，如图3．20

所示。

图3．20有限元模型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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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薄壁件的等效应力如图3．2l所示。

图3-21铝合金薄壁件等效应力(变形放大300倍)

由图中可以看出，在0．3 MN恒定载荷作用下，等效应力最大的地方位于裂

纹尖端，大小为67．84MPa。

仿真完成后输出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长度变化的函数关系：54-6¨，如图3．22

所示。

图3．22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长度变化的函数关系

将该应力强度因子变化历史导入到FRANC3D中，使用Forman．Newman-de

Koning模型描述7075T65 1 1铝合金裂纹扩展速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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剁酬绺 协㈣

L (1一R)Kj

其中C=4．06e-10，n=2．324，p=0．5，

对构件施加R=0的循环载荷谱，

q=l，刖％262．5氓。0)。

则构件的疲劳寿命曲线如图3—23所示。

诺讣次敲，自力次

图3．23铝合金构件疲劳寿命曲线

由图3．23可以看出，在应力比R=0的循环载荷作用下，经过约935000次循

环后，裂纹长度达到22．8mm，此时疲劳寿命曲线的斜率接近于无穷大，这意味

着后面的每一次应力循环都会使裂纹长度迅速增大，直至构件完全断裂。

为研究不同应力比R对铝合金构件疲劳寿命的影响，进行了7组仿真。每

组仿真所用铝合金构件的尺寸、材料相同，裂纹的位置、大小相同，边界条件和

所加载荷也相同，如前所述。唯一不同的是计算疲劳寿命时所用的应力比R。仿

真结果如图3．24所示。

循环次数，百万次

图3．24应力比R对构件疲劳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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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以看出，应力比R越小，构件的疲劳寿命曲线越陡峭，达到相同

裂纹长度所用的循环次数越少，意味着构件的疲劳寿命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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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本章小结

本章在MARC中建立了铝合金件二维裂纹扩展有限元模型，并通过子程序

二次开发得到了裂纹长度与I型应力强度因子之间的关系。在FRANC3D中建立

了铝合金薄壁件三维裂纹扩展有限元模型，得到了恒定载荷下裂纹长度与I型应

力强度因子之间的函数关系。利用该函数关系在FRANC3D中计算得到了该铝合

金件在应力比R=0的循环载荷下的疲劳寿命曲线。

使用在FRANC3D中建立的有限元模型研究了不同应力比R对铝合金件疲

劳寿命的影响。由仿真结果可知，应力比R越小，构件的疲劳寿命曲线越陡峭，

达到相同裂纹长度所用的循环次数越少，构件的疲劳寿命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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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7075航空铝合金薄壁件的铣削加工过程为研究对象，在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项目“航空航天用高性能轻合金复杂结构件制造

的基础研究”框架范围内，对航空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加工仿真中的问题进行了探

讨，并分析了初始残余应力场、铣削路径、铣削力、夹具及夹具不同部位的释放

顺序对薄壁件铣削加工变形的影响。除此之外，本文还初步进行了带初始裂纹的

铝合金薄壁件的裂纹扩展及疲劳寿命预测的仿真。

4．1结论

本文以金属切削加工理论、有限元基本理论为基础，基于一系列假设条件，

利用大型非线性有限元软件MARc建立了航空铝合金薄壁件铣削加工有限元模

型，并使用该模型分析了初始残余应力场、铣削路径、铣削力和夹具等因素对薄

壁件铣削加工变形的影响。进行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

1．基于金属切削加工理论、有限元基本理论，构建了航空铝合金薄壁件铣削

加工有限元模型，并通过实验验证该有限元模型的有效性。使用该有限元模型分

析了初始残余应力场、铣削路径、铣削力、夹具及夹具不同部位的释放顺序对薄

壁件铣削加工变形的影响。得到如下规律：第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初

始残余应力场对航空铝合金薄壁件的加工变形和最终残余应力分布有决定性影

响。初始残余应力值越大，薄壁件的加工变形越大。但对于预拉伸量大于2．0％

的铝合金厚板来说，其内部残余应力已经降至最低，继续加大拉伸量，加工变形

也不会进一步减小。此时应从其他方面着手降低加工变形，如优化夹具夹持点的

位置、优化铣削加工路径等；第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加工路径对薄壁

件铣削加工变形有一定的影响。在常用的四种加工路径中，外环铣削法产生的加

工变形最小。考虑到用于仿真的有限元模型的尺寸和初始残余应力较小，可以预

见，对于初始残余应力较大的大尺寸铝合金厚板来说，加工路径对加工变形的影

响是非常可观的；第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铣削力对薄壁件加工变形的

影响较小。这是由于薄壁件的整体加工变形主要由其内部残余应力分布决定，而

铣削力的影响仅局限于切削刃附近的局部区域，因此，无法对薄壁件的整体加工

变形产生较大影响：第四，不同夹具及夹具的不同释放顺序也会对加工变形产生

一定的影响，同时每种夹具对加工变形的影响是特定的。

2．基于线弹性断裂力学和有限元理论对带有初始裂纹的航空铝合金薄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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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裂纹扩展进了初步的有限元仿真研究。通过姒Rc子程序的二次开发，得到了

平面应力和平面应变情况下I型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长度之间的函数关系；通过

有限元软件FRANC3D，得到了三维裂纹前端I型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扩展量之间

的函数关系，并计算得到了铝合金构件的疲劳寿命曲线。

4．2展望

航空铝合金薄壁件的铣削加工变形问题一直是困扰航空制造业的重要问题

之一。由于影响铣削加工变形的因素很多，包括材料特性、构件形状、初始残余

应力分布、铣削路径、夹具夹持位置和夹持力、铣削力和铣削热等，本文中只选

择了对薄壁件铣削加工变形和最终残余应力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几个主要因素进

行了探讨，如初始残余应力、铣削路径、铣削力、夹具及夹具不同部位的释放顺

序。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可以以本文的有限元模型为基础，探讨其他因素，

如夹具夹持力、构件形状等对薄壁件铣削加工变形和最终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

此外，本文中的有限元模型还可以用于大规格航空铝合金薄壁件的铣削加工变形

预测。

此外，本文对三维铝合金薄壁件的裂纹扩展和疲劳寿命预测问题仅做了初步

探讨，得到了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长度之间的函数关系，未来可进一步结合铝合

金循环载荷疲劳实验数据和疲劳寿命预测软件进行航空铝合金薄壁件的疲劳寿

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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