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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钛合金飞机结构件难加工特性导致刀具磨损、破损严重的问题，本文研究了电磁强化技术对钛合

金铣削加工硬质合金刀具耐用度的影响，通过进行电磁强化可转位刀片铣削加工钛合金槽腔的试验，采集加工过

程的切削弯矩数据，观测刀具磨损形貌，绘制了刀具磨损曲线，建立了切削弯矩与切削时间的映射关系。对未电磁

强化和电磁强化刀具的耐用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电磁强化处理提高了刀具耐磨性，但是对刀具寿命的作用

受刀具结构和切削工况的影响，当硬质合金刀具以稳定磨损为主要失效形式时，电磁强化刀具耐用度提高；当破损

为主要失效形式时，电磁强化处理刀具的耐用度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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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钛合金因具有比强度高、耐腐蚀性好、耐热性高

等优良的综合性能而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和航天、机

械电子和生物医疗等领域，特别是航空领域中诸如

机体结构件、航空发动机和涡轮结构件中的应用。

钛合金的热导率低，变形系数小，化学活性高，是一

种典型的难加工材料，易导致刀具的严重磨损／破
损。飞机机体构造材料中钛合金应用的比例显著增

加，美国Ｆ２２战机钛合金材料重量比例达到４１％，
波音７８７飞机钛合金材料重量比达到１５％。钛合
金飞机结构件加工质量和效率严重影响飞机研制，

钛合金加工刀具磨损／破损严重已经成为制约飞机
结构件加工质量和效率提升的关键问题。

相比其它任一环节的改进，刀具改进对于切削

成本最小化都更有效，运用优质刀具是经济效益最

大化的根本所在［１］，而进行刀具改进是提高钛合金

加工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提高钛合金加工刀具

切削性能的方式包括新型材料应用（陶瓷材料、立

方氮化硼、金刚石等）、涂层技术研究和刀具结构优

化等。新型材料应用的实用化程度不高，目前钛合

金加工刀具主要以硬质合金涂层刀具为主，涂层工

艺复杂且开发难度大，刀具结构优化对刀具寿命的

作用受工况限制提升程度差异大。

磁化技术是提升刀具切削性能的新手段。磁化

处理就是将铁磁体置于磁场中，铁磁性材料内部产

生磁致伸缩正负交替的磁致振动，改变了材料内部

位错的分布形态，使残余应力得到降低，并提升材料

的综合性能［２］。根据磁化处理过程是否与切削过

程同步，磁化处理技术分为在机磁化和机外磁化两

种类型。

飞机结构件尺寸大，结构复杂，使用五轴联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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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进行加工，机构运行形式复杂，导致在机磁化装置

安装困难，难以实现应用。机外磁化是将刀具在磁

能强化装置上强化后再进行切削，使用较为方便。

国内外学者针对磁处理对材料性能影响机理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美国 Ｉｎｎｏｖｅｘ公司利用脉冲
磁化处理技术及装置降低刀具中的残余应力，进而

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实验数据证明，磁化后的刀具

使用寿命较未磁化的刀具提高了 ２０％ ～５０％［３］。

Ｐｏｌｙａｒｕｓ．Ｅ．Ｎ．等［４］认为在脉冲磁场的作用下，可在

工件内部建立起磁致伸缩正负交替的磁致振动，磁

致振动会使残余应力下降。文献［５－７］系统研究
了脉冲磁处理降低铁磁性材料残余应力的效果，研

究表明，磁处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较小位错结构消

失，较大位错结构得到均匀化，残余应力被释放出

来，达到微观或局部的塑性变形。

磁化处理提高刀具切削性能的机理大致可分为

静态作用机理和动态作用机理。静态作用机理是指

刀具材料因磁致伸缩效应而发生微观结构组织变

化，降低了刀具内部的残余应力，增强了微观组织性

能，进而提高刀具材料微观硬度［８］；动态作用机理

是指切削过程中磁化吸附微小磨屑充当润滑剂，刀

具摩擦表面氧化，从而提高刀具的耐磨性［９］。

磁化对刀具耐用度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高速钢

材料刀具，ＢａｔａｉｎｅｈＯ．等［１０］研究证明，磁处理提高

了高速钢钻头耐磨性能。ＣｈｉｎＫ．Ｊ．等［１１］研究人员

通过研究发现，钢材料磁化后抗磨损能力有所加强。

曹志锡等［１２］通过理论分析和试验论证发现，磁化处

理能降低切削区的摩擦系数并减小切削力。

磁化处理对硬质合金刀具耐用度的影响研究报

道较少，ＬｉａｎｇＺ．Ｑ．等［１３］研究了脉冲磁化处理对微

细铣削铝合金整体硬质合金刀具磨损的影响，实验

证明，电磁强化刀具的后刀面磨损宽度和横刃磨损

面积分别减少１７％和２７％。微细铣削刀具与飞机
钛合金结构件加工用硬质合金刀具结构形式和涂层

材料等存在差异，磁化处理对刀具耐用度的影响规

律不同。

综上所述，目前尚缺乏对磁化处理的钛合金飞

机结构件加工用涂层硬质合金刀具磨损和破损机理

的研究，磁化硬质合金刀具加工钛合金耐用度方面

的研究报道很少。因此，本文研究电磁强化技术对

钛合金铣削加工硬质合金刀具耐用度的影响，通过

进行电磁强化可转位刀片铣削加工钛合金槽腔的试

验，采集加工过程的切削弯矩数据，观测刀具磨损形

貌，建立切削弯矩与切削时间的映射关系，对未电磁

强化和电磁强化刀具的耐用度进行对比分析，可以

为电磁强化刀具在飞机结构件加工中应用提供技术

支撑。

"

　电磁强化刀具磨损试验

进行可转位刀片式刀具铣削加工钛合金的试

验，加工机床为 Ｐａｒｐａｓ公司的五轴加工中心 ＰＭ２０，
试验材料为ＴＣ４钛合金，属于α＋β型钛合金，试验
刀具使用两种规格的可转位刀片，刀具型号分别为

瓦尔特（Ｗａｌｔｅｒ）公司生产的 Ｐ２６３３９Ｒ１４ＷＳＰ４５Ｓ和
山高（Ｓｅｃｏ）公司的 ＸＯＥＸ１２０４３１Ｒ－Ｍ０７ＭＳ２０５０，
刀具结构形式见图１和图２。

图１　Ｗａｌｔｅｒ刀具结构

图２　Ｓｅｃｏ刀具结构

对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和 Ｓｅｃｏ刀片分别进行电磁强化
处理，Ｗａｌｔｅｒ刀片的电磁强化工艺参数采用磁感应
强度１．８Ｔ、磁能强化频率 １１．５Ｈｚ、处理时间 ６０ｓ。
Ｓｅｃｏ刀片的电磁强化工艺参数采用磁感应强度
１４Ｔ、磁能强化频率７．５Ｈｚ、处理时间１３０ｓ。

使用多功能数显维氏硬度计分别对电磁强化前

后的刀片试验样本进行维氏硬度及断裂韧性测试，

测试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维氏硬度及断裂韧性数据表

刀具

处理前

维氏硬度（ＨＶ） 断裂韧性（ＫＩＣ）
平均值 离散度 平均值

Ｗａｌｔｅｒ １２４０．４４ ６．２７ ６．３９
Ｓｅｃｏ １４４１．２３ ２．９９ ３．７８

刀具

处理后

维氏硬度（ＨＶ） 断裂韧性（ＫＩＣ）
平均值 离散度 平均值

Ｗａｌｔｅｒ １２６４．００ ５．１６ ８．０２
Ｓｅｃｏ １４６０．０１ ２．２２ ３．８９

　　电磁强化处理前后的测试数据表明，电磁强化
处理在提高刀片的材料硬度同时减小了硬度的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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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且提高了材料断裂韧性。

对于每种规格的刀具，分别使用磁化处理刀具

和未进行磁化处理的刀具，采用相同切削参数和刀

具轨迹进行试验，对比分析磁化处理对刀具耐用度

的影响。试验过程中，刀具仅安装一个刀片进行切

削，以避免刀具回转误差和安装误差等原因导致的

刀齿切削量不均。

Ｗａｌｔｅｒ刀具切削参数：切削速度 ｖ＝１２０ｍ／ｍｉｎ、
每齿进给量 ｆｚ＝０．５６ｍｍ／ｒ、轴向切削深度 ａｐ＝
０５ｍｍ、径向切削宽度ａｅ＝３ｍｍ。

Ｓｅｃｏ刀具切削参数：切削速度ｖ＝１３０ｍ／ｍｉｎ、每
齿进给量 ｆｚ ＝０．２０ｍｍ／ｒ、轴向切削深度 ａｐ ＝
０５ｍｍ、径向切削宽度 ａｅ＝３ｍｍ。切削轨迹采用由
内向外的型腔铣，并采用顺铣和切削液浇注方式，切

削轨迹见图３。

图３　切削轨迹

加工过程中使用 Ｓｐｉｋｅ测力刀柄测量切削弯
矩、扭矩和轴向力信号，使用 ＤｉｎｏＬｉｔｅ手持显微镜
观察刀具磨损形貌，测量装置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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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刀具磨损铣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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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具磨损规律及机理分析

依据手持显微镜测量的刀具磨损形貌，测量后

刀面磨损量并取平均值，绘制刀具磨损量随切削长

度的变化曲线。

图５为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后刀面磨损量曲线，电磁强
化刀片和未电磁强化刀片的后刀面磨损量均随切削

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大。电磁强化刀片磨损曲线的

斜率小于未电磁强化刀片，并且在切削试验范围内，

电磁强化刀片的后刀面磨损量均小于未电磁强化刀

片。切削时间１０１．５ｍｉｎ时，电磁强化刀片后刀面磨

损量为０．３０１ｍｍ，未电磁强化刀片后刀面磨损量已
经达到０．４２４ｍｍ。

图 ６为 Ｓｅｃｏ刀片后刀面磨损量曲线。与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相比，电磁强化和未电磁强化 Ｓｅｃｏ刀片
的后刀面磨损量增加速率快，均在较短的切削时间

内显著增大。电磁强化刀片的后刀面磨损量与未电

磁强化刀片相近，切削时间５８ｍｉｎ时，电磁强化刀片
的后刀面磨损量为０．５２６ｍｍ，未电磁强化刀片的后
刀面磨损量为０．４２２ｍｍ。

图５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后刀面磨损曲线

图６　Ｓｅｃｏ刀片后刀面磨损曲线

电磁强化处理对 Ｗａｌｔｅｒ可转位刀片和 Ｓｅｃｏ刀
片耐用度的影响规律不同，对于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电磁
强化处理提高了刀具的耐用度，因为电磁强化处理

提高了刀具基体和涂层材料的耐磨性和断裂韧性，

有效抑制了刀具磨损的产生和扩展；对于 Ｓｅｃｏ刀
片，电磁强化处理没有提升其耐用度，原因是 Ｓｅｃｏ
刀片切削刃失效的形式与 Ｗａｌｔｅｒ刀具不同，受刀具
结构和切削参数等因素影响，需通过观测刀具磨损

形貌作进一步分析。

未电磁强化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的磨损形貌如图 ７所
示，电磁强化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的磨损形貌如图８所示。
刀片切削刃的失效形式以稳定磨损为主，后刀面磨

损量逐渐增加，在试验后期切削刃在边界磨损处出

现破损。电磁强化刀具切削刃磨损量及破损程度小

于未电磁强化刀具，切削时间为２９ｍｉｎ时，未电磁强
化刀片磨损量为０．１２４ｍｍ，电磁强化刀片磨损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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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８９ｍｍ；切削时间为５８ｍｉｎ时，未电磁强化刀片磨
损量为０．１８９ｍｍ，电磁强化刀片磨损量为０１４３ｍｍ；
切削时间为 ８７ｍｉｎ时，未电磁强化刀片磨损量为
０３５９ｍｍ，电磁强化刀片磨损量为０２７０ｍｍ。试验表
明：在以稳定磨损为主的刀具失效过程中，电磁强化

刀片体现出更好的耐磨性，有利于减少刀具磨损。

（ａ）２９ｍｉｎ　　　　　　　　　（ｂ）５８ｍｉｎ

（ｃ）８７ｍｉｎ

图７　未电磁强化刀具磨损形貌（Ｗａｌｔｅｒ刀片）

（ａ）２９ｍｉｎ　　　　　　　　　（ｂ）５８ｍｉｎ

（ｃ）８７ｍｉｎ

图８　电磁强化刀具磨损形貌（Ｗａｌｔｅｒ刀片）

未电磁强化Ｓｅｃｏ刀片的磨损形貌如图９所示，
电磁强化Ｓｅｃｏ刀片的磨损形貌如图１０所示。刀片
切削刃的失效形式以破损为主，切削时间为２９ｍｉｎ
时，未电磁强化和电磁强化刀片切削刃均出现沿刃

部分布的多处圆弧状的崩刃形貌，而且随着切削时

间增加，在已产生崩刃的位置继续产生更大的崩刃。

未电磁强化和电磁强化刀片的磨损量相当，切

削时间为 ２９ｍｉｎ时，未电磁强化刀片磨损量
０２２８ｍｍ，电磁强化刀片磨损量０．２３６ｍｍ；当切削时

间为４３５ｍｉｎ时，未电磁强化刀片磨损量０．２８０ｍｍ，
电磁强化刀片磨损量０．２４８ｍｍ；切削时间为５８ｍｉｎ
时，未电磁强化刀片磨损量０．４２２ｍｍ，电磁强化刀
片磨损量０．５２６ｍｍ。试验表明：在以连续破损为主
的刀具失效过程中，电磁强化刀片与未电磁强化

刀片的耐用度相当。当刀具材料断裂韧性低、切

削刃强度低且切削冲击力较大时，切削刃容易出

现崩刃失效形式，与正常磨损相比，崩刃的深度和

宽度较大，电磁强化处理对抑制崩刃的产生与扩

展的作用有限。

（ａ）２９ｍｉｎ　　　　　　　　　（ｂ）４３．５ｍｉｎ

（ｃ）５８ｍｉｎ

图９　未电磁强化刀具磨损形貌（Ｓｅｃｏ刀片）

（ａ）２９ｍｉｎ　　　　　　　　　（ｂ）４３．５ｍｉｎ

（ｃ）５８ｍｉｎ

图１０　电磁强化刀具磨损形貌（Ｓｅｃｏ刀片）

综上所述，电磁强化处理对 Ｗａｌｔｅｒ可转位刀片
和Ｓｅｃｏ刀片耐用度的影响规律不同，主要原因是刀
具切削刃失效形式不同。电磁强化处理对刀具寿命

的作用受刀具结构、切削用量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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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切削弯矩的刀具耐用度评估

刀具磨损形貌的观测是断续的测量方式，为了

研究电磁强化处理对刀具的影响进行了更细致的评

估，采用切削过程中连续测量的弯矩值进行评估。

刀具磨损量增大会导致切削弯矩增加，因此以

切削弯矩信号特征评估每层刀轨切削过程中刀具磨

损状态的变化。如图１１所示，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后刀面磨
损量为００５ｍｍ和０．３２ｍｍ时，测量切削弯矩的极
坐标，其中ｘ向和ｙ向随刀具转动而旋转，坐标系相
对于刀具位置不变，ｚ向为刀具轴向方向。可知，随
着后刀面磨损量增加，切削刃磨钝引起切削力增加，

ｘ向和ｙ向的切削弯矩均增大。

图１１　切削弯矩测量数据极坐标（Ｗａｌｔｅｒ刀片）

计算ｘ向和ｙ向切削弯矩的合弯矩值，选取切
削弯矩值移动后最大值的平均值，绘制切削弯矩值

随切削时间的变化曲线（见图１２和图１３）。

图１２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切削弯矩曲线

图１２为未电磁强化和电磁强化的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
切削弯矩曲线。在初期阶段，电磁强化刀片的切削

弯矩值大于未电磁强化刀片，但电磁强化刀片切削

弯矩的增长速率小于未电磁强化的刀具，随着切削

时间增加，电磁强化刀片的切削弯矩呈现出小于未

电磁强化刀片的趋势。

图１３　Ｓｅｃｏ刀片切削弯矩曲线

对切削弯矩的数据使用多项式公式进行拟合，

可得未电磁强化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切削弯矩为
Ｂ＝２．０２×１０－６ｔ４－２．５６×１０－４ｔ３－０．０５ｔ２＋９．２８ｔ＋２３５．１１

电磁强化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切削弯矩为
Ｂ＝５．５３×１０－６ｔ４－２．２７×１０－３ｔ３＋０．２６ｔ２－８．１４ｔ＋４４７．６２

式中，Ｂ为切削弯矩值（Ｎ·ｍ）；ｔ为切削时间（ｍｉｎ）。
图１３为未电磁强化和电磁强化的Ｓｅｃｏ刀片切

削弯矩曲线。电磁强化刀具和未电磁强化刀片的切

削弯矩呈交替上升的趋势，切削弯矩值的波动较大，

主要受多次崩刃的影响导致切削过程不稳定性

增强。

对切削弯矩的数据使用多项式公式进行拟合，

可得未电磁强化Ｓｅｃｏ刀片切削弯矩为
Ｂ＝２．６０×１０－４ｔ４－２．７４×１０－２ｔ３＋０．７７ｔ２＋３．０６ｔ＋１５．５３

电磁强化Ｓｅｃｏ刀片切削弯矩为
Ｂ＝－１．１１×１０－４ｔ４＋１．２４×１０－２ｔ３－０．３６ｔ２＋３．９９ｔ＋１６８．３９

式中，Ｂ为切削弯矩值（Ｎ·ｍ）；ｔ为切削时间（ｍｉｎ）。
根据切削弯矩值的拟合公式，计算４种类型刀

片的切削弯矩值，绘制如图１４所示曲线。

图１４　切削弯矩曲线对比

未电磁强化和电磁强化的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切削弯
矩曲线只有１个交点，即切削时间为１６．６ｍｉｎ时，切
削弯矩同为３７４．６Ｎ·ｍ；当切削时间 ＞１６．６ｍｉｎ时，
电磁强化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的切削弯矩计算值均小于未
电磁强化刀片。未电磁强化和电磁强化的 Ｓｅｃ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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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切削弯矩曲线在切削时间 ０～６０ｍｉｎ的范围内
有３个交点，分别为切削时间 １７．８ｍｉｎ，４３．２ｍｉｎ，
５６２ｍｉｎ时，两条曲线交错上升。切削弯矩计算数
据进一步验证了电磁强化处理对不同失效形式刀具

耐用度的影响规律不同。

%

　结语

本文针对电磁强化技术对钛合金铣削加工硬质

合金刀具耐用度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电磁强化可

转位刀片铣削加工钛合金槽腔的试验，采集加工过

程的切削弯矩数据，观测刀具磨损形貌，绘制了刀具

磨损曲线。结果表明：电磁强化处理对 Ｗａｌｔｅｒ可转
位刀片和Ｓｅｃｏ刀片耐用度的影响规律不同，主要原
因是刀具切削刃失效形式不同。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切削刃
的失效形式以稳定磨损为主，后刀面磨损量逐渐增

加，在试验后期切削刃在边界磨损处出现破损；Ｓｅｃｏ
刀片切削刃的失效形式以连续发生的崩刃破损为主。

电磁强化处理对刀具寿命的作用受刀具结构、

切削用量和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大。对于Ｗａｌｔｅｒ
刀片，电磁强化处理提高了刀具的耐用度，因为电磁

强化处理提高了刀具基体和涂层材料的耐磨性，有

效抑制了刀具磨损的产生和扩展；但是对于 Ｓｅｃｏ刀
片，电磁强化处理没有体现出提升耐用度的效果。

本文通过建立切削弯矩与切削时间的映射关

系，对未电磁强化和电磁强化刀具的切削过程进行

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未电磁强化和电磁强化的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切削弯矩曲线只有１个交点，当切削时
间＞１６．６ｍｉｎ时，电磁强化 Ｗａｌｔｅｒ刀片的切削弯矩
计算值均小于未电磁强化刀片；未电磁强化和电磁

强化的 Ｓｅｃｏ刀片切削弯矩曲线在切削时间 ０～
６０ｍｉｎ的范围内呈现交错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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