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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系统地探究超声滚压工艺对６０６１铝合金表层特性的影响，设计了三因素三水平正交实验，分析在
不同超声滚压加工参数（主轴转速、进给速度以及往复次数）下对工件表面粗糙度、晶粒尺寸以及表面硬度的影

响。结果表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随着不同加工参数的增加先降低后增大；工件的表面晶粒尺寸随着主轴转速和

往复次数的增加先降低后变大，进给速度对其影响较小；工件的表面硬度随着主轴转速和往复次数的增加先增大

后减小，随着进给速度先减小后增大。在３个影响因素中，主轴转速对６０６１铝合金表面晶粒尺寸、表面硬度、表面
粗糙度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往复次数和进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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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金属工件的使用寿命大多取决于其表面特性，

为了延长工件的使用寿命，增加经济效益，人们提出

了多种加工工艺，例如超声喷丸加工、超声冲击处理、

激光冲击处理和超声滚压加工等。其中，超声滚压技

术具有操作简单、低成本以及加工效率高等特点。

超声滚压加工是将超声冲击和滚压加工结合，

对工件的表面进行高频冲击处理，使金属工件表面

产生塑性变形，从而改善金属表面状态，提高工件的

表面性能［１］。蔡振等［２］探究了超声滚压加工可以

有效提高Ｔｉ６Ａｌ４Ｖ合金表面硬度以及降低表面粗

糙度；Ａ．ＴｏｌｇａＢｏｚｄａｎａ等［３］采用超声滚加工技术对

Ｔｉ６Ａｌ４Ｖ材料表面进行强化处理，提高了材料表面
硬度；王婷等［４］对４０Ｃｒ进行超声表面滚压加工，改
善了４０Ｃｒ材料表面质量。

当前，超声滚压加工对工件表层特性的整体性

的研究较少。为更加系统地研究超声滚压加工工艺

对铝合金表面质量的影响机理，在超声条件下设计

了三因素三水平的正交超声滚压实验，以往复滚压

次数、进给速度和主轴转速为实验因素，研究其对晶

粒尺寸、表面硬度、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并进行了极

差分析，获得了最优实验水平组。

"

　实验设计

本超声滚压加工实验选用安装在变幅杆端面的

滚动球体为加工工作头，本文所用的滚压头可以有

效降低滚压头的磨损。实验试材料选择为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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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ｍｍ、高８ｍｍ的扁圆柱形状铝合金，采用５０２胶水
固定在工作台上，选取ＧＣＨ１０２０型超声波发生器，
设定基本超声振幅为１５μｍ，频率１６．３ｋＨｚ，加工示
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加工示意图

根据实验要求设计了三因素三水平的正交实

验，其中３个实验因素分别为：主轴转速、进给速度
和往复次数［５］。正交实验的参数如表１所示，其中
ｎ为往复次数、ｖｃ为进给速度、ω为主轴转速。

表１　正交实验参数设置

水平

因素

Ａ往复次数
ｎ（次）

Ｂ进给速度
ｖｃ（ｍｍ／ｍｉｎ）

Ｃ主轴转速
ω（ｒ／ｍｉｎ）

１ ２ ４０ ２０００
２ ４ ７０ ３０００
３ ６ １００ 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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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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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采集
６０６１铝合金晶粒原始平均尺寸约３５μｍ，显微

硬度为９７．６ＨＶ０．５，粗糙度为１．８１μｍ。对于实验数
据分别用华银ＨＶ－１０００Ａ显微硬度计、电子金相显
微镜和非接触式白光干涉仪进行测量，对采集到的

数据进行处理，选择数据段中的稳定阶段为分析数

据段。表２为超声滚压的正交实验表及实验所得的
相应加工参数。

表２　铝合金６０６１超声滚压实验设计及实验结果

水

平

因素 实验结果

往返次

数ｎ
（次）

进给速度

ｖｃ
（ｍｍ／ｍｉｎ）

主轴转速

ω（ｒ／ｍｉｎ）
尺寸

（μｍ）
硬度

（ＨＶ０．５）
表面粗糙度

Ｒａ（μｍ）

１ ２ ４０ ２０００ ３２ ２１９．５ ０．６０９
２ ４ ７０ ２０００ ２４ ２２２．０ ０．２５０
３ 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７ ２３１．８ ０．３４８
４ ４ ４０ ３０００ １５ ２３９．３ ０．１２２
５ ６ ７０ ３０００ ２４ ２２３．７ ０．２４６
６ ２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２ ２４４．６ ０．２２６
７ ６ ４０ ４０００ ２４ ２２９．４ ０．２３４
８ ２ ７０ ４０００ ２０ ２１９．２ ０．２０１
９ ４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 ２３７．０ ０．２１０

　　采用非接触式白光干涉仪测量工件的表面粗糙

度。实验所用的６０６１铝合金工件原始表面粗糙度
如图２所示，粗糙度值为１．８１μｍ，原始表面二维形
貌如图３所示，实验后前４组工件的三维表面形貌
如图４～图７所示。

图２　材料的原始表面粗糙度

图３　材料的原始表面二维形貌

图４　第１组实验结果

图５　第２组实验结果

图６　第３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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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第４组实验结果

对经旋转超声滚压后的铝合金样品进行抛

光、腐蚀（腐蚀液配比：硝酸 ２．５ｍＬ，盐酸 １．５ｍＬ，
氢氟酸１ｍＬ，水９５ｍＬ；腐蚀时间为２０ｓ），在电子金
相显微镜下对晶粒进行观察并保留画面，如图 ８
和图９所示。

图８　铝合金样品抛光后
进行腐蚀（右侧为腐蚀部分）

图９　第３组实验晶粒测
试结果（右侧为腐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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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差分析结果
根据表１数据求出６０６１铝合金在超声滚压实

验因素的优水平和优组合，并得到相应的极差分析

表（见表３～表５）。
表３　超声滚压加工实验影响晶粒尺寸的极差分析

Ａ往复次数
ｎ（次）

Ｂ进给速度
ｖｃ（ｍｍ／ｍｉｎ）

Ｃ主轴转速
ω（ｒ／ｍｉｎ）

Ｋ１ ２４．７ ２３．７ ２７．７

Ｋ２ １９．７ ２２．７ ２０．３

Ｋ３ ２５ ２３ ２１．３

极差 ５．３ １ ７．４

优水平 Ａ２ Ｂ２ Ｃ２
主次顺序 Ｃ＞Ａ＞Ｂ

表４　超声滚压加工实验影响表面粗糙度的极差分析

Ａ往复次数
ｎ（次）

Ｂ进给速度
ｖｃ（ｍｍ／ｍｉｎ）

Ｃ主轴转速
ω（ｒ／ｍｉｎ）

Ｋ１ ０．３４５３ ０．３１２７ ０．４０２３

Ｋ２ ０．１９４ ０．２３２３ ０．１９８

Ｋ３ ０．２７６ ０．２６１３ ０．２１５

极差 ０．１５１３ ０．０８０４ ０．２０４３

优水平 Ａ２ Ｂ２ Ｃ２
主次顺序 Ｃ＞Ａ＞Ｂ

表５　超声滚压加工实验影响表面硬度的极差分析

Ａ往复次数
ｎ（次）

Ｂ进给速度
ｖｃ（ｍｍ／ｍｉｎ）

Ｃ主轴转速
ω（ｒ／ｍｉｎ）

Ｋ１ ２３３．２３ ２３４．３３ ２４２．００
Ｋ２ ２４２．１０ ２３１．３０ ２２４．４３
Ｋ３ ２３１．６３ ２４１．３３ ２４０．５３
极差 １０．４７ １０．０３ １７．５７
优水平 Ａ１ Ｂ３ Ｃ２
主次顺序 Ｃ＞Ａ＞Ｂ

　　由表３～表５可知，在超声滚压加工过程中，主
轴转速对６０６１铝合金表面晶粒尺寸、表面硬度、表
面粗糙度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往复次数和进给速度，

最优的因素组合分别为Ｃ２Ａ２Ｂ２，Ｃ２Ａ１Ｂ３，Ｃ２Ａ２Ｂ２。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到，在工件加工中相

对最优的因素组合为 Ｃ２Ａ２Ｂ２，即主轴转速为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进给速度４０ｍｍ／ｍｉｎ，往复次数４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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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主轴转速、进给速度和往复次数对６０６１铝合金

表层特性的影响分别见图１０～图１２。
（１）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如图１０所示，工件的表面粗糙度随着主轴转速

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大，且主轴转速对工件表面粗糙

度的影响较为明显。当主轴转速为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时，
工件的表面粗糙度数值最小。在超声滚压加工过程

中，机床主轴转速过小会导致滚压头的线速度过小，

使滚压头在加工中对一点连续加工，加剧工件表面

磨损；机床主轴转速过高时，在工件圆周方向上的单

位时间内被加工次数过多，会使其出现多次加工某

点和某点未被加工共存的跳跃性现象，导致工件的

表面粗糙度变大［６］。

图１０　主轴转速对工件表面粗糙度的影响曲线

如图１１所示，工件的表面粗糙度数值随着进给
速度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大，当进给速度达到７０ｍｍ／
ｍｉｎ时，工件的表面粗糙度最小。若进给速度过慢，
在加工过程中会造成冲击头对工件表面的某点多次

冲击，加大其表面磨损；当进给速度过快时，易导致

工件表面未被完全加工［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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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进给速度对工件表面粗糙度的影响曲线

由图１２可知，当往复次数进行到第４次时，其
粗糙度达到最优值，往复加工能够弥补上次加工的

缺陷，减小工件的表面粗糙度，但往复次数过多，会

对工件表面进行过度加工，加剧其表面磨损［８］。

图１２　往复次数对工件表面粗糙度的影响曲线

（２）晶粒尺寸的影响因素分析
图１３～图１５是不同因素在不同加工参数下对

晶粒尺寸的影响。晶粒尺寸均随着加工参数的增大

先减小后增大，可以看出，在３个影响因素中，主轴
转速对晶粒细化的影响最大。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

的增大会使其超声动态冲击力增大，工件表层应力

和位错密度也随之增大，从而使得晶粒尺寸减

小［９］；随着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继续增加，晶粒尺

寸达到临界值并开始增大，这是因为当超声动态冲

击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工件表层开始产生严重的塑

性变形，晶粒间的相互作用力变弱，使晶粒滑移并结

合在一起，造成晶粒尺寸增大。

图１３　主轴转速对晶粒尺寸的影响曲线

图１４　进给速度对晶粒尺寸的影响曲线

图１５　往复次数对晶粒尺寸的影响曲线

（３）表面硬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图１６～图１８为在不同加工参数时对工件表面

硬度的影响曲线。由图１６可以看出，工件的表面硬
度随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的增大先减小后增大，随

着往复次数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在主轴转速达到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时，工件的表面硬度最小。

图１６　主轴转速对表面硬度的影响曲线

由图１７可知，表面硬度随着进给速度的增大先
减小后增大，当进给速度增大时，滚压头的轴向速度

过快［１０］会导致工件表面的加工不够连续，工件表层

局部存在未加工的地方，降低了工件的表面硬度；当

进给速度较小时，可以更好地对工件表面进行冲击

滚压，并获得更好的塑性能力，增大了工件的表面

硬度。

由图１８可知，工件的表面硬度随着往复次数的
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往复次数的增加会使被加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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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表面发生更激烈的塑性变形，增大工件的表面硬

度；当往复次数过多时，工件表面由于连续的往复挤

压，会导致工件表层开始向周边变形，减小工件的表

面硬度。

图１７　进给速度对表面硬度的影响曲线

图１８　往复次数对表面硬度的影响曲线

$

　结语

为了系统分析超声滚压加工工艺对铝合金

６０６１表面特性的影响，本文设计了三因素三水平的
正交超声滚压实验，得到结论如下：

（１）在超声滚压加工过程中，主轴转速对６０６１
铝合金表面晶粒尺寸、表面硬度和表面粗糙度的影

响为最大，其次为往复次数和进给速度。通过分析

实验数据，得到工件加工中相对最优因素组合：主轴

转速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进给速度 ４０ｍｍ／ｍｉｎ、往复次数
４次。

（２）分析了不在同加工参数下不同因素对表面
粗糙度、晶粒尺寸以及表面硬度的影响。表面粗糙

度随着各因素（主轴转速、进给速度和往复次数）的

增加先降低后增大；晶粒尺寸随着主轴转速和往复

　

次数的增加先降低后增大，进给速度对其影响较小，

可忽略不计；表面硬度随着主轴转速和往复次数的

增加先增大后减小，随着进给速度先减小后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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