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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于早期分体式钻头在加工完成退刀过程中刀头易脱落问题，设计了斜楔偏心夹紧机构的新型分体

式钻头。为保证新型钻头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运用ＡｄｖａｎｔＥｄｇｅ仿真获得钻孔时的切削力，并采用 ＡＮＡＳＹＳ静力学
研究分析强度、屈曲和动力学特性，观察钻头在钻削加工过程中是否会失稳，为该钻头稳定、可靠的工作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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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国内某刀具企业自主开发的上一代分体式钻

头ＱＤ系列中，采用圆柱面过盈配合，但发现在其退
刀过程中偶尔会发生刀头脱落的现象［１］。经研究

发现，钻头在退刀过程中，已加工表面会产生一定的

回弹现象，造成已加工段的直径略小于钻头直径，因

此在退刀过程中刀头会因受到阻力而发生脱落。弹

塑性越好的材料越容易造成刀头脱落。

针对该缺陷，设计了一种能有效防脱的新型结

构的分体式钻头。为验证该新型钻头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本文对钻头进行了有限元分析（静力学、

屈曲和动力学特性分析）。静力学分析是为了查

看连接部位的新型结构是否能达到机加工的强度

需求，以改进连接结构和刚度；屈曲分析是为了查

看在刀杆受到 Ｚ向阻力后是否发生失稳现象，以
便调节芯厚，调整刀杆刚度；动力学特性分析是为

了解在实际加工过程中，由于激励频率的存在会

影响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从而指导改善加工环

境和加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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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分体式钻头

上一代钻头直接使用的圆柱面过盈配合，在退

刀过程中，孔回弹会导致退刀过程中钻头与刀杆直

接分离，在生产中会极大地降低加工效率。而新一

代钻头采用斜楔机构和偏心夹紧机构，其中偏心夹

紧的方式实施过盈配合并实现刀头定位，斜楔机构

实现轴向防脱。

由于采用的斜楔机构会导致刀杆远离钻尖的配

合方向，相比圆柱面配合更薄弱，存在钻削过程中易

发生强度破坏的风险。设计的新型钻头和刀杆分别

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１．防脱落斜面　２．偏心
自锁面　３．端面

１．防脱落斜面　２．偏心
自锁面　３．端面

图１　偏心自锁式刀头　　图２　偏心自锁式刀杆

安装过程：刀杆不动，钻头转动，由同心圆过渡

到偏心圆，在安装过程中，整个斜面都会有０．０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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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盈量，保证正常使用时不松脱，刀头安装后如图

３所示。

图３　完成自锁安装的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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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仿真

ＡｄｖａｎｔＥｄｇｅ是专门用于切削加工分析的软件，
通过提高标准刀具库和广泛的材料库，采用自适应

划分网络也可以修改其精度，可以求得切削力、应

力、力矩等，为后续分析做准备［２］。

（１）仿真参数设置
工艺定义：进入工艺设置界面，输入项目名称，

选择加工工艺。加工工艺可以分为２Ｄ和３Ｄ两类，
选择３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和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工件结构特征设置：设置工件为长 ３０ｍｍ、宽
３０ｍｍ和高１５ｍｍ的长方体。

工件材料设置：实际生产中，新型钻头主要加工

材料为钢，因此选择材料库中欧标的Ｃ４５。
刀具设置：选用的刀具为非标刀具，将刀具模型

转换为．ｓｔｅｐ格式并导入软件，调整好刀具的位置。
刀具材料设置：实际生产中，钻头材料为

ＧＵ２０，其材料性能为ＣａｒｂｉｄｅＧｒａｄｅＫ类。
网格划分：ＡｄｖａｎｔＥｄｇｅ软件网格划分用自适应

网格划分技术，刀具和工件接触部分网格细，远离接

触部分网格粗，并且网格划分随着切削过程的进行

不断地重新划分网格，既保证了运行速度，又能保证

仿真结果精度。工件和刀具的网格划分如图４和图
５所示。

图４　工件网格的划分

图５　刀具网格的划分

冷却液设置：钻头在实际钻削时使用了冷却液，

冷却液的热传导系数和初始温度设置如图６所示。

图６　冷却液设置

根据实际加工条件，加工参数如下：切削速度

ｖ＝８０～１００ｍ／ｍｉｎ，进给量 ｆ＝０．２５ｍｍ／ｒ，初始温度
Ｔ０＝２０℃。转动角度需满足钻头主切削刃全部钻入
工件，以获得稳定的切削力。通过在刀头三维模型

中测得横刃到主切削刃末端的垂直距离为２．８ｍｍ，
因此设置钻头转动角度值为７２００°（见图７）。

图７　定义参数

（２）仿真求解
如图８所示，仿真参数设置完成后运行仿真，并

对仿真过程监控。

（３）结果处理
如图９所示，完成仿真后进入后处理界面，在界

面中可以查看仿真云图、仿真曲线和仿真三维动

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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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仿真过程界面

图９　后处理截面

在时间关系曲线分析菜单中，可以提取仿真结

果中 Ｘ，Ｙ，Ｚ方向最大的切削力，其值分别为
２６５８Ｎ，３１．２２Ｎ，８５６．１６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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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体式钻头静力学分析

当钻头与刀杆配合良好时，由于钻削需要去除

大量的加工余量，会受到极大的阻力，因此，若钻头

和刀杆连接部位的结构参数设置不当，将发生强度

破坏，直接引起打刀现象，破坏刀杆和加工工件，影

响生产。因此，对钻头在高速钻削情况下进行静力

学分析［３］，检验强度是否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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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力学分析基础

由经典力学理论［４］可知，物体的动力学通用表

达式为

［Ｍ］｛ｘ″｝＋［Ｃ］｛ｘ′｝＋［Ｋ］｛ｘ｝＝｛Ｆ（ｔ）｝ （１）
式中，［Ｍ］为质量矩阵；［Ｃ］为阻尼矩阵；［Ｋ］为刚
度矩阵；｛ｘ″｝为加速度矢量；｛ｘ′｝为速度矢量；｛ｘ｝
为位移矢量；｛Ｆ（ｔ）｝为力矢量。

在静力学分析中，忽略所有与时间相关的量，因

此，式（１）可简化为
［Ｋ］｛ｘ｝＝｛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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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心自锁钻头静力学分析
（１）创建有限元模型
在三维建模时，钻尖有两个后刀面：分别是第一

后刀面和第二后刀面。曲面过多会使网格数增多，影

响网格质量，降低运算速度。因此，通过ＤＭ对曲面
进行简化修复。简化后的模型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简化后生成的模型

实际生产中，刀杆材料为Ｈ１３，其弹性模量 Ｅ＝
２１０ＧＰａ，泊松比μ＝０．２１，质量密度 ρ＝７８４６ｋｇ／ｍ３，
屈服强度 δｓ＝１７９５ＭＰａ。刀头材料参数：弹性模量
Ｅ＝５４０ＧＰａ，泊松比 μ＝０．３，质量密度 ρ＝１４４５０ｋｇ／
ｍ３，屈服强度δｓ＝３５００ＭＰａ。

网格划分：在接触部分对网格进行细化，其它部

分网格可以稍粗，刀头和刀杆的网格大小分别为

１２ｍｍ和１．５ｍｍ。刀头和刀杆的自锁面设置网格
大小为０．４ｍｍ，其它接触面设置为０．６ｍｍ。划分好
的网格效果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网格效果

（２）添加约束并求解
接触设置：添加模型接触设置时，模型为过盈接

触，过盈量为０．０３ｍｍ。由于网格划分会使两接触
面发生渗透，所以在接触对中输入命令 ＫＥＹＯＰＴ，
ＣＩＤ，９，４，忽略其渗透值，并将摩擦系数设置为
０１５。采用扩大拉格朗日算法，接触行为选用非对
称接触。接触设置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接触设置

施加载荷与约束：钻头和刀杆过盈配合，刀杆被

夹头完全固定在机床主轴上，钻头的切削力作用在

钻头的切削刃上且分布不均（见表１）。
表１　钻削力的分布 （％）

切削刃钻削力 主切削刃 横刃 刃带

进给力Ｆｆ ４０ ５７ ３
扭矩Ｍｃ ８０ ８ １２

　　由表可知，主切削刃和横刃所受的进给力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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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９７％，主切削刃所受的扭矩占总量的８０％，而
扭矩是由Ｘ和Ｙ方向的合力作用在切削刃上产生。
所以简化钻头受力模型，进给力Ｆｆ作用在主切削刃
和横刃上，Ｘ和 Ｙ方向的力分别作用在各主切削
刃上。

（３）结果处理
仿真刀杆的等效应力云图和第三强度理论应力

云图分别见图１３和图１４。

　图１３　等效应力云图　　图１４　第三强度理论应力云图

由图可知，此结构分体式钻头最大等效应力为

σｒ４＝７０７．０９ＭＰａ，其中 δｒ４（δｓ，计算安全系数 ｎ＝
１７９５／７０７．０９≈２．５４。由图１４可知，最大应力为 σｒ３
＝８０１．２５ＭＰａ，计算安全系数 ｎ＝１７９５／８０１．２５≈
２２４。

通过静力学分析可知，新型钻头的斜楔偏心夹

紧机构在钻削条件下能达到其强度需求，进行正常

的钻削加工。

　　５　分体式结构的屈曲分析和动力学特
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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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体式刀杆屈曲分析
分体式钻头的刀杆属于细长杆件，在其刚度和

强度都足够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在加工过程中出现

不稳定的情况。零件由稳定到失去稳定性时所受的

载荷被称为屈曲的临界载荷。因此，有必要运用屈

曲分析来验证刀杆在载荷的作用下是处于稳定状态

还是屈曲状态。

根据材料力学计算钻头的临界屈曲载荷，考虑

刀杆为一端固定而另一端自由的细长杆，则计算临

界力公式为［５］

Ｆ０＝
π２ＥＩ
４ｌ２

（３）

式中，Ｅ为材料弹性模量（ＭＰａ）；Ｉ为细长杆的惯性
矩（ｃｍ４）；ｌ为钻头悬伸量（ｍｍ）。

运用有限元软件分析得到的一阶模态和与之相

应的屈曲特征值是计算屈曲临界载荷的重要依据。

因在第一阶模态时钻头偏移较大，从而引起结构失

效（见图１５）。因此，在设计钻头时，钻头的轴向力
必须小于通过一阶模态计算得到的临界载荷。

图１５　一阶屈曲模态对应的变形

屈曲临界载荷因子（ＢＬＦ）为特征值。在有限元
分析软件中ＢＬＦ为屈曲分析得到的安全系数，安全
系数越大，则施加的轴向力越不容易打破钻头的稳

定。屈曲载荷Ｐｃｒ的计算方式为
Ｐｃｒ＝ＢＬＦ×Ｐ０ （４）

式中，Ｐ０为施加的载荷。
由于分体式刀杆的结构相对复杂，所以设计时

需要相对保守，运用线性屈曲分析计算屈曲临界载

荷。线性屈曲分析的平衡方程为［５］

｛［Ｋ］＋λｉ［Ｓ］｝｛ψｉ｝ （５）
式中，［Ｋ］和［Ｓ］为常量；λｉ为屈曲载荷乘子；ψｉ为
屈曲模态。

刀杆的一端被夹持在机床上，另一端处于自由

状态。当钻削加工稳定后，钻头进行圆周运动，因

此，进行屈曲分析时可以考虑为刀柄完全固定，钻头

受到轴向力的作用。通过 ＡｄｖａｎｔＥｄｇｅ软件仿真求
得轴向力为８５６．１６Ｎ。分析完成后得到的前六阶临
界载荷因子如表２所示。

表２　前六阶的临界载荷因子

阶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ＬＦ ２１．７２１ ６７．８４８ ２６３．２９ ３８５．８３ ４７５．５７ ５１２．０６

　　临界压力 Ｐｃｒ＝ＢＬＦ×Ｐ０＝２１．７２１×８５６．１６＝
１８５９７．５Ｎ，安全系数 ｎ＝ＢＬＦ＝２１．７２１，钻头正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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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体式结构动力学特性分析
在机械加工过程中，由于机床的制造误差、工件

安装位置偏移、加工工件的硬质点以及刀具积削瘤

的脱落等都会使切削力产生波动和不断变化，从而

产生振动。振动会干扰正常的钻削过程，降低零件

的表面质量。当发生剧烈振动时，切削过程无法继

续，甚至发生打刀现象。钻头在受到动态切削力作

用的情况下，各阶频率振幅变化较大，因此有必要研

究钻头在外界激励情况下引起的振幅变化情况。对

分体式钻头进行模态分析，在模态分析的基础上进

行谐响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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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ＡＮＳＹＳ软件模态分析
模态分析平衡方程［６］为

（［Ｋ］－ω２ｉ［Ｍ］）｛ｉ｝＝０ （６）
式中，［Ｋ］为刚度矩阵；［Ｍ］为质量矩阵；ωｉ为振动
频率；｛ｉ｝为模态。

在实际工程中一般采用前六阶模态，通过对比

ＡＮＳＹＳ软件求解出分体式钻头的固有频率和相应
的振型，可判断其是否接近固有频率，以避免引起

共振。

Ｘ和Ｙ方向在工件约束不发生位移和转动，Ｚ
方向的位移和转动未受到约束，但 Ｚ方向的位移和
转动都是匀速的，则可在模态分析时对刀杆柄部简

化为全约束。

模态计算方法选择有效处理刚体振型的Ｄｉｒｅｃｔ
ＢｌｏｃｋＬａｎｃｏｓ，仿真完成后，分体式钻头前六阶的固
有频率见表３，前六阶振型见图１６。

表３　前六阶固有频率

阶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频率（Ｈｚ） ２４９．６３ ４６７．４２ １７０２．７ ２３７３．１ ２５７９．７ ５０３３．４

（ａ）一阶振型

（ｂ）二阶振型

（ｃ）三阶振型

（ｄ）四阶振型

（ｅ）五阶振型

（ｆ）六阶振型

图１６　前六阶振型

可以看出，分体式刀杆的振型可分为三种：分体

式刀杆的偏移、刀杆的弯曲和刀杆的扩大。经分析

可得，一阶固有频率为 ２４９．６３Ｈｚ，而刀杆转速为
１７００ｒ／ｍｉｎ（２８．３３ｒ／ｓ），即２８．３３Ｈｚ，刀杆的一阶固有
频率远大于刀杆的转动频率，从而可知分体式刀杆

的转动不会引起分体式刀杆共振。因此，在不考虑

机床振动的情况下，能保证分体式钻头加工的工件

精度。实际上，机床的振动对分体式钻头钻削加工

影响较大，因此有必要考虑其他几阶振型的频率。

第一、二阶振型的特点是分体式刀杆偏移，会造

成加工孔位置精度降低；第三、四和五阶振型的特点

是分体式钻头刀杆整体弯曲，部分为一次弯曲，较严

重的为二次弯曲，该情况下分体式刀杆易发生折断；

第六阶振型频率达５０３３．４Ｈｚ，此频率较高，一般机
床不会达到该频率。因此，着重考虑避开前五阶振

型的频率，特别是第一阶振型频率（２４９．６３Ｈｚ）相对
较低。

（２）ＡＮＳＹＳ软件谐响应分析
谐响应分析为时域分析，多用于确定设计结构

后，结构在其频率和幅值载荷下的响应。但谐响应

分析仅能对钻头在受力稳定后进行分析［７］。

谐响应分析的力学方程为

［Ｍ］｛ｘ″｝＋［Ｃ］｛ｘ′｝＋［Ｋ］｛ｘ｝＝｛Ｆ０ｃｏｓ（ωｔ）｝ （７）

式中，［Ｍ］为质量矩阵；［Ｃ］为阻尼矩阵；［Ｋ］为刚
度矩阵；｛ｘ″｝为加速度矢量；｛ｘ′｝为速度矢量；｛ｘ｝
为位移矢量；｛Ｆ０ｃｏｓ（ωｔ）｝为力矢量。

在钻削稳定的情况下对钻头进行谐响应分析，

选用模态叠加法求解。该方法可以在保证足够精度

的情况下提高计算速度。

ＲａｎｇｅＭａｘｉｍｕｍ值比模态分析中计算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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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自振频率（即第六阶自振频率值 ５０３３．４Ｈｚ）
小１．５倍［８］，输入即可。偏心自锁式分体式钻头

在 Ｘ，Ｙ，Ｚ三个方向上的振幅见表 ４，振动情况分
别见图１７。 表４　前五阶振幅

频率振幅 １阶 ２阶 ４阶 ４阶 ５阶
Ｘ（ｍｍ） １１．３６５ ０．２０４５９ ０．９３５ｅ－１１．１９Ｅ－０６２．０５Ｅ－０２
Ｙ（ｍｍ） ５．４６７７ ０．４５３２ ５．５５Ｅ－０３９．８０Ｅ－０５９．９６Ｅ－０２
Ｚ（ｍｍ）５．２６Ｅ－０３１．４３Ｅ－０４２．２８Ｅ－０４８．２０Ｅ－０３４．４２Ｅ－０４

（ａ）Ｘ方向

（ｂ）Ｙ方向

（ｃ）Ｚ方向

图１７　位移与激励频率的关系

由表 ４可知，频率为 ２４９．６３Ｈｚ时，方向振幅
１１．３６５，Ｙ方向振幅５．４６７７，刀杆直接发生强度破
坏；频率４６７．４２Ｈｚ时，方向振幅达０．４５３２，钻头加
工出来的孔明显偏大。后几阶频率时，在 Ｘ和 Ｙ方
向的振幅忽略不计，对加工无影响。

由图可知，分体式刀杆在钻削过程中，各阶在方

向的偏移量都很小，不会造成孔在轴向的加工变形。

分体式钻头在钻削过程中应该避开第一阶振型和第

二阶振型。当激励频率控制在６００～１６００Ｈｚ时，分
体式钻头在３个方向上的振幅很小，有利于控制孔
的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

&

　结语

（１）由静力学分析可知，在高速加工情况下，连
接部位的强度达要求能进行钻削加工，最大等效应

力安全系数ｎ＝２．５４，第三强度安全系数ｎ＝２２４。
（２）通过对新型分体式刀杆进行屈曲分析，确

定了其在受到钻削力时钻头处于稳定状态；通过对

分体式刀杆进行模态分析和谐响应分析，分体式刀

杆在钻削过程中应该避开第一阶振型和第二阶振

型，激励频率控制在６００～１６００Ｈｚ时，加工出的孔加
工精度和表面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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