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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工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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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γＴｉＡｌ合金具有密度低、比强度高、抗蠕变和抗氧化性能良好等特性，在航空航天及汽车领域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切削加工作为金属零部件成形工艺中主要的材料去除方式，是制造γＴｉＡｌ合金零部件的重要方法。

为研究γＴｉＡｌ合金的可加工性，改善零部件使役性能，国内外学者针对材料性能和加工工艺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本文在概述γＴｉＡｌ合金材料性能的基础上，从刀具磨损、加工表面完整性和切削温度等方面阐述了γＴｉＡｌ合

金切削加工技术的研究进展，总结了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工技术难点，并展望了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工技术未来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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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γＴｉＡｌ合金具有密度低、比强度高、抗蠕变和抗
氧化性能良好等性能，可在复杂工况条件下长时间

服役，特别是在高温氧化等恶劣环境中表现出良好

的性能优势，是未来在航空航天及汽车领域可替代

钛合金和镍基高温合金的潜在材料［１，２］。目前，γ
ＴｉＡｌ合金已经应用于低压涡轮叶片、压缩机叶片、涡
流喷嘴和涡轮增压器等发动机零部件的生产制造

中［３，４］。但是，此类材料存在强度高、塑性低和导热

性能差等问题，因此其可加工性成为该领域研究的

重点和难点。

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对 γＴｉＡｌ合金的应用条
件和材料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其材

料成分和力学性能经历了前后４代改进［５］。第１代
合金是基于 Ｔｉ和 Ａｌ元素的二元合金，相组织呈 γ
单相或 α２、γ双相，材料的抗拉伸和抗蠕变性能较
差［６］；第２代合金是在第１代合金成分的基础上添
加一定量Ｍｎ、Ｃｒ和 Ｎｂ等元素，提高了材料塑性和
抗蠕变性能，典型代表有：Ｔｉ４８Ａｌ２Ｍｎ２Ｎｂ和 Ｔｉ
４８Ａｌ２Ｃｒ２Ｎｂ等；在第３代合金的化学成分中，增加
了Ｎｂ元素的含量，并添加了少量Ｂ元素，室温下材
料的塑性和抗氧化能力大幅提升，其成分主要为Ｔｉ
（４５～４６）Ａｌ（４～８）Ｎｂ。近年来，通过添加Ｔａ、Ｃ和
Ｓｉ等元素来寻求合金的最佳性能，具有更大性能优
势的第４代合金应运而生，具体表现在提高了材料
的组织均匀性、高温强度和抗疲劳性，典型代表为

Ｔｉ４６Ａｌ８Ｔａ合金［７］。现阶段，γＴｉＡｌ合金已经成为
未来替代钛合金和镍基合金最具潜力的材料。表１

为Ｔｉ６Ａｌ４Ｖ、γＴｉＡｌ合金和Ｉｎｃｏｎｅｌ７１８镍基合金的
主要性能对比。

继第１代合金之后，在合金成分中加入不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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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提高了材料的机械性能和热性能。但是，γＴｉＡｌ
合金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却限制了其切削加工性能，

使γＴｉＡｌ合金成为典型的难加工材料［８］。主要表

现在：γＴｉＡｌ合金在室温下的延展性较低，切削加工
中容易产生表面裂纹和残余应力，导致工件表面质

量和抗疲劳性能下降；γＴｉＡｌ合金在高温下可以保
持较高的硬度和机械强度，并且材料的加工硬化趋

势严重，加大了后续切削加工的难度，导致切削力增

大，刀具寿命大幅度降低；材料的导热系数低，切削

过程中产生的切削热不能及时散出，在切削区域容

易引起局部高温，从而诱发表面裂纹等缺陷［９］。此

外，在高温环境下，合金中Ｔｉ和Ａｌ等元素极易与刀
具材料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工件材料附着在刀尖位

置，形成不稳定的切削刃，再加上合金组织中含有碳

化物和硼化物等硬质相，同样会加剧刀具磨损，导致

加工表面恶化。

表１　Ｔｉ６Ａｌ４Ｖ、γＴｉＡｌ合金和Ｉｎｃｏｎｅｌ７１８的主要性能

主要性能指标 Ｔｉ６Ａｌ４Ｖ γＴｉＡｌ合金 Ｉｎｃｏｎｅｌ７１８
密度（ｇ／ｃｍ３） ４．４２ ３．７～３．９ ８．３
延展性（％） １３～１６ １～３ １５

导热系数（Ｗ／（ｍ·Ｋ）） ８．６ １８．６ １３．４
杨氏模量（ＧＰａ） １１０～１３０ １６０～１７６ ２０６
屈服强度（ＭＰａ）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４００～６５０ １０００
抗拉强度（ＭＰａ） ９００～１２００ ４５０～８００ １２００
蠕变极限（℃） ３８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９０
硬度（ＨＶ１０） ３３０～３９０ ２８５～３５０ ３２０～３９０

　　近年来，为实现 γＴｉＡｌ合金零部件的高质量高
效率加工，国内外学者致力于开发结合机械能、电

能、光能和超声能等材料去除方法的加工工艺。以

航空发动机中的叶片榫头为例，目前主要采用的加

工方法为特种加工和机械加工。其中，特种加工包

括电火花线切割加工［１０，１１］、增材制造［１２，１３］等，机械

加工方法包括车削、铣削和磨削加工等。虽然用于

制造航空发动机重要零部件的特种加工技术取得了

重大进步，但是对一些具有严格尺寸、精度和表面完

整性要求的零部件而言，传统的机械加工技术，尤其

是以车削和铣削加工为主的切削加工，在以难加工

材料为主的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中仍占有重要地

位。因此，如何克服 γＴｉＡｌ合金在切削加工中加工
性能较差的问题，充分发挥材料的性能优势有必要

作为重点进行研究。

目前，针对γＴｉＡｌ合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
改进材料的制备方法和成分设计来提高基体的力学

性能。与钛合金相比，现有文献对 γＴｉＡｌ合金的切
削加工性能研究较少，并未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

总结。本文阐述了近年来面向 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
工技术的研究进展，着重概括了国内外学者在刀具

磨损、表面完整性和切削温度等方面的主要研究成

果，总结了 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工技术难点，并对 γ
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工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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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的切削加工性

材料的切削加工性是指在一定的切削条件下，

对工件材料进行切削加工的难易程度［１４］。影响材

料切削加工性的因素包括材料本身的物理力学性

能、组成成分和相组织以及加工条件等，通常用刀具

寿命、表面质量、切削力和切削温度等指标来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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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加工刀具磨损研究

刀具磨损随着加工过程的进行而扩展，严重的

刀具磨损直接影响刀具寿命、工件质量和加工效率

等，关系到生产的经济效益。因此，对刀具磨损的研

究已经成为切削加工性能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一般

来说，刀具磨损程度取决于刀具的切削性能和切削

参数的选择。

刀具切削性能的优劣主要是由刀具材料和刀具

几何参数两个方面决定的［１４］。其中，刀具材料对刀

具寿命、加工质量和材料去除率的影响最大。目前，

陶瓷、聚晶金刚石（ＰＣＤ）、立方氮化硼（ＣＢＮ）和硬
质合金等在刀具材料中应用最多。由于陶瓷刀具断

裂韧性小、导热系数低，与 Ｔｉ元素之间存在较强的

化学亲和力，故陶瓷刀具很少应用在 γＴｉＡｌ合金的
切削加工中［１５］。ＰＣＤ和 ＣＢＮ刀具硬度高、耐磨性
好，在难加工材料的切削加工中均表现出较长刀具

寿命［１６－１８］，但是，这两种刀具生产成本较高，尤其是

ＰＣＤ刀具在高温环境下的化学稳定性差，实际应用
受到很大限制［１９］。硬质合金刀具具备红硬性好、抗

弯强度高以及抗腐蚀、抗氧化性能好等优良特性，尤

其是不易与Ｔｉ元素发生化学反应。考虑到刀具的
适用性和经济性，硬质合金刀具在钛合金的切削加

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为研究硬质合金刀具加工 γＴｉＡｌ合金时的切
削性能，国内外学者基于刀具磨损理论开展了一些

研究。袁勤等［２０］使用 ＹＧ８硬质合金刀具车削 γ
ＴｉＡｌ合金时，研究了刀具磨损规律及失效机理。结
果表明，切削速度、切削深度和进给量均会对刀具寿

命产生影响，提高切削深度、进给量与提高切削速度

时的刀具磨损机理基本一致。切削速度 ｖｃ＝５０ｍ／

４ 工 具 技 术



ｍｉｎ时，在刀具前刀面发现一层粘结物，经分析粘结
物主要为工件材料（见图 １）。随着切削过程的进
行，粘结物被流动的切屑和转动的工件带走，造成粘

结磨损。当切削参数较低时，刀具磨损形式主要为

粘结磨损，同时伴有轻度的氧化、扩散磨损；随着切

削参数增加，刀具粘结磨损程度逐渐降低，但是氧

化、扩散磨损愈演愈烈；切削参数过大时，刀具出现

破损失效（见图２）。

（ａ）粘结磨损　　　　　　　　（ｂ）Ａ区能谱分析

（切削条件：干切削，ｖｃ＝５０ｍ／ｍｉｎ，ｆ＝０．１ｍｍ／ｒ，ａｐ＝０．２ｍｍ）

图１　刀具前刀面磨损形貌及能谱分析［２０］

（ａ）前刀面　　　　　　　　　（ｂ）后刀面

（切削条件：干切削，ｖｃ＝１００ｍ／ｍｉｎ，ｆ＝０．１ｍｍ／ｒ，ａｐ＝０．２ｍｍ）

图２　刀具失效时表面形貌［２０］

ＢｅｒａｎｏａｇｉｒｒｅＡ．等［２１］在γＴｉＡｌ合金的车削试验
中研究了不同切削参数对刀具磨损的影响，研究表

明，切削速度是影响刀具寿命的主要因素。如图３
所示，切削速度增加，刀具的使用寿命会大大降低，

进给量和切削深度对刀具寿命的影响较小，这是因

为切削速度提高，材料的应变速率会增加，变形抗力

也会增加，此时应变速率强化效应略大于温度软化

效应，切削力增大，在高压力下刀具易出现裂纹，造

成微磨损。在后续的切削加工中，刀具微磨损改变

了刀具结构，导致更大切削力，从而加剧了刀具磨

损。ＣｈｅｎｇＹ．等［２２］通过多次车削试验确定了使用

硬质合金刀具车削 γＴｉＡｌ合金的最佳切削参数范
围，即在５０ｍ／ｍｉｎ的切削速度下，当进给量不超过
０．１ｍｍ／ｒ，切削深度不超过０３ｍｍ时，刀具寿命相
对较长，表面质量得到了有效改善。文献［２３，２４］
指出，在相同切削参数下，采用物理气相沉积

（ＰＶＤ）技术处理的 ＴｉＮ涂层刀具进行切削试验，其
刀具性能远远优于无涂层硬质合金刀具。为了使刀

具的磨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ＢｅｒａｎｏａｇｉｒｒｅＡ．等［２５］

认为即便是使用经过 ＰＶＤ技术处理的涂层刀具加

工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速度仍应低于７０ｍ／ｍｉｎ。
刀具几何参数的选择同样对刀具磨损有着显著

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刀具几何参数影响了切削力

的大小。其中，前角决定了刀具与切屑的接触面积，

对切削力的影响最大，且切削力随着前角增大而减

小［２６］。但是，增大前角超过其最佳数值会对刀具性

能产生负面影响，并加速刀具磨损，特别是负前角会

导致更大的接触面积和切屑体积，从而增加切削力

和热量［２７］。ＰｒｉａｒｏｎｅＰ．Ｃ．等［２８］在 γＴｉＡｌ合金的铣
削试验中指出，刀具前角由１２°降低到４°，可以有效
提高刀具寿命。此外，通过增加刃口半径和改善刃

口表面质量，也可以减少刀具磨损。另外，通过对硬

质合金中ＷＣ颗粒的细化，同样可以大幅度提升刀
具的切削性能。ＶａｒｇａｓＰéｒｅｚＲ．Ｇ．［２９］对比粗、细晶
粒刀片在加工过程中的磨损率时指出，细晶粒刀片

的磨损率明显低于粗晶粒刀片，在较低切削速度下

加工 γＴｉＡｌ合金，采用细晶粒刀片可以减小切削
力，提高刀具耐磨性能。

（切削条件：干切削，ｆ＝０．０５ｍｍ／ｒ，ａｐ＝１ｍｍ）

图３　不同切削速度下的刀具磨损［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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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加工表面完整性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无论采取何种加工工艺，传统的

钛合金都比绝大多数金属材料（如铝合金、镁合金

等）难加工。另外，钛合金的加工表面很容易遭到

损坏，通常会产生微裂纹、塑性变形和表面撕裂等缺

陷（见图４）。γＴｉＡｌ合金作为传统钛合金的改进产
物，其机械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在加工过程中

工件仍会存在类似的表面损伤和微观结构变化［３３］。

一方面是由于室温状态下材料的延展性较低，加剧

了表面裂纹和残余应力的产生，从而导致工件的表

面质量和抗疲劳性能降低；另一方面，γＴｉＡｌ合金与
带有涂层的刀具材料具有较强的化学亲和力［３４］，导

致工件材料粘附在刀尖位置，形成积屑瘤，其形成机

理如图５所示。随着加工过程的进行，材料堆积不
断增加，使得加工表面的质量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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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表面裂纹［３０］　　　　　　　（ｂ）塑性变形［３１］

（ｃ）表面撕裂［３２］

图４　加工表面缺陷

图５　积屑瘤形成机理［３５］

现有对表面完整性评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已加

工表面的粗糙度、表面硬度层和残余应力等方

面［３６］，其目的通常为探讨切削参数和加工工艺对工

件表面质量的影响。ＷａｎｇＺ．Ｈ．等［３７］在 γＴｉＡｌ合
金铣削试验中指出，当加工硬化效应大于温度升高

引起的软化效应时，切削力增大。随着切削速度增

大，切削温度升高，此时材料的软化效应大于应变强

化效应，剪切区材料软化，切削力下降。经测量，已加

工表面粗糙度的变化规律与切削力的变化是一致的，

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随着切削

深度和进给量的增加呈增大趋势（见图６）。

刘耀文等［３８］在 γＴｉＡｌ合金的铣削加工中获得
了相同结论，并指出切削深度和进给量对工件表面

完整性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切削速度。进给量和切

削深度提高，切削面积增大，切削力和切削层塑性变

形区域随之增大，导致工件表面残余应力以及加工

硬化程度和深度增加。ＧｅＹ．Ｈ．等［３９］在考虑不同

切削速度对 γＴｉＡｌ合金铣削加工性能的影响时发
现，即便是刀具后刀面磨损量达到０．２ｍｍ，使用较
高切削速度加工的工件，其表面粗糙度仍小于

０４４μｍ，证实了切削速度对工件表面完整性的影响

较低。ＢｅｎｔｌｅｙＳ．Ａ．等［４０］对比了不同加工工艺对表

面完整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经过磨削处理的工件

表面，其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远高于车削和铣削。但

是，与铣削加工相比，磨削加工产生了更大的残余拉

应力，导致加工表面的疲劳强度大幅度降低［４１，４２］。

另外，如何提高材料去除率始终是磨削加工中的技

术难点。相比之下，高速车削或者铣削在提高加工

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ａ）切削速度

（ｂ）切削深度

（ｃ）进给量

图６　切削参数对工件表面粗糙度的影响［３４］

考虑到γＴｉＡｌ合金是一种典型的脆性材料，大
的切削深度和进给量容易引起切削过程中的脆性断

裂。尤其是在传统低速车削加工中，较大程度上会

导致表面裂纹萌生和扩展。ＨｏｏｄＲ．等［４３］采用高速

加工工艺加工 γＴｉＡｌ合金时指出，降低切削深度和
进给量可以有效减少工件表面裂纹的数量。Ｍａｎｔｌｅ

Ａ．Ｌ．［４４］在使用球头铣刀高速铣削 γＴｉＡｌ合金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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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虽然依旧检测到已加工表面的微结构变化，但是

可以获得无裂纹且表面粗糙度较低的加工表面。因

此，在提高切削速度的同时降低切削深度和进给量，

是提高γＴｉＡｌ合金加工表面完整性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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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加工切削温度研究

切削温度作为影响刀具磨损和加工表面完整性

的重要因素，其数值的高低取决于切削热的产生和

扩散［４５］。切削热主要来源于材料去除时发生弹性

和塑性变形所消耗的能量转化为热能，以及切屑与

前刀面、工件与后刀面间摩擦产生的大量摩擦

热［４６］。ＨｏｏｄＲ．等［４７］在对 γＴｉＡｌ合金进行铣削加
工时，探讨了切削参数对切削温度的影响。研究表

明，随着切削速度增加，单位时间内金属去除量增

加，由于 γＴｉＡｌ合金热导率低，切削区域产生的热
量不能及时散出，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聚集，因而在

刀－工接触界面的温度急剧上升。随着进给量增
大，切屑厚度增大，由切屑带走的热量越多；切削深

度增大，切削刃的工作长度增加，刀具散热得到改

善，但是这两方面带走的热量远不及切削速度提高

产生的热量，因此进给量和切削深度对切削温度的

影响相对较小。另外，后刀面的磨损量越大，刀－工
之间的摩擦越大，进而导致更高的切削温度。

脆性材料在加工中容易出现明显的脆性断裂，

通常要求在韧性状态下去除材料，图７为脆性材料
在铣削过程中的断裂机理。随着切削温度升高，金

属材料由低温时的脆性状态转化为高温时的韧性状

态，这一过程称为材料的脆韧转变［４９］。整个过程需

要在一定的温度区间内完成，在该温度区间内材料

基体硬度受热软化效应的影响会大大降低，由此实

现材料的塑性加工。因此，温度是影响金属材料脆

韧转变的重要因素。杨政［５０］在研究 ＴｉＡｌ基合金材
料性能时指出，此类材料在一定温度区间内会出现

从脆性到韧性状态的转变。这一过程需要经过三个

阶段，分别是脆性、过渡和韧性阶段，其中，过渡阶段

的温度区间一般为 ３００℃ ～４００℃。ＡｓｐｉｎｗａｌｌＤ．

Ｋ．［５１］等指出，在加工 γＴｉＡｌ合金时发生脆韧转变
的切削温度一般在６００℃ ～８００℃之间。此时，在热
效应的影响下材料的延展性可以提升到 ５％ ～
１２％，为低损伤和塑性加工提供了可能。文献［５２，
５３］的研究表明，脆性材料的塑性加工可以降低加
工表面和亚表面的表面损伤。ＵｈｌｍａｎｎＥ．等［５４］认

为，可以通过调整切削参数（特别是切削速度）使切

削区域的温度达到脆 －韧转变温度。因此，在切削
加工中，对切削温度的准确控制非常重要。此外，不

同形态的材料结构，切削温度有很大差异。相同的

切削速度下，挤压态 γＴｉＡｌ合金的切削温度远高于
铸态合金。

图７　脆性断裂机理［４８］

一般来说，工件材料和刀具材料的导热性能越

高，切削热的传导速度越快，切削温度越低。对于钛

合金来说，材料本身的导热性能较差，不利于切削热

扩散，由此增加了切削加工的难度。与钛合金相比，

γＴｉＡｌ合金中Ａｌ元素含量较高，材料的导热性能得
到了一定提高。但是在切削加工中，由切削温度引

起的磨损仍然限制了刀具寿命和工件表面质量［５５］。

ＫｌｏｃｋｅＦ．等［５６］研究发现，高速加工有利于改善表面

质量并提高加工效率，但是切削速度过高会导致剪

切带的温度升高，由于工件材料的热导率低，迫使刀

尖承受较大的热负荷，在机械和热交替载荷的作用

下，加剧了刀具磨损。ＡｓｐｉｎｗａｌｌＤ．Ｋ．等［５７］在 γ
ＴｉＡｌ合金的铣削加工中通过配置环形康铜线热电偶
来测量切削温度，在切削速度为１２０ｍ／ｍｉｎ，切削深
度为０２ｍｍ，进给量为０．１２ｍｍ／齿时，测得温度为
２５３℃。当切削速度低于２００ｍ／ｍｉｎ时，即便是使用
磨损刀具（后刀面磨损量达到０．３ｍｍ）来加工，切削
温度仍不超过４５０℃，而材料组织发生相变的温度
在１１２０℃左右。因此，在较低的切削速度下，热效
应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很小。但是，切削层金属在

热膨胀时受到周围温度（低于切削区域的温度）的

约束，在塑性压缩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残余拉应力。

残余拉应力的存在容易使加工表面产生微裂纹，从

而降低工件的疲劳强度。

为了避免切削区域温度过高而产生的刀具磨损

严重和加工质量差等问题，使用切削液来辅助加工

已经成为切削过程中的常规操作。切削液不仅具有

显著的冷却和润滑效果，还可以保护工件表面不被

氧化和腐蚀［５８］。但是切削液的使用成本高，并且过

度使用切削液或者对其处理方式不当会对人体健康

和自然环境造成一系列伤害。因此，在切削加工中

采用绿色环保的冷却策略极具必要性。

微量润滑（Ｍｉｎｉｍ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ＱＬ）
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机械加工润滑方法，在提高切

削加工性能的同时，可以降低加工能耗，改善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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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然而，ＭＱＬ技术无法使切
削区域的热量充分散发，仅在适当的切削条件下

ＭＱＬ技术才会表现出高性能优势。文献［５９］研究

表明，在 γＴｉＡｌ合金的高速加工中，采用低切削深
度并辅助 ＭＱＬ技术，可以有效减少表面裂纹的产
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切削力和刀具磨损会迅

速增加［６０］。

综上所述，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工中热磨损比机
械磨损带来的影响更加显著。对此类材料而言，采

用低温冷却方法为进一步降低刀具温度、提高刀具

寿命和提高工件表面质量提供了巨大潜力。低温切

削加工是将冷却介质（如液氮）传递到切削区域来

辅助传统切削的加工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切削区域

的温度，改变刀－屑之间的摩擦特性，改善工件和刀
具材料的切削性能［６１］。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Ｄ．等［６２］对比了

相同加工参数下低温环境对 γＴｉＡｌ合金和 Ｉｎｃｏｎｅｌ
７１８的铣削加工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低温冷却

条件下明显改善了 γＴｉＡｌ合金的加工性能，刀具寿
命提高了 １倍左右，但是对 Ｉｎｃｏｎｅｌ７１８的影响较
小，其加工性能与常规加工下几乎相同。

图８　不同冷却策略下的刀具磨损［６２］

ＫｌｏｃｋｅＦ．等［６３］在相同切削参数和切削时间下

分析了不同的冷却环境（乳化液、ＭＱＬ和低温）对
γＴｉＡｌ合金车削加工的影响（见图８），与常规乳化
液冷却相比，以液氮作为冷却剂的低温冷却加工可

以减少约６１％的后刀面磨损量，并且刀具磨损量随
着喷射压强、流量的增高而降低。这是因为与其他

冷却介质相比，液氮具有更显著的冷却效果，并且液

氮对环境无污染、化学活性较低。文献［６４］研究表

明，液氮辅助冷却有利于提高切削区域与刀具之间

的热梯度，从而降低切削刃的热负荷。鉴于 γＴｉＡｌ
合金低温塑性差的特点，在较低的切削速度下，采用

低温切削加工并不会明显改善刀具寿命和表面完整

性，甚至会导致刀具前刀面崩裂，因此低温冷却技术

在该类脆性材料的切削加工领域并未得到广泛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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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传统切削加工难以完全满足日益增加的加工要

求，深入研究 γＴｉＡｌ合金的切削加工基础理论，对

于实现 γＴｉＡｌ合金高质量高效率加工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从刀具磨损、表面完整性和切削温度等方

面阐述了 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工技术的研究进展，分
析了解决其中关键问题的工艺和方法。现总结如

下，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１）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工中，存在切削力大、切
削温度高等问题，导致刀具磨损严重。为了提高刀

具寿命，使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 γＴｉＡｌ合金的切削
速度不宜超过５０ｍ／ｍｉｎ，即便使用经过ＰＶＤ技术处

理的涂层刀具加工 γＴｉＡｌ合金，切削速度仍应低于
７０ｍ／ｍｉｎ。

（２）γＴｉＡｌ合金是一种脆性材料，大切削深度
和进给量容易导致工件表面发生脆性断裂。为了

获得较高表面质量，在提高切削速度的同时降低

切削深度和进给量，是一种可行的加工方法。但

是，高速加工 γ－ＴｉＡｌ合金时带来的刀具磨损严重
问题是不可忽略的。因此如何克服高速条件下的

刀具磨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更多文献主要

集中在控制切削参数和改进涂层刀具等方面。在

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集中在优化刀具的几何参数

和表面质量（如改善切削角度和对切削刃进行预

处理等）等方面。

（３）γＴｉＡｌ合金导热系数低，在高速切削加工
中切削温度过高，会对刀具寿命和表面质量产生一

系列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切削区域进行充分冷

却。采用低温冷却策略辅助切削加工有利于改善刀

具磨损、提高表面质量，但是该优越性主要体现在采

用恰当的切削参数和冷却工艺的前提下，目前在 γ
ＴｉＡｌ合金切削加工领域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还处
于研究探索阶段。

（４）γＴｉＡｌ合金低温塑性差、高温塑性强的特
点，对不同温度场下已加工表面质量存在显著影响，

８ 工 具 技 术



可以通过切削试验和有限元仿真等方法来探究材料

的去除机理，明确切削参数和加工环境等条件对材

料变形行为的影响规律，为高效高质量加工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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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高速切削加工试验研究进展

何朕，李国和，孙勇，孔祥成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摘要：钛合金因优越的性能而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和武器装备等领域，但由于切削加工性较差，在高速切

削中易出现切削力大、切削温度高和刀具磨损严重等问题，因此，学者们针对钛合金高速切削加工进行了大量试验

研究。本文对近年来钛合金高速切削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重点分析了在锯齿形切屑、切削力、切削

温度、加工表面质量和刀具磨损方面的试验结果，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对钛合金高速切削

加工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钛合金；高速切削；锯齿形切屑；切削力；切削温度；加工表面质量；刀具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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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钛合金具有比强度高、耐热性好和抗蚀性强等

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武器装备以及汽车制

造等领域，常用于制造飞机结构件、导弹壳体、轻型

火炮部件和汽车发动机连杆等。但由于其导热性

差、化学活性强，使得在切削加工过程出现切削力

大、切削温度高和刀具磨损严重等问题［１］，对工件

已加工表面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增加生产成本，降低

生产效率，导致实际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切削速度一

般在５０ｍ／ｍｉｎ以下［２］。

高速切削加工技术由于具有高效率、高精度、高

表面质量和可加工高硬材料等优点，在工业生产中

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３］。为提高生产效率和

降低生产成本，学者们针对钛合金高速切削加工进

行了大量试验研究。本文对近年来在钛合金高速切

削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重点分析了在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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