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ＪＳＳｔｒｅｎｋｏｗｓｋｉ，ＣＣＨｓｉｅｈ，ＡＪＳｈｉｈ．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ｆｉｎｉｔｅｅｌ
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ｔｏｒｑｕｅｉ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ｏｌｓ＆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４，４４（１０）：１４１３－１４２１．

［５］ＶａｉｂｈａｖＡＰｈａｄｎｉｓ，ＦａｒｒｕｋｈＭａｋｈｄｕｍ，ＡｎｉｓｈＲｏｙ，ｅｔ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ｅｐｏｘ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ＰａｒｔＡ，２０１３，４７（１）：４１－５１．

［６］肖思来，周志雄，孙振梅，等．麻花钻刃口强化设计的数
值模拟及试验研究［Ｊ］．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１１，２２（１４）：
１７０３－１７０７．

［７］张涛然，周利平，李晓臣．新型可换头钻头切削性能的研

究与试验验证［Ｊ］．机床与液压，２０１９，４７（５）：２４－２９．
［８］ＣｈｒｉｓｔｅｒＲｉｃｈｔ．新一代可换头钻头带来全新特性［Ｊ］．现
代制造，２０１２（２３）：５０－５１．

［９］胡红兵．可换头式刀具的新进展［Ｊ］．工具展望，２０１０
（２）：９－１３．

［１０］黄荻．介绍几款新型刀具冷却技术［Ｊ］．机械工程师，
２０１２（４）：１５－１８．
第一作者：余宗宁，硕士，助教，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４０１１２０重庆市
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ＹｕＺｏｎｇｎ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１１２０，Ｃｈｉｎａ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２０２０ＹＦＢ２０１０６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

单向铺层与织物结构 ＣＦＲＰ端铣加工表面质量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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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精密与微细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摘要：对单向铺层与织物结构ＣＦＲＰ进行正交切削试验，对加工表面粗糙度进行方差分析，对加工表面宏观
和微观形貌进行观察。结果表明，单向铺层ＣＦＲＰ表面粗糙度不受切削参数的影响，而每齿进给量是影响织物结
构ＣＦＲＰ表面质量的显著因素，且表面质量随每齿进给量的增大而变差。单向铺层ＣＦＲＰ端铣加工表面会出现铺
层间树脂形成的白色边界和斑块，织物结构ＣＦＲＰ表面呈现鱼鳞状微端形貌。单向铺层ＣＦＲＰ端铣加工，碳纤维去
除形式为沿着铺层剪切平面内发生断裂，不影响已加工表面纤维铺层和表面质量；而织物结构ＣＦＲＰ端铣加工，未
被切断碳纤维受到垂直于切削加工平面的分力，导致碳纤维自由端可能会受力摆脱树脂基体的把持作用，形成微

观毛刺。

关键词：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表面质量；表面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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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ＣＦＲＰ）是当今航空航天

领域应用较广泛的先进材料之一，其广泛应用于舱

体、机身、机翼、弹翼等各类主承力、功能结构件中。

基于其制造特点和各向异性、非均匀性的材料性能，

纤维复合材料一般采用净成形技术，即产品毛坯工

艺余量少，仅需少量的切边、铣面和钻孔加工［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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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铺层和叠层结构是ＣＦＲＰ结构件中常见的
两种铺层方式，一般在层压板上下层会预设牺牲层

作为端铣加工余量，通过牺牲层加工来保证产品精

度，以满足装配精度需求［３］。配合面的表面质量是

目前ＣＦＲＰ工程化应用的热点之一，国内外学者在
ＣＦＲＰ加工技术与表面质量控制方面开展了诸多研
究工作。

表面粗糙度方面，ＡｚｍｉＡ．Ｉ．等［４］分别对粗糙度

进行多元拟合后，发现粗糙度拟合度较差，分析认为

是由于表面纤维的拔出的随意性导致粗糙度变化较

大。赵福令等［５］、艾传智［６］引进了二维粗糙度参数

（如Ｒｚ和Ｒｔ）和三维粗糙度来评价复合材料加工表
面质量，得到了置信度较高的评价结果。

表面质量方面，张厚江［７］根据不同的纤维切削

方向将ＣＦＲＰ断裂形式分为纤维劈裂型、纤维切断
型和弯曲剪切型３种形式，并分析了切屑形成和表
面粗糙度的关系。李桂玉［８］对叠层ＣＦＲＰ层合板进
行了力学计算分析，并研究了钻削缺陷的产生机理，

提出了钻削工艺优化策略。ＨｉｎｔｚｅＷ．等［９］将纤维

切削角与分层缺陷进行联系，研究发现无论对于何

种方向纤维，纤维切削角在９０°～１８０°范围内更易
发生分层缺陷。ＳｈｅｉｋｈＡｈｍａｄＪ．等［１０］对 ＣＦＲＰ加
工表层分层缺陷按照不同形式进行了分类，并对四

种不同分层形式进行了统计分析。

本文基于单向铺层与叠层结构 ＣＦＲＰ牺牲层端
铣加工正交切削试验，对加工表面粗糙度进行方差

分析，对加工表面宏观和微观形貌进行观察。讨论

了两种材料端铣加工表面粗糙度与切削参数的关

系、表面形貌的差异性以及其形成机理，为碳纤维增

强复合材料的高效低损伤加工提供了参考。

"

　实验条件和方案

在ＤＭＧ五轴加工中心上进行切削试验（见图
１ａ和图１ｂ），加工刀具为如图１ｃ所示的金刚石涂层
立铣刀，直径１０ｍｍ，齿数为１２。

试验工件为 Ｔ８００碳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ＣＦＲＰ），铺层结构分为单向铺层和正交织物两种，
具体铺层方式如表１所示。

表１　单向铺层和织物结构ＣＦＲＰ具体结构

结构 材料牌号 铺层及厚度

碳纤维

单向带结构

ＣＹＣＯＭＸ８５０－３５
－１２ＫＩＭ＋ －１９０单向带预浸料

［（４５／０／－４５／９０）６］ｓ

碳纤维

编织结构

ＣＹＣＯＭ９７７－２Ａ－３７－３Ｋ
－ＨＴＡ－５Ｈ－２８０

［（４５，－４５）／（９０，０）／
（－４５，４５）／（０，９０）］６ｓ

（ａ）加工设备　　　　　　　　　　　（ｂ）工件装夹

（ｃ）金刚石涂层立铣刀

图１　加工设备、工件装备和加工刀具

切削参数具体如表２所示，采用三因素三水平
正交试验，由于为端铣试验，切削宽度恒定为刀具直

径的８０％，即８ｍｍ。加工完成后在乙醇溶液中进行
超声清洗来去除表面黏附的杂质，并自然风干。采

用粗糙度仪测量加工表面粗糙度，同时对加工表面

质量进行扫描电镜ＳＥＭ观察。
表２　切削参数

因素 水平１ 水平 水平３

切削速度（ｍ／ｍｉｎ）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进给率（ｍｍ／ｚ）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５

轴向切削深度（ｍｍ） ０．１ ０．２ ０．３

'

　实验结果与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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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粗糙度方差分析
对于加工表面粗糙度进行方差分析，具体结果

如表３和表４所示。可以发现，对于单向铺层ＣＦＲＰ
而言，切削速度、每齿进给量和轴向切削均不是影响

表面粗糙度的显著因素；而对于织物结构 ＣＦＲＰ而
言，每齿进给量反而是影响表面粗糙度的高度显著

因素。

表３　单向铺层ＣＦＲＰ表面粗糙度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Ｆ值
Ｆα

９５％ ９９％
显著性

切削速度 ０．００７３ ２ ０．００３７０．６３４６６．９４４３ １８ 不显著

每齿进给量 ０．０４５９ ２ ０．０２２９３．９７８１６．９４４３ １８ 不显著

轴向

切削深度
０．０４２８ ２ ０．０２１４３．７１４０６．９４４３ １８ 不显著

空列 ０．０１５７ ２ ０．００７９１．３６５４６．９４４３ １８

误差 ０．０２３１ ４ ０．００５８

总和 ０．１１１７ ８

０５ 工 具 技 术



表４　织物结构ＣＦＲＰ表面粗糙度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均方差 Ｆ值

Ｆα
９５％ ９９％

显著性

切削速度 ０．００７０ ２ ０．００３５０．４０４６５．１４３３１０．９２４ 不显著

每齿进给量 ０．２０８５ ２ ０．１０４２１２．１１３７５．１４３３１０．９２４高度显著
轴向

切削深度
０．００２３ ２ ０．００１２０．１３６５５．１４３３１０．９２４ 不显著

空列 ０．０４２３ ２ ０．０２１２２．４５８９５．１４３３１０．９２４
误差 ０．０５１６ ６ ０．００８６
总和 ０．２６０１ ８

　　对于单向铺层 ＣＦＲＰ而言，其结构示意图见图
２，每层铺层厚度为０．１９ｍｍ。尽管本试验采用的轴
向切削深度兼顾单层 ～多层铺层厚度，然而无论对
于何种切削参数，纤维／树脂去除的形式均为逐层剥
除，实际并不会影响加工表面质量（即不会破坏底

层纤维的铺层）；对于切削速度而言，碳纤维本身属

于硬脆材料，在该速度范围内并不会影响碳纤维脆

性断裂的材料失效本质，因此其对材料去除形式和

表面质量影响不大；对于每齿进给量而言，即使在高

进给率条件下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破碎纤维和树脂颗

粒，在试验后续的清洗工序中均被去除，因此其影响

作用更小。因此，对于单向铺层 ＣＦＲＰ而言，切削参
数三个变量对表面粗糙度影响并不显著。

图２　单向铺层ＣＦＲＰ结构示意图

对于织物结构ＣＦＲＰ而言，其结构如图３所示，
每层厚度约为 ０．３６ｍｍ。需要指出的是在厚度方
向，织物结构可以看作为准各向同性材料，无论轴向

切削深度为多少，切削刃口必然会落在任一正交编

织铺层内。因此可以断定轴向切削深度对表面质量

影响并不大。对于切削速度而言，其影响原理和规

律与单向铺层 ＣＦＲＰ相对一致，此处不再赘述。编
织结构碳纤维轴线可认为近似于正弦波周期函数曲

线，碳纤维轴线并不是一直与切削加工平面平行，即

在切削过程中会先后出现２种现象，位于高点的碳
纤维在刀具刃口的作用下先被切断，同时由于纤维

轴线与切削加工平面存在一定角度，必然导致未被

切断碳纤维受到垂直于切削加工平面的分力，导致

碳纤维自由端可能会受力摆脱树脂基体的把持作

用，形成微观毛刺，对于每齿进给量而言，每齿进给

量越大意味着刀具刃口瞬时切削的碳纤维数量越

大，其受力也更大，因此加工表面质量必然更加恶

劣。对于单向铺层 ＣＦＲＰ而言，纤维受力方向与切
削平面始终平行，同时与材料的层间剪切方向一致，

碳纤维极易发生剥离，根本不会形成任何自由端碳

纤维和对底层碳纤维形成损伤。基于以上分析可以

认为，对于织物结构ＣＦＲＰ而言，每齿进给量是影响
表面粗糙度的高度显著因素。

图３　织物结构ＣＦＲＰ示意图

'


"

　表面形貌形成机理
对加工表面进行观察，几乎所有刀具的参数表

面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白色的斑块或者白色的边界

（见图４）。通过对比扫描电镜图片发现，白色斑块
或边界是未被切除的层间树脂基体（见图５）。就微
观尺度而言，可以认为铺层平面与切削加工平面是

平行的，而在宏观层面上由于原材料模压制造、装夹

精度等原因，无法保证整个铺层平面一直与加工平

面保持平行。这必然导致在整个加工区域出现层间

交替现象，在层间交替区树脂基体出现形成白色边

界（见图５ａ）。而层间树脂也有可能受到刀具底刃
挤压作用，黏附于加工表面，形成白色斑块（见图

５ｂ）。

（ａ）局部视图

（ｂ）整体视图

图４　单向铺层ＣＦＲＰ加工表面白色斑块和边界

通过观察碳纤维织物结构复合材料加工表面电

镜图片（见图６）发现，在正交的两根碳纤维相交处
呈现鱼鳞状的纤维切口。这是由于相交的纤维束在

交点发生弯曲，处于上层的纤维束上凸，处于下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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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束下凹。且在最上端和最下端的梯度较小，逐

渐向中层靠近时梯度增大，当梯度达到最大时，继续

向中层靠近梯度又逐渐减小。因此，当刀具以相同

的轴向切削深度切削时，在同样时间内的切口间距

一定是先达到极大值，然后逐渐减小至最小值，再逐

渐增大到另一极大值。同时发现，随着每齿进给量

的提高，加工表面出现了典型的碳纤维受力断裂脱

离树脂基体把持形成的自由端，这无疑恶化了加工

表面质量，该发现结果也同样印证了上述的粗糙度

测量结果和猜测。

图５　单向铺层ＣＦＲＰ加工表面白色斑块和边界电镜

（ａ）ｆｚ＝０．０１５ｍｍ／ｚ　　　　　　（ｂ）ｆｚ＝０．０３０ｍｍ／ｚ

（ｃ）ｆｚ＝０．０４５ｍｍ／ｚ

图６　织物结构ＣＦＲＰ加工表面电镜

(

　结语

基于正交切削实验，对单向铺层与织物结构

ＣＦＲＰ端铣加工表面粗糙度方差和宏观、微观表面
形貌进行观察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对于单向铺层 ＣＦＲＰ而言，切削速度、每齿
进给量、轴向切削深度均不是影响表面粗糙度的显

著因素，而对于织物结构ＣＦＲＰ而言，每齿进给量反
而是影响表面粗糙度的高度显著因素。

　　（２）单向铺层ＣＦＲＰ端铣加工，碳纤维去除形式
为沿着铺层剪切平面内发生断裂，不影响已加工表

面纤维铺层和表面质量；而织物结构 ＣＦＲＰ端铣加
工，未被切断碳纤维受到垂直于切削加工平面的分

力，导致碳纤维自由端可能会受力摆脱树脂基体的

把持作用，形成微观毛刺。

（３）单向铺层 ＣＦＲＰ端铣加工表面会出现铺层
间树脂形成的白色边界和斑块，织物结构 ＣＦＲＰ表
面呈现鱼鳞状微端形貌，且表面质量随每齿进给量

的增大而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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