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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简要分析钛合金材料可加工性差、加工效率低下的基础上 ，结合飞机结构件的加工特点，对钛合金 

高效加工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在粗、精加工过程中合理采用强力铣削、大进给铣削、插铣及高速铣等加工方 

式，实现了钛合金零件的高效铣削加工，提高了钛合金的加工效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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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fficiency Milling of Ti Alloy Aircraft Structure 

Chu Wangwei Mou Wenping Gong Qinghong et al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aircraft structure，high efficiency machining on Ti alloy has been researched 

based on analyzing its poor machinability．By usmg of punchy milling，high feed milling，plunge milling and high spe划 milling in 

rough and finish machining，the Ti Alloy Can be machined in high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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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钛合金材料以其高强度、耐高温、抗腐蚀、轻质 

等良好的综合物理机械性能，被广泛应用于航天、航 

空、航海、石油、造船等工业领域。在飞机制造领域， 

钛合金的应用也 日益广泛，在飞机结构件中所 占比 

重也 日渐加大。钛合金本身切削加工性较差，其相 

对切削性在 0．15～0．25之间。作为关键件、重要 

件，钛合金零件的结构通常比较复杂，精度要求较 

高，并且在加工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金属去除量。这 

些特性使得钛合金零件加工效率低，加工质量难以 

保证，钛合金加工已经成为制约飞机研制及批量生 

产的瓶颈。 

本文在简要分析钛合金 自身特性及飞机结构件 

加工效率低的原因基础上，结合飞机结构件的特点， 

对钛合金飞机结构件高效加工技术进行了深入探 

讨。通过选用不同的刀具 ，应用合理的工艺方法和 

切削方式，实现了钛合金零件的高效加工。 

2 难~jn-r性分析 

目前，钛合金飞机结构件的高效铣削加工是业 

界的一个难题，其切削速度一般不超过 50m／min，粗 

加工金属切除率一般不超过 40cm3／min，精加工金属 

切除率不超过 lOcm3／min。一方面钛合金本身属于 

难加工 材 料，可加 工性 较差，其原 因主 要体 现 

在_1 j：(1)导热率低；(2)钛元素化学活泼性高，易 

与氢、氧、氮等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硬化层；与刀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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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易起化学反应，造成刀具材料扩散，加速刀具磨 

损；(3)塑性低，硬度高，切屑与前刀面接触面积小， 

刀尖应力大，刀尖和切削刃极易磨损；(4)摩擦系数 

大，加工时摩擦界面温度高，刀具易于磨损；(5)弹性 

模量小，屈强比大，加工过程中易产生较大的回弹， 

增加后刀面与工件间的摩擦，加剧后刀面磨损。 

另一方面，飞机结构件具有与其他行业所需零 

件不同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1)结构尺寸较大，加工 

特征复杂，金属去除率高，质量、精度等有严格的要 

求 ；(2)在满足强度、刚度、抗疲劳等特性的基础上为 

了尽可能减轻零件的重量，零件通常都被设计成具 

有加强筋条的结构，形成薄壁深槽腔，金属去除率 

高，加工后变形较大，精度难以保证。图 1所示为某 

零件的局部型腔，图2所示为槽腔结构剖视图。 

图 1 某零件局部示意图 图 2 槽腔结构示意图 

正是由于上述特性，使得在加工过程中，刀具损 

耗速度快，刀具寿命短，加工表面质量及尺寸精度不 

能满足要求，加工效率难以提高。 

3 高效加工技术探讨 

钛合金本身特性决定了其允许的切削速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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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要提高钛合金零件的加工效率，一是研究在低切 

削速度下，如何根据零件结构特点改进工艺方法，合 

理选用刀具，优化切削参数来提高金属切除率；二是 

研究如何根据加工特点，提高切削速度，进行高速切 

削来达到提高加工效率的目的。本文从粗精加工两 

个方面对钛合金零件的高效加工技术进行一定的探 

讨。 

3．1 高效粗NT技术 

钛合金零件毛坯通常为锻铸件，金属去除量很 

大，一般无法通过高速加工的方式进行零件的粗加 

工。因此只能在低速的条件下，通过合理选用机床 

和刀具，选用恰当的工艺方案和刀具参数，提高粗加 

工效率。目前在粗加工过程中一般根据刀具的特点 

合理调整切深和进给的关系来达到提高加工效率的 

目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为切深较大、进给 

较小、转速较低的切削，称其为强力切削方式；另一 

种方式是切深较小、进给量较大、转速较高的铣削， 

称其为大进给铣削方式。 

(1)大切深、小进给的强力切削技术 

在设备刚性系统较好、功率及扭矩较大的情况 

下 ，一般选用强力切削方式。传统粗加工过程中，由 

于高速钢刀具耐磨性太差，焊接镶片合金刀具因焊 

接技术问题易使刀片材料发生改变，整体合金刀具 

费用过高、韧性差等原因不适合用于粗加工l4 J。因 

此粗加工过程中尽量选用可转位玉米铣刀，其原因 

是该类刀具是在钢刀体上装上几排硬质合金刀片， 

韧性、耐磨性、经济性达到了最佳组合，加工效率较 

高。图3为 Walter可转位玉米铣刀示意图。 

图 3 Walter可转位刀具 

(2)小切深、大进给铣削技术 

在钛合金加工过程中，切削厚度是影响切削力 

大小的主要因素，而最大切削厚度 又受刀具主 

工 具 技 术 

偏角影响，如图4所示。大进给铣削的原理是通过 

减小刀具主偏角，以小切深方式进行加工，从而保证 

在每齿进给量较大、切削厚度较小的情况下相应的 

切削力较小。该类铣削方式适合刚性系统较差或功 

率、扭矩较小的设备。在这种加工方式中应用的刀 

具为大进给铣刀，如图 5所示。该类铣刀具有较小 

的主偏角，与普通圆柱铣刀相比，在加工时体现出较 

明显的优势(见表 1)。 

图4 主偏角对切削 

厚度的影响 

图 5 SandvikR210大 

进给铣刀 

表 1 大进给铣刀与圆柱铣刀每齿进给量对比(H =0．1mm) 

H (m|n) 主偏角(o) 每齿进给量 丘 

大进给铣刀 0．1 l0 0．58 

圆柱立铣刀 0．1 90 0．1 

由表 1可以看出，在切屑厚度相同时，大进给铣 

刀的进给量约为普通圆柱立铣刀的 6倍，在相同切 

深的条件下，其金属切除率会更高。同时，由于该刀 

具在加工过程中，切削力沿刀具轴向径向力较小，有 

效避免了大悬伸刀具在加工过程中的振颤现象。 

3．2 高效精加工技术 

粗加工以追求高的金属切除率为主要 目的，而 

精加工则要兼顾效率、表面质量、零件尺寸多方面因 

素。提高钛合金飞机结构件的精加工效率，主要需 

要解决的是槽腔圆角和侧壁的精加工问题。 

(1)传统圆角加工方式和加工策略 

飞机结构件的槽腔转角半径通常较小，需要用 

直径较小的铣刀进行加工。由于圆角处切削量突 

变，导致切削力变化非常大，图 6为圆角加工示意 

图，图7为切削试验时圆角处的切削力变化情况[ 。 

在切削力突变的情况下，刀具容易产生振动，刀具磨 

损严重，崩刃现象时有发生，易铣伤零件且加工效率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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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圆角加工示意图 图 7 

O．O O．2 0．4 0．6 0．8 1．0 1．2 

圆角加工切削力测试 

传统加工采用细化轨迹即径向分层、转角处降 

速等方式来避免圆角处因余量过大而导致的加工振 

动问题，如图 8所示。其缺点是轨迹过多，效率较 

低，圆角的加工占掉 30％甚至更多的精加工时间， 

尤其是在圆角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其效率十分低下。 

圆角的高效加工策略——插铣法又称为 z轴铣 

削法，刀具沿轴向做进给运动，利用底部的切削刃进 

行钻铣结合切削。由于插铣时切削力大部分沿着刀 

轴方向而径向切削力很小，因此减小了刀具、工件变 

形，有效避免了机床振动现象，其切削宽度通常为刀 

具直径的1／3～1／2，去除转角余量的效率较高 ，7J。 

通过不同直径的插铣刀具对转角处进行插铣，可切除 

大部分转角余量，如图 9所示。针对插铣完后的残 

留，用高速立铣刀进行清除，可大幅提高加工效率。 

图 8 细化刀轨。转角处降速示意图 

图 9 插铣示意 图 

(2)精铣过程中的高速切削技术原理及刀具寿 

命分析 

钛合金切削性极差，很小的切削速度提高都会 

造成切削区温度的急剧升高，从而导致刀具的迅速 

磨损。但在精加工过程中，由于余量已经比较均匀， 

在切宽较小的条件下，可以利用铣削的断续切削特 

性来提高切削速度。 

45 

高速切削的原理分析E8，9]：精铣侧壁时，由于切 

宽小，刀齿每转过一周，其切削时间很短，而非切削 

时间较长，相应的冷却时间很长(见图 10)。在冷却 

充分的情况下，其切削温度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而 

可以大幅提高切削速度。 

图 1O 一定切宽下的切削时间与冷却时间对比 

为分析在高速切削状态下切削参数对刀具寿命 

的影响进行了不同切削宽度、不同进给量的切削试 

验，试验材料为 TC4(Ti 6V4)，试验结果分别见图 

ll、12。 

图 l1 切削宽度对刀具寿命的影响 

0．05 0．007 0．09 0．11 0．13 0．15 

每齿进给量／mm 

图 12 每齿进给量对刀具寿命的影响 

根据图 11可知，在 0 =0．5mm与 0 =lmm时， 

刀具寿命接近；当0 >lmm时，刀具寿命下降很快。 

在 0。=lmm时，切削时间与冷却时间比约为 1：13； 

0 =1．5mm时，切削时间与冷却时间比约为 1：10． 

3；0 =2mm时，切削时间与冷却时间比约为 1：8．3。 

由此可得出，冷却时间的减少与切削时间的增长是 

导致刀具寿命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决定切削时间与 

冷却时间比的因素为 aiD。(El, 为切削宽度，D。为 

刀具直径)，因此，由图9可以得出，在高速切削条件 

下，El, ／D。≤0．05时可以有效延长刀具寿命。 

由图 12可以发现，随进给量增大，刀具寿命下 

降。进给量的增大，导致切屑厚度增大，增大了切削 

力，加速刀具磨损。在实际加工中，考虑到刀具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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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加工效率的平衡，经实验证明，在高速切削条件 

下，平均切屑厚度 h 一0．02mm是较为合理的切屑 

厚度，切削厚度 h 与每齿进给量 -厂z的关系可由式 

(1)确定，其中a 为切削宽度，D 为刀具直径。 

hm=，2×√ 
钛合金高速切削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刀 

具磨损问题，合理的冷却润滑方式对刀具寿命的延 

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针对钛合金加工过程中的 

冷却方式，业界研究较多，根据南航何宁等人的研 

究 l̈ 0，uj，低温氮气射流结合微量润滑的冷却润滑方 

式，可有效延长高速切削条件下的刀具寿命。图 l3 

为在钛合金高速切削过程中，各种冷却润滑方式对 

刀具寿命的影响。 

薹奏 
鞲 半 
显 

氆 

．98 ) 

2．589 

-  目 
目 湿式切削 

口 低温氮气射流(0℃) 

园 低温氮气射流结合微量润滑 

日 干铣削 

口 低温氮气射流(一1O'C) 

Ⅲ 常温氮气油雾 
(铣削速度：400m／min；磨钝标准：VB=0．2mm) 

图 l3 冷却润滑方式对刀具寿命的影响 

通过应用合理的加工参数及冷却方式，在余量 

较为均匀的情况下采用高速切削方式，可以使加工 

效率明显提高，且工件表面质量也有所提高，图 l4 

为TCA高速切削验证实验件。采用高速切削方法 

后，其精加工时间缩短 60％以上，表面粗糙度由原 

来的 R =0．4～0．75tma提高到 R =0．2—0．25tma， 

表面质量得到改善。 

一  
图 14 TC4钛合金高速 图 l5 某机型钛合金 

切削试验件 框模型 

4 切削加工实例 

某机型钛合金零件模型如图 l5所示，粗加工采 

用强力切削方式，金属切除率达到了 1lOcm3／min，在 

零件圆角区域采用插铣技术，有效去除圆角部位大 

工 具 技 术 

余量后，精加工时周边采用了高速切削技术，精加工 

过程中金属切除率达到30era3／min，零件实际J3nI时 

间缩短40％以上，效率提升显著。 

5 结语 

钛合金的高效切削加工一直是业内研究的热点 

问题，通过在粗精加工过程中合理应用强力切削、大 

进给铣削、插铣及高速铣削等加工方式，大幅提高了 

钛合金飞机结构件的加工效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但在实际加工过程中，刀具磨损依然成为制 

约钛合金零件高效、高速加工的首要因素。随着刀 

具材料、刀具结构及刀具涂层的发展，冷却方式的不 

断改进，如何针对产品对象的结构及工艺特点，通过 

工艺方法、切削参数的改进，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 

在更大程度上实现钛合金的高效率加工，还有待进 
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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