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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FRP 钻削加工过程的切削热和切削温度为研究对象，从其形成机理、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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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热的因素和控制切削热的方法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综述，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对今后研究方
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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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tting heat and cutting temperature in the drilling process of CFRP are studied. The formation

Abstract

mechanism，the influence and the factors relating to the cutting heat and the methods to control the cutting heat a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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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保飞行器运行可靠及安全服役的关键。然而，由于

随着我国武器装备领域飞速发展，对轻量化、高
强度结构件的需求急剧增加。钢铁、铝合金、钛合金
等传统金属材料已难以满足高端技术驱动带来的迫
切需求，成为制约我国尖端领域发展的技术瓶颈。
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CFRP）作为一种以树
脂为基体、碳纤维为增强相的新型复合材料，具有轻
质、高强、耐腐蚀、抗疲劳、性能可设计等优异性能，
［1-2］

在军工国防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飞行器翼梁、

中 央 翼 盒 等 关 键 承 力 部 位 ，如 F-22 隐 身 战 机 前 机
身 、垂 尾 、平 尾 和 机 翼 等 部 位 ，都 采 用 了 CFRP 结
构件。

为满足构件连接、装配等工艺条件，CFRP 构件

在成型后往往还需进行二次机械加工，尤其是钻削
加工，几乎占构件二次机械加工的 50%

［3-4］

。以生产

［5］

一架飞机为例，其连接孔多达三百万个 。随着大型
武器装备对整体结构件服役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
连接孔的加工质量直接关系到飞行器装配质量和服
役寿命。因此，严格控制 CFRP 构件的制孔质量是确

CFRP 非均质各向异性，层间性能相对薄弱，且碳纤

维硬度高、材料整体导热性差，在制孔时易产生分
层、孔壁损伤、烧蚀等加工缺陷［6］，对 CFRP 的广泛应
用形成了严峻挑战。

研究表明，CFRP 切削加工缺陷的形成主要与切

削力和切削热有关。近年来，国内外对 CFRP 切削加

工的研究多聚焦于切削力上，对切削热的研究相对

薄弱。在 CFRP 钻削加工过程中，由于材料的导热性
较差，随着钻削深度的增加，热量不断积聚且很难快
速向外进行热传递，易导致工件材料烧蚀、刀具热疲
劳磨损等问题，进而影响工件的加工质量和刀具的
使用寿命。因此，切削热对 CFRP 切削加工质量的影
响不可忽视。

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

的基础上，针对 CFRP 钻削过程的切削热，从其形成

机理、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切削热的因素和控制切
削热的方法四个方面进行综述，并对存在的问题及
今后研究方向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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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切削热的形成机理

在 CFRP 切削加工过程中，纤维不仅受切削力作

用产生变形和断裂，还会因自身极强的磨蚀性在与
［7］

刀具接触时产生大量切削热 。切削热作为一个不

可忽视的物理因素，在 CFRP 切削加工时参与整个切
削过程。

在 CFRP 切削加工过程中，切削热主要产生于三

个区域：
（1）切削层在刀具作用下发生弹性变形和塑
性变形所消耗变形功的第 1 变形区；
（2）前刀面与切
屑摩擦所消耗摩擦功的第 2 变形区；
（3）后刀面与工
件表面摩擦所消耗摩擦功的第 3 变形区，如图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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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厚度，Vc 为切削速度，ΔT 由热电偶测得，Fx 为水平
切削力，α0 为刀具间隙角，γ0 为刀具前角，Re 为刀具刃
口半径，E*为等效弹性模量，Fy 为法向切削力。
2

切削热对 CFRP 加工质量的影响

与传统金属材料相比，CFRP 切削过程中切削热

示。由于 CFRP 为脆性材料，在切削加工过程中，纤

和切削温度并不高。但由于 CFRP 的树脂基体是一

末状切屑。因此，在 CFRP 切削过程由塑性变形产生

温度过高会使树脂基体发生玻璃化转变，出现基体

维受到压缩、弯曲、剪切之后发生脆性断裂，形成粉

的切削热可忽略不计。由于后刀面与工件表面的摩
擦最为强烈，因而切削热大部分来自于第三变形区。
根据材料切削加工的特点，切削过程产生的切削热
主要通过工件、切屑、刀具和介质等途径散出，因此

CFRP 热导率、刀具热导率、切屑形态和介质成分都
会对切削热传递产生一定影响［8］。

种对温度敏感的热固性高分子材料（Tg 约为 180 ℃），
变软、碳化等不可逆转化学变化［7］，严重影响工件加
工质量。而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CFRP 中树脂

及树脂/纤维界面热导率较低（仅为 45#钢的 1/16），切

削过程中热量分配及散热量的不合理，易产生热累
积现象，从而使得切削区温度远高于其他区域。而
由于热量累积导致切削温度超过树脂基体 Tg 时，加

工表面或表面层内树脂会发生降解，使碳纤维失去
基体约束与保护作用［13］。此时，CFRP 材料强度降

低，增加了同等加工条件下加工缺陷产生的可能性。
另外，碳纤维硬颗粒与刀具产生剧烈摩擦，会产生大
量切削热，引起切削温度迅速升高，进一步增加了刀
具磨损、毛刺和撕裂损伤的产生［14］。

Fig. 1

图1

PECAT 等［15］讨论了在加工不同碳纤维方向的

CFRP 切削热来源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cutting heat source of CFRP

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切削过程中产生的切削热

CFRP 工件时，切削温度对加工质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在热机械负荷作用下，高速切削会导致靠近加工
表面纤维向切削方向弯曲，如图 2 所示。

能可表示为传入刀具、切屑和工件的热能总和［9］，即：
Q total = Q CFRP + Q tool + Q chip

（1）

式中，Qtotal 为接触区的总热能，QCFRP 为传入 CFRP 工件

的热能，Qtool 为传入刀具的热能，Qchip 为传入切屑的
热能。

CFRP 切削加工过程中大部分切屑都没有完全

从工件表面去除，加工过程的切削热主要向刀具和
工件传递。因此，切削热的分配比可表示为：
λ1 + λ2 = 1

（2）

式中，λ1 为刀具中热能的分配比，λ2 为 CFRP 工件中
热能的分配比。

假设刀具周围绝缘，热量只沿一个方向传导到
刀具［10-11］，且在正交切削过程中，接触区产生的切削
热可视为水平切削力 Fx 做的功［12］。因此，CFRP 切削
［9］

过程中刀具的热分配比为 ：
— 14 —

图2

Fig. 2

切削热对加工表面不同方向纤维的影响［15］

The influence of cutting heat on fiber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15］

鲍永杰［16］通过建立三维 CFRP 制孔温度场模型，

研究了切削热对加工缺陷的影响，但模型的建立是

基于外部加热，与实际加工中的温度场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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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KSMEIER［17］采 用 热 电 偶 测 温 法 ，测 得 CFRP-

实际上，CFRP 材料自身的热物理性质（比热容、

Al-Ti 叠层材料的钻削温度和螺旋铣孔温度，通过对

纤维热导率等）也受温度影响［24］。在 CFRP 切削加工

是 影 响 CFRP 表 面 质 量 重 要 因 素 的 结 论 。 El-

一成不变。切削加工中的热物性参数动态变化，必

比不同切削温度加工后的表面质量，得到切削温度
HOFY

发现对 CFRP 进行切削加工时，大部分切削

［18］

功转换为热量，约 50％的切削热被刀具吸收，远大于

金属材料的 18％，且切削温度会直接影响刀具的磨
损和使用寿命。CFRP 的切削过程中，切削刃的磨粒
［19］

磨损是致使切削温度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切削热会对 CFRP 加工质量产生一定影响。

。因

过程中，随切削温度的增加，材料的热物性参数并非
然会对加工中的工件温度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基
体树脂对纤维的约束和支撑作用。另外，CFRP 在成

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固化缺陷也会对切削热的形成与

分布产生影响。因此，今后对 CFRP 切削热的研究，
在工件因素方面还应考虑材料的热物性参数及固化
缺陷的影响。

综上可知，切削热是除切削力外影响工件切削

加工质量的另一重要因素。尤其对于 CFRP 这类导

3. 2

加工工艺因素
切削速度、进给速度等工艺参量直接参与工件

热性差，但对热敏感性较强的材料，其切削加工过程

加工的整个过程，同样会通过影响切削热或切削温

的热问题更不容忽视。从相关研究文献来看，目前

度而间接影响最终切削加工质量。WANG［13］研究指

留在表层现象上，缺乏从深层次进一步揭示切削热

关键参数，其次是进给速度和径向切削深度。HA［25］

针对切削热对 CFRP 加工质量的影响研究还主要停
对材料损伤机理的研究。此外，针对 CFRP 切削热的
建模研究，目前多集中于整体结构的热传导建模，还

缺乏从材料多尺度角度建立材料与工件、介质间的
理论模型研究。
3
3. 1

通过对 CFRP 进行干式切削试验得出，切削温度随着
切削速度增加而增加，但随切削深度增加，切削温度
上升的趋势较为缓慢，由于深抗力的影响，当 Vc＞

200 m/min 时切削温度上升趋势相比 Vc＜200 m/min
时 缓 慢［7］。 针 对 CFRP 钻 削 加 工 过 程 ，MERINO-

CFRP 切削热的影响因素
工件因素

由于 CFRP 为脆性材料，在切削加工过程中材料

的破坏主要为脆性断裂，由塑性变形所产生的热量
较少，因此 CFRP 整体切削热较低。但 CFRP 比热容

较大，切削过程中由切削区产生的切削热传入工件
的速度比传入刀具的速度更快，导致大部分切削热
传入工件内部。此外，纤维热导率也存在各向异性，
使得 CFRP 切削加工时不同纤维方向角的热量分配
［9］

比也不同 。

蔡晓江 研究了 CFRP 正交切削时不同纤维角
［7］

（θ）对切削温度的影响，θ＜90°时，切削温度随纤维方
向角增大呈线性增长，当 θ＞90°时，切削温度随纤维

方 向 角 增 大 总 体 呈 下 降 趋 势 ，但 在 纤 维 方 向 角 为
165°时略有上升。GHAFARIZADEH

［20］

研究发现，纤

维方向和切削速度是影响切削温度的主要因素，当

纤 维 方 向 角 为 90° 时 切 削 温 度 最 高 。 MERINOPÉREZ

出，CFRP 切削过程中，切削速度是影响切削温度的

［21］

采用热成像技术研究发现，具有更高交联

PÉREZ［21］通过切削速度对 CFRP 钻削过程散热性能
的影响发现，与低切削速度相比，高切削速度导致更

严重的基体开裂和孔进/出口裂缝，但未观察到基体
明显烧蚀或热解等损伤，这表明基体的热损伤需要
在切削温度高于基体分解温度时才会产生。
QUAN［23］研究指出，钻削温度取决于材料去除率和切
削时间；当进给速度较低时，增加转速或进给量会导
致钻孔温度上升，而当进给速度超过一定值时，随着
转速或进给量增加钻削温度则会降低。
SORRENTINO 等［26］利用新开发的温度测量方法测得
CFRP 钻削的温度历程，通过实时温度分析获得了切
削温度随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的变化趋势。结果表
明，刀具的最高温度随切削速度的增加而增大，随进
给速度的增加而减小。而对于相应的工件，当进行

低速钻削时，在距离工件孔表面 1 和 3 mm 处的切削

温度随进给速率的增加而减小，但在高切削速度下
切削温度几乎恒定。

密度和更紧密堆积的分子网络树脂，散热性和热稳
［22］

定性更好，玻璃化转变温度更高。KERRIGAN

指

出，在铣削过程中，CFRP 工件厚度和切削深度对切
通过对 CFRP 材料

［23］

削温度具有显著影响。QUAN

钻削加工，发现工件厚度对钻孔温度有显著影响，随
着工件厚度增加，刀具与工件之间摩擦距离增加，产

生的切削热量也越多，散热越困难，切削温度显著
增加。
宇航材料工艺

由此可以看出，切削热或切削温度与切削工艺
参量之间的关联机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其对加
工质量的影响更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因此，准确

表征 CFRP 切削工艺参量与切削热或切削温度的关
联关系，还需要进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3. 3

刀具因素
作为外部载荷作用的直接载体，切削刀具直接

参与到与工件材料的接触和摩擦，因此刀具自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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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刀具材料和结构）都会对切削温度的形成产生显

除采用低温方式来控制切削热外，学者们针对

著影响。在进行 CFRP 切削加工时，所使用刀具参数

超声振动抑制切削热产生的方法也进行了系列研

在刀具材料方面，王奔［27］通过对比硬质合金、金

现在无超声辅助时，工件在切削一段时间后切削温

不同，对切削温度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刚石涂层、PCD 三种不同材料刀具钻削 CFRP 的过

程，发现金刚石涂层刀具能使切削温度降低 40%，
PCD 刀具能使切削温度降低 52%。通过对比硬质合
金钻头与高速钢钻头的钻削 CFRP 的过程，发现硬质
合金钻头产生的钻削温度低于高速钢钻头［23］。

在刀具结构方面，相关研究表明［7］，增大刀具前

角 γ0 能够降低 CFRP 材料的切削温度，但达到一定程

度后若继续增大 γ0，会由于散热体积减小而导致切
削温度不降反升。由于 CFRP 存在各向异性，因此在

究。XU［31］对比有无超声波辅助 CFRP 切削过程，发

度不断上升并超过基体 Tg；在利用超声辅助切削时，
由于刀具高频运动，导致刀具与工件的相互作用时
间减小以及切屑去除效率增加，从而大大降低了工
件升温速率，进而使切削热最小化，工件和刀具的系
统温度始终保持在树脂 Tg 以下，确保材料在脆性模
式下进行切削来获得较好的加工质量。XU［32］研究

同样发现通过超声高频振动可快速排屑、降低 CFRP
工件升温速率和热量积聚，并指出对刀具进行结构
优化设计，有助于排屑和加快散热速率。

相同前角的情况下，前角 γ0 对 θ=0°方向切削温度的
影响大于 θ=90°方向。同时由于更大的后角 α0 能有
效地缓解工件回弹后工件表面与后刀面的摩擦，因
此，更大的刀具后角，切削温度较低。文献［9］发现

刀具几何参数对 CFRP 不同纤维方向角的接触面积

存在影响，而接触面积的增大会使工件的热量分配
比下降。CHANG［28］通过使用 9 种不同刀尖半径的硬

质合金刀具对 CFRP 材料进行切削来研究切削温度，
结 果 表 明 刀 尖 半 径 r=0. 3 mm 时 ，产 生 的 切 削 温 度
最低。

虽然学者们通过开发各类新型工艺来抑制

CFRP 切削加工过程的切削热产生做出了许多大胆
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实施环境、应

用场合、加工效率以及工艺成本等问题，现有新型工
艺方法还未能广泛推广。因此，面向 CFRP 低切削

热、高品质切削加工的切削热抑制策略和新型工艺
开发仍然任重而道远。
5

展望

（1）在 CFRP 切削热的形成机理研究方面，现有

关于切削热在加工系统中的分配研究局限性较大，

通过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切削刀具是产生切削

且针对切削热在工件中分布的研究较少。为准确表

热并进一步影响工件加工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切削

征切削热的分配机制，今后有必要从力热耦合角度

热的产生进一步增加了切削刀具的热磨损等损伤的
产生趋势。尤其对于 CFRP 这类对加工温度更为敏
感的复合材料，刀具的热磨损、工件材料的热烧蚀以

及纤维/基体界面因材料软化而导致的纤维支撑失稳
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无论从刀具材料
上还是其结构特征上，厘清切削热与切削刀具的内
在影响机制，是进行加工质量控制的前提和基础。
4

切削热控制策略

为抑制 CFRP 切削加工过程切削热的产生，降低

切削温度对工件和刀具的热影响，提高工件加工质

量，学者们尝试从开发新工艺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殷俊伟［9］使用外部喷冷空气冷却的加工方法降低加
工过程中工件累积的热量来抑制加工损伤的产生。
王福吉［29］通过减少单次切削厚度的方法（小齿进给）
对 CFRP 进行切削加工，结果表明该方法可降低材料
热软化率和切削热对加工过程的影响。HA［25］等利

用涡流管和具有干冰作为制冷剂的热交换器进行低
温切削加工，发现在低温条件下进行高速加工可有
效降低切削温度、切削阻力以及工件表面的加工缺
陷。XIA［30］指出深冷有助于提高刀具的耐磨性能，在
CFRP 钻孔加工时使用低温冷却能提高钻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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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一步建立切削热理论模型。

（2）在切削热对 CFRP 加工质量影响方面的研究

还主要停留在表层直观现象上，缺乏更深层次切削
热对工件产生损伤的机理研究，特别是刀具疲劳磨
损产生热损伤的机理，还需深入研究。而针对这一
部分的模型大多为整体热传导，缺少从多尺度方面
建立考虑材料热物性参数的切削热理论模型。

（3）在 CFRP 切削热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各因素

对加工质量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尚需在现

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与表征各影响因素与切
削热的内在关联。

（4）在 CFRP 切削热控制策略方面，学者们尝试

从开发新工艺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受于多种局
限性，现有新型工艺方法还未能普及和推广，因而切
削热的控制策略及新型工艺开发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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