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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辅助滚压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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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风力发电机组主轴的复杂工作情况和疲劳断裂失效形式，提出一种基于表面强化技术的超声辅助

滚压加工系统。首先基于运动合成原理，获得了滚轮接触线的运动轨迹特征，并应用 ANSYS/LS-DYNA 软件
分析了加工过程的特点。之后，基于一维振动理论、等效波长理论与牛顿迭代理论，推导并求解了复合变幅杆
的频率方程，实现了该复合变幅杆的纵向振动。通过对该变幅杆进行有限元仿真分析与振动特性测试，结果表
明二者相对设计频率的偏差仅在 0.817% 以内。最后，通过对 40Cr 主轴进行超声辅助滚压测试，获得了粗糙度
Ra 0.085 µm 和表面硬度 32.2 HRC 的加工表面，较普通滚压加工粗糙度降低了 69.1%，
显微硬度提高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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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Jun1

LI Wenxing1

ZHAO Bo2

(1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Xinxiang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3, 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Power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omplicated loading conditions and fatigue failure forms of the turbojet engine

spindle, an ultrasonic assisted rolling system based on the surface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is proposed. Firstly,
based on the principal of motion synthesis, the trajecto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ller contact line are obtained,
and the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ANSYS/LS-DYNA software. Then, based on the
one dimensional vibration theory, equivalent wavelength theory and Newton iteration theory, the frequency
equation of compound horn is deduced and solved, and the longitudinal vibration of the composite horn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ﬁnite element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 test of the compound
hor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wo method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
resonance frequency error is within 0.817%. At last, the ultrasonic assisted rolling test of 40Cr spindle was
carried out, the machined surface with roughness of Ra 0.085 µm and hardness of 32.2 HRC was obtained. The
surface roughness is reduced 69.1% and the hardness increased 60%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rolling
process.
Key words Ultrasonic assisted rolling, Surface roughness, Surface hardnes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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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11−12] 。

1 引言

针对特殊零件的表面强化技术研究主要有李

随着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高铁、风电以及精密

瑞锋等 [13] 、孙鑫等 [14] 分别对 30CrMnSiNi2A 的内

仪器仪表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机械零件的疲劳、磨

螺纹和 A100 的外螺纹进行超声滚压强化处理，
使得

损以及腐蚀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1] 。为了改善

工件表面残余压应力较未加工前提高了 60%∼70%，

零件表面质量、提高疲劳寿命、增加耐磨性，特种加

表面粗糙度较普通滚压加工降低了 50% 左右，疲

工技术与传统机械表面处理技术的不断融合，形成

劳寿命提升 5 倍以上。孔志营 [15] 采用超声滚压技

了气动辅助超声喷丸、高压水射流喷丸、激光喷丸、

术对齿轮齿面进行强化处理，结果获得了粗糙度

超声滚压等新的加工方法 [2−5] 。

Ra < 0.2 µm、表层残余压应力达 670 MPa、齿廓总

上述喷丸技术在提高工件疲劳寿命和表面硬

偏差降低了 14.1 µm 的齿轮齿面。张旭 [16] 提出一

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对工件的表面粗糙度与耐

种适用于薄壁筒形件的纵径复合超声滚压系统，实

磨性的影响则是不利的

现了 3 mm 厚 5A02 铝合金的超精密加工。

[6]

。超声滚压加工则是在传

统滚压过程中附加了冲击载荷，这对工件的表面性

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超声辅助滚压系统，并

能的改善是比较全面的。因此，国内外学者对超声

基于运动合成原理，获得了滚轮接触线的运动轨迹

辅助滚压进行大量的研究。

特征，
分析了超声辅助滚压过程的加工特点，
然后基

针对材料表面粗糙度、显微硬度、表面形貌

于一维振动理论与等效波长理论，研制出一种带有

设计了一

硬质合金段的指数过渡复合变幅杆，最后通过有限

种超声辅助挤压装置，分析了挤压力参数对工件

元分析、振动测试以及滚压实验证实了设计方案的

表面加工效果的影响规律。朱有利等

合理性。

以及残余应力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王义

等

[9]

[7]

[8]

和吕光义

提出一种超声深滚与滚光一体化技术，研究

分析了其对 TC4 钛合金的表面粗糙度、微观形貌

2 超声辅助滚压运动特性分析

以及疲劳性能均有大幅改善。王婷等 [10] 利用超声
滚压技术在调质 40Cr 的金属表面获得了纳米层实

2.1

超声辅助滚压系统组成
涡喷发动机主轴一般需要承受扭矩、轴向力、

现了晶粒细化，显微硬度提高 63%，残余压应力达
846 MPa，压应力层深度达 1 mm。郑建新等提出

离心力以及恶劣环境 (腐蚀、风沙、潮湿和低温)。在

一种纵扭复合超声深滚加工技术，研究分析了 7075

这种工况下，主轴经常发生疲劳损害。因此，为了提

铝合金和 6061-T6 铝合金的加工效果，使得工件的

高其抗疲劳性能，本文提出一种超声辅助滚压系统，

表面粗糙度减低了 50%∼65%，而显微硬度提高了

如图 1 所示。该加工系统主要三大部分组成：
超声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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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超声辅助滚压系统

Fig. 1 The ultrasonic assisted roll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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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x + ∆x,
y = y ′ + ∆y,


 z = z ′ + ∆z,

动系统，气动系统和油雾润滑冷却系统。其中，超声
振动系统主要是为滚轮提供冲击载荷；气动系统主
要为滚轮提供恒定的静压力；油雾润滑冷却系统则
主要是降低变幅杆 - 滚轮 -工件三者之间的摩擦热。
2.2 运动特性分析
图 2 为超声辅助滚压原理图，其中 F1 为滚轮施
加的恒定静压力；F2 为滚轮施加的超声波冲击力；
VS 为加工工件的瞬时速度；VA 为滚轮的旋转速度，
由于滚轮与工件为纯滚动，所以滚轮与工件的瞬时
速度相等 (即 VS = VA )；VB 为滚轮施加超声振动后

在未施加超声波时，滚轮的空间运动轨迹为



 x = (D/2) cos gt,
y = (D/2) sin gt,


 z = a t,

(2)

p

当施加超声振动后，滚轮的空间运动轨迹为



x = (D/2) cos gt + A sinh t,



(3)

y = (D/2) sin gt,



 z = ap t,

的瞬时冲击速度；Vf 为滚轮沿工件轴向的进给速度
(即滑动)。

其中，g 表示滚轮转动的角频率；h 表示超声振动的

F1 ᭢ԍҧ

ᡔܦфѤҧF2

(1)

角频率；ap 表示滚轮的进给速度；A 表示超声振幅；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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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式 (3)， 在 D = 10 mm、 f = 28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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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14.25 µm、h = 2 πf (rad/s)、g = 26π (rad/s)、
ap = 0.06 mm/r 时，滚轮接触线的空间轨迹曲面如

yϕ

图 4 所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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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辅助滚压原理

Fig. 2 The principle of ultrasonic assisted rolling

z/mm

图2

-0.10
-0.15

为了提高滚轮承受径向的静载荷和动态冲击

-0.20

载荷的能力，
对滚轮的外形结构进行了设计，
使得传

-0.25
15

统的点接触形式转变为线接触形式，
如图 3 所示。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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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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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90
1

Fig. 3 The shape structure of ultrasonic assisted
roller(unit: mm)

由图 2、图 3 可知，滚轮坐标系 O-xyz 与加工工
′ ′ ′

15

滚轮接触线的空间轨迹曲面

由图 4 可知，与传统滚压不同，超声辅助滚压过
触线带有超声振动，所以在螺旋曲面边缘处有微小
锯齿。

9

超声辅助滚轮外形结构 (单位: mm)

′

10

Fig. 4 The trajectory surface of roller contact 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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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接触线的轨迹为空间螺旋曲面，同时，由于接

SR90

φ12

φ18

图4

4

0

y/m

件坐标系 O -x y z 之间的关系为

3 复合变幅杆的频率方程
3.1

频率方程
图 5 为本文所设计的指数过渡复合变幅杆。L1 、

L2 、L3 表示变幅杆的各段长度；S1 、S2 、S3 表示其各
段的横截面积；R1 、R2 、R3 表示其各段的半径；其
中，
S2 = S1 e−2βx ，
β 为蜿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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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幅杆属于细长杆时，
其纵振波动方程为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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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
选定变幅杆的输入端面直径为 30 mm，

d u(x)
1
ds(x) du(x)
+
·
·
+k 2 · u(x) = 0, (4)
dx2
s(x)
dx
dx

输出端面直径为 15 mm，考虑到变幅杆法兰盘的加

式 (4) 中，u(x) 表示纵向振动位移函数；s(x) 表示截

软件对复合变幅杆的频率方程进行不动点迭代求

面面积变化函数；
k 表示纵振圆波数。

解，获得 L2 与频率方程解的误差 ∆L′3 之间的关系

u2 (x) = eβx (C cos(k ′ x) + D sin(k ′ x)) ,



 u3 (x) = E cos(kx) + F sin(kx),

曲线，如图 6 所示。
3

(5)

2
DL3' /mm

由方程 (4) 可知，
变幅杆各段的位移函数为



 u1 (x) = A cos(kx) + B sin(kx),


工制作，选取长度 L1 = 46 mm。应用 MATLAB7.1

′

式 (5) 中，
A、
B、
C、
D、
E、
F 为待定系数，
k 为指数段
√
′
等效圆波数，
k = k2 − β 2 。
当振动系统两端自由时，输入、输出端面上的

1
0

(36, 0)

-1

作用力 F1 = F2 = 0，且 I-II 和 II-III 连接截面的机

-2
30

械阻抗相等。由此可得复合变幅杆频率方程为
tan(kL3 ) =

图6

β tan(kL1 ) tan(k ′ L2 ) + kl tan(k ′ L2 ) + k ′ tan(kL1 )
.
k tan(kL1 ) tan(k ′ L2 ) + β tan(k ′ L2 ) − k ′
(6)

关系
Fig. 6

32

34

36
L/mm

38

40

频率方程解的误差 ∆L′3 与圆锥长度 L2 的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iation

∆L′3 and tapered section length L2

由此可得，中间段长度 L2 = 36 mm，截面蜿蜒

S/pR12
S/Se-2βx
R1

系数 β = 0.0192，
输出段长度 L3 = 34 mm。

S/pR32

ĉ

R2

Ċ

值得指出的是，复合变幅杆输出端面通常需

R3

ċ

要焊接一段硬质合金来提高其耐磨特性。在超声
振动频率为 28 kHz 时，YT15 硬质合金纵波的全波
长为 267 mm，45# 钢的纵波全波长为 185 mm。所
L1

L2

图5

L3

以，基于一维振动的等效波长理论，直径 13 mm、
厚度 2 mm 的 YT15 可以等效为直径 13 mm、厚度

指数过渡复合变幅杆

Fig. 5 The composite horn with an exponential

1.4 mm 的 45# 钢。故而，
在加工制作复合变幅杆时，

transition section

L3 需按 32.6 mm 进行加工，为后续硬质合金段的焊
接预留位置。

3.2 求解计算
复合变幅杆的材质选定 45# 钢，而为了提高
复合变幅杆的耐磨特性，则在其输出端面上焊接
一小段硬质合金 YT15。复合变幅杆是设计频率
f = 28 kHz，材料的特征参数见表 1。
表1
Table 1

4 有限元分析
4.1

复合变幅杆的有限元分析
据前述理论及求解结果进行变幅杆的 3D 建模，

并利用有限元软件 ANSYS12.0 中的 Block Lanczos

材料特征参数

The material characteristic pa-

法提取出固有模态，如图 7 所示。然后，基于 Mode
Superpos’n 法对复合变幅杆进行谐响应分析，并借

rameters

助时间 -历程后处理功能观测 3234 号节点的响应情
材料

密度/(kg·m−3 )

45

7.85

211

0.269

7486

由图 7、图 8 可知，带有硬质合金段的复合变幅

YT15

11.6

650

0.23

5184

杆的固有频率为 27.836 kHz。在该频率下，超声变

杨氏模量/GPa 泊松比

声速/(m·s−1 )

况，如图 8 所示。

幅杆的振型为沿轴线的单一纵向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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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al solution
Step=1
Sub=1
Freq=27836
Usum (Avg)
Rsys=0
DMX=4.424
Smn=0.160438
Smx=4.424

4.2

Sep 10 2017
20:21:19
Plot No. 1

超声滚压过程的有限元分析
应用 ANSYS/LS-DYNA 软件对超声辅助滚压

过程进行仿真分析。图 9 为建立的滚压有限元模型。
其中，滚轮与工件均采用 SOLID164 单元划分网
格；滚轮为绝对刚体，工件为基于 Cowper-Symonds
模型的塑性体；工件 -滚轮的接触类型为自动接
触；滚轮施加的恒定静压力载荷 314 N 和位移载荷

0.160438

0.634141

1.108

图7

1.582

2.055

2.529

3.003

3.476

3.95

1.425 × 10−5 cos(2πf × t)。

4.424

复合变幅杆的模态

4.0
3.6
3.2
2.8
2.4
2.0
1.6
1.2
0.8
0.4
0
27.0

27.4

图8

27.8
28.2
ᮠဋ/kHz

28.6

29.0

图9

谐响应分析

图 10

有限元模型

Fig. 9 The ﬁnite element model

Fig. 8 The harmonic response analysis

等效应力分布云图

Fig. 10 Test contour of equivalent stress
0.5
y Քऄҧ/109 Pa

ࣨϙ/10-7

Fig. 7 The mode of compound horn

0
-0.5
-1.0
-1.5

0

0.1

0.2

0.3

0.4

0.5

ᫎ/ms

图 11

不同深度单元格残余应力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 11 The residual stress curves of diﬀerent grid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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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超声振动周期内 (即 3.5753 × 10−5 s)，
工件中心区域发生了弹塑性变形。图 10 为滚轮滚
压后工件的残余应力云图。图 11 为不同深度单元
格残余应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其中，A、B、C、D、E、
F 分别表示滚轮中心区域冲击工件不同深度的单元
格 (即由表及里)。
由图 10、图 11 可知，工件表层的 A 单元格最大
应力为 −1045 MPa，而芯层 F 单元格最大应力为
−309 MPa，随着时间推移 A、F 单元格的应力稳定
在 −89 MPa 和 −20 MPa。

5 实验测试

图 13

阻抗测试

Fig. 13 Impedance measurement

5.1 振动性能测试
依据前述的设计计算，加工制作了超声辅助滚
压系统，如图 12 所示。

ໟඵᭉӑ

图 14

B ᡔܦߕү౧

超声振幅测试结果

Fig. 14 Test results of vibration amplitude

5.2

加工性能测试
利用设计制作的超声辅助滚压系统对 40Cr 分

别进行普通滚压 (即关闭超声电源) 和超声滚压对
(b) ᜉᦡڏ

图 12

比实验，相关加工参数及加工现场详见表 2 与图 15。

超声辅助滚压系统

Fig. 12 The ultrasonic assisted rolling system

表2

加工参数

Table 2 The machining parameters

之后，分别利用 PV70A 阻抗分析仪和 LK-G10
激光位移传感器对制作的超声振子的阻抗特性和
输出振幅进行测试，
如图 13、图 14 所示。
由 图 13 可 知， 超 声 振 子 的 谐 振 频 率 Fs 为

项目

超声滚压

普通滚压

超声振动频率

28 kHz

无

加工机床

CA6140

润滑冷却

煤油 + 锭子油 (1 : 1.5)

外圆直径/mm

156

振动加工控制系统对 100∼5000 品质因数的应用要

供气压力/MPa

0.25

求。同时，导纳圆比较完整，无寄生圆产生；蓝色的

过盈量/mm

0.02

主轴转速/(r·min−1 )

50

进给速度/(mm·r−1 )

0.06

27.7712 kHz，与 设 计 频 率 28 kHz 的 相 对 偏 差 为
0.817%，品质因数 Qm 为 4462.65，满足自主研发具
备自动扫频、跟踪和锁频功能的 TUR 系列超声波

相位角曲线呈现一个较为完整的 “几” 字形状。
由图 14 可知：
超声振子的输出振幅为 14.25 µm，
其振幅比较稳定呈周期性变化。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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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对加工试件进行测试，如图 16、
图 17 所示。
由图 16 可知，普通车削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
Ra 为 2.695 µm，普通滚压后工件表面粗糙度 Ra 为
0.275 µm；超声辅助滚压后工件表面粗糙度 Ra 为
0.085 µm，较普通车削降低约 30.7 倍，而较普通滚

ళ໔ԍ

压降低约 69.1%。
ᤰ໔ԍ

图 15

ᡔܦ໔ԍ

ᤰᢼҐ

由 图 17 可 知，普 通 车 削 后 工 件 的 表 面 硬 度

超声辅助滚压加工现场

为 10.3 HRC， 普 通 滚 压 后 工 件 的 表 面 硬 度 为

Fig. 15 The ultrasonic assisted rolling processing

20.1 HRC；超 声 辅 助 滚 压 后 工 件 表 面 粗 糙 度 为

应用上海泰明光学仪器有限公司研制的 JB-IC
表面粗糙度测试仪和莱州恒仪的 HLN200 里氏硬度

32.2 HRC，较普通车削提高了 1.1 倍，而较普通滚压
提高了 60%。

(a) ᡔܦᣙҰ໔ԍ

(b) ᤰ໔ԍ

图 16

表面粗糙度测试

Fig. 16 The surface roughness test

(a) ᡔܦᣙҰ໔ԍ

(b) ᤰ໔ԍ

图 17

表面硬度测试

Fig. 17 The surface hardness test

效波长理论，推导并求解了指数段过渡复合变幅杆

6 结论

的频率方程，
获得了 YT15 相对于 40Cr 的等效长度，
实现了复合变幅杆的超声振动。

(1) 本文基于运动合成原理，建立了超声辅

(3) 通过有限元分析 (模态分析与谐响应分析)、

助滚压系统接触线的空间运动轨迹方程，获得了

阻抗分析和振幅测试对带硬质合金段复合变幅杆

边 缘 带 微 小 锯 齿 的 螺 旋 曲 面 轨 迹 特 征，并 应 用

进行振动测试，
二者与理论分析吻合较好，
频率误差

ANSYS/LS-DYNA 软件分析了超声辅助滚压的加

在 0.817% 以内，振幅在 14.25 µm。

工特点。
(2) 基于一维振动理论、不动点迭代理论和等

(4) 通 过 超 声 辅 助 加 工 40Cr 进 行 性 能 测 试，
结 果 显 示 工 件 表 面 粗 糙 度 Ra 由 2.695 µm 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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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µm，工件表面硬度由 10.3 HRC 提高到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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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吕光义, 朱有利, 李礼, 等. 超声深滚对 TC4 钛合金表面形貌
和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J]. 中国表面工程, 2007, 20(4): 38–41.

HRC。

Lyu Guangyi, Zhu Youli, Li Li, et al. The eﬀect of ultrasonic deep rolling (UDR) on surface topograph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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