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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4 合金在不同表面强化状态下的
微动磨损性能研究
刘柏，王宁，朱金龙，郝世奇，张显程
（华东理工大学 承压系统与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237）
摘要：目的 研究喷丸（SP）及表面超声滚压（USRP）强化后摩擦系数、残余应力场及塑性应变场对 TC4
合金微动磨损性能的影响。方法 分别对 TC4 合金表面进行 SP 及 USRP 强化处理，通过试验测得强化前后
的表面粗糙度、残余应力以及显微硬度。基于改进的 Archard 磨损方程，在 ABAQUS 有限元软件中建立微
动磨损的二维柱面/平面接触模型，借助 ABAQUS 中的子程序 SIGINI 和 HARDINI 分别将残余应力场、塑
性应变场引入到表征微动磨损的 UMESHMOTION 子程序中，从而探究表面强化后摩擦系数、残余应力场
以及塑性应变场对平面微动磨损性能的影响。结果 原试样经 SP 强化后，表面粗糙度增加，而经 USRP 强
化后，表面粗糙度得以改善。经 SP 和 USRP 强化后，试样的显微硬度分别为原试样的 1.28 倍和 1.23 倍。
TC4 合金经 USRP 处理后，最大残余应力为–550 MPa，而 SP 处理后为–380 MPa。引入残余应力场后，试样
的磨损深度明显减少，相比原试样，USRP、SP 试样的磨损深度分别降低 15%、10%。引入塑性应变场后，
TC4 合金的磨损深度降低了约 6%。结论 相同载荷条件下，摩擦系数越大，磨损越严重。磨损轮廓会随着
摩擦系数的增大而逐渐往外侧偏移，接触中心区域的磨损深度也随着摩擦系数的增大而越来越深。塑性形
变行为会随着摩擦系数的增加而变得明显，且最终会使得塑性变形的区域变得越来越大。引入残余应力场
和塑性应变场后，磨损量均会减小，残余应力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微动疲劳试验发现，加入微动磨损作
用后，试样寿命显著降低，USRP 试样的抗磨损性能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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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residual stress field and plastic strain field on the
fretting wear properties of TC4 alloy after shot peening (SP) and ultrasonic surface rolling process (USRP) strengthening. The
surface of TC4 alloy was strengthened by SP and USRP respectively. After strengthening, the surface roughness, residual stress
and microhardness of the TC4 alloy were measured by experiments. Based on the improved Archard wear equation, a
two-dimensional cylindrical/planar contact model of fretting wear was established in the ABAQU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With
the help of the subroutines SIGINI and HARDINI in ABAQUS, the residual stress field and the plastic strain field were
respectively introduced into the UMESHMOTION subroutine, so 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residual stress
field and plastic strain field on the surface fretting wear performance after surface strengthen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original specimen increased after SP, but improved after USRP; The microhardness of the specimen after SP
and USRP strengthening was 1.28 times and 1.23 times of the original specimen, respectively. The maximum residual stress of
TC4 alloy after USRP is –550 MPa, and after SP is –380 MPa. After introducing the residue stress field, the wear depth of the
specime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specimen, the wear depth of the USRP and SP specimens were
reduced by 15% and 10% respectively.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lastic strain field, the wear depth of the TC4 alloy is
reduced about 6%.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greater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the more severe the wear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wear profile gradually shifts to the outsid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the wear depth in the
contact center area also becomes deeper and deep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The plastic deformation
behavior becomes more obviou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eventually makes the area of plastic deformation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 With the introducing of residual stress field and plastic strain field, the amount of wear is reduc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sidual stress is more significant. Through the fretting fatigue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 life of the specimen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he fretting wear is added, and the USRP specimen has the best anti-wear performance.
KEY WORDS: surface strengthening; fretting wear; residual stress field; plastic strain field; UMESHMOTION subroutine

微动磨损是指两接触体之间由于变载荷或振动
的作用，产生微米级的相对运动，从而引起材料损失
的现象 [1]。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许多工程实际中，例
如轴承–轴、螺栓连接和铆钉联接、钢缆以及燃气轮
机等 [2-5]。微动磨损会使得接触区域的材料发生脱落，
而材料的损失不可避免地会对其性能产生恶劣的影
响。此外，微动磨损还极易促进裂纹的形成，从而降
低构件的疲劳寿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
TC4 合金因具有比强度高、高温性能稳定等一系
列优点而成为航空航天领域应用广泛的材料之一，然
而因其摩擦系数大，且耐磨性差，加之对微动磨损特
别敏感，极易受到微动磨损的影响，从而大大降低其
服役寿命 [6]。表面强化作为提高材料表面性能的常用
手段，可以很好地提高 TC4 合金的抗微动磨损性能。
喷丸（SP）、表面超声滚压（USRP）等强化工艺可以
使工件材料具有强韧性，同时还具有高硬度、高耐磨
性和高疲劳强度。除此之外，还能引入较深的残余应
力 [7-9]。Liu 等 [10]对比研究了 USRP 对 17-4PH 钢的表
面完整性、常规疲劳以及微动疲劳行为的影响规律，
试验结果表明，USRP 处理时间对 17-4PH 钢的普通
疲劳和微动疲劳性能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是 USRP
可以引入梯度纳米结构，较大的残余压应力和较高的
显微硬度，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提高 17-4PH 钢的普通
疲劳和微动疲劳寿命。Ren 等 [11]研究了不同表面超声
滚压工艺参数对高强度高韧性钛合金微动磨损性能

的影响，试验表明，工艺参数中滚压次数为 30 遍、
振动幅值为 7 时，抗磨损性能最佳。因为在该工艺下
有较低的表面粗糙度、更高的显微硬度值和更深的残
余 应 力 层 。 Kumar 等 [12] 在 研 究 不 同 接 触 材 料
（SAE52100 钢和氧化铝）对表面机械研磨处理后的
TC4 合金微动磨损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当接触材料为
氧化铝时，经 SMAT 处理后的试样的磨损量最低，大
约为原试样的 1/4，这可以归因于较高的表面硬度、
较低的切向力系数、纳米晶体表面层的存在以及
SMAT 处理过的样品中更多的 TiO2 层。
目前，关于微动磨损的研究主要包括试验 [13-15]
和有限元仿真 2 种方式。然而，通过试验方法来研究
微动磨损不仅经济成本高，而且试验周期也相对较
长，更重要的是，对于接触区域的应力应变分布和微
动参数一般很难获取。通过有限元模拟可能很好地解
决这些问题，随着有限元理论的发展，使得有限元分
析 成 为 微 动 磨 损 研 究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 Szolwinski 等 [16] 首先将临界平面方法应用于微动损伤问
题，该方法可在多个不同的平面上求得最大的疲劳损
伤参数，并根据临界损伤平面来预测微动疲劳寿命。
Tang 等 [17]建立了锆合金的二维平面/柱面接触模型，
通过有限元数值模拟其微动磨损行为，发现部分滑移
与整体滑移状态下的磨损性能存在差别。Tong 等 [18]
探究了摩擦力的变化对微动磨损的影响，结果表明，
当考虑部分滑移条件的磨合阶段时，摩擦系数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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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有限元模型获得的预测更接近于试验结果。李玲
等 [19] 研究了循环次数、法向载荷以及位移幅值对柱
面/平面微动磨损磨损深度及体积的影响，同时对部
分滑移和完全滑移状态下的磨损结果进行了对比研
究。张慧杰等 [20]基于改进的 Archard 磨损方程，建立
了二维柱面/平面微动磨损模型，从平面的磨损宽度
和磨损深度分析了柱面半径、柱面材料弹性模量、泊
松比 3 个参数对平面磨损轮廓的影响。Arnab 等[21]借助
有限元模型研究了摩擦系数、硬度和杨氏模量对微动
磨损的影响，结果表明，磨损率受硬度和杨氏模量的
影响显著，施加的摩擦系数对磨损率几乎没有影响。
基于上述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微动磨损
仿真中，很少会将表面强化所引入的有益因素（摩擦
系数、残余应力场以及塑性应变场）考虑到仿真模拟
之中，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本文通过建立微
动 磨 损 的 二 维 柱 面 /平 面 接 触 模 型 ， 对 经 SP 以 及
USRP 后 TC4 试样摩擦系数、残余应力场以及塑性应
变场的变化对其微动磨损性能的影响进行有限元模
拟 探 究 。 借 助 ABAQUS 中 的 子 程 序 SIGINI 和
HARDINI 分别将残余应力场以及塑性应变场引入到
表征微动磨损的 UMESHMOTION 子程序中，同时还
考虑了在微动磨损过程中，接触区域发生塑性损伤时
循环塑性的影响。本文还搭建了一套微动磨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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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动疲劳试验结果与模拟有限元结果相互验证。
文中 SP、USRP 以及原（AsR）试样的摩擦系数、
残余应力场以及塑性应变场数据均通过表面粗糙度、
残余应力以及显微硬度试验所得。其中，表面粗糙度
由 Ra 表证，并借助 IFMG4 表面三维形貌仪分别测量
不同表面强化后试样的表面粗糙度，如图 1 所示。残
余应力通过 Proto-IXRD MG40P FS STD 残余应力分
析仪测定，测试试样为 5 mm×5 mm×6 mm 的长方体，
选用 Cu 靶，X 射线发生器管电压为 24 kV，管电流
为 7 mA，准直管直径为 1 mm，曝光时间为 5 s。为
了准确获得 SP 和 USRP 处理后沿深度方向的残余应
力场，采用逐层电解法进行残余应力的测定。电解抛
光液按高氯酸与甲醇体积比为 1︰9 进行配制，抛光
电压为 15 V。在测定残余应力时，需对每一深度的
水平方向测试 3 个不同的位置，通过求平均值的方式
来减小试验误差，残余应力分布如图 2 所示。显微硬
度是通过 HXD-1000MC/CD 显微维氏硬度仪来进行
测定，主要的设置参数有：施加载荷为 1.96 N，保载
时间为 15 s。同一深度测量 5 个有效数据点取其均值，
其中每个数据点间隔 50 μm，同时沿深度方向间隔
50 μm 测量一次硬度值。此测量方法可以在获得足够
数据点的同时，可以尽量减小硬度压痕对相邻数据点
的影响，其分布如图 3 所示。

图 1 不同表面处理后试样表面粗糙度
Fig.1 The surface roughness under different surface 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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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有限元模型及边界条件
Fig.4 The model of finite element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图 2 不同表面处理后试样残余应力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
after different surface strengthening

图 3 不同表面处理后试样显微硬度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microhardness after
different surface strengthening

1
1.1

有限元模型
二维柱面/平面接触模型

在有限元软件 ABAQUS 中建立如图 4 所示的微
动磨损的二维柱面/平面接触模型，圆柱面的半径为
4 mm，下试件的长宽分别为 10 mm 和 2.5 mm。Tobi
等 [22]认为，在微动磨损过程中由磨损所致使的接触几
何的变化会使得在接触区域发生塑性损伤，因此在发
生塑性损伤时需考虑循环塑性的影响，故文中所选取
的材料属性见表 1。设置平板为变形体，圆柱设置为
刚体。边界条件为平板左端固定，底部设置为 Y 轴对
称边界条件，在参考点上施加法向载荷使两试件紧密
接触。图 4 中，δ 为圆柱试件施加的切向周期性位移
载荷，使两试件相对滑动，产生微动磨损。为保证 2
个试件接触计算结果的收敛性，有限元模型采用四节
点平面应变单元 CPE4。由于接触边缘附近存在明显
的应力集中现象，为了能有效地捕捉接触区域的应力
变化以及精确地获得该部位重要的微动参量，需要网
格尺寸朝接触区域逐渐细化，该区域细化后的网格单
元为 5 μm×5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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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表 1 TC4 的力学性能和材料参数
Tab.1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aterial
parameters for TC4
E/MPa

υ

σy

C1/MPa

C2/MPa

γ1

γ2

116 000

0.34

965

136 500

8 100

1 050

45

使用有限滑移接触对算法定义圆柱和平面之间
的接触相互作用，该算法是基于主节点（在圆柱接触
表面上）和从属节点（在平面接触表面上）所建立的。
接触属性包括 2 部分：接触面之间的法向作用和切向
作用。对于切向作用，选取“硬接触”；对于法向作
用，则选择库伦摩擦定律中的罚函数。为方便起见，
将磨损总周次设为 20 万周，而磨损系数选用文献[22]
中的全局滑移磨损系数 k 为 8.5×10–9 MPa–1。根据局
部磨损系数的公式可知，它与表面硬度成反比，从试
验中的所测得显微硬度（见图 3）来看，SP 和 USRP
试样的硬度分别为 AsR 试样硬度的 1.28 倍和 1.23 倍。
为简便起见，取它们的平均值，则强化试样的磨损系
数 Kst 为 6.8×10–9 MPa–1。

1.2

模型加载历程

二维柱面/平面微动磨损有限元模型的加载过程
如图 5 所示。磨损过程包括 3 个分析步：
1）对平板试样下端进行对称约束，左端全约束，
考虑到接触属于非线性问题，若一开始就施加较大的
法向载荷，易造成计算不收敛，故在圆柱顶面中点处
施加较小的法向载荷 P0，使两试样进行预接触。若对
于强化后的试样，则还需在模型中引入强化后的残余
应力场和等效塑性应变场。
2）保持模型原有约束不变，将原来的法向载荷
P0 改为最终需要施加的法向载荷 P，并在后续的磨损
过程中持续以恒定值施加，使得平板试样与圆柱试样
在整个微动过程中一直保持良好的接触状态。
3）在圆柱顶面中点施加周期性的位移条件，幅
值为 δ。在最后一个时间分析步，需要将法向载荷 P
进行卸载，即载荷 P 逐渐减小为 0，以获得更准确的
微动参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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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真结果与理论值非常接近。由此可知，有限元法
适合求解有限接触长度的问题，且该有限元模型在接
触区域的网格非常精细，能够对接触区域的微动参量
以及应力集中现象进行较为理想的表征。
图 5 法向载荷、滑移距离加载历史
Fig.5 Normal load, slip displacement histories implemented

1.3

基于赫兹接触理论的有限元验证

在微动磨损仿真分析之前，需要对二维平面/柱
面有限元模型进行仿真验证，以确保后期的微动磨损
仿真结果真实有效。首先对建立好的二维模型进行受
力分析，并将仿真结果与赫兹弹性接触理论进行对
比，进而验证仿真结果的有效性。
赫兹接触应力公式 [23]为：

x2
(1)
a2
式中：a 为接触区域的半宽度；p0 为最大的接触
压力。
p ( x)  p0 1 

1/ 2

 4 PR 
a
* 
 πE 

(2)
1/ 2

 PE * 
p0  

 πR 

(3)

式中：P 为施加的法向载荷；E*为两接触体材料
复合弹性模量。对于平面应变问题， E*可用式（ 4 ）
表示。
1

 1  (v f ) 2 1  (v c ) 2 

(4)
E*  

f
Ec 
 E
式中：Ef、Ec 和 vf、vc 分别为圆柱和平面的弹性
模量和泊松比。
1

1 
 1
(5)
R f  c 
R
R


式中：Rf、Rc 分别为柱面和平面的曲率半径，对
于柱面来说，其曲率半径趋于无穷大。
接触压力的验证结果如图 6 所示，可见接触压力

图6

接触压力的数值解和理论解的对比
（法向载荷为 100 N）
Fig.6 Comparison between numerical solution and
theoretical solution of contact pressure (normal load 100 N)

2

磨损方法

在对微动磨损进行有限元模拟时，主要的难点就
是需要对被磨损面的材料去除进行准确的表征，也就
是说，在实际工程中，两接触体在外力作用下因发生
相对滑动而导致的材料损失在有限元中该如何实现。
一般来讲，改进的 Archard 磨损方程和能耗模型可以
很好地表征接触体在外力作用下的磨损量，但由于能
耗模型需要获得大量的剪切摩擦力 –滑移量数据，且
要求较大的釆样密度，再通过积分获得能耗值，所以
应用偏少，故本文选用改进的 Archard 磨损方程。从
式（ 6 ）可知，材料的磨损量与法向载荷及滑移距离
成正比关系，与材料的局部硬度为反比关系。
V
P
(6)
K

H
式中： V 为总磨损量； δ 为滑动距离； K 为磨损
系数； P 为法向载荷； H 为材料的硬度。
为了能够在有限元在中使用该方程，需要对其进
行改进。对于有限元模型，接触面节点 x 处的磨损深
度 dh(x)的表达式为：
dh( x)
 k p( x)
(7)
ds ( x)
式中： p 为局部接触压力； K/H 用 k 代替，表示
局部磨损系数；ds(x)为距离接触中心 x 处接触节点的
相对滑移距离； p(x)为距离接触中心 x 处接触节点的
接触压力。接触节点在给定时间 t 内所受到的接触压
力为 p(x,t)，滑移增量距离 Δs(x,t)后所产生的磨损深
度 Δh(x,t)的表达式为：
h( x, t )  k p ( x, t )s ( x, t )

(8)

通常来说，工程中的微动磨损周次都是成千上万
周的，甚至有上百万周的，如果磨损仿真中的 1 个分
析步仅代表 1 次循环载荷的作用，那么对如此之多的
磨损周次将会是非常耗费计算时间的。由于 1 次微动
磨损对磨损面的磨损效果非常小，无法对接触面轮廓
造成明显变化，对仿真计算中的微动参量几乎不会产
生任何影响。因此，在进行磨损仿真时，完全没有必
要对每个循环载荷作用后的磨损轮廓进行更新。目前
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几种方案来提高磨损仿真的计算
效率，其中循环跳跃技术为大部分学者所采用。循
环跳跃技术是利用仿真中单次循环来代替试验中的
ΔN 次循环，故适用于仿真分析的 Archard 的修正形
式为：
h ( x , t )  N k p ( x , t )  s ( x , t )

(9)

通常来讲，较小的循环跳跃值能使时域更好的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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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化，从而有助于保持仿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而较
大的循环跳跃值能够大大节省计算时间，但有可能造
成收敛困难。最终，通过反复调试，选择使用循环跳
跃值为 2 000，因为它能够很好地兼顾计算效率、稳
定性以及准确性。
在 ABAQUS 有限元软件中，材料的去除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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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删除单元或节点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从面接触
节点的强制偏移来实现的。这种强制偏移会导致网格
单元发生过度畸变，甚至会产生负体积，最终导致收
敛困难，而 ALE 自适应网格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此
问题，具体过程如图 7 所示，而对于微动磨损的表征
如图 8 所示。

图 7 ALE 自适应网格技术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ALE adaptive meshing within Abaqus

图 8 磨损仿真路线
Fig.8 Flowchart of the numerical method for modeling fretting wear

3

表面强化后不同因素对微动磨损
性能的影响

诸如 SP、USPR 等表面机械强化工艺会使得试样
的一些关键参数（如摩擦系数、残余应力场、塑性应
变场和表面硬度等）发生改变。本文重点研究摩擦系
数、残余应力场以及等效塑性应变场对接触参量以及
接触区域应力应变分布的影响，尤其是接触边缘的塑
性变形行为，因为塑性变形在表面裂纹形核及其裂纹
在初期扩展中有显著影响。

3.1

摩擦系数对微动磨损性能的影响

在大多数的磨损仿真研究中，强化前后都是把摩
擦系数当作一个定值来模拟，很少见到有仿真研究表
征表面强化后摩擦系数改变的。但在实际工程中，经
表面处理后，试样的表面状态肯定会发生改变。目前
关于磨损仿真的文献大多采用的摩擦系数为 0.6、0.8、
0.9 ，至于摩擦系数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原试样的处理
工艺不尽相同。本文中并不讨论原始试样摩擦系数的准
确值，只考虑表面强化对原始试样摩擦系数的改变情

况，以及对微动磨损性能的间接影响。考虑到如果摩
擦系数相差较小，它们之间的微动参量或者应力状态可
能变化得并不明显，故选择让各摩擦系数之间相差的较
大一些。加之由试验发现原试样经 SP 处理后，粗糙度
增加，而经 USRP 处理后，粗糙度得以降低，最终 AsR、
SP 及 USR 试样的摩擦系数分别选择为 0.6、0.9、0.3。
模型接触中心磨损深度值在不同摩擦系数下随
循环周次的变化情况如图 9a 所示。可以看出，磨损
深度都随着循环周次的增加而不断增大。这是因为随
着微动的不断进行，接触表面的材料会不断地脱落，
从而造成材料的损失，且最终会趋于一个动态平衡状
态，即磨损量不会再随着微动循环次数继续增加。这
可能是因为此时试样由于材料损失过大而发生了断
裂，从而终止了磨损过程。除此之外，在磨损初期，
3 种摩擦状态下的磨损量相差较小，随着循环次数的
增多，磨损量也相差得越来越多。其原因可能是在早
期阶段，材料表面的金属氧化膜起到了一定的抗磨损
作用，但随着磨损的不断进行，金属氧化膜被消耗掉
变成了碎屑，或者变成第三体，加速磨损过程，且摩
擦系数越大，磨损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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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摩擦系数下随循环周次变化的磨损深度和第 20 万周次时的磨损轮廓
Fig.9 (a) Wear depth and (b) wear profile in the 200 000th cycle for different number of
cycles under different friction coefficient

从 图 9b 中 可 以 看 出 ， SP 试 样 在 左 侧 大 约
–0.255 mm 处有轻微的凸起，表明此时已经产生了微
小的塑性变形。这主要是因为此处位于高接触应力
区，且摩擦系数也较大，两者的联合作用使得该处区
域达到了剪切屈服的临界值。对于 USRP 试样和 AsR
试样，尽管也处于高应力区，但由于摩擦系数不够，
未达到剪切屈服，因此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相较于
左侧，大约在右侧 0.267 mm 区域，不管是处于何种
摩擦状态，试样都发生了明显的塑性变形，且摩擦系
数越大，塑性变形程度越明显，这是因为该区域处于
高磨损状态。除此之外，磨损轮廓还会随着摩擦系数
的增大而逐渐往外侧偏移，并且接触中心区域的磨损
深度也随着摩擦系数的增大而越来越深。其主要原因
是摩擦系数越大，其表面的微凸体越多，且间距越大，
这就使得相邻之间微凸体的结合力不够，容易导致材
料在微动过程中发生脱落，从而造成接触面间材料的
损失。随着微动循环次数逐渐增加，磨损深度也变得
更深。与此同时，接触边缘磨损痕迹也呈现出逐渐往
外侧偏移的趋势。由于循环往复的挤压，接触区域最
边缘的部位发生了明显的塑性变形，最终导致该部位
的轮廓明显变高。
较高的摩擦系数会引起材料的表面塑性变形，从
而加剧表面磨损。当摩擦系数变高时，整个接触表面
就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宏观塑性变形，此时最大当量应
力将会分布在整个接触表面上，从而引起严重的磨损
现象。对于较高的摩擦系数，磨损量也将会变得越高，
这就表明当其他条件一定时，摩擦系数的增加会使得
磨损量大幅提高，这是因为累积的塑性耗散能会导致
材料的迅速退化。此外，材料接触表面以及亚表面区
域的循环变形行为对微动磨损影响显著。因为在磨损过
程中，微动区域内的应力重分布和材料的循环塑性变形
行为息息相关，尤其是塑性变形中的棘轮行为，它极易
导致材料接触区域发生延性耗竭和诱发表面裂纹的萌

生，从而导致分层磨损。由此可推断出摩擦系数越大，
塑性耗散能就越高，材料也就越容易发生磨损。
从图 10 a1、 b1、 c1 中可知，塑性变形会随着摩
擦系数的增加而变得明显，与此同时，塑性变形的区
域也变得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当微动区域的接触应
力处于高应力状态时，摩擦系数与切向载荷呈正比例
关系，摩擦系数越大，切向载荷也就越大，就越容易
发生塑性累积的现象，甚至发生明显的剪切屈服。另
外，最大塑性应变通常出现在微动接触边缘，这是因
为接触表面处于复杂的高应力区，有很严重的应力集
中现象，而且该区域还是磨损与未磨损的边界处，为
典型的几何不连续处。高塑性应变的区域正好与磨损
引起的接触边缘相对应，并且高塑性应变是由切向载
荷引起的，而不是由法向载荷引起的，这称为“犁沟”
效应。此外，图 10a1、 b1、 c1 中左右两侧的塑性应
变区域基本是对称的，这是因为试样和加载条件也是
对称的，至于两侧塑性应变存在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两
侧滑移距离的不同，这就导致两边区域的几何变形也
不相同。由图 10 a2、 b2、 c2 中可知，接触边缘左右
两侧塑性应变都是随着循环周次而不断增加的，这就
说明塑性变形是可以累积的。对于 USRP 试样，左右
两侧塑性应变随着磨损周次呈抛物线形式逐渐递增，
且左右两侧塑性应变差值随着循环周次越来越大。除
此之外，左侧的塑性应变逐步趋于平稳，而右侧的塑
性应变仍有继续累积的趋势。 AsR 和 SP 试样左右两
侧塑性应变几乎是随着磨损周次呈线性递增的，且左
右两侧塑性应变差值也是越来越大。在第 20 万周的
时候，AsR、SP 试样右侧的塑性应变值都为左侧的 2
倍左右，而 USRP 试样右侧的塑性应变值为左侧的 5
倍左右。由此可推测出，在特定的工况下，高摩擦系
数会降低两侧塑性应变比值。综上所述，塑性应变不
仅与应力状态、循环次数有关，还与摩擦状态、滑移
距离比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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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摩擦系数下随磨损周次变化的等效塑性应变分布及其最值
Fig.10 Predicted snapshots of accumulated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and its amplitude for
different number of cycles under different friction coefficient

3.2

残余应力场对微动磨损性能的影响

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残余应力对裂纹的萌生有
阻碍作用，即残余应力能够有效地提高材料的抗疲劳
能力，但目前关于残余应力对微动磨损性能影响的研
究却鲜有报道。本文通过将残余应力场纳入到磨损仿
真之中，研究其对微动磨损的影响规律，残余应力场
的相关数据通过试验得到。考虑到残余应力沿深度方
向呈梯形分布，故可对试验中所测得的残余应力值通
过数据拟合的方式求解出来。将残余应力通过编写初
始残余应力场子程序 SIGINI 的方式引入到磨损仿真
中，其中 SP、USRP 试样对应的初始残余应力场分布
如图 11 所示。考虑到微动磨损量级大多为微米级，

a SP

加上离表面距离过远的残余应力对表面的应力应变
分布影响微乎其微，故此处的初始残余应力场的深度
只考虑到 0.3 mm。考虑到已有的文献大多都采用摩
擦系数为 0.8 来研究微动磨损仿真，故采用相同的摩
擦系数 0.8。
由图 12a 可知，引入残余应力场后，磨损深度明
显减小，USRP、SP 试样的磨损深度相比 AsR 试样分
别降低 15%、 10%。由此可知， USRP 要比 SP 的抗
磨损效果更为显著。在引入残余应力场前后，试样接
触中心的磨损深度都随着循环周次的增加而逐渐变
深，且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在磨损早期，磨损深度变
化较大，而到了中后期却变化得很平缓，逐渐有趋于
饱和的趋势。从图 12b 可以看出，在引入残余应力场

b USRP

图 11 不同强化方式下的初始残余应力场分布
Fig.11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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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残余应力场下随循环周次变化的磨损深度值和第 20 万周次时的磨损轮廓
Fig.12 Predicted evolutions for different number of cycles under different residual stress field:
a) wear depth value; b) wear profile in the 200 000th cycle

前后，试样接触区域边缘都发生了塑性累积的现象，
但引入残余应力场后，表面的弹性变形得以部分回
复。因为经 SP、USRP 处理后，试样表面引入了残余
压应力，它能够很好地抵消一部分外载荷对材料的作
用，从而减小基体材料的弹性变形。至于接触中心区
域的磨损，是因为在最终变形机制中材料的损失比弹
塑性变形更占优势，而相较于接触边缘的塑性应变现
象，这可能是因为存在边缘效应。另外，圆柱面的滑
移距离也没有超过接触边缘，故边缘也不会产生所谓
的材料的损失，反而因为存在较大的剪切力，使得该
区域为实现材料内部的平衡状态而发生了形变，从而
呈现出凹坑状的磨损轮廓。
根据图 13a1、 b1、 c1 可知，随着残余应力场的

引入，塑性应变最值的位置逐渐向两侧边缘移动。此
外，不管是否引入残余应力场，磨损轮廓都会随着磨
损周次向外延伸，且两侧相对移动的距离几乎相等。
这可能是因为施加残余应力场的磨损区域是关于接
触中心对称的，且对于有限元分析来说，里面的材料
属性也是均质且各向同性的。除此之外，加入残余应
力场后，虽然试样左侧的等效塑性应变得到了增加，
但右侧的等效塑性应变值也发生了改变，且在整个磨
损过程中都是降低的。这就说明残余应力间接地影响
到了材料内部塑性应变的流动，使得右侧的高塑性应
变流向左侧较低的塑性应变，从而达到内部塑性应变
场的自相平衡，并且仿真中所采用的线弹性理论是非
线性随动强化准则，它能很好地体现塑性应变场在外

图 13 不同残余应力场下随磨损周次变化的等效塑性应变分布及其最值
Fig.13 Predicted snapshots of accumulated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and its amplitude for
different number of cycles under different residual stres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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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用下的准确变化。另外， SP 和 USRP 试样之间
的等效塑性应变值相差较小，这主要是因为 2 种强化
工艺在材料表面所引入的残余应力场相差较小，虽然
SP、USRP 试样在离表面较远处区域的残余应力场相
差较大，但对表面的微动参量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说
明残余应力对微动参量的影响取决于残余应力的深
度及最大值的综合影响。在给定的残余应力最大值的
情况下，它所在的位置离接触表面越近越好，而在给
定的影响深度下，残余应力值越大越好，因为这样能
更好地抑制裂纹的萌生以及对微动参量产生明显的
影响。图 13 a1、 b1、 c1 的塑性应变与图 12b 中磨损
轮廓边缘的凸起形成了对应。至于接触中心区域没有
发生明显的塑性累积现象，有可能是因为随着微动循
环次数的增加，磨损所导致的接触几何发生变化以及
接触顺应性的增加，使得接触中心的塑性累积现象消
失，也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中心处产生的剪切力较小，
达不到剪切屈服的临界点，从而使得产生剪切屈服塑
性较小。图 13b1 和 c1、图 13b2 和 c2 的塑性应变变
化趋势比较类似，这是因为这 2 种试样表层及亚表层
所引入的残余应力场相差不大，表明该变量对残余应
力的变化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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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ε0 为表面的塑性应变值（ x=0）；x0 为塑性
应变为 0 时的深度；α 为塑性应变非单调变化的参数；
n 是用来描述塑性应变分布沿深度变化的参数。
一般来说， SP 处理会产生很高的塑性应变（高
达 30%~40%）。因此，表面的塑性应变，即 ε0 范围为
0.3~0.4。在本研究中，假设塑性应变的深度 x0 与残
余压应力的初始深度相同。从 USRP 和 SP 试样的显
微硬度曲线可以看出，这种强化工艺引入的显微硬度
相差不大，故可假设在该 USRP 工艺参数下， USRP
和 SP 试样产生的表面塑性应变范围也在 0.3~0.4。借
助试验所测的显微硬度分布，并结合式（ 10）得出图
14 所示的初始等效塑性应变分布。

等效塑性应变场对微动磨损性能的影响

目前对于塑性应变场对微动磨损性能的影响规
律研究甚少，因此需要对等效塑性应变场与微动磨损
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及接触区域中塑性应变的演化
有更深入的了解。考虑到由表面强化所带来的塑性应
变实测困难，目前相关的文献中还没有相关的试验数
据可供借鉴。有研究 [24]提出，显微硬度可直接反映试
样表面加工硬化的历程，进而表征表层加工硬化程度
及塑性变形影响深度，故在此用 Liu 等 [25]提出的喷丸
等效塑性应变经验公式表示相应的塑性应变场。


 pl   0 1 


n
n 1
 

x
x


exp

1


  1
x0 
  x0 


a SP

(10)

图 14

不同表面强化所引入的初始
等效塑性应变场分布
Fig.14 Distribution of accumulated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under different surface treatment

考虑到塑性应变场是沿深度方向是梯度分布的，
可对塑性应变值通过数据拟合的方式求解出来。本文
将塑性应变场通过编写初始等效塑性应变场子程序
HARDINI 的方式引入到磨损仿真中，其中 SP、USRP
试样对应的塑性应变场分布如图 15 所示。从塑性应
变场沿深度的分布曲线可知，大概在深度 0.3 mm 后
的塑性应变场几乎为 0。故为了提高仿真效率，同时

b USRP

图 15 不同表面强化所引入的初始等效塑性应变场的分布云图
Fig.15 Distribution of the initial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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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了与残余应力场深度保持一致，选择 0.3 mm
作为塑性应变场的影响深度。
不同塑性应变场下，磨损深度的变化值以及第
20 万周次沿 x 轴的磨损轮廓随循环周次的变化如图
16 所示。由图 16a 可知，引入塑性应变场前后，磨
损深度都随着循环周次呈抛物线形式逐渐增加，大概
到从第 16 万周次开始，磨损量逐渐趋于饱和。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磨损量较大，加上裂纹的作用已经达
到了断裂的临界点；由于接触面间往复相对移动，产
生的磨屑在接触边缘难以溢出，新产生的磨屑充当填
充物留在原来的磨损坑中，使得磨损量难以继续增
加。从图 16b 可知，引入塑性应变场后，磨损深度得
以明显减小，大概降低了 6%，其影响效果明显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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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应力场。这可能是因为所采用的磨损公式是和应
力分布相关的，对应变的分布不敏感，再加上引入的
应变也是比较小的，因此引入的塑性应变场对磨损量
的影响本身就比较弱。同时可以看出，即使引入了塑
性应变场，左侧的塑性应变依然很小，甚至可以说是
几乎没区别，而右侧的塑性应变有较为明显的变化，
使得磨损轮廓往接触中心方向移动。由此可知，在高
塑性区，塑性应变场不仅可以减小微动磨损痕迹，还
可以降低塑性累积效果。
不同塑性应变场下，沿水平方向随循环周次变化
的塑性应变分布以及在不同周次的塑性应变最值如
图 17 所示。从图 17a1、 b1、 c1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引入塑性应变场后，左右两侧的塑性应变区域向接触

图 16 不同等效塑性应变场下随循环周次变化的磨损深度和第 20 万周次时的磨损轮廓
Fig.16 Predicted evolutions for different number of cycles under different plastic strain field:
a) wear depth value; b) wear profile in the 200,000th cycle

图 17 不同等效塑性应变场下随磨损周次变化的等效塑性应变分布及其最值
Fig.17 Predicted snapshots of accumulated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and its amplitude for
different number of cycles under different plastic strai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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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面

边缘外侧偏移了 0.1 mm 左右。这与图 16b 中磨损痕
迹的偏移方向恰恰是相反的，相同的是塑性应变值在
引入塑性应变场后明显降低。一般认为塑性应变幅值
的变化与应变强化成反比，即应变强化会减轻接触边
缘由于循环加载而导致的塑性应变。另外可以从图
17b、 c 看出来， SP 和 USRP 试样的等效塑性应变值
变化几乎一样，这是因为文中所得出的深度方向的塑
性应变变化曲线是根据显微硬度变化趋势而来的，试
验中测得的 2 种试样的显微硬度在表面相差很小，再
加上显微硬度与塑性应变的公式转换，就使得塑性应
变曲线更加接近。从图 17 a2、 b2、 c2 中可知，在引
入塑性应变场之前，AsR 试样左右两侧的塑性应变都
是随着循环周次线性增加的，且在第 2 万周次就已经
出现了塑性累积现象；而引入塑性应变场后， SP 、
USRP 试样直到第 4 万周次才开始出现塑性应变，由
此可知塑性应变场对塑性累积有延迟效果。另外，还
观察到在这 2 种试样第 4 万周次之后的塑性应变累积
与循环周次呈线性增加，左右两侧的塑性应变差值在
引入塑性应变场之后也得以显著降低，大约降低了
35%，且左右两侧的塑性应变差值随着循环周次的增
加而增加。

4

微动疲劳试验

微动疲劳试验是通过对 INSTRON 疲劳试验机加
入微动磨损装置（如图 18 所示）来实现的。INSTRON
疲劳试验机主要是提供轴向拉 – 拉疲劳载荷，为正弦
加载，频率为 10 Hz，应力比为 0.1。设置的单卡头微
动磨损装置（见图 19 ）主要是为了提供平稳恒定的
法向载荷，其中法向载荷主要通过实时数显扭矩扳手
来施加，应力环上左右对称的 4 个螺钉主要是为了与
底板连接，从而保证整个机构能够平稳的固定在托盘
之上。两侧的固定栓是对螺栓杆进行固定支撑，同时
也是为了防止在试验过程中螺栓杆产生过大的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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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微动磨损装置
Fig.19 Schematic of fretting wear arrangement

AsR、SP、USRP 平板试样的微动疲劳（ Fretting
Fatigue，FF）S-N 曲线如图 20 所示。可以看出，AsR、
SP、USRP 试样的微动疲劳寿命都随着应力水平的增
加而降低，并且应力水平越低，强化效果越显著。
USRP 试样对微动疲劳寿命提高得最为明显，因为
USRP 试样的表面粗糙度和表面显微硬度得到很大改
善，这能很好地提高试样的抗磨损能力以及减轻应力
集中，再加上较深的残余应力，从而大幅提高了试样
的微动疲劳寿命。相比之下， SP 试样对 TC4 钛合金
微动疲劳寿命的提高效果却并不明显。一般来说，摩
擦系数较大的部件更易受到微动损伤，尤其是对微动
磨损较为敏感的钛合金。Bagherifard 等 [26]在研究喷丸
对金属材料疲劳强度的影响时发现，较高的残余压应
力和纳米晶体结构都有助于提高疲劳强度，但 SP 带
来的高粗糙度会大大削弱上述 2 种有益参数的影响。

图 20 不同表面强化下的微动疲劳寿命
Fig.20 Fretting fatigue life of after various
surface treatment

图 18 微动疲劳装置
Fig.18 Fretting fatigue test stage

AsR 试 样 的 微 动 疲 劳 寿 命 和 普 通 疲 劳 （ Plain
Fatigue， PF）寿命柱状图见图 21。可以看出，轴向
应力幅值为 600 MPa 水平下的普通疲劳寿命为 80 多
万周次，而在同应力水平下的微动疲劳寿命大概为 8
万周次，寿命大约降低了 90%。在 650 MPa 应力水
平下，寿命也降低了 75%左右，即在每一个应力水平
下，试样的 PF 寿命都比其 FF 寿命高得多。由此可
知，TC4 合金对微动损伤极为敏感，这可归因于与外
部因素相关的严苛工况条件以及材料的内部原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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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应力集中，接触区域的微动行为会严重损伤试样
的表面完整性，而且 TC4 容易发热，接触区域的微
动磨损导致局部温度升高，这也会严重损坏表面材
料。另外，还可以看出轴向应力越低，微动损伤效果
越明显，可能是因为在微动疲劳过程中，微动磨损起
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整个微动疲劳过程中，微动
磨损占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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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入的塑性应变场对磨损量的影响本身就比较弱。
引入塑性应变场，左侧的塑性应变依然很小，甚至可
以说是几乎没区别，而右侧的塑性应变有较为明显的
变化，使得磨损轮廓往接触中心方向移动。由此可知，
在高塑性区，塑性应变场不仅可以减小微动磨损痕
迹，还可以降低塑性累积效果。
4 ）对比原试样的微动疲劳和普通疲劳寿命可以
看出，加入微动磨损作用后，试样寿命显著降低，其
中在应力水平 600 MPa 时，寿命降低效果最明显，大
约降低了 90%，而在 650 MPa 时降低了 75%。此外，
USRP 试样的抗磨损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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