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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滚压加工表面微织构的研究∗

王世杰　 邓建新　 孟　 莹　 孙　 伟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６１）

摘　 要：为了研究超声滚压加工表面微织构工艺，选用 ４５ 钢试样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工艺参数包括滚压球

直径、步距、静压力和进给速度对织构形貌及深度的影响，并对织构化后工件的表面性能进行了单因

素实验。 结果表明，超声滚压工艺可以在表面制备稳定的织构，滚压球直径与步距对表面形貌影响

较大，采用 ８ ｍｍ 滚压球与 ０．２ ｍｍ 步距参数，能获得较为明显的织构形貌。 静压力的提升可以有效

提升表面硬度及晶粒细化程度，而进给速度对表面性能的影响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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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工程实践和仿生学的研究表明，表面织构可

以赋予零件特殊的表面性能，如改变零件表面的润湿

性，提高摩擦磨损性能［１］ 等。 至今为止已经出现了很

多种加工表面织构的方法，主要包括激光加工［２］、电
火花加工［３］、光刻技术［４］、离子束蚀刻［５］、金刚石微切

削［６］和喷丸［７］等，这些方法往往存在着难以保证表面

尤其是沟槽内部稳定质量的问题，且大多设备昂贵，加
工要求条件较高。

超声滚压是在传统滚压加工的基础上加入超声振

动的一种新型加工方式，在保证了表面高性能的同时

也更易于控制，加工表面产生均匀塑性流动，可以形成

较为规则的表面纹理［８］。 采用超声滚压加工织构可

以节约成本，提高表面质量与加工效率［９］。 为验证这

种工艺的可行性，探究其加工效果，本文采用超声滚压

技术在试样表面加工直线沟槽微织构，并对比不同工

艺参数对表面特性的影响，选用材料为导轨 ４５ 钢，以
判断这种工艺应用于机床导轨的效果。

１　 实验设计

１．１　 实验装置

本实验采用的试样基体是抛光至镜面的 １５ ｍｍ×１５
ｍｍ×５ ｍｍ 的 ４５ 钢块状件。 采用的超声滚压设备具体组

装如图 １ 所示，图中超声执行设备内部包括气缸，超声换

能器和变幅杆等组成部分。 超声设备与气泵为滚压头提

供一个高频动载荷与恒定的静载荷，使表面产生弹塑性

变形，晶粒细化，形成硬化层与残余应力层［１０－１１］。

∗ 山东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２０２０ＣＸＧＣ０１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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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方法

加工方法采用直线往复式加工沟槽织构，为保

证加工时不会因滚压球抬起和落下的冲击导致加工

效果受到影响或滚压球受损，在每道之间滚压球不

离开试样表面［１２］ ，如图 ２ａ 所示，图中黑色轨迹标志

３ 个周期加工路线，图中一道沟槽由正反两次滚压加

工而成。
由之前的研究可知，步距与滚珠直径对表面加工

效果有着较大的影响［１３－１４］。 因此，先采用 ＹＧ６ 材料

的 ６ ｍｍ 与 ８ ｍｍ 两种不同直径滚珠对步距进行单因

素实验，从中选出滚压形貌较好的参数，并以此为基础

研究静压力与机床进给速度对表面特性的影响，加工

后的表面在光学显微镜下的表征如图 ２ｂ 所示。 超声

振幅固定为 ７ μｍ，频率为 ２８ ｋＨｚ，可变工艺参数及其

变化范围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工艺参数与变化范围

滚压球直径 ／ ｍｍ 步距 ／ ｍｍ 进给速度 ／ （ｍｍ ／ ｍｉｎ） 静压力 ／ Ｎ

６，８ ０．１～０．４ ２００～２ ０００ ４００～１ ０００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加工参数对织构表面形貌的影响

超声滚压加工表面织构后，采用白光干涉仪对表

面三维形貌进行表征，图 ３、４ 展示了 ６ ｍｍ 与 ８ ｍｍ 直

径滚压球采用不同步距加工试样的三维形貌图。 由于

超声滚压属于等材加工，加工后的试样表面织构形貌

与增减材加工有着较大的差别。 由图 ３、４ 可知，随着

滚压步距增大，表面织构并不是简单深宽变化，也伴随

着总体形貌的改变，织构宽度增加的同时两道较高的

主表面峰之间开始出现次级峰谷并发生着越来越明显

的区分。 其原因与加工轨迹有关，采用往复式的加工

实际一次周期为两次方向相反的滚压方向加工，因此

在一个周期内加工方向的不同会导致材料不均匀堆

积，使一次往返加工并不能产生理论上相同的加工效

果，这也是步距与球半径会对表面形貌有较大影响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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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超声滚压为等材加工，在对表面织构形貌进行

数值化分析时，不能采用织构深度或凸起高度进行定

义。 加工表面总体较为均匀，故任取 ３ 个周期，计算轮

廓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差值即最大峰谷高度并取平均值

来作为织构深度（高度）的评判标准。 平均峰谷高度

随织构宽度变化的趋势如图 ５ 所示，织构宽度为步距

的两倍，即一次往复周期宽度。 加工织构整体趋势是

随着步距增大，平均峰谷高度同步增大，采用 ６ ｍｍ 滚

压球加工在织构宽度 ０．３ ｍｍ（图 ３ｂ）处减少，而 ８ ｍｍ
球则在织构宽度 ０．５ ｍｍ（图 ４ｄ），０．８ ｍｍ（图 ４ｆ）处减

少。 观察对比图 ３ａ、ｃ 和图 ４ｃ、ｅ 可知，图 ３ｂ 和图 ４ｄ
处于次峰即将出现区分的过渡状态，此时表面材料分

布变化明显并趋于均匀，造成了平均峰谷高度的下降。
图 ４ｆ 处的下降则与滚压球直径有较大关系，可以观察

到 ６ ｍｍ 球在次峰出现后，表面平均峰谷高度仍在上

升，而 ８ ｍｍ 球则在一次上升后开始下降。 可以判断 ６
ｍｍ 球由于加工时同压深下较小的接触面积，对工件

表面产生了更大的压力且两道加工轨迹之间干涉较

小，因此在峰出现区分后，球的压深作用仍占主导。 而

８ ｍｍ 球则由于同压深下更大的表面接触面积，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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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深度后，改变间距对球表面材料的分配影响更大，
因此在表面材料分配趋于均匀时平均峰谷高度下降。

对 ８ ｍｍ 球滚压的所有步距试样进行了 ＳＥＭ 表征

（图 ６），在 ０．１ ｍｍ 和 ０．１５ ｍｍ 的步距下，表面较为平

滑，加工更多表现为表面光整效果，在步距增至 ０． ２
ｍｍ 以上后，表面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织构纹理，由图

６ｃ 可以看出，０．２ ｍｍ 步距加工的织构形貌表征最为清

晰，因此选取能形成稳定峰谷织构形貌且织构较为明

显的 ８ ｍｍ 球、０．２ ｍｍ 步距进行后续实验，该条件下加

工的单个织构形貌如图 ７ 所示，单个织构的偏向也说

明了单个沟槽内正反两次滚压的叠加效果。 静压力单

因素实验采用 １ ０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进给速度，进给速度单因

素实验采用 ４００ Ｎ 静压力。 平均峰谷高度随静压力与

进给速度变化如图 ８ 所示。 由图 ８ａ 可知，随着静压力

增大，平均峰谷高度有下降趋势，这说明增大的静压力

使多道滚压之间的干涉加强，削峰填谷作用变强，织构

变得不明显。 而进给速度（图 ８ｂ）对表面形貌的影响

与静压力有类似之处，进给速度较小时，单位面积受到

的冲击就会变多，因此可以类比静压力增大的效果，使
表面变平滑，而在进给速度由 １ ０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大幅增加

至 ２ ０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时，单位面积下较少的冲击次数无法

使金属得到充分的变形和强化，因此产生了相反的

变化。



· ７７　　　 ·

２．２　 加工参数对表面硬度与弹性模量的影响

为探究超声滚压织构化对表面的强化效果，采用

纳米压痕仪对试样表面进行了测试，得到了载荷－位
移曲线，以此为基础，可以计算得到加工后表面的显微

硬度 Ｈ 与弹性模量 Ｅ（图 ９），各实验参数与硬度及弹

性模量汇总于表 ２（均采用 ８ ｍｍ 直径球进行加工）。
由图 ９ａ 可知，经滚压加工后的表面显微硬度比未经滚

压的工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而对比 ０．２ ｍｍ 和

０．２５ ｍｍ 步距的加工效果，可以发现弹性模量在 ０．２５
ｍｍ 步距时产生了大幅下降，说明加工并不能保证表

面刚度得到稳定提升，而 ０．２５ ｍｍ 硬度会略低于 ０．２
ｍｍ 的原因在于更大的步距使多道滚压之间的叠加影

响降低，强化效果减弱。
由图 ９ｂ 可知，随着静压力的增加，硬度有着较大

幅度的稳定上升，而弹性模量没有产生稳定的变化趋

势而是小范围内波动，因此增加静压力对表面刚度影

响较小。 如图 ９ｃ 所示，弹性模量随着进给速度减小而

稳定上升，但表面硬度并未随着进给速度减小而保持

减小趋势。 相比于其他进给速度下加工的试样来说，
２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进给速度下加工表面硬度的提升效果不

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在 ２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的进给速度下表

面受到多次冲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微观损伤，造成了

硬度下降。

表 ２　 不同试样加工工艺参数与其显微硬度 Ｈ 和

弹性模量 Ｅ 和塑性指数 Ｈ ／ Ｅ

步距 ／ ｍｍ
进给速度 ／
（ｍｍ ／ ｍｉｎ）

静压力 ／ Ｎ Ｈ ／ ＧＰａ Ｅ ／ ＧＰａ Ｈ ／ Ｅ

抛光 ＼ ＼ ８．０２ ２３６．６４ ０．０３４

０．２ １ ０００ ４００ ９．２９ ２４６．３６ ０．０３８

０．２５ １０ ００ ４００ ９．０９ ２２５．８３ ０．０４０

０．２ １ 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４９ ２３８．５９ ０．０４４

０．２ １ 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１．４４ ２４０．１７ ０．０４８

０．２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２．５８ ２４７．３３ ０．０５１

０．２ ２ ０００ ４００ ８．３３ ２４１．５２ ０．０３４

０．２ ５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５２ ２４９．８１ ０．０４２

０．２ ２００ ４００ ８．５８ ２５６．３７ ０．０３３

硬度（Ｈ）与弹性模量（Ｅ）的比值可以定义为塑性

指数（Ｈ ／ Ｅ），它代表了材料的塑性指数或弹性应变能

力，可以用来预测材料的磨损行为［１５］。 一般 Ｈ ／ Ｅ 值

越高，证明材料有着越优秀的抗磨损性能。 由表 ２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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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所有的试样中，０．２ ｍｍ 步距，１ ０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进给

速度，１ ０００ Ｎ 静压力参数下加工的试样表面可能具有

最高的耐磨性。
２．３　 加工参数对表面晶相的影响

使用 ＣｕＫα 辐射 Ｘ 射线衍射仪对试样表面的晶相

信息进行了鉴定。 图 １０ 为各加工参数试样的 ＸＲＤ 图

谱以及主峰（１１０ 晶面）部分放大图。 由图 １０ａ、ｂ 可

知，随着静压力的增加，衍射峰强度逐渐减小，峰宽增

大，这是因为材料在超声滚压的作用下，试样表面层发

生塑性变形，晶粒被拉长而产生细化［１６］。 因此随着滚

压力增大，晶粒细化程度越来越高。 同时，加工也改变

了晶体结构，晶面角度的变化能反应残余应力的改变，
与未加工件对比，４００ Ｎ 时衍射峰向低角度偏移，可见

在该静压力加工后的试样表面产生了一定的拉应力，
而随着静压力增大，衍射峰向右偏移，表面压应力逐渐

增大。 由图 １０ｃ、ｄ 可知，进给速度对晶相的影响较为

复杂，但可以看出 ５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的进给速度下晶粒细

化程度最高。
通过谢勒公式结合衍射峰的半峰全宽（ＦＷＨＭ）

可以大致计算出试样表面的晶粒尺寸［１７］，图 １１ 为经

计算得到的平均晶粒尺寸随加工参数变化图。 由图

１１ａ 可知，随着静压力增大平均晶粒尺寸下降。 图 １１ｂ
结合图 １０ｃ、ｄ 可以看出随着进给速度减小，晶粒尺寸

在 ５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时骤降，而在达到 ２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时晶粒

尺寸反而增大。 图 １１ｂ 的规律与图 ９ｂ 相对应，可以得

出在 ２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进给速度下，过度冲击引起的晶粒

粗化导致了力学性能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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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１）对 ４５ 钢试样进行了超声滚压织构化加工，证
明了超声滚压工艺可以用于加工稳定的微织构表面。
对超声滚压加工后的织构表面进行了三维形貌观测，
证明了步距和滚压头直径对加工后的表面织构形貌有

较大影响，其中采用 ８ ｍｍ 滚压球 ０．２ ｍｍ 步距加工的

表面织构最为明显与稳定。 单因素实验中，４００ Ｎ 滚

压力和 １ ０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能获得最大的表面平均峰谷

高度。
（２）对试样进行了表面硬度和弹性模量测试。 超

声滚压加工可以有效提升表面硬度，改变步距对硬度

影响较小。 硬度随着静压力增大和进给速度降低有提

升趋势，但在进给速度减小至 ２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时降低。
静压力对弹性模量影响较小，随着进给速度减小，弹性

模量增大。 ０． ２ ｍｍ 步距，１ ０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进给速度，
１ ０００ Ｎ 静压力参数下加工的试样具有最高的 Ｈ ／
Ｅ 值。

（３）对试样进行了晶相信息鉴定，证明了超声滚

压加工对工件表面有晶粒细化作用。 随着静压力的增

大，表面晶粒平均尺寸减小。 随着进给速度降低，晶粒

尺寸减小，在 ５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下达到最小，这与硬度的分

析结果相符。 随着静压力的增大，表面残余压应力有

增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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