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76944.9

(22)申请日 2020.06.22

(71)申请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将军大道29号

(72)发明人 宋迎东　韩笑　贾蕴发　高希光　

孟维康　冯雨春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钟山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2252

代理人 上官凤栖

(51)Int.Cl.

G01N 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

识别方法

(57)摘要

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

识别方法，综合考虑了迟滞曲线中迟滞环面积和

迟滞环滑移应变的影响。基于剪滞模型，考虑了

最小疲劳谷值应力下不同界面状态，给出了界面

部分滑移和界面完全滑移下界面摩擦力与迟滞

环面积、迟滞环滑移应变的函数关系，将不同迟

滞环下面积和滑移应变的实验值带入函数关系，

识别了不同循环数下的界面摩擦力大小。本发明

提出的方法简单易行，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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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开展单向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加卸载试验，获得材料的加卸载迟滞曲线；

步骤二：计算加卸载迟滞曲线中不同循环数下的迟滞环面积和滑移应变；

步骤三：采用裂纹观测技术，获得最大疲劳峰值应力下平均基体裂纹间距；

步骤四：基于剪滞模型，建立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积、滑移应变之间的函数关系；

步骤五：将步骤二中迟滞环面积和滑移应变的实验值带入步骤四中的函数关系，识别

不同循环数下的界面摩擦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识别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一中，开展单向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加卸载试验时，最大疲劳峰值应力应大于

复合材料初始基体开裂应力。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识别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二中，对于任一循环数下的加卸载迟滞曲线，分别对卸载曲线和加载曲线进行

多项式拟合，并基于拟合曲线，计算迟滞环面积；提取加卸载迟滞曲线的最大和最小应变，

并基于下述公式计算迟滞环滑移应变：

其中，xmaxi，xmiai分别表示第i个迟滞环的最大和最小应变，σmax，σmin分别表示最大疲劳

峰值应力和最小疲劳谷值应力，sslip_i表示第i个迟滞环的滑移应变，Ec为复合材料等效弹

性模量。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识别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三中，将长度为25mm的试件粘贴上加强片，并装在加载装置上；将加载装置放

置在显微镜下；通过加载装置，给复合材料试件施加应力，直至最大疲劳峰值应力，并保持

载荷；通过显微镜观察试件上的裂纹个数，从而进一步得到复合材料平均基体裂纹间距L。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识别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四中，基于最小疲劳谷值应力下的滑移区分布，界面状态分为界面部分滑移和

界面完全滑移，针对两种不同的界面状态，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积、滑移应变之间的函数

关系如下：

1)若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则界面部分滑移，其中，ymax表示最小疲劳谷值应力下对应的理论最大反向滑移长度，

其表达式为 tanθ的表达式为 C1的表达式为 θ表示纤维应

力分布与纤维轴方向的夹角，τi为第i个迟滞曲线对应的界面摩擦力，rf表示纤维半径，vf表

示纤维体积分数，Ef表示纤维的弹性模量；对于迟滞曲线中的任一应力σj，卸载过程和加载

过程中的应变差值Δε为：

其中，θ表示纤维应力分布与纤维轴方向的夹角，yx表示应力σj下对应的理论反向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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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长度，其表达式 基于公式(3)，迟滞环面积S表示为：

鉴于 则公式(4)进一步表示为：

公式(5)积分结果如下：

其中，k1的表达式为：

此外，基于剪滞模型，界面部分滑移时，迟滞环滑移应变表示为：

联合公式(6)和公式(8)，消去ymax，得到界面部分滑移时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积、迟

滞环滑移应变之间关系，如下所示：

2)若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则界面完全滑移；

①如果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则对于迟滞曲线中的任一应力σj，卸载过程和重新加载过程中的应变差值为：

其中，Δl的表达式为Δl＝ymax-L/2，将公式(12)带入公式(4)，则迟滞环面积表示为：

其中，Δσmax＝σmax-σmin；

②如果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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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ax≥L       (14)

则对于迟滞曲线中的任一应力σj，卸载过程和重新加载过程中的应变差值为：

将公式(15)带入公式(4)，则迟滞环面积表示为：

此外，基于剪滞模型，界面完全滑移时，迟滞环滑移应变表示为：

联合公式(13)和公式(16)、(17)，得到界面完全滑移时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积、迟滞

环滑移应变之间的函数关系，并通过求解方程，得到界面完全滑移时对应的界面摩擦力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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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陶瓷基复合材料界面参数识别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

劳载荷下界面参数识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基复合材料(CMCs)具有高比强度、高比模量、耐高温、耐腐蚀等特点，成为高

推重比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优选材料。在实际服役环境中，CMCs不可避免的承受疲劳载

荷。在疲劳载荷作用下，CMCs会发生基体开裂、界面脱粘和滑移以及界面磨损等细观损伤，

导致材料的最终失效，威胁着结构的使用安全。在上述细观损伤中，界面磨损被认为是疲劳

过程中主要损伤机制，而界面磨损的体现形式是界面摩擦力的减小。由于界面摩擦力为材

料内部纤维和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因此，常规测试手段通常难以测量。

[0003] 目前，界面摩擦力识别方法主要有直接法和间接法。其中，直接法是基于纤维推入

拔出试验得到。然后，该方法存在以下几点缺点：1)试件的制备要求较高，一般要求试件小

于一定的厚度，而由于陶瓷基复合材料较脆，制备成一定厚度的试件存在较大的困难；2)由

于同一根材料不同横截面以及同一横截面不同纤维和基体之间的界面摩擦力存在差异，导

致直接法的测量结果存在较大的分散性，因此，需要大量的实验来获得材料的等效界面摩

擦力；3)3)测量的界面摩擦力不是原位的，无法直接带入细观力学模型；4)该方法无法用于

高温环境下界面摩擦力的测试。基于上述不足，间接法得到了一定发展。间接法主要有基于

迟滞环面积(Li  Longbiao，Song  Yingdong，Sun  Youchao .Estimate  Interface  Shear 

Stress  of  Unidirectional  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from  Hysteresis 

Loops[J].Applied  Composite  Materials，2012.)、迟滞环最大宽度(Fantozzi  G，Reynaud 

P.Mechanical  hysteresis  in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J].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2009，521-522：18-23.)以及迟滞环割线模量(宋迎东，韩笑，高希光，张盛，

于国强，董洪年，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界面参数识别方法，中国发明专利，授权号：

CN109632537B)等界面摩擦力识别方法，然后上述方法都是基于迟滞环中的单一因素进行

识别的，识别结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无法判断识别结果的好坏。

[0004]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简单有效，能综合迟滞环多种特征因素的单向强陶瓷基复合

材料疲劳载荷下的界面参数识别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识

别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参数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一：开展单向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加卸载试验，获得材料的加卸载迟滞曲线；

[0009] 步骤二：计算加卸载迟滞曲线中不同循环数下的迟滞环面积和滑移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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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三：采用裂纹观测技术，获得最大疲劳峰值应力下平均基体裂纹间距；

[0011] 步骤四：基于剪滞模型，建立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积、滑移应变之间的函数关

系；

[0012] 步骤五：将步骤二中迟滞环面积和滑移应变的实验值带入步骤四中的函数关系，

识别不同循环数下的界面摩擦力。

[0013] 为优化上述技术方案，采取的具体措施还包括：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一中，开展单向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加卸载试验时，最大疲劳

峰值应力应大于复合材料初始基体开裂应力。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二中，对于任一循环数下的加卸载迟滞曲线，分别对卸载曲线

和加载曲线进行多项式拟合，并基于拟合曲线，计算迟滞环面积；提取加卸载迟滞曲线的最

大和最小应变，并基于下述公式计算迟滞环滑移应变：

[0016]

[0017] 其中，xmaxi，xmini分别表示第i个迟滞环的最大和最小应变，σmax，σmin分别表示最大

疲劳峰值应力和最小疲劳谷值应力，sslip_i表示第i个迟滞环的滑移应变，Ec为复合材料等

效弹性模量。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三中，将长度为25mm的试件粘贴上加强片，并装在加载装置

上；将加载装置放置在显微镜下；通过加载装置，给复合材料试件施加应力，直至最大疲劳

峰值应力，并保持载荷；通过显微镜观察试件上的裂纹个数，从而进一步得到复合材料平均

基体裂纹间距L。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四中，基于最小疲劳谷值应力下的滑移区分布，界面状态分为

界面部分滑移和界面完全滑移，针对两种不同的界面状态，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积、滑移

应变之间的函数关系如下：

[0020] 1)若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0021]

[0022] 则界面部分滑移，其中，ymax表示最小疲劳谷值应力下对应的理论最大反向滑移长

度，其表达式为 tanθ的表达式为 C1的表达式为 θ表示纤

维应力分布与纤维轴方向的夹角，τi为第i个迟滞曲线对应的界面摩擦力，rf表示纤维半径，

vf表示纤维体积分数，Ef表示纤维的弹性模量；对于迟滞曲线中的任一应力σj，卸载过程和

加载过程中的应变差值Δε为：

[0023]

[0024] 其中，θ表示纤维应力分布与纤维轴方向的夹角，yx表示应力σj下对应的理论反向

滑移区的长度，其表达式 基于公式(3)，迟滞环面积S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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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鉴于 则公式(4)进一步表示为：

[0027]

[0028] 公式(5)积分结果如下：

[0029]

[0030] 其中，k1的表达式为：

[0031]

[0032] 此外，基于剪滞模型，界面部分滑移时，迟滞环滑移应变表示为：

[0033]

[0034] 联合公式(6)和公式(8)，消去ymax，得到界面部分滑移时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

积、迟滞环滑移应变之间关系，如下所示：

[0035]

[0036] 2)若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0037]

[0038] 则界面完全滑移；

[0039] ①如果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0040]

[0041] 则对于迟滞曲线中的任一应力σj，卸载过程和重新加载过程中的应变差值为：

[0042]

[0043] 其中，Δl的表达式为Δl＝ymax-L/2，将公式(12)带入公式(4)，则迟滞环面积表示

为：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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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其中，Δσmax＝σmax-σmin；

[0046] ②如果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0047] ymax≥L          (14)

[0048] 则对于迟滞曲线中的任一应力σj，卸载过程和重新加载过程中的应变差值为：

[0049]

[0050] 将公式(15)带入公式(4)，则迟滞环面积表示为：

[0051]

[0052] 此外，基于剪滞模型，界面完全滑移时，迟滞环滑移应变表示为：

[0053]

[0054] 联合公式(13)和公式(16)、(17)，得到界面完全滑移时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积、

迟滞环滑移应变之间的函数关系，并通过求解方程，得到界面完全滑移时对应的界面摩擦

力大小。

[005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提供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载荷下界面摩擦力识别方

法，综合考虑了迟滞曲线中迟滞环面积和迟滞环滑移应变的影响。基于剪滞模型，考虑了最

小疲劳谷值应力下不同界面状态，给出了界面部分滑移和界面完全滑移下界面摩擦力与迟

滞环面积、迟滞环滑移应变的函数关系。将不同迟滞环下面积和滑移应变的实验值带入函

数关系，识别了不同循环数下的界面摩擦力大小。该方法简单易行，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56] 图1是陶瓷基复合材料迟滞环面积随循环数变化图。

[0057] 图2是陶瓷基复合材料迟滞环应变随循环数变化图。

[0058] 图3是界面部分滑移时卸载和重新加载应力下滑移区分布和纤维应力分布图

[0059] 图4a是界面完全滑移时卸载和重新加载应力下滑移区分布和纤维应力分布图

[0060] 图4b是界面完全滑移时卸载和重新加载应力下滑移区分布和纤维应力分布图

(ymax≥L)。

[0061] 图5是陶瓷基复合材料界面摩擦力随循环数变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2]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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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下面以一种单向陶瓷基复合材料为例，识别其在疲劳载荷下的不同循环数下的界

面摩擦力，其基本材料参数见表1所示。

[0064] 表1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基本材料参数

[0065]

[0066]

[0067] 步骤一，开展单向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试验，获得材料的加卸载应力应变曲线。开

展疲劳试验时，最大疲劳峰值应力应大于复合材料初始基体开裂应力，材料才会发生细观

损伤以及界面磨损，材料应力应变曲线才会出现非线性特征。本实例中，最大疲劳峰值应力

为120MPa，大于复合材料的初始基体开裂应力80MPa，最小疲劳谷值应力为OMPa。

[0068] 步骤二，计算加卸载应力应变曲线(迟滞曲线)中不同循环数的迟滞环面积和滑移

应变。对于任一循环数下的迟滞曲线，分别对卸载曲线和加载曲线进行多项式拟合，并基于

拟合曲线，计算迟滞环面积。提取迟滞曲线的最大和最小应变，并基于下述公式计算迟滞环

滑移应变：

[0069]

[0070] 其中，xmaxi，xmini分别表示第i个迟滞环的最大和最小应变，σmax，σmin分别表示最大

疲劳峰值应力和最小疲劳谷值应力，sslip_i表示第i个迟滞环的滑移应变。

[0071] 本实例中，图1为前2000个循环内，迟滞环面积随循环数变化曲线，从中可以发现，

迟滞环面积随着循环数的增加而波动减小。图2为迟滞环滑移应变随循环的变化曲线，从中

可以发现，迟滞环滑移应变随循环数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实则对应的迟滞环割线模量随循

环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对应着材料的损伤随循环数的增加而逐渐增加。

[0072] 步骤三，采用裂纹观测技术，获得最大疲劳峰值应力下平均基体裂纹间距。将长度

为25mm的试件粘贴上加强片，并装在加载装置上。将加载装置放置在显微镜下，通过加载装

置，给复合材料试件施加应力，直至最大疲劳峰值应力，保持载荷。通过显微镜观察试件上

的裂纹个数，从而进一步得到平均基体裂纹间距L。本实例中，最大疲劳峰值应力下，平均基

体裂纹间距为500um。

[0073] 步骤四，基于剪滞模型，建立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积、滑移应变之间的函数关

系。基于剪滞模型，初次加载过程中，若加载应力大于初始基体开裂应力，则复合材料会产

生基体裂纹，进而发生界面脱粘和滑移，在随后的加卸载过程中发生界面滑移和磨损。其

中，基于最小疲劳谷值应力下的滑移区分布，界面状态可以分为界面部分滑移和界面完全

滑移。针对两种不同的界面滑移状态，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面积、滑移应变之间的函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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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下面对这两种不同界面状态分别进行讨论：

[0074] 1)若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0075]

[0076] 则界面部分滑移。其中，ymax表示最小疲劳谷值应力下对应的最大反向滑移长度，

其表达式为 C1的表达式为 tanθ的表达式为 θ表示纤维应

力分布与纤维轴方向的夹角，τi为第i个迟滞曲线循环对应的界面摩擦力，rf表示纤维半径。

界面部分滑移时，对于迟滞曲线中的任一应力σj，其应力分布如图3所示，则卸载过程和重

新加载过程中的应变差值为：

[0077]

[0078] 其 中 ，y x 表 示 应 力σj 下 对 应 的 理 论 反 向 滑 移 区 的 长 度 ，其 表 达 式

Ef，Ec分别表示纤维和复合材料的弹性模量，vf表示纤维体积分数。基于

公式(3)，迟滞环面积可表示为：

[0079]

[0080] 鉴于 则公式(4)可进一步表示为：

[0081]

[0082] 公式(5)积分结果如下：

[0083]

[0084] 其中，k1的表达式为：

[0085]

[0086] 此外，基于剪滞模型，界面部分滑移时，迟滞环滑移应变可表示为：

[0087]

[0088] 联合公式(6)和公式(8)，消去ymax，可以得到界面部分滑移时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

面积、迟滞环滑移应变之间关系，如下所示：

[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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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2)若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0091]

[0092] 则界面完全滑移，进一步，如果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

如下所示的关系：

[0093]

[0094] 则对于迟滞曲线中的任一应力σj，其应力分布如图4a所示，则卸载过程和重新加

载过程中的应变差值为：

[0095]

[0096] 其中，Δl的表达式为Al＝ymax-L/2，将公式(12)带入公式(4)，则迟滞环面积可以

表示为：

[0097]

[0098] 其中，Δσmax＝σmax-σmin；

[0099] 进一步，如果疲劳谷值、峰值应力和平均基体裂纹间距之间满足如下所示的关系：

[0100] ymax≥L        (14)

[0101] 则对于迟滞曲线中的任一应力σj，其应力分布如图4b所示，卸载过程和重新加载

过程中的应变差值为：

[0102]

[0103] 将公式(15)带入公式(4)，则迟滞环面积可以表示为：

[0104]

[0105] 此外，基于剪滞模型，界面完全滑移时，迟滞环滑移应变可表示为：

[0106]

[0107] 联合公式(13)和公式(16)、(17)，可以得到界面完全滑移时界面摩擦力与迟滞环

面积、迟滞环滑移应变之间的函数关系，并通过求解方程，可以得到界面完全滑移时对应的

界面摩擦力大小。

[0108] 步骤五，将步骤二中不同循环数下的迟滞环面积和迟滞环滑移应变带入步骤四中

界面摩擦力的函数关系，计算不同循环数下的界面摩擦力。本实例中，将表1中的参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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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2中迟滞环面积和滑移应变步骤四中的公式，识别出不同循环数下的界面摩擦力，结果

如图5所示。从中可以发现，界面摩擦力随循环的增加而数波动减小。

[0109] 需要注意的是，发明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前”、“后”等的用语，亦

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

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0110]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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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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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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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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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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