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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织构对钢制导轨表面摩擦性能的影响
*

张 赟 邓建新 岳鸿志 李学木
(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利用激光加工技术在钢制导轨副上制备了 4 种不同的微织构，并通过优化加工功率、扫描速度等激

光参数获取了质量良好的微织构。在油润滑的条件下，利用自制导轨摩擦试验机进行直线往复式摩

擦实验。通过仿真软件分析微织构对导轨副接触面的接触应力的影响，结合微织构存储和供应润滑

油的能力和产生额外的流体动压效应的能力等作用机理来分析实验结果，探究不同的微织构对导轨

副摩擦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 当扫描速度为 150 mm/s、加工功率分别为 8 W 和 5 W 时，可以获得

质量良好的沟槽和圆孔; 所有的微织构都可以改善导轨副接触面的接触应力; 在磨合阶段，微织构并

不能减小导轨副的摩擦系数，而在稳定磨损阶段，所有的微织构都有一定的减摩能力，其中圆孔微织

构减小了 14．6 %，与导轨运动方向平行的直线型微织构减小了 2．4 %，网格型微织构和与导轨运动

方向垂直的直线型微织构分别减小了 7．9 %和 5．5 %。这是由不同的微织构其存储和供应润滑油的

能力、产生额外流体动压效应的能力和改善接触面接触应力的能力不同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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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cro－texture on the surface friction properties of steel guide r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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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four different micro－textures are prepared on the steel guide rail by laser processing tech-
nology，and the laser power is optimized by processing power，scanning speed． The parameters obtained
a good quality micro texture．Under the condition of oil lubrication，the linear reciprocating friction test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self－made guide rail friction tester． The simulation software is used to ana-
lyze the influence of micro－texture on the contact stress of the contact surface of the guide rail，then com-
bine the two mechanisms of micro－texture storage and supply of lubricating oil and the ability of micro－
texture to generate additional hydrodynamic effect，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icro－textures
on the friction properties of the guide rail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the scanning speed is 150mm /
s，and the processing power is 8W and 5W，good quality micro－grooves and micro－dimples can be ob-
tained respectively． All of the micro － textures can improve the contact stress of the auxiliary contact
surface of the guide rail． In the running－in phase，the micro－texture does not reduce the friction coeffi-
cient of the guide rail pair． In the stable wear phase，all micro－textures have a certain friction－reducing
ability，and the anti－friction ability of the dimple－type micro－texture is 14．6%，while the linear micro－
texture parallel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guide rail is 2．4%，and the linear micro－texture perpendicular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guide rail is between 5．5% and grid type micro texture is 8．5%．This is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micro－textures that differ in their ability to store and supply lubricant，to create additional fluid
dynamic pressure effects and to improve contact stress at the contact surface．

Keywords: laser texture; contact stress; storage and supply of lubricating oil; fluid dynamic pressure; reduce friction

机床导轨作为机床的重要组成机构，广泛应用于

各种机床上，其精度是机床加工精度的保障。导向和

承载是导轨的两个基本功能，导轨的性能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即导向精确性与精度保持能力。导向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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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的是在导轨上的运动物体的运动方向具有准确

性。精度保持能力指的是导轨在使用过程中摩擦力较

小，不妨碍导轨上物体的正常运动，且导轨在多次使用

后磨损较小，使其依然具有较好的使用性能。导轨的

导向准确性可以由导轨的加工制造精度来保证，所以

为提高机床导轨副的性能，提高其精度保持能力为关

键。而提高导轨的精度保持能力，应该以提高其减摩

能力为主要任务［1］。
Hamilton 等［2］发现，微织构可以使摩擦副表面获

得额外的流体动压效应，减小摩擦副的摩擦系数，提高

其润滑性能。Andriy Kovalchenko 等［3］在 H－13 模具

钢试件上表面加工出有序排列的微圆孔，发现微织构

可以存储润滑油，还可以形成流体动压效应，从而改善

金属配副试件的摩擦性能。郑龙［4］等通过研究了东

方沙蚺的鳞片，从而在抽油泵柱塞表面加工出微织构，

发现微织构的存在可以改变试件的接触应力分布，从

而有利于增大油膜厚度，在低速重载下对润滑效果的

作用尤其明显。摩擦副表面微织构能有效改善其摩擦

性能的主要作用机理包括 3 个方面: ( 1) 微织构能存

储润滑油，并为摩擦副表面持续供应润滑油，使润滑更

加充分; ( 2) 微织构能改善摩擦副接触面的应力分布，

增大油膜厚度; ( 3) 微织构能够产生额外的流体动压

效应，形成稳定的承载润滑油膜。因此，在导轨副表面

制备微织构可以减小表面的摩擦系数，提高其减摩

能力。
目前最常见的微织构形状为沟槽型与圆孔型［5］，

两者的制造过程最简单，制造成本最低，并且都可以减

小摩 擦 副 表 面 的 摩 擦 系 数，改 善 摩 擦 副 的 润 滑 性

能［6］。胡天昌等［7］利用激光技术在 45 #钢摩擦副上

制备了微织构，并在干摩擦的条件下研究了微织构对

其摩擦性能的影响，发现较大的孔径更有利于减摩抗

磨，提高了材料的耐磨性。ANDEＲSSON 等［8］利用激

光加工技术在钢表面上制备了微织构，研究发现微织

构的存在减小了表面摩擦、减缓了磨损。Etsion［9］等

在密封环上制备了微织构，表面微织构可以改善密封

环的表面摩擦特性。符永宏［10－11］等建立了表面润滑

数学模型并优化了微织构的形貌参数减小了摩擦系

数、改善了润滑条件。邓建新［12］等在 Al2O3 /TiC 陶瓷

刀具上利用激光技术制备了微织构，并在微织构表面

沉积了软涂层，采用球盘往复摩擦实验表明了微织构

表面与涂层结合可以有效改善刀具表面摩擦学性能。
本文利用激光加工在导轨副的上导轨试件表面制

备了 4 种不同的微织构，分别为圆孔型微织构和 3 种

沟槽型微织构。其中沟槽型微织构包括 2 种直线型微

织构( 微织构方向分别与导轨运动方向平行和垂直)

和网格型微织构。研究了不同的微织构在乏油条件下

对 40Gr－45#钢导轨副的摩擦性能的影响。采用面—
面接触的方式，在常温下，使用自制导轨摩擦试验机对

导轨试件进行直线往复摩擦实验，从微织构存储和供

应润滑油的能力、对导轨接触面的接触应力分布的影

响、产生额外流体动压效应等三个方面探究不同形状

的微织构对导轨副的摩擦性能的影响。

1 实验

1．1 实验材料的准备

实验采用 40Gr 和 45#钢作为实验材料，其中 40
Gr 为上导轨材料，45#钢为下导轨材料，其尺寸分别为

30 mm×20 mm×15 mm 和 300 mm×25 mm×25 mm，其

材料性能见表 1 所示。

表 1 上下导轨材料的性质

材料 粗糙度 Ｒa /μm 硬度 / HＲC

40 Gr 0．8 32～37

45#钢 0．4 40～45

将导轨试件泡入重油污清洁液 LJ—926 溶液中，

用超声波清洗仪清洗 15 min，清洗干净后烘干备用。
上下导轨试件如图 1 所示。

1．2 微织构的设计

在上导轨接触面上设计了 4 种不同的微织构，微

织构形状如图 2 所示。接触面特征不同的导轨试件代

号如表 2 所示。

表 2 上寻轨接触面特征及代号

名称 无微织构

直线型微织构

运动方向

平行

运动方向

垂直

网格型微织构 圆孔型微织构

代号 ET HL VL MH ＲD

1．3 激光制备微织构

利用 XCGX－20W 光纤激光加工仪在上导轨试件

接触面加工出上述的 4 种不同的微织构。由于激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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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参数对导轨试件表面的微织构形貌影响很大，所

以本文通过优化激光的功率、扫描速度等加工参数，获

得加工质量良好的微织构。实验采用控制变量法，设

计了多组加工参数。由于激光加工沟槽与圆孔的扫描

方式不同，因此设计了不同的激光参数。实验设计的

激光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设计不同的激光加工参数

HL、VL、MH ＲD

加工功率 /W 4、8、12、16、20 5、10、15、20

扫描速度 / ( mm/s) 50、100、150、200、250 50、100、150、200、250

1．4 摩擦实验

摩擦实验设备采用自制的导轨摩擦试验机，如图

3 所示。该试验机由夹具、测力装置、加载装置、往返

运动装置和控制系统等组成，可实现面—面接触方式

的导轨副在干摩擦和乏油状态下的模拟实验，并能在

实验过程中实时记录导轨副的摩擦力。

润滑油采用 46#抗磨液压油。实验前在下导轨试件的

往复运动区滴 2 ml 的润滑油，将其涂抹均匀后不再向

导轨副供应润滑油。将导轨副安装固定在试验机的特

定夹具上，将试验机的载荷设置为 1 200 N，上下试件

的接触面积为 600 mm2，实际压力为 2 MPa。设置导

轨试件的运动速度为 10 mm /s，往返的行程都为 50
mm，实验时间为 40 min。最后设置数据采集方式为自

动上传，采集的时间间隔为 250 ms。
实验对比研究了 5 种不同的导轨在相同载荷、相

同滑动速度以及乏油状态下的摩擦性能。实验过程

中，可以从摩擦试验机中直接获得试件的摩擦力，然后

将摩擦力除以载荷就可以得到摩擦系数。对摩擦系数

进行处理后，得到摩擦系数变化曲线，并根据该曲线得

到导轨副在稳定摩擦阶段的平均摩擦系数。

2 结果讨论与分析

2．1 微织构的制备

实验发现在较低的扫描速度、较大的加工功率下

微织构烧结情况很严重，在沟槽和圆孔内部形成了堵

塞和烧结物的堆积，堆积情况严重，沟槽内和圆孔内堆

积高度最高分别可达 20 μm 和 130 μm 以上，导致微

织构的内部比周围未加工表面高，质量很差，如图 4a、
c 所示。而在较高的扫描速度、较小的加工功率下的

微织构烧结情况较轻微，仅在边缘处出现了较少的烧

结物堆积，堆积的高度较低，沟槽内和圆孔内堆积高度

最高仅为 5 μm 和 20 μm 左右，并且沟槽和圆孔都有

一定的深度，质量良好，如图 4b、d 所示。

因此，为获得具有一定深度形貌质量良好的微织

构，应该选用较小的加工功率、较高的扫描速度。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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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加工沟槽的激光参数为: 加工功率 8 W、扫描速度

150 mm /s; 加工圆孔的激光参数为: 加工功率 5 W、扫
描速度 150 mm /s。

用上述激光参数制备的微织构形貌如图 5 所示，

微织构参数为: 沟槽的深度 10 ～ 20 μm，边缘处烧结物

堆积高度最高 5 μm，沟槽宽度 60 μm，其中热影响区

宽度共 40 μm，沟槽实际宽度 20 μm; 圆孔内部深度 3
～8 μm，边缘凹入处 10 ～ 18 μm，凸起处高度最高 20
μm，圆孔直径为 500 μm。

图 6 为微织构形貌图。其中相邻沟槽的间距为 1
mm; 相邻圆孔的中心距为 1 mm。由于激光加工仪是

利用高温融化加工的原理来加工试件，融化的钢材会

在微沟槽和微圆孔的边缘处形成熔融堆积物，需利用

专用软毛刷去除表面过多的残余熔融物，并用乙醇溶

液对试件进行超声清洗 15 min，待干燥后烘干备用。

2．2 微织构对摩擦系数的影响

图 7a 为 5 种导轨试件在 1 200 N 载荷，10 mm /s
运动速度下的摩擦系数变化曲线图。实验时间 0 ～ 10
min 为导轨副的磨合磨损阶段，10 ～ 40 min 为稳定磨

损阶段。在磨合阶段，所有试件表面的润滑效果都不

好，摩擦系数很大。在稳定磨损阶段，所有具有微织构

的导轨试件表面摩擦系数都小于无织构的导轨试件，

其中 ＲD 的减摩效果最好，HL 的减摩效果最差。图 7b
为 5 种导轨试件在稳定磨损阶段的平均摩擦系数图。
其中表面无微织构的导轨试件 ET 的平均摩擦系数为

0．164。分别与 ET 对比可得: 减摩效果最好的是 ＲD，

其平均摩擦系数为 0．140，减小了 14．6%左右。其次是

MH 和 VL，其平均摩擦系数分别为 0．151 和0．155，减

小了大约 7．9%和 5．5%。而减摩效果最差的为 HL，其

平均摩擦系数为 0．16，减小了仅 2．4%左右。

2．3 导轨副接触面接触应力的仿真

由于本次实验条件是乏油状态和低速重载，所以

导轨副接触面间的润滑情况为边界润滑，故相对于微

织构产生的额外的流体动压效应，微织构对导轨副接

触面间的接触应力的影响会对最终的润滑效果起较大

的作用，因此本文利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对导轨

模型进行仿真分析，以得到接触应力的仿真结果。而

对于微织构产生额外的流体动压效应，本文仅根据流

体动压效应的定义和查阅相关的文献［13］来粗略地

估计不同的微织构产生流体动压效应的能力，不进行

精确的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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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仿真分析是为了得到微织构对导轨表面

的接触应力的影响，因此为了减小计算量，提高计算效

率，在建模阶段将导轨副模型按比例缩小。在上导轨

模型接触面上设置微织构，将沟槽的宽度和深度都设

置为 20 μm，将圆孔的直径设置为 500 μm。建立了仿

真单元体三维模型，如图 8 所示。

设置模型材料，由于材料对本次仿真的结果影响

不大，且实验中所用的导轨试件材料 40Cr 和 45#钢都

是结构钢，所以将上下导轨模型材料都设置为默认的

结构钢( structure steel) 即可，密度为 7．85 g /cm3，杨氏

模量为 2．1×1011 Pa，泊松比为 0．3。设置接触条件，如

图 9a 所示，采用面面接触方式，将具有微织构的上导

轨模型表面设置为接触面( contact face) ，下导轨模型

的表面设置为目标面( target face) ，接触方式为摩擦接

触( frictional) 。由于上下导轨模型之间是没有相对运

动的，故摩擦系数不影响仿真结果，因此将摩擦系数设

定为 0．2 即可，将界面处理( interface treatment) 设置为

接触调整( adjust to touch) 。为防止加压过程当中出现

接触面相互穿透现象，利用 mesh 命令对模型进行整

体网格划分。为增加分析结果的精确程度，对具有微

织构的上导轨模型接触表面进行网格加密处理，如图

9b 所示。设置仿真条件，模拟真实的压力对上导轨模

型的上表面施加 2 MPa 的压强，并在下导轨模型的下

表面设置固定约束，如图 9c 所示。最后进行有限元模

型的求解。

对有限元模型进行求解，求得的上导轨模型接触

面的应力分布如图 10 所示。

观察并对比了上述 5 种不同的上导轨模型表面的

接触应力情况，将其汇总成表，如表 4 所示。
结合图 10 和表 4 可以看出，所有的微织构都减小了

上导轨模型接触面的最大应力值和应力的变化梯度，其

中沟槽型微织构减小的幅度最大。图 10e 所示，ＲD 的最

大应力值为 4 MPa 比 ET 略大，但是其最大应力不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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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而分布在微织构内部，对接触面的润滑情况基本没

有影响。在低速重载的条件下，导轨副接触应力情况的

改善会对最终的润滑效果起着较大的作用。

表 4 上导轨模型表面的接触应力情况汇总

接触面最大

应力值 /MPa
接触面最大应力与

最小应力差值 /MPa
最大应

力分布

最大应力

值 /MPa

ET 3．95 2．3 接触面 3．95

HL 2．66 0．6 接触面 2．66

VL 2．65 0．6 接触面 2．65

MH 2．60 0．6 沟槽内 3．01

ＲD 3．50 1．3 圆孔内 4．00

2．4 不同的微织构对导轨副摩擦系数影响的结果分析

本文从微织构存储和供应润滑油的能力、产生额

外动压效应的能力以及改善接触面接触应力的能力等

3 个方面来分析本次摩擦实验结果。
在磨合阶段，所有的导轨试件表面的摩擦系数很

大的原因是: 由于本次实验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故没有

对导轨副进行打磨、研磨、抛光等一系列减小粗糙度值

的处理，因此在磨合阶段，所有的试件表面的粗糙峰都

很高，微织构不能发挥减摩的作用。
对于稳定摩擦阶段:

ＲD 的表面摩擦系数最小的原因是: 圆孔的体积较

大，覆盖范围较广，所以 ＲD 可以存储大量润滑油，在导轨

副相对运动的过程中能为导轨试件表面较大的面积充分

供应润滑油。ＲD 表面的接触应力减小，并且由文献［14］
知，大小适当的微圆孔还可以产生较好的流体动压效应。
因此综合三者因素，ＲD 表面摩擦系数最小。

VL、MH 表面摩擦系数较小但比 ＲD 大的原因是:

由于沟槽的体积和覆盖的范围都很小，所以存储的润

滑油量很少，而在导轨副相对运动过程中微织构与导

轨副的接触面积较大，因此不能为接触面充分供应润

滑油。但是 VL 和 MH 表面的接触应力很小，且微沟

槽产生的流体动压效应较好［15］。所以综合三者因素，

VL 和 MH 的摩擦系数较小。
HL 的摩擦系数稍有减小，但减摩作用效果并不

明显的原因是: HL 的沟槽与导轨副运动方向相同，在

导轨副相对运动过程中沟槽内的润滑油只能为试件表

面极小的面积供应，而其余接触面没有润滑油的供应。
根据流体动压效应形成的定义，当相对运动接触表面

存在一定的楔形间隙，且流体的相对流动方向是从大

间隙入口流向小间隙出口时，由于压力流和剪切流的

存在，可以形成稳定的承载润滑油膜，即流体动压效

应，而 HL 的沟槽与导轨副运动方向一致，没有明显的

楔形间隙，故不能形成流体动压效应。但是 HL 表面

的接触应力很小。因此综合三者因素，HL 的摩擦系

数稍有减小，但减摩作用效果并不明显。

3 结语

本文利用激光加工技术在 40 Gr 上制备了 4 种不

同的微织构，通过优化加工功率、扫描速度获得了质量

良好的微织构，利用自制导轨摩擦试验机进行直线往

复摩擦实验，并通过有限元的仿真分析，得到了微织构

对导轨副接触面接触应力的影响，结合微织构存储和

供应润滑油的能力与微织构产生额外的流体动压效应

的能力来分析了不同的微织构对导轨副摩擦系数的影

响，得到如下结论:

( 1) 采用 XCGX－20 W 光纤激光加工仪在材料为

40 Cr 的上导轨试件上制备沟槽型微织构和圆孔型微

织构，将激光参数分别设置为加工功率 8 W、扫描速度

150 mm /s 和加工功率 5 W、扫描速度 150 mm /s 时可

用获得质量良好的沟槽型和圆孔型微织构。
( 2) 在磨合阶段，所有的导轨试件表面的粗糙峰都

很高，摩擦系数很大，摩擦系数的变化也很大，微织构不

能改善该阶段的摩擦情况。在稳定磨损阶段，不同的微

织构具有不同的减摩效果，其中减摩效果最好的是 ＲD，

摩擦系数减小了 14．6 %，减摩效果最差的是 HL，摩擦系

数仅减小了 2．4 %，而导轨试件 VL 和 MH 的减摩效果

较好，摩擦系数减小的幅度分别为 5．5 %和 7．9 %。
( 3) 所有的微织构都减小了导轨模型表面的最大

应力值和应力的变化梯度，改善了表面的应力集中现

象和应力分布情况。接触应力的改善会对接触面最终

的润滑效果的改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 4) 不同的微织构对导轨副造成不同的减摩效

果，其原因是不同的微织构的存储和供应润滑油的能

力、产生额外流体动压效应的能力和改善接触面接触

应力的能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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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高精度双曲面线性离子阱加工方法开展了研究，对常见双曲面线性离子阱加工方法进行了对比

分析，总结出现有加工方法的局限性。提出了一种高精度双曲面线性离子阱的一体化线切割加工方

法，并进行了加工验证，获得了高精度离子阱样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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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achining method for high－precision linear ion trap with hyperboloidal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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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ear ion trap with hyperboloidal surface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mass spectrometer，ion reaction in-
strument and other analytical instruments，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nalyzer was directly affected by its
manufacturing precision． In this paper，the machining methods of high－precision linear ion trap with hy-
perboloidal surface was studied，and the common machin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
integrated wire－electrode cutting method for high－precision linear ion trap was proposed． Machining veri-
fication was performed，and the high－accuracy ion trap was obtained．

Keywords: linear ion trap; hyperboloidal surface; integrated processing; wire－electrode cutting

线性离子阱是质谱仪、离子反应仪等分析仪器的核

心部件，其电极几何形状直接决定形成的电场，从而影

响分析器性能［1－2］。研究表明，非双曲面电极产生的电

场存在高阶场，极大程度制约了分析仪器的存储容量、
分辨率等关键性能［3］，而具有高精度的双曲面电极能够

形成接近完美的四极电场，具有最佳分析能力，是最理

想的线性离子阱电极［4］。高精度双曲面电极是具有大

长宽比特征的细长杆，加工过程中刚性较弱、易变形，且

双曲面精密成形难度大，由此导致高精度双曲面线性离

子阱加工、装配难度极高。受限于双曲面线性离子阱精

密制造水平，国内外研究者常采用圆柱形、矩形截面电

极作为替代品，由此导致分析仪器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受

到严重限制。本文针对双曲面线性离子阱常见的加工

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一种高精度双曲面线性离子阱


［6］Ｒamesh A，Akram W，Surya P，et al．Fri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tex-

tured surfaces under mixed and hydrodynamic lubrication［J］． Tribology
International，2013，57( 1) : 170－176．

［7］胡天昌，胡丽天，丁奇．45#钢表面激光织构化及其干摩擦特性研究

［J］．摩擦学学报，2010，30( 1) : 46－52．
［8］Andersson P，Koskinen J，Varjus S，et al．Microlubrication effect by laser

－textured steel surfaces［J］．Wear，2007，262( 3 /4) : 369－379．
［9］Etsion I，Sher E． Improving fuel efficiency with laser surface textured

piston rings［J］． Tribology International，2009，42( 4) : 542－547．
［10］符永宏，陆华才，华希俊，等．激光微珩磨缸套润滑耐磨性能理论分

析［J］．内燃机学报，2006，24( 6) : 559－564．
［11］符永宏，张华伟，纪敬虎，等．微造型活塞环表面的润滑性能数值分

析［J］．内燃机学报，2009，27( 2) : 180－185．
［12］Xing Y，Deng J，Wang X，et al． Effect of laser surface textures com-

bined with multi－solid lubricant coatings on the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Al 2O 3 /TiC ceramic［J］． Wear，2015，342－343: 1－12．
［13］汤勇．表面织构流体动压润滑性能的研究进展［J］．华南理工大学

学报，2017，45( 9) : 1－11．
［14］Han J，Fang L，Sun J，et al．Hydrodynamic lubricationof micro－dimple

textured surface using three － dimensional CFD ［J］． Tribology
Transaction，2010，53( 6) : 860－870．

［15］陈馨雯．刀具表面微结构对流体润滑状态的仿真分析［J］．润滑与

密封，2018，43( 7) : 14－22．

第一作者: 张赟，男，1997 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为激光微织构。
( 编辑 孙德茂)

( 收稿日期: 2019－05－27)

文章编号: 191106
如果您想发表对本文的看法，请将文章编号填入读者意见调查表中的相应位置。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8YFF0109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