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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织构刀具及其切削加工* ＊

段 冉 邓建新 孙 婕 鲁洋洋 张亮亮

(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微织构刀具的研究始于 21 世纪初，其主要技术思想是通过在刀具表面的特定位置上加工出表面织

构以改善切削加工中刀－屑接触界面的摩擦润滑状态，已成为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刀具。针对微织

构刀具的研究进展，对多种不同类型微织构刀具的制备、切削性能和理论基础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 微织构刀具; 减磨润滑; 切削性能

中图分类号: TG35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9287 / j. cnki. 1005－2402. 2018. 09. 002

Ｒesearch development and the oretical analysis of micro－textured cutting tools
DUAN Ｒan，DENG Jianxin，SUN Jie，LU Yangyang，ZHANG Liangliang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N)

Abstract: Micro textured cutting tools，the new cutting tools with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ities，have been re-
searched since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Surface texturing on specific position of the cutting tool can
improve the friction and lubrication condition at tool－chip interface． In the light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the fabrication，cutting performance and theoretic basis of various types of micro textured cutting tools
a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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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摩擦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种表面织构的

概念，已被证明是提高表面摩擦学性能的有效手段。
表面织构技术就是通过改变材料表面的物理结构来改

善材料表面特性的方法，表面织构是具有一定尺寸和

排列的凹坑、凹痕和凸包等图案的点阵。表面织构在

机械密封、切削刀具、轴承、计算机硬盘、发动机汽缸和

活塞环、导轨等机械零部件上的应用研究表明，它具有

改善表面润滑状态和减磨抗磨的作用［1－7］。表面织构

的作用主要表现: 在流体润滑下，表面微结构相当于流

体动压轴承，促进摩擦副表面形成动压润滑，


进而提高

将回转对称零件置于装置的底座内，再对齐底座和外

框的舵面线，直接扣合后零件自动对心，包括供气、停
气、真空吸附等整个过程不超过 5 min，因此，大大提高

了装配效率，减小了对操作人员技艺的依赖; 同时，由

于零件与底座及内框之间存在一层气膜，对零件表面

起到了一定的保护效果，降低了零件划伤的风险，维和

零件的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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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副表面的承载力和润滑油膜刚度，实现减摩抗磨

的作用; 在边界润滑条件下，随着表面的磨损和变形，

润滑油在摩擦力的作用下流出凹坑，形成挤压油膜，起

到对周围表面的润滑作用; 在干摩擦下，表面织构能起

到储存和容纳磨屑的作用，减少由于磨屑的犁沟作用

而产生的摩擦磨损。表面微织构的类型、分布、尺寸对

摩擦副的摩擦学性能有重要影响，设计加工合理的表

面微织构才能有效地改善摩擦副的摩擦磨损性能，起

到更好的减摩抗磨效果。
摩擦学与仿生学的研究表明，高性能的表面织构

可以实现良好的减磨、抗粘结功能并提高耐磨性，这给

刀具减磨抗磨带来了新方向，也提供了理论依据。微

织构刀具是指在刀具表面( 前刀面或后刀面) 的特定

位置上加工出具有一定尺寸、形状的微纳结构阵列

( 如图 1) ，以改善刀具在切削过程中刀－屑接触界面的

摩擦润滑状态。一方面，刀具表面的微织构可以储存

切削液或润滑剂，可在刀－屑接触界面形成稳定的边

界润滑层( 见图 2) ，另一方面，在刀具刀面上引入合理

的表面织构还可以减小刀－屑接触面积，改善摩擦、润
滑和散热条件，从而降低切削温度，减轻冷焊、粘结及

扩散现象，延长刀具的寿命。目前，微织构刀具的研究

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国内外关于微织构刀具的研

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结果均证明了微织构具

有提高刀具切削性能的作用。

1 微织构刀具的制备与切削性能

1. 1 微织构刀具的制备

目前，刀具表面微织构的制备方法主要有: 激光加

工、微细电火花加工、离子束加工、电子束刻蚀、电化学

加工、光刻、表面喷丸处理、超声加工、化学刻蚀等，其

中以激光加工应用最为广泛。图 3 ～ 9 为不同方法制

备的刀具表面微织构形貌［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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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软涂层微织构刀具

目前，软涂层和微织构两种减摩效应有机结合为

实现刀具减磨润滑提供了新途径。其主要原因是首先

在刀具前刀面刀－屑接触区加工出具有一定尺寸、形

状的微结构阵列，然后在微织构中沉积固体润滑剂软

涂层，制备出软涂层微织构刀具，使刀具表面硬质耐磨

相与软质润滑相相互交替共存，在切削过程中，刀具微

织构表面覆盖的软涂层会形成一层润滑膜，从而达到

改善切削过程摩擦润滑状态的目的。此外，当表面润

滑膜损耗或破裂时，微织构中的软涂层也会受热挤压

拖敷到刀具表面，再次形成润滑膜，实现了润滑膜的自

我修复，进而起到减小切削力、降低切削温度和提高刀

具寿命的目的。软涂层微织构刀具如图 10 所示。
根据软涂层微织构刀具的概念，提出了“两步法”

的设计制备思路，如图 11 所示。所谓“两步法”，第一

步是在刀具表面上首先制备出微织构，第二步是在刀

具微织构表面沉积软涂层。图 12 为软涂层微织构刀

具实物照片［14］，其软涂层微织构刀具制备工艺为: 首

先在硬质合金刀具基体表面用飞秒激光加工出微织

构，然后采用 PVD 涂层工艺在微织构表面沉积 WS2软

涂层。

2 微织构的切削性能与理论分析

邢佑强等［15］通过切削铝合金实验，结果表明不同

类型的微织构刀具与普通刀具相比均能减小切削力，

且微织构刀具能减小切削力的波动，增强切削过程的

稳定性，并且在较低的切削速度下，微织构刀具能够有

效减少粘结磨损，减小刀屑接触面积( 见图 13) 。并且

邢佑强等［16］在陶瓷刀具切削刃处制备了纳织构的倒

角并且在前刀面制备了不同几何形貌的微米织构，然

后他们在织构内涂覆固体润滑剂( 见图 14) ，通过切削

铝合金实验表明，在不同切削速度下微织构刀具的切

削力比普通平面刀具( AS) 明显减小( 见图 15) ，切削

温度也有所降低，并且该微织构刀具有效抑制磨粒磨

损、粘结磨损以及月牙洼磨损。邓建新等［17－19］将微织

构内填充固体润滑剂或在织构表面沉积软涂层的微织

构软涂层刀具，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刀具相比，结合了

固体润滑剂与微织构双重润滑效应的微织构自润滑刀

具能够提高摩擦学性能，减缓刀具磨损。宋文龙等［20］

采用电火花加工微凹坑点阵在前刀面与后刀面，并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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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MoS2固体润滑剂，通过切削淬硬钢实验对比了微织

构无固体润滑剂刀具以及普通平面刀具的切削性能，

结果表明前刀面微织构自润滑刀具的切削力与刀－屑

接触区摩擦系数均为最小，具有最好的抗前刀面磨损

性能，另外后刀面上的微织构自润滑刀具能够有效减

小后刀面磨损，延长刀具寿命。此外他们［21］将二硫化

钼、二氟化钙和石墨分别填充到微织构刀具中，对比了

不同固体润滑剂的减摩润滑性能。吴泽等［22］等采用

激光技术在刀具表面加工出椭圆形微织构刀具，并填

充固体润滑剂，通过切削钛合金实验，发现与无织构刀

具对比，该微织构自润滑刀具体现出显著的抗磨损性

能。连云崧等［10，14］采用飞秒激光在刀具表面制备微

纳织构，然后采用涂层技术在微纳织构表面沉积软涂

层，通过前后刀面磨损形貌的研究发现，前后刀面上的

微织构软涂层能够有效改善刀－屑接触面摩擦学性

能、减小切削力并且抑制刀具的粘结和磨损。

Sugihara 等［23］发现在加工铝合金类时金刚石涂层

微纳织构对抗粘结磨损没有作用，但平行于主切削刃

的微织构刀具具有抗粘结磨损性能( 见图 16) ，其中微

沟槽深度为 5 μm、宽度 50 μm 和间距 20 μm 的微织

构刀具减磨润滑效果最好。随后他们［24］又研究了微

凹坑阵列的微织构刀具，相比微沟槽阵列，微凹坑具有

更好的抗月牙洼磨损性能。Enomoto 等［25］分析了通过

切削铝合金实验的普通平面刀具、平行于主切削刃的

微织构刀具以及垂直于主切削刃的微织构刀具，发现

平行于主切削刃的微织构刀具的抗粘结磨损性能最好，

并且发现普通平面刀具前刀面存在明显的积屑瘤，而两

种微织构刀具均无明显变化。然后他们［26］在微织构

表面采用涂层技术制备了 TiAlN 涂层微织构刀具，研

究表明涂层所具有高硬度和耐热性能能够保护刀具表

面织构，从而进一步提高微织构刀具减摩耐磨性能，延

长刀具寿命。张克栋等［27］制备了多尺度微织构涂层

刀具并进行了切削奥氏体不锈钢实验，结果表明该刀

具的工件粘结现象最为轻微，且涂层脱落面积最小

( 见图 17) 。其作用机理主要为: 一方面基体表面微织

构不仅可促进润滑剂的渗入，而且微织构可起到收集

磨屑、减小刀－屑接触面积的作用，改善摩擦学性能;

另一方面表面的微纳织构可以提升涂层与基体界面的

结合强度，降低由工件材料粘结造成的粘着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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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微织构对切削力的影响

切削力是切削过程重要的物理现象，其受到工件

材料特性、切削用量以及刀具几何尺寸的影响，包含切

削变形、摩擦磨损、振动等多种信息［28］。在刀具表面

引入合理的表面织构可减小刀屑接触面积，改善摩擦

条件，从而减小切削力。切削过程中刀具切削力分布

如图 18 所示。其理论分析如下［29］。
Ff =awlfτc ( 1)

式中: Ff 为刀－屑摩擦力; aw 为切削宽度，τc 为刀－屑

接触区的平均摩擦剪切强度，lf 为前刀面刀－屑接触长

度。由图中几何关系可得切削过程中的切削力可表

示为:

Fr =
Ff

sinβ
=
awlfτc

sinβ
( 2)

Fz =Frcos +β－γ( )o =
awlfτccos +β－γ( )o

sinβ
( 3)

Fy =Frsin +β－γ( )o =
awlfτcsin +β－γ( )o

sinβ
( 4)

式中: Fr 为切削力;  为剪切角; β 为摩擦角; γo 为前

角。由此可知，刀－屑接触区的摩擦力和切削力均与

刀－屑接触长度与刀屑接触区的剪切强度成正比关

系。可见，通过在刀具前刀面上加工出微织构，可以减

小切削过程中的刀－屑接触长度，进而达到减小切削

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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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微织构对切削热的影响

切削加工中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切屑热，导致刀

具抗磨损性能下降，缩短刀具寿命。解决这一问题的

传统方法是使用切削液，但是会严重污染环境并增加

产品制造成本。目前相关研究证明将表面织构引入刀

具设计为解决切削热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其

相关的理论依据为［30］:

θ
－

t =
0. 752Ｒ2τc

λ2

a2 lf v

槡ξ
+

Ｒ1τs vs
c1ρ1vsin

+θ0 ( 5)

式中: θ
－

t 为前刀面接触区的平均温度; Ｒ2 为前刀面摩

擦产生的热量流入切屑的比率; λ2 为切屑的热导率;

a2 为工件材料的导温系数; lf 为刀屑接触长度; τc 为

刀－屑接触面的摩擦剪切强度; v 为切削速度; ξ 为切屑

变形系数; Ｒ1 为剪切面产生的热量流入切屑的比率;

τs 为切屑剪切强度; vs 为切屑的剪切速率; c1 为切屑

的比热容; ρ1 为切屑的密度;  为剪切角; θ0 为初始温

度。由式( 5) 可知，在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刀

具前刀面刀－屑接触区的平均温度与刀屑接触长度的

平方根呈正向关系，与刀－屑接触面的摩擦剪切强度

成正向关系。微织构的存在将导致微织构刀具实际

刀－屑接触长度的减小。因此，微织构刀具能够有效

降低切削温度。
2. 3 软涂层对微织构刀具切削力和切削温度的影响

刀具表面软涂层是指在刀具表面采用涂层技术沉

积软涂层。由常见软涂层的晶体结构可知，通常软涂

层具有远低于刀具前刀面上的平均剪切应力 τc 的剪

切强度 σc，即:

σc＜＜τc ( 6)

式中: σc 为软涂层材料的剪切强度。

刀具表面由于软涂层的存在将大大减小刀具前刀

面上的平均剪切应力 τc。根据公式( 2) 、( 3) 和( 4) 可

知，切削力的大小和刀具前刀面上的平均剪切应力 τc

成正比关系，由此可知刀具表面软涂层能有效减小切

削力。由公式( 5) 可知，在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的条件

下，刀具前刀面刀－屑接触区的平均温度 θ
－

t 与刀具前

刀面上的平均剪切应力 τc 成正向关系，即随着 τc 减

小，θ
－

t 也降低，由分析可知刀具表面软涂层也能有效降

低切削温度［32］。
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在刀具表面进行软涂层，可

以明显减小刀具前刀面上的平均剪切应力 τc，进而达

到减小切削力和降低切削温度的作用。此外，刀具前

刀面上的平均剪切应力 τc 会影响摩擦角和剪切角。
在金属切削中，刀具前刀面上平均剪切应力 τc 的减小

会导致摩擦角 β 的减小，由公式( 2) 、( 3) 和( 4) 可得，

摩擦角 β 的减小会导致切削力的减小。同时，根据李

和谢弗的剪切角公式［29］:

+β－γo =
π
4

( 7)

由式 ( 7) 可知，在刀具前角 γo 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摩擦角 β 的减小会导致剪切角  的增大，根据公

式( 5) 可知，剪切角  增大，sin 就会增大，最终导致

刀具前刀面刀－屑接触区的平均温度 θ
－

t 降低。

3 结语

微织构刀具是指在刀具表面的特定位置上加工出

具有一定尺寸、形状的微纳结构阵列，以改善刀具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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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过程中刀－屑接触界面的摩擦润滑状态。目前，国

内外关于微织构刀具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多的成果，研

究结果均证明了微织构具有提高刀具切削性能的作

用。微织构切削刀具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刀具，已

成为当前切削刀具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定之一。软涂层

微织构刀具的研究开发为微织构切削刀具的设计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研究领域，为提高微织构刀具性能开拓

了新的途径。深入研究微织构刀具及其减摩抗磨机

理，对减小刀具磨损、延长刀具寿命、降低生产成本有

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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