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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纳米流体微量润滑铣削钛合金实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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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航空航天常用钛合金 Ti－6Al－4V作为工件材料，选取纯棉籽油微量润滑和 6 种不同种类的纳米
流体微量润滑进行实验对比，用铣削力，表面粗糙度，工件表面微观形貌，对润滑性能进行实验评价。
结果表明:采用纯棉籽油微量润滑时，铣削力最大，为 448. 6 N。添加 Al2O3、SiO2纳米粒子在提高基
础油的摩擦学性能上表现出了显著的效果，铣削力分别为 291. 2 N 和 296. 5 N，比纯棉籽油微量润
滑分别减小了 35. 1%，33. 9%。采用纯棉籽油微量润滑时得到的工件表面粗糙度值最大，Ｒa 为
1. 772 μm。添加 Al2O3的纳米流体得到的工件表面粗糙度值最小，Ｒa 为 0. 594 μm。六种纳米粒子
得到的工件表面粗糙度值的大小关系为: Al2O3 ＜SiO2 ＜MoS2 ＜CNTs＜石墨＜SiC。Al2O3纳米流体微
量润滑条件下得到的工件表面犁沟最小，工件表面质量最好。结合铣削力、表面粗糙度以及和工件
表面微观形貌，Al2O3和 SiO2纳米粒子更适合作为基础油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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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xperiment，titanium alloy Ti－6Al－4V usually used in aerospace field was selected as workpiece
material，minimum quantity lubrication( MQL) with pure cottonseed oil and MQL with nanoparticles were
selected as machining conditions. The lubrication performance was investigated in terms of milling force，
surface roughness and morphology of workpiece surfac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utting force under MQL condition was the largest equal to 448. 6N，while Al2O3 and SiO2nanofluids had
shown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in improving the tribological performance and the cutting force were
291. 2N and 296. 5N，35. 1%，33. 9% lower than that of MQL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the surface
roughness Ｒa obtained by adding Al2O3 nanoparticle was the minimum equal to 0. 474 μm ，while it was
the maximum by using pure cottonseed oil equal to 1. 435 μm.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six nanopar-
ticles was described by the following order: Al2O3＜SiO2＜MoS2＜CNTs＜Graphite＜SiC.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kpiece surface morphology was also the best for Al2O3 and SiO2. As a result，Al2O3 and SiO2 were
more suitable as additives for nanoflu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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铣削加工作为现代制造业的一种先进加工技术，具
有加工效率高、表面质量好等优点，是制造机械零件的

最重要方法之一。但是铣削加工时产生的大量热量使
得切削温度迅速升高，特别是加工难加工材料钛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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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切削温度更高。传统铣削加工中，通常向铣削区
浇注大量切削液来降低切削温度。但能够进入铣削区
并真正起到冷却润滑作用的有效切削液仅占极小的比
例，无法对铣削区进行有效的换热［1］，并且大量使用切
削液会使生产成本大大增加［2］。此外，大量使用切削液
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还会危害人体的健康［3］。

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是将一定量的纳米级固体颗粒
加入到可降解的微量润滑油中形成纳米流体，通过高
压空气将纳米流体进行雾化，并喷射到切削区的一种
冷却润滑方法［4］。国内外研究人员在纳米流体微量
润滑铣削性能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Park［5］发现用
纳米流体在微量润滑铣削中可以获得更好的性能，尤
其在切削刃的磨损方面。Sayuti［6］对航空硬铝材料在
立式铣床进行铣削加工，用碳纳米流体与传统切削液
相比较，发现切削力减小了 21. 99% ，表面粗糙度值减
小了 46. 32% 。Sayuti［7］通过实验发现，当气流压力为
0. 2 MPa，纳米粒子浓度较高，喷嘴角度为 30°时获得
的工件表面质量最好，而当气流压力较高，纳米粒子浓
度较低，喷嘴角度为 15°时获得的切削温度最低。
Marcon［8］等制备了石墨－水纳米流体，并用于工件微
量润滑铣削中，结果表明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相对于干
切削，可以明显减小切削力，提高工件表面质量。Ｒah-
mati［9］通过铣削实验发现，当采用 MoS2纳米流体时，
工件的表面质量提高。当气流压力为 0. 4 MPa，矿物
油中纳米颗粒的质量分数为 0. 5%，喷嘴角度为 30°
时，切削温度最低。但最好的表面质量却是在喷嘴角
度为 60°时获得。Hadi［10］研究了 γ－Al2O3纳米粒子对
AISI D3 不锈钢工件的铣削性能影响。实验结果表
明，当植物油基中纳米粒子体积分数为 2%时，表面粗
糙度值比纯微量润滑液减小了 0. 5 μm，表面质量提高
了 25%。Sharma A K［11］等人分析了高速端铣时干、
湿、纳米流体微量润滑 3 种工况下加工表面的质量和
刀具磨损，结果表明纳米流体微量润滑可以改善刀具
寿命和减少后刀面磨损，相比干式铣削缓解了毛刺的
形成，具有更好的加工表面质量。Uysal 等［12］在使用
纳米流体 MQL( 微量润滑) 与传统的 MQL和干切削相
比时，获得了最小的初始刀具磨损和表面粗糙度值。
殷庆安［13］和柏秀芳［14］通过实验研究了干式、浇注式、
微量润滑、纳米流体微量润滑铣削 45 钢的润滑性能，
结果表明面纳米流体微量润滑得到的表面粗糙度值最
小，铣削力最小，能够降低能耗，符合绿色、环保、高效
的要求。

学者们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了
纳米流体微量润滑在铣削加工中取得了很好的润滑效

果。但仅仅使用单一纳米流体作为铣削液，并没有对
多种纳米流体间进行系统的相互对比实验性能评价。
由于不同种类纳米粒子的物理特性不同，在实验中的
润滑效果也会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采用六种纳米粒
子和纯棉籽油，对钛合金 Ti－6Al－4V 进行铣削加工，
通过研究不同润滑条件下的铣削力、表面粗糙度、工件
表面能谱 EDS 等，对刀具 /工件界面润滑性能进行实
验评价。

1 实验

实验是在德玛吉 ML1060B加工中心上进行，机床
外形尺寸( L×W×H) 3 200 mm×2 450 mm×2 000 mm，
主要技术参数主轴功率 11 kW;最高转速 8 000 r /min;
工作台驱动电动机功率 5 kW; 切削范围 1 000 mm×
600 mm×600 mm，进给速度可达 10 000 mm /min。纳
米流体输送装置采用 KS－2106 油气微量润滑装置，采
用 JＲ－YDCL－III05B压电式三向测力仪测量三向铣削
力，采用 SC6C触针式表面粗糙度测量仪测量工件表
面粗糙度，采用电子扫描电镜 DV2TLV 测工件表面微
观形貌。实验装置如图 1所示。



· 93 ·

实验选用的工件材料为钛合金 Ti－6Al－4V，工件
尺寸为 40 mm× 30 mm×30 mm。其化学成分及机械性
能如表 1、2所示。

表 1 钛合金化学成分

元素 Ti Al V Fe C N H O

成分 / ( %) 余 5. 5～6. 8 3. 5～4. 5 0. 3 0. 08 0. 05 0. 015 0. 01

表 2 钛合金物理、力学性能

材料

状态

密度/

( g/cm3)

相变温度
/℃

拉伸强度
/MPa

屈服强度
/MPa

延伸率
/ ( %)

弹性模量
/MPa

硬度
/HＲC

退火 4. 43 980～1 000 932 834 10 114 36

实验使用两种类型的铣削液: 纯棉籽油铣削液和
以棉籽油为基油的纳米流体铣削液。实验采用 6种不
同类型的纳米粒子: Al2O3、MoS2、SiO2、CNTs、SiC 和石
墨。所有纳米粒子粒径均为 70 nm。纳米流体按质量
分数 1. 5%进行配制。由于纳米粒子在基础油中并不
稳定以及容易发生团聚现象，在纳米流体中加入表面
活性剂，提高其稳定性，表面活性剂占总质量的
0. 3%。实验铣削参数，如表 3所示。

表 3 铣削参数

铣削参数 参数值

铣削方式 面铣

铣刀类型 机夹式两齿立铣刀

铣刀直径 /mm 16

铣削速度 / ( r /min) 1 200

进给速度 / ( mm/min) 500

背吃刀量 /mm 0. 25

侧吃刀量 /mm 10

微量润滑流量 / ( mL /h) 85

微量润滑喷嘴距离 /mm 30

微量润滑喷嘴角度 / ( ° ) 30

微量润滑空气压力 /MPa 0. 4

2 结果与讨论

2. 1 铣削力
在铣削加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铣削

力，铣削力不仅是切削参数合理选用的重要依据，还对
切削热有着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刀具的磨损、破损以及
已加工工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同时还可以反映
出各种切削液的润滑性能。切削力的降低导致润滑性
能提高，从而提高了切削性能。

铣削时每个工作刀齿都受切削力，铣刀总切削力

应是各刀齿所受切削力之和。由于铣削过程是断续
的，并且每个工作刀齿的切削位置和切削面积随时在
变化。为便于分析，假定铣刀总切削力 F 作用在某个
刀齿上，并将 F 分解为 3 个互相垂直的分力 Fx、Fy、
Fz。即把切向力、径向力和轴向力向 x、y 和 z 这 3 个
方向分解，则可以得到 Fx、Fy 和 Fz 这 3 个方向的铣削
分力，此 3个分力可由测力仪测得，测力仪测得的 Al2
O3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条件下的切削力变化规律如图 2
所示。其他 NMQL( 纳米流体微量润滑) 下测得的切削
力变化规律类似。

从图 2中可以看出铣削力呈周期性变化，在切削
过程达到稳定后 3 个方向的切削力 ( Fx、Fy、Fz ) 变化
趋势均从 0到正负峰值交替变化。铣削力的周期峰值
X向铣削力 Fx大于 Y向铣削力 Fy大于轴向铣削力 Fz，
轴向力很小且幅值变化不大，可以忽略不计。对于高

速铣削过程，一般采用铣削力峰值 Fmax的平均值F
－

max

来确定铣削力，利用铣削力峰值的平均值来作为讨论
不同纳米粒子对铣削力影响的依据。

F= F2
x+F

2
y+F

2槡 z ( 1)

F
－

max =
Fmax

N
=
∑
N

i = 1
Fpi

N
( 2)

式中: Fpi为铣削力采集信号中第 i 个铣削力峰值。根
据公式( 1) 计算出 7种润滑条件下每个数据点处的铣
削力合力 F，把测力仪测得的 X向铣削力( Fx ) 、Y向铣
削力( Fy ) 、轴向切削力( Fz ) 数据以及铣削力合力 F 带
入公式( 2) 中求出相应的铣削力峰值，如图 3所示。

从图 3可知，当基础油－棉籽油被用作润滑液时，
铣削力最大，为 448. 6 N。而随着基础油中纳米粒子
的加入，基础油的减摩抗磨性能显著提高。在铣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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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纳米粒子起到了很好的减摩抗磨作用。尤其添
加 Al2O3和 SiO2纳米粒子在提高基础油的摩擦学性能
上表现出了最显著的效果，铣削力分别为 291. 2 N 和
296. 5 N，低于其他纳米粒子，这也表明了 Al2O3纳米粒
子比其它纳米粒子具有显著的减摩性能，获得了最好
的摩擦学特性。MoS2、SiC 和石墨纳米流体润滑条件
下得到的铣削力表现出了比较相近的数值，它们的差
值相差甚微，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就摩擦性能来说，它们
十分相似。所有的纳米粒子都提高了基础油的润滑性
能，一是因为在摩擦表面形成了摩擦膜，二是因为纳米
流体粘度的影响。当添加纳米粒子后基础油的粘度明
显增高，Al2O3、SiO2纳米粒子具有很高的粘度，因此铣
削液分子间的胶体力、布朗运动和粘性力都相应增大，
有利于形成摩擦表面的油膜以及增强吸附膜的厚度和
强度，从而润滑性能会有所提高［13］。粘度较小的润滑
液在高温摩擦表面不易形成足够厚度的油膜，且油膜
承载能力小，在载荷作用下很容易破损而流失，导致摩
擦副润滑不足。

2. 2 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是评定工件表面质量的重要参数，表

面粗糙度值的大小决定了表面的光滑程度，较小的表
面粗糙度值对应较高的表面光滑程度。表面粗糙度对
工件的疲劳强度、接触刚度、耐腐蚀性以及零件之间的
配合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影响着机械产品的使用
寿命和可靠性，较差的表面质量会导致性能下降，使工
件在预期寿命结束之前失效。因此进行粗糙度研究对
机械加工生产不仅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一
定的实用价值。

在粗糙度评定参数选择上，主要采用高度特征参
数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Ｒa 以及标准差表征表面粗糙度。
Ｒa 是指在一个取样长度 L内，被测轮廓上各点至基准
线的偏距的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Ｒa 越大，轮廓偏距

绝对值越大，其值由公式( 3) 求得。

Ｒa =
1
L ∫

L

0
y( x) dx ( 3)

其中 y( x) 为轮廓曲线的纵坐标。在表面粗糙度的测
量过程中，对所得到的工件表面选取 5 个点进行粗糙
度测量，得到 7组相关的粗糙度数值。用粗糙度测量
仪测得不同润滑条件下的工件表面粗糙度值 Ｒa 及其
标准偏差如图 4所示。

由图 4 可知，采用不加纳米粒子的纯棉籽油作
为润滑剂得到的工件表面粗糙度最大，粗糙度 Ｒa 为
1. 772 μm。添加 Al2O3纳米粒子的纳米流体得到的
工件粗糙度 Ｒa 最小为 0. 594 μm; 6 种纳米粒子得到
的工件粗糙度 Ｒa 的大小关系为: Al2O3 ＜SiO2 ＜MoS2 ＜
CNTs＜石墨＜SiC。由此可见，表面质量最好的是添加
Al2O3和 SiO2纳米粒子的纳米流体微量润滑铣削。究
其原因，这与其结构是分不开的。在光滑度较好的
接触面，球形或近似球形的纳米粒子能够在摩擦表
面形成滚珠轴承效应，变滑动摩擦为滚动摩擦，从而
减小了摩擦系数，表现出优异的减摩性能。而 Al2O3

和 SiO2都是球形的，纳米粒子可以很好地吸附或嵌
入到切屑表面的织构和工件表面的犁沟内，起到“类
轴承”作用，充当润滑介质，形成良好的润滑油膜，从
而提高了抗磨减摩性能，减小了铣削力和摩擦，提高
了表面质量。
2. 3 工件表面微观形貌

微观形貌是评价铣削工件表面完整性的一个重
要指标，它能反映出刀具与工件的相互作用状态及
金属材料的去除方式。观察表面微观形貌是研究铣
削表面质量的一种最直接的研究方法。图 5 为纯棉
籽油和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条件下的工件表面微观形
貌图。



· 95 ·

从图 5中可以看出，在纯棉籽油微量润滑条件下，
工件表面出现了大量的塑性变形( 图 5g) ，这说明在这
种工况下表面粗糙度值最大，表面质量最差。与其他
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条件相比，SiC 和石墨下的工件表
面犁沟最大( 图 5e，f) ，表面质量较差。MoS2下的工件
表面犁沟较大( 图 5b) ，CNTs 条件下的工件表面出现
了大量的划痕 ( 图 5d) ，表明刀具表面上有大量的硬
点，这些硬点使工件表面产生大量犁削，刀具磨损严
重。在 SiO2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条件下工件表面具有
较小的犁沟和较小的表面粗糙度值( 图 5c) ，表面质量
较好。而在 Al2O3条件下的工件表面几乎无犁沟 ( 图
5a) ，表面粗糙度值最小，表面质量最好。

2. 4 EDS分析
润滑膜在切削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润滑作用。沉

积在工件表面的纳米颗粒可以减小剪切应力，从而
减小摩擦。为了进一步评价工件表面润滑膜的形
成，对在纯棉籽油微量润滑和 6 种纳米流体微量润
滑条件下工件表面的 EDS 元素进行了分析，如图 6
所示。通过能谱分析，可以发现在使用 Al2O3纳米流
体微量润滑后，工件表面 Al含量比在纯棉籽油 MQL
下高出 3. 93%。这说明 Al2O3在纳米流体微量润滑
加工过程中大量沉积在工件表面，Al2O3纳米颗粒有
利于形成润滑膜。在工件表面，铝形成了润滑膜，从
而提高了润滑性能。而在 MoS2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条
件下，工件表面 S含量相对较低。SiO2和 SiC 纳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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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微量润滑条件下工件的硅含量分别为 0. 31%和
0. 09%。这些结果表明，在这 3 种工作条件下，纳米
颗粒不能稳定沉积在工件表面。SiO2纳米流体微量
润滑铣削下获得了较好的工件表面质量，表明了润
滑性能较好，但所形成的润滑膜不能稳定地附着在
工件表面。在 CNTs 及石墨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条件
下 ，工件表面 C 含量分别达到 4. 72%和 5. 31%，但
工件表面质量较差，说明润滑性能较差。

3 结语

本文研究了不同纳米流体在钛合金微量润滑铣削
中的应用，探讨了不同种类纳米流体对铣削力、表面粗
糙度和工件表面微观形貌的影响。根据实验结果，得
出了下列结论:

( 1) 当纯棉籽油被用作润滑液时，铣削力最大，为
448. 6 N。而随着纳米粒子的加入，基础油的减摩抗磨
性能显著提高。尤其添加 Al2O3、SiO2纳米粒子在提高
基础油的摩擦学性能上表现出了最显著的效果，铣削
力分别为 291. 2 N和 296. 5 N，比纯棉籽油微量润滑分
别减小了 35. 1%，33. 9%。这也表明了 Al2O3、SiO2纳
米粒子比其他纳米粒子具有显著的减摩性能，获得了
最好的摩擦学特性。

( 2) 采用不加纳米粒子的纯棉籽油作为润滑剂
得到的工件表面最粗糙，Ｒa 最大为 1. 772 μm。添加
Al2O3纳米粒子的纳米流体得到的工件粗糙度值最
小，Ｒa 为 0. 594 μm; 6 种纳米粒子得到的工件表面粗
糙度值的大小关系为: Al2O3＜SiO2＜MoS2＜CNTs＜石墨
＜SiC。

( 3) 由工件微观形貌看出 Al2O3纳米流体获得的
工件表面最好，SiO2次之，与获得的表面粗糙度值相一
致。从 EDS 图可看出，Al2O3纳米流体之所以具有良
好的减摩抗磨性能，归功于由纳米粒子沉积到摩擦表
面形成的有效保护润滑油膜。润滑膜大大地提高了纳
米流体的摩擦学特性和减摩抗磨性能。

( 4) 结合铣削力、表面粗糙度以及工件表面微观
形貌，Al2 O3和 SiO2纳米粒子更适合作为基础油的添
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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