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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l2 O3 纳米粒子的微量润滑铣削冷却性能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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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纳米流体微量润滑铣削的冷却性能，在纳米粒子具有强化换热能力理论指导下，实验对比分

析了浇注式、干式、微量润滑、Al2O3纳米粒子的微量润滑铣削的铣削力、温度、切屑及表面粗糙度，结

果显示 Al2O3纳米粒子的微量润滑铣削具有较好的冷却效果并能获得较好的工件表面质量，能够减小

切削力，从根源上减少热的产生，但需深入研究纳米流体的均匀化处理及如何有效进入铣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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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ing Performance Analysis Based on Minimum Quantity Lubrication Milling withAl2O3 Nano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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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oling performance of nanofluid Minimum Quantity Lubrication ( MQL) milling
with enhanced heat transfer ability，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milling
force，temperature，chip and surface roughness in such four conditions as flood，dry，MQL，and MQL
with Al2O3 nanopartic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nanofluid MQL can acquire better cooling effect and sur-
face quality. Besides， less cutting force is achieved，which fundamentally reduces heat genera-
tion. Further study will be researched on the homogenization treatment of nanofluid as well as how to ef-
fectively enter mill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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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粒子射流微量润滑是现在切削加工中绿色、
环保还能实现加工工件表面完整性比较理想的加工方

式。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是在微量润滑的基础上，在可

降解的基础油中添加适量的纳米粒子，配制成纳米流

体，与高压气体混合雾化后经喷嘴以微液滴的形式喷

射到切削区［1－2］。基于强化换热理论可知固体的传热

能力远大于液体和气体［1］，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有望解

决微量润滑冷却能力的不足的瓶颈。国内的低温微量

润滑铣削研究比较多，青岛理工大学对纳米流体微量

润滑磨削进行了系统研究［3－4］。文献［11－17］用金刚

石、MoS2、CNTs、ZrO2、SiO2和 Al2O3等纳米粒子作为微

量润滑的添加剂，以航空铝合金 7050－T7451、高强度

钢 PCrNi2MoVa 等作为加工对象，其优势在于: 可以有

效地减小切削力、节省润滑油用量，提高表面质量，从

而提高了加工性能，解决切削温度高、刀具磨损快的问

题，同时又无害无污染。本论文主要针对民用工业常

用材料 45 钢，结合实验研究着重分析 Al2O3纳米粒子

的微量润滑铣削冷却性能，探讨纳米流体微量润滑铣

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1 实验设备及实验方案

1. 1 实验设备

实验设备如图 1 所示: 加工中心，微量润滑系统
2106，上海璟瑞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的压电式三向测力

传感器，MX100 热电偶，SH6C 触针式表面粗糙度测量

仪，扫描电镜，200 mm×150 mm×60 mm 的 45 钢试件，

70 nm的 Al2O3纳米粒子，棕榈油。
1. 2 实验方案

实验方案如表 1 所示，在加工中心上以转速 n =
1 200 r /min，走刀速度 F500 mm /min，Z 向 切 深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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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x 向切宽 8 mm 的参数下对干式、浇注式、微量润

滑以及纳米流体微量润滑 4 种工况进行铣削，在铣削

过程中用压电式三向测力传感器测力，用 MX100 热电

偶测温，加工完成后对各工况加工的表面用表面粗糙

度测量仪测出粗糙度，用扫描电镜看切屑表面，以全面

分析各工况铣削的冷却效果。

表 1 实验方案

序号 铣削冷却方式 加工设备 加工参数 试件材料

1 干式

2 浇注式

3
棕榈油为基础油

的微量润滑

4

70 nm 的 Al2O3 纳米

粒子+棕榈油为基础

油的微量润滑

加工

中心

n = 1 200 r /

min，走 刀 速

度 F500 mm /

min，Z 向 切

深 0. 5 mm，X

向切宽 8 mm

45 钢

2 实验结果分析

2. 1 不同冷却方式下铣削受力分析

铣削过程中受力的大小将直接影响铣削过程中

切削热的产生及刀具的磨损程度，在相同的铣削参

数下，不同冷却方式铣削受力情况由压电式三向测

力传感器测出 X、Y、Z 方向的受力如图 2 所示。其中

X 向受力较大，纳米流体冷却方式下受力最小，这一

实验结果表明纳米流体微量润滑条件下有利于从源

头上减少铣削过程中热能的产生，对整个铣削过程

是有利的。

2. 2 不同冷却铣削方式温度变化

铣削过程中，工件温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工件的表

面质量，也间接表明铣刀刃口的温度变化。在相同的

铣削参数下，不同冷却方式铣削受力情况由 MX100 热

电偶三通道测出工件 3 处温度变化如图 3 所示。图中

数据表明微量润滑及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的温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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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的温度圈出时间段明显偏高

并且和干铣削的温度接近，可能与此时的纳米流体没

有有效进入铣削区有关，其他时间都明显低于干铣削

等其他冷却方式，这也表明纳米粒子的强化热能力能

有效提高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的冷却效果，但要深入研

究纳米流体有效进入铣削区域的参数。

2. 3 不同冷却铣削方式切屑表面形态

铣削过程中，工件切屑的表面形态，间接表明工件

表面形态的变化。在相同的铣削参数下，不同冷却方

式铣削切屑的表面形态如图 4、5 所示，比较出来干式

铣削的切削表面高低不平，甚至有拉裂，烧伤现象，边

缘裂口多，微量润滑及纳米流体润滑出现比较光滑的

表面，但也有局部出现烧伤及撕裂不平的表面。这些

现象说明纳米流体微量润滑能有效改善铣削的表面质

量，但需要在纳米粒子均匀混合并有效进入铣削区的

前提下。

2. 4 不同冷却铣削方式下工件的表面粗糙度

通过 SH6C 触针式表面粗糙度测量仪测量，不同

冷却方式下铣削后工件的表面质量，如图 6、7 所示。
可以看出微量润滑及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的表面轮廓曲

线起伏明显小于干式铣削及浇注式铣削的; 干式铣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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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a4. 552 μm＞浇注式铣削 Ｒa2. 931 μm＞微量润滑铣削

Ｒa2. 471 μm＞纳米流体铣削 Ｒa2. 254 μm，表明 Al2O3

纳米粒子微量润滑表面粗糙度值最小; 干式铣削 Ｒmax

29. 322 μm＞浇注式铣削 Ｒmax20. 081 μm＞微量润滑铣

削 Ｒmax13. 917 μm＞纳米流体铣削 Ｒmax15. 303 μm。这

些数据可以看出微量润滑及 Al2O3纳米粒子微量润滑

可以有效提高铣削工件的表面质量，但纳米流体微量

润滑的 Ｒmax比微量润滑的值大，与理论分析不符，需深

入研究纳米粒子的均匀化处理，以便更好地实现纳米

粒子的作用。

3 实验结论

在纳米粒子具有强化换热能力理论［1，3－4］的指导

下，纳米流体微量润滑在有效进入铣削区域的前提下，

实验数据表明: Al2O3纳米流体微量润滑能够减小切削

力，从根源上减少热的产生; Al2O3纳米流体微量润滑

工件切削过程温度最低，且冷却过程均匀无反复，减小

了加工硬化现象; 微量润滑及 Al2O3 纳米流体微量润

滑工件表面质量好，但纳米流体微量润滑的 Ｒmax 比微

量润滑的值大，需要深入研究纳米流体的均匀化处理，

以便更好地发挥纳米粒子的冷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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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钢线切割加工试验研究及工艺参数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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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单因素实验和正交试验设计，研究四个工艺参数( 脉冲宽度、脉冲间距、峰值电流和走丝速度)

对两个工艺指标( 材料去除率和表面粗糙度) 的影响规律。结合多量纲归一化法和加权平均法，通

过极差分析对试验数据进行优化，确定各工艺参数对工艺指标影响的主次顺序，获得了线切割高速

钢的最优工 艺 参 数 组 合。对 优 化 后 的 参 数 进 行 试 验 验 证，结 果 表 明: MＲＲ 比 优 化 前 提 高 了

12. 92%，Ｒa 值比优化前减小了 13. 96%，验证了优化参数的合理性。此研究改善了线切割高速钢

的加工性能，为后续科研实践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线切割; 高速钢; 材料去除率; 表面粗糙度; 参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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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and optimiz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for wire cutting HSS
WANG Pan，BAI Haiqing，SHEN Yu，GAO Fei

(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zhong 723001，CHN)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four parameters ( pulse width，pulse spacing，peak current and wire speed ) on two
process indexes ( MＲＲ and Ｒa ) were studied by means of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and orthogonal de-
sign. Combining with the method of multi－dimensional normalization and weighted mean，and the exper-
imental data are optimized by range analysis.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order of the influence of each
process parameters on the process indexes is determined. The optimum process parameters of wire cutting
high speed steel are obtain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ＲＲ is improved 12. 92% and the
Ｒa is improved 13. 96% compared with the optimized before parameters，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opti-
mization parameters is verified. This study improves the processing performance of high－speed steel wire
cutting，and provides a reliabl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ubsequent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Keywords: WEDM; high speed steel; material removal rate; surface roughness;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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