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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干式切削工艺作为绿色加工的主流工艺，已得到广泛应用，为实现对干式切削加工环境污染的

控制，研制了一种可集成采集粉尘、油雾和噪声等数据的机加环境污染采集工具，提出了一种环

境污染在线采集方法，进行了单因素试验与正交试验，研究了切削速度、每齿进给量、冷却条件

和材料类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规律与程度。结果表明：机床防护门前为最佳采样方位，0.5 m 为

最佳采样距离；相比传统切削，典型干式切削工艺油雾污染较低，而粉尘污染较高；切削速度

与材料类型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较大，每齿进给量影响较小，冷却方式对粉尘浓度有一定的影

响。研究结果可为干式切削环境数据的获取提供可借鉴的采集设备与采集方法，可为工艺优化

与绿色评价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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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mainstream  technology  of  green  machining,  dry  cutting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dry  cutting,  a  machine  add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quisition  tool  which  could  integrate  the  data  of  dust,  oil  mist  and noise  was  developed.  An on-line
acquisition method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s proposed. The single factor test and orthogonal test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effects of cutting speed, feed rate per tooth, cooling conditions and material
types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st sampling orientation and
distance  are  in  front  of  the  protective  door  of  the  machine  tool  and  0.5m;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utting, dry cutting process has higher dust pollution and lower oil mist pollution; The cutting speed and
material type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ission, the feed rate per tooth has a
small impact, and the cooling mode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dust concentr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acquisition equipment and method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dry cutting environment
data,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green evaluation.

Keywords：dry  cutting  process;  data  acquisition  tool;  data  acquisition  method;  process  optimization;  green
manufacturing

  
传统机械加工工艺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

毒有害的切削粉尘、油雾和噪声等，这些污染物会

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长期接触会增加慢性疾病的

发生概率[1−3]。干式切削因避免使用切削液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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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绿色切削加工工艺，

已成为绿色切削加工的主流工艺[4]，但另一方面因

缺少切削液的润滑作用和更高切削速度的需求，加

工过程中产生粉尘和噪声污染仍会对人体和环境产

生不利影响[5]。因此，分析干式切削工艺参数对环

境污染量的影响规律与影响程度，优化干式切削工

艺参数，对推动机械制造行业绿色化发展具有显著

意义。

高质量获取加工环境数据是开展工艺参数影响

分析的基础，环境污染采集工具方面，黎冠等[6] 基

于嵌入式单片机并搭载相应的粉尘传感器实现了车

间环境粉尘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显示；刘茜等[7] 选取

了某大型机加车间数控机床，使用声级计测量了车

间噪声值，研究了大型机加车间噪声的暴露特点。

但上述采集工具大多集成度和通用性低、无法对多

个指标量进行集成采集，数据采集质量无法保证，

且在环境污染采集方法方面，粉尘等污染排放测量

虽有相关标准[8]，但制定年代较早，且仅规定了离

线法采集，数据实时性难以得到保证，难以适用于

在线传感器采集方式的场景。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干式切削工艺参数影响方

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George P 等 [9] 设计了 3 种转

速、3 种进给量和恒定切削深度的 AISI 410 钢干式

铣削正交试验，通过极差与方差分析研究了切削参

数对加工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Karthik M S 等[10]

进行了 EN 31 轴承钢材料干式车削正交试验，基于

方差分析研究了切削参数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

王曦等[11] 运用高速干式切削加工 AF1410 高强度钢

研究分析了不同切削参数下刀具磨损、切削力、切

削温度以及已加工表面粗糙度的变化规律。Pathak
A D 等 [12] 在 AISI A2 工具钢干式车削试验中，结合

基于模糊逻辑的多响应性能指标与极差、方差分析

研究了切削参数对表面粗糙度和切削力的影响规律

和程度。Nayak S K 等 [13] 通过灰色关联法结合方差

分析研究了不同切削参数对 AISI 304 不锈钢干式车

削过程中材料去除率、切削力和表面粗糙度等切削

性能指标的影响。孙涛等[14] 基于均匀设计法设计了

高速干式铣削高温合金试验方案，分析了切削速度、

每齿进给量、背吃刀量和刀具半径对工件表面完整

性的影响规律。环境影响方面，祁宏坚等[15] 面向传

统铣削工艺，研究了切削参数对加工过程中粉尘、

油雾的影响规律。

上述研究在干式切削加工表面完整性、切削力

的参数影响和传统切削环境影响方面具有很好的理

论指导和借鉴意义，然而对于加工参数在干式切削

加工环境污染方面的影响规律还尚未研究，所研究

的参数影响因子也大多只局限于加工时的切削参数，

对于同样会对加工过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工艺参数，

例如：材料类型及冷切方式等，还鲜有研究。因此，

本文针对典型干式切削加工环境污染，开发集成化

数据采集装置，针对数据采集点方位和距离进行了

干式切削加工环境污染采集方法的试验研究，开展

了单因素与正交试验，探讨了切削速度、每齿进给

量、材料类型以及冷却条件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

规律和影响程度，提出工艺优化建议，以期为干式

切削的工艺参数优化选用提供参考，从而实现对干

式切削加工环境污染的控制。 

1    试验条件
 

1.1    工件材料及刀具

试验以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 与淬硬钢 Cr12MoV
为加工对象，两者都是常用的典型难加工材料，具

有良好的物理力学性能，但又在成分和性能上有所

不同，相较镍基高温合金，淬硬钢塑性低但硬度

较高[16]。

试验刀具选用带有 AlTiN 表面涂层的硬质合金

平底四刃立铣刀，型号为 VSM-4E-D10.0，该类型

超晶纳米涂层拥有优良的涂层硬度和高温氧化性能，

适合高速干式加工 50 HRC 以上的高硬度难加工材

料，刀具直径为 10 cm，刃长为 20 cm。 

1.2    试验设备

试验机床使用型号为 MCV-L850 数控加工中心，

机床主轴功率为 7.5 kW，最高转速为 10 000 r/min。
机床外置冷却装置选用可以提供低温冷风辅助加工

条件的涡流冷却管 WL-LV-08F，工作压力为 6.9 bar，
耗气量为 227 L/min。

试验环境污染数据采集设备为自主研制的一套

机加环境污染排放实时监测系统，如图 1 所示。可

对机械加工中产生的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和噪

声等环排指标进行在线监测，采样方式为泵吸式采

样，由气泵吸入环境样气，采样速度快。所配套上

位机采集软件能进行数据曲线的实时绘制显示，并

用 SQLite 数据库存储相应数据。相关传感器型号

参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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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传感器

油雾传感器

刺激性气体
传感器

噪声传感器

电源

进气口

出气口

图 1  机加环境污染实时监测系统
 
 

表 1　传感器型号参数

类型 产品型号 量程 分辨率

油雾 PID-A12 0~300 ppm 0.001 ppm

SO2 SO2-B4 0~2 ppm 0.001 ppm

CO CO-B4 0~1 000 ppm 0.001 ppm

NOX NO2-B4 0~20 ppm 0.001 ppm

O3 O3-B4 20 ppm 0.001 ppm

粉尘 SDS026-F 100 mg/m3 1 ug/m3

噪声 RT-ZS-BZ-485 35~120 dB 0.1 dB

  
1.3    试验数据采集方法

为有效获取试验数据，本文针对干式切削机床

加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数据采集方法，运用所研制

的采集工具进行了试验研究。因加工过程中粉尘的

生成与扩散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故仅以粉尘浓度

为主进行试验分析，试验方案如表 2 所示，研究内

容主要包括采集点距离和采集点方位两大部分。试

验布局简图如图 2 所示，其中“1”、“2”、“3”、

“4”为采集工具放置位置。 

1.3.1    采集点距离研究

采集点距离试验中，采集工具分别放置与机床

防护门正面 0 m、5 m、1 m、1.5 m 距离处，以靠近

防护门为零点，以此类推不断增大试验距离。试验

结果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采集工具在紧贴机床

防护门处粉尘浓度最高，但由于此浓度是机床内部

粉尘浓度，故不能作为机床周边粉尘浓度的代表性

数据，0.5~1.5 m 距离粉尘浓度趋于稳定，可看作机

床周边浓度的普遍值，0.5 m 处的粉尘浓度为最高

值，故推荐该位置为数据采集距离。 

1.3.2    采集点方位研究

采集点方位试验中，以 0.5 m 为采样距离，在

机床周边前、后、左、右 4 个点采集粉尘浓度数据，

试验结果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机床防护门前位

置的粉尘浓度远远高于其他位置，因为加工所产生

的粉尘主要由此扩散到外界，机床其他位置浓度较

小，主要受机床外部环境粉尘扩散的影响，故选取

机床防护门前为采样方位。
 

表 2　数据采集方法试验方案

采集方法研究

采集点距离研究

0 m位置采集点

0.5 m位置采集点

1 m位置采集点

1.5 m位置采集点

采集点方位研究

机床防护门前采集点

机床后采集点

机床左采集点

机床右采集点

 

机床

防护门

2 4

3

1

图 2  采集方法试验布局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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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粉尘浓度采集距离研究
 

综上，本文选择机床防护门位置为数据采样点

的方位，0.5 m 为采样距离，采样点距离地面高度

选为 1.55 m，试验采集场景如图 5 所示。 

1.4    试验方案 

1.4.1    单因素试验方案

为研究工艺参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规律，设计

了如表 3 所示的干式切削单因素试验，其中，1~3
组试验用于切削速度对比，4~5 组试验用于每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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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量对比，6~8 组试验用于冷却方式对比，9~10 组

用于材料类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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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粉尘浓度采集方位研究
 

刀具
工件
虎钳

冷风喷嘴

环境污染采集设备切削加工区域

图 5  试验场景
 

表 3　单因素试验表

序号
切削速度

vt /(m/min)
每齿进给量

fz /(mm/z)
冷却方式 材料类型

1 150 0.01 气冷 淬硬钢

2 200 0.01 气冷 淬硬钢

3 250 0.01 气冷 淬硬钢

4 200 0.01 气冷 淬硬钢

5 200 0.02 气冷 淬硬钢

6 200 0.02 无 淬硬钢

7 200 0.02 气冷 淬硬钢

8 200 0.02 普通切削液 淬硬钢

9 200 0.01 无 淬硬钢

10 200 0.01 无 高温合金
 

1.4.2    正交试验方案

为进一步研究工艺参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

设计了 L8（31×23）的干式切削混合正交试验，试验

因素水平如表 4 所示，以切削速度、每齿进给量、

冷却方式及材料类型 4 个影响因素作为正交因素，

所选试验参数如表 5 所示，每组参数测量 3 次，记

录其平均值。

表 4　工艺参数水平表

水平

因素
1 2 3

vt /(m/min) 150 200 250

fz /(mm/z) 0.01 0.02

冷却方式 气冷 无

材料类型 淬硬钢 高温合金

 
表 5　正交试验表

序号 vt /(m/min) fz /(mm/z) 冷却方式 材料类型

1 1 1 2 1

2 3 1 2 2

3 2 1 1 1

4 2 1 1 2

5 3 2 2 1

6 2 2 2 2

7 3 2 1 1

8 1 2 1 2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结果分析 

2.1.1    切削速度影响分析

干式切削环境污染切削速度影响试验结果如

图 6、7 所示。

从图 6 可以看出，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加工

过程中所产生的噪声数值呈现增大的趋势，原因在

于切削速度的增大使得刀具与工件之间的接触频率

增加，同时机床内部零部件的振动频率也会随之增

大，最终使得噪声数值的上升。从图 7 可以看出，

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粉尘浓度数值呈现先下降后

上升的“V”字型趋势，原因在于随着切削速度的

提高，一方面会使得单位时间内刀具去除的材料越

多，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粉尘量也就越大，另一方

面切削速度的提高也会使得产生的粉尘颗粒拥有更

大的初速度，加工区域周围的空气流动也会变得更

加剧烈，使得粉尘在空间中的扩散过程更具不确定

性。因此，当切削速度从 150 m/min 增大至 200 m/min
时，虽然会产生更多的粉尘量，但此时粉尘扩散的

不确定性占了主导地位，使得大量粉尘扩散至采集

区域以外，导致粉尘浓度的降低；当切削速度增

至 250 m/min 时，产生更多的粉尘量占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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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掉的粉尘量远小于产生的粉尘量，使得粉尘浓

度再次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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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噪声切削速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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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粉尘浓度切削速度影响
  

2.1.2    每齿进给量影响分析

干式切削环境污染每齿进给量影响试验结果如

图 8、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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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噪声进给量影响
 

从图 8 可以看出：随着每齿进给量的增加，加

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值随之提高，原因同样为每齿

进给量的增大使得刀具与工件之间的接触频率和机

床内部零部件的振动频率随之增大，最终使得噪声

数值上升。从图 9 可以看出，随着每齿进给量的增

加，粉尘浓度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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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粉尘浓度进给量影响
  
2.1.3    材料类型影响分析

干式切削环境污染材料类型影响试验结果如

图 10、11 所示。

从图 10 可以看出，加工高温合金时所产生的

噪声远小于淬硬钢，原因在于与淬硬钢相比高温合

金韧性更高，加工时更加不易断裂，使得产生的噪

声减小。如图 11 所示，同样的粉尘浓度的变化也

有相同的趋势，硬度和脆性更高的淬硬钢加工时会

产生更多细碎的切屑，直接导致了粉尘浓度的增加。 

2.1.4    冷却方式影响分析

干式切削环境污染冷却方式影响研究试验结果

如图 12~14 所示。

从图 12 可以看出，相比无冷却方式的干式切

削，气体冷却和切削液冷却的切削方式所产生的噪

声整体偏大，原因在于压缩空气和切削液喷射出去

会产生额外的噪声。从图 13 可以看出，干式切削、

干式冷风切削和传统切削所产生的粉尘浓度依次减

小，其中传统切削粉尘浓度最低，原因在于压缩空

气会使粉尘颗粒扩散的不确定性增大，使得大量粉

尘扩散至采集区域以外，而切削液冷却会进一步带

走一部分漂浮的粉尘，使得粉尘的浓度再次降低。

如图 14 所示，油雾排放方面，因切削液作为油雾

的主要产生源，使得传统切削油雾污染远远高于干

式切削和冷风切削，而后两者因无切削液的参与，

几乎无油雾排放。总体来传统切削工艺粉尘污染低

于典型干式切削工艺，油雾污染远高于典型干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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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工艺，噪声污染变化尚不显著。
 

2.2    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正交试验结果如表 6 所示，所得环境污染数值

为 3 次重复试验的平均值，并使用 Minitab 对数据

进行极差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从表 7 可看出各

个工艺参数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程度大小，其中，

切削速度与材料类型都对噪声和粉尘浓度都有较大

影响，每齿进给量对噪声数值与粉尘浓度影响均较

小。因此，为减小干式切削加工环境污染，在不影

响生产计划的情况下应优先确保适当低的切削

速度。
 

表 6　正交试验结果

序号 噪声 /(dB(A)) 粉尘浓度 /(ug/m3)

1 70.56 56.44

2 74.18 39.43

3 87.92 40.76

4 71.62 37.46

5 89.33 55.33

6 71.95 37.12

7 91.23 44.10

8 70.83 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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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极差分析结果

指标 切削速度A 每齿进给量B 冷却方式C 材料类型D

噪声

水平1 70.69 76.07 80.4 84.76

水平2 77.16 80.83 76.5 72.14

水平3 84.91

R 14.22 4.76 3.9 12.62

因素主次 A>D>B>C

优方案 A1-B1-C2-D2

粉尘

水平1 49 43.52 40.97 49.16

水平2 38.45 44.53 47.08 38.89

水平3 46.29

R 10.56 1.01 6.11 10.26

因素主次 A>D>C>B

优方案 A2-B1-C1-D2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干式切削工艺环境污染的采集方法

与参数影响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干式切削机床环境数据采集方法试验结

果表明：采集点面向机床防护门且距离机床外围

0.5 m 为最佳采集布置方法。

（2）开展加工试验，研究分析了干式切削工

艺环境污染参数影响，单因素试验结果表明：切削

速度与材料类型对干式切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与噪声有较大影响，每齿进给量对粉尘与噪声影响

较小，冷却方式中传统切削工艺的油雾污染高于典

型干式切削工艺，而粉尘污染方面则相反。

（3）进一步通过正交试验分析了各因素的影

响程度，结果表明：切削速度与材料类型是加工环

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议要减小干式切削加工

环境污染，在不影响生产计划的情况下应优先确保

使用适当低的切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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