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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切割 8 mm 厚锰钢板的工艺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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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锰钢板机械强度高，普通机械设备切割加工困难，搭建了 2．0 kW 激光器切割设备，研究 8 mm 厚锰
钢切割工艺。一般激光切割普通钢板使用的切割气体是氧气，因氧气有助燃作用，在室外使用存在
安全隐患，故试验过程采用氮气作为切割气体。结果表明，穿孔功率在 65%～ 70%时，穿孔时间较
短，上下孔径一致性较好;当切割速度在 0．6～ 0．7 m /min、焦点位置在上表面下方 5．5 mm处、切割气
压在 0．5～ 0．6 MPa 时切割效果理想，切割表面基本无挂渣，切缝宽度均匀。为便携式、室外使用氮
气切割中厚板的激光器切割设备的研制和激光切割工艺的优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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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to process the manganese steel plate by using normal cutting equipment for its high mechani-
cal strength． In this paper a 2．0 kW fiber laser cutting system is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cutting process
parameters of 8mm manganese steel plate． Generally，the cutting gas used for laser cutting is oxygen，
however the nitrogen gas is used for the combustion and the outside security risks of the oxygen g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shorter time and a better consistency of upper and lower aperture are achieved with the
drilling power between 65% and 70%．With the cutting speed of 0．6～0．7 m /min，defocusing of 5．5 mm，
cutting gas pressure of 0．5～0．6 MPa，the cutting effect is ideal and the cutting surface roughness is small
while the width of the slitting section is even． The study above is use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rtable
laser cutting system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ut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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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机械加工领域，切割是较为常见的工序，
切割方法主要有利用光能的激光切割，利用化学能的
氧－火焰切割，利用电能的等离子弧切割，利用动能的
水射流切割等等。激光切割是一种非接触式加工方
式，其优点主要有速度快、热影响区小、精度高和适用
范围广等［1］。因激光切割优点较多，吸引了国内外学

者对其广泛的关注［2－3］。王威［4］等对 30 mm厚钢板进
行了大功率固体激光切割试验，研究了主要工艺参数
对切割特性的影响，揭示了中厚板激光切割的传热机
理;张冲［5］等用正交实验法对裂解槽进行了激光切割
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获得了最优实验参量组合;冯巧
波［6］等采用 YAG 脉冲激光切割机对 1 mm 厚的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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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薄板进行了切割试验，得到了最佳工艺参数;蒋
翼［7］等采用单因素实验方法，研究了 100 W 皮秒激光
对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切割工艺。史尧臣［8］等采用
YAG激光对厚度为 1 mm 的不锈钢板进行切割试验，
得到了激光参数对切缝宽度的影响规律。Yilbas B
S［9］研究了激光切割厚板工艺，发现激光功率和氧气
压力对切割宽度有较大影响; Villumsen S L［10］等研究
了在自定义光束模式下移动速度、离焦量和光束入射
角度对远程切割稳定性能的影响，实验表明，切割速度
位于 800～1 600 mm /min、激光平均功率 630 W 时，远
程切割可以实现，同时实验结果表明，大范围入射角度
能够带来更高的切割稳定性。

国内外对使用氮气作为辅助气体、切割中厚度锰
钢的激光器切割设备及工艺研究较少。现有切割设备
主要是以机床形式出现，一般在室内作业，安全风险可
控性强，切割中厚度碳钢一般使用氧气作为切割气体，
因其具有助燃性，能提高切割速度，但也正是氧气具有
助燃性，在室外作业安全风险较大。鉴于此，搭建了一
套灵活、便捷式的激光切割设备，并尝试使用氮气作为
切割气体，研究激光切割锰钢板的切割工艺。

1 试验设计

试验设备包含一台 2 kW 的激光器、水冷箱、伺服
运动系统、激光切割头、氮气瓶、电脑等。图 1 为搭建
的激光切割装置。

切割板材为锰钢，厚度为 8 mm，主要成分如表 1。

表 1 锰钢板主要成分( 质量分数 /%)

C Mn Si S P

0．12～0．20 1．20～1．60 0．20～0．55 ≤0．045 ≤0．045

试验内容包括激光功率对穿孔的影响;切割速度、
焦点位置对切缝截面的影响和切割气体压力对切缝宽
度和切缝截面的影响。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激光功率对穿孔的影响
切割过程中，首先要进行穿孔。穿孔时，使激光焦

点位于板材上表面，不同功率的激光连续出光，记录穿
透时间，并测量穿孔后的上下切割孔直径。板材穿孔
后上下表面如图 2所示。

表 2 孔径和穿孔时间

激光器功率 /

( %)

孔径 /mm

下表面 下表面

穿孔时间
/ s

50 1．32 1．20 10．98

60 1．50 1．00 6．50

65 0．80 0．84 1．97

70 1．00 0．88 1．30

80 1．04 0．74 0．85

90 0．98 0．66 0．83

由表 2 和图 3 可以看出，激光功率在 50 %和 60
%时，上下表面孔径较大，且穿孔时间较长;在 65 %和
70 %时上下表面的孔径大小相近，且孔径较小，穿孔
时间较短;在 80 %和 90 %时孔径最小，但是在穿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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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极短，瞬间火花溅射较为激烈，容易造成对激光切
割头的破坏。综合考虑，穿孔功率在 65 %～70 %效果
较好。
2．2 切割速度对切割质量的影响

切割速度影响着切割质量。不同速度切割后，表
面情况如图 4所示;是否切透、挂渣情况和上下表面的
切缝宽度如表 3所示。

表 3 不同切割速度对切割质量的影响

速度 /

( m/min)
是否切透 挂渣情况 上表面

切缝 /mm

下表面

0．9 否 － － －

0．8 是 较多 0．74 －

0．7 是 无 0．72 0．82

0．6 是 无 0．69 0．84

0．5 是 较少 0．69 0．88

0．4 是 较多 0．72 0．96

0．3 是 较多 0．70 －

由表 3 可知，当切割速度较大时，无法切透钢
材，但当切割速度小于 0．4 m /min 时，下表面挂渣明
显增多。切割速度较大时，单位面积只能获得较少
的激光能量，这些能量不能够完全熔化切缝处的金
属，导致出现无法切透的现象; 切割速度较低时，单
位面积获得的激光能量较大，能够熔化较多的金属，
当这些金属无法及时排出时，就会在钢材下面形成
挂渣。由表 3 可知，当切割速度在 0．6 ～ 0．7 m /min时

能够切透，且下表面基本无挂渣。在能切透且挂渣
较少的切割速度下，上表面的切缝宽度非常接近，下
表面的切缝宽度也非常接近，但下表面的切缝宽度
要稍大于上表面的切缝宽度。总体上看，切割速度
对切缝宽度影响较小。
2．3 焦点位置对切割质量的影响

切割时焦点位置在钢材上表面下方，即在板材内
部。如图 5所示，切缝从左到右依次是由焦点位置在
表面以下 1．5 mm、2．5 mm、3．5 mm、4．5 mm、5．5 mm、6
mm和 6．5 mm处切割后形成的。

由图 5可知，焦点位置在表面以下 5．5 mm处基本
无挂渣，效果最好;在 3．5 mm、4．5 mm和 6 mm时有少
许挂渣，且较易除去; 其他情况下，挂渣较多，且不易除
去。切割截面如图 6所示。

上表面切缝宽度、下表面切缝宽度、切缝最大宽
度、切缝最小宽度、切缝宽度的最大差值如图 7所示。

由图 7可以看出，随着焦点位置下移，上表面切缝
宽度越来越大，下表面切缝宽度越来小。这是由于焦
点距离上表面越近，通过上表面的光斑越小，切缝也就
越小，随着焦点下移，通过上表面的光斑逐渐变大，切
缝也就越来越大;同时，焦点越来越靠近下表面，下表
面切缝宽度越来越小。图 7给出了切缝宽度的最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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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当焦点到上表面的距离为 5．5 mm 时，切缝宽度的
最大差值为最小，此时切缝宽度较为均匀，切缝较为理
想。综合考虑表面挂渣和切缝一致性，焦点位置在上
表面下方 5．5 mm处，效果较好。

2．4 气压对切割质量的影响
切割气体对切割表面挂渣和切缝宽度有一定的影

响。气压设定为 0．3 ～ 0．9 MPa。切割挂渣情况如图 8
所示。

图 8中，从左到右切割表面依次对应切割气压 0．3
MPa、0．4 MPa、0．5 MPa、0．6 MPa、0．7 MPa、0．8 MPa和 0．9
MPa。当气压为 0．3 MPa时，部分区域不能切透，当气压
为 0．4 MPa和 0．7 MPa 时，有少量挂渣，且易除去，当气
压为 0．8 MPa和 0．9 MPa 时挂渣较多，且不易除去。切
割气压为 0．5 MPa和 0．6 MPa时，基本无挂渣。可见，切
割气压在 0．5～0．6 MPa时，切割效果较好。

3 结语

现有激光切割设备多以机床形式出现，需要把加
工件置于机床上进行切割作业，灵活性较差。为此设
计了一套能够带到现场的、便携式的激光切割设备。
针对电力系统广泛使用的锰钢进行激光切割工艺试验
研究。钢板的激光切割，尤其是中厚板的切割常采用

的切割气体为氧气，但氧气有助燃性，室外使用危险性
较高，故使用氮气做切割气体。

使用 2 000 W 激光器搭建了一套试验设备，对 8
mm锰钢进行了切割工艺试验，结果表明: 穿孔功率在
65%～70%时，穿孔时间较短，上下孔径一致性较好;
当切割速度在 0．6 ～ 0．7 m /min 时能够切透，且下表面
基本无挂渣;焦点位置在上表面下方 5．5 mm 处时，基
本无挂渣，切缝宽度均匀;当切割气压在 0．5 ～ 0．6 MPa
时，基本无挂渣，切割效果理想。

采用 2 000 W激光器，氮气作为辅助气体实现了
对 8 mm 厚锰钢的切割，切割效果较好，为以后便携
式、室外使用氮气切割中厚板的激光器切割设备的研
制和激光切割工艺的优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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