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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铣削力的微径球头铣刀切削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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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小结构常采用介观尺度下微细铣削加工，而介观尺度切削机理有别于常规金属切削机理。本文使用

微径二刃球头铣刀对３１０Ｓ不锈钢进行微细铣削加工，利用测力仪采集切削过程中的切削力数据信息。通过对切
削力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微径球头铣刀进行微细铣削的机理。结果表明：微径球头铣刀进行微细铣削会产生刀具

偏心、单齿切削和最小切削厚度现象。因为球头铣刀在铣削过程中切削刃的不同位置处切削层的切削厚度不同，

易出现犁耕和滑擦现象。当切削层厚度小于最小切削厚度时，不会产生切屑，刀具与工件仅发生弹性变形，切削并

未进行；当切削层厚度接近最小切削厚度时，被切削材料发生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当切削层厚度大于最小切削厚

度，后刀面的弹性变形层将会明显地减小，实际切削厚度与名义切削厚度几乎相等，切削层会被全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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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微小结构常采用介观尺度下微细铣削加工，而

介观尺度切削机理有别于常规金属切削机理。基于

铣削力研究微小结构切削加工机理，是研究微小结

构加工精度的有效研究手段。

介观尺度加工件微细铣削过程中，通常采用极

小的进给量和切削厚度，尺度的变化导致了材料特

性、成形机理及切削特性等方面出现异于宏观情况

下的变化，出现尺度效应现象［１］。尺度效应下产生

单齿切削和最小切削厚度等现象对于微小结构加工

件加工精度的影响不可忽略不计，因为这些因素对

铣削力的大小会有显著的影响，而微径刀具的刚性

比常规尺度的差，对刀具的受力变形影响明显，刀具

会偏离预定加工轨迹，引起创成面与理想加工面之

间存在偏差，势必影响加工精度。因此，通过对切削

过程中采集到的铣削力信息进行分析，揭示微小结

构切削加工机理对研究微小结构的微细铣削加工精

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些年，有不少学者对球头铣刀的铣削力以

及铣削机理进行研究，以实现对铣削过程中球头

铣刀的铣削力进行监测、求解、控制，进一步提升

铣削质量。文献［２－４］对切屑的形成做了研究，
并在实验中验证了理论模型。文献［５，６］考虑到
了加工时刀具的加工姿态，对提高加工质量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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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义。南月冲等［７］考虑到刀具后刀面的磨损，

建立了铣削力模型并通过实验验证，表明了刀具

的轴向铣削力末受到摩擦力的影响。祝孟豪等［８］

针对曲面加工的铣削接触区域建立了铣削接触区

域边界曲线的模型，此模型可以准确的描述加工

的铣削接触区域。彭尧尧等［９］给出的球头铣刀铣

削力预报模型能较好地预报平稳铣削加工时的自

由曲面实际加工的铣削力，与实验结果的误差值

不超过１１％。ＹｕＹ．等［１０］通过对加工表面的成型

质量研究，提高了非圆形齿轮的表面质量。殷继

花等［１１］对航空铝合金在高速切削时锯齿形切屑的

形成进行仿真，在切削速度为２～１６ｍ／ｓ时的仿真
结果与实验基本一致，为优化加工质量和提高刀

具耐用度提供了数据支撑。孙洪哲等［１２］提出了基

于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和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方法用以求铣削力
概率分布规律，可用来求铣削力的估计值。冯长

征等［１３］研究了刀具在铣削力下的变形对切削面的

影响，完成了高效高精度的薄壁深腔零件加工。

吴世雄等［１４］研究了牙釉质表面的铣削机理，阐述

了材料断裂机制，得到了较好的表面质量。Ｋａｔｊａ
Ｇｒｏβ等［１５］研究了微铣削加工对零件表面形貌的

影响，表明表面形貌主要取决于主轴速度。

目前，铣削力及切削机理的研究大多针对常规

尺度球头铣刀，对微径球头铣刀铣削力及切削机理

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微径球头铣刀切削过程

的铣削力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微径球头铣刀的切削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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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头铣刀铣削力试验方案

在ＤＭＧ五轴加工中心上进行球头铣刀切削力
试验。其铣削主轴最高转速为２４０００ｒ／ｍｉｎ，主轴最
大功率为２６ｋＷ，最快进给速度为３０ｍ／ｍｉｎ，Ｚ轴定
位精 度 为 ０．００８ｍｍ，Ｚ轴 重 复 定 位 精 度 为
０００５ｍｍ。最大行程（Ｘ轴×Ｙ轴×Ｚ轴）为９８０ｍｍ
×６３０ｍｍ×６３０ｍｍ。工作台尺寸为 １２５０ｍｍ×
７００ｍｍ。

试验采用住友ＧＳＸ２００５０硬质合金螺旋微径球
头立铣刀，其刀杆和切削刃直径分别为３．１７５ｍｍ和
１ｍｍ的，齿数为２，螺旋角为３０°，铣刀参数见表１。

表１　试验刀具参数

直径（ｍｍ） 切削刃数量 螺旋角（°） 切削刃口半径（μｍ）
１ ２ ３０ ５．２８

　　工件材料为３１０Ｓ耐热不锈钢，其化学成分和机
械特性参数见表２和表３。

表２　０６Ｃｒ２５Ｎｉ２０耐热不锈钢的化学成分 （％）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Ｎｉ Ｃｒ
≤０．０８ ≤１ ≤２．０≤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９．０～２２．０２４．０～２６．０

表３　３１０Ｓ耐热不锈钢的机械特性参数
抗拉强度

σｂ（ＭＰａ）
屈服强度

（ＭＰａ）
弹性模量

（ＧＰａ） 硬度ＨＲＣ

５２０ ２０５ ２３３ ２００

　　试验采用如图１所示的Ｋｉｓｔｌｅｒ９２５７Ｂ三向测力
仪对球头铣刀铣削工件过程中的三向铣削力数据进

行采集，将获得的信号通过 Ｋｉｓｔｌｅｒ５０７０Ａ电荷放大
器进行放大，利用 Ｋｉｓｔｌｅｒ５６９７Ａ１ＤＡＱ信号采集器
传输到终端。使用 ＤｙｎｏＷａｒｅ分析软件得到工件坐
标系下的三向切削力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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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测力仪

（ｂ）电荷放大器　　　　　　　　（ｃ）信号采集器

图１　测力仪器

试验采用逆铣加工方式，侧倾角２０°，切削深度
ａｐ＝０．０２ｍｍ，主轴转速ｎ＝２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每齿进给量
ｆｚ＝０．０４ｍｍ／ｚ，加工３ｍｍ×３ｍｍ的微小平面，其加
工轨迹如图２ａ所示，加工后的微小平面如图２ｂ所
示，加工现场见图２ｃ。

（ａ）微小平面加工轨迹　　　　　　（ｂ）微小加工面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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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加工现场

图２　微小平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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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切削加工参数

切削深度ａｐ
（ｍｍ）

主轴转速ｎ
（ｒ／ｍｉｎ）

每齿进给量ｆｚ
（ｍｍ／ｚ）

径向切削深度ａｅ
（ｍｍ）

０．０２ ２２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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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结果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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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径球头刀铣削力试验结果
利用Ｋｉｓｔｌｅｒ９２５７Ｂ三向测力仪采集随时间变化

的切削力，试验中采集到的切削力ＦＸ、ＦＹ、ＦＺ如图３
所示。ＦＸ、ＦＹ、ＦＺ铣削力均呈现周期性变化，变化周
期为０．００２７ｓ，刀具转动３６０°，有两个显著的铣削力
波峰，代表球头铣刀二个切削刃依次进行铣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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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切削力ＦＺ
图３　试验中实测的铣削力

铣削过程中采集的一个周期内的三个方向的切

削力ＦＸ、ＦＹ、ＦＺ变化趋势如图４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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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削机理分析
（１）最小切削厚度
从图４可以看出，在转角１８０°～３６０°之间，铣削

力大小未呈现先单调递增后单调递减的现象，这是

因为切削过程中参与切削刃对应的切削厚度不是处

处相等，如图５所示。由于刀具受力变形，导致某段

切削刃的切削层厚度小于最小切削厚度，出现滑擦

现象，切削力相应减小。铣削加工的每齿进给量是

指多齿刀具每转或每行程中刀齿相对于工件在进给

运动方向上的相对位移。随着切削加工中每齿进给

量的减小，切削过程将经历从剪切为主到以犁切为

主的过渡过程，此过渡过程的临界点对应的每齿进

给量被称为最小切削厚度［１６］。

（ａ）ＦＸ切削力实测值

（ｂ）ＦＹ切削力实测值

（ｃ）ＦＺ切削力实测值

图４　三个方向的铣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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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铣削过程

如图６所示，当切削层厚度ｈｃ小于最小切削厚
度ｈｍｉｎ时，不会产生切屑，刀具与工件仅发生弹性变
形，切削并未进行；当切削层厚度 ｈｃ接近于最小切
削厚度ｈｍｉｎ时，被切削材料发生弹性变形和塑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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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当切削层厚度 ｈｃ大于最小切削厚度 ｈｍｉｎ时，后
刀面的弹性变形层明显减小，实际切削厚度与名义

切削厚度几乎相等，切削层被全部切除。

图６　微细切削模型

常规切削一般切削厚度较大，切削厚度与刃口

半径大小相差较大，一般不考虑刀具刃口半径的影

响，切削模型如图７所示［１７］。而微细铣削加工的切

削厚度与刀具刃口半径比值一般在１０倍以下，因而
不能忽略刀具刃口半径对切削的影响［１８］；再者由于

切削过程存在刀具、工件的弹性形变及工件材料的

特性致使实际切削厚度与名义切削厚度并不相等，

也导致了微细切削的特殊现象即最小切削厚度 ｈｍｉｎ
的存在。

图７　传统金属切削模型

（２）刀具偏心现象
从图４可以看出，相邻１８０°切削力的幅值并未

按周期变化。这是由于刀具偏心量的存在，第 ｋ齿
与第ｋ＋１齿的瞬时切削厚度并不相等，因此出现了
相邻１８０°切削力大小不相等的变化规律。

主轴径向跳动在铣削过程中难以避免，产生刀

具偏心。如图８所示，在常规大件切削过程中，铣刀
直径和进给量相对较大，主轴径向跳动的影响可忽

略不计。但在微小结构的微细切削中，刀具切削刃

部分直径一般在３ｍｍ以下，由于刀具安装误差、刀
杆制造误差和在刀具高速旋转过程中的径向跳动会

产生１～５μｍ偏心［１９］，不可忽视。将机床主轴回转

中心与实际加工中铣刀的旋转中心之间的距离ｅ定
义为刀具偏心量，刀具偏心方向沿逆时针与 Ｙ轴正
向夹角τ０定义为刀具偏心初始角。刀具偏心对微
细铣削瞬时切削厚度影响不可忽略，并影响刀具切

削刃是否都参与切削。

图８　刀具偏心加工

（３）单齿切削现象
图４中存在单齿切削现象，在进给方向上第 ｋ

齿切削，第ｋ＋１齿并没有进入连续切削，从工件材
料空划过一段距离，出现犁耕和滑擦现象。

在微小结构的微细切削过程中，微径铣刀会发

生偏心现象，导致在同一位置处各个刀齿瞬时切削

厚度不相等，甚至出现某个或者某些齿不参与切削，

或者仅一个齿参与切削。本文主要使用二刃球头微

径铣刀铣削，故仅有一个刀齿进行铣削，而另一刀齿

仅掠过已加工工件表面，未参与实际切削的现象称

为单齿切削现象。

对三个方向的铣削力进行傅里叶变换，频率如

图９所示。可以看出，在切削过程中有三个主要频
率１８３．３Ｈｚ，３６６．６７Ｈｚ，７３３．３３Ｈｚ。切削试验刀轴
转速为２２０００ｒ／ｍｉｎ，频率为３６６．６７Ｈｚ。１８３．３Ｈｚ表
明刀具旋转两周产生一次切屑的频率，７３３．３３Ｈｚ表
明刀具在一个周期内交替切削。由频率可以看出，

存在切屑简单成形现象以及单齿切削现象。

（ａ）ＦＸ切削力ＦＦＴ

（ｂ）ＦＹ切削力ＦＦＴ

６３ 工 具 技 术



（ｃ）ＦＺ切削力ＦＦＴ

图９　铣削力频谱

(

　结语

微径球头铣刀进行微细铣削会产生刀具偏心、

单齿切削和最小切削厚度现象。因为球头铣刀铣削

过程中切削刃的不同位置处切削层的切削厚度不

同，易出现犁耕和滑擦现象。对于微细铣削不能忽

略刀具刃口半径对切削的影响。当切削层厚度小于

最小切削厚度时，不会产生切屑，刀具与工件仅发生

弹性变形，切削并未进行；当切削层厚度接近于最小

切削厚度时，被切削材料发生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

当切削层厚度大于最小切削厚度，后刀面的弹性变

形层明显减小，实际切削厚度与名义切削厚度几乎

相等，切削层被全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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