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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传统磨削技术相比，激光结构化金刚石砂轮能有效降低磨削力和磨削温度。但目前结构化砂轮技术

仍存在磨粒磨损与沟槽边缘磨损严重的问题。针对此问题，借鉴斜截面技术，通过脉冲激光在金刚石砂轮表面烧

蚀，制备出直角沟槽金刚石砂轮和梯形沟槽金刚石砂轮，进而进行普通砂轮与两种结构化砂轮的对比磨削试验。

结果表明：磨削力会随磨削深度的增大而升高，但梯形沟槽金刚石砂轮能有效降低磨削力；同时，梯形沟槽金刚石

砂轮未结构化区域的磨粒磨损和沟槽边缘区域的磨损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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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工程陶瓷因高强度、高硬度、良好的化学稳定性

以及耐磨性等优异性能已逐渐代替传统的工程金属

材料。碳化硅陶瓷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工程陶瓷之

一，主要用于航空航天、建筑建材和国防军工等工业

工程领域［１－３］。但是，由于其存在硬度高、脆性大以

及塑性低等问题，导致其加工应用受到限制。目前，

超硬磨料砂轮磨削加工已成为陶瓷等硬脆材料加工

的主要途径。然而，在传统砂轮加工硬脆材料的过

程中，磨屑易堆积在磨粒间，直接影响砂轮的磨削性

能，进而影响加工的效率与质量。学者们对于如何

在加工硬脆材料中提升砂轮的磨削性能进行了深入

研究。

近年来，激光结构化磨削逐步在加工硬脆性材

料方面崭露头角，该方法既能降低磨削力，还可以提

升磨削效率，砂轮的激光结构化技术在精密磨削加

工领域中取得了显著成效。ＷａｌｔｅｒＣ．等［４］通过激

光器在ＣＢＮ砂轮表面烧蚀出多种微观结构沟槽后
进行磨削试验，结果表明：这种结构化之后的砂轮磨

削力降低了２５％～５４％，但砂轮出现严重的磨损问
题，需进行多次修锐。为研究微观结构化沟槽砂轮

对工件亚表面的影响，文献［５－７］提出一种激光结
构化大磨粒金刚石砂轮的方法，在激光烧蚀试验中

探究了影响微观结构化沟槽形貌与尺寸的主要工艺

参数，同时进行了结构化金刚石砂轮磨削 ＢＫ７光学
玻璃的试验。结果表明：法向力和切向力分别减小

４８％～６５％以及２５％ ～５４％，结构化砂轮虽然降低
了工件的磨削力，但是冷却效果及排屑能力还有待

提升。

文献［８－１４］提出宏观结构化金刚石砂轮磨削
技术，结果表明，宏观结构化金刚石砂轮磨削技术不

仅有效减小了磨削时的磨削力，还降低了磨削区的

温度。由此可见，该技术有助于提升磨削液在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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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流通性，从而提升了磨削区的润滑冷却效果，但

结构化沟槽边缘的磨损问题仍然突出。

综上所述，砂轮表面结构化已成为磨削加工领

域的主要研究方向，能有效提升砂轮的磨削性能以

及工件表面质量，但砂轮磨损问题仍未解决。通过

对比发现，微观结构化砂轮和宏观结构化砂轮主要

研究对象是具有矩形横截面的带槽砂轮。由于直角

结构的强度不足，导致结构化砂轮的使用寿命短，提

升结构化砂轮的使命寿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变截面梁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领域，梁兴

文等［１５］开展了倾斜梁的斜截面的抗剪承载力研究，

依据极限平衡理论完成了斜截面倾斜梁的抗剪承载

力公式的推导。可知，在临界极限载荷下斜截面梁

的承载面会先产生裂痕，整体强度明显高于矩形横

梁，即梯形的斜截面结构的抗承载能力优于直角结

构，梯形的斜截面沟槽可能会提高激光结构化砂轮

的耐磨损性能。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脉冲激光诱导的梯形沟槽结

构化金刚石砂轮。通过试验评估普通砂轮与梯形沟

槽、直角沟槽金刚石砂轮的磨削性能，使用脉冲激光

器在青铜结合剂金刚石砂轮表面生成规则排布的梯

形沟槽和直角沟槽，用普通砂轮与两种结构化砂轮

加工碳化硅陶瓷，并分析三种加工模式下的磨削力、

工件表面质量及砂轮磨损。

"

　试验过程

"


!

　试验设备及条件
激光结构化试验中采用ＹＣＰ脉冲光纤激光器，

在砂轮表面制备出的直角沟槽和梯形沟槽如图１所
示。如图２所示，数控高精度卧轴矩台平面磨床用
于碳化硅陶瓷的磨削加工试验。用测力仪收集和处

理磨削过程中瞬态磨削力数据，用精密粗糙度轮廓仪

测量磨削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Ｒａ测量范围为０．０１
～１０．００μｍ。用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观测砂轮表面
激光烧蚀后的沟槽形貌与尺寸与磨削后的磨损程度，

同时观察工件磨削后的表面形貌。

图１　激光结构化试验装置　　图２　精密磨削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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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材料
试验选用青铜结合剂金刚石砂轮，其性能参数

如表１所示。待加工的工件材料为碳化硅陶瓷，尺
寸为 ２０ｍｍ×２０ｍｍ×１０ｍｍ，其性能参数如表 ２
所示。

表１　青铜结合剂金刚石砂轮性能参数

参数 砂轮外径 内孔直径 砂轮厚度

规格或取值 ２００ｍｍ ３２ｍｍ ２５ｍｍ

参数 磨粒粒度 磨料层深度 浓度

规格或取值 １２０μｍ ５ｍｍ ７５％

表２　碳化硅陶瓷性能参数

参数 密度ρ２ 弹性模量Ｅ 硬度ＨＫ
取值 ３．１８ｇ／ｃｍ３ ４３０ＧＰａ ２８００Ｎ／ｍｍ２

参数 断裂韧性ＫＩＣ ＳｉＣ质量分数
!

取值 ４．５ＭＰａ·ｍ
１
２ 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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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
试验主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进行砂轮表面梯

形沟槽和直角沟槽的激光烧蚀试验，第二步进行普

通砂轮与两种结构化金刚石砂轮的磨削对比试验。

激光烧蚀试验参数见表３。具体步骤如下：
（１）结构化砂轮制备：根据参数设计要求，在砂

轮表面利用脉冲光纤激光器进行激光烧蚀，并通过

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检测砂轮表面的沟槽尺寸是否

符合要求。

（２）磨削力检测及分析：设计磨削加工方案，利
用高精度测力仪采集磨削时的切向磨削力和法向磨

削力，分析并对比三种砂轮的磨削力。

（３）工件表面质量检测：使用超景深三维显微
系统观察磨削后的工件表面形貌，使用精密粗糙度

轮廓仪测量粗糙度值，分析在不同磨削条件下工件

表面质量的变化规律。

（４）砂轮磨损分析：使用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
观测普通砂轮与两种结构化砂轮磨削后的表面，对

比分析三种砂轮的磨损规律。

表３　激光烧蚀参数

激光参数 波长 脉冲宽度 脉冲频率 最大平均功率

数值 １０６４ｎｍ １０ｍｓ ５０ｋＨｚ ２０Ｗ

'

　结构化砂轮制备

为避免金刚石砂轮在激光烧蚀过程中发生跳动

现象，对试验所用的砂轮进行修整，将修整好的砂轮

固定于联轴电机上，利用电机实现精准的角度转动，

控制系统ＰＣ端控制软件进行系统控制。测试薄铝
板放置于砂轮的加工面上，打开激光器，观察铝板状

态，调节激光头高度，使激光聚焦到铝板上。当铝板

９３２０２１年第５５卷Ｎｏ．８



上连续出现明亮光芒并伴随着刺耳的声音时，说明

此时激光已聚焦到砂轮表面，需关闭激光器。

利用控制软件调节配置参数，开启激光器对砂

轮表面进行直角沟槽的烧蚀。如图３ａ所示，槽宽
０．６５ｍｍ，槽深０．９０ｍｍ。并通过控制软件进行旋转
标刻将沟槽间距准确定为２．３０ｍｍ。在烧蚀梯形沟
槽时，由于脉冲激光器的激光束只能进行垂直辐射，

需将梯形沟槽分解为多组槽宽不同的直角沟槽，并

依次叠加在一起替代梯形沟槽。将其分解为９组，
每个直角沟槽的槽深都为 １００μｍ，第１次烧蚀的沟
槽宽度为 １ｍｍ，下个沟槽的槽宽比上个减少
００７２ｍｍ。如图３ｂ所示，沟槽的上槽宽为１ｍｍ，下
槽宽０．３５ｍｍ，槽深０．９０ｍｍ。之后，同样通过控制
软件进行旋转标刻，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直角沟

槽，梯形沟槽拥有更大的空间。因此，为保证沟槽数

目相同，把梯形沟槽的槽间距缩小２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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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激光结构化砂轮沟槽形貌显微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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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结果及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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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削力分析
图４反映了在湿式磨条件下，普通砂轮与两种

结构化金刚石砂轮磨削碳化硅陶瓷时，磨削力随磨

削深度的变化规律。其中砂轮线速度为１４．７ｍ／ｓ，
进给速度为 １０００ｍｍ／ｍｉｎ。由图可知，随磨削深度
的增加，普通砂轮与两种结构化砂轮的磨削力随之

增大，单颗磨粒承受的切削阻力也呈增大趋势。当

磨削深度增加时，工件与砂轮的接触区域随之增加，

使得单位接触区域内有效磨粒数量增多，提升了磨

粒的磨削参与度，这与传统磨削机理一致［１６，１７］。由

于结构化砂轮表面沟槽的影响，在磨削过程中使得

结构化砂轮表面单位面积内有效磨粒数量少于普通

砂轮，减小了砂轮与工件的接触区域，因此普通砂轮

的切向磨削力和法向磨削力均大于结构化砂轮。

相比普通砂轮，直角沟槽砂轮的切向磨削力降低

９１１％～１５．４５％，法向磨削力降低４２２％～７．５１％；
梯形沟槽砂轮的切向磨削力降低３０．９％～３６．４５％，
法向磨削力降低１４．４％～２１．４６％。此外，两种结构
化砂轮在磨削深度增加的情况下，梯形沟槽砂轮磨削

时的磨削力小于直角沟槽砂轮磨削时的磨削力，其

中切向磨削力降低１８．２７％ ～３０．０７％，法向磨削力
降低１０．６％ ～１５．０８％。从沟槽结构上来说，梯形
沟槽具有较大的槽角，有助于磨削液流通以及排屑，

减小了有效磨粒的切削阻力，有效增强磨粒与工件

之间的润滑性能。

（ａ）切向磨削力

（ｂ）法向磨削力

图４　磨削力与磨削深度的关系

(


"

　磨削后碳化硅陶瓷的表面质量分析
图５是在磨削深度为２０μｍ条件下使用普通砂

轮与两种结构化金刚石砂轮磨削碳化硅陶瓷后工件

的表面形貌。由图可知，碳化硅陶瓷的磨削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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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光滑区域和金刚石颗粒犁耕形成的隆起、沟

壑及陶瓷脆性断裂形成的不规则凹坑，表明碳化硅

陶瓷表面是塑性磨削去除与脆性磨削去除共同形成

的。与普通砂轮相比，结构化砂轮表面的有效切削

刃数量变少，使单个磨粒所承受的平均载荷变大，导

致结构化砂轮在磨削中的脆性磨削去除率增加。

与直角沟槽砂轮相比，梯形沟槽砂轮由于梯形

沟槽其本身所具备的结构特性，在磨削中使得磨削

液能够更有效地进入磨削区域参与磨削，从而减小

磨屑等杂质对工件表面质量的影响。但是梯形沟槽

砂轮进行磨削试验后，工件表面出现沟壑和隆起增

加的情况，这是因为梯形沟槽砂轮磨料层的去除量

大于直角沟槽砂轮，导致磨削过程中有效切削刃数

目减少，令部分工件表面材料未及时被去除。

　　（ａ）普通砂轮　　　　　　　（ｂ）直角沟槽结构化砂轮

（ｃ）梯形沟槽结构化砂轮

图５　三种砂轮磨削后的碳化硅陶瓷表面形貌

通过粗糙度仪测量获得碳化硅陶瓷磨削后的表

面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Ｒａ，其中探针的取样长度为
８ｍｍ，移动速度为０．３ｍｍ／ｓ。为确保其数据的可靠
性，最终结果取五次测量值的平均值。图６为普通
砂轮与两种结构化金刚石砂轮磨削碳化硅陶瓷后所

测得的表面粗糙度值随磨削深度增加的变化规律，

其中，砂轮线速度为１４．７ｍ／ｓ，进给速度为１０００ｍｍ／
ｍｉｎ。

结合图６分析可知，工件表面粗糙度与表面形
貌紧密相关，随着磨削深度的增加工件表面粗糙度

值也随之增加，同时两种结构化砂轮磨削后的工件

表面粗糙度值均大于普通砂轮，直角沟槽砂轮粗糙

度值增加了２３．６％ ～３１．０６％，梯形沟槽砂轮增加
了３２．３７％ ～３９．６３％。另外，相比直角沟槽砂轮，
梯形沟槽砂轮磨削后的工件表面表面粗糙度值略

高，增加了１２．９７％ ～１９５１％。在相同磨削参数条

件下，普通砂轮的有效磨粒平均参与切削次数高于

结构化砂轮，材料去除量相对稳定，磨削后工件表面

粗糙度值低于两种结构化砂轮的值。

相比于直角沟槽砂轮，梯形沟槽砂轮上的磨料

层被激光烧蚀去除的部分更多，使梯形沟槽砂轮上

的有效金刚石磨粒数量更少，从而减少了磨粒在磨

削过程中重复磨削次数，造成了未去除的材料顺着

磨粒两侧挤压堆积，形成脊状隆起，产生较大的刮

痕，使碳化硅陶瓷材料表面的粗糙度值增大。结合

表面形貌可知，梯形沟槽砂轮磨削碳化硅陶瓷材料

的表面质量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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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表面粗糙度与磨削深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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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轮磨损分析
在砂轮圆周表面上的金刚石颗粒呈离散分布，

且由于其随机的突出高度及形状，导致砂轮的磨损

形式也各不相同［１８－２０］。图７为三种工况砂轮的磨
粒磨损。分析图７可知，普通砂轮与两种结构化金
刚石砂轮的观察区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磨粒脱落和

磨粒破裂。其主要原因是砂轮经过修整后，磨粒处

于结合剂中的不同位置，导致工件与磨粒的强烈冲

击过程中，裸露在结合剂表面的较多磨粒容易发生

整体松动而脱落，少量磨粒则容易发生断裂。另外，

由于激光烧蚀沟槽试验的影响，结构化砂轮上的部

分磨粒表面会产生裂纹，这也是结构化砂轮上磨粒

破裂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

通过对比三种工况砂轮磨粒磨损状况可以清晰

地观测到，两种结构化砂轮比普通砂轮的磨粒破裂、

脱落情况均有明显降低，梯形沟槽砂轮降低效果更

明显。这是由于梯形沟槽更有利于磨削液进入磨削

区，有利于提升磨削区的润滑性，降低了磨粒受到来

自工件的切削阻力，使磨粒所受到的瞬时撞击、挤压

力度也随之降低，梯形沟槽砂轮磨粒破裂及磨粒脱

落情况发生的概率相比于直角沟槽砂轮与普通砂轮

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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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普通砂轮　　　　　　（ｂ）直角沟槽结构化砂轮

（ｃ）梯形沟槽结构化砂轮

图７　三种金刚石砂轮的磨粒磨损

图８为直角沟槽金刚石砂轮和梯形沟槽金刚石
砂轮的沟槽边缘三维形貌。图中，两种结构化金刚

石砂轮的沟槽边缘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磨损，分别

是磨粒脱落、部分区域崩塌以及磨粒破裂。

（ａ）直角沟槽结构化砂轮　　　（ｂ）梯形沟槽结构化砂轮

图８　不同结构化金刚石砂轮的沟槽边缘形貌

造成沟槽边缘磨损的原因分别为：①由于激光
结构化后的砂轮整体结构发生了改变，使结构化金

刚石砂轮的受力点增多；②由于砂轮表面气障层的
阻碍，使磨削液优先进入沟槽，因此沟槽边缘才会被

侵蚀得较严重。通过比对两种结构化金刚石砂轮沟

槽边缘磨损状态，可在直角沟槽金刚石砂轮的沟槽

边缘观测到多种磨损情况，主要表现为结合剂大块

崩塌，有较多的磨粒脱落，沟槽边缘紧密排布着许多

由于磨粒断裂而留下的大小不一的缺口。尽管梯形

沟槽金刚石砂轮沟槽边缘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磨

损，譬如磨粒断裂以及沟槽滑坡，但相较于直角沟槽

金刚石砂轮，梯形沟槽金刚石砂轮沟槽边缘的磨损

程度明显降低，并且缺口也有所减小，梯形沟槽金刚

石砂轮仍可以正常进行作业，说明梯形沟槽砂轮相

较于直角沟槽金刚石砂轮的耐磨性更优。通过分析

抗扭矩强度可得出，砂轮表面未经历烧蚀的区域因

梯形沟槽结构化而提升了径向刚度，但梯形沟槽金

刚石砂轮与工件磨削时的瞬时撞击，使得梯形沟槽

金刚石砂轮在磨削过程中需承受的更大的径向扭

矩，砂轮整体结构强度有所改善。

)

　结语

本文通过脉冲激光在砂轮表面烧蚀制备了两种

结构化金刚石砂轮，对比分析了两种沟槽结构化金

刚石砂轮与普通砂轮在不同磨削加工参数下对磨削

力、工件表面形貌以及砂轮损伤的影响，得出以下结

论：

（１）随着磨削深度的增加，会导致磨削力增大。
相较于普通砂轮，两种结构化砂轮磨削力均降低，其

中梯形沟槽结构化金刚石砂轮在磨削中产生更小的

磨削力，直角沟槽砂轮与梯形沟槽砂轮的切向磨削

力分别降低了 ９．１１％ ～１５．４５％和 ３０．９％ ～
３６４５％，法向磨削力分别降低了４．２２％ ～７．５１％
和１４．４％～２１．４６％。

（２）磨削深度的增长反而降低了碳化硅陶瓷工
件表面质量。在相同磨削参数下，梯形沟槽金刚石

砂轮磨削碳化硅陶瓷时，工件表面形成了更多的隆

起和沟壑，其表面粗糙度值相比于普通砂轮升高了

３２．３７％～３９．６３％。
（３）结构化砂轮的未结构化区域磨粒破裂、脱

落的情况比普通砂轮明显改善。梯形沟槽金刚石砂

轮的磨粒磨损情况较轻，呈现出磨粒的破裂、钝化甚

至脱落现象相对较少；直角沟槽金刚石砂轮的沟槽

边缘磨损情况较为严重，其沟槽边缘呈现出结合剂

崩塌、磨粒的破裂与脱落现象相对较多，说明梯形沟

槽金刚石砂轮耐磨性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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