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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硬质合金材料的改善，整体硬质合金枪钻正逐步替代传统刀具。而国产整体硬质合金枪钻还处于

起步阶段，许多技术难题亟需解决。对此，本文用微分几何方法建立数学模型，优化了其刀尖几何参数，并采用小

直径整体枪钻进行４Ｃｒ１３不锈钢钻削试验，分别研究切削用量和外刃锋角的不同对钻削４Ｃｒ１３不锈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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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深度和直径之比（Ｌ／Ｄ）大于 ５的孔即为深
孔［１］，随着机械行业的迅猛发展，如今深孔加工被

广泛应用于造船、化工机械、食品机械和矿山机械等

领域。硬质合金枪钻能够在保证生产加工效率的同

时，保证孔的加工质量和表面粗糙度［２，３］，加工精度

在ＩＴ７～ＩＴ９之间［４］，所以加工细深孔的刀具主要是

硬质合金枪钻。而用小直径整体硬质合金枪钻加工

细深孔时又存在以下问题：

（１）排屑问题：由于材料韧性大，钻孔时可能产
生长屑，若不及时将铁屑排出，不仅会降低孔的表面

粗糙度，还可能导致刀具崩刃，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刀

头折断。

（２）冷却问题：由于枪钻加工是在半封闭条件
下进行的［５］，切屑液不易达到切削区，造成冷却和

润滑不良，很容易导致刀具的刃部磨损。

（３）刀具磨损问题：由于硬质合金材料的强度
较小，且整体硬质合金枪钻直径较小，在钻削加工时

钻头易折断。

为解决小直径整体硬质合金枪钻钻削深孔时

排屑难的问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Ｂｌｅｉｃｈｅｒ等［６］利用低频

率、高振幅的振动协助方法有效提高了小直径整

体枪钻在钻削铬锆铜（ＣｕＣｒ１Ｚｒ）的排屑比率。为
解决切削液很难达到切削区的问题，长沙工程兵

学院颜柏桦［７］采用机械式扭转振动钻削装置进行

小直径深孔加工，提高了孔的加工质量和刀具寿

命。ＤｉｒｋＢｉｅｒｍａｎｎ等［８］创新地利用激光加工和枪

钻加工结合的方法解决了小直径深孔加工时枪钻

的导向性问题。

随着材料的发展，机械加工行业很多材料都已

替换为４Ｃｒ１３不锈钢，４Ｃｒ１３不锈刚虽属难加工材
料，但具有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且耐腐蚀性较好，

更易于排屑。

"

　刀尖几何参数分析

整体硬质合金枪钻钻尖主要几何参数见图１。

①钻尖外径Ｄ，钻尖到外刃的距离为Ｄ４，内刃过

心量为ｅ，低心量ｄ；
②外刃锋角１，内刃锋角２；
③外刃第一后角α１；第一后刀面宽为ｗ；外刃第

二后角α２；
④内刃后角α３和刀尖后角α５；
⑤导流面Ｐ５与ＸＯＺ平面的交线与Ｚ轴的夹角

α４，导流面控制角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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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枪钻钻尖几何参数和坐标系

其中内刃过心量ｅ和低心量ｄ为枪钻两个特有
参数，合理选用可以保证枪钻靠近轴线的刃口处时

避开中心速度为零的区域，从而减小轴向抗力，增加

钻杆刚性。根据枪钻直径 Ｄ选取低心量和过心量，
本文研究的是直径 Ｄ＝３．２ｍｍ小直径枪钻，因此
低心量取０．１５ｍｍ，过心量取０．０５ｍｍ。

后角的存在防止了刀刃后角的摩擦。外刃第二

后角α２的存在使切削液更易达到切削区，增大冷却
效果，同时也便于对外刃第一后角 α１进行精磨。

［９］

为此，本文选取了钻削不锈钢时较为常用的 α１＝
１２°，α２＝２０°。刀尖后角能有效避免刀尖后面的干
涉，本文选取刀尖后角α５＝２５°。

在钻削不锈钢时为避免断屑缠刀，本文分别选

取外刃锋角 １＝３０°，３５°，４０°，并根据试验来验证
其对切削效果的影响。根据经验选取内刃锋角 ２
＝２０°，内刃后角α３＝１３°。表１为所选几何参数。

表１　刀尖几何参数

刀具号 直径
外刃

锋角

内刃

锋角

外刃第

一后角

第一后刀

面宽度（ｍｍ）
１ ３．２ ３０° ２０° １２° ０．１２～０．１６
２ ３．２ ３５° ２０° １２° ０．１２～０．１６
３ ３．２ ４０° ２０° １２° ０．１２～０．１６

刀具号
外刃第

二后角

内刃

后角

刀尖

后角

过心量

（ｍｍ）
低心量

（ｍｍ）
１ ２０° １３° ２５° ０．０５ ０．１５
２ ２０° １３° ２５° ０．０５ ０．１５
３ ２０° １３° ２５° ０．０５ ０．１５

'

　建立数学模型

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一般分为直接法和反求

法［１０］。本文中枪钻的后刀面均为平面，利用１１Ｖ９
碗砂轮刃磨完成钻尖，采用反求法建立枪钻钻尖的

数学模型。

'


!

　前刀面数学模型
前刀面是切屑流过的平面，由图１可知，前刀面

的一个法向量为 ｉ＝（０，１，０），且前刀面过点 Ａ（０，

－ｄ，－Ｄ４），所以前刀面的方程为

ｙ＋ｄ＝０ （１）
'


"

　外刃后刀面的数学模型
设外刃第一后刀面的一个法向量为ｎＰ１，则ｎＰ１相

当于ｘｗ轴上的单位向量（１，０，０）绕 ｙｗ轴逆时针旋
转１，再绕逆时针旋转 α１，Ａ点坐标为（０，－ｄ，

－Ｄ４），Ｂ点坐标为（－
Ｄ
４ｔａｎ１，０，－

Ｄ
４）。可得主切

削刃的方程为

ｘ

－Ｄ４ｔａｎ１
＝
ｚ＋Ｄ４

－Ｄ４

（２）

将单位向量ｉ（１，０，０）绕轴逆时针旋转 １得到
法向量ｎＰ１的初始位置向量ｎＰ１０，有ｎＰ０，１］

Ｔ＝［ｃｏｓ１，
０，－ｓｉｎ１，１］

Ｔ。而旋转轴 ＡＢ不是坐标轴，需要将
其进行级联变换［１１］，可求得第一后刀面的法向量

［ｎＰ１，１］
Ｔ＝（ｓ１，ｓ２，ｓ３，１）

Ｔ，而外刃第一后刀面过点

Ａ，可得，外刃第一后刀面的方程为

ｓ１ｘ＋ｓ２（ｙ＋ｄ）＋ｓ３（ｚ＋
Ｄ
４）＝０ （３）

同理，可设外刃第二后刀面的一个法向量为

ｎＰ１０，外刃第一后刀面宽为 ｗ，点 Ｍ是外刃第二后刀
面与外刃第一后刀面的交线，与枪钻外圆的交点，由

图１可知，Ｍ点的坐标为（ｗｔａｎα１ｃｏｓ１，－ｄ－ｗ，

－Ｄ２），所以外刃第二后刀面的方程为

ｍ１（ｘ－ｗｔａｎα１ｃｏｓ１）＋ｍ２ ｙ＋ｄ＋( )ｗ

＋ｍ３ ｚ＋
Ｄ( )２ ＝０ （４）

'


'

　导流面的数学模型
导流面的一个法向量ｎＰ３可由ｘ轴的单位向量 ｉ

（１，０，０）绕 ｙ轴顺时针旋转，再绕旋转轴逆时针旋
转κ。Ｓｄ可由κ（０，０，１）绕 ｙ轴顺时针旋转 α４，有
（Ｓｄ，１）

Ｔ＝（－ｓｉｎα４，０，ｃｏｓα４，１）
Ｔ。由此可得

（ｎＰ３，１）
Ｔ＝

ｃｏｓα４ｃｏｓκ

ｓｉｎκ
ｓｉｎα４ｃｏｓκ











１

（５）

由 图 １ 可 知， 导 流 面 必 过 点

（
Ｄ
４＋ｅ）ｃｏｔ２，－ｄ，[ ]ｅ，可得导流面的方程为

ｃｏｓα４ｃｏｓκ［（
Ｄ
４＋ｅ）ｃｏｔ２］＋ｓｉｎκ（ｙ＋ｄ）

＋ｓｉｎα４ｃｏｓκ（ｚ－ｓｉｎα４ｃｏｓκ）＝０ （６）

４５ 工 具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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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削
(,2!'

不锈钢的试验研究

(


!

　试验目的及切削用量
为了测试参数优化后的整体硬质合金枪钻在加

工４Ｃｒ１３不锈钢时能否改善孔加工质量差、铁屑不
易排出、易出长屑甚至断刀、刀具寿命差等问题，有

必要进行钻削加工试验。

试验采用表１中所示参数的３把刀具，切削用
量（切削速度和进给量）参照 Ｂｏｔｅｋ样本中直径为
３ｍｍ～３．４９ｍｍ加工马氏体不锈钢的推荐切削用
量值，结合试验，确定切削速度分别为 ４０ｍ／ｍｉｎ
（３９７８ｒ／ｍｉｎ），５０ｍ／ｍｉｎ（４９７３ｒ／ｍｉｎ），６０ｍ／ｍｉｎ
（５９６８ｒ／ｍｉｎ），进给量分别为０．００６ｍｍ／ｒ，０．００８ｍｍ／
ｒ，０．０１０ｍｍ／ｒ，０．０１２ｍｍ／ｒ，切削参数为１２组，切削
深度为４０ｍｍ。

(


"

　试验结果分析
本试验从切屑形态、孔加工质量及刀具磨损进

行分析。

（１）切屑形态
对试验过程中产生的铁屑进行随机取样，可知

线速度对铁屑的影响不大，而进给量对铁屑的影响

较大。随进给量的增大，铁屑长度略有增加，但进给

量为０．０１２ｍｍ／ｒ的铁屑又比进给量为０．０１ｍｍ／ｒ的
铁屑略短。从形态来看，大部分铁屑为环形螺旋状，

长度在３～８ｍｍ之间，１号刀和２号刀在线速度为
４０ｍ／ｍｉｎ和５０ｍ／ｍｉｎ时产生的铁屑较理想，为细小
的螺旋状铁屑，易排出。转速为６０ｍ／ｍｉｎ时的铁屑
有明显毛刺，说明刀具在线速度为６０ｍ／ｍｉｎ时切削
过程不稳定，刀具磨损严重。３号刀的情况最差，在
线速度为４０ｍ／ｍｉｎ、进给量 ０．０１２ｍｍ／ｒ时，产生了
非常严重的缠屑现象，需立即停止试验，否则可能会

导致刀具崩断，损坏机床甚至危及人身安全。

（ａ）线速度４０ｍ／ｍｉｎ，
进给量０．００８ｍｍ／ｒ

（ｂ）线速度４０ｍ／ｍｉｎ，
进给量０．０１０ｍｍ／ｒ

（ｃ）线速度４０ｍ／ｍｉｎ，进给量０．０１２ｍｍ／ｒ

图２　１号刀产生的部分切屑

（ａ）线速度４０ｍ／ｍｉｎ，
进给量０．０１０ｍｍ／ｒ

（ｂ）线速度５０ｍ／ｍｉｎ，
进给量０．０１０ｍｍ／ｒ

（ｃ）线速度６０ｍ／ｍｉｎ，进给量０．０１０ｍｍ／ｒ

图３　２号刀产生的部分切屑

（ａ）线速度４０ｍ／ｍｉｎ，
进给量０．００８ｍｍ／ｒ

（ｂ）线速度４０ｍ／ｍｉｎ，
进给量０．０１０ｍｍ／ｒ

（ｃ）线速度４０ｍ／ｍｉｎ，进给量０．０１２ｍｍ／ｒ

图４　３号刀产生的部分切屑

（２）孔加工质量
孔加工质量是检验刀具性能的指标之一，本文

主要通过被加工孔的表面粗糙度和圆度这两个指标

对其进行评价。由于３号刀用第一组切削用量仅钻
了５个孔就出现严重的缠屑现象，随即停止试验，所
以３号刀仅需检测５个孔的表面粗糙度和圆度，平
均值分别为０．６８４２μｍ和５．０５μｍ（仅供参考）。本
次试验目的是对比外刃锋角分别为３０°，３５°，４０°的
枪钻，检测孔加工质量时，每组切削用量下随机抽取

３个孔检测其圆度和粗糙度，测量结果分别见表２、
表３和图５、图６。

根据以上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１号刀加工孔
的圆度误差平均值为４．８３μｍ，而２号刀加工孔的圆
度误差平均值为４．６７μｍ，降低了３．３１％。从测得
孔的表面粗糙度来看，１号刀所加工孔的表面粗糙
度平均值为０．６２μｍ，而２号刀所加工孔的表面粗糙
度平均值为０．５３μｍ，降低了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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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圆度
!"#$#%& '"#$#%& ()#$#%&

*

号刀

!+, !+- '+*

!+. '+/ !+)

!+( !+. '+/

/

号刀

!+* !+, '+*

!+( !+- '+,

!+, !+' '+*

切削速度

枪钻

表３

表面粗糙度 !"#$#%& '"#$#%& ()#$#%&

*

号刀

"+(,-' "+'!.- "+(.-,

"+(*", "+'),( "+('!*

"+("!. "+'--( "+(,).

/

号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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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削速度

枪钻

图５　圆度测量值

图６　表面粗糙度测量值

（３）刀具磨损
在钻削３０个深度为４０ｍｍ的孔后，使用刀具几

何参数测量仪检测刀具磨损状况，如图７和８所示。
可见，１号刀和２号刀的外刃和内刃均有很明显的
粘结磨损，外刃的磨损量分别为 ０．２６ｍｍ和 ０．
２３ｍｍ，内刃的磨损量分别为 ０．１７ｍｍ和 ０．１８ｍｍ。
两把刀均在内刃靠近钻尖的部位发生了崩刃。

图７　１号刀前刀面磨损状况

图８　２号刀前刀面磨损状况

)

　结语

（１）钻削４Ｃｒ１３不锈钢时，为避免缠刀，外刃锋
角采用３０°或３５°。

（２）就加工孔的质量而言，外刃锋角为３５°的枪
钻所加工孔的圆度误差和表面粗糙度比外刃锋角为

３０°的枪钻分别降低了３．３１％和１４．５％。因此外刃
锋角采用３５°加工４Ｃｒ１３不锈钢为宜，且线速度应控
制在 ４０～５０ｍ／ｍｉｎ、进给量应控制在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ｍｍ／ｒ之间。

（３）经参数优化后的小直径整体硬质合金枪钻
能够有效改善排屑问题且没有发生刀具折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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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铣削３Ｃｒ２Ｍｏ钢时硬度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

庞俊忠，牛苜森

中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摘要：在相同的铣削参数下，对硬度为３１ＨＲＣ和４１ＨＲＣ的３Ｃｒ２Ｍｏ淬硬钢进行高速铣削试验，结果表明：工件
硬度不同，铣削参数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截然相反。高硬度下，进给量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低硬度下，切削速度对表

面粗糙度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根据高速切削机理，分析了铣削参数在不同工件硬度下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

关键词：高速铣削；表面粗糙度；工件硬度；铣削温度

中图分类号：ＴＧ５０６．１；ＴＨ１６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７００８．２０２１．０８．００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Ｍｉｌｌｉｎｇｏｆ３Ｃｒ２ＭｏＳｔｅｅｌ

ＰａｎｇＪｕｎｚｈｏｎｇ，ＮｉｕＭｕｓ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ｍｉｌｌｉｎｇｔｅｓｔ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ｏｎ３Ｃｒ２Ｍｏｈａｒｄｅｎｅｄｓｔｅｅｌｗｉｔｈ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ｏｆ３１ＨＲＣａｎｄ４１ＨＲＣ．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ｌｌ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ｉｓｑｕ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ｈｉｇｈ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ｅｄｒａｔ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ａｔｌｏｗ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ｃｕ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ｌｌ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ｕｎ
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ｍｉｌｌ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ｍｉｌｌ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引言

近年来，精密制造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对于零件

的表面粗糙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ｚｅｌＴ．［１］等
通过ＡＩＳＩＨ１３淬硬钢的车削试验证明了工件硬度
对表面粗糙度有重要影响；朱学超［２］通过干式切削

淬硬钢ＳＫＤ１１试验，得出了不同工件硬度对切削温
度的具体影响关系；郝清龙等［３］通过高速铣削４５钢
单因素试验研究了工件硬度、切削温度和表面粗糙

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上主要针对试验数据进

行了详细研究，未能从高速切削机理方面对切削温

度、表面粗糙度的变化做出具体阐释。

本文主要探究工件硬度、铣削参数和表面粗糙

度三者的影响关系，以切削温度为主线，对正交试验

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得到了加工不同硬度工件的铣削

参数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关系，并依据高速切削机理

对不同硬度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变化进行了说明。

"

　试验设备

试验机床采用ＯＫＵＭＡ公司的ＭＢ５６ＶＡＲ型高
速铣床。刀具采用台湾ＯＳＬ公司的ＴｉＡｌＮ涂层两刃
整体圆柱形立铣刀，螺旋角为３５°。３Ｃｒ２Ｍｏ钢的试
件尺寸为１８０ｍｍ×１２０ｍｍ×３０ｍｍ，经过热处理后硬
度分别为３１ＨＲＣ和４１ＨＲＣ，如图１所示，主要铣削
条件见表１。选用日本 ＳＥ－３Ｈ表面轮廓仪测量表
面粗糙度。

图１　３Ｃｒ２Ｍｏ钢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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