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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粉末静电涂层砂轮磨削 ＴＣ４合金研究

霍文国，蔡兰蓉，董庆运，张翔宇

天津市高速切削与精密加工重点实验室；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摘要：针对ＴＣ４合金的磨削需求，提出了静电喷涂固体粉末辅助磨削冷却的方法。设计制备出粉末静电喷涂
装置和实验用砂轮，通过与未涂层干磨削加工ＴＣ４合金的实验对比，分析了固体粉末静电喷涂辅助磨削冷却的砂
轮表面形貌、工件表面形貌和磨削工件表面粗糙度。实验表明：采用静电喷涂固体粉末辅助磨削加工ＴＣ４合金，能
够有效降低工件表面粗糙度，提高磨削加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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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由于 ＴＣ４合金材料具有较高的比强度和韧
性，仅靠铣削加工通常难以达到最终的表面粗糙

度等质量要求，因此往往需要进行磨削加工。磨

削时，砂轮大量磨粒滑擦工件表面，与工件接触面

大，容易在磨削弧区产生较多的热量。因钛合金

材料的导热系数小，易在工件表面积累较多的热

量，磨削加工时常常使用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

的磨削液来降低磨削温度［１，２］，既污染自然环境又

危害工人身体健康。

唐建设等［３］考虑用 ＭｏＳ２和石墨来减少砂轮与
工件表面之间的摩擦力，进而降低磨削温度，制备出

浸渍砂轮并完成了磨削试验，结果表明砂轮表面附

着固体润滑剂可以提高砂轮的磨削能力。为验证石

墨在磨削加工中的润滑减摩作用，ＳｈａｊｉＳ．等［４］采用

具有一定粘度的油将石墨附着在砂轮的表面，降低

了磨削温度。ＡｌｂｅｒｔｓＭ．等［５］认为，石墨润滑薄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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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起到减轻磨削摩擦的作用，将石墨等物质混合汽

化后借助喷枪喷射到磨削区，使砂轮表面产生一层

薄膜。ＳｈａｊｉＳ．等［６］为了在磨削进行中不添加润滑

剂，在采用树脂砂轮制造混料时，按照要求提前加入

石墨、ＣａＦ２等润滑物质，获得了可连续产生润滑膜
的涂层砂轮。

ＧｏｐａｌＡ．Ｖ．等［７］尝试采用石墨改善磨细碳化

硅（ＳｉＣ）表面完整性。与干磨对比实验可知，石墨
润滑剂对改善 ＳｉＣ材料磨削表面质量、磨削力和比
能等方面有较好效果。丁兰英等［８］也开展了固体

润滑剂粉末改进磨削性能的研究，利用一种特殊胶

将固体粉末按照设计要求附着在砂轮（ＧＣ６０ＥＶ）的
表面，验证了润滑剂的润滑减摩设想。文献［９，１０］
开展了静电辅助磨削加工冷却的研究，在改善砂轮

性能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采用固体润滑剂改善磨削冷却性能，具有成本

低、容易实现、对环境和工人健康危害小等特点。因

此，石墨等固体润滑剂在磨削中的应用使磨削过程

更加经济可靠。

"

　静电涂层砂轮原理

在静电喷涂系统中，选择砂轮作为喷涂系统的

阳极，选择静电喷涂装置中的喷枪电极针部分作为

负极。为了电路安全，砂轮极需要接地，固体粉末喷

涂工作时实际上是由砂轮与喷枪形成的喷涂高压电

场。为了使粉末混合均匀并充分雾化，喷涂装置储

料桶底部设计有流化装置，混合着气体和润滑剂粉

末的冷却介质运动到喷枪出口，静电系统的阴极产

生电晕放电，进而使冷却介质粉末带负电荷。由于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作用，高压空气输送冷却

介质到喷枪口，带负电荷的润滑介质粉末在高压静

电场力的作用下沿电场线运动到砂轮表面，并在砂

轮表面形成润滑涂层［１１］。

如图１所示，润滑涂层砂轮静电喷涂系统主要
由静电控制器、粉桶、粉泵以及喷枪等组成。静电控

制器可以调整电压，同时也可以优化储料桶内粉末

的均匀程度以及改变管路中固体粉末的流量。控制

器控制按钮部分如图１ａ所示。粉桶具有混匀粉末、
促使粉末悬浮的作用，如图１ｂ所示。粉泵的主要作
用是运输冷却介质。喷枪是静电喷涂系统的出粉

口，能有效地为固体粉末充电并保证均匀连续出粉，

从而在砂轮表面形成均匀的磨削涂层。喷嘴形状设

计为喇叭形，直径为２ｃｍ。

（ａ）控制器

（ｂ）供粉桶

图１　静电喷涂装置

　　２　固体粉末静电喷涂软涂层砂轮磨削
ＴＣ４钛合金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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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条件
在立式铣床上进行磨削试验，机床功率为

３７ｋＷ，工作台尺寸为３０５ｍｍ×１３５０ｍｍ，磨削试样
选择ＴＣ４合金，静电喷涂砂轮选择电镀 ＣＢＮ砂轮，
砂轮外径为 ５０ｍｍ，砂轮柄直径为 １５ｍｍ，砂轮宽
２０ｍｍ，厚５ｍｍ，磨粒粒度为８０／１００目，如图２所示。
冷却介质粉末选择石墨固体粉末。

图２　试验单层电镀
ＣＢＮ砂轮

图３　静电喷涂辅助冷却
磨削试验装置

　　静电控制参数为：静电高压 ７０ｋＶ，静电电流
１５μＡ，流速压力０４ＭＰａ，雾化压力０．３ＭＰａ，供粉桶
流化压力００４ＭＰａ。磨削试验加工前，为保证静电
喷涂系统喷出的粉末在砂轮表面的附着厚度，在砂

轮表面刷镀一层大豆油。磨削加工试验装置如图３
所示。为获得较好效果进行了喷涂预试验，得到静

电喷枪与砂轮之间的最佳距离为１０～２５ｍｍ。本试
验采用２０ｍｍ，静电喷枪外部设计一个圆锥形喇叭
口筒，直径变化为２～５ｍｍ，采用专用自制夹具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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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安装在机床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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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参数
磨削试验条件见表１。

表１　磨削试验条件

项目 机床 磨削方式 砂轮 磨削面 固体润滑剂

参数
精密立式铣

床ＳＺ１８００ｖ
切入式

顺磨

电镀ＣＢＮ
砂轮

７５ｍｍ×
１０ｍｍ

石墨，

３００目

项目
磨削深度

（ｍｍ）
进给速度

（ｍ／ｍｉｎ）
机床最高转

速（ｒ／ｍｉｎ）
工件

材料

涂层

方式

参数

０．０４，０．０６，
０．０８，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５ ３６００ ＴＣ４合金 静电

喷涂

'

　砂轮表面形貌

静电涂层砂轮表面形貌如图４ａ所示，当 ａｐ＝

００８ｍｍ，ｖｗ＝０．５ｍ／ｍｉｎ，ｖｓ＝１０ｍ／ｓ。磨削行程 ｌ＝
１６ｍ时，静电涂层砂轮和干磨削砂轮表面形貌如图
４ｂ和图４ｃ所示。由图可见，固体粉末涂层对砂轮
磨损影响明显，干磨削砂轮表面出现了一条磨粒严

重磨损的痕迹。在磨削弧区，静电喷涂涂层起到润

滑减摩的作用，抑制了砂轮磨粒的磨损现象。

（ａ）试验砂轮原始表面　　　　　（ｂ）未涂层砂轮磨削表面

（ｃ）静电涂层砂轮磨削表面

图４　砂轮表面形貌

(

　工件表面形貌及表面粗糙度

为验证润滑涂层的磨削效果，选择较大磨削用

量和磨削行程情况进行试验。在ａｐ＝０．２５ｍｍ，ｖｗ＝
０．５ｍ／ｍｉｎ，ｖｓ＝１０ｍ／ｓ，磨削行程 ｌ＝１０ｍ时，静电喷
涂涂层磨削和干磨削加工工件表面形貌见图５ａ和
图５ｂ。由图可见，在大行程磨削加工后，静电涂层
润滑磨削工件表面磨削划痕均匀一致，存在较小凹

坑和破损点，未见明显磨削烧伤和裂纹，表面质量较

好；而干磨削工件表面则明显出现了表面褶皱和烧

伤面，烧伤颜色较深，呈紫褐色；这主要是因为在大

行程干磨削后砂轮表面磨损严重，磨削切除能力下

降，磨削温度和磨削力增大，使工件表面质量变差，

甚至出现磨削烧伤和裂纹现象。但对于静电润滑涂

层磨削，砂轮与工件之间存在一层润滑涂层，降低了

磨削区温度，减少了磨粒与工件之间的摩擦磨损现

象，获得润滑涂层的润滑冷却作用，抑制了磨削烧伤

和磨削裂纹现象的发生。

为分析静电喷涂辅助冷却技术改善磨削加工性

能效果，设计了静电喷涂辅助冷却与无涂层磨削条

件下的工件表面粗糙度对比试验。在 ａｐ＝０２ｍｍ，
ｖｗ＝０．５ｍ／ｍｉｎ，磨削行程 ｌ＝１ｍ时，不同砂轮线速
度情况下磨削工件表面粗糙度变化见图６ａ。在 ｖｓ
＝１０ｍ／ｓ，ｖｗ＝０．５ｍ／ｍｉｎ，磨削行程 ｌ＝１ｍ时，砂轮
磨削深度对工件表面粗糙度影响规律见图６ｂ。

（ａ）经涂层砂轮磨削后　　　　（ｂ）经无涂层砂轮磨削后

图５　磨削工件表面形貌

（ａ）砂轮线速度与工件表面粗糙度关系

（ｂ）磨削深度与工件表面粗糙度关系

图６　切削用量与磨削工件表面粗糙度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砂轮线速度较低的情况下，随着线

速度的增大，工件表面粗糙度略有降低，这是因为随

着线速度的增大，单位时间内通过工件表面的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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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所致。随着磨削深度的增大，工件表面粗糙度

增大，这是因为磨削深度导致磨削力增大，磨削表面

质量变差。在同样磨削条件下，静电喷涂涂层砂轮

的磨削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均低于干磨削工件的表面

粗糙度，试验表明，涂层砂轮磨削时，固体粉末润滑

涂层能够改善砂轮磨削加工性能。

)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静电喷涂固体粉末辅助磨削加

工方法，设计制作出了静电喷涂设备和单层ＣＢＮ实
验砂轮，通过静电喷涂粉末辅助冷却磨削 ＴＣ４合金
的试验，得出以下结论：

（１）借助砂轮表面的植物油，通过静电喷涂方
法可在砂轮表面附着一层固体粉末润滑层，磨削加

工ＴＣ４合金时，该润滑层能够减少砂轮磨损，延长
砂轮切削能力；

（２）静电喷涂粉末辅助磨削冷却时，可降低磨
削加工工件表面粗糙度，提高工件表面质量，改善磨

削加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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