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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陶瓷具有许多优异的性能ꎬ已广泛用于各工业行业中ꎮ 介绍了现阶段实现工程陶

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的方法ꎬ诸如高速深磨、激光预热辅助磨削、ＥＬＩＤ 镜面磨削、超声振动辅

助磨削、预应力磨削以及复合工艺磨削等ꎮ 从磨削效率、加工质量、成本、局限性等方面比较了

这几种加工方法的优缺点ꎮ 对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技术的研究进行了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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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工程陶瓷具有轻质、抗腐蚀、耐高温、热膨胀系数小、抗

热震能力和自润滑能力强、耐磨损和摩擦系数低等优异性

能ꎬ目前已广泛应用在能源工程、汽车工业、机械、化工石

油、航空航天、冶金建材以及军事工程等领域[１]ꎮ 然而ꎬ工
程陶瓷也存在一些缺陷ꎬ主要表现为脆性大(易产生裂

纹)、均匀性差、韧性低、强度低、可靠性差、加工性差ꎮ
目前ꎬ工程陶瓷主要的加工方法是磨削加工ꎮ 但工程

陶瓷磨削加工的高成本和难以测控的加工表面损伤层不

利于工程陶瓷的广泛应用和推广[２－３] ꎮ 因此ꎬ国内外学者

对工程陶瓷材料的高效精密磨削加工技术进行了相关研

究ꎬ取得良好效果ꎮ
文中首先分析了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的理论

依据ꎬ然后从磨削效率、加工质量、成本、局限性等方面比

较了高速深磨、超声磨削等高效精密磨削工艺的优缺点ꎬ
综述和展望了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技术的研究进

展ꎬ可为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提供指导ꎮ

１　 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的理
论依据

　 　 一般认为工程陶瓷在磨削加工时ꎬ材料去除机理可以

分为塑性去除、脆性去除和粉末化去除[４－５] ꎮ 由于普通磨

削工程陶瓷一般是脆性和粉末化去除ꎮ 陶瓷磨削表面质

量较差ꎬ表面和亚表面裂纹的存在会在使用中产生问题ꎬ
很难满足使用要求ꎮ 所以ꎬ要想实现高效精密磨削ꎬ就要

保证氧化锆陶瓷磨削在塑性去除的同时提高磨削效率ꎮ
Ｂｉｆａｎｏ 等根据其对延性域磨削方式的定义:脆性材料被

磨削表面的破碎表面相对面积率<１０％ꎬ采用了临界磨削进给

量(率)ｄｃ来替代临界压痕尺寸 ａｃꎬ建立的 ｄｃ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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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Ｅ 是材料的弹性模量ꎻＨ 是硬度ꎻＫＩＣ是静态断裂韧

性ꎮ 利用该模型可进行相关判断ꎬ在工程陶瓷磨削时控制

好磨削、切削深度就可以实现延性域(塑性)去除ꎮ
但是ꎬ式(１)是静态条件下的ꎬ在动态磨削条件下并

不准确ꎮ 近些年关于工程陶瓷延性域磨削的研究发现影

响动态临界切深的因素主要有:磨削的砂轮速度、动态断

裂韧性、磨料的尺寸和几何形状、润滑条件[６] 等ꎮ 即提高

临界切深有助于实现工程陶瓷的高效精密磨削ꎮ

２　 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方法

当前ꎬ有助于实现工程陶瓷的高效精密磨削加工的方

法主要有下述几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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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高速深磨

高速深磨ꎬ又称高效深磨ꎬ是一种先进的磨削技术ꎬ它
结合了深切缓进给磨削和高速、超高速磨削ꎬ并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ꎮ 高速深磨在工程陶瓷磨削方面应用广泛ꎬ可对

工程陶瓷材料实现延性域磨削加工[７] ꎮ
谢桂芝等[８－９]对工程陶瓷进行了高速深磨的研究试

验ꎮ 结果表明:在高速磨削过程中ꎬ增大砂轮线速度ꎬ可以

减小磨削力ꎻ材料由脆性去除向塑性去除转变ꎬ陶瓷表面

质量得到改善ꎮ
高速深磨在工程陶瓷磨削加工应用方面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ꎮ 它不仅仅能够改善磨削表面质量还能提高加工

效率ꎬ降低加工成本ꎮ

２.２　 激光加热辅助磨削加工

激光辅助加工是一种利用高功率激光局部加热工件的

混合加工方法ꎬ它可以让陶瓷材料局部产生软化从而实现

塑性磨削ꎮ 与普通磨削加工相比ꎬ激光加热辅助磨削具有

减小材料去除比能、磨削力、残余应力、刀具磨损等优势ꎬ并
且可以大大降低加工成本ꎬ有助于工程陶瓷的发展与应

用[１０－１１]ꎮ Ｘｕ Ｓ[１２]对 ＳｉＣ、Ｚｒ２Ｏ３、莫来石陶瓷等做了激光加

热辅助磨削加工的相关研究ꎬ研究表明激光加热辅助磨削

加工能加大材料去除率、减小刀具磨损ꎬ得到更好的表面质

量ꎮ 这主要是由于激光辅助磨削加工时ꎬ工程陶瓷等硬脆

材料脆性去除比例减小而塑性去除的比例增加ꎮ

２.３　 ＥＬＩＤ 镜面磨削

在线电解修整(ＥＬＩＤ)镜面磨削技术是一项新型磨削

技术[１３] ꎮ 在磨削时ꎬ砂轮表面的金属结合剂被不断去除

的同时铸铁集体溶解而露出内部的磨粒ꎬ实现砂轮的自修

锐ꎮ 这一技术既能延长砂轮的使用寿命ꎬ又能得到良好的

加工表面质量ꎮ
目前 ＥＬＩＤ 镜面磨削技术广泛应用于工程陶瓷的镜

面磨削ꎬ可以对工程陶瓷等硬脆材料实现高磨削效率、高
表面质量和高精度的磨削加工[１４] ꎮ

陈明君[１５]采用 ＥＬＩＤ 镜面磨削技术对脆性材料ꎬ如
硬质合金、陶瓷材料和光学玻璃等进行了磨削加工ꎬ得到

了高的表面质量ꎬ实现了镜面磨削ꎬ并且工件的表面粗糙

度达到了纳米级ꎮ Ｈ.Ｔａｎｇ[１６] 利用 ＥＬＩＤ 镜面磨削技术对

氧化锆基陶瓷进行了磨削试验研究ꎬ结果表明与传统的平

面磨削相比ꎬＥＬＩＤ 磨削显示出了良好的稳定性ꎬ可以提高

加工效率ꎬ改善表面质量ꎮ

２.４　 超声振动辅助磨削

超声振动辅助磨削技术是将超声波加工技术和传统

磨削技术结合在一起ꎬ具有众多的优点[１７－１８] ꎮ 与传统的

磨削加工技术相比ꎬ超声振动辅助磨削切削力小、切削尺

寸小ꎮ 加工工程陶瓷等硬脆材料时ꎬ可以得到更好的表面

质量和更高的材料去除率ꎮ
马辉[１９] 、闫艳燕[２０]对工程陶瓷进行了普通磨削和超

声振动辅助磨削的对比研究ꎮ 实验表明超声振动辅助磨

削的临界切削深度是普通磨削的 ２~ ３ 倍ꎮ 其材料去除率

是普通磨削的 ２.５~ ５.５ 倍ꎬ影响去除率的主要因素有:超
声的频率、磨削工艺参数、超声影响下的材料硬度和动态

断裂韧性ꎮ 超声振动辅助磨削能够改变陶瓷材料的去除

方式ꎬ提高表面质量ꎮ
超声振动辅助磨削相较于普通磨削的优势在于它的

临界磨削深度要远远大于普通磨削ꎬ这一点也就决定了超

声振动辅助磨削可以选择较大的磨削深度ꎬ在提高磨削去

除率的同时还能改善磨削表面质量ꎮ

２.５　 预应力磨削加工

为了降低工程陶瓷磨削时产生的表面 /亚表面损伤ꎬ
提高磨削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ꎬ可以在磨削加工过程中对

工件施加一定的预应力ꎬ改变内部的应力状态ꎬ从而改善

磨削加工后工件的表面质量ꎬ增加工件使用的可靠性ꎮ 张

温亚[２１]对氧化锆陶瓷进行了单点预应力磨削实验ꎬ用超

景深显微镜可以明显看出ꎬ在切削深度为 ５ μｍ 时预压应

力 ４００ＭＰａ 比 ０ＭＰａ 沟槽宽度窄并且边缘破碎较少ꎮ
所以对工程陶瓷进行预应力磨削加工可以得到更好

的磨削质量ꎬ有助于实现工程陶瓷的高效精密磨削ꎮ

２.６　 其他复合工艺磨削

对硬脆材料磨削加工的各种方法一般都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ꎬ为了解决这些局限性ꎬ满足一些具体的加工要求ꎬ
许多学者采用了复合磨削的方法ꎮ 例如ꎬ超声 ＥＬＩＤ 复合

磨削技术[２２]将超声振动辅助磨削与在线电解修整技术相

结合ꎬ预计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２３] ꎮ 邵水

军[２４]建立了工程陶瓷超声 ＥＬＩＤ 复合磨削加工的单颗磨

粒临界切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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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２)中可以明显地看出ꎬ影响超声 ＥＬＩＤ 复合磨

削加工质量的因素有很多ꎬ其中 Ｋｖ是与超声、ＥＬＩＤ 对单颗

磨粒临界切削深度的影响系数ꎬ该值大于 １ꎬ它与材料硬

度的变化密切相关ꎬ即超声 ＥＬＩＤ 复合磨削加工的临界切

深要大于普通磨削的临界切深ꎬ这就更容易实现高效精密

磨削ꎮ 除了上述复合工艺磨削的方法ꎬ如何将其他不同的

方法结合起来对工程陶瓷进行高效精磨也值得研究ꎮ 现

在有很多学者研究了将不同的磨削方式复合起来对各种

材料进行加工ꎬ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ꎮ 这些方法也可以借

鉴到工程陶瓷的磨削加工中ꎮ 例如 Ｙｉｎ Ｓｈａｏｈｕｉ 等[２５] 对

ＢＫ７ 玻璃、微晶玻璃、碳化硅等材料的研究表明ꎬ可以用磁

流变技术与 ＥＬＩＤ 技术相复合的加工方法加工ꎬ并在短时

间内获得了亚微米级表面和峰谷值极低的形状精度ꎮ 王

树启等[２６] 对硬脆材料用 ＥＬＩＤ 磨削与高速磨削加工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了加工ꎬ实现了磨削效率大大提升的同时也

得到了更高的加工精度ꎮ 所以复合工艺磨削是今后工程

陶瓷高效精密加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ꎮ

３　 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方法
的优缺点

　 　 上述加工方法都可以实现工程陶瓷的高效精密磨削ꎬ

２



综述展望 夏涛ꎬ等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技术的研究进展

但是有的方法存在一些缺点ꎬ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适

用ꎮ 表 １ 从磨削效率、加工质量、成本、局限性等方面比较

了上述加工方法的优缺点ꎬ为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

的加工方法选择提供参考ꎮ

表 １　 高效精密磨削方法优缺点比较表

加工方法 优点 缺点

高速深磨 去除率高 砂轮磨损严重

激光预热
辅助磨削

材料由脆性向塑性转变ꎬ可
加工形状复杂的零件

需要控制好磨削区温
度ꎬ温度过高时磨削质
量差

ＥＬＩＤ
镜面磨削

磨削效率高ꎬ表面质量好ꎬ综
合成本低

对砂轮要求较高ꎬ装置
复杂

超声磨削
可以大大增加临界磨削厚
度ꎬ提高磨削效率

需要控制好超声振动
的频率以及方向

预应力磨削
使部分拉应力变为压应力ꎬ
改善加工质量

需要预先施加应力ꎬ复
杂形状的零件难加工

复合工艺
磨削

能够实现一些形状复杂ꎬ高
表面质量零件的加工

复合工艺相对复杂

４　 结语

１) 影响工程陶瓷精密磨削动态临界切深的因素有很

多ꎬ目前建立的动态临界切深模型还不够准确ꎬ模型中的

相关参数还需要进一步确定ꎮ 建立较准确的动态临界切

深模型ꎬ有利于指导如何提高临界切深ꎬ从而实现工程陶

瓷的高效精密磨削ꎮ
２) 工程陶瓷高效精密磨削加工工艺参数对磨削质量

和加工效率有很大的影响ꎬ研究如何设计磨削工艺参数ꎬ
在保证磨削质量的前提下大大提高磨削效率ꎬ对实现工程

陶瓷的高效精密磨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ꎮ
３) 现阶段ꎬ虽然很多磨削工艺方法都能基本实现工

程陶瓷的高效精密磨削ꎬ但都有各自的缺点或一定的局限

性ꎬ如何改善这些加工方法或研究出新的复合工艺磨削方

法来提高磨削效率和磨削质量、减小砂轮磨损ꎬ是今后研

究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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