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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切

削机床及方法，包括能够做同步运动的切削刀具

及电磁线圈，电磁线圈与直流电源连接，电磁线

圈被配置为通入电流后，能够产生作用于切屑且

使得切屑远离切削刀具的磁场力，采用本发明的

切削装置能够有效延长切削刀具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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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能够做同步运动的切削刀具及电磁

线圈，电磁线圈与直流电源连接，电磁线圈被配置为通入电流后，能够产生作用于切屑且使

得切屑远离切削刀具的磁场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削刀具与刀架

连接，刀架与线圈支架固定连接，电磁线圈缠绕在线圈支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线圈支架包括架

体，所述架体固定有轴线垂直于切屑刀具轴线的缠绕柱，电磁线圈缠绕在缠绕柱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线圈通过电

流控制器与直流电源连接，电流控制器与控制系统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线圈所在圆

周的直径为15mm-17m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线圈的匝数

为280-320。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削刀具与电磁

线圈的距离被配置为能够使得电磁线圈与切削刀具产生的切削之间的气隙为3 .5mm-

4.5mm。

8.一种切削机床，其特征在于，安装有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

置，所述切削刀具与切削机床的刀具进给机构连接。

9.一种权利要求8所述的切削机床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机床的主轴带动工件转

动，切削刀具在机床的刀具进给机构带动下运动，对工件进行加工，对工件进行加工的同

时，电磁线圈随切削刀具做同步运动，直流电源对电磁线圈通电，对加工产生的切屑产生远

离切削刀具方向的作用力。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切削机床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线圈中通入电流

为0-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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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切削机床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切削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

切削机床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这里的陈述仅提供与本发明相关的背景技术，而不必然地构成现有技术。

[0003] 随着环境污染加剧，绿色制造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干切削能够有效避免切削

液的使用，但干切削过程中存在刀具磨损严重、寿命低等缺点。切屑与刀具表面的接触、摩

擦导致刀具磨损是刀具失效的主要形式之一。

[0004] 目前，解决刀具磨损问题的方法主要有刀具涂层、微织构刀具和自润滑刀具等。刀

具涂层又分为硬涂层和软涂层两大类，其中硬涂层的目的是提高刀具的耐磨性，而软涂层

是提高刀具的减摩性，两者都能达到保护刀具基体，减轻刀具磨损的效果，但是发明人发

现，随着切削时间的增加，刀具表面涂层逐渐被磨损殆尽，涂层刀具寿命还需进一步提高。

微织构刀具是指在刀具表面加工出凹槽、凹坑和凸包等不同形状的微小阵列结构，减小刀

屑间的接触面积，从而降低切削力，但切屑与刀具表面之间仍存在剧烈的摩擦，刀具表面磨

损较为严重。自润滑刀具是指刀具材料具有润滑、减磨的效果，使刀具在切削过程中具有较

低的摩擦系数，从而减轻刀具的磨损，但也存在切屑与刀具表面接触、摩擦的问题，在长时

间的切削过程中刀具表面也会产生较为严重的磨损。

[0005] 综上，切屑与刀具表面之间的剧烈摩擦一直是切削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现有

的方法虽能够短时间内改善切屑与刀具表面的摩擦状态，减少两者的接触面积，但是切屑

与刀具之间的长时间摩擦都会导致刀具表面的磨损，最终造成刀具失效。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能够

减少切屑与刀具表面的接触，从而降低切削力和切削温度，达到减轻刀具磨损、延长刀具寿

命的作用。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第一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包括能够做同步

运动的切削刀具及电磁线圈，电磁线圈与直流电源连接，电磁线圈被配置为通入电流后，能

够产生作用于切屑且使得切屑远离切削刀具的磁场力。

[0009] 结合第一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实施方式，所述切削

刀具与刀架连接，刀架与线圈支架固定连接，电磁线圈缠绕在线圈支架。

[0010] 结合第一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实施方式，所述线圈

支架包括架体，所述架体固定有轴线垂直于切屑刀具轴线的缠绕柱，电磁线圈缠绕在缠绕

柱上。

[0011] 结合第一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实施方式，所述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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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通过电流控制器与直流电源连接，电流控制器与控制系统连接。

[0012] 结合第一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实施方式，所述电磁

线圈所在圆周的直径为15mm-17mm。

[0013] 结合第一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实施方式，所述电磁

线圈的匝数为280-320。

[0014] 结合第一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实施方式，所述切削

刀具与电磁线圈的距离被配置为能够使得电磁线圈与切削刀具加工产生的切屑之间的气

隙为3.5mm-4.5mm。

[0015] 第二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切削机床，安装有第一方面所述的电磁力

辅助的切削装置，所述切削刀具与切削机床的刀具进给机构连接。

[0016] 第三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切削机床的工作方法：机床的主轴带动工

件转动，切削刀具在机床的刀具进给机构带动下运动，对工件进行加工，对工件进行加工的

同时，电磁线圈随切削刀具做同步运动，直流电源对电磁线圈通电，对加工产生的切屑产生

远离切削刀具方向的作用力。

[0017] 结合第三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第三方面的一种可能实施方式，所述电磁

线圈中通入电流为0-30A。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使用本发明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能够利用电磁线圈产生磁场力，使得切削刀

具加工过程产生的切屑做远离刀具的运动，减少了切屑与切削刀具的接触面积，降低切削

力和切削温度，达到减轻刀具磨损、延长刀具寿命的作用，而且与传统的刀具涂层、微织构

刀具和自润滑刀具相比，刀具使用较长时间后，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摩擦状态，避免了传统

方法只能在短时间内改善切屑与刀具表面的摩擦状态，延长了切削刀具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0]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限定。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未设置电磁线圈时切削刀具加工工件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电磁线圈通电后切削刀具加工工件示意图；

[0024] 其中，1.工件，2.切屑，3.切削刀具，4.电磁线圈，5.电流控制器，6.控制系统，7.架

体，8.刀架，9.缠绕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26]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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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27] 正如背景技术所介绍的，现有的方法虽能够短时间内改善切屑与刀具表面的摩擦

状态，减少两者的接触面积，但是切屑与刀具之间的长时间摩擦都会导致刀具表面的磨损，

最终造成刀具失效，针对上述问题，本申请提出了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

[0028] 本申请的一种典型实施方式中，如图1所示，一种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包括切

削刀具3及电磁线圈4，所述切削刀具采用现有的切削机床用切削刀具即可，所述切削刀具

固定在刀架8上，所述刀架与线圈支架连接，所述线圈支架固定有电磁线圈，通过刀架和线

圈支架实现了切削刀具与电磁线圈做同步的运动。

[0029] 所述线圈支架包括架体7，所述架体为L型结构，包括相互垂直的第一架体部和第

二架体部，所述第二架体部的一端与刀架固定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架体部的一端一体式固

定连接，第一架体部的另一端设置有与其垂直的缠绕柱9，所述缠绕柱的轴线与切削刀具的

轴线垂直，所述缠绕柱上缠绕有电磁线圈。电磁线圈被配置为：能够产生作用于切屑且使得

切屑远离切削刀具的磁场力，所述缠绕柱轴线与切削刀具的轴线垂直设置，能够使得电磁

线圈产生的磁场对切屑产生垂直于切削刀具轴线且远离切削刀具的磁场力，使得切屑脱离

切削刀具。

[0030] 所述电磁线圈通过电流控制器5与直流电源连接，直流电源能够产生直流电，并通

入电磁线圈中，所述电流控制器与控制系统6连接，工作人员能够利用控制系统相电流控制

器发送指令，利用电流控制器控制通入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进而调整磁场力的大小。

[0031] 所述控制系统采用现有的控制计算机或工控机等，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需

要进行设置。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电磁线圈所在圆周的直径为15mm-17mm，优选的采用16mm，所述

电磁线圈的匝数为280-320，优选的为300。

[0033] 所述切削刀具与电磁线圈的距离被配置为：能够使得电磁线圈与切削刀具加工产

生的切屑之间的气隙为3.5mm-4.5mm，优选的为4mm,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刀具的尺寸及

切削厚度进行设置。

[0034] 实施例2：

[0035]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切削机床，安装有实施例1所述的电磁力辅助的切削装置，所

述刀架与切削机床的刀具进给机构连接，所述机床还包括床身、动力系统、主轴等结构，均

采用现有的切削机床的结构，其具体结构在此不进行详细叙述。

[0036] 实施例3：

[0037]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切削机床的工作方法：将工件1固定在切削机床的主轴上，切

削机床的主轴带动工件转动，切削机床的刀具进给机构带动切削刀具运动，对工件进行切

削加工，切削刀具对工件进行加工的同时，直流电源工作，向电磁线圈内通入直流电，工作

人员利用控制系统向电流控制器发送指令，利用电流控制器调节通入电磁线圈的电流大

小，本实施例中，电磁线圈中通入的电流为0A-30A，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

定。

[0038] 电磁线圈通入电流后，产生磁场，磁场对切削刀具加工产生的切屑2产生远离切削

刀具方向的磁场力，切屑与刀具的接触面积减少，降低切削力和切削温度，达到减轻刀具磨

损、延长刀具寿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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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其中磁场力的F磁计算方法为：

[0040]

[0041] 式中μ0为真空磁导率，N为线圈匝数，S为磁极接触面积，i为控制电流，y为气隙，通

过调节电流大小可以控制磁场力的大小。

[0042] 本实施例工作方法的一个应用实例中，刀具材料为YS8(90％WC+4％TiC+6％Co)，

工件材料为45淬火钢。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工件的装夹与切削

[0044] 将工件装夹在机床主轴上，采用YS8刀具对45淬火钢工件进行切削，其中切削参数

为：切削速度为120m/min，切削深度为0.2mm，进给量为0.1mm/r。

[0045] (2)电磁力的控制

[0046] 通过计算机和相关控制软件来控制电磁线圈电流大小，从而控制电磁线圈对切屑

的电磁力F磁。其中，电磁线圈直径为16mm，线圈匝数为300，与切屑之间的气隙为4mm，电流的

输出范围为0-30A。

[0047] (3)减少切屑与刀具表面的接触

[0048] 切削过程中切屑的受力状态以及切屑与刀具表面接触长度如图2-图3所示。未施

加电磁力时切屑与刀具表面的接触长度为L1，切屑与刀具之间的作用力为F施加电磁力辅

助切削时切屑与刀具接触长度L2，其中，L1＞L2，切屑与刀具之间的作用力为F-F磁，同时减

少了切削力与切削刀具、切屑之间的接触面积。

[0049] 本实施例工作方法的另一个应用实例中，所不同的是刀具材料为YT15(79％WC+

15％TiC+6％Co)，工件材料为304不锈钢，切削参数为：切削速度为160m/min，切削深度为

0.1mm，进给量为0.2mm/r，可以达到相同的加工效果。

[0050] 采用本实施例的切削机床，与传统的刀具涂层、微织构刀具和自润滑刀具相比，刀

具使用较长时间后，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摩擦状态，避免了传统方法只能在短时间内改善

切屑与刀具表面的摩擦状态，延长了切削刀具的使用寿命。

[0051]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

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

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247653 A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12247653 A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12247653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