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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金属切削加工设备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用于正交车削和铣削过程高速成像的拍

摄系统，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底部的上方设置

有一车刀安装夹具装夹专用专用铣削工件或专

用切槽刀，并与垂直设置的专用车削工件或专用

直刃铣刀配合完成车削或铣削过程，基座一侧的

斜面上安装有表面镀银反光镜，在表面镀银反光

镜的对侧为一高速相机，在车铣两用装置和高速

相机之间设置有激光光源，高速相机记录车削和

铣削过程。本发明通过使用蓝宝石玻璃限制切屑

与工件在同一平面内解决了在介观尺度由于相

机景深小切屑拍不清楚的难题，通过车铣两用观

察装置，只需改变少量零件，便可进行车削与铣

削的转换拍摄，装置装配简单，拍摄照片质量稳

定，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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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正交车削和铣削过程高速成像的拍摄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车铣两用

观察装置(1)，激光光源(2)和高速相机(8)，

其中，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1)底部的基座(1-2)安装在一测力仪(5)上，基座(1-2)

上方设置有一车刀安装夹具装夹专用铣削工件(1-11)或专用切槽刀(1-1)，所述专用铣削

工件与垂直设置的专用直刃铣刀(1-10)配合完成铣削过程，所述专用切槽刀与垂直设置的

专用车削工件(1-12)配合完成车削，所述基座(1-2)的一侧为斜面，斜面上安装有表面镀银

反光镜(1-3)，在表面镀银反光镜(1-3)的对侧为一高速相机(8)，该高速相机(8)安装在三

自由度位移微调平台(4)上，在车铣两用观察装置(1)和高速相机(8)之间，设置有激光光源

(2)对准表面镀银反光镜(1-3)，该高速相机(8)通过表面镀银反光镜(1-3)反射的光线来记

录车削和铣削过程；

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的基座(1-2)上设置有车削车刀安装夹具(1-4)，所述基座(1-

2)的一侧斜面的正上方对应的是的镶嵌在车削车刀夹具(1-4)上的蓝宝石玻璃片(1-6)，专

用铣削工件(1-11)或专用切槽刀(1-1)紧贴所述蓝宝石玻璃片(1-6)上表面设置，所述蓝宝

石玻璃片(1-6)下方对应斜面上安装有表面镀银反光镜(1-3)，用于将激光光源(2)发射的

激光反射至蓝宝石玻璃片(1-6)的工作区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拍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1)一侧设置有

气枪(3)吹散铣削部位堆积的切屑，所述测力仪(5)和三自由度位移微调平台(4)还分别与

信号同步触发模块(7)和信号采集器(6)相并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拍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专用铣削工件(1-11)或专用切槽刀

(1-1)上方均设置有夹紧装置(1-8，1-9)。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拍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专用直刃铣刀(1-10)或专用车削工

件(1-12)均竖直设置，在工作时分别紧贴专用铣削工件(1-11)或专用切槽刀(1-1)设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拍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镀银反光镜(1-3)与水平呈45

度，所述车削车刀安装夹具(1-4)上设置有锥形通光孔，通光孔上方放置橡胶垫片(1-5)，所

述蓝宝石玻璃片(1-6)放置在橡胶垫片(1-5)上方。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拍摄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车削车刀安装夹具(1-4)和蓝宝

石玻璃片(1-6)上方，根据铣削和车削的不同而放置有不同的玻璃压板(1-7)。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拍摄系统，其特征在于，激光光源(2)与气枪(3)安装在带有球副

的磁座上，以便地调整位置和姿态。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拍摄系统，其特征在于，三自由度位移微调平台(4)包括底部铝

板，所述底部铝板上方连接移动平台，移动平台可沿着XYZ三个方向移动，通过手动旋钮调

整位移，其位移移动精度可达微米级别。

9.根据权利要求书8所述的拍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速相机(8)与测力仪(5)通过

外部触发装置触发后同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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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正交车削和铣削过程高速成像的拍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切削加工设备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正交车削和铣削过

程高速成像的拍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切削过程的机理研究对于控制已加工工件的表面完整性有着十分重要的影

响。金属切削过程包括力热耦合，摩擦学，金属相变，材料大变形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切削变

形过程的发生又局部集中在切削区域内(通常为1mm2)，变形发生时间很短，对于切削区域

的实验观察就变得非常困难。由此，对于金属切削的研究手段主要局限在解析建模和有限

元仿真方面，解析建模通常简化了许多实际问题并提出很多经验假设，不足以完全替代实

验研究；有限元仿真同样十分依赖于输入的力热边界条件与材料本构关系，不同的参数仿

真导致结果差异很大。

[0003] 传统的金属切削实验研究手段主要有通过快速落刀装置对金属切削区域的变形

和切屑形态进行观测，通过对切屑或已加工表面进行金相腐蚀制样处理研究材料组织相变

与材料变形，对于金属切削的过程却缺乏相应的直观的记录。传统的金属切削拍摄是在宏

观尺度下进行的，或是仅仅只是拍摄静态图片，不能由实验直接反应出金属变形过程与切

屑形成过程，且实验研究局限于正交车削，对于正交铣削没有任何有效的拍摄实验装置。

[0004] 将数字图像相关算法(DIC)运用于金属流变运动的观察近年来变成实验力学和材

料科学中一种新兴的手段。数字图像相关算法可以根据金属变形过程的图片序列获取金属

流动的位移场信息，金属流动的位移场信息直接与切屑形成过程以及金属表面应力状态相

关联。但不同于普通的材料力学实验，在高放大倍数下对切削过程进行摄影主要有以下几

个难点：(1)要对切削过程清楚拍摄必须采用高速相机，高速相机体积较普通工业相机大，

重量重，普通卧式车床没有位置进行稳定安装；(2)切削观察视野范围小，相机必须采用较

高的放大倍数，高放大倍数下，相机的景深变得很小，通常只有10至20μm，而切屑由于变形

量大，产生运动后不受控制，不可避免地与已加工表面不在同一个平面内部，通常超过10至

20μm，因此很难拍摄清楚；(3)产生的切屑有可能遮挡视野。由于上述诸多难点，导致将数字

图像相关技术运用到切削观察领域变得很困难，急需发明一种简单可靠的装置来拍摄高质

量的切削视频。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以上缺陷或改进需求，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正交车削和铣削过

程高速成像的拍摄系统，其包括车铣两用观察装置，激光光源，高速相机，信号采集器和信

号同步触发模块。该拍摄系统能够拍摄在介观尺度下的切削和铣削过程，在相机镜头放大

倍数为7倍(每像素0.8微米)下仍可清晰拍摄切屑形成全过程，通过改变少量零部件，便可

以实现铣削与车削的转换拍摄。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正交车削和铣削过程高速成像的观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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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车铣两用观察装置，激光光源和高速相机，

[0007] 其中，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底部的基座安装在一测力仪上，基座上方设置有一

车刀安装夹具装夹专用切槽刀或者是专用铣削工件，并与垂直设置的专用车削工件或专用

直刃铣刀配合完成车削或铣削过程，所述基座的一侧为斜面，斜面上安装有表面镀银反光

镜，在表面镀银反光镜的对侧为一高速相机，该高速相机安装在三自由度位移微调平台上，

在车铣两用装置和高速相机之间，设置有激光光源对准表面镀银反光镜，该高速相机通过

表面镀银反光镜反射的光线来记录车削和铣削过程。

[0008] 具体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用于装夹专用切槽刀或者是专用铣削工件，完成铣削

和车削过程，所述激光光源通过照射表面镀银平面镜，改变光路，用于将光线反射入所述高

速相机的镜头中；激光光源为高帧率，为小视野下的高速相机提供稳定的强光光源；三自由

度位移微调平台用来对准视野和调焦距；信号采集器采集测力仪产生与相机产生的信号；

信号同步触发模块同步切削力信号与相机信号。采用激光光源而不采用普通光源，因为激

光光源稳定，光强足够强，能够满足高帧率下相机所需要光强，且激光平行度高，有利于将

高强光集中照射在很小的切削区域范围内。待切削工作开始时，及时开启气枪，将切削产生

的切屑吹走，避免切屑堆积干扰观察。

[0009]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一侧设置有气枪吹散铣削部位堆积的切

屑，所述测力仪和三自由度位移微调平台还分别与信号同步触发模块和信号采集器相并

联。设置气枪可以及时吹散堆积的切屑，避免切屑将切削部分挡住，影响高速相机的拍摄。

所述测力仪与车铣两用观察装置底部连接，用于测量切学力信号；所述信号同步触发模块

同时触发相机与测力仪记录信息，使力信号与视频信号同步；信号采集器采集测力仪产生

与相机产生的信号；信号同步触发模块同步切削力信号与相机信号。

[0010]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的基座上设置有车削车刀安装夹具，所述

基座的一侧斜面的正上方对应的是的镶嵌在车削车刀夹具上的蓝宝石玻璃片，专用铣削工

件或专用切槽刀紧贴所述蓝宝石玻璃片上表面设置，所述蓝宝石玻璃片下方对应斜面上安

装有平面镀银反光镜，用于将激光光源发射的激光反射至蓝宝石玻璃片的工作区域。

[0011]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专用铣削工件或专用切槽刀上方均设置有夹紧装置，用于将

整个装置压紧。

[0012]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专用直刃铣刀或专用车削工件均竖直设置，且在工作时分别

紧贴专用铣削工件或专用切槽刀设置。铣刀为直刃无圆角铣刀，车刀为正交无圆角切槽刀。

[0013]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表面镀银平面镜与水平呈45度，所述车削车刀安装夹具上设

置有锥形通光孔，通光孔上方放置橡胶垫片，所述蓝宝石玻璃片放置在橡胶垫片上方。通过

改变设置45°角平面镀银反射镜改变光路，将车削实验平台搬到了铣床上，从而解决了一般

卧式车床没有更多位置安防夹具的弊端，整个实验平台只需要放在普通立式铣床上即可完

成，不需要另设复杂夹具，增强了实用性。而锥形通光孔的设置，能够使光线更好地反射到

切削部位，锥形通光孔带有斜坡能使光线最大化照射在工件上，同时使高速相机能够清晰

地拍摄整个铣削过程。蓝宝石玻璃片与专用铣削工件或专用切槽刀以一定压力接触，设置

橡胶垫片能够避免蓝宝石玻璃片被压碎。

[0014] 进一步优选地，在所述车削车刀安装夹具和蓝宝石玻璃上方，根据铣削和车削的

不同而放置有不同的玻璃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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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优选地，激光光源与气枪安装在带有球副的磁座上，以便地调整位置和姿

态。

[0016] 进一步优选地，三自由度位移微调平台包括底部铝板，所述底部铝板上方连接移

动平台，移动平台可沿着XYZ三个方向移动，通过手动旋钮调整位移，其位移移动精度可达

微米级别。将高速相机安装在三自由度位移微调平台上，能够解决高速相机体积大、重量

大、难以安装的问题，且三自由度位移平台用于微调相机拍摄视口和对焦，能够在三个自由

度上实现高速相机的精确位移控制，有利于拍摄出高质量的视频。

[0017]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高速相机与测力仪通过外部触发装置触发后同时工作。总体

而言，通过本发明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8] (1)普通的切削视频拍摄一般设在宏观尺度下进行的，无法为切削机理的揭示提

供有效信息，快速落刀装置只可以获得在某些特定时刻切削的状态，无法获取切削全过程

视频信息，本发明的拍摄系统采用车铣两用观察装置，激光光源和高速相机进行拍摄，所述

车铣两用观察装置的结构设计，使其能够同时实现正交切削和铣削过程，配合激光光源和

高速相机，通过改变少量零部件，便可以实现铣削与车削的转换拍摄。且该系统的高速相机

设置在三自由度位移微调平台，不仅能够解决高速相机体积大、重量大、难以安装的问题，

还能够进行三个维度的精确控制，从而稳定地获得在介观尺度下的高质量切削和铣削过程

的视频图像。

[0019] (2)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通过在工件表面增加蓝宝石玻璃片，解决了工件与切

屑不在同一个表面的难题，从而使得在介观尺度下仍然能够拍摄清晰的图片。通过改变设

置45°角平面镀银反射镜改变光路，巧妙地将车削实验平台搬到了铣床上，从而解决了一般

卧式车床没有更多位置安防夹具的弊端，整个实验平台只需要放在普通立式铣床上即可完

成，不需要另设复杂夹具，增强了实用性。

[0020] (3)气枪的设置能够及时吹走切削部位的切屑，避免影响高速相机成像。而表面镀

银平面镜的角度设置以及锥形通光孔的设置，能够使光线更好地反射到切削部位，通光孔

带有斜坡能使光线最大化照射在工件上，同时使高速相机能够清晰地拍摄整个铣削过程。

玻璃片与专用铣削工件或专用切槽刀以一定压力接触，但由于橡胶垫片的存在，不会导致

玻璃被压碎。

[0021] (4)本发明的拍摄系统在相机镜头放大倍数为7倍(每像素0.8微米)下仍可清晰拍

摄切屑形成全过程，只需要改变少部分零部件即可实现从切削拍摄装置向铣削拍摄装置的

转换，该拍摄系统构造简单且实用性高，拍摄的视频图像质量高且稳定性好，对于铣削拍摄

装置的开发对于切削实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用于正交车削和铣削过程高速成像的拍摄系统的总结构图；

[0023] 图2(a)和2(b)为本发明中车铣两用观察装置车削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a)和3(b)为本发明中车铣两用观察装置铣削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a)和4(b)为本发明使用的铣刀其工件示意图；

[0026] 图5(a)和5(b)为本发明使用的车刀及其工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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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

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28] 参照图1，一种用于正交车削和铣削过程高速成像的拍摄系统，共包括车铣两用观

察装置1、激光光源2、气枪3、三自由度位移微调平台4、测力仪5、信号采集器6、信号同步触

发模块7、高速相机8。整个装置放置在立式铣床的工作台上，高速相机8与位移微调平台4连

接，可以实现微米级微小平移，实现观察视野的对准和镜头聚焦，激光光源2将光线照射在

反射镜上，由反射镜反射光线至待观察区域。采用激光光源而不采用普通光源，因为激光光

源稳定，光强足够强，能够满足高帧率下相机所需要光强，且激光平行度高，有利于将高强

光集中照射在很小的切削区域范围内。待切削工作开始时，及时开启气枪，将切削产生的切

屑吹走，避免切屑堆积干扰观察。

[0029] 参照图2(a)和2(b)，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中铣削装置结构共包括测力仪5、基座

1-2，平面镀银反射镜1-3，车刀安装夹具1-4，橡胶垫片1-5，蓝宝石玻璃1-6，玻璃压板1-7，

专用直刃铣刀1-10，专用铣削工件1-11，夹紧装置1-8。该装置工作原理如下：由于反射镜与

水平面呈45°，铣刀与工件在反射镜中所成虚像正好在垂直平面内，即由此实现了从水平面

到垂直面成像的转换，此处采用表面镀银而非普通的底面镀银反射镜，是为了尽量减少由

于玻璃折射带来的成像失真。车刀安装夹具1-4上开有带锥度的圆孔，使得能够接入的光线

更多，激光照射在平面镜上，由平面镜反射光线至想要观察的区域。由于相机在高放大倍数

下景深的限制，工件与切屑必须严格限制在同一个平面内，否则不能同时观察清楚。为使工

件与切屑在同一平面内部，必须加以玻璃作为限制，普通玻璃硬度不够，会导致玻璃表面被

切屑划伤，故采用具有高硬度的蓝宝石玻璃片。在采用玻璃压板1-7和夹紧装置1-8将工件

和玻璃压紧时，由于产生一定的压力，若不采用橡胶垫片作为缓冲，玻璃很容易被压碎，故

在蓝宝石玻璃1-6下方放置橡胶垫片1-5，铣刀安装在普通立式铣床的主轴上即可，上述装

置所有连接部位皆为螺钉连接。

[0030] 参照图3(a)和3(b)，所述车铣两用观察装置中车削装置结构共包括测力仪5，基座

1-2，平面镀银反射镜1-3，车削车刀安装夹具1-4，橡胶垫片1-5，蓝宝石玻璃片1-6，专用切

槽刀1-1，夹紧装置1-9，专用车削工件1-12。可以看出，车削用观察装置与铣削用观察装置

具有大部分相同装置，只有上部夹持装置不同，因此实现了同一套夹具进行两种不同实验

观察的目的。该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基座1-2与测力仪5相连，平面镀银反射镜1-3将水平

面成像转化为竖直面成像，车削车刀安装夹具上设置有锥形通光孔，便于接收光线，通光孔

上方放置橡胶垫片1-5，垫片上方放置蓝宝石玻璃片1-6，专用切槽刀片1-1紧贴蓝宝石玻璃

片，由刀具压板压紧。圆形棒料由立式铣床主轴夹紧，切削时工件运动，刀具静止，工件转

动，正好形成正交车削，上述装置所有连接部位皆为螺钉连接。

[0031] 为提高拍摄的切削视频质量，上述专用直刃铣刀1-10，专用铣削工件1-11，专用切

槽刀1-1，专用车削工件1-12都需要经过特殊处理；如图4(a)和4(b)所示，1-10为铣削观察

的专用直刃铣刀，上端为圆柱形，铣刀刀刃为直刃保证产生的切屑与工件在同一平面内，刀

尖圆角需要刃磨，铣刀下底面为观察面，需研磨至Ra1.6。1-11为专用铣削工件，为保证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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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直线度，需采用线切割方式加工，再采用砂纸打磨去除表面氧化层，为防止打磨后加工

表面产生镜面反光，工件打磨后需采用硅微粉进行硼砂处理。如图5(a)和5(b)所示，1-1为

车削专用切槽刀，1-12为专用车削工件，上端为圆柱形，专用切槽刀1-1由普通切槽刀改制

而成，刀具的前刀面后刀面需采用砂轮打磨，否则在高倍数下呈现不规则边缘，不利于观

察。车削专用刀具的底面(即观察面)同样需要经过先打磨成平面后再喷砂的处理，打磨是

为了使观察面平整，喷砂处理是为了防止打磨后车刀表面产生镜面反光，不利于打光和相

机观察。专用车削工件1-12底部先后经过打磨与喷砂处理，喷砂可以在工件底部刻画更多

的特征点，这些特征点的运动可以反映切削材料变形运动，有利于后续的视频分析。车削工

件1-12上开有环形槽，确保切削时切屑能够更流畅地从工件上分离下来，形成规则切屑。

[0032]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

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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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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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3(a)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9

CN 107181931 B

9



图3(b)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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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5(a)

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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