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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

法，属于纳米硬度测量技术领域。本发明从金刚

石晶体明显的各向异性和极高的耐磨性特征入

手，采用机械刃磨的方法加工四棱锥金刚石维氏

压头。通过四棱锥金刚石压头的研磨工艺实验，

详细分析了金刚石磨料粒度、研磨压力、研磨盘

转速、往复运动行程和往复运动频率等工艺参数

对金刚石维氏压头研磨所得尖端钝圆半径、棱边

钝圆半径和尖端横刃的影响规律，并建立了优选

的金刚石维氏压头研磨工艺。为打破国外的技术

壁垒、提高我国金刚石维氏压头的制造工艺水

平，迈出了探究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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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一：选择规整的六面体天然金刚石颗粒作为压头头部材料，压头柄材料选择热膨

胀系数极低的铁镍合金，根据压头柄设计参数和六面体天然金刚石颗粒大小准备好压头

柄；

步骤二：使用真空钎焊方法实现所述的金刚石颗粒与压头柄的稳固连接；

步骤三：钎焊后的金刚石颗粒被焊料所掩埋，为了便于压头四个锥面定向，把压头柄安

装到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的分度夹具上，使压头柄垂直于金刚石砂轮盘后，采用W50

金刚石或碳化硅砂轮将压头端部多余的焊料和压头柄材料去除，露出金刚石本体，然后把

压头柄卸下并在光学显微镜下对金刚石晶体定向，选定晶向后在压头柄上做好标记；

步骤四：将压头柄按标记重新安装到分度夹具上，并在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自

带的光学监控系统下调校压头柄安装误差；

步骤五：采用W50金刚石或碳化硅砂轮对压头柄端部进行滚磨加工，滚磨至露出金刚石

颗粒即可停止；

步骤六：恒温控制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周围环境条件为23℃，恒温精度±0 .5

℃；在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主轴冷却水循环系统正常工作情况下，空载静置PG3B行

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使其性能达到稳定状态；

步骤七：重新对摆轴进行清零操作，清零完成后设置分度夹具轴线与研磨盘的夹角为

66°；

步骤八：采用800#的青铜基金刚石砂轮盘粗磨金刚石维氏压头的四个锥面，根据晶向

标记定位被刃磨面的好磨方向，然后设置刃磨工艺参数为：金刚石压头锥面与金刚石砂轮

盘接触点位置距离主轴中心30mm，金刚石砂轮盘附加往复运动，所述的主轴转速为4200r/

min，研磨压力为14.7N；

步骤九：用铸铁研磨盘替换800#青铜基金刚石砂轮盘，用单点金刚石修整笔替换压头

柄，进行在位修盘，然后在铸铁研磨盘表面均匀涂覆W0.1的金刚石研磨膏，接着用研磨块在

铸铁研磨盘表面手工预研10分钟后刮除铸铁研磨盘表面多余研磨膏；

步骤十：重新把金刚石维氏压头安装到分度夹具上，根据晶向标记定位被刃磨面的好

磨方向，设置分度夹具轴线与铸铁研磨盘的夹角为68°后对金刚石压头四个锥面进行精磨；

精磨工艺参数设置为：金刚石压头与铸铁研磨盘接触点位置距离主轴中心的距离为30mm，

铸铁研磨盘附加往复运动，主轴转速4200r/min，研磨压力14.7N；研磨过程中采用两组相对

面去除材料高度的差来控制尖端横刃长度，只控制最后一个锥面的材料去除高度，研磨时

根据四个面研磨的难易程度，将两对面分别由难磨到易磨定为F1和F3及F2和F4，四个面研磨

顺序依次为F1、F2、F4和F3，以抵消加工过程引入的部分误差，确保尖端横刃长度小于60nm；

步骤十一：从分度夹具拆下压头柄，采用光学显微镜离线检测金刚石维氏压头四个锥

面，若1400×光学放大倍率下压头尖端和棱边无肉眼可见缺陷，尖端无肉眼可见横刃，则采

用原子力显微镜继续检测压头尖端形貌并计算压头钝圆半径和尖端横刃长度；若1400×光

学放大倍率下尖端和棱边有肉眼可见缺陷或尖端有肉眼可见横刃，则视为不合格，应重新

按步骤十进行精磨；

步骤十二：对于原子力显微镜检测合格的金刚石维氏压头进行压头柄的加工；

步骤十三：压头柄加工完成后，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对金刚石维氏压头各角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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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造误差进行检测；

步骤十四：检测完成后用酒精对金刚石维氏压头进行清洁，并装护套、装盒保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一中，压头的棱锥体轴线选择金刚石晶体的<100>晶向，棱边在(100)晶面的投影与<100>

晶向夹角为4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二的具体步骤如下：先用酒精将压头柄清洗干净，去除污染物；然后，把金刚石颗粒放置

于压头柄的凹槽内，并埋覆银铜钛钎焊料；最后，把埋有金刚石颗粒和钎焊料的压头柄置于

真空钎焊炉内进行钎焊，高温使焊料熔化而包埋住金刚石颗粒，同时将金刚石颗粒与压头

柄材料稳固连接在一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四中，安装误差为：压头柄进行360°回转，端部左右摆动量小于20μ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九中，在位修盘工艺参数选择设置为：铸铁研磨盘附加往复运动，主轴转速4200r/min，研

磨压力14.7N，单点金刚石修整笔进行粗修整的单次修整深度2μm，共5次，精修整的单次修

整深度1μm，共3次；在位修整完成后，采用激光位移传感器LK-H025对研磨盘端面全跳动进

行在位非接触式检测，控制前三阶主频率对应振幅小于5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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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属于纳米硬度测量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纳米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材料表层、薄膜、涂层和微小构件进行力学性能评

价的需求越来越庞大，纳米压痕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维氏压痕实验以其载荷大小不影响测

量结果的优势已成为纳米压痕实验的首选。然而维氏压头的四个锥面很难交于一点，会在

尖端形成横刃，所以多数纳米压痕实验都采用具有相同面积函数的改进型玻氏压头代替。

但是，相较于玻氏压头，维氏压头承受的载荷更大，在测量材料断裂韧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

[0003] 影响纳米压痕精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纳米压痕仪的性能和金刚石压头的制造误差。

由于目前压头研磨水平的限制，即便是高精度维氏压头的尖端也会具有横刃和圆弧。在压

深较小的情况下，横刃和圆弧的存在极大的改变了压头的自相似特性，并且使得压头变钝，

难以压入材料表面，使得测量结果远远偏离真实值。测量结果的偏差随着压深的减小明显

增大。因此，金刚石压头的制造和加工质量对材料力学性能测试结果具有很大的影响。

[0004] 金刚石是自然界中硬度最高的材料，因此对其研磨抛光非常困难。如何高效地制

造高精度金刚石工具以及金刚石晶体的研磨去除机理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专门研究

金刚石维氏压头加工方法的资料较少，但金刚石压头作为金刚石工具的一种，分析其它金

刚石刀具的制造工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目前，用于金刚石刀具加工的工艺方法有：机械刃

磨法、离子溅蚀抛光法、化学抛光法、机械化学抛光法、化学辅助机械抛光法、热化学抛光

法、激光刻蚀法、热机耦合刃磨法、聚焦离子束加工法等。综合考虑到加工效率、成本和精

度，传统机械刃磨法还是制造高精度金刚石刀具的首选方法，当前还没有其它工艺方法能

够将其替代。

[0005] 传统机械刃磨工艺一般采用涂覆有金刚石磨料的铸铁研磨盘对金刚石进行研磨，

金刚石磨粒嵌入铸铁研磨盘的表面微孔中或游离于研磨盘表面并对所研磨的金刚石表面

进行挤压刻划，从而达到去除材料的目的。金刚石压头也主要采用机械刃磨的方法进行加

工。根据国外金刚石压头生产商提供的产品资料，金刚石维氏压头的尖端横刃长度一般低

于200nm，甚至可达50nm，远优于国际标准ISO  14577规定的250nm。而国内金刚石压头的制

造商，如上海天然金刚石工具厂、豪速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东洋钻石工具有限公司等厂

家，提供的金刚石压头精度普遍不高，尖端钝圆半径为数百纳米至数微米，尖端横刃长度也

处于微米级，甚至有明显的破损，达不到纳米硬度测量的标准。此外，国内哈尔滨工业大学

宗文俊等学者深入研究了金刚石刀具的机械刃磨工艺(ZL  200510010404.X)，可控制切削

刃钝圆半径优于30-50nm。近年来，他们又进一步开发出了高精度金刚石玻氏压头的机械刃

磨工艺，通过工艺参数的优选，实现了金刚石玻氏压头尖端和棱边钝圆半径稳定优于30nm

(ZL  201510508090.X)。

[0006] 因此，为了实现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制造的国产化，并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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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水平，需要详细研究机械刃磨过程中各个工艺参数对压头尖端钝圆半径和横刃长度

的影响规律，探寻较好的机械刃磨工艺参数和尖端横刃的控制方法。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加工各项指标达到ISO  14577要求的金刚石维氏压头，提出

了一种适合于制造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

[0008] 本发明主要从金刚石晶体明显的各向异性和极高的耐磨性特征入手，结合前期积

累的高精度金刚石玻氏压头机械刃磨工艺经验，亦采用机械刃磨的方法加工金刚石维氏压

头。通过金刚石压头的研磨工艺实验，详细分析了金刚石磨料粒度、研磨压力、研磨盘转速、

往复运动行程、往复运动频率等对金刚石维氏压头尖端钝圆半径和尖端横刃的影响规律，

并建立优选的金刚石维氏压头研磨工艺。为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提高我国金刚石维氏压

头的加工水平，迈出了探究性的一步。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10] 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所述的方法步骤如下：

[0011] 步骤一：选择规整的六面体天然金刚石颗粒作为压头头部材料，压头柄材料选择

热膨胀系数极低的铁镍合金，根据压头柄设计参数和六面体天然金刚石颗粒大小准备好压

头柄；

[0012] 步骤二：使用真空钎焊方法实现所述的金刚石颗粒与压头柄的稳固连接；

[0013] 步骤三：钎焊后的金刚石颗粒被焊料所掩埋，为了便于压头四个锥面定向，把压头

柄安装到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的分度夹具上，使压头柄垂直于金刚石砂轮盘后，采

用W50金刚石或碳化硅砂轮将压头端部多余的焊料和压头柄材料去除，露出金刚石本体，然

后把压头柄卸下并在光学显微镜下对金刚石晶体定向，选定晶向后在压头柄上做好标记；

[0014] 步骤四：将压头柄按标记重新安装到分度夹具上，并在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

机自带的光学监控系统下调校压头柄安装误差；

[0015] 步骤五：采用W50金刚石或碳化硅砂轮对压头柄端部进行滚磨加工，滚磨至露出金

刚石颗粒即可停止；

[0016] 步骤六：恒温控制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周围环境条件为23℃，恒温精度±

0.5℃；在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主轴冷却水循环系统正常工作情况下，空载静置PG3B

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使其性能达到稳定状态；

[0017] 步骤七：重新对摆轴进行清零操作，清零完成后设置分度夹具轴线与研磨盘的夹

角为66°；

[0018] 步骤八：采用800#的青铜基金刚石砂轮盘粗磨金刚石维氏压头的四个锥面，根据

晶向标记定位被刃磨面的好磨方向，然后设置刃磨工艺参数为：金刚石压头锥面与金刚石

砂轮盘接触点位置距离主轴中心30mm，金刚石砂轮盘附加往复运动，所述的主轴转速为

4200r/min，研磨压力为14.7N；

[0019] 步骤九：用铸铁研磨盘替换800#青铜基金刚石砂轮盘，用单点金刚石修整笔替换

压头柄，进行在位修盘，然后在铸铁研磨盘表面均匀涂覆W0.1的金刚石研磨膏，接着用研磨

块在铸铁研磨盘表面手工预研10分钟后刮除铸铁研磨盘表面多余研磨膏；

[0020] 步骤十：重新把金刚石维氏压头安装到分度夹具上，根据晶向标记定位被刃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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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磨方向，设置分度夹具轴线与铸铁研磨盘的夹角为68°后对金刚石压头四个锥面进行

精磨；

[0021] 步骤十一：从分度夹具拆下压头柄，采用光学显微镜离线检测金刚石维氏压头四

个锥面，若1400×光学放大倍率下压头尖端和棱边无肉眼可见缺陷，尖端无肉眼可见横刃，

则可采用原子力显微镜继续检测压头尖端形貌并计算压头钝圆半径和尖端横刃长度；若

1400×光学放大倍率下尖端和棱边有肉眼可见缺陷或尖端有肉眼可见横刃，则视为不合

格，应重新按步骤十进行精磨；

[0022] 步骤十二：对于原子力显微镜检测合格的金刚石维氏压头进行压头柄的加工；

[0023] 步骤十三：压头柄加工完成后，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对金刚石维氏压头各角度

参数的制造误差进行检测；

[0024] 步骤十四：检测完成后用酒精对金刚石维氏压头进行清洁，并装护套、装盒保护。

[002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的有益效果：

[0026]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适合于制造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基于金

刚石晶体明显的各向异性和极高耐磨性特征，对加工中的金刚石磨料粒度、研磨压力、研磨

盘转速、往复运动等进行综合分析，优选机械刃磨工艺参数，即先采用W50的青铜基金刚石

砂轮粗磨，快速形成压头四个锥面的几何形貌，再采用涂覆W0.1金刚石研磨膏的铸铁研磨

盘进行精磨，得到加工质量良好以及各项角度参数达到ISO  14577国际标准要求的高精度

金刚石维氏压头。

[0027] 2、本发明通过两组相对面去除材料高度的差来控制尖端横刃长度，加工时只需要

控制最后一个锥面的材料去除高度。同时，根据此方法合理选择四个锥面的研磨顺序，可以

抵消部分加工误差，提高压头精度。

[0028] 3、本发明不仅加工效率高，而且加工的金刚石维氏压头非常锋利，尖端和棱边钝

圆半径小于70nm，尖端横刃长度小于60nm，压头角度参数完全符合ISO  14577标准。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用于加工金刚石维氏压头的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图片；

[0030] 图2是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关键运动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制造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工艺流程图片；

[0032] 图3a)为铁镍合金压头柄图片，端部已焊上金刚石颗粒；

[0033] 图3b)为磨去压头端部多余焊料后进行金刚石晶体定向的图片；

[0034] 图3c)为四个锥面粗磨后的压头端部的图片；

[0035] 图3d)为光学显微镜离线检测压头四个锥面的图片；

[0036] 图3e)为原子力显微镜检测压头尖端形貌的图片；

[0037] 图3f)为压头柄的加工图片；

[0038] 图3g)为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压头各角度参数的制造误差图片；

[0039] 图3h)为压头护套与装盒保护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局限于此，凡是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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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中。

[0041] 具体实施方式一：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所述的方法步骤

如下：

[0042] 步骤一：选择规整的六面体天然金刚石颗粒作为压头头部材料，压头柄材料选择

热膨胀系数极低的铁镍合金(这种合金材料在-80℃～200℃温度范围内能保持长度的稳定

性)，根据压头柄设计参数和六面体天然金刚石颗粒大小准备好压头柄，如图3a)所示；

[0043] 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所述的方法步骤如下：

[0044] 步骤二：使用真空钎焊方法实现所述的金刚石颗粒与压头柄的稳固连接；先用酒

精将压头柄清洗干净，去除污染物；然后，把金刚石颗粒放置于压头柄的凹槽内，并埋覆银

铜钛钎焊料；最后，把埋有金刚石颗粒和钎焊料的压头柄置于真空钎焊炉内进行钎焊，高温

使焊料熔化而包埋住金刚石颗粒，同时将金刚石颗粒与压头柄材料稳固连接在一起，如图

3a)所示；

[0045] 步骤三：钎焊后的金刚石颗粒被焊料所掩埋，如图1-图3所示，为了便于压头四个

锥面定向，把压头柄安装到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的分度夹具上，使压头柄垂直于金

刚石砂轮盘后，采用W50金刚石或碳化硅砂轮将压头端部多余的焊料和压头柄材料去除，露

出金刚石本体，然后把压头柄卸下并在光学显微镜下对金刚石晶体定向，如图3b)所示，选

择金刚石晶体的<100>晶向作为压头的棱锥体轴线方向，棱边在(100)晶面的投影与<100>

晶向夹角为45°，选定晶向后在压头柄上做好标记；

[0046] 步骤四：将压头柄按标记重新安装到分度夹具上，并在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

机自带的光学监控系统下调校压头柄安装误差，使压头柄与分度夹具轴线尽可能平行，调

整后的安装误差为：压头柄进行360°回转，端部左右摆动量小于20μm。

[0047] 步骤五：采用W50金刚石或碳化硅砂轮对压头柄端部进行滚磨加工，滚磨锥角应符

合压头柄设计参数，滚磨至露出金刚石颗粒即可停止；

[0048] 步骤六：如图1所示，恒温控制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周围环境条件为23℃，

恒温精度±0.5℃；在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主轴冷却水循环系统正常工作情况下，空

载静置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使其性能达到稳定状态；

[0049] 步骤七：重新对图1和图2所示的PG3B行星型钻石刀具研磨机的摆轴(属于摆轴组

件的其中一个部件)进行清零操作，清零完成后设置分度夹具轴线与研磨盘的夹角为66°；

该参数比金刚石维氏压头锥面与压头柄轴线的68°夹角小2°，主要为了更高效地完成精磨

工序；

[0050] 步骤八：采用800#的青铜基金刚石砂轮盘粗磨金刚石维氏压头的四个锥面，如图

3c)所示，根据晶向标记定位被刃磨面的好磨方向，然后设置刃磨工艺参数为：金刚石压头

锥面与金刚石砂轮盘接触点位置距离主轴中心30mm，砂轮盘附加往复运动(全盘面行程

28mm、频率0.13Hz)，主轴转速4200r/min，研磨压力14.7N；在此工序中，可从分度夹具上拆

下压头柄，然后采用光学显微镜离线检测金刚石压头四个锥面，若1400×光学放大倍率下

观察，尖端和棱边无肉眼可见缺陷、尖端横刃肉眼不可见，如图3d)所示，则可进入精磨工

序，否则重复步骤八至无肉眼可见缺陷为止；

[0051] 步骤九：用铸铁研磨盘替换800#青铜基金刚石砂轮盘，用单点金刚石修整笔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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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头柄，进行在位修盘，在位修盘工艺参数选择设置为：铸铁研磨盘附加往复运动(全盘面

行程28mm、频率0.13Hz)，主轴转速4200r/min，研磨压力14.7N，单点金刚石修整笔进行粗修

整的单次修整深度2μm，共5次，精修整的单次修整深度1μm，共3次。在位修整完成后，采用激

光位移传感器LK-H025对研磨盘端面全跳动进行在位非接触式检测，控制前三阶主频率对

应振幅小于500nm。然后，在铸铁盘表面均匀涂覆W0.1的金刚石研磨膏，接着用研磨块在研

磨盘表面手工预研10分钟后刮除研磨盘表面多余研磨膏；

[0052] 步骤十：重新把金刚石维氏压头安装到分度夹具上，根据晶向标记定位被刃磨面

的好磨方向，设置分度夹具轴线与研磨盘的夹角为68°后对金刚石压头四个锥面进行精磨；

精磨工艺参数设置为：金刚石压头与铸铁研磨盘接触点位置距离主轴中心的距离为30mm，

铸铁研磨盘附加往复运动(行程1.5mm、频率0.13Hz)，主轴转速为4200r/min，研磨压力为

14.7N。研磨过程中采用两组相对面去除材料高度的差来控制尖端横刃长度，只控制最后一

个锥面的材料去除高度。研磨时根据四个面研磨的难易程度，将两对面分别由难磨到易磨

定为F1和F3及F2和F4，四个面研磨顺序依次为F1、F2、F4和F3，以抵消加工过程引入的部分误

差，确保尖端横刃长度小于60nm。即通过控制两组相对面材料去除高度之差来控制尖端横

刃长度，合理选择四个锥面的研磨顺序，抵消部分研磨误差；

[0053] 步骤十一：从分度夹具拆下压头柄，采用光学显微镜离线检测金刚石维氏压头四

个锥面，若1400×光学放大倍率下压头尖端和棱边无肉眼可见缺陷，尖端无肉眼可见横刃，

如图3d)所示，则可采用原子力显微镜(AFM)继续检测压头尖端形貌并计算压头钝圆半径和

尖端横刃长度，如图3e)所示；若1400×光学放大倍率下尖端和棱边有肉眼可见缺陷或尖端

有肉眼可见横刃，则视为不合格，应重新按步骤十进行精磨；

[0054] 步骤十二：对于原子力显微镜(AFM)检测合格的金刚石维氏压头进行压头柄的加

工，如图3f)所示，在压头柄加工过程中需对已经研磨好的压头端部进行保护。压头柄的整

体结构可参照不同纳米压痕仪的接口参数进行单独设计，以便所制作的压头能安装于该仪

器上进行纳米压痕试验；

[0055] 步骤十三：压头柄加工完成后，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对金刚石维氏压头各角度

参数的制造误差进行检测，如图3g)所示；

[0056] 步骤十四：检测完成后用酒精对金刚石维氏压头进行清洁，并装护套、装盒保护，

如图3h)所示。

[0057] 按照上述步骤加工的金刚石维氏压头，尖端和棱边钝圆半径可优于70nm，尖端横

刃长度可优于60nm，四个锥面与压头四棱锥体轴线夹角误差±0.2°内，相对面夹角误差±

1°内，四条棱边在垂直于四棱锥体轴线平面上的投影夹角误差±4°内，四棱锥体轴线与压

头柄轴线夹角0.5°内。上述各项技术指标完全符合ISO  14577标准，

[0058] 本发明的一种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的机械刃磨方法，基于金刚石晶体是各向异

性、超硬难加工材料，对加工中的金刚石磨料粒度、研磨压力、研磨盘转速、往复运动等进行

综合分析，建立参数优选后的机械刃磨工艺，以此获得尖端钝圆半径小于70nm、尖端横刃长

度小于60nm和角度误差达到ISO  14577标准要求的高精度金刚石维氏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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