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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粗皮铣刀的制作方法及

其五轴数控磨床，其特征是通过添加Ce和Y元素，

并进行Ar气辅助的快速冷却，制备出面心立方粘

结相硬质合金刀具棒料；然后采用五轴数控磨床

进行磨制，控制冷却液形成湍流，实现磨削过程

中对硬质合金刀具的高效冷却，硬质合金刀具不

发生相变；再进行真空去应力热处理以大幅缓解

残余应力并进行TiAlN涂层处理，涂层后的粗皮

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立方结构，其断裂韧性≥

8MPa.m1/2。本发明克服了现有粗皮铣刀的韧性不

足的问题，可用于各种机械零件的粗加工铣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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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粗皮铣刀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依次包含以下步骤：

(1)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棒料制备：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棒料制备时配料按

Co含量为4wt.％～10wt.％，Ce含量为Co含量的30％～40％，Y含量为Co含量的30％～40％，

其余为WC；原料粉末经过球磨、喷雾干燥制备成混合料并压制成棒料生坯；棒料生坯在真空

烧结炉中升温至1400～1450℃并保温1～2h,烧结结束后，通入流量为5～10L/h的Ar气，使

炉温以50℃/min的速度冷却到1000℃，再通入60～65L/h的Ar气使其以20℃/min的速度冷

却到400℃，然后随炉冷却，形成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刀具棒料；

(2)粗皮铣刀的数控磨床磨制：采用五轴数控磨床将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刀具棒

料磨制成粗皮铣刀的形状和尺寸，磨制时采用金属粘结剂金刚石砂轮，冷却液出口为矩形，

矩形长度为砂轮宽度的80％～90％，矩形宽度为2～4mm；冷却液出口与砂轮磨削点之间的

距离为30～60mm,冷却液出口距离磨削平面的距离为40～70mm，冷却液出口方向与砂轮圆

周面相切，冷却液压力为2～5bar，使冷却液形成湍流，冷却液回流占比≤75％，实现磨削过

程中对硬质合金棒料的高效冷却，硬质合金不发生相变，磨制成的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

心立方结构；

(3)粗皮铣刀的真空去应力热处理：将粗皮铣刀放入真空炉中进行，加热到350～400

℃，保温2～3h，然后随炉冷却；此过程重复2～3次以释放粗皮铣刀在烧结、磨削过程中的残

余应力，采用XRD检测其残余应力≤50MPa，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立方结构；

(4)粗皮铣刀的TiAlN涂层制备：将热处理后的粗皮铣刀放入磁控溅射涂层炉中，先抽

真空到低于5*10‑3Pa，然后对炉内加热到350～400℃；再采用Ar离子对粗皮铣刀刻蚀30min；

再向炉内通入0.2～0.4Pa的氮气，采用TiAl合金为靶，在粗皮铣刀表面沉积出2～3μm厚的

TiAlN涂层，涂层结束后随炉冷却，涂层后的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立方结构，其断裂韧

性≥8MPa.m1/2，采用XRD检测其残余应力≤60MPa。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粗皮铣刀的制作方法，其进一步的特征在于：

(1)配料后将所有原料放入球磨机并加入无水乙醇进行48～72h球磨；球磨结束后，料

浆经400目筛网过滤后在85～95℃下进行干燥，获得混合料；混合料在200～400MPa下压制

成棒料，棒料烧结时的升温速度为10℃/min，烧结的真空度小于5Pa；

(2)粗皮铣刀的数控磨床磨制时，砂轮转速为20～35m/s；

(3)粗皮铣刀去应力热处理时的升温速度为2～4℃/min,真空度为小于5Pa；

(4)粗皮铣刀沉积TiAlN涂层时，基底施加的偏压为‑30V～‑60V，TiAl靶功率为1～5kW，

沉积时间120～180min。

3.粗皮铣刀的制作方法中所用的五轴数控磨床，其进一步的特征在于：

(1)五轴数控磨床由床身、龙门立柱、X轴装置、Y轴装置、Z轴装置、A轴装置、C轴装置、砂

轮系统、冷却系统、外壳和操作系统组成；

(2)五轴数控磨床的冷却系统中冷却液出口与砂轮磨削点距离在10～100mm范围可调，

与磨削平面之间的距离在10～100mm范围可调，冷却液出口的方向在0～180°范围可调，冷

却液压力在1～10bar范围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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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皮铣刀的制作方法及其五轴数控磨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铣刀的制作方法及其磨床，特别涉及一种粗皮铣刀的制作方法及

其五轴数控磨床，属于刀具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粗皮铣 刀是 用于铣削粗 加工的 ，具有一个或 多个 刀齿的 旋转 刀具。

CN201921604804.7公开了一种带分屑槽螺旋铣刀片的粗皮铣刀。该粗皮铣刀具有至少四个

螺旋槽，每个螺旋槽内均安装有分屑槽螺旋铣刀片，分屑槽螺旋铣刀片包括刀片本体，刀片

本体的工作面上均至少一个分屑槽；同一螺旋槽的铣刀片工作面开设的分屑槽数量相同，

通过增加分屑槽，能够把切屑分解成细小的碎片或颗粒，提高单位时间的切屑排出量，使轴

向负荷降低，径向加工平稳，振动减少，这样噪音也就大大降低。该技术解决了现有可转位

螺旋铣刀片振动大、负荷大、铣刀片噪音大且铁屑颗粒大的问题。

[0003]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粗皮铣刀主要用于粗加工，切削深度大，刀具负荷、振动大，刀

具容易发生局部甚至整体断裂失效。因此，对粗皮铣刀的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主

要通过改变刀具结构的方式来提高性能。实际上，刀具的性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刀具结

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在机械加工中，刀具结构相对固定，寻找提高刀具性能的新制作

方法就非常关键。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目前粗皮铣刀的韧性有待提高的问题，本发明提出在制作过程中进行粘结相

成分和烧结工艺控制，形成粘结相为塑韧性好的面心立方结构的硬质合金刀具材料，再对

磨削时的冷却参数进行控制，降低冷却液回流实现高效冷却以保持刀具材料中粘结相的面

心立方结构；在磨制后进行真空热处理，大幅度降低残余应力；最后进行涂层处理，制备出

高韧性的粗皮铣刀。

[0005] 本发明的粗皮铣刀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依次包含以下步骤：

[0006] (1)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棒料制备：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棒料制备时配

料按Co含量为4wt.％～10wt.％，Ce含量为Co含量的30％～40％，Y含量为Co含量的30％～

40％，其余为WC；原料粉末经过球磨、喷雾干燥制备成混合料并压制成棒料生坯；棒料生坯

在真空烧结炉中升温至1400～1450℃并保温1～2h,烧结结束后，通入流量为5～10L/h的Ar

气，使炉温以50℃/min的速度冷却到1000℃，再通入60～65L/h的Ar气使其以20℃/min的速

度冷却到400℃，然后随炉冷却，形成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刀具棒料；

[0007] (2)粗皮铣刀的数控磨床磨制：采用五轴数控磨床将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刀

具棒料磨制成粗皮铣刀的形状和尺寸，磨制时采用金属粘结剂金刚石砂轮，冷却液出口为

矩形，矩形长度为砂轮宽度的80％～90％，矩形宽度为2～4mm；冷却液出口与砂轮磨削点之

间的距离为30～60mm,冷却液出口距离磨削平面的距离为40～70mm，冷却液出口方向与砂

轮圆周面相切，冷却液压力为2～5bar，使冷却液形成湍流，冷却液回流占比≤75％，实现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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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过程中对硬质合金棒料的高效冷却，硬质合金不发生相变，磨制成的粗皮铣刀保持粘结

相面心立方结构；

[0008] (3)粗皮铣刀的真空去应力热处理：将粗皮铣刀放入真空炉中进行，加热到350～

400℃，保温2～3h，然后随炉冷却；此过程重复2～3次以释放粗皮铣刀在烧结、磨削过程中

的残余应力，采用XRD检测其残余应力≤50MPa，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立方结构；

[0009] (4)粗皮铣刀的TiAlN涂层制备：将热处理后的粗皮铣刀放入磁控溅射涂层炉中，

先抽真空到低于5*10‑3Pa，然后对炉内加热到350～400℃；再采用Ar离子对粗皮铣刀刻蚀

30min；再向炉内通入0.2～0.4Pa的氮气，采用TiAl合金为靶，在粗皮铣刀表面沉积出2～3μ

m厚的TiAlN涂层，涂层结束后随炉冷却，涂层后的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立方结构，其断

裂韧性≥8MPa.m1/2，采用XRD检测其残余应力≤60MPa。

[0010] 本发明的粗皮铣刀的制作方法，其进一步的特征在于：

[0011] (1)配料后将所有原料放入球磨机并加入无水乙醇进行48～72h球磨；球磨结束

后，料浆经400目筛网过滤后在85～95℃下进行干燥，获得混合料；混合料在200～400MPa下

压制成棒料，棒料烧结时的升温速度为10℃/min，烧结的真空度小于5Pa；

[0012] (2)粗皮铣刀的数控磨床磨制时，砂轮转速为20～35m/s；

[0013] (3)粗皮铣刀去应力热处理时的升温速度为2～4℃/min,真空度为小于5Pa；

[0014] (4)粗皮铣刀沉积TiAlN涂层时，基底施加的偏压为‑30V～‑60V，TiAl靶功率为1～

5kW，沉积时间120～180min。

[0015] 本发明的粗皮铣刀的制作方法中所用的五轴数控磨床，其进一步的特征在于：

[0016] (1)五轴数控磨床由床身、龙门立柱、X轴装置、Y轴装置、Z轴装置、A轴装置、C轴装

置、砂轮系统、冷却系统、外壳和操作系统组成；

[0017] (2)五轴数控磨床的冷却系统中冷却液出口与砂轮磨削点距离在10～100mm范围

可调，与磨削平面之间的距离在10～100mm范围可调，冷却液出口的方向在0～180°范围可

调，冷却液压力在1～10bar范围可调。

[0018]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1)通过成分控制和烧结冷却过程控制，使硬质合金材料中高

温下的面心立方结构粘结相不发生面心到密排六方的马氏体相变，形成在室温下具有面心

立方结构粘结相的硬质合金刀具材料。面心比密排六方结构具有更好的塑性和韧性，从而

可以改善刀具材料的韧性。(2)采用五轴数控磨床磨制粗皮铣刀的过程中，控制冷却液与磨

削点和磨削平面的距离、压力、角度等参数，形成湍流，减少冷却液回流，使磨削过程中的热

量能充分带走，实现磨削过程中的硬质合金粗皮铣刀的充分冷却，从而使硬质合金刀具在

磨削过程中不发生相变。(3)磨削后采用循环热处理，使残余应力得到释放，在低的残余应

力下，涂层过程中不会出现剥落和裂纹，涂层后能保持面心立方结构，使粗皮铣刀具有低的

残余应力和高的断裂韧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本发明的粗皮铣刀制作方法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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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1)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棒料制备：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棒料制备时配

料按Co含量为6wt.％，Ce含量为Co含量的32％，Y含量为Co含量的35％，其余为WC；配料后将

所有原料放入球磨机并加入无水乙醇进行64h球磨；球磨结束后，料浆经400目筛网过滤后

在90℃下进行干燥，获得混合料；混合料在250MPa下压制成棒料；棒料生坯在真空烧结炉中

升温至1410℃并保温1h,棒料烧结时的升温速度为10℃/min，烧结的真空度4Pa；烧结结束

后，通入流量为8L/h的Ar气，使炉温以50℃/min的速度冷却到1000℃，再通入63L/h的Ar气

使其以20℃/min的速度冷却到400℃，然后随炉冷却，形成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刀具棒

料；

[0022] (2)粗皮铣刀的数控磨床磨制：采用五轴数控磨床将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刀

具棒料磨制成粗皮铣刀的形状和尺寸，五轴数控磨床由床身、龙门立柱、X轴装置、Y轴装置、

Z轴装置、A轴装置、C轴装置、砂轮系统、冷却系统、外壳和操作系统组成；五轴数控磨床的冷

却系统中冷却液出口与砂轮磨削点距离在10～100mm范围可调，与磨削平面之间的距离在

10～100mm范围可调，冷却液出口的方向在0～180°范围可调，冷却液压力在1～10bar范围

可调。磨制时采用金属粘结剂金刚石砂轮，砂轮转速为25m/s；冷却液出口为矩形，矩形长度

为砂轮宽度的80％，矩形宽度为2mm；冷却液出口与砂轮磨削点之间的距离为35mm,冷却液

出口距离磨削平面的距离为40mm，冷却液出口方向与砂轮圆周面相切，冷却液压力为2bar，

使冷却液形成湍流，冷却液回流占比69％，实现磨削过程中对硬质合金棒料的高效冷却，硬

质合金不发生相变，磨制成的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立方结构；

[0023] (3)粗皮铣刀的真空去应力热处理：将粗皮铣刀放入真空炉中进行，加热到350℃，

保温2h，升温速度为2℃/min,真空度为3Pa；然后随炉冷却；此过程重复3次以释放粗皮铣刀

在烧结、磨削过程中的残余应力，采用XRD检测其残余应力48MPa，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

立方结构；

[0024] (4)粗皮铣刀的TiAlN涂层制备：将热处理后的粗皮铣刀放入磁控溅射涂层炉中，

先抽真空到3*10‑3Pa，然后对炉内加热到350℃；再采用Ar离子对粗皮铣刀刻蚀30min；再向

炉内通入0.25Pa的氮气，采用TiAl合金为靶，基底施加的偏压为‑35V，TiAl靶功率为2kW，沉

积时间120min，在粗皮铣刀表面沉积出2μm厚的TiAlN涂层，涂层结束后随炉冷却，涂层后的

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立方结构，其断裂韧性8.2MPa .m1/2，采用XRD检测其残余应力

51MPa。

[0025] 实例2：

[0026] (1)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棒料制备：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棒料制备时配

料按Co含量为8wt.％，Ce含量为Co含量的36％，Y含量为Co含量的38％，其余为WC；配料后将

所有原料放入球磨机并加入无水乙醇进行72h球磨；球磨结束后，料浆经400目筛网过滤后

在92℃下进行干燥，获得混合料；混合料在360MPa下压制成棒料；棒料生坯在真空烧结炉中

升温至1430℃并保温1.5h,棒料烧结时的升温速度为10℃/min，烧结的真空度2Pa；烧结结

束后，通入流量为6L/h的Ar气，使炉温以50℃/min的速度冷却到1000℃，再通入62L/h的Ar

气使其以20℃/min的速度冷却到400℃，然后随炉冷却，形成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刀具

棒料；

[0027] (2)粗皮铣刀的数控磨床磨制：采用五轴数控磨床将面心立方粘结相硬质合金刀

具棒料磨制成粗皮铣刀的形状和尺寸，五轴数控磨床由床身、龙门立柱、X轴装置、Y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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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轴装置、A轴装置、C轴装置、砂轮系统、冷却系统、外壳和操作系统组成；五轴数控磨床的冷

却系统中冷却液出口与砂轮磨削点距离在10～100mm范围可调，与磨削平面之间的距离在

10～100mm范围可调，冷却液出口的方向在0～180°范围可调，冷却液压力在1～10bar范围

可调。磨制时采用金属粘结剂金刚石砂轮，砂轮转速为32m/s；冷却液出口为矩形，矩形长度

为砂轮宽度的90％，矩形宽度为3mm；冷却液出口与砂轮磨削点之间的距离为50mm,冷却液

出口距离磨削平面的距离为65mm，冷却液出口方向与砂轮圆周面相切，冷却液压力为4bar，

使冷却液形成湍流，冷却液回流占比71％，实现磨削过程中对硬质合金棒料的高效冷却，硬

质合金不发生相变，磨制成的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立方结构；

[0028] (3)粗皮铣刀的真空去应力热处理：将粗皮铣刀放入真空炉中进行，加热到390℃，

保温3h，升温速度为4℃/min,真空度为4Pa；然后随炉冷却；此过程重复2次以释放粗皮铣刀

在烧结、磨削过程中的残余应力，采用XRD检测其残余应力45MPa，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

立方结构；

[0029] (4)粗皮铣刀的TiAlN涂层制备：将热处理后的粗皮铣刀放入磁控溅射涂层炉中，

先抽真空到4.5*10‑3Pa，然后对炉内加热到380℃；再采用Ar离子对粗皮铣刀刻蚀30min；再

向炉内通入0.4Pa的氮气，采用TiAl合金为靶，基底施加的偏压为‑550V，TiAl靶功率为4kW，

沉积时间170min，在粗皮铣刀表面沉积出3μm厚的TiAlN涂层，涂层结束后随炉冷却，涂层后

的粗皮铣刀保持粘结相面心立方结构，其断裂韧性9.6MPa .m1/2，采用XRD检测其残余应力

5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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