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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民政部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 2013年必须百分之百通过评
估的要求，中国机械工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刀
协）领导层十分重视此次评估工作，在接到主管单位通知后，立即
召开了理事长工作会议，做到了广泛动员、精心组织、分类整理、
认真自评。秘书处对于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协会分类档案的规整、
换届工作的备案登记、评估汇报的编写、PPT 演示的制作等工作均
按照时间节点进行了明确分工和具体安排。

中国刀协秘书处针对评估工作分阶段有序地进行：2013年 6月
上报《行业协会评估申请表》；2013年 8月上报《行业协会评估申
请材料》；2013年 10月报送《行业协会评估汇报》以及民政部要
求的 19项评估资料和 PPT等。2014年 1月 20号民政部全国性行
业协会评估专家委员会到达现场进行评估。

评估专家委员会由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管理服务处贾卫处
长担任组长等一行 8人组成，成都工具研究所有限公司罗勇董事长
代表秘书处挂靠单位对评估专家委员会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黄
宁秋秘书长代表秘书处做了《评估工作汇报》PPT演示，随后评估
专家委员会考察了包括协会基础条件与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财务
工作等在内的 38项工作并进行全面评估和打分。

根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和民政部《关于开展 2013年
度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经 2014年 4月 25日全国性社
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全体会议终评，表决确定了 2013年度全国性行
业协会商会、学术类社团、联合类社团、公益类社团、基金会、非
内地居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评估等级。
2014年 4月 30日民政部网上公布，中国刀协以“3A”的成绩通过
了民政部 2013年度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现场评估。

中国刀协秘书处将以民政部的此次评估作为新的起点，规范内
部管理、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绩效，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

中国刀协通过民政部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



3

中国刀协 2014 年第一期《现代切削应用技术》研修班于 2014
年 4 月在洛阳开课，培训班人数为 70 余人。研修班邀请了国内外
刀具企业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作了 PCBN 刀具的选择和应用、数
控刀具分析与应用、铣削刀具先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STEP 孔加
工工艺及技术、难加工材料的高效加工等内容的专题讲课，课后进
行了咨询答疑，老师和学员一起交流座谈。

2014 年第 1 期现代切削应用技术研修班在洛阳举办

对于刀具制造商来说，加工 PCD、PCBN、硬质合金和陶瓷刀

具的三维廓形（如断屑台的几何形状）是一种独特的挑战。这些挑

战限制了超硬刀具的盈利能力及其廓形的尺寸精度。

放电加工（EDM）是制备超硬刀具三维廓形最常用的加工方法，

但该方法存在一些缺陷，如对工具电极磨损量的限制、加工周期长、

只能加工导电材料等。

激光烧蚀加工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 EDM 替代工艺。由于该工

艺无需对工具磨损进行补偿，同时又能提高材料去除率，因此非常

适合加工三维廓形。此外，激光烧蚀不要求工件材料具有导电性，

超硬刀具三维廓形的激光烧蚀加工

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技术为纽带，面向工
具行业，服务刀具企业，紧密围绕行业发展大局，为工具行业培养
更多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有效地利用多年积累的行业工
作经验和协调沟通能力，在更高领域内、更高层面上参与国际竞争
与国际合作。继续发挥“协助政府、引领行业、服务企业”的重要
作用，真正成为“企业信得过、政府靠得住、行业有威望、国际有
影响”的行业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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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加工陶瓷和其他非导电材料。该方法可用于加工超硬刀具

的断屑台、冲压模具的廓形，以及切削刀片上用于夹持定位和锁紧

的各种几何形状。

激光烧蚀是通过烧除方式或气化方式从工件表面去除材料。烧

除加工时，激光束沿着连续路径对工件表面进行烧除，与典型的雕

刻或切削加工类似。气化加工则是利用激光脉冲，将特定位置的工

件材料气化，从而在工件上形成小的凹腔。

凹腔尺寸是激光束尺寸及其焦点直径的函数。激光的功率越大，

加工出的凹腔尺寸就越大，材料去除率也越高。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激光功率越大越好。确定激光束尺寸还必须考虑加工机床的其他

性能，以及被加工廓形的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要求。

德国 Wendt 公司生产的 Spectra 820 型激光加工中心采用位置固

定的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其激光束具有很高的聚焦精度，可形

成 20μm 的焦点直径，这意味着它能加工出直径约 20μm、深度约
10μm 的凹腔。凹腔深度可能会影响加工表面光洁度。通过调控激

光的脉冲模式，可以控制凹腔深度。Wendt 公司开发了“纳米定点

技术”算法来控制激光脉冲模式，根据被加工廓形的不同特点，X 轴、
Y 轴和 Z 轴的运动方式也各不相同。

激光加工中心的光源位置保持不变，位于激光束下方的工件

则按编程路径移动。在典型的激光加工中，工件的移动加速度超过
3g。加工尺寸精度可达 ±0.010μm，并可获得与精磨加工类似的材料

去除率和表面光洁度。与加工参数（如砂轮直径、砂轮速度）不断

变化和相互影响的磨削加工不同，激光烧蚀的加工参数具有可预测

性，而且不会相互影响。

材料去除率受到激光脉冲频率和模式的控制。由于每个激光

脉冲都会气化掉一小块工件材料，因此激光脉冲的频率越高，材

料去除率也越高。Spectra 激光加工中心的程控脉冲频率范围为          
0-100 kHz，为了获得良好的表面光洁度，通常采用全频率范围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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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光洁度是激光脉冲频率和机床轴运动的函数，二者均可根据刀

具的几何廓形要求进行调整。

被加工刀具廓形或断屑台几何形状对材料去除率影响很大。
Spectra 加工中心采用一种“迂曲”编程技术来去除工件材料。用该

技术加工时，激光束下的工件沿 Y 轴的直线路径前后移动。当激光

束加工到刀具廓形的终点时，工件就会沿 X 轴横移到下一行加工位

置，并再次开始沿 Y 轴前后移动。工件以这种方式持续逐行移动，

直至完成对整个表面的烧蚀加工。然后，激光束沿Z轴下降一定高度，

在下一个水平面上进行加工。

简言之，Spectra 机床的加工方式是：工件按编程路径逐行平移，

而激光束则逐层向下移动，直至完全加工出整个廓形。如果被加工

廓形上有断屑台设计中常见的岛状凸起，则应采用优化的材料去除

策略，以缩短加工循环时间。典型的材料去除策略包括“跳越功能”

（即从岛状凸起上方跳过，在跳越路径比绕过凸起部位的加工路径

更短时采用）和“捷径功能”（即由加工软件来规划通过不同几何

元素的最短路径，即使操作人员编制的程序路径可能与此不同）。

一旦开启这些功能，它们就能自动运行。

工件材料的硬度也会影响材料去除率。不过，虽然硬质合金、

陶瓷、PCD 和 PCBN 材料的硬度各不相同，但其材料去除率相互之

间差别不大，这是因为材料硬度必须相差悬殊（如硬质合金相对于

低碳钢），才会对材料去除率产生较大影响。

在激光烧蚀加工中，表面光洁度（或表面完整性）也具有可控性，

聚焦质量和激光功率可以控制表面光洁度。此外，用 Spectra 软件

选择加工参数也会影响表面光洁度。通过调控激光功率、脉冲频率、

脉冲模式和软件特性，PCD 和 PCBN 刀具的加工表面粗糙度可达到
Ra0.2μm，硬质合金刀具的表面粗糙度可达到 Ra0.45μm。

激光烧蚀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加工工艺，在超硬材料（包括已知

最硬的金刚石）的三维廓形精密加工领域极具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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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应用技术基础 

 
赵炳桢 

2 

一、切削加工技术基础 

以车削为例的加工简图 
车削的局部照片 

3 

切削加工的微观机理 ——切屑的形成过程 

a.切削区的放大图 

c.切屑形成的真实照片 

b.切屑形成示意图 

4 

Fx 

Fy 

℃ 

刀具 

工件 

切削过程中产生很大的力和热 

Fx 

5 

切削温度的分布 

6 

切削力和切削热是造成刀具磨损的主要原因 

磨损通常发生在：沿主切削刃的两侧、沿副切削刃的两侧、主副切削刃    

                                的连接部位、前刀面。 

7 

后刀面受热
与力作用，
与工件材料
的摩擦、粘
结造成的磨
损，为刀具
的正常磨损。 

1.后刀面磨损 

刀具磨损、失效的形式和成因 

n 

8 

切削长屑材
料时，前刀
面受切屑的
摩擦、粘结
及高温下的
扩散造成的
磨损。 

2.前刀面月牙洼磨损 

前刀面摩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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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崩 刃 

切削力较
大或有振
动，刀刃
或刀片材
质强度不
够。 

10 

4.沟槽磨损 

工件材料
加工硬化
和氧化磨
损造成的
损坏。 

沟槽磨损位置 

11 

5.塑性变形 

受力和热的
强力作用，
刀具材料抗
塑性变形差，
使刀尖下塌。 

12 

切削载荷过
大、裂缝扩
展或刀具过
度磨损造成
的损坏。 

6.打 刀 

13 

断续切削或
冷却液不正
确使用产生
的热冲击引
起的裂缝。 

7.热 裂 

14 

粘性工件材
料在前刀面
产生积屑瘤，
它在脱落时
造成的磨损。 

8.积屑瘤 

15 

立铣刀的磨损 

16 

钻头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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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切削加工技术的宏观系统—三大组成部分 

18 

应用技术的作用 

应 

用 

技 

术 

19 

刀具应用技术的三要素及刀具磨损 

• 在上述三部分内容中，影响切削机理和切削加工效果的主
要因素是工件材料、刀具、切削参数。 

• 而且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共同决定着切削的过程和最终的效果。 

• 伴随着切削过程产生的力和热是“三要素”影响切削加工
效果的内在原因。 

• 力和热是引起刀具磨损（失效）的主要原因，刀具磨损是
分析和解决切削加工问题的切入点。 

掌握刀具应用技术就要了解刀具磨损与工件材
料、刀具、切削参数三者的关系。 

20 

      学习刀具应用技术：通过分析切削过程三
要素对刀具磨损的影响，分析引起刀具磨损
和失效的切削力和切削热；从三要素入手，
减小切削力和切削热或提高系统对力和热的
承受能力，减慢刀具磨损的速率，防止崩刃、
打刀等引起的非正常损坏，达到提高加工效
率和加工质量、降低制造成本的目的。 

21 

二、工件材料的可加工性 

工件材料的特点： 
1.工件材料是选择刀具和切削参数的主要依据，了解 
   它对于正确选择刀具和切削参数关系重大； 
2.工件材料品种繁多，用途不同，性能千差万别，在 
   切削过程中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也大相径庭，有的 
   很好切，有的却很难切； 
3.在切削技术领域用工件材料的“可加工性”表示材料 
   可切削的难易程度； 
4.怎样认识工件材料的可加工性？ 

22 

刀具寿命T(分) 

切
削
速
度
V 

(公尺/分) 
60 

V30 

V30 

材料1 
材料2 

30 

30分钟或60分钟刀具寿命下的切削速度 

23 

怎样认识工件材料的可加工性 

•  通过可加工性的各种相对指数对工件材料的可加  
     工性有一个定量的概念： 
         1. 用30分钟或60分钟刀具寿命的切削速度值V30 
             或 V60来表示 
         2.用可加工性的相对指数来表示 
         3.用可加工性的百分数来表示 
 
• 通过工件材料在分类表上的归类及提示认识工件材
料可加工性的基本特点； 

 
• 了解影响材料可加工性的内在因素           

24 

材料牌号 
美国钢铁协会 

(AISI)标准 
显微组织 

布氏 
硬度 
HB 

V30(m/min) 
T1高速钢 

V30(m/min) 
(C6硬质合

金) 

抗拉 
强度 

(N/mm2) 

延伸率 
% 

1020 10P，90F 115 61 245 340 40 

3140 75P，25F 190 27 113 660 26 

3140(硫化处理) 75P，25F，硫化
物 

190 37 165 — — 

3140 回火马氏体 302 21 85 1025 16 

3140(硫化处理) 回火马氏体+硫化
物 

296 32 — — 

4140 球状体 166 47 210 — — 
4140 65P，35F 180 30 128 — — 
4140 90P，10F 192 29 117 620 27 

4140(硫化处理) 90P，10F，硫化
物 

190 34 122 — — 

4140 回火马氏体 300 21 90 1050 16 
4140 回火马氏体 400 15 — 1325 13 

4140(硫化处理) 回火马氏体 300 27 94 — — 

以特定刀具寿命的切削速度表示材料的可加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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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可加工性的相对指数 

26 

1. 一般钢材---普通碳钢、合金钢、工具钢 
2.不锈钢 
3.铸铁---灰铸铁、球墨铸铁 
4.有色金属---铜合金、铝合金、合成材料 
5.高温合金---镍基合金、钴基合金、钛合金 
6.淬火钢、淬硬铸铁 

从工件材料的分类识别其可加工性 

同一类的材料在切削加工中的可加工性有相似性，通过更详
细的分类可进一步了解工件材料的可加工性。 

27 

Kc1 

28 

29 

表中kc1、mc值可用于计算切削力和切削功率 

       kc1 — 为前角γ 0= 0 °、切削厚度hm = 1mm、切削面积 
为1mm2时的切削力。（N/mm2） 

       mc — 为切削厚度指数，表示切削厚度对切削力影响的
程度，mc越大表示切削厚度的变化对切削力的影响越大，
反之，则越小。 

       切削力 F = kc × ap × f      (N) 

               式中 kc = kc1× hm-mc × （1 - γ0 /100）     （N/mm2） 

       切削净功率                              （kw） 

 

      （详见附录3：切削加工常用计算公式） 

  

3
p

1060
KcfaVc

P





  

30 

影响可加工性的因素 
• 工件材料影响可加工性的因素： 
    机械性能：强度、硬度、加工硬化； 
    物理性能：导热系数、杨氏模量； 
    化学成分：碳、合金元素、易切削元素； 
    金相组织：热轧、热处理组织； 

那么，这些因素又是怎样影响刀具寿命或刀
具磨损（失效）的呢？ 

31 

工件材料性能与刀具磨损的关系 
1.强度 切削过程中克服材料强度和硬度所消耗的功及产生的热、力和摩擦是造成刀具后刀面

磨损和前刀面月牙洼磨损的主要原因，热处理使材料的强度、硬度增加，材料可加工
性变差；而高温强度高的材料和淬硬的材料将加剧刀具的磨损。 2.硬度 

3.韧性、塑性 韧性和塑性好的材料易生成积屑瘤和产生粘结磨损，积屑瘤和粘结物的脱落加快刀具
磨损。 

4.加工硬化 加工硬化倾向强的材料加剧刀具的沟槽磨损，因削弱刀具强度或降低加工表面质量使
刀具失效。 

5.化学亲和力 与刀具材料化学亲和力强的材料，引起粘结和扩散，加剧月牙洼磨损。 

6.杨氏模量 杨氏模量小的材料，材料切除后的反弹量大，加剧刀具后刀面磨损。 

7.导热性 导热性差的材料，切削区温度高，使刀具强度、硬度降低，造成塑性变形，加剧刀具
磨损。 

8.金相组织 金相组织中的硬质相对刀具产生强力的摩擦磨损；使珠光体球化可以改善材料的可加
工性。 

9.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中的合金元素越多、含量越高，材料的可加工性变差；添加易切削元素可改
善可加工性。 

10.材料变形特性 切削变形时剪切角大的材料和碎切削材料，切屑与刀具的接触面积小，切削力集中在
刀尖，容易打刀或产生振动。 

然而，每一种材料对刀具磨损（失效）起作用的因素是
不一样的。 32 

常用钢材的可加工性 

• 常用钢材指普通碳钢、合金钢和工具钢等
及其不同的热处理状态。 

• 这类钢材的抗拉强度值及金相组织能较好
地反映其可加工性： 

     与含C量和合金含量有关； 
     与钢的金相组织有关－铁素体和珠光体  
的比例、 渗碳体的形状、热处理工艺；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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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牌号 
美国钢铁协会 

(AISI)标准 
显微组织 

布氏 
硬度 
HB 

V30(m/min) 
T1高速钢 

V30(m/min) 
(C6硬质合金

) 

抗拉 
强度 

(N/mm2) 

延伸率 
% 

1020 10P，90F 115 61 245 340 40 

3140 75P，25F 190 27 113 660 26 

3140(硫化处理) 75P，25F，硫化物 190 37 165 — — 
3140 回火马氏体 302 21 85 1025 16 

3140(硫化处理) 回火马氏体+硫化
物 

296 32 — — 

4140 球状体 166 47 210 — — 

4140 65P，35F 180 30 128 — — 
4140 90P，10F 192 29 117 620 27 

4140(硫化处理) 90P，10F，硫化物 190 34 122 — — 
4140 回火马氏体 300 21 90 1050 16 

4140 回火马氏体 400 15 — 1325 13 

4140(硫化处理) 回火马氏体 300 27 94 — — 

34 

不锈钢的可加工性 

• 不锈钢因易加工硬化、导热性差、韧性好、
易生积屑瘤等特点，而加剧刀具磨损，是常
用钢材中可加工性较差的钢材。 

• 不锈钢依其组织分铁素体不锈钢、马氏体不
锈钢、马氏体铁素体双相不锈钢、奥氏体不
锈钢、析出硬化不锈钢等，它们的可加工性
也不相同。 

35 

铸铁的可切削性 

• 铸铁分灰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和白口
铁，除白口铁外，其余三种铸铁都有较好的
可切削性。 

 
• 其可切削性的差异在于石墨的形状和基体的
类别：分片状、球状、絮状石墨；铁素体、
铁素体+珠光体、珠光体之分。 

36 

铸铁机械性能 
灰铸铁 可锻铸铁 球墨铸铁 

铁素体 珠光体 铁素体 珠光体 铁素体 珠光体 
抗拉强度极限σ b

（kg/mm2） 12~20 25~32 30~40 40~70 40~55 60~80 

延伸率δ （%） 0.5 0.2 10~18 1~6 10~15 1~5 

硬   度（HB） 117~148 220~240 117~190 140~190 127~187 200~285 

灰铸铁 可锻铸铁 球墨铸铁 

铸铁的石墨形状 

铸铁基体对性能的影响 

37 

• 有色金属的可加工性：黄铜、青铜、熟铝、生铝。其中含
硅量高的铸铝合金对刀具磨损不利。 

• 钛合金的可加工性：与金相组织有关，分α 相钛合金、
α +β 相合金、β 相合金。钛合金导热性差、弹性模量较低、
剪切角大等原因，切削温度高，载荷集中在刀尖，易产生
振动、刀具磨损快，可切削性很差。 

• 高温合金的可加工性：分镍基、钴基、铁基。高温强度高、
导热性差、加工硬化剧烈、与刀具粘结严重，切削力大，
切削温度高，刀具磨损剧烈，属难加工材料。 

 合成材料的可加工性：分热固性、热塑性、纤维增强型，其
中纤维增强型塑料塑性大、导热系数低、磨擦热大切削温
度高，磨料磨损剧烈。 

其它材料的可加工性 

38 

关于铝金的可加工性 

• 强度和硬度较低，切削力小（350~700N/mm2），
加工温度低，属易加工材料。 

• 纯铝有粘性，需要锋利切削刃和高的切削速度。 
• 合金铝的可加工性与合金的含硅量有关，含硅量小
于10%或12%，可加工性较好；大于10%或12%为过
共晶铝合金，含较多硬的颗粒，对刀具产生强烈的
磨料磨损。要选用耐磨料磨损的刀具材料或牌号。 

39 

三、怎样选用刀具 

• 刀具的性能只有在适应具体的被加工工件
及切削条件的状况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
挥和合理的使用，适用的刀具才是好刀。 

 
• 构成刀具切削性能的要素：刀具材料、涂
层、切削刃几何形状及刀具的整体结构，
刀具的性能是这四个要素有机组合的结果。 

40 

1.刀具材料的种类和特性 

刀具材料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应用领域、使用条件
和失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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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聚晶金刚石)、PCBN(聚晶立方氮化硼) 

陶瓷 
金属陶瓷 

涂层硬质合金 

HSS-E、PMHSS 

HSS 

强度、韧性(进给、切深) 

硬
度

(速
度

) 

42 

刀具材料的性能与刀具失效的关系 

 刀具材料性能 对刀具失效的影响 
刀  具  材  料 

高速钢 硬质 
合金 

金属 
陶瓷 陶瓷 立方氮

化硼 
聚晶金
刚石 

硬度 
刀具材料的高温硬度是刀具
工作的基本性能，为耐磨和
抗塑性变形的能力。 

低 高 高 很高 很高 最高 

抗弯强度 是刀具抵抗打刀、崩刃的能
力。 最高 高 不高 不高 低 低 

耐热性 是刀具抗月牙洼磨损、氧化
磨损的能力。 低 高 高 很高 最高 低 

化学亲和力 
与工件材料有关，会导致刀
具粘结、扩散、氧化、沟槽
等磨损。 

高 高 低 低 低 与铁亲
和力高 

热膨胀系数 
热膨胀系数大，对脆性材料，
断续切削易产生热裂缝，崩
刃或打刀。 

高 不高 高 
Al2O3
高Si3N4
低 

低 低 

断裂韧性 
是抗冲击和裂缝扩展的能力，
是陶瓷材料韧性好坏的重要
指标。 

最高 很高 高 
Al2O3
低Si3N4
高 

低 低 

弹性模量 
是刀具材料抗形变的能力，
对刀具失效的影响无直接的
关系。 

低 高 不高 不高 很高 最高 

43 

各种刀具材料的主要应用领域（一） 
• 高  速  钢:  分低合金高速钢、普通高速钢、高性能高速钢（HSS-E）、  
                         粉末高速钢（PMHSS） 
                         制作钻头、立铣刀、丝锥等通用刀具，在低速下使用； 
                         制作齿轮刀具、拉刀等精密复杂刀具的主要材料； 
                         高性能高速钢可用于难加工材料的加工。 
 
• 硬质合金：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刀具材料。分P、K、M、N、S、H六大 
                          类；每一类对应不同的加工材料，有众多的牌号。 
                         用于制作车刀、铣刀、钻头等可转位刀片； 
                         细颗粒硬质合金用于制作高性能整体硬质合金刀具。 
 
• 金属陶瓷：又称碳氮化钛基硬质合金，分TiC基、TiN基、TiCN基金属 
                         陶瓷，还因粘结剂的不同有各种牌号和性能。 
                         用在精加工、半精加工领域代替硬质合金刀具，可采用更高  
                         的切削速度。 

44 

各种刀具材料的主要应用领域（二） 
• 陶        瓷：分Al2O3纯陶瓷、混合陶瓷、Si3N4陶瓷。 
                         高效加工铸铁和淬硬钢； 
                         精加工、半精加工代替硬质合金； 
                         氮化硅陶瓷加工高温合金。 
 
• 立方氮化硼：因立方氮化硼浓度和粒度的不同有不同韧性和硬度的牌 
                             号，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 
                             加工淬硬钢； 
                             高速加工铸铁和淬硬钢； 
                             用于硬切削和干切削。 
 
• 聚晶金刚石：加工有色金属； 
                              加工非金属材料； 
                              加工合成材料。 

 

45 

刀具材料ISO类别及牌号的选择 

1.  根据工件材料类别（ISO P、M、K、N、S、H)选择对应的刀
具材料类别 

被  加  工  材  料 
刀具材料ISO类别 

切 屑 类 型 被 加 工 材 料 ISO类 别 

长切屑黑色金属 P P 

短切屑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 M M 

短切屑的黑色金属 K K 

铝和其它有色金属，非金属材
料 N N 

特殊的镍基和钴基材料，钛和
钛合金，可加工性差的高

强度钢 
S S 

淬硬钢，淬硬或冷硬铸铁 H H 

46 

2.  根据加工工序类型、毛坯状况、系统刚性在刀具材料
类别里选择刀具材料的小类及相应的槽型 

刀具材料类别 

刀  具  材  料  小  类 

              强 度 增 加 
                                                                  耐 磨 性 增 加 

P P01、P10、P20、P30、P40、P50等 

M M10、M20、M30、M40等 

K K01、K10、K20、K30、K40等 

N N01、N05、N10、N20、N30等 

S S05、S10、S20、S30等 

H H01、H05、H10、H20、H30等 

47 

刀具材料选择的路径 
• 首先，根据工件材料选择刀具材料，一种工件材料有多种刀
具材料可供选择，一种刀具材料又有多种牌号可供选择，同
时考虑以下因素： 

• 硬质合金是主要刀具材料，可作为首选，金属陶瓷和陶瓷刀
具一般用于半精加工或精加工，氮化硅陶瓷可用于加工高温
合金； 

• 高速钢制作的通用刀具在低速加工中首选，或用于制造精密
复杂刀具，高性能高速钢可用于加工高温合金； 

• 立方氮化硼刀具主要用于加工淬硬钢或高速加工铸铁； 
• 聚晶金刚石刀具用于加工有色金属、石墨、合成材料、非金
属材料有独特的优势； 

• 同一种材料的不同牌号，其硬度或韧性可有较大差别，要根
据工艺类别、粗精加工不同的工序并考虑工艺系统的刚性好
坏选择不同的牌号； 

• 充分考虑涂层对刀具材料的改性和提高作用。 
48 

2.刀具与刀片的涂层技术 



12

49 

涂层提供的改性作用 

表面平滑 

防止积屑瘤和粘结磨损 

提高耐氧化温度 

高温耐磨性好 

降低与工件材料亲和力 

防止粘结和扩散磨损 

提高红硬性 

耐磨损 

提高硬度/韧性 

耐磨、不易崩刃 

降低磨料磨损 

减小刀具的磨损 

防止裂缝扩展 

可防止打刀和崩刃 

降低摩擦系数 

有利于排屑 

50 

沉积温度 涂层厚度 涂层表面状态 主要涂 
层材料 

涂层结 
合强度 

对环
境影 
响 

主要应用领域 

物 
理 
气 
相 
沉 
积 

500℃或更
低，沉积
温度低，
刀具变形
不，基体
的硬度强
度不降低。 

2～5µm,涂
层较薄，
刃口锋利。
（已有
12µm厚度
的报导，
用于可转
位刀片涂
层） 

涂层为压应力，
有利于抑制裂
缝的扩展；刃
口可不作钝化
处理；表面致
密，粗糙度低。 

TiN 
TiCN 
TiAlN 
MoS2 
WC/C 
Al2O3 
等。 

低 无污
染 

1.高速钢通用刀具：钻
头、丝锥、立铣刀。 
2.高速钢精密复杂刀具
：拉刀、齿轮刀具。 
3.整体硬质合金刀具。 
4.可转位螺纹刀片、切
断、切槽刀片。 

化 
学 
气 
相 
沉 
积 

1000℃，
沉积温度
高，基体
的硬度、
强度降低，
需开发专
门的基体
用于涂层。 

5～20µm
或更厚，
适合于开
发多层厚
膜涂层，
提高耐磨
性。 

涂层为拉应力，
易生成裂缝；
刃口必须作钝
化处理；表面
较粗糙。 

TiN 
TiC 
TiCN 
Al2O3 
ZrO2 
金刚石 
等。 

高 排出
的废
气对
环境
有污
染。 

1.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
车刀片、铣刀片等。 
2.金刚石涂层。 

涂层的类型—PVD与CVD比较 

51 52 

典型的化学涂层（CVD）  

薄的TiN层 

厚的Al2O3 
层 

中温TiCN层 

耐塑性变形的带富
钴表层的基体 

53 

各种物理涂层（PVD）涂层牌号 
涂  层 颜色 硬度 

GPa 
摩擦系数 

(对钢) 
最高使用 
温度℃ 主要应用领域 

TiN 金黄 23 0.4 600 低切速下的通用涂层 

TiCN 蓝灰 30 0.4 400 中低切速下的通用涂层 

TiAlN 紫黑 35 0.4~0.6 800 可用于加工难加工材料、干切削硬
切削。 

AlTiN 黑 38 0.7 900 比TiAlN有更好的性能 

TiAlCN 红紫 28 0.25 500 低切速下优于TiAlN，高切速下优
于TiCN。 

AlCrN 蓝灰 32 0.3~0.4 1000 用于软材料(HRC48以下)的铣削、
滚齿。 

ZrN 白金 26 0.5 550 适用于加工铝合金、铜合金及钛合
金。 

CrN 银亮 18 0.3~0.5 700 适用加工铜合金及钛合金 

AlTiN/SiN 紫蓝 45 0.45 1100 纳米结构涂层，适用干切削、硬切
削。 

DLC 黑灰 20 0.1~0.2 300 润滑涂层，用于钻孔、攻丝，有利
排屑。 

WC/C 黑灰 10 0.1~0.2 300 做复合涂层的表层，降低摩擦系数。 
54 

3.刀具的主要几何要素 

55 

前刀面的作用： 
• 对金属施加挤压，使产生变形、滑移、
分离成为切屑。 

• 受两个热源的作用，接受大量的热量。 
• 受切屑的摩擦，造成磨损。 
• 其形状、倾角是控制切屑卷曲、流向、
折断的主要参数。 

后刀面的作用： 
• 与前刀面共同构成刀具的切削楔和主切削
刃。 

• 它与过渡表面或切削表面的摩擦是第三个
热源。 

• 也是刀具磨损的主要部位。 
• 为了减少摩擦与工件的过渡表面或切削表
面之间的摩擦，形成必要的隙角--后角。 

56 

刀具的主要几何参数 

• 是几何参数赋予了刀具必要的切削功能； 

•每一个参数都与刀具的切削效果、刀具磨损和失效的成因密切相关，关 

 系到切削热的多少和散热的快慢、切削力的大小和刀尖（刃）的强度与 

 承载的能力，甚至决定刀具是否可用； 

• 每一个参数又醖藏着很大的开发潜力，成为刀具发展取之不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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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角 

前角的影响 ： 
       1.  刀具的锋利程度及切削力大小 
       2.  刀尖的强度大小 
       3.  切削热的多少和切削温度的高低 
       4.  散热的好坏 

 

大正前角用于 
• 切削软质材料 
• 易切削材料 
• 被加工材料及机床刚性  
  差时  

小（负）前角用于 
• 切削硬材料  
• 需切削刃强度大，以 
  适应断续切削、切削  
  含黑皮表面层的加工 
  条件  58 

后   角 

后角的影响： 

1.后刀面与工件的磨擦 

2.刀具磨损的速率 

3.刀楔的强度和散热 

4.切削的稳定性 

小后角用于 

1.切削硬材料 

2.要求切削刃强度高时 

3.尺寸精度高的刀具(齿) 

4.系统刚性差时 

大后角用于 

1.切削软材料 

2.切削易加工硬化的材料 

3.切削厚度较小的精加工 

59 

主 偏 角 
主偏角与切削厚度的关系 

主偏角的影响： 

1.切削载荷（热和力）的分布及切屑截面的形状 

2.径向分力与走刀分力的比例 

3.从而影响刀具的寿命和加工系统的稳定性 

大的主偏角用于 

1.精加工 

2.加工细长工件 

小的主偏角用于 

1.材料硬度高，切削温度高 

2.系统刚性好 

图中： B：切削宽度 

             h：切削厚度 

             f：进给量 

F 

F Fx 

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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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偏 角 与 过 渡 刃 

•  副偏角的影响： 

     1.刀尖的强度和散热 

     2.已加工表面的粗糙度和质量 

     3.切削力的分配 

•  应用过渡刃既增加强度又改善表面粗糙度 

r 

61 

刀 尖 圆 弧 半 径 
功能：影响刀尖强度和表面粗糙度 

刀尖圆弧小用于 

• 切深浅的精加工  
• 细长轴加工  
• 机床刚性差时  

刀尖圆弧大用于 
•需要刀刃强度高的黑皮切削，   
 断续切削  
•大直径工件的粗加工  
•机床刚性好时  

刀尖圆弧半径的影响： 
   1. 表面粗糙度的好坏；  
   2. 刀尖强度的大小； 
   3. 刀具散热的快慢； 
   4. 切削力的大小和方向。  

62 

刃 倾 角 

刃倾角表示主切削倾斜的程度和方向 

刃倾角的影响： 

1.切屑的流向 

2.刀尖的强度 

3.刀刃切入工件时受力的位置 

1.负的刃倾角切屑流向工件，正的刃倾角则离开工件。 

2.螺旋刃刀具(片)的螺旋角即刃倾角，使切削平稳。 

63 

刀刃的修磨形状 
功能：增加刀刃的强度和散热速度，减缓磨损速率和减小崩刃，提高可靠 

            性。 

三种主要的修磨形式 

修磨宽度一般为进给量的
1/3~1/2 

大的修磨量用于： 

1.切削硬质材料时 

2.黑皮、断续切削时 

3.系统刚性好的场合 

小的修磨量用于： 

1.切削软质材料时 

2.切深、进给量小的精加工时 

3.系统刚性差的场合 

64 

应用几何参数开发先进刀具 
• 提高加工效率，降低刀具费用； 
• 减小切削力或减小摩擦或增加刀具的强度； 
• 改变受力方向或使切削平稳，有利于加工； 
• 改善散热条件，减少刀具磨损； 
• 有利容屑、排屑、断屑； 
• 减小表面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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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可斜坡走刀铣刀——多功能铣刀 

副切削刃参与切
削 

副切削
刃 

66 

小切深大进给(3.5mm/z)铣刀 

可转位刀具和刀片的创新 

小的主偏角 

大的刀尖圆弧 

67 

不等螺旋角硬质合金立铣刀 

立铣刀新结构的例子 

不等分齿硬质合金立铣刀 

变导程消振铣刀 前波刃硬质合金立铣刀 

通用刀具的创新 

68 

4.刀具的整体结构对切削加工的影响 

• 刀具的刚性影响承载的能力 
• 刀具（片）的装夹定位结构影响加工精度和加工效
率（装夹可靠、定位精确、换刀（片）方便） 

• 刀具的排屑空间影响加工效率和可靠性 
• 孔加工刀具要考虑径向力的平衡 
• 配置内冷却通道 
• 经济性好（利用率高、可调、多刃组合） 
• 工艺性好 

69 

麻花钻结构的选用 

• 顶角和螺旋角－关系切削刃外径处的前角
（tgγ=tgω /sinФ )及钻头的刚性，随钻头的
材料和工件的材料而定； 

• 刃数－两刃或三刃，通常为两刃； 
• 钻尖修磨－修磨横刃、前面、顶角，改善钻
心切削条件或有利断屑或提高刀刃强度； 

• 冷却方式－外冷却、内冷却。 

70 

立铣刀结构的选用 
• 端头和倒角的形状－平头(倒角、尖角、圆角)、
球头；(下页图) 

• 端刃的结构（进刀的方向）－有端刃、无端刃；
(下页图) 

• 螺旋角－大的切削平稳，加大实际工作前角； 小
的刀齿强度高；不等螺旋角； 

• 齿数－齿数少，容屑空间大；齿数多切削平稳；
不等分齿结构；苞米齿结构；前波形结构。 
 

71 

• 端头和倒角的形状－平头(倒角、尖角、圆
角)、球头； 

 

72 

• 端刃的结构（进刀的方向）－有端刃、无端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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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丝锥结构的选用 

74 

四、怎样设定切削参数 
• 切削参数包括：切削速度vc、进给量 f 和切削深度(背
吃刀量)ap。 

• 切削参数的设定关系到： 
     1. 金属切除率的大小（Q= vc×f×ap）即加工的效率
和加工的成本； 

     2. 作用在刀具上载荷（热和力）的大小即刀具磨损、
失效的快慢和原因，它们与刀具寿命关系为: 

                   
     
      
     3. 加工质量的好坏。 

其中 z﹤y﹤x﹤1 zyx
c

Om

apfV
CT 

则选择切削参数的次序为，先取大的ap，再取大的f，
最后取大的Vc，这样在获得相同的刀具寿命前提下，
Vc、f、ap三者的乘积最大，即生产率最高。 

75 

切削参数与刀具磨损失效的关系 

76 

切削速度对切削温度的影响 

切削速度增加，由变形和摩擦产生的热量增加，
切削温度升高。 

77 

切深、进给量对力和热的影响 

f×ap是刀尖上受
力和传热的面积 

切深和进给增加，切削力随之加大，但对切削
温度的影响不大。 78 

刀具的磨损限VB与刀具寿命 

• 刀具磨损的形貌及磨损
限—磨损带的平均宽度
VB 

刀具寿命就是刀具用到磨损限VB时所经过的切削时间，而这个时间（刀
具寿命）的长短与切削速度的关系最大并影响加工的效率和成本。因此，
切削速度的高低取决于刀具寿命的长短。 

•刀具磨损的形貌及磨损限——磨损带 的 平均宽度VB 

79 

刀具寿命与切削速度的关系—由刀具寿命确定切削
速度 

• V－T公式： 
      

m
O

T
CV 

刀
具
寿
命

T 
（
分
）

 

1.切削速度和刀具寿命的关系是：V增加T下降，V下降T增
加。 

2.用公式可以从刀具寿命算出切削速度。 

切削速度 V (公尺/分） 

mT
C

V 0

80 

切削速度与加工成本和加工效率的关系 

图中： 

C1代表每个工件上与机动时
间相关的费用 

C2代表每个工件上分摊的刀
具费用 

C=C1+C2  代表加工成本与切
削速度的关系 

P代表加工的效率即每小时加
工零件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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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切削速度的选择 
• 从加工效率和加工成本考虑选择切削速度：切削速度通过单
件加工的时间和刀具的寿命影响加工的成本。因此，对于昂
贵的数控机床宜选低的刀具寿命高的切削速度，而对于价贵
的刀具或换刀时间长、重磨费用高的刀具应适当增加刀具的
寿命并相应地降低切削速度。 
 

• 从刀具失效的主因来调整切削速度：在打刀情况下，可降低
进给、吃深，提高切削速度；以月牙洼、后刀面磨损或塑性
变形引起刀具失效时，降低切削速度； 
 

• 增加进给或吃深改善断屑时，要降低切削速度。 

82 

综合：怎样利用刀具和切削参数控制刀具失效 
主要由切削力引起的打刀、

崩刃或塑性变形 
主要由切削热作用造成的刀具磨损、塑

性变形并由此引起的打刀崩刃 热裂导致的打刀、崩刃 

切 削 
  

参 数 

1.减小切削深度 
2.减小进给量 
3.降低断续切削的冲击 
4.降低切入切出时的进给量 

1.降低切削速度 
2.降低进给量 

1.降低切削速度 
2.降低切入切出时的进 
给量 
3.降低断续切削的热冲 
击 

刀具材 
 

料和几 
 

何参数 

1.选择强度、韧性更好的刀具 
材料或牌号 
2.改进几何角度，增加刀具和 
刀刃的强度（减小前角、加 
大主偏角、加大刀尖r、倒棱 
或钝化） 

1.选择耐磨性、耐热性更好的刀具材料 
或牌号 
2.选择更耐热、耐磨、更光滑的涂层 
3.改进刀具的几何角度（加大前角、加 
大后角、加大主偏角） 
4.改善排屑（润滑涂层、加宽断屑槽、
加大容屑槽、减少齿数） 

1.选择刀具材料牌号和 
涂层提高抗裂纹扩展的 
能力 
2.提高刀刃的强度 

其 它 

1. 旋转刀具要提高装夹的精 
度和刚性 
2.减少刀具的悬伸 

1.控制合理的磨损限 
2.采用冷却液或加大其流量、压力 

1.改进冷却液的供给方 
式：要连续，采用内冷 
却。 
2. 旋转刀具要提高装夹 
的精度和刚性 

83 

例1   关于钛合金的加工 

钛合金的性能 可加工性特点 

1.有较高的高温强度并要在硬态下加工 1.产生的切削热大，切削力大。 

2.导热性差 2.热量集中在切削区，切削温度高。 

3.在高温下有很强的化学亲和力 3.易与刀具材料发生化学反应，引起前刀 
   面粘结磨损，导致月牙洼磨损。 

4.弹性模量较低 4.已加工表面的回弹量大，挤压刀具摩擦 
   面，加快刀具磨损及降低加工质量。 

5.切屑厚度薄  5.切削载荷集中在前刀面的一个小区域， 
   限制了进给量。 

6.切屑的形成有明显的周期性 6.对振动或颤振敏感。 

特点：产生的热和力都比较大，并集中在刀具的刀刃附近； 

            高温高压下的化学亲和力引起粘结，导致月牙洼磨损。 
84 

加工策略—以车削Ti6Al4V钛合金为例 
对策：减小切削产生的热和力，增加热和力的分布区域。 

去外皮 中间加工（加工到接
近形状） 终加工 

低的
切削
参数
减少
热和
力的
产生 

ap(mm) 
3~10 0.5~3 0.25~0.5 

根据余量的大小进行调整 

   f(mm/r) 
0.3~0.4 0.2~0.4 0.1~0.3 

根据零件的刚性进行调整 

vc(m/min) 
30~40 50~60 70~80 

刀具寿命：粗加工可取20分；精加根据走刀长度加以调整 

分散
载荷
的几
何形
状增
加承
载能
力 

刀片形状 
方刀片或圆刀

片 圆刀片或方刀片 80°棱形刀片或圆
刀片 

较小的主偏角 

正前角切
削 

可有导棱或钝
化 可有较小导棱或钝化 磨制的锋利刀刃 

刀  尖 r  与进给量和切深有关，刀尖r可取切深的2倍。 

刀具
材料 

红硬性好的耐月牙洼磨损的的细颗粒硬质合金牌号，并根据
工序采用不同韧性和硬度的牌号。 

冷却
液 大量的高压冷却液 

85 

归纳：处理刀具问题的思路 

1.确定工件材料的类别、状态； 
2.列出材料性能的特点及其对刀具磨损的影响； 
3.抓住可加工性的主要因素及刀具失效的主要原因； 
4.观察刀具失效的模式，判断切削热和力的作用； 
5.对策：一方面，从几何角度、切削参数来降低热和
力。另一方面，从刀具材料、涂层、几何角度来提
高刀具对热和力的承载能力。 

 

86 

五、刀具的配套技术 

1.  配套技术包括： 

                     刀柄与机床主轴的连接方式 

                     刀具在刀柄里的夹紧方式 

                     刀具系统的动平衡 

                     高速旋转刀具的安全技术 

                     数控铣削加工的走刀路线 

                     刀具管理技术 

2.  是切削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切削技术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现代切削技术保持同步的发展。 

87 
HSK 

CAPTO KM 

与主轴连接的刀柄 

刀具装夹技术的创新 

7∶24刀柄 

88 

HSK(空心短锥)刀柄 7∶24刀柄 

7:24锥度 - HSK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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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高速旋转刀具的装夹技术 

对高速切削的旋转带柄刀具的装夹要求： 
    装夹精度高，径向跳动小于0.003mm； 
    夹持可靠能传递大的扭矩； 
    结构紧凑对称； 
    操作简单。 
 
目前推荐的三种新型夹头有： 
    液压夹头 
    热装夹头 
    力缩夹头 

91 

液 压 夹 头 

活塞 

夹紧螺钉 

变形套 

油 腔 

刀柄 

92 

热装夹头 

93 
刀具热装仪 

94 

力缩夹头 

95 96 

对高速旋转刀具的平衡要求 

•  刀具刀柄存在的不平衡量在高速旋转时会产生径向力， 
 作用在主轴的轴承系统，甚至传递至机床的其它部位， 
 影响加工质量、刀具寿命和机床的性能。为此： 
   开发了可调平衡的刀柄； 
   制订了刀具平衡的规范，规定了平衡的上限值和下 
   限值； 
         开发了在线自动平衡系统； 
   开发了专用的动平衡机。 
 
•   关于平衡质量等级G的解释：G是ISO1940/1标准中对机 
 械转子平衡质量等级的规定，不同的转子要求不同的G 
 值，规定该转子在给定的使用转速下所允许的单位重量 
 残留不平衡量的大小(例如nmax15000， G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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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转子最高使用转速        r/min 

转
子
单
位
质
量
允
许
残
留
不
平
衡
量
（ g
mm
/kg 
或 
μ m） 

98 转子最高的工作转速（r/min) 

转
子
单
位
质
量
允
许
的
残
留
不
平
衡
量 eper 

(gmm/kg) 

机械转子平衡质量等级图（ISO1940/1) 

已知： 
nmax15000， G2.5 
从图求得: 
eper≈1.6 (gmm/kg) 

99 

• 记住两个公式和单位 
 
 Uper=eper×m          (1) 
 
其中： 
         Uper －允许的转子残留不平衡量（gmm）  
         eper －转子单位质量允许的残留不平衡量（gmm/kg） 
          m   － 转子的质量（kg） 

100 

 s
mme

G per

1000




 s
mmne

G per

10000




ω－转子最高工作转速（弧度/秒） 

或 

n－转子最高工作转速（转/分） 

（2） 

（2） 

 G －要求的平衡质量等级（mm/s） 

101 
几种刀柄的平衡方法 可调平衡的刀柄 

102 
BALADYNE公司在线平衡系统 

103 刀具动平衡仪 104 

高速旋转铣刀的安全技术 

• 高速旋转铣刀有两种失效形式，并造成
加工事故。 

    一是在高速旋转时，作用在刀片上的离
心力使夹紧刀片的螺钉被剪断，刀片甩
飞。 

    二是随着转速进一步提高，整个刀体爆
裂，碎块甩飞。 



19

105 

面铣刀 36700转/分破碎 

D12mm带柄立铣刀 36000转/分断裂 

106 

高速旋转刀具的安全措施 

结构设计—直径要小、刀体上通槽要少、材料强度比 
     要高，刀片和夹紧零件要有防甩飞结构； 
 
性能试验—刀具的样件要经过二倍于最高使用转速的 
     破碎试验认证，或1.6倍最高使用转速的变 
     形量（0.05mm）试验。刀具出厂时要附有 
     认证证书，并把最高使用转速刻在刀体上； 
 
刀具装配—各夹紧螺钉要按规定扭矩操作； 
 
刀具使用—要按刀具出厂规定的要求使用。 

107 

高速旋转刀具的安全标准 

108 

数控铣削的走刀路线 
1. 摆线走刀铣槽 

109 

2. 内圆角的加工 

110 

3. 薄壁件的精加工 

1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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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确定铣刀走刀路线的原则 

• 尽量使用高主轴转速，高进给率和小切削量
的组合，减小铣削层的厚度和切削表面与刀
具的接触范围（见以上的例子）。 

• 切削路径尽可能平滑，避免频繁的切入切出
和减小切削力的波动。 

 

114 

• 在面铣时，刀具切出工件时的切屑厚度要薄，
减小切削力的突变；用顺铣代替逆铣、顺时针
方向圆弧切入代替直线切入（见下图）。 
 

115 

顺时针圆弧
切入 

逆时针圆弧
切入 

116 

刀具管理技术 

刀具专业化管理的优点： 
 
• 节省刀具简接费用，降低制造成本； 

 
• 提高切削加工的高水平，创造新的效益； 

 
• 有利于企业集中精力开发核心技术。 

 
刀具制造商或专业化刀具管理公司开展模块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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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靠性工程概述一、可靠性工程概述

开展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工程是组织的一项战略性决策。

1、高性能数控刀具重要性
开展高性能数控 具 靠性 程 织的 项战略性决策

随着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及能源装备的快速发展，高性能数控

刀具必须朝“高效、高精度、高可靠性和专用化”方向发展，

以满足高速切削、干式切削、高进给切削、大余量切削、高效

复合切削和智能切削等高效加工方式的要求。

一、可靠性工程概述一、可靠性工程概述

与国外高档产品相比 国产数控刀具最大的问题就是质量不

2、国产数控刀具质量状况

与国外高档产品相比，国产数控刀具最大的问题就是质量不

稳定、不可靠，不同批次，甚至同一批次刀具的性能都存在较

大的分散性 这也是国产数控刀具在重要制造领域未能得到普大的分散性，这也是国产数控刀具在重要制造领域未能得到普

遍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高档数控刀具近几年进口有加速

趋势 高效高精加工用国产刀具占有率仅10%左右趋势，高效高精加工用国产刀具占有率仅10%左右。

高速切削加工 新结构刀具高速切削机床 高速切削加工 新结构刀具高速切削机床

一、可靠性工程概述一、可靠性工程概述

3、开展可靠性工程的重要性

35%国家科技大重大专项最终目标：大幅

度提高国产高效精密数控刀具在制造业高度提高国产高效精密数控刀具在制造业高

端市场的占有率，由10％左右提高到35%以

上。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开展以可靠

性工程为核心的高性能数控刀具设计、制

造与应用技术的自主创新研究工作

10%
造与应用技术的自主创新研究工作。

10%

一、可靠性工程概述一、可靠性工程概述

4、可靠性及可靠性工程定义

可靠性可靠性，reliability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

可靠性工程,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

力。

为达到产品的可靠性要求

而进行的一套设计、研制、生力

可靠性的概率度量称为可

靠度。

套

产、试验和使用工作的总和。

一、可靠性工程概述一、可靠性工程概述

5、系统工程定义

系统工程
system engineeringsystem  engineering 

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
的规划 研究 设计 制造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
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
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
的科学方法。

一、可靠性工程概述一、可靠性工程概述

6、可靠性与质量管理的区别

时间因素

different实施阶段 数学工具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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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靠性工程概述一、可靠性工程概述

时间因素
狭义质量实际是“出厂时的质量”或“今天的质量”；而可靠性是要

保证“明天的质量”。保证 明天的质量 。

实施阶段
传统的质量管理主要工作在制造阶段；而可靠性必须从设计阶段开始，

并且贯穿于设计 研制 制造 试验 运输 储存 使用 维修直到报废的并且贯穿于设计、研制、制造、试验、运输、储存、使用、维修直到报废的
全生命周期过程。

工作内容作内容
ISO9000质量体系管理主要工作包括： 质量方针、合同评审、设计控

制、文件控制、采购控制、工序控制、检验与试验、不合格品控制、纠正措
施、质量记录、内部质量审核等；施、质量记录、内部质量审核等；

而可靠性管理主要工作包括：可靠性工作计划、可靠性管理机构设立、
可靠性教育与培训、设计、制造与试验、使用及维修过程中的可靠性管理等。

数学工具数学工具
质量管理主要使用控制图、因果图、排列图和工作特性曲线等；而可

靠性主要使用概率分布、概率设计、FMECA等。

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工程技术指南

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

可靠性工程体系可靠性工程体系

一一

二二

可靠性目标与要求可靠性目标与要求三三

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四四

五五 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五五

六六

可靠性管理与评审可靠性管理与评审

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六

七七

二、可靠性工程体系二、可靠性工程体系

1、总则

可靠性
工程体系

可靠性管理与评审

程体系

二、可靠性工程体系二、可靠性工程体系

在刀具几何结构设计、刀具基体材料制备、刀具成形制造、刀具涂层材

料制备、刀具应用等技术方面开展可靠性工程，实现刀具性能稳定性和可靠具 实 具
性的显著提高，为国产刀具性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刀具提
供关键共性支撑技术。

产品的高可靠性不是一次达到的，是渐次增长的过程。需要注意，开展

可靠性工程并不能直接使产品具有高可靠性，可靠性工程是产品高可靠性的
思路 手段 途径和制度的保证思路、手段、途径和制度的保证。

可靠性工程是设计研发、采购控制、制作工艺、仓储运输、质量控制等

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工作的结果 在任何 个环节控制措施不当 都可能引入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工作的结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控制措施不当，都可能引入
产品早期失效的随机过程。

企业需要根据自己产品的特点打造精准设计 精细制造和精细管理等流企业需要根据自己产品的特点打造精准设计、精细制造和精细管理等流

程，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从中吸取有价值的工具、方法、流程和模板，打
造适合本企业业务特点的可靠性工程体系。

二二、可靠性工程体系、可靠性工程体系

2、系统框图

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工程

可靠性
设 与分

可靠性可靠性 可靠性

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工程

设计与分析

零件加工

制造与保障目标与要求 试验与验证

精细制造
可靠性试验

特性分析

失效模式、影响及
材料与精度

精细制造

可靠性（加速）

优化设计可行性
研究与分析

失效模式、影响及
致命度分析（FMECA）

切削仿真与

检测

可靠性

与增长试验

研发合同与
技术指标 动平衡与切削仿真与

动力学仿真

可靠性
验收试验

动平衡与
微缺陷检测

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评估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评估

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工程技术指南

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

可靠性工程体系可靠性工程体系

一一

二二

可靠性目标与要求可靠性目标与要求三三

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四四

五五 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五五

六六

可靠性管理与评审可靠性管理与评审

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六

七七

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

1、总则

使用方

要求

把可靠性正确地

制造方

把可靠性正确地

设计、生产到产品中，
并按要求有计划地实

提升核心
竞争力

提出

并按要求有计划地实
施有关的组织、监督、
控制及验证工作。

竞争力

可靠性目标与要求

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

2、可行性研究与分析

高性能数控刀具是在特定工艺条件下使用的高效

率、高精度、高可靠性专用刀具。因此需要对特定工

艺条件有比较高的认识 并进行可行性研究与分析艺条件有比较高的认识，并进行可行性研究与分析，

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研制高性能数控刀具，才能达到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研制高性能数控刀具，才能达到

在高端制造业特定工艺中生产节拍与使用寿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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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

2、可行性研究与分析

工件材料可加工性 满足换刀最低加工寿命要求工件材料可加工性 满足换刀最低加工寿命要求

特定工艺
条件

切削加工机床特性 切削加工方式
条件

满足生产节拍的切削用量 工件加工表面质量要求

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

33、研发合同与技术指标、研发合同与技术指标

在对可靠性目标与要求进行可行性研究与分析的

基础上 必须确定在特定工艺条件下的高性能数控刀基础上，必须确定在特定工艺条件下的高性能数控刀
具各项技术指标，确定技术指标应综合考虑顾客的要
求和供方 制造方的可靠性能力求和供方、制造方的可靠性能力。

这些技术指标必须在供应合同和研发合同中予以这些技术指标必须在供应合同和研发合同中予以
明确，并在可靠性设计中予以实现。

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三、可靠性目标与要求

44、供方可靠性能力评估、供方可靠性能力评估

可靠性能力是组织对贡献于最终产品可靠性的活

动的一种度量 可靠性能力评估是量化组织可靠性活动的 种度量。可靠性能力评估是量化组织可靠性活
动有效性的行为。组织可靠性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各
项可靠性活动是否被充分理解 是否由文件和培训来项可靠性活动是否被充分理解，是否由文件和培训来
保障、是否适用于整个组织的所有产品，以及是否被
不断监测和改进。不断监测和改进。

应对供方可靠性能力进行必要的评估，以提高最应对供方可靠性能力进行必要的评估，以提高最

终产品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可靠性，并能提供有价值
的竞争优势。的竞争优势。

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工程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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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六六

可靠性管理与评审可靠性管理与评审

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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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产品的 靠性是设计出来的 贯彻 靠性设计准

1、设计准则

产品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贯彻可靠性设计准
则可以提高产品的固有可靠性。

可靠性设计准则

在研制过程中尽可能充分挖掘研制单位已有
的工程经验，把设计人员多年积累的设计经验与的工程经验，把设计人员多年积累的设计经验与
教训加以总结提高，形成可靠性设计标准和指令
性文件，用于指导工程设计人员如何把产品的可性文件，用于指导工程设计人员如何把产品的可
靠性设计到产品中去。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1、设计准则

基体材料基体材料

切削过程仿真切削过程仿真

基体材料基体材料

动力学分析

切削过程仿真切削过程仿真 几何角度、结构形式
、刃口尺寸
几何角度、结构形式
、刃口尺寸

动力学分析

切削试验切削试验 涂层材料涂层材料切削试验切削试验 涂层材料涂层材料

动平衡参数动平衡参数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2、设计分析
刀具结构精准设计的可靠性刀具结构精准设计的可靠性
和刀具失效理论模型和刀具失效理论模型

刀具刃口精准设计和复合强刀具刃口精准设计和复合强
高性能
数控刀

刀具刃口精准设计和复合强
化工艺
刀具刃口精准设计和复合强
化工艺

涂层和刀具基体材料的适配涂层和刀具基体材料的适配
数控刀
具可靠
性设计

涂层和刀具基体材料的适配
性
涂层和刀具基体材料的适配
性

性设计
的分析 高速切削刀具动平衡及安全

性设计
高速切削刀具动平衡及安全
性设计

高性能工具系统接口联接及
夹头夹紧可靠性
高性能工具系统接口联接及
夹头夹紧可靠性夹头夹紧夹头夹紧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3、工件材料可加工性分析
工件材料可加工性

是进行刀具设计和确定

建立高速切削工件材料本构方程

是进行刀具设计和确定
切削加工工艺的重要依
据。

建立高速切削工件材料本构方程
及进行工件材料力学性能试验

确定 件材料切削

加工方式

确定工件材料切削
加工性系数及其分类

、加工方式、
切削用量、
加工质量、

确定工件材料
切削变形区的界定

断屑性能、
加工效率、

刀具磨损与寿命
划分及其表征

刀具磨损与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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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4、刀具可靠性精准设计

刀具基体材料CAD

可靠性
刀具几何结构CAM

可靠性
的精准设计 刀具刃口

精化和强化CAE 精化和强化

涂层材料

CAE

需要强调的是设计应包括最佳制备工艺的精准设计。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4、刀具可靠性精准设计

刀具材料包括高速钢、硬质合金、陶瓷、超硬材
料和涂层材料，不同类别材料具有不同制备工艺料和涂层材料，不同类别材料具有不同制备工艺。

随着应用领域和加工条件不同，以及专用化数控随着应用领域和加工条件不同，以及专用化数控

刀具的需求日益迫切，单一刀具材料性能难以同时满
足强度 硬度 红硬性 化学稳定性和工艺性要求足强度、硬度、红硬性、化学稳定性和工艺性要求，
因此，具有复合功能的梯度材料和复合涂层材料设计
是获得高可靠性刀具材料的主要技术。是获得高可靠性刀具材料的主要技术。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4、刀具可靠性精准设计

刀具精准化设计方法关键技术主要有刀具精准化设计方法关键技术主要有：

1 、基于CAD 技术的刀具几何结构精准参数化设计，建立二维和三维
参数化刀具模型；

2 、基于切削理论和切削过程仿真的刀具精准设计

3 基于CAE技术的数字化刀具分析体系与标准化分析规范 快速选取3 、基于CAE 技术的数字化刀具分析体系与标准化分析规范，快速选取
与被加工材料和工艺适配的刀具设计；

4 、基于强度均衡原理，分析刀面承载状况，进行刀具的局部结构强度
设计 基于非自由切削理论 进行切削刀具的排屑控制设计设计；基于非自由切削理论，进行切削刀具的排屑控制设计；

5 、基于等概率失效原理，进行刀具楔角、刀尖形式、刃区长度及最佳
热容体积设计；

6 、基于微介观尺度下的刀具刃口精化和强化设计，探寻刀具刃口失效
机理与刀具刃口微介观尺度几何特征的对应关系；

7 、基于刀具材料和刀具几何结构适配的刀具最佳制备工艺的设计。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5、切削仿真与动力学仿真

刀具结构设计

基于切削理论和切削过程仿真，通过建立有限元模型，

对刀具几何角度 结构形式和刃口尺寸进行应力分析和振

刀具结构设计

对刀具几何角度、结构形式和刃口尺寸进行应力分析和振
动分析来精确计算，通过切削试验与仿真获得刀具精确的
结构形式、切削角度和刃口强化等指标。结构形式、切削角度和刃口强化等指标。

刀具安全性设计
基于多体动力学理论，建立高速旋转刀具的全参数化模型和

动力学仿真模型，计算刀具在激振力（刀具不平衡量产生的离心
力和动态切削力）作用下的响应位移与响应应力 以及刀具系统力和动态切削力）作用下的响应位移与响应应力，以及刀具系统
的动力响应与系统振动频率之间的幅频曲线关系，获得高速旋转
刀具的精准结构参数，提高旋转刀具动平衡精度等级。刀具的精准结构参数，提高旋转刀具动平衡精度等级。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6、失效模式、影响及致命度分析（FMECA）

失效模式 影响及致命度分析（Failure Mode Effects and失效模式、影响及致命度分析（Failure Mode ,Effects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简称“FMECA”。

“在系统设计过程

中 通过对系统各组

从产品设计（功能设

计 硬件设计 软件设 由故障模式及影

FMECA的定义 FMECA的目的 FMECA的组成

中，通过对系统各组
成单元潜在的各种失
效模式及其对系统功

计、硬件设计、软件设
计）、生产（可行性分析、
工艺设计、生产设备设计
与使用）和使用发现各种

由故障模式及影
响分析（FEMA）和
危害性分析（CA）两

能的影响，与生产后
果的严重程度进行分
析，提出可能采取的

与使用）和使用发现各种
影响产品可靠性的缺陷和
薄弱环节，为提高产品的
质量和可靠性水平提供改

部分组成，只有在进
行FMEA基础上，才
能进行CA。析，提出可能采取的

预防改进措施，以提
高产品可靠性的一种
设计分析方法”。

质 和可靠性水平提供改
进依据。保证有组织地定
性找出系统的所有可能的
故障模式及其影响，进而设计分析方法 。
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6、失效模式、影响及致命度分析（FMECA）
论证与方案阶段

工程研制阶段

分析研究系统功能设计的缺陷与薄弱环节，为系
统功能设计的改进和方案的权衡提供依据。

FMECA应
在产品设计、

工程研制阶段

分析研究系统硬件、软件设计的缺陷与薄弱环节，
为系统的硬件、软件设计改进和保障性分析提供依据。在产品设计、

研制、制造
和使用（产

寿命全

生产阶段

为系统的硬件、软件设计改进和保障性分析提供依据。

分析研究所设计的生产工艺过程的缺陷和薄弱环节
品寿命全周
期）各阶段
采用 使用阶段

分析研究所设计的生产工艺过程的缺陷和薄弱环节
及其对产品的影响，为生产工艺的设计改进提供依据。

采用。 使用阶段
分析研究产品使用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故障、原因及

其影响，为提供产品使用可靠性和进行产品的改进、改
型或新产品的研制提供依据型或新产品的研制提供依据。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6、失效模式、影响及致命度分析（FMECA）

实施FMECA应注意的问题：
应遵循“谁设计 谁分析”的原则，也就是产品设应遵循 谁设计、谁分析 的原则，也就是产品设

计人员应负责完成该产品的FMECA工作，可靠性专业
人员应提供分析必须的技术支持；人员应提供分析必须的技术支持；

应重视FMECA的策划，保证FMECA的实时性、
规范性 有效性；规范性、有效性；

故障模式是FMECA的基础；
FMECA虽是有效的可靠性分析方法，但并非万FMECA虽是有效的可靠性分析方法，但并非万

能，它不能代替其他可靠性分析工作；
实施FMECA应形成报告。实施FMECA应形成报告。

表1、FMECA、FMEA和CA的目的、用途

FMECA FMEA CA

分析产品中所有可能产生的故障模式及
其对产品所造成的所有可能影响 并按每

分析产品中所有可能产生的故
障模式及其对产品所造成的所

按每一个故障
模式的严酷度

目
的

其对产品所造成的所有可能影响,并按每
一个故障模式的严酷度及其发生概率予
以分类的一种自下而上进行归纳的分析
技术

障模式及其对产品所造成的所
有可能影响,并按每一个故障模
式的严酷度予以分类的一种自
下而上进行归纳的分析技术

及其发生的概
率所产生的综
合影响进行划
等分类等分类

（1）找出产品的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及
其影响，并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进
而采取相应措施 并确认风险低于可接

（1）找出产品的所有可能的故
障模式及其影响，并进行定性
分析 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而采取相应措施，并确认风险低于可接

受水平
（2）为确定严酷度为Ⅰ、Ⅱ类故障模式
清单和单点故障模式清单提供定性、定

分析，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2）为确定严酷度为Ⅰ、Ⅱ类
故障模式清单和单点故障模式
清单提供定性依据

作为维修性 安全
主要从风险分

用
途

量依据
（3）作为维修性（M）、安全性（S）
、测试性（T）、保障性（S）设计与分
析的输入

（3）作为维修性（M）、安全
性（S）、测试性（T）、保障
性（S）设计与分析的输入
（4）为确定可靠性试验、寿命

析的角度对
FMEA进行补
充、扩展

析的输入
（4）为确定可靠性试验、寿命试验的产
品项目清单提供依据
（5）为确定关键、重要件清单提供定性

定量信息

（4）为确定可靠性试验、寿命
试验的产品项目清单提供依据
（5）为确定关键、重要件清单
提供定性信息

、定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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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表

产 故障影响

任 务： 审核： 第 页·共 页

分析人员： 批准： 填表日期：

代
码

产品
或

功能
标志

功
能

故障
模式

故障
原因

任务阶段
与

工作方式

故障影响

严酷度
类别

故障
检测
方法

设计
改进
措施

使用
补偿
措施

备注
局部
影响

高一层
次影响

最终
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对每
一产

记录
被分

简
要

根据
故障

根据
故障

根据任务
剖面依次

根据故障影响分

析的结果 依次填
根据最
终影响

根据
产品

根据故障

影响 故障
简要
记录一产

品采
用一
种编
码体

被分
析产
品或
功能
的名

要

描
述

产
品

故障
模式
分析
的结
果

故障
原因
分析
结果，
依次

剖面依次
填写发生
故障的的
任务阶段
与该阶段

析的结果，依次填
写每一个故障模式
的局部、高一层次
和最终影响并分别
填入第（7）栏

终影响
分析的
结果，
按每个
故障模

产品
故障
模式
原因、
影响

影响、故障
检测等分析
结果依次填
写设计改进
与使用补偿

记录
对其
它栏
的注
释和码体

系进
行标
识

的名
称与
标志

品

所
具

有
的

果，
依次
填写
每一
产品

依次
填写
每一
故障
模式

与该阶段
内产品的
工作方式

填入第（7）栏-
（9）栏

故障模
式确定
其严酷
度类别

影响
等分
析结
果，
依次

与使用补偿
措施

释和
补充
说明

的

主
要

功
能

产品
的所
有故
障模
式

模式
的所
有故
障原
因

依次
填写
故障
检测
方法能 式 因 方法

表3  危害性分析（CA）表

任 务: 审核: 第 页•共 页

分析人员: 批准: 填表日期:

代
码

产品

或功

功
能

故障
模式

故障
原因

任务
阶段

严酷
度类

故障
模式

故
障

故障
模式

故障
影响

工作
时间

故障
模式

产品危
害度

备
注

能标
志

与工
作方
式

别 概率
等级
或故
障数
据

率
λp

频数
比
α

概率
β

t 危害
度

Cm(j)

Cr（j）

据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6、失效模式、影响及致命度分析（FMECA）

严酷度是指产品故障模式所产生的最终影响的严
重程度。应对产品故障模式的严酷度进行定义，进而
对每一个故障模式按严酷度类别进行排序。

严酷度类别是依据产品每个故障模式造成最终可
能出现的人员伤亡、产品损坏和环境损害等方面的影
响程度而确定的。

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四、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6、失效模式、影响及致命度分析（FMECA）

严酷度

严酷度是指产品故 严酷度类别是依据严酷度是指产品故
障模式所产生的最终影
响的严重程度。应对产
品故障模式的严酷度进

严酷度类别是依据
产品每个故障模式造成
最终可能出现的人员伤
亡 产 损 境损品故障模式的严酷度进

行定义，进而对每一个
故障模式按严酷度类别
进行排序

亡、产品损坏和环境损
害等方面的影响程度而
确定的。

进行排序。

表4  严酷度等级划分

严酷度等级 严 重 程 度 定 义严酷度等级 严 重 程 度 定 义

Ⅰ类（灾难的）
引起人员死亡或产品（如飞机、导弹、坦克及舰船等）毁坏及
重大环境损害

Ⅱ类（致命的）
引起人员严重伤害、或重大经济损失或导致任务失败、产品严
重毁坏及严重环境损害

Ⅲ类（中等的）
引起人员中等程度伤害、或中等程度的经济损失，或导致任务
延误或降级、产品中等程度损坏或中等程度的环境损害

Ⅳ类（轻度的）
不足以导致人员伤害、或轻度经济损失或产品轻度损坏及环境
损害，但它会导致非计划性维护或修理

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工程技术指南

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

可靠性工程体系可靠性工程体系

一一

二二

可靠性目标与要求可靠性目标与要求三三

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四四

五五 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五五

六六

可靠性管理与评审可靠性管理与评审

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六

七七

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1、总则

机械制造工艺可靠性

机械制造过程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机械制造过程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
保证加工出来的产品具有规定的可靠性水平的能力。

产品的可靠性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在设计阶段

确定的可靠性要求需要通过制造过程予以实现和保确定的可靠性要求需要通过制造过程予以实现和保
障，如果在制造过程中不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产品
可靠性的影响并加以控制，加工完成后产品的可靠可靠性的影响并加以控制，加工完成后产品的可靠
性指标往往达不到设计的要求。因此，有了可靠地
设计，必须要有可靠地制造与保障。设计，必须要有可靠地制造与保障。

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2、刀具基体材料制备

高速切削技术和高性能难加工材料已广泛用于汽
车 航空航天和发电设备等高端制造业 使得PCD车、航空航天和发电设备等高端制造业，使得PCD、
PCBN、陶瓷刀具、金属陶瓷、涂层刀具和超细硬质合
金刀具等高性能刀具在这些场合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金刀具等高性能刀具在这些场合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刀具原材料的制备工艺直接决定了刀具的切削加刀具原材料的制备工艺直接决定了刀具的切削加

工性能和刀具在大量批产应用中的可靠性，刀具原材
料制备工艺参数的优化控制技术 是实现刀具原材料料制备工艺参数的优化控制技术，是实现刀具原材料
在批量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组织结构、机械性能、物理
性能等高一致性和切削性能高可靠性的保障。性能等高 致性和切削性能高可靠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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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2、刀具基体材料制备

混晶及超细晶粒硬质合金粉体制备混晶及超细晶粒硬质合金粉体制备
工艺、压制成型工艺及烧结工艺参
数的优化及低缺陷控制技术

材料组织结构细化和均化的高
一致性及切削性能高可靠性

高性能高速钢制粉工艺、成材
工艺、热处理工艺参数的优化

高性能高速钢纯度、粒度和质
量的高一致性和切削性能高可

和确定及低缺陷控制技术

高活性复合粉体及其烧结制备

靠性

高性能陶瓷刀具材料组织细化

实现
与保障

高活性复合粉体及其烧结制备
工艺参数的优化及低缺陷控制
技术

高性能陶瓷刀具材料组织细化
及均化的高一致性和切削性能
高可靠性

PCD、PCBN复合片致密化、耐磨
性好、光洁度高、抗冲击韧性好、
结合强度高和切削性能高可靠性

高温高压合成工艺参数的优化、
复合层低缺陷控制技术 结合强度高和切削性能高可靠性

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3、成型制造

数控 具成型磨削 艺参数 可转位数控刀具在批量生产过程数控刀具成型磨削工艺参数
的优化及低缺陷控制技术

实现

可转位数控刀具在批量生产过程
中的几何精度高一致性（互换性
和夹紧性）和切削性能高可靠性

焊接工艺参数的优化及低
缺陷控制技术

超硬刀具（金刚石、立方
氮化硼等）焊接高可靠性

与保障

缺陷控制技术 氮化硼等）焊接高可靠性

4、刀具刃口精细制造

刃口钝圆强化与刃带精化刃口钝圆强化与刃带精化
工艺方式和参数优化及低
缺陷控制技术

数控刀具刃口质量（包括钝化R
大小、形貌及刃区表面粗糙度）
高一致性和切削性能高可靠性

实现
与保障

缺陷控制技术 高 致性和切削性能高可靠性

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动 衡控制5、动平衡控制

刀具由于存在材质分布不均匀 设计加工及装配刀具由于存在材质分布不均匀、设计加工及装配

中几何形状不对称等因素，存在一定的不平衡量。因
此 对高速高效刀具（包括夹持刀柄）应在设计（预此，对高速高效刀具（包括夹持刀柄）应在设计（预
平衡）与加工过程中对不平衡量加以控制。

在高速切削过程中，高速旋转的刀具（包括夹持

刀柄）存在的不平衡量所产生的离心力将对主轴轴承刀柄）存在的不平衡量所产生的离心力将对主轴轴承
等部件施加周期性载荷，从而使机床和刀具产生振动，
当主轴转速上升时 惯性离心力将以平方倍数增大当主轴转速上升时，惯性离心力将以平方倍数增大，
这将对主轴轴承、刀具寿命和加工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所以高速切削刀具在使用前必需经过有效的动平衡所以高速切削刀具在使用前必需经过有效的动平衡。

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具涂层精细制备6、刀具涂层精细制备

涂层作为改善刀具性能的重要制备技术 其性能涂层作为改善刀具性能的重要制备技术，其性能
直接影响刀具使用寿命。

涂层制备
涂层材料在微观

涂层制备
（包括涂前、涂
中和涂后）工艺

组织结构、高结合力、
高疲劳抗力及光滑涂实现

与保障中和涂后）工艺
参数优化及低缺
陷控制技术

层表面等机械物理性
能高一致性和切削性

与保障

陷控制技术 能高可靠性

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低缺陷控制7、低缺陷控制

低缺陷控制包括微（观）缺陷和宏（观）缺陷的控制，低低缺陷控制包括微（观）缺陷和宏（观）缺陷的控制，低
倍（200倍以下）或眼可见的缺陷为宏（观）缺陷，此类缺陷
是较易发现和剔除的，而微（观）缺陷是较难发现和剔除。

高性能数控刀具材料微缺陷主要有基体空洞、裂纹、分层、

组织不均等现象 具表面 涂层表界面微缺陷主要有微裂纹组织不均等现象，刀具表面及涂层表界面微缺陷主要有微裂纹、
残余应力、烧伤等现象，涂层材料微缺陷主要有液滴、残余应
力 微裂纹 组织不纯等现象

刀具微缺陷是影响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稳定性的一个

力、微裂纹、组织不纯等现象。

重要因素，将直接导致刀具可靠性的下降，实现刀具的低缺陷
制造和控制对于保证刀具切削性能可靠性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用。

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SPC是英文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的前缀简称,即
统计过程控制。统计过程控制

SPC就是应用统计技术对过程中各个阶段收集的数SPC就是应用统计技术对过程中各个阶段收集的数

据进行分析，找出过程变异的特殊原因和普通原因，

采取纠正与预防措施，确保制造过程持续稳定、可控，

从而达到保证产品质量及降本增效的目的。从而达到保证产品质量及降本增效的目的。

SPC强调全过程的预防与控制！SPC强调全过程的预防与控制！

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基本统计量基本统计量
R        极差，又称全距（range）：R＝Xmax－Xmin

算术平均数（ h ）
n

算术平均数（arithmetic mean）：

d 中位数（ d ） 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数

)( x

n

xf
x

n

i
ii

 1

Md 中位数（median）：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数
值称为中位数。

众数（ d ） 即频次或频率的最大值Mo     众数（mode）：即频次或频率的最大值
方差/变异（variance）：2

n

标准差（ d d d i i ）

])()()[(
1

1
1

)(
22

2
2

1
1

2

2 xxxxxx
nn

xxf
n

n

i
ii










 

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

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材料
人 机 法

输入
（材料）

过程
（生产/装配）

输出
（产品）

反馈反馈
（测量/检验）

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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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对于所有的过程输出 都存在 定的过程变差对于所有的过程输出，都存在一定的过程变差

（波动），过程变差分两个类型：一是由特殊原因造
成的异常变差 二是由普通原因造成的固有变差成的异常变差；二是由普通原因造成的固有变差。

假若没有特殊原因在起作用 那么过程是稳定的假若没有特殊原因在起作用，那么过程是稳定的
（“受控”），所有的变差均来源于普通原因。

假若存在特殊原因在起作用，那么过程是不稳定
的（“失控”） 变差来源于特殊原因和普通原因的（“失控”），变差来源于特殊原因和普通原因。

识别特殊原因还是普通原因 需要运用控制图识别特殊原因还是普通原因，需要运用控制图。

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控制图是对过程质量加以测定 记录从而进行控控制图是对过程质量加以测定、记录从而进行控
制管理的一种用科学方法设计的图。

用于区分过程变差的特殊原因和普通原因，作为
采取局部措施或对系统采取措施的指南采取局部措施或对系统采取措施的指南。

UCL控制上限μ+3

CL 中心线μ


CL 中心线μ
LCL控制下限μ-3

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根据数据的质量特性值 控制图分为根据数据的质量特性值，控制图分为：

计量型数据的控制图计量型数据的控制图
Xbar-R图（均值－极差图）
Xbar-S图（均值－标准差图）
X-MR图（单值－移动极差图）

（中位数图）
计数型数据的控制图

图Rx ~

计数型数据的控制图
P图 （不合格品率图）
np图（不合格品数图）np图（不合格品数图）
c图 （不合格数图）
u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图）

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8、统计过程控制（SPC）

判稳准则：在点子随机排列的情况下，符合下列
各条件之一就认为过程处于稳态（这三条判稳准则判
断的可靠性依次递增，但同时三条判稳准则的样品个
数依次递增，也即成本越来越高）：

1. 连续25 个点子都在控制界限内；

2. 连续35 个点子至多有1 个点子落在控制界限外；

3. 连续100 个点子至多有2 个点子落在控制界限
外。

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判异准则 点子在控制界限外或恰在控制界限上判异准则：点子在控制界限外或恰在控制界限上，
或控制界限内的点子排列呈现以下非随机状态：

① 点子超出控制界限或落在控制界限上；

② 连续9点或更多点在中心线同一侧；

③ 有连续6点或更多的点具有上升或下降趋势；

④ 连续14点中相邻点上下交替；

⑤ 连续3点有2点落在中心线同一侧μ±2σ以外；

⑥ 连续5点有4点落在中心线同一侧μ±σ以外；⑥ 续 点有 点落在中 线同 侧μ 以外；

⑦ 连续15点集中在μ±σ范围内；

⑧ 连续8点在中心线两侧且无一点在μ±σ区域内。⑧ 连续8点在中心线两侧且无 点在μ±σ区域内。

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过程能力（PC) 过程的加工质量满足技术标准的过程能力（PC)：过程的加工质量满足技术标准的
能力，是衡量加工质量一致性的标准，决定于人、机、
料 环 法质量因素料、环、法质量因素。

当过程受控稳态时，99.73%的产品落在(µ-3 ，当过程受控稳态时，99.73%的产品落在(µ 3 ，
µ+3  )范围内，因此 PC=6。

过程能力指数（Cp）：过程能力满足产品技术标
准（产品规格、公差）的程度。 Cp =  T/ 6 = （ TU –p

TL ）/ 6：T– 技术规格的公差幅度；TU、TL – 规格上、
下限。

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五、五、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统计过程控制（ ）8、统计过程控制（SPC）

有偏移情 的过程能力指数有偏移情况的过程能力指数：
定义分布中心与公差中心M的偏移为：=|M-|，

与M的偏移度K为 K /（T/2） 2 /T与M的偏移度K为：K=  /（T/2）=2  /T，
Cpk =（1-K）Cp =（1-K)*T/6（1-K)*T/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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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工程技术指南

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

可靠性工程体系可靠性工程体系

一一

二二

可靠性目标与要求可靠性目标与要求三三

可靠性设计与分析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四四

五五 可靠性制造与保障可靠性制造与保障

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五五

六六

可靠性管理与评审可靠性管理与评审

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六

七七

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总则总则11、总则、总则

凡是为了了解 考核 评价 分析和提高产品可凡是为了了解、考核、评价、分析和提高产品可

靠性而进行的各种试验，统称为可靠性试验。通常包
括可靠性研制 可靠性增长和可靠性验收等各种试验括可靠性研制、可靠性增长和可靠性验收等各种试验。

可靠性不是试验出来的！可靠性各种试验是为了可靠性不是试验出来的！可靠性各种试验是为了
剔除早期故障，找出设计、工艺缺陷，尽早作出改进。

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靠性试验优化设计靠性试验优化设计22、可靠性试验优化设计、可靠性试验优化设计

为了很好地完成可靠性试验 应采用正交设计为了很好地完成可靠性试验，应采用正交设计、

均匀设计、中心复合设计等方法对试验计划进行优化。
包括包括：

首先要考虑试验的必要性和经济性首先要考虑试验的必要性和经济性；
确定试验范围，考虑试验是复现工作条件还是采

用加速试验等问题用加速试验等问题；
验收应仔细的进行设计，以便得到在统计学上有

意义的试验数据意义的试验数据；
试验必须与某一真实的情况相关，因此在试验之

前应了解引起产品失效的模式和原因前应了解引起产品失效的模式和原因。

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靠性（加速）试验靠性（加速）试验33、可靠性（加速）试验、可靠性（加速）试验

寿命试验是可靠性试验的 个重要内容 因为可寿命试验是可靠性试验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可

靠度是时间的函数，通过寿命试验可以确定产品寿命
的概率分布及其参数 以便作为可靠性设计的依据的概率分布及其参数，以便作为可靠性设计的依据。
一般情况下，可靠性试验往往是指寿命试验。

加速寿命试验用于需要快速得到关于寿命分布、

失效率和可靠度信息的场合 加速试验是使受试产品失效率和可靠度信息的场合。加速试验是使受试产品
承受到比正常情况下严酷得多的条件，以缩短其寿命，
如果试验结果可以外推至正常情况 则能得到正常情如果试验结果可以外推至正常情况，则能得到正常情
况下的寿命评估。因为很多产品在正常条件下的寿命
太长 所以加速试验可以大大节约时间和费用太长，所以加速试验可以大大节约时间和费用。

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3、可靠性（加速）试验

进行加速试验的前提条件是产品在加速试验条件
下的失效机理必须与在正常条件下的失效机理相同。

4 可靠性增长试验4、可靠性增长试验
通过对产品施加模拟实际使用环境的综合环境应

力 暴露产品中的潜在缺陷并采取纠正措施 使产品力，暴露产品中的潜在缺陷并采取纠正措施，使产品
的可靠性达到规定的要求。

靠性验收试验5、可靠性验收试验

模拟实际使用环境，对产品施加工作应力，验证

批量产品的可靠性是否保持在规定的水平，即产品经
过生产期间的工艺、工装、工作流程变化后的可靠性。

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靠性应用6、可靠性应用

高性能数控刀具经过可靠性设计与制造后 还必须通过可高性能数控刀具经过可靠性设计与制造后，还必须通过可
靠而智能地应用才能充分发挥和验证刀具的可靠性。

切削过程可靠性源于多因素，切削过程失效随着加工方式、
刀具种类和工件材料不同有不同规律。

虽然在刀具设计阶段已考虑工件材料可加工性、加工方式、

加工质量等方面的要求 但在实际应用刀具时 仍然需要在特加工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但在实际应用刀具时，仍然需要在特
定的加工条件下，进一步考虑刀具切削参数的优化。包括切削
力和切削温度分布与控制 切屑形成与控制 切削表面质量创力和切削温度分布与控制，切屑形成与控制，切削表面质量创
成与控制，切削毛刺形成与控制，冷却润滑方式与效果，刀具
切削性能稳定性与切削状态监控等方面。

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六、可靠性试验与应用

靠性应用6、可靠性应用

应编制高性能数控刀具应用指导文件 详细说明刀具的适应编制高性能数控刀具应用指导文件，详细说明刀具的适
用范围和加工参数。

并应加强刀具应用工程师的培养，注重培养提供高端制造

业数控刀具整体应用技术方案的能力，包括工艺方案、工艺流
程、切削参数、生产节拍、机床选型、工艺工装、切削参数、
刀具选型及设计制造等等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

应用工程师应经常到加工现场指导刀具的使用。

高性能数控刀具可靠性工程技术指南

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可靠性工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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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可靠性管理与评审七、可靠性管理与评审

靠性管1、可靠性管理

可靠性是管理出来的！必须建立健全可靠性管理可靠性是管理出来的！必须建立健全可靠性管理

体系，它能够有效地保证和推动可靠性设计技术有效、
稳定 持续地应用于产品研发中稳定、持续地应用于产品研发中。

进行管理就必须有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 可在品进行管理就必须有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可在品

质部或某一管理部门设置可靠性管理小组。可靠性专
职管理人员必须是经过培训 可靠性知识较全面的人职管理人员必须是经过培训，可靠性知识较全面的人
员。对研发的产品从方案论证、研发设计、生产过程
及使用阶段等全过程都要进行管理和评审 协助 指及使用阶段等全过程都要进行管理和评审，协助、指
导和监督可靠性工程相关人员。

七、可靠性管理与评审七、可靠性管理与评审

靠性评审2、可靠性评审

通过各个阶段可靠性管理与评审 发现系统在可靠性上的通过各个阶段可靠性管理与评审，发现系统在可靠性上的

薄弱环节；研究分析导致这些薄弱环节的主要内外因素；研究
影响系统可靠性的物理、化学、人为的机理及其规律；针对分影响系统可靠性的物理、化学、人为的机理及其规律；针对分
析得到的问题原因，在技术上、组织上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并定量地评定和验证其效果；完善系统的制造工艺和生产组织。

在影响系统可靠性的主要问题得到解决后，再采用上述步

骤解决一些次要的薄弱环节 可靠性工程实质上是对影响系统骤解决一些次要的薄弱环节。可靠性工程实质上是对影响系统
可靠性的薄弱环节的不断发现和不断改进的过程。为了提高系
统的可靠性，从而延长系统的使用寿命，提高经济效益，在系统的可靠性，从而延长系统的使用寿命，提高经济效益，在系
统规划、设计、制造和使用的各个阶段都要贯彻以可靠性为主
的质量管理。



30

中国工具集市中国工具集市
信息发布平台介绍信息发布平台介绍

目录目录

为什么要建中国工具集市网站?为什么要建中国工具集市网站?1

中国工具集市是什么样的网站?中国工具集市是什么样的网站?2

中国工具集市网站现状与未来规划中国工具集市网站现状与未来规划3

背景背景

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依然火热，从整体交易额看，

仍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8月1日发布的《2012年（上）中国B2B电子商务市场

数据监测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B2B电子商务市场

交易规模达2.95万亿，同比增长13%。市场营收上，

各类B2B电子商务企业的营收规模为74.5亿元，同比

增长20%。

背景背景

目前的B2B服务商（网站）的优缺点目前的B2B服务商（网站）的优缺点
优点

缺点

• 功能完善

• 市场规模大，关注度高，各行业都有涉及到

• 对企业的服务较好

• 对企业的宣传和产品销售起到了推动作用

• 功能虽然完善，但某些功能使用起来相对较
为复杂、麻烦

• 对具体行业的针对性不太强

• 收费相对比较贵

工具行业缺乏一个专业的信息发布平台工具行业缺乏一个专业的信息发布平台

工具行业内，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网站，用

于对本企业进行宣传和产品的推广。而各企业对网站

宣传和推广所投入的人力、财力却各有差异，收到的

效果自然也各不相同。

对于用户而言，则需要通过一些搜索网站（例如

百度）搜索到企业网站，经过一定的筛选才能了解到

相关的信息，有时候还不一定能了解到相关信息。这

些对用户来说是很不方便的。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工具行业内的专业的信息发布

平台来解决。

目录目录

为什么要建中国工具集市网站?为什么要建中国工具集市网站?1

中国工具集市是什么样的网站?中国工具集市是什么样的网站?2

中国工具集市网站现状与未来规划中国工具集市网站现状与未来规划3

中国工具集市网站是什么样的网站？中国工具集市网站是什么样的网站？

 工具行业内的企业信息发布平台

 中国工具信息网旗下网站

 O2O模式的电子商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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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中心
用户
中心

中国
工具
集市

中国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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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
具信息

网

中国工
具信息

网

中国工具集市网站与中国工具信息网关系图中国工具集市网站与中国工具信息网关系图

中国工具集市网站作为

中国工具信息网的子网站

建设的，并建立一个用户

中心网站，作为中国工具

信息网的一个补充。

中国工具集市与企业和用户的关系？中国工具集市与企业和用户的关系？

云平台
用户

中国工具集市

业务部门企业

包括产品信息的录入、修改、
发布、删除等基本功能外，
还具有设置产品推荐、设置
搜索关键字等网上推广功能。

包括搜索产品、查看详情、
在线留言等基本功能，以后
还会陆续提供产品推荐等实
用功能。

通过输入的关键字，在中国
工具集市网站内搜索出相关
的产品信息。

添加、修改企业基本信息，
包括企业介绍、企业展示照
片、企业营业执照扫描图片、
企业具有的资质证书扫描图
片，企业联系电话等等。

中国工具集市包含的功能中国工具集市包含的功能

产品
站内
搜索

产品
站内
搜索

企业
网站
管理

企业
网站
管理

产品
信息
管理

产品
信息
管理

普通
会员
使用

普通
会员
使用

数据
统计
分析

数据
统计
分析

供求
信息
发布

供求
信息
发布

中国工
具集市
中国工
具集市

通过该功能，使企业可以了
解用户的需求，一定程度上
了解市场情况。

根据产品信息的查看量，提
供一个大致的统计分析数据，
以便企业掌握本企业产品中
用户最为关注有哪些？

中国工具集市部分功能页面中国工具集市部分功能页面

中国工具集市部分功能页面中国工具集市部分功能页面 为什么选择中国工具集市？为什么选择中国工具集市？

企业投入少，
但获得的效果
好。

所属于成都工具研究
所，是行业技术归口
单位

与行业内多家协
会组织、行业杂
志、高校等有良
好的合作关系

中国工具信息
网旗下子网站

只专注于服务本
行业的企业

企业

为什么选择中国工具集市？为什么选择中国工具集市？

在本网站内搜索到
的不同企业的相同
产品，可进行比较
选择。

发布的产品信息都
是行业内的，充分
做到了专一性，用
户不必通过搜索引
擎来搜索

用户

目录目录

为什么要建中国工具集市网站?为什么要建中国工具集市网站?1

中国工具集市是什么样的网站?中国工具集市是什么样的网站?2

中国工具集市网站现状与未来规划中国工具集市网站现状与未来规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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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状况当前状况

目前中国工具集市网站具备了用户注册、企业快速建网站、发布

产品信息等基本功能，任何注册或者不注册的普通用户都可以搜索和

浏览网站上的信息，具备了被一些搜索引擎检索的条件，能够一定程

度推广企业的产品。在一到两年内，网站还要继续完善、优化和测试，

在此期间都是免费使用。

中国工具集市网站的网址为:

http://market.chinatool.net/

敬请关注……

中国工具信息网发展规划中国工具信息网发展规划

用户
中心
用户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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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标准

行业
杂志
行业
杂志

行业
协会
行业
协会

中国工
具信息

网

中国工
具信息

网

我们希望在以后能够将

中国工具信息网已有的资

源进行整合，将中国工具

信息网做成行业内的综合

性信息网站，为行业内企

业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

的信息服务，为企业之间

搭建一个网上的交流平台，

为整个行业的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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