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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刀具是指用天然单晶金刚石 （!"）及性能

与之相近的人造金刚石 （#$"）作成切削部分的刀具。

用金刚石刀具加工铜、铝等有色金属和非金属耐磨材料

时特别有效，其切削速度可比硬质合金高一个数量级

（例如铣削铝合金的切削速度为%&&&!’&&&(／()*，高

的甚至可达+&&&(／()*），刀具寿命比硬质合金高几十、

甚至几百倍。金刚石刀具过去主要用于精加工 ，近十几

年来由于改进了人造金刚石的生产工艺，控制了原料纯

度和晶粒尺寸，采用了复合材料和热压工艺等，应用范

围不断扩大，除适合于一般的精加工和半精加工外，还

可用于粗加工。金刚石刀具的硬度极高、耐磨性好、刃

口锋利、刃部表面粗糙度值小、摩擦因数低、抗粘结性

好和热导率高，切削时不易粘刀及产生积屑瘤，加工表

面质量好。加工有色金属时，表面粗糙度值可达!,-

&./!&.&0"(，加工精度可达123!120，能有效地加工

非铁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如铜、铝等有色金属及其

合金、陶瓷、未烧结的硬质合金、各种纤维和颗粒加强

的复合材料、塑料、橡胶、石墨、玻璃和各种耐磨木材

（尤其是实心木和胶合板、4"5等复合材料）。但金刚

石刀具的韧性差，热稳定性低，与铁族元素接触时有化

学反应，在+&&!6&&7时将碳化 （即石墨化），一般不

适于加工钢铁材料。

!"金刚石刀具的类型

目前生产上常用的金刚石刀具有四类：人造聚晶金

刚石 （#$"）刀具、人造聚晶金刚石复合片 （#$"／$$）

刀具、金刚石材料涂层刀具以及电镀金刚石刀具。其

中，以前两类刀具使用最多。它们通常是先制成刀片，

然后采用粘接、镶焊或机夹方式固定在刀柄或刀体上使

用。金刚石刀具可用于制造车刀、镗刀、铣刀、钻头、

铰刀、成形刀和切齿刀等刀具。

（/）#$"刀具 #$"又称金刚石烧结体，它是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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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高压下，通过钴等金属结合剂将许多人造金刚石的

展，现已解决了涂层与基体材料结合强度低的技术难

题。涂层刀具分两大类：一类是 “硬”涂层刀具，如

2)!、2)$和89:;%等涂层刀具。这类刀具表面硬度高，

耐磨性好。其中2)$涂层刀具抗后刀面磨损的能力特别

强，而2)!涂层刀具则有较高的抗 “月牙洼”磨损能

力。另一类是 “软”涂层刀具，如：4<:=:，>=等涂

层刀具。这类涂层刀具也称为 “自润滑刀具”，它与工

件材料的摩擦系数很低，只有&.&/左右，能有效减少

切削力和降低切削温度。

（%）刀具几何形状设计 干切削刀具通常以月牙洼

磨损为主要失效原因，这是因为加工中没有切削液，刀

具和切屑接触区域的温度升高所致。因此，通常应使刀

具有大的前角和刃倾角，但前角增大后，刀刃强度会受

影响，此时应配以适宜的负倒棱或前刀面加强单元，这

样使刀尖和刃口会有足够体积的材料和较合理的方式承

受切削热和切削力，同时减轻了冲击和月牙洼扩展对刀

具的不利影响，使刀尖和刃口可在较长的切削时间里保

持足够的结构强度。热管刀具是一种自冷却刀具，故无

需再从外部浇注切削液，尤其适合于在数控机床、加工

中心和自动生产线上应用。

#"总结和展望

追求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推动干切削技术发展的

主要动力。近年来，随着超硬刀具材料，特别是刀具涂

层材料的发展，刀具几何形状的改进和微量润滑材料的

应用，以及适合干切削机床等相应配套设备的开发，有

力地推动了干切削技术的迅速发展。干切削技术经过多

年的开发和实验，目前已进入了实用化阶段，当今相当

多的切削加工工序已完全可以用干式或通过微量润滑来

解决。随着干切削工艺过程可靠性的不断提高，干式切

削正在逐步进入机械加工业，特别是愈来愈多地进入汽

车工业等大批量生产领域。

（收稿日期：:&&+&?&6）

冷加工 $%%&年 第!期

!!!."#$%&’&().$*".$’
!"

刀 具"#$$%&’())*+

31



单晶粉聚晶成的多晶体材料。虽其硬度稍低于!"，但

它是随机取向的金刚石晶粒的聚合，属各向同性，用作

切削刀具时可以任意取向刃磨。在切削时，切削刃对意

外损坏不很敏感，抗磨损能力也较强。加工时可采用很

高的切削速度和较大的背吃刀量，使用寿命一般高于

#$基硬质合金刀具%&!’&&倍，而且($"原料来源丰

富，其价格远低于!"刀具，已成为传统 #$基硬质合

金刀具的高性能替代品。($"的性能与烧结聚晶合成的

金刚石晶粒尺寸大小有关，晶粒尺寸越大，耐磨性越好，

刀具寿命越高，但切削刃较粗糙，刃口质量差。

（)）聚晶金刚石复合片 （($"／$$）刀具 它是以硬

质合金为基底，在其表面烧结或压制一层&*’!%++厚

的($"而组成金刚石复合片 （($"／$$）。这种复合片的

抗弯强度与硬质合金基本一致，而工作表面的硬度接近

整体($"，且其可焊性好，重磨容易，成本低，故应用

广泛。例如美国通用电器 （,-）公司生产的$.+/01刀

片、英国"232245公司生产的6789:;2刀片、日本住友电

工公司的"<刀片以及我国生产的=>和>?6型等系列刀

片都是($"和硬质合金的复合片。表%中列出了几种国

产金刚石复合片的牌号、性能与适用范围。

表! 国产金刚石复合片的牌号与性能

牌号
硬度

（@A）

抗弯强度

!BB／C(0

热稳定性

／D$
适用范围

=> !E&&& !%’&& "F&&

>?6G= E)&& — H’&

>=&)’

>=)?
%&&&& — F&&

适于加工各种非铁

金属：铜、铝、镁等

及其合金；各种非金

属：工程塑料、玻璃

钢、石墨、陶瓷等

（I）金刚石材料涂层刀具 由于金刚石材料的价

格较贵，且其可加工性差，难以制成几何形状复杂的刀

具。为了扩大其应用范围，现已开发出价格相对较低的

金刚石材料涂层刀具。它是利用$A" （化学气相沉积）

法，在硬质合金基体 （常用J类合金）上沉积一层厚度

小于’&"+（通常为%&!I&"+），由多晶组成的膜状金

刚石而成。因基体易于制成复杂形状，故适用于几何形

状复杂的刀具，如丝锥、钻头、立铣刀和带断屑槽可转

位刀片等。国际工具市场上已有金刚石薄膜涂层 （简称

$"）刀具的产品 （如瑞典6089K:L公司的$"%F%&和美

国J2880+2;0M公司的J$")’），用于有色金属及非金属

材料的高速精密加工，刀具寿命比未涂层的硬质合金刀

具提高近十倍，有些甚至数十倍。但$"刀具不适于加

工金属基一类复合材料，因为复合材料中的硬质颗粒在

很短时间内就会将刀具表面一层涂层磨穿。所以，尽管

$"刀具的价格比同类($"刀具要低，由于金刚石薄膜

与基体材料间的黏着力较小，限制了它的广泛应用。

除上述薄膜涂层 （$"）刀具外，还有$A"金刚石

厚膜 （N="）刀具。N="是沉积厚度达%++以上、甚

至几毫米 （"232245公司沉积厚度可达’++）的无衬底

金刚石厚膜，根据需要再将厚膜切割成一定形状的小块，

然后钎焊到所要求的基体材料上制成刀具使用。N="有

很好的综合性能，它兼有天然金刚石和人造聚晶金刚石

的优点，与基底结合牢固，便于多次重磨，故有良好的

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

N="与($"相比较，因($"内含有钴等金属结合

剂，但钴会降低($"硬度，对腐蚀敏感 （特别是在加工

塑料时），钴在高温下会加速金刚石向石墨转变，故($"
适于粗加工和要求刀具有较高断裂韧度的场合。而N="
为纯金刚石材料，不添加任何复合材料，因此具有比

($"更高的硬度、热导率、致密性、刃口锋利性、耐磨

性 （为($"的%!O倍）、耐高温性、化学稳定性以及

更小的摩擦因数，故可采用比($"刀具更高的切削速

度，韧性则稍低于($"，故多用于高速精加工和半精加

工等场合。国外已有N="的商品 （如"232245公司的

"P<=PQC品牌）。

（O）电镀金刚石刀具 电镀金刚石刀具是用电镀埋

砂的方法，以金属镍、铜和钴等作结合剂，把大量金刚

石的细小颗粒包镶在一定尺寸和几何形状的刀具基体表

面上，再经过适当修磨而制成。此法制造工艺简单，只

需要电镀设备即可。例如，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和

山东蓬莱金刚石工具厂等生产的电镀金刚石铰刀就属于

这一类刀具。使用表明，用其可成功地加工尺寸精度和

几何形状精度都小于)"+、表面粗糙度值!0达&*O!

&*)"+的孔。且加工出的孔尺寸分散度小，刀具使用寿

命长 （平均每把刀具可加工%!)万个工件）和工效高

等。例如，广泛用于液压随动系统和燃油系统精密偶件

的阀孔、机械和精密仪表中各种精密孔，目前生产上的

最终工序大多用这种铰刀加工。

"#刀具几何参数

由于金刚石材料的脆性较大，为增强切削刃强度，

又能达到很小表面粗糙度值，通常车刀前角".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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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金刚石车刀切铝合金和铜合金时!%&#$!

’#$，后角"%&($!"($。为了提高刀刃强度，刃口上常

磨出负倒棱，倒棱宽度可取!)"&#*"!#*+,,，倒棱上

前角!%"&!-$!!’#$；刀尖需适当修圆，修圆半径""
&#*’!#*.,,。但刀尖修圆半径和负倒棱越大，会使

切削力增大，发生颤振的机会也增多。因此，当机床—

夹具—刀具—工件的系统刚性不足时，尤其是在加工细

长工件时，不宜采用过大的刀尖半径和负倒棱。

用/01可转位面铣刀高速加工 （#2!3##,／,45）

高硅铝合金，常采用正、负前角型，即背前角!6为正

值、侧前角!7为负值，从而既可增强切削刃强度，且

不易崩刃，能获得良好的表面质量和很高的生产率。

!"金刚石刀具的合理使用

（"）正确选用刀片的品种与牌号 不同品种的/01
刀片，由于其组成成分不同，切削性能有很大的差异，

选用时需加以注意。目前/01刀片不像硬质合金那样在

国际上有统一的分类，各生产厂都有各自的品种与牌

号，使用时需参照厂家产品样本来选择。

/01的商品颗粒尺寸大致分为三类：即粗晶粒 （晶

粒的平均尺寸为’#!(##,）、中晶粒 （"#!’##,）和细

晶粒 （’!"##,）。晶粒尺寸越大，耐磨性越好，刀具寿

命越高，但刃口质量差，难以制成高精度刀具。相反，

细晶粒刀具，切削刃的刃口质量好，加工表面质量好。

因而，目前聚晶的晶粒不断细化，并已有"#,、甚至有

#*(#,以下的细晶，需根据粗、精加工等不同工序要

求，选用不同大小的晶粒。

但我国学者研究证实，聚晶体刀具在微量切削时，

它具有 “多点切削、单点成形”的特点，因此，只要采

取一定的工艺措施，用粗晶粒 （3#!+##,）聚晶刀具也

能切出超精密的加工表面。

（’）选取合适的切削用量 根据国际生产工程学会

（089/）提供的资料，推荐/01刀具的切削用量如表’。

表+为上海斯米克金刚石工模具公司推荐的聚晶人造金

刚石 （/01）刀具的切削用量。

#"金刚石刀具的应用效果

金刚石刀具解决了许多生产中难以解决的加工问

题，改变了传统的机械加工工艺，目前已在我国机械、

治金、矿 山、汽 车、拖 拉 机、轴 承、水 泵、交 通、能

源、精密仪器、航空航天等行业中使用，取得了显著经

济效益。例如，长春一汽集团公司用/01刀具精镗高硅

铝合金材料的活塞销孔 （#2&"-#,／,45，$&#*#.!

#*"#,,／)，%6&#*#(,,），刀具寿命达:’(##件，是

原来硬质合金刀具的;#倍，加工表面粗糙度值由原来

&<&#*.!#*:#,下降为&<&#*:!#*’#,，每班还可减

少装调刀具等辅助时间+#,45，分摊到每一工件上的刀

具成本也比硬质合金刀具下降了.(=。

表$ 聚晶人造金刚石刀具的切削用量

加工

方式
工 件 材 料

切削速度

#2／

（,·,45!"）

进给量$／

（,,·)!"）

最大背

吃刀量

%6／,,

车削及

镗削

铝合金、黄铜、

青铜和铜合金
+##!"####*#(!#*( "#

烧结硬质合金 "#!+# #*"!#*’ ’
半烧结硬质合金 (#!’## #*"!#*’ (

玻璃纤维和

碳纤维强化塑料
"##!-###*#(!#*( (

半烧结陶瓷 "##!-## "#*’ ’
天然和人造石料 (#!"(# #*"!#*( +

铣削及

切断

铝合金 (##!+###
黄铜、青铜和铜合金 ’##!"###
刨花和木质纤维板，

包括纤维强化塑料
’###!+###

#*"!

#*(,,／>

(
’

"(

表! 上海斯米克金刚石工模具公司

推荐!"#刀具的切削用量

工件材料
切削速度#2

／（,·,45!"）

进给量$

／（,,·)!"）

最大背吃

刀量%6／,,

铝合金 (##!"### #*"!#*’ #*"!#*(
青铜合金 ’##!(## #*"!#*’ #*"!#*’
巴氏合金 ’##!:## #*"!#*’ #*"!#*.

铜 "(#!(## #*#(!#*"( #*"!#*(
硬质合金 "#!+# #*"!#*’ #*"!#*’

胶木 ’##!+## #*#+!#*" #*’!#*(
含硅橡胶 "##!"’# #*"!#*+ #*’!"*(

使用/01刀具的机床必须有高的刚度、大的功率和

高的转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金刚石刀具材料的性能，

取得好的经济效益。此外，机床精度要好，装夹工件的

夹具和夹紧装置，必须可靠性强，以免加工时产生振

动，使刀具破损。必须指出，目前生产中不少机床设备

还不能满足/01刀具的加工要求，所以它们的潜力未能

得到充分发挥，今后随着数控机床 （?0）和加工中心

（@0）等高效设备应用的增多，必将进一步推动/01刀

具的使用。 （收稿日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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