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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型雾化喷嘴是雾化技术中的关键零部件，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燃油喷射、煤矿降尘和农业喷洒等领

域。微喷嘴雾化性能是否达标主要取决于其加工质量，因此研究影响微喷嘴雾化性能的关键因素和加工技术对于

微喷嘴生产制造意义显著。微喷嘴雾化性能的影响因素包括空化现象和微喷嘴的结构、压力和温度等参数，本文

综述了影响微喷嘴雾化性能的关键因素和常用加工技术，总结了各因素的影响规律。大长径比有助于微喷嘴雾化

性能的提高，但长径比越大，加工难度也越高，加工精度难以保证。针对微喷嘴在传统电火花加工、微切削加工、激

光加工等加工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详细介绍了新兴的超声辅助电火花加工技术、超声辅助钻削技术、飞秒激光技术

和水导激光加工技术等在解决大长径比微喷嘴的难加工问题方面表现出的优势，并提出了微型雾化喷嘴雾化性能

与加工技术研究仍需重视的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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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医药科技、农业技术、航空航天、煤矿工业、

电子产品和光学技术的发展，微型雾化喷嘴在各领

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如在医药科技领域应用于药物

雾化和喷洒消毒，在农业技术领域应用于先进的航

空施药技术和微喷灌技术，在航空航天领域应用于

燃料雾化燃烧和燃油喷射，在煤矿工业领域应用于

喷雾降尘，在电子产品、光学技术等其它领域还可应

用于半导体刻蚀、光谱分析和粉末冶金等。为满足

微型雾化喷嘴在各个领域中的性能要求，如何提高

微型雾化喷嘴的雾化性能以及加工出满足精度要求

的大长径比微型雾化喷嘴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雾化喷嘴能够将水、油等液体喷射雾化，形成直

３２０２１年第５５卷Ｎｏ．３



径为１５～６０μｍ的雾滴，达到喷雾降尘、提高燃烧效
率等效果。无旋转部件的微型雾化喷嘴出口流量范

围可达ｑ≤２００Ｌ／ｈ，有旋转部件的微喷嘴出流流量
范围ｑ≤３００Ｌ／ｈ［１］。喷嘴按照雾化方法可分为机械
雾化、介质雾化和能场辅助雾化，如图 １所示［２］。

机械雾化是利用进出口压差产生高速射流进行雾

化，根据不同结构可分为直射式、离心式和旋转式；

介质雾化是利用气体压力雾化或高压气体在液流中

产生的气泡作用雾化，因而分为空气雾化喷嘴和气

泡雾化喷嘴；能场辅助雾化是利用超声波、电磁场、

静电作用等原理雾化［２］。

图１　雾化喷嘴分类

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工况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

的微喷嘴。如在航空航天、煤矿降尘等应用中，对微

型雾化喷嘴的雾化性能（如雾化角、雾滴粒径、雾滴

速度、雾滴分布均匀度等）要求高，需要通过雾化性

能研究来优化微喷嘴的结构和参数，合理利用空化

现象等方式提高雾化性能；同时微喷嘴尺寸小，液滴

粘性效应显著，液体介质与壁面作用不可忽略，因此

需要从制造工艺角度（如超声辅助电火花加工、微

切削、飞秒激光加工、水导激光加工等）提高加工精

度和表面质量，得到更大长径比的微喷嘴。

"

　微喷嘴雾化性能研究

液体在喷嘴内的雾化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液体流动阶段，第二阶段是液体破碎形

成雾滴，第三阶段是喷射出喷嘴后雾滴在气体中破

碎细化［３］。为了评估微型雾化喷嘴的雾化性能，将

现有雾化性能指标进行汇总，见图２［４］。

由图可以看出，雾滴粒度是衡量微喷嘴雾化性

能的重要指标，而不同应用领域的喷嘴雾化性能指

标要求不同。以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喷嘴为例，雾滴

粒径越细且均匀，燃烧效率越高，但雾滴粒径过细，

穿透性和火焰稳定性变差，而雾滴分布均匀度太高

则会导致点火性能降低［５］。为使微喷嘴获得最佳

的雾化性能，国内外学者对微喷嘴的雾化机理和雾

化性能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主要包括针对雾化过程

中空化现象、微喷嘴结构以及压力、温度等参数对雾

化性能的影响等。

图２　微喷嘴雾化性能指标［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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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化现象对喷嘴雾化性能的影响
在微喷嘴雾化过程中会出现空化现象。普通微

喷嘴产生空化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在喷嘴尖锐出口角

处出现低静压，从而导致流体中产生空穴，空穴在液

体高压区破裂［６］。二维喷嘴内的空化现象和喷嘴

出口附近的液体射流可分为四个阶段：无空化 －波
浪状喷射阶段，空化发展－波浪状喷射阶段，完全空
化－喷雾阶段和翻转喷射阶段，如图３所示。

研究表明，喷嘴出口附近的液体射流取决于空

化的剧烈程度［７］。这是由于空穴的形成、生长和破

裂对流体产生冲击，这种冲击产生的能量转化为流

体紊流与喷射的动能，从而能够实现有助于流体与

空气混合以及增大喷射距离、喷射角度与喷射速度

等参数的效果［８］。

图３　二维喷嘴和液体射流中的空化图像（水，ＴＬ＝２９２Ｋ）

ＺｈａｎｇＴ．等［９］模拟了拉瓦尔喷嘴中的跨音速雾

化喷射过程，二维与三维喷嘴内部仿真结果分别如

图４ａ和４ｂ所示。研究发现，大量的微米级颗粒分
层并喷出，图４ｃ为微喷嘴外部雾化仿真结果。在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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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内部，对称轴附近的粒径约为２μｍ，以超音速加
速。外侧的粒径约为１０μｍ，为亚音速带。因此，从
喷嘴内部到外部，雾滴粒径增大，雾滴速度减小。当

雾滴流与喷嘴内的超音速带接触时，喷射液滴立即

破碎成微米级，并加速至喷嘴外部成亚音速（约２３０
～３００ｍ／ｓ）分散。

图４

合理选择微喷嘴的孔径和长径比能够促进空化

现象。微喷嘴孔径越小，流量系数越大，空化现象越

显著，雾化性能越好［１０］。ＳｕｈＨ．Ｋ．等［１１］研究了流量

对不同长径比喷嘴内柴油雾化特性的影响。如图５
所示［１１］，当流量系数在Ｃｄ＝０．７０９～０８３１２（长径比
Ｌ／Ｗ＝１．８）和 Ｃｄ＝０．５７９３～０．７７０５（长径比 Ｌ／Ｗ＝
２７）范围内时，均可以观察到喷嘴内的空化流动，但
Ｌ／Ｗ＝２．７时空化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表明，空
化流能够促进液滴的破碎，雾滴粒径更小，因此喷嘴

长径比越大，燃油雾化效果越好。ＳａｄｅｇｈａｒａｎｉＨ．
等［１２］基于湍流混合多相流模型研究发现，长径比是

影响空化特性的关键参数。随着长径比的增大，空化

数增大，提高雾化性能，但壁面摩擦和流动阻力也随

之增大，导致空化区的径向和轴向速度分布、喷雾锥

角、喷嘴出口速度和排放系数减小。

图５　微喷嘴的空化特性

综上所述，在微喷嘴雾化过程中出现的空化现

象能够促进雾化进程，提高雾化性能；微喷嘴喷孔直

径和长径比是影响空化现象主要因素，孔径越小，流

量系数越大，空化现象越显著；长径比影响了空化

数、壁面摩擦、流动阻力等因素，从而影响微喷嘴的

速度、锥角、液滴分布等雾化性能，且长径比越大，空

化效果越好，雾化性能越高。

　　２２　压力、温度及结构参数对喷嘴雾化性能
的影响

　　在微喷嘴的雾化性能研究中，流体压力是影响
微喷嘴雾化性能的重要因素。如在 Ｒ０１１０重型燃
气轮机燃油喷嘴雾化过程中，喷嘴流量、雾滴粒径均

受供油压力影响较大，流量随供油压力的增加而增

大，雾滴粒径随供油压力增大而减小；锥角几乎不受

压力影响［１３］。王成军［１４］研究了某燃气轮机双油路

喷嘴雾化过程中不同供油压力下雾滴粒径、雾化锥

角和流量速度特性，并通过仿真进行验证。以副油

路试验喷雾情况和仿真速度为例，随压力增大，喷雾

喷射距离减小，均匀度变好，雾滴速度变小，索特尔

平均直径由０．３ＭＰａ时的１４３μｍ减至１．８ＭＰａ时的
２２μｍ。ＺｈａｏＪ．Ｂ．等［１５］研究了在１～４．５ＭＰａ压力
下孔口直径为０．６２ｍｍ的压力旋流式喷嘴的索特平
均直径（ＳＭＤ）、雾滴速度及其在径向和轴向的分布
等雾化性能。图６ａ为雾化仿真结果。研究发现，压
力越高，索特尔平均直径越小，液滴速度越大。图

６ｂ和图６ｃ为１～４ＭＰａ压力下出口各位置处的雾滴
速度与雾滴粒径。压力越高，气相和液相之间的相

互作用变得更强，液膜更易破裂，液滴直径减小。此

外，空气阻力对液滴速度有很大的影响，图６ｄ和图
６ｅ分别为压力为３ＭＰａ时，喷雾在轴向与径向上的
速度分布，液滴速度从孔口处的约 ４０ｍ／ｓ减至
１５０ｍｍ处的１０ｍ／ｓ，而且随着轴向距离的增加，液滴
速度急剧下降。

对于燃油雾化喷嘴，供油压力影响喷雾的雾滴

粒径、喷嘴流量、喷射距离、雾滴速度、均匀度等指

标，且随压力增大，雾滴粒径变小，喷嘴流量增大，均

匀度变好，喷射距离和雾滴速度减小，锥角几乎不受

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流体压力能够提高微喷嘴的

雾化性能，但压力过大将导致喷雾设备的严重磨损，

降低使用寿命。程卫民等［１６］对采煤工作面降尘用

压力喷嘴在不同喷嘴压力（水压为２～１０ＭＰａ）的雾
滴粒径和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保证微喷嘴

避免严重磨损和使用寿命的情况下，选择较大压力

可以提高雾化性能，压力为８ＭＰａ时的雾滴粒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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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尘效果最佳。

（ａ）雾化仿真结果

（ｂ）１～４ＭＰａ压力下出口各位置处的雾滴速度

（ｃ）１～４ＭＰａ压力下出口各位置处的雾滴粒径

（ｄ）喷雾在轴向上的速度分布（压力为３ＭＰａ）

（ｅ）喷雾在径向上的速度分布（压力为３ＭＰａ）

图６　压力对喷嘴雾化性能的影响

喷嘴雾化性能除了流体压力这一影响因素外，

环境、液体温度对喷嘴雾化性能也有重要影响。

ＧａｌｌｅＪ．等［１７］通过改变燃油类型和温度，研究了在

非蒸发条件下（中速柴油机喷油压力高达１２００ｂａｒ
时），柴油、生物柴油、纯植物油和动物脂肪物理性

质对喷雾穿透力和喷雾锥角的影响。结果表明，燃

油温度升高会降低液体粘性，减小液体对壁面的粘

性力，从而提高雾化性能。金仁瀚等［１８］研究了横向

高温气流下喷射压力对雾滴分布、雾滴粒径等性能

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温气流下，由于换热剧烈导致

小液滴蒸发，提高喷射压力会导致液滴相颗粒数目

减少，这与常温下压力影响规律相反；而提高喷油压

力导致雾滴粒径减少，与常温流场规律一致。因此，

温度对喷嘴雾化性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液滴的蒸发

作用、破碎以及液体粘性变化方面。

除了压力和温度对雾化性能的影响，微喷嘴的

结构和直径也是雾化性能的影响因素。如学者们在

研究Ｙ型喷嘴的雾化性能时发现，气孔直径越大雾
化效果越差，而雾滴粒径随水孔直径增大而减

小［１９，２０］。

综上所述，流体压力越大，微喷嘴各雾化指标均

提高，但对锥角几乎无影响；温度能够影响流体的黏

度、蒸发以及液滴破碎，从而影响雾化性能；微喷嘴

的长径比和直径通过空化现象、壁面摩擦、流动阻

力、流量系数等影响机制对微喷嘴的雾化性能产生

影响。微喷嘴的长径比越大，空化作用越剧烈，微喷

嘴雾化效果越好。因此，除了控制各工况参数外，加

工出精度高的大长径比微喷嘴是保证喷嘴雾化性能

的关键。

#

　微喷嘴加工技术

从微喷嘴雾化性能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长径比

的微喷嘴能够促进空化现象，从而有效提高微喷嘴

的雾化性能；长径比越大，加工难度越大，因此加工

出满足精度要求的大长径比微喷嘴是保证微喷嘴雾

化性能的关键，同样也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国

内外研究学者分别采用电火花加工、微切削加工、激

光加工等不同技术进行了微喷嘴的加工。

#


!

　微喷嘴电火花加工技术
微细电火花加工技术是在脉冲电压作用下，利

用工件和工作电极之间的放电作用，电蚀去除工件

表面材料，从而达到去除多余金属的目的［２１］，具有

无宏观作用力、无毛刺、精度高（±０．００２ｍｍ左右）、
适用于加工细小孔（０．０５ｍｍ孔径）、不受材料硬度
限制等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柴油机喷嘴、航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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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喷油嘴等微细孔的加工。ＬｉＨ．Ｚ．［２２］等提出了
微电火花加工（ＥＤＭ）分段铣削制造 ＺｒＢ２ＳｉＣ石墨
陶瓷收缩－扩张型微喷嘴。

图７为用４００μｍ和１５０μｍ的工具电极微细
电火花分段铣削加工的微喷嘴。图７ａ和图７ｃ为微
喷嘴的锥形收敛段和抛物线扩散段。如图７ｂ所示，
在收敛段的加工表面出现微脊，由于使用大直径电

极加工后产生圆角，小直径电极无法完全去除残留。

电极之间更换存在定位误差也会出现微脊。较小的

微脊尺寸对微喷嘴精度影响较小，径向和轴向的加

工误差分别小于１６μｍ和１７μｍ，因此微细电火花
分段铣削收缩－扩张型微喷嘴被验证可行。

　　　　　（ａ）收敛段　　　　　　　（ｂ）收敛段的放大视图

　　　　　（ｃ）扩张段　　　　　　　（ｄ）扩张段的放大视图

图７　微细电火花加工分段铣削的微喷嘴

如图８所示，研究发现，微孔尺寸精度和表面粗
糙度随加工深度、脉冲能量的增加而变差［２３，２４］，随

加工深度增加，孔横截面的圆度、尺寸精度变差［２３］，

且电火花加工易产生烧伤、纤维断裂、剥落、裂纹等

表面损伤［２５］。

图８　孔的横截面形状随加工深度增加而变化

虽然电火花加工在微细孔的加工中展现出

优良的加工性能和优势，但对于大长径比的微

孔，孔的尺寸精度、轮廓精度、表面粗糙度等随加

工深度的增加而变差。原因在于随着加工深度

的增加，在微米级直径的微细孔中，电蚀产物逐

渐难以排出并在孔底积聚，影响极间环境，电极

损耗增大，导致出现短路现象。因此，采用单一

的电火花加工工艺加工的微孔长径比大都小于

２０［２６］。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采用超声振动辅
助、气泡辅助电火花加工方式，以及时排除电蚀

产物。ＬｉｅｗＰ．Ｊ．等［２７］采用探针式振子对介质流

体进行超声振动，辅助陶瓷材料深微孔的微细电

火花加工，图９为超声辅助振动电火花加工深微
孔原理。结果表明，超声振动不仅起到搅拌作

用，而且会产生空泡效应，有利于清除磨屑，防止

刀具材料在加工表面沉积；振动振幅对加工性能

影响很大，在振动介质中加入纳米碳纤维可获得

最佳的加工性能；以反应烧结碳化硅为试件，在

几分钟内能够成功制备出水平直径为 １０μｍ、深
径比大于２０的微孔。

图９　超声辅助振动电火花加工深微孔原理

２０１９年，大连理工大学的张从阳等［２８］在微细

电火花中采用超声辅助工件振动，改善加工稳定性，

击穿距离提高了２０％，材料去除率提高了１３％，表
面粗糙度降低了 １９％，电极相对损耗率降低了
１３％。尹青峰等［２９］提出了气泡辅助排屑电加工微

孔的方法，实现了直径０．２２ｍｍ、深度１２０ｍｍ的纯钨
材料的超深微孔电火花加工；与传统电火花相比，加

工效率提高了６０％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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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喷嘴微切削加工技术
与传统切削加工相比，微切削加工技术的加工

尺寸更小、加工精度更高，精度可达微米量级；与特

种加工技术相比，微切削技术具有加工效率高、成本

低、加工柔性好等特点［３０］。为适应不同加工需求，

其主要分为微车削加工、微铣削加工、微钻削加工和

微磨削加工等［３１］，在微喷嘴的加工方面，常采用微

钻削和微铣削加工技术进行微喷嘴的制造，但对于

直孔型微喷嘴（微小孔），多采用高速微钻削技术

加工。

微切削加工技术不仅可以实现金属材料的加

工，还可以适用于非金属材料的切削加工。２０００
年，赵宏伟等［３２］采用０５ｍｍ麻花钻对多层复合材
料微钻削微小孔的各层加工参数进行了优化，体现

出微切削加工技术不受材料限制的优势。张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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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３３］采用直径０．３～０．４５ｍｍ的微钻头对０Ｃｒｌ８Ｎｉ９
不锈钢进行了微孔钻削，发现增大进给速度虽然可

提高钻孔效率，但会增大轴向力，加快刀具磨损，钻

头容易折断。因此微钻削技术虽应用广泛，但对于

长径比较大的微孔，传统的微钻削加工过程中容易

出现刀具振动、排屑困难等问题，造成刀具断裂、微

孔表面质量变差。

超声振动钻削是使钻头以１６ｋＨｚ以上频率、１０
～１００μｍ振幅沿切削方向高速振动的技术，具有加
工精度高、表面质量好、刀具变形小、排屑容易和刀

具寿命高等特点。２０１３年，张欢唱［３４］采用超声振

动辅助钻削的方法，对难加工材料 ０Ｃｒ７Ｎｉ４Ｃｕ４Ｎｂ
不锈钢和ＴＣ４钛合金钻进行削加工（直径１～２ｍｍ、
深度２０ｍｍ深孔）试验。研究表明，选择合理的参数
能够使超声钻削过程稳定、钻头不易折断，与普通钻

削相比，微孔加工质量和精度均有明显提高，如以

１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钻削钛合金微孔超声辅助振动钻削
表面粗糙度Ｒａ比普通钻削减小５０％，出口毛刺明
显减小，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普通钻削与超声振动辅助钻削钛合金微孔出口质量

赵蕾［３５］改进了常见的超声振动辅助钻削装置，

将超声振动施加于工件而非刀具端，从而达到加工

质量更好、降低加工成本、装置应用更加广泛和通用

的目的。与普通钻削相比，超声辅助钻削能够降低

切削力，从而提高表面质量、减少刀具断裂情况的发

生［３６，３７］。

随着多轴数控加工技术的发展，微铣削加工技

术在复杂内壁结构（如锥形、收缩 －扩张型喷嘴）加
工中具有明显优势。与单位时间内材料去除量过大

的微钻削相比，微铣削加工表面质量更好、精度更

高、可加工结构更加复杂。ＢｉｅｒｍａｎｎＤ．等［３８］基于

镍钛形状记忆合金的特殊材料特性，提出了一种五

轴微铣削加工刀具倾角的优化算法，采用 Φ０．５ｍｍ
钻头实现了直径０．５ｍｍ、深度１５ｍｍ的大长径比微
孔的高质量加工。蔡玉奎等［３９］在微铣削拉瓦尔喷

嘴喷孔时建立了平头铣刀和球头铣刀铣削的残余高

度模型，如图１１所示，结果表明，球头铣刀精加工优
于平头铣刀，并设计了微喷嘴精加工专用锥形铣刀，

仿形加工喷嘴扩张段。相比球头铣刀，表面粗糙度

从Ｒｚ３．６７μｍ减至 Ｒｚ１．０１μｍ。研究还模拟了不同
粗糙度下微喷嘴的流场［４０］，当残余高度从 ０．６μｍ
变为１９．２μｍ时，喉部直径小于２ｍｍ的微喷嘴出口
最大速度逐渐减小，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１　球头铣刀与平头铣刀铣削拉瓦尔喷嘴残余高度模型

图１２　不同残余高度下的流场速度分布

对于大长径比微喷嘴的加工，超声辅助钻削能

够有效改善微钻削加工过程不稳定、排屑困难、切削

力大等问题，但设备相对复杂。对于内部结构复杂

的微喷嘴如拉瓦尔喷嘴，学者们大都采用微铣削技

术进行加工，但难以消除球头铣刀精加工时的壁面

残留，采用仿形铣刀可以消除壁面残留，但铣刀的通

用性较弱，一种仿形铣刀只能用于一种锥角的喷嘴

加工。

#


#

　微喷嘴激光加工技术
激光加工由于其具有聚焦性强（光束发散度仅

有０．００１ｒａｄ）、能量集中性强、参数易于调节、无宏
观力、无污染、效率高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直孔型微

喷嘴的加工中。激光打孔是利用激光焦点附近可达

上万摄氏度的高温使工件材料发生熔化或汽化，从

而达到去除金属材料的目的。传统的激光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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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大长径比直孔型微喷嘴时难以满足表面质量

和加工精度的要求，常用的微喷嘴加工脉冲激光按

照脉宽可分为纳秒、皮秒、飞秒激光。

　　　　　（ａ）单脉冲　　　　　　（ｂ）双脉冲

图１３　激光加工微孔侧壁质量［４１］

２００６年，ＴａｎＢ．［４１］采用纳秒激光的方法在半导
体上钻削微细孔时发现，加工过程中烧蚀产物反冲

瞬时产生高压和蒸汽以及等离子体的膨胀，造成微

孔内壁的变形（见图１３），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多脉
冲钻削技术，成功加工出直径２０μｍ、深度２５０μｍ的
直微孔。ＨｓｉａｏＷ．Ｔ．等［４２］采用激光铣削方法在厚

度为 ３８０μｍ的 Ａｌ２Ｏ３陶瓷上加工出孔径分别为
２００μｍ，３００μｍ，５００μｍ具有锥度的微孔，结果发现，
微孔表面存在热影响区、熔化、锥度变形、飞溅等现

象。此外，传统的激光器在加工微孔时还存在重铸

层、微裂纹、烧蚀产物附着孔壁、膨胀变形、锥度变形

等问题，采用多脉冲加工［４１］、增大激光作用时间和

激光功率、减小脉冲宽度［４３］可在一定范围内改善微

孔质量，但效果有限。飞秒激光加工与水导激光加

工可消除或减少激光加工中的热效应，从而解决热

烧蚀问题，实现材料的“冷加工”。

飞秒激光加工技术是指激光加工中激光脉冲

最短可达飞秒量级。由于飞秒激光具有脉冲极短

可达飞秒量级、瞬时功率极高可达百万亿瓦、焦点

半径小的特点，飞秒激光加工得到的表面热影响

区、重铸层范围小，无微裂纹，精度和效率更高，因

此在微喷嘴微小孔的加工中具有显著优势［４４］。

２００１年，ＳｈａｈＬ．等［４５］就已经采用飞秒激光在硅酸

盐玻璃上加工出直径小于１００μｍ、深度大于１ｍｍ
的微孔。ＴｏｍｋｕｓＶ．等［４６］分别采用纳秒激光加工

后 ＫＯＨ溶液刻蚀、纳秒激光后无 ＫＯＨ溶液刻蚀、
纳秒 －飞秒复合加工微喷嘴。加工后的微喷嘴的
光学显微镜图像与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图像如图
１４所示。

纳秒 －飞秒复合加工技术能够加工出无切屑
和几何精度高的直径１００μｍ和２００μｍ的喷嘴，但
直径为 ５０μｍ的孔出现了微裂纹（１０μｍ）且几何
精度不高，表面粗糙度在亚微米范围 Ｒａ＝

０１２μｍ，Ｒｚｄ＝０．５７μｍ。在纳秒激光加工技术的
情况下，微裂纹约１００μｍ，微喷嘴的平均粗糙度和
平均峰谷距离为 Ｒａ＝１．４μｍ，Ｒｚｄ＝８μｍ。在 ＫＯＨ
中蚀刻 ４ｈ后得到的表面粗糙度 Ｒａ＝１．７μｍ，
Ｒｚｄ＝１０．４μｍ。

图１４　三种激光加工技术加工微喷嘴的光学显微镜
图像与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图像

图１５　飞秒激光加工不同深度微孔的弯曲效应

虽然飞秒激光加工能有效改善加工质量，但

微孔的锥度受气压影响很大。王禹茜等［４７］研究发

现，采用飞秒激光在 ＴｉＣ陶瓷上加工微孔时，微孔
出口的圆度随能量密度增大，当能量密度由

０５１Ｊ／ｍｍ２增至０．７６Ｊ／ｍｍ２时，出口圆度由 ８６％
增至 ９５％；微孔锥度随气压增大，能量密度为
０５１Ｊ／ｍｍ２、辅助气压为 ０．３ＭＰａ时，微孔锥度最
佳，长轴锥度为 －０１３°，短轴锥度为０．７７°。夏博
等［４８］对飞秒激光加工深微孔时的弯曲效应进行了

研究，图１５为飞秒激光加工不同深度微孔的弯曲
效应。试验发现，在大气环境中加工不同长径比

的微孔，随加工深度增加，在深度方向上微孔出现

“弯曲”，而在真空中加工无弯曲效应，推测在毫秒

域中的动态烧蚀气溶胶干扰是弯曲效应的主要机

制，通过真空环境试验对比发现，消除弯曲的临界

压力约为２×１０４Ｐａ，同时制备了高质量无弯曲微
孔阵列，如图１６所示。

水导激光加工技术是将激光束通过光纤射入

施加一定压力的水束中，利用水射流的冲击压力

和激光的能量实现材料的去除和及时排出，其原

理如图１７所示［４９］。

与单一的激光加工相比，该复合加工方式无

需对焦，从而可以提高加工效率。水流的冲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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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及时排除熔渣，有效减少弯曲效应，还能起

到冷却作用，实现无热影响区，从而得到加工精度

高、表面质量好的大长径比的直微孔。哈尔滨工

业大学的初杰成［５０］利用其研发的水导激光加工系

统，在１Ｃｒ１８Ｎｉ９Ｔｉ、ＴＣ１、６５Ｍｎ、酚醛树脂和单晶硅
Ｓｉ多种材料上进行打孔和切槽试验，并进行加工
参数优化。结果表明，水导激光对不同材料的加

工均具有优势。

图１６　不同气压（３０Ｐａ～１×１０５Ｐａ）下，
５０００次５０μＪ脉冲能量激光制备微孔阵列

图１７　水导激光加工原理

２０１３年，ＲａｓｈｅｄＣ．Ａ．Ａ．［４９］利用非接触式扫
描探针显微镜技术对电火花加工和水导激光加工

ＡＩＳＩ４４０Ｃ后得到的微喷嘴微孔内壁表面进行测
量（见图 １８），结果发现，水导激光加工得到的表
面光滑，表面形貌主要是重铸层，表面粗糙度 Ｒａ＝
０１５μｍ，Ｒｚ＝０．８μｍ，而电火花加工后得到的表面
形貌主要为电蚀引起的凹坑，表面粗糙度 Ｒａ＝
０４５μｍ，Ｒｚ＝１．７μｍ，表明水导激光加工后的微孔
内壁质量更好，更利于燃油喷嘴的雾化。

虽然水导激光加工在微孔加工中发挥巨大优

势，但面临水束不稳定、激光与水流耦合作用等问

题。２０１４年，ＮｇＹ．Ｋ．等［５１］建立了 ３０μｍ喷嘴水
射流数值模型，模拟了三种不同真空度下 １５ｍ／ｓ
射流出口速度的情况。结果表明，真空中的水射

流比大气环境中的水射流稳定得多。２０１７年，张
正等［５２］对水导激光喷嘴水流射入靶材孔过程进行

流体仿真，得出靶材孔径与喷嘴直径之比大于 ４
时，可避免因水流直径过大而无法进入靶材孔与

激光进行耦合作用的难题。由上述分析可以发

现，加工直径较小的微孔时，水射流喷嘴直径要求

更小，这是目前水导激光加工技术的难点之一。

　　　　　（ａ）电火花　　　（ｂ）水导激光

图１８　电火花水导激光加工后ＡＩＳＩ４４０Ｃ
钢的ＳＥＭ与３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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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喷嘴的其它加工技术
除电火花加工、微切削加工、激光加工外，国

内外还采用离子束加工、电液束加工等多种加工

技术对微喷嘴及其微孔进行加工研究。林枫等［５３］

利用离子束加工出２μｍ左右的微孔，并进行测试
平台的搭建与测试试验。大连理工大学的徐文

骥［５４］采用电液束加工方式对 ３Ｊ２１和 ＧＨ４１６９两
种合金材料进行微孔再铸层的去除试验，ＧＨ４１６９
微孔孔壁粗糙度由 Ｒａ７．０５μｍ减至 Ｒａ１．６４μｍ。

以上加工方式中，电火花加工应用广泛，但只

能加工导电材料，且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不高；微

切削技术虽然成本低，但针对难加工材料时不具

有优势；电液束加工、离子束加工精度较高，但使

用条件苛刻、设备昂贵。综上所述，加工方式各有

优劣，在微喷嘴的实际加工过程中，应结合微喷嘴

的材料、尺寸、形状、精度要求等实际情况，选择合

适的加工方式进行加工。如根据微喷嘴喉部形状

选择，对于直孔型内壁的微喷嘴，采用微钻削技

术、微细电火花钻削技术、超声电火花钻削技术等

能够在获得高质量微喷孔的同时提高加工效率；

对于锥形、收缩 －扩张型等复杂形状的微喷嘴，采
用微细电火花铣削、超声电火花铣削、五轴精密微

铣削加工技术、飞秒激光加工、水导激光等加工技

术能够制造出精度高、表面质量好、形状复杂的微

喷嘴内壁。微喷嘴的加工技术汇总如表１所示。

$

　结语

本文主要从微喷嘴雾化机理和雾化性能以及微

喷嘴加工技术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在微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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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微喷嘴的加工技术汇总

微喷嘴的加工技术 成型机理 加工材料 优缺点 喷嘴质量

传统

加工

技术

电火花

加工

两极间脉冲放电时产生的电蚀

作用

导电

材料

难加工材料、成型质量好、加工复杂型面

自动化生产、加工速度慢、加工精度低

表面产生烧伤、纤维断裂、剥落、

裂纹，长径比小于２０

微切削

加工

采用具有规则形状的刀具在工

件表面作相对运动，切除多余

材料，以 １０－６ｍ（１μｍ）为加工
误差尺度

不受材

料限制

加工效率高、成本低、加工柔性好、精度

可达微米量级、易出现刀具振动、排屑困

难、难加工材料切削性能差

表面形貌主要是残余高度、切削

力产生的变形、尺寸效应的变形

以及毛刺

激光

加工

利用激光的高能量去除、熔化

材料

所有

材料

聚焦性强、能量集中性强、参数易于调

节、无宏观力、无污染、效率高、烧蚀产物

积聚导致表面质量差

表面存在重铸层、热影响区、熔化

现象、锥度变形、飞溅等现象

先进

加工

技术

超声辅

助电火

花加工

在电火花加工工具电极端施加

超声振动，利用超声振动的空

化作用等特性提高电火花加工

效率［５５］

导电

材料

能够有效提高电火花加工的效率和稳定

性、改善排屑、效率较电火花加工提高４
～５倍、设备昂贵

改善表面质量和精度，可加工出

大长径比微孔，如在３．５ｍｍ厚的
不锈钢板上加工出平均直径为

１２０μｍ的通孔，长径比达２９［５６］

超声辅

助微切

削加工

通过工具对被加工材料的机械

和超声复合作用，使工具与被

加工材料的接触状态和作用机

制发生变化

不受

材料

限制

加工精度高、表面质量好、刀具变形小、

排屑容易、刀具寿命高、设备昂贵

较传统微切削，表面粗糙度减小、

出口毛刺明显减小

飞秒

激光

加工

激光脉冲最短达飞秒量级

（１ｅ－１５ｓ）、瞬时功率极高从而
达到去除材料的目的

所有

材料

热影响区、重铸层范围小，瞬时功率极高

可达百万亿瓦，精度和效率高，加工孔长

径比大，加工孔直径可达百微米量级，加

工质量受加工材料影响较大

表面热影响区、重铸层范围小，无

微裂纹，精度和效率更高，但加工

深微孔时在大气压下容易产生弯

曲，在真空环境中加工精度更高

水导

激光

加工

利用水射流的冲击压力和激光

的能量实现材料的去除和及时

排出

所有

材料

无热影响区、重铸层，熔渣能够及时排

出，重复性高，加工精度高，水束不稳定，

激光与水流耦合作用降低材料去除率

能够得到加工精度高、表面质量

好的大长径比的直微孔

电子束

加工

利用高能量的会聚电子束的热

效应或电离效应对材料进行的

加工

所有

材料

能量密度高、生产率高适用于微细精密

加工，自动化生产，污染少成本高，生产

应用受到局限

最小孔径可达约 ０．００３ｍｍ，加工
深微孔长径比大于１０，可加工弯
孔，适用于复杂结构微喷嘴和深

微孔微喷嘴的加工［５７］

离子束

加工

利用具有较高能量的离子束射

到材料表面时所发生的撞击效

应、溅射效应和注入效应来进

行不同的加工

所有

材料

加工的精度非常高，污染少，加工应力、

热变形等极小、加工精度高，离子束加工

设备昂贵，加工效率低

可加工毫微米级精度微细孔［５８］

嘴的雾化机理与雾化性能方面，空化现象和长径比、

压力与温度等参数均能影响微喷嘴的雾化性能。增

大长径比能够促进空化现象，从而有效提高雾化性

能，但传统的加工技术已经难以加工出大长径比微

喷嘴。随着超声波、飞秒激光、数控加工、微细精密

加工等技术的发展，将超声加工与电火花、微钻削结

合等复合方式加工微孔能够及时排出熔渣和切屑，

显著提高大长径比微喷嘴的加工质量；与传统的激

光加工相比，飞秒激光能够减小热影响区和重铸层，

水射流和激光加工相结合能够及时排出熔渣并冷

却，有效提高深微孔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但新

兴的加工技术尚不成熟，存在超声加工与其他加工

复合设备复杂、飞秒激光加工微孔时受气压影响大、

水导激光耦合机理限制微孔尺寸等问题。对于微型

雾化喷嘴的雾化性能以及加工技术提出以下课题的

研究：

（１）进一步提高微喷嘴表面精度和表面质量。
超声振动辅助钻削加工和超声振动辅助电火花加工

虽然能及时排屑，但在加工过程中仍会在微喷嘴内

壁产生毛刺和一定程度的烧伤、剥落；飞秒激光与水

导激光加工技术虽能达到较高的精度和表面质量，

但受气压影响深孔加工出现弯曲效应。因此需通过

优化加工参数、改进加工设备、研究新的加工技术等

方式解决微喷嘴加工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

高微喷嘴表面精度和表面质量。

（２）研究内壁形状复杂喷嘴的加工技术。目前
主要针对直孔微喷嘴或结构简单的微喷嘴进行加工

技术的研究，而异型微喷嘴的加工研究较少，今后应

结合五轴联动精密微铣削加工、飞秒激光加工、水导

激光加工、超声辅助电火花加工等加工技术，形成复

合工艺，加工出表面质量好、尺寸精度高的复杂形状

内壁的微喷嘴，而不仅局限于直孔型微喷嘴的加工

研究。

（３）微小喷嘴加工表面粗糙度对其使役性能影
响的研究。在微喷嘴的雾化性能研究方面，大都针

对理想、光滑的微喷嘴内壁的参数和结构的影响，而

忽略了加工后毛刺、表面粗糙度、尺寸精度、形状精

度等因素对微喷嘴雾化性能的影响，该方面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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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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