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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铁基粉末冶金技术在汽车、航天、兵器等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粉末冶金零件在成型后还需进行少量

加工，由于材料自身的特殊性，加工过程中刀具易出现崩刃、剥落、碎断和裂纹等快速失效现象。本文介绍了铁基

粉末冶金零件工艺特点及其应用范围，阐述了粉末冶金材料的基本特性和较难加工的原因，较系统地介绍了铁基

粉末冶金零件切削特性的研究进展，并结合以往的研究现状对粉末冶金材料的发展前景及切削技术的发展做出总

结和展望，对铁基粉末冶金零件的切削优化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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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粉末冶金是一种以金属粉末（或金属粉末与非

金属粉末的混合物）为原料，通过成型和烧结来制

造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和各种产品的技术。粉末冶

金技术具有节能、节省材料、性能优良、精度高和稳

定性好等一系列优点，适合批量生产。另外，一些传

统的铸造方法和加工方法无法制备的材料以及难于

加工的零件也可以通过粉末冶金技术制备［１］。目

前粉末冶金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中，其中铁基粉末

冶金的运用最广泛，其应用领域如图１所示。
铁基粉末冶金技术诞生于上世纪５０年代，铁基

粉末冶金零件是以铁粉或合金钢粉为主要原料，采

用粉末冶金工艺制造的结构零件。这类零件具有较

好的力学性能、耐磨性、机械加工性能、耐热和耐腐

蚀性能。铁基粉末冶金零件大都是直接成形至目标

形状，但烧结后的零件表面精度不够。此外，无法通

过压制直接获得台面和孔类特征，因而粉末冶金零

件在制取获得后还需进行少量的加工。

图１　铁基粉末冶金应用领域

对粉末冶金零件进行加工以及对铁基粉末冶金

零件的切削特性进行试验研究发现，粉末冶金是一

种较难加工的新型材料，切削过程产生热量较高，压

制成型后材料内部形成的空隙在烧结后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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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是热传递的不良导体，导致工件表面易被切削

液氧化，加速切削工具的磨损。

由于缺乏铁基粉末冶金切削特性针对性的理论

和技术研究，加工中基本采用试凑的方法来选择刀

具，而刀具失效时间不统一制约生产效率。实际切

削中换刀不及时会导致工件浪费和机床损坏，造成

经济损失。

为了优化刀具选择、设计以及切削参数选取，国

内外学者研究了在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技术

条件下粉末冶金零件切削特性优化的方法。本文较

详细地介绍了铁基粉末冶金零件的研究进展，进行

了总结归纳，并提出展望。研究内容路线见图２。

图２　研究内容路线

　　２　铁基粉末冶金材料特性及其对切削
加工的影响分析

　　作为一种新兴的材料制备工艺，铁基粉末冶金
技术一般包括４道程序，即原粉制备、成分混料、压
制成型、烧结（中高温）。通过粉末冶金工艺制得的

零件不同于一般铸造或锻造件，其内部会存在一定

的孔隙和金相缺陷，给切削加工带来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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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基粉末冶金材料特性
现有制粉工艺方法可以归为机械法和物理化学

法两大类。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应

用在制备上，如机械合金化和喷雾干燥等。近年来，

粉末冶金技术正向着高致密化、高性能化、集成化和

低成本等方向发展，一系列粉末冶金新的成形技术

在生产中实现，如粉末注射成形、温压成形、流动温

压成形、喷射成形、高速压制成形等。粉末冶金烧结

是指粉末或粉末压坯在适当的温度和气氛条件下加

热所发生的现象或过程，如微波烧结、放电等离子烧

结、自蔓延高温合成、烧结硬化等［２－４］。

粉末冶金原材料有圆形、片形和条形等，铁基粉

末冶金材料常见的特性有：孔隙率、密度、金相、硬度

等。其中，材料的孔隙、金相特性对刀具切削过程产

生的主要影响见图３。

图３　铁基粉末冶金零件特性

（１）孔隙影响
粉末冶金零件的孔隙率是指材料中孔隙体积与

其在自然状态下总体积的百分比，与之对应的是零

件的密度。密度表示材料内被固体所填充的程度，

它在量上反映了材料内部固体的含量，对材料性质

产生的影响与孔隙率相对应。粉末冶金孔隙率与密

度的关系表示为

Ｐ＝
Ｖ０－Ｖ
Ｖ０

×１００％＝ １－
ρ０( )ρ ×１００％ （１）

式中，Ｐ为材料孔隙率（％）；Ｖ０为材料在自然状态
下的体积，即表观体积（ｃｍ３或 ｍ３）；ρ０为材料表观
密度（ｇ／ｃｍ３或 ｋｇ／ｍ３）；Ｖ为材料的绝对密实体积
（ｃｍ３或ｍ３）；ρ为材料密度（ｇ／ｃｍ３或ｋｇ／ｍ３）。

根据部分学者的分析可知，利用粉末冶金技术

生产的结构零件的含孔率在１５％ ～２０％，利用粉末
冶金技术生产的用于过滤装置的零件含孔率约

５０％左右［５］。在铁基粉末冶金件中，压制成型不是

最终产品，但压制的性能却决定着粉末冶金产品的

最终使用性能，因此压制成型是粉末冶金技术的关

键工序之一。粉末成型一般过程为：粉末颗粒的移

动、粉末颗粒的变形、粉末颗粒表面间的冷焊（粉末

颗粒两个直接接触表面在常温、低温下形成的粘

着）。随着密度逐渐增大，孔隙越来越小［６］。由于

粉末冶金成形的复杂性，其致密的机理尚无统一的

定论，因此粉末压制过程中的建模方法也没有统一

的标准。目前运用较多的是数值仿真技术，其建模

方法主要有两种，即连续介质学方法和非连续介质

学方法，如表１所示。
近几年，连续介质模型在粉末压制中应用已很

少，工程上应用较广泛的是非连续介质模型，因其更

符合颗粒的活动性。由于孔隙的存在，使其物理和

力学性能受到影响，导致实际切削中刀具出现快速

磨损，加速刀具寿命的失效。不同硬质合金刀具、

ＰＣＢＮ刀具、陶瓷刀具车削铁基粉末冶金零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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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显示：破损失效是 ＰＣＢＮ刀具的主要失效形
式，切削刃微崩和剥落磨损是陶瓷刀具磨损的主要

原因，硬质合金刀具前刀面出现微观疲劳［７］，连续

切削后几种刀具的前刀面都有比较明显的月牙洼磨

损。孔隙的不均匀分布导致刀具在连续切削时产生

断续切削现象，造成载荷波动频繁，出现断裂现象；由

于工件散热较差，前刀面上切削载荷和切削热比较集

中，随着切削进行，刀具磨损愈发严重。图４为切削
铁基粉末冶金零件时刀具常出现的几种失效形式。

表１　数值模拟建模方法

方法 原理 特点

连续介质

法［８］

将粉末体看成是连续体，用

拟流体的方法加以研究，其

数学模型采用动理论模型

（ｋｉｎ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摩擦塑性模
型、岩 土 力 学 理 论 中 的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Ｃａｐ模型等

体系较为完备，但对于

密度较低的材料模拟结

果出入较大

非连续介

质法［９］

以粉末颗粒出发，从细观角

度分析颗粒成型，采用离散

元法 ＤＥＭ、颗粒有限元法和
孔洞模型法等

充分考虑粉末颗粒大

小、形貌等微观因素的

影响，有利于深入研究

粉末压制的致密化

图４　加工粉末冶金材料的刀具常出现的几种失效形式

（２）金相缺陷
铁基粉末冶金金相是指其化学成分以及各种成

分在合金内部的物理和化学状态。通过分析金相可

以发现粉末冶金零件的缺陷［１０］。实验发现，铁基粉

末压制过程中的金相有分层、裂纹与断裂现象。其

中，由于粉末颗粒传送不当造成分层偏析，并由此产

生了大量孔隙和异常组织，使分层零件烧结后出现

性能（例如尺寸）变化和力学性能不稳定。烧结过

程会出现表面熔化、硬度异常等不良现象。理想烧

结后得到的金相为纯铁素体，硬度为２４ＨＲＢ左右，
但是实际烧结后还会产生细针状的铁氮化物以及极

少量的马氏体，导致局部硬度超过５０ＨＲＢ。实际切
削中，刀具出现磨粒磨损、粘结磨损、扩散磨损以及

氧化磨损，其中硬质点磨损伴随整个切削过程［１１］。

这是由于刀具的高脆性与粉末冶金增强颗粒相互摩

擦、冲撞引起的，由此还会引起涂层的剥落和前刀面

月牙洼的形成，致使刀尖部位产生崩刃。硬质点颗

粒在摩擦力的作用下不断被剥离刀具基体，从而导

致高温条件下前刀面出现月牙洼磨损［１２］。为了尽

量减少金相缺陷，提高其切削性能，国内外部分学者

对粉末冶金金相缺陷进行研究，建立了基于损伤力

学的缺陷形成模型［１３，１４］。

由于粉末冶金零件中存在孔结构，加工时，刀具

会在孔之间切入和切出，从而使该工具受到高频载

荷的影响，并易造成疲劳损伤；多孔结构降低了材料

的导热性，无法及时获得切削热，从而加剧了刀具的

磨损。当铁基粉末冶金材料宏观硬度为２５ＨＲＣ时，
材料中硬颗粒的硬度可达６０ＨＲＣ［１５］，会导致工具
严重磨损。铁基粉末冶金零件的加工仍然存在许多

问题，有时甚至成为粉末冶金产品发展的瓶颈。

#

　铁基粉末冶金切削特性的研究进展

在航空航天、汽车等机械制造工业部门中，切削

加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切削加工约占整个

机械加工工作量的９５％［１６］。铁基粉末冶金零件在

切削加工过程中，刀具出现崩刃、碎断等快速磨损的

现象，关于粉末冶金切削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

个方面：刀具设计和切削时工艺参数的选取，其中刀

具设计包括刀具选材、几何角度和刀具涂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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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具设计
在切削加工中，无论是车削、铣削、钻孔还是磨

削，切削刀具的选择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切削工

具的性能取决于其结构参数和材料性能。在设计或

选择切削工具时，应考虑材料的选择和几何角度的

确定。这些因素对切削工具切削性能的影响约为

６５％。良好的刀具性能不仅可以有效降低零件的表
面粗糙度和提高加工效率，还可以节省机床动力，提

高刀具寿命和机床寿命。

图５　刀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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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５所示，刀具设计方面主要包括刀具材料、
几何角度和刀具涂层三个因素。

在切削铁基粉末冶金材料时，常用的刀具材料

有高速钢、硬质合金、陶瓷以及立方氮化硼（ＰＣＢＮ）
等。表２为几种常用刀具材料的物理性能。

表２　各类刀具材料物理性能

刀具材料 密度（ｇ／ｃｍ３） 硬度 抗弯强度（ＭＰａ）
高速钢 ８．３～８．７ ＨＲＣ６３～７０ ２４００～４８００

硬质合金类 １３．６～１４．５ ＨＲＡ８９～９４ １３７０～１４７０
陶瓷刀片 ４．７５ ＨＲＡ９１～９５ ３４５～１１７６
ＰＣＢＮ刀片 ３．４８ ＨＶ８０００～９０００ ７００

　　以上常用的几种刀具材料在实际切削中各有优
劣，实际应用中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选用。通

过分别对铁基粉末冶金进行切削加工的实验可知，

由于陶瓷材料的化学稳定性较好且与工件的摩擦系

数较小，陶瓷刀具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且陶瓷刀

具切削后的零件表面粗糙度小于硬质合金加工后

的零件表面粗糙度。例如，在铁基粉末冶金同步

环的加工中［１７］，带 ＴｉＮ涂层的硬质合金车刀磨损
最小，带 ＴｉＡｌＮ涂层的硬质合金车刀温度最低，陶
瓷刀具的刀尖温度最高。由实验中刀具的磨损程

度分析可得：硬质合金刀具适用于约 ３００℃的加
工，而陶瓷刀具则适用于高温加工；在低速切削过

程中，硬质合金刀具的使用寿命最长，而 ＰＣＢＮ刀
具的使用寿命最短，在高速切削中（切削速度是传

统切削的５～１０倍），ＰＣＢＮ刀具、陶瓷刀具和硬质
合金刀具的使用寿命依次降低，而 ＰＣＢＮ刀具的使
用寿命约为硬质合金的２～３倍［１８］。普通硬质合

金材料具有较高的强度、韧性和良好的耐磨性，适

用于中、低硬度材料的切削、间断和冲击切削；高

速钢工具材料在低硬度材料的钻孔中具有较高的

强度和韧性、良好的可磨削性、切削性和较高的加

工效率。采用硬质合金和高速钢材料制成的车刀

和钻头价格低廉，磨损后易于维修和打磨，再磨性

能好，具有切削烧结零件的特性［１９］。由此可知，普

通的硬质合金和高速钢刀具材料在加工粉末冶金

烧结件（尤其是多孔和断续切削零件）时，具有较

好的综合加工性能。因价格低廉而在切削铁基粉

末冶金的孔隙零件中仍广泛应用。

部分学者通过实验分析了刀具几何形状对刀具

寿命、表面粗糙度和表面完整性的影响［２０，２１］，得出

采用较大的刀尖圆弧半径可提高加工零件的表面粗

糙度。此外，选用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加工粉末冶金

零件时，当刀具角度参数为表３所示范围时，可以避
免出现积屑瘤，并获得较好的已加工表面质量。

表３　刀具角度参数 （°）

前角 主偏角 副偏角 刃倾角

———［２２］ ４０～５０ ０．５～３ －１０～－２０

２５～３０［２３］ ——— ——— ———

１０～２０［２４］ ——— ——— ———

注：表中“———”表示该研究中未涉及此变量。

　　在加工铁基粉末冶金零件时，一般切削速度下，
采用陶瓷刀具能获得质量优的零件表面，其次是硬

质合金刀具，二者使用寿命相差不大，ＰＣＮＢ刀具的
寿命最短。考虑到硬质合金刀具的可多次刃磨特

性，同时能够满足质量原则，因此大多数工厂在现阶

段选用带涂层的硬质合金刀具作为切削铁基粉末冶

金零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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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削工艺
切削参数的选择和切削环境的变化也是影响切

削性能一个重要方面，选择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

工件质量、刀具寿命和加工成本等。随着铁基粉末

冶金等一些新加工材料以及新刀具的不断涌现，在

工厂制造加工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２５］：①由于新工
件、新刀具材料的不断采用，现有参数过于陈旧；②
机床刚度、转速和功率不断提高，使合理切削参数发

生变化；③进口刀具样本提供的参数与国内相差较
大，参考价值不大。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是数

控加工效率低，制约了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发展，造成

巨大的资源浪费。所以，获取合理的切削加工参数

非常迫切，图６为切削工艺选取的主要参数。

图６　切削工艺参数

切削工艺中各项参数的选取对加工结果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在选用硬质合金刀具对铁基粉末冶金

进行高速干切削的实验中［１８］，得出切削速度对刀具

耐用度的影响最大，进给速度和切削深度的影响不

大且较接近；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对零件表面粗糙

度的影响较明显，影响程度较接近，而切削深度对表

面粗糙度的影响最小。

在应用涂层硬质合金刀具对铁基高温合金进行

外圆干切削加工时，测量了切削力、切削温度、表面

粗糙度和刀具寿命，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实验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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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切削用量三要素对表面粗糙

度、刀具寿命影响的主次顺序［２６］（见表４）。
表４　切削三要素对实验目标影响程度

指标 表面粗糙度 刀具寿命

影响程度 ｆ＞ｖｃ＞ａｐ ｖｃ＞ｆ＞ａｐ

　　切削过程实际是切削者和被切削者之间的物理
反应，当切削温度过高时会引起刀具表面和零件表面

的化学反应，并加速切削液对工件的腐蚀。实验表

明，采用合适的切削液能够提高切削效率和工件表面

质量，高压切削液下刀具寿命提升３倍［２７］。在钻削

烧结钢时，文献［２８］采用将－１０℃的冷空气引入切削
区域的方法来降低切削温度，结果显示，使用冷空气

冷却切削区域可以显著提高加工孔的外观质量。

在实际切削加工中，由于工件材质不均匀、切削

力发生变化、刀具不断磨损以及切削环境变化，往往

会导致切削过程偏离最佳状态，工件表面质量和刀

具寿命的降低［２９］。为保证目标函数在整个加工过

程中保持最优，应根据实时工况调整切削用量，实现

对切削过程的实时控制。为此，研究者们偿试建立

切削加工模型以实现对加工过程的最优控制，表５
为部分研究者基于实时切削控制所作的优化方案。

表５　实时切削控制优化方案

方法 原理 成效

基于神经网络的

并行计算处理能

力测量瞬时刀具

磨损率

目标函数：φ＝
ｚｗ

ｃ０（ｃｔβ＋ｃ０ｔｃｔ）
Ｗ／Ｗ０

约束条件：ｆｉ（ｖ，ｆ，ａｐ）≥０　ｉ＝

１，…，ｍ

建立了机械加

工过程的神经

网络最优自适

应控制系统［３０］

基于 ＢＰ神经网

络，根据切削加

工过程状态的变

化在线建立加工

过程模型

目标函数：Ｆ（Ｘ）＝Ｆ（ｘ１，ｘ２，

…，ｘｎ，）

约束条件：Ｇｊ（Ｘ）≤０，ｊ＝１，２，

…，ｍ

根据当前的状

态模型和优化

目标得出当前

状态下的最优

输入参数［３１］

基于人工神经网

络方法建立加工

过程模型，用遗

传算法实现在线

优化

目标函数：ｍａｘＭＲＲ＝ｆａｐａｗ
约束条件：ｎｍｉｎ＜ｎ＜ｎｍａｘ，ｆｍｉｎ＜

ｆ＜ｆｍａｘ

在不违反加工

约束的前提下

构造了加工系

统，保持获得

最大材料去除

率［３２］

利用 ＢＰ神经网

络和遗传算法实

现曲面切削过

程，并通过遗传

算法对过程模型

的切削参数进行

自适应建模

目标函数：ｇ（ｘ）＝

ｆ（ｘ－Ｆｍｉｎ， 若ｆ（ｘ）－Ｆｍｉｎ＞０

０，{ 其它

建立在线优化

问题的自学习

控 制 方 案 优

化［３３］

　　铁基粉末冶金成分不同，其用途和切削参数也
会有所不同。对于一般铁基粉末冶金结构件，切削

速度超过一定范围后，零件表面粗糙度迅速增大，并

出现刀尖崩刃的现象。据以往研究者对粉末冶金零

件的切削加工实验可知，切削粉末冶金时，切削速度

应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硬质合金类３０～７０ｍ／ｍｉｎ）
才能够保证较理想的工件表面质量；进给量和切削

深度的增大会使表面粗糙度逐渐增大，并降低刀具

寿命，针对精加工零件的要求，应采用较小的进给量

以保证零件质量；在一定范围内，切削温度越低，零

件和刀具越不易被氧化，材料越不易发生相互渗透

的现象，因此切削时注意温度的控制，必要时采取降

温措施。

$

　结语

目前对于粉末冶金的切削加工性能研究主要是

切削刀具的选材、结构设计和切削工艺的优化改进，

以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零件表面质量。国内外研

究者学者就粉末冶金压制、烧结的工艺进行了数值

模拟和实验探究，通过压制方式和力度增加粉末冶

金结构件密度，尽可能降低其孔隙率。由于铁基粉

末冶金零件制造工艺特殊，其内部孔隙无法消除，给

实际切削带来较大影响。结合以往研究结果，就铁

基粉末冶金零件及其切削加工的发展做出展望：

（１）由于孔隙的存在，使其物理和力学性能受
到影响，增大铁基粉末件密度，提升孔隙分布均匀性

是提高其性能的关键措施。在粉末冶金零件实际的

加工过程中，可以通过改善混料、压制和烧结工艺来

控制材料的孔隙率，提高孔隙分布的均匀性，以提高

铁基粉末冶金的性能。利用高速压制技术［３４］得到

的生坯密度最高可达７．８ｇ／ｃｍ３，接近完全致密，可
以获得较好的切削加工性能，但成本较大，不适合批

量生产。

（２）一般切削速度下，选用涂层硬质合金刀具
作为切削工具，其失效后可重磨，节约资源，较经济，

且使用寿命和切削效果符合要求，适用于工厂、企业

大批量加工零件。

（３）在切削三要素中，切削速度对粉末冶金零
件的切削性能影响表现较突出，切削速度过大易造

成刀尖崩刃，加重刀具硬化现象，造成工件的浪费。

运用现代切削理论、数学建模和模型分析方法寻求

切削参数的最优组合是切削参数优化的一个重要发

展方向［３５］。

（４）切削过程中保持较低的温度，可以有效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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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切削液对零件表面的腐蚀，同时阻隔刀具表面与

零件表面因相互挤压发生成分的相互渗透，保证粉

末冶金零件的表面质量。可采用引用冷空气、内冷

刀具或在极端环境下加工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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