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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磁弹磨粒具有磁性、低弹性模量以及优良的研磨性能，兼备粘结磨粒和松散磨粒的特点。 双

磁盘磁力钝化方法能极大地提高钝化质量和钝化效率。 将磁弹磨粒引入到双磁盘磁力钝化法中，提
出了 ４０３５ 硅胶磁弹磨粒的制备方法，根据磁弹磨粒的细观特性，采用有限元软件 ＡＢＡＱＵＳ 建立了磁

弹磨粒的细观代表性体积单元（ＲＶＥ）模型，分析了磁弹磨粒在拉伸和压缩状态下的应力应变规律。
搭建磁弹磨粒双磁盘磁力钝化实验平台，对磁弹磨粒进行受力分析。 通过磁弹磨粒双磁盘磁力钝化

实验，研究了磁盘转速、磨粒粒度和相对磁导率对刃口磨损量的影响规律，并且验证了采用磁弹磨粒

磁力钝化法，相对于磁性磨粒磁力钝化法和立式旋转钝化法，能够获得最大刃口磨损量和最大表面粗

糙度降幅。 研究成果对促进我国磁力高效加工和磁力光整加工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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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力加工是先进的机械加工方法，在航空航天、
制药业、精密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等行业具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 但当前磁力加工在国内的应用范围不

够广泛，制约因素有很多，磁性磨粒是最主要的瓶

颈。 传统的磁性磨粒通常是将强磁性的铁粒子和具

有研磨功能的磨粒混合在一起，加入到磁极和工件

之间，存在制备方法复杂、制造成本高、产量低、易飞

散和重复利用性差等缺点。 因此，亟需探索性能稳

定、成本低、光整性能好的新型磁性磨粒，推动磁力

加工的深入发展。
双磁盘磁力钝化加工是一种在磁场作用下利用

磁性磨粒对刀具刃口进行钝化的加工方法，具有磨

削能力强、自锐性好、温升小、不存在加工残余应力

等优点，可对多数复杂型曲面进行精加工［１⁃２］。 目

前关 于 双 磁 盘 磁 力 钝 化 机 制 的 研 究 比 较 少。
Ｄｅｎｋｅｎａ 等［３］采用磁力钝化方法对刀具进行钝化，
通过实验发现旋转方向可以实现刀具刃口的非均匀

性，并通过扫描电镜验证了沿着切削刃方向的磨粒

刷进行运动是获得光滑刀具刃口的最好方法。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等［４］研究了磁性磨粒刷的组成成分对磨

粒刷行为的影响规律，并通过对比不同形式的抛光，
验证了磁力抛光以最小的材料去除，使表面粗糙度

降低 ５０％～６０％，使刀具使用寿命提高 １５０％。
磁弹磨粒具有磁性、低弹性模量以及优良的研

磨性能，兼备粘结磨粒和松散磨粒的特点。 目前关

于磁弹磨粒的研究比较少。 Ｙａｎ 等［５］ 采用烧结法，
将碳化硅颗粒加热至 １０５°，使其表层达到热变形的

温度，再通过振动马达，将碳化硅颗粒均匀地涂覆在

高冲击性聚苯乙烯（ＨＩＰＳ）的表面形成复合磨粒，并
通过化学法将制备好的 Ｆｅ３Ｏ４ 浸入乙醇中，使其表

面具备亲油性，最后将复合磨粒浸泡在硅油中约 ３０
分钟后，涂抹上一层 Ｆｅ３Ｏ４ 形成磁弹磨粒，尺寸约为

１５０ μｍ。 Ｃｈｅｎｇ 等［６］选择硅胶作为弹性介质，并与

碳化硅和铁粉进行混合得到磁弹磨粒。 Ｋａｒ 等［７］ 通

过将橡胶与碳化硅和环烷油混合形成弹性磨粒，取
代了较为昂贵的硅基聚合物，并研究了不同磨粒配

比对磨粒弹性和工件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Ｊｈａ 等［８］

将羰基铁粉、碳化硅颗粒与弹性脂肪相混合，并采用

矿油作为粘接物，通过调整磁感应强度来控制磁弹

磨粒的运动，得到了更好的表面质量。 Ｓｉｎｇｈ 等［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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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凝胶、４０％铁磁颗粒、４５％ Ａｌ２Ｏ３ 和 １５％ Ｓｉ２Ｏ３

混合形成磁弹磨料，通过电磁铁激励产生旋转磁场，
研究了磁感应强度、加工时间和磨料流速对表面粗

糙度和材料去除率的影响。 Ｃｈｏｗ 等［１０］ 采用气相沉

积法将铁粉、固化剂和硅胶按照不同比例混合，经过

１００ 目网筛过滤，再与碳化硅颗粒相接触，然后经过

８０ 目网筛进行过滤，使用磁铁进行筛选，以获得混

合充分的磁弹磨粒。
为了解决磁性磨粒在的磁力钝化中自适应性、

易脱落等问题，本文将硅胶型磁弹复合磨粒引入到

双磁盘磁力钝化中，并通过仿真和实验的方法验证

了其在刀具钝化领域的可行性。

１　 硅胶型磁弹磨粒细观特性研究

磁弹磨粒是将磁介质相、磨粒相和聚合物基体

按照比例以一定的组织方式形成的一种新型磨粒。
磁弹磨粒具有磁性、低弹性模量和优良的研磨性能，
且由于弹性介质的存在，能降低切削深度，实现高精

度研磨。 磁弹磨粒在加工中不断变形，实现多磨粒

共同参与加工。 因此，磁弹磨粒不仅能够提高加工

质量和加工效率，而且具有易于操作、成本低、自适

应性强、便于清洗且无污染等特点。
１．１　 硅胶型磁弹磨粒的制备方法

硅胶型磁弹磨粒的基体材料选用 ４０３５ 型液态

硅胶（羟基封端聚二甲基硅氧烷），黏度为５８ Ｐａ·ｓ，
线收缩率≤０．１％，磨粒相选用 １５０ 目高纯碳化硅。
磁介质相选用 １００ 目 ＧＲ 级高纯铁粉，固化剂选用

矽利康（聚硅氧烷），硅胶型磁弹磨粒具体参数如表

１ 所示。 硅胶型磁弹磨粒的制备方法如图 １ 所示。
首先通过将矽利康固化剂与液态硅胶以 １ ∶ ５０ 的比

例混合，再将碳化硅和铁粉以 １ ∶ ３ 的比例进行混

合，并放入含固化剂的液态硅胶中充分搅拌。 由于

液态硅胶会与固化剂聚硅氧烷发生交联固化效应，
待其固化后通过破碎机对固化后的复合体进行破

表 １　 ４０３５ 硅胶型磁弹磨粒参数

主要

成分

占比 ／
％

密度 ／
（ ｔ·ｍｍ－３）

硬度

Ａ
泊松比

杨氏模量 ／
（Ｎ·ｍｍ－２）

硅胶 ４０ １．２×１０－９ ４１．０ － －
矽利康 ２ － － － －
铁粉 ４０ ７．３×１０－９ ５．０ ０．３ １．３５

碳化硅 １７ ３．２×１０－９ ８．８ ０．１７ ４．５５
油酸 １ ０．９１×１０－９ － － －

图 １　 硅胶型磁弹磨粒制备流程

碎，再由网筛筛分得到所需目数的磁弹磨粒，并加入

适量润滑油改善表面黏性。
１．２　 磁弹磨粒的细观特征

通过扫描电镜 ＳＥＭ（ＺＥＩＳＳ Ｇｅｍｉｎｉ ３００）对 ４０３５
硅胶型磁弹磨粒的微观形貌进行观测，得到如图 ２
所示的结果。

图 ２　 硅胶型磁弹磨粒的 ＳＥＭ 扫描图

可见硅胶型磁弹磨粒主要呈球状分布，粒径在

２０～２５ μｍ 之间，对图中的磁弹磨粒进行局部放大

后，可见其表面嵌入数个复合颗粒，对复合颗粒表面

进行能谱分析，可得磁弹磨粒中的 Ｆｅ 元素含量高，
达到了 ７８．４６％、其次 Ｃ 元素占 １１．０２％、Ｏ 和 Ｓｉ 元素

各占 ３％左右，Ａｕ 和 Ｐｄ 为仪器测量所用的导电介

质，与磨粒无关。
１．３　 细观代表性体积单元模型建立

基于磁弹磨粒的细观特征，弹性体近似为球形，
碳化硅和铁颗粒呈非规则球形，为优化计算，将铁颗

粒和碳化硅磨粒近似为球形。
在磁力加工中，磨粒粒度 Ｘｄ 必须符合最大粒度

准则［１１］，如（１）式所示

·５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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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ｄ ≤ （ ２ － １）ＸＳｉＣ （１）
式中： Ｘｄ 为磨粒标准直径；ＸＳｉＣ 为碳化硅磨粒相

直径。
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磨粒内嵌入的铁基颗粒

会相互吸引并呈面心立方体堆积，且面心立方体中

铁颗粒的排列系数最高，可以达到 ０．７４［１２］。 在面心

立方体中，磨粒粒度的最大值为（ ２ － １）ＸＳｉＣ，磨粒

的浓 度 可 以 用
ＶＳｉＣ

ＶＦｅ
来 表 示， 且 最 大 浓 度 符 合

（２）式［１３］

ＶＳｉＣ

ＶＦｅ
≤ ０．２５９ （２）

基于最大浓度与最大粒度准则，可以构建 ４０３５ 硅胶

型磁弹磨粒的细观代表性体积单元模型，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细观单元模型

采用 ＡＢＡＱＵＳ 仿真软件进行分析，由于 ４０３５
硅胶基体为超弹性材料，以 Ｙｅｏｈ 数学模型进行分

析，Ｙｅｏｈ 的弹性应变函数如（３）式所示

Ｗ ＝ ∑
Ｎ

ｉ ＝ １
ｃｉ０（Ｉ１ － ３） ｉ ＋ ∑

Ｎ

ｋ ＝ １

１
Ｄｋ

（Ｊ － １） ２ｋ （３）

式中： Ｊ 是变形后与变形前的体积比，对不可压缩材

料，Ｊ ＝ １；Ｉ１ 是第一应变张量不变量；ｃｉ０ 和 Ｄｋ 为输入

参数，取值为 Ｃ１０ ＝ ２．０３６ １６，Ｃ２０ ＝ － ０．６１５ ７８，Ｃ３０ ＝
－ ０．２１０ ７３４，Ｄ１ ＝ ０．０５０ １８，Ｄ２ ＝ Ｄ３ ＝ ０。 应变势能

阶次取３，密度为１．２ × １０ －９，网格取八节点线性六面

体单元 Ｃ３Ｄ８ＲＨ。 通过在单元云图上沿 Ｘ 方向建立

一条路径，研究在最大排列准则下材料的整体应力

应变趋势。
１．４　 压缩状态下磁弹磨粒的力学特性

磁弹磨粒压缩状态下的应力见图 ４。 在最大排

列准则下，碳化硅所承受最大压应力为 ８．８６９ ＭＰａ，

其次为铁磁相，所承受压应力为为 ６．３１２ ＭＰａ。 此

外，填充磨粒之间还会形成一条明显的应力应变集

中带，在保证弹性的同时也增大了刚度，且呈现较为

均匀的分层现象。

图 ４　 压缩状态下磁弹磨粒的应力

由图 ５ 可知，单元材料的整体应力应变趋势呈

对称分布，且 Ｙ轴向压应力分量大于 Ｘ轴，靠近弹性

性体的磨粒所受到的压应力小于远离弹性体的磨粒

所受到的压应力；在 Ｘ轴方向上，碳化硅所受到的压

应力小于铁磁相所受到的压应力，在 Ｙ 轴方向上，碳
化硅所受到的压应力大于铁磁相所受到的压应力。
材料单元的整体压缩应变量主要由 ４０３５ 硅胶基体

承担，碳化硅和铁磁相几乎没有发生变形。

图 ５　 压缩状态下磨粒的应力、应变曲线

·６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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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拉伸状态下磁弹磨粒的力学特性

磁弹磨粒拉伸状态下的应力如图 ６ 所示。 在拉

伸状态下，碳化硅所受到的拉应力大于铁磁相的拉

应力，硅胶在碳化硅和铁磁相的连接处应力最集中。
在同样的载荷下，硅胶基体所受到的最大拉应力为

２．６ ＭＰａ，材料的抗拉性能大于抗压性能。

图 ６　 拉伸状态磨粒的应力

由图 ７ 可知，磁弹磨粒在 Ｘ 轴向的拉应力分量

大于 Ｙ轴，在 Ｘ轴方向上，碳化硅所受到的拉应力大

于铁磁相所受到的拉应力；在 Ｙ 轴方向上，碳化硅所

受到的拉应力小于铁磁相所受到的拉应力。 靠近硅

胶弹性体部分的磨粒应力较为集中，且受到的拉应

力大于远离弹性体部分所受拉应力，材料的整体拉

伸应变量主要由硅胶弹性体承担，铁磁相和碳化硅

的拉伸应变量近似为零。

图 ７　 拉伸状态下材料应变、应力曲线

２　 磁弹磨粒双磁盘磁力钝化原理

双磁盘磁力钝化将磁性磨粒填充于磁极与刀具

之间，由于磁介质相的存在，采用磁场产生的磁力吸

引磁性磨粒形成柔性磨粒刷。 磨粒相在柔性磨粒刷

与刀具之间的相对运动的过程中，实现对复杂刃口

的钝化。 磁弹磨粒以具有黏弹性的高分子聚合物为

基体，由于弹性介质的存在，避免工件表面的深度摩

擦，产生低切削深度，但能够实现工件的高精度研磨

提高钝化质量。 磁弹磨粒在加工过程中不断翻滚，
增加接触面积，内部未参与加工的磨粒会流出，替换

失效的磨粒，提高了加工效率，并在磁场力合力的作

用下，起到对毛刺的去除作用，此后，弹性体会释放

能量并回弹复原。
在磁场的作用下，磁弹磨粒受到的磁场力合力

Ｆｚ 可以分解为沿磁力线方向的磁场力分量 Ｆｘ 和沿

等磁线方向的磁场力分量 Ｆｙ。 由于磁盘做匀速圆

周运动，磁弹磨粒还受到一个指向磁盘圆心的向心

力 Ｆｎ。 Ｆｙ，Ｆｎ 和重力 Ｇ 保证了磨粒在旋转时，不会

由于离心力的作用飞出加工区域，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旋转磁场下磁弹磨粒的受力分析

其等式如（４） ～ （８）式所示

　 　 Ｆｘ ＝ Ｖ０
χμ０Ｈ

∂Ｈ
∂ｘ

æ

è
ç

ö

ø
÷ （４）

　 　 Ｆｙ ＝ Ｖ０
χμ０Ｈ

∂Ｈ
∂ｙ

æ

è
ç

ö

ø
÷ （５）

　 　 Ｆｚ ＝ Ｖ０
χμ０Ｈ

∂Ｈ
∂ｙ

æ

è
ç

ö

ø
÷

２

＋ ∂Ｈ
∂ｘ

æ

è
ç

ö

ø
÷

２

（６）

　 　 Ｇ ＝ ｍ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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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ｎ ＝ ｍ ｖ２

ｒ
（８）

式中：Ｖ０ 为磁弹磨粒体积；ｍ为磁弹磨粒质量；χ为磁

弹磨粒的磁化率；Ｇ 为重力；Ｈ 为磁场强度；Ｆｎ 为向

心力；ｒ 为磁盘半径；∂Ｈ
∂ｙ

，∂Ｈ
∂ｘ

分别为沿 ｘ，ｙ 方向磁场

强度的变化率。

３　 双磁盘磁力钝化实验研究

双磁盘的同轴配置适合不同直径刀具的加工，
刀具在磁盘间隙中的旋转和往复运动使得可以同时

加工所有刃口，极大地提高了钝化效率［１４］。 因此，
双磁盘磁力刀具钝化能极大地提高钝化效率和钝化

质量。 实验采用团队自行研发设计的双磁盘磁力钝

化设备，刃口采用三维形貌测量仪 Ａｌｉｃｏｎａ 进行检

测，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双磁盘磁力钝化设备

３．１　 磁盘转速对钝化磨损量的影响

采用硬质合金刀具，直径 １０ ｍｍ、前角 １４°、后
角 １５°、螺旋角 ３０°。 刀具转速为 ６４ ｒ ／ ｍｉｎ、钝化时

间为 １０ ｍｉｎ、磁盘间距为 ２０ ｍｍ、磁弹磨粒目数为

３０ 目，铁、碳化硅和硅胶比例为 １０ ∶ ３ ∶ １０。 刀具钝

化磨损量的变化趋势如图 １０ 所示。
由图 １０ 可知，随着磁盘转速的增大，刃口磨损

量增大，并且在 ２ ｍｉｎ 的钝化时间内，钝化磨损量的

变化最大，并且效率也最高，在 ４～１０ ｍｉｎ 内，钝化磨

损量增速减缓，效率降低。 刀具钝化刃口形貌变化

如图 １１ 所示，钝化前刀具刃口尖锐、有较多的毛刺，
且刃口呈非对称形貌，但钝化后，刃口变得更为光滑

圆整。

图 １０　 磁盘转速对钝化磨损量的影响规律

图 １１　 刀具钝化前后刃口形貌对比

３．２　 相对磁导率对刃口磨损量的影响

采用 １０ ｍｍ 金刚石刀具、陶瓷刀具、硬质合金

刀具进行钝化实验，刀具钝化磨损量变化趋势如图

１２ 所示。

图 １２　 相对磁导率对钝化磨损量的影响规律

可知，硬质合金刀具在 ０ ～ ４ ｍｉｎ 内的钝化效率

最高，而陶瓷和金刚石刀具整体磨损趋势较为平缓，
钝化磨损量最大的为硬质合金刀具，其次为陶瓷和

金刚石刀具。 这是由于刀具相对磁导率影响着磁场

力的大小，在同样的钝化参数下，相对磁导率高的刀

具钝化效果最明显，钝化效效率也最高。

·８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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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磨粒粒度对刃口磨损量的影响

磨粒粒度对刀具刃口钝化磨损量的影响规律如

图 １３ 所示。 磨粒粒度为 １０ 目和 ３０ 目时的钝化效

率较高，而磨粒粒度为 ５０ 目的整体钝化趋势较为平

缓，效率较低。 这是因为目数越小时，单个磨粒中所

复合的铁颗粒和碳化硅颗粒也越多，单次碰撞的材

料去除率也越高，但目数过小时，单位时间内磁弹磨

粒与刀具刃口的有效碰撞量也会减少，因此，钝化磨

损量与磨粒粒度呈非线性关系。

图 １３　 磨粒粒度对刀具钝化磨损量的影响规律

３．４　 不同钝化方式对刀具刃口磨损量的影响

采用磁弹磨粒双磁盘磁力钝化、普通磁性磨粒

双磁盘磁力钝化和传统立式钝化法对硬质合金刀具

进行钝化，研究不同钝化方式对刀具刃口磨损量和

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刀具刃口参数采用三维形貌测

量仪 Ａｌｉｃｏｎａ 测量，表面粗糙度采用光学轮廓仪

ＣｏｎｔｏｕｒＧＴ 测量，实验方案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不同钝化方式的实验方案

实验

序号
钝化方式 磨粒

钝化时长 ／
ｍｉｎ

刀具直径 ／
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双磁盘磁

力钝化法

磁弹

磨粒

双磁盘磁

力钝化法

磁性

磨粒

普通立式

钝化法

１５ １０
１０ ８
５ ６
１５ １０
１０ ８
５ ６
１５ １０
１０ ８
５ ６

不同钝化方式对刀具刃口磨损量的影响如图

１４ 所示。 由图可知，当刀具直径为 １０ ｍｍ，钝化时

间为 １５ ｍｉｎ 时，刃口磨损量最小为 ０．３２ μｍ，钝化方

式为立式旋转钝化，最大为 ０．６８ μｍ，钝化方式为磁

弹磨粒磁力钝化，提高了 １１２． ５％；当刀具直径为

８ ｍｍ，钝化时间为 １０ ｍｉｎ 时，立式旋转钝化法的刃

口磨损量最小，为 ０．２２ μｍ，磁弹磨粒磁力钝化法的

刃口磨损最大，为 １．０８ μｍ，提高了 ３９０％；当刀具直

径为 ６ ｍｍ 刀具，钝化时间为 ５ ｍｉｎ 时，磁性磨粒磁

力钝化法的刃口磨损量最小，为 １．４４ μｍ，磁弹磨粒

磁力钝化法的刃口磨损量最大，为 １．６１ μｍ，提高了

１１．８％。 因此，对于不同直径刀具和不同钝化时间，
磁弹磨粒磁力钝化的磨损量最大，效率最高。

图 １４　 不同钝化方式对刃口磨损量的影响

３．５　 不同钝化方式对刃口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刀具钝化前后刃口表面粗糙度如图 １５ 所示。
对于 １０ ｍｍ 刀具，磁弹磨粒磁力钝化法粗糙度降幅

为 ０．２１ μｍ、磁性磨粒磁力钝化法降幅为０．１８ μｍ、
立式钝化法降幅为 ０．１９ μｍ，相比磁性磨粒磁力钝

化法和立式钝化法，磁弹磨粒磁力钝化法的粗糙度

分别降低了 １４％，９％；对于 ８ ｍｍ 刀具，磁弹磨粒磁

力钝化法粗糙度降幅为 ０．３２ μｍ、磁性磨粒磁力钝

化法降幅为 ０．３１ μｍ、立式钝化法降幅为０．２２ μｍ，
相比磁性磨粒磁力钝化法和立式钝化法，磁弹磨粒

图 １５　 不同钝化方式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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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钝化法的粗糙度分别降低了 ３％，３１％；对于

６ ｍｍ刀具，磁弹磨粒磁力钝化法的粗糙度降幅为

０．１ μｍ、磁性磨粒磁力钝化法降幅为 ０．０７ μｍ、立式

钝化法降幅为 ０．０９ μｍ，相比磁性磨粒磁力钝化法

和立式钝化法，磁弹磨粒磁力钝化法的粗糙度分别

降低了 ３０％，１０％。 因此采用磁弹磨粒磁力钝化法，
刃口表面光洁度也最好。

４　 结　 论

本文将硅胶型磁弹磨粒引入到双磁盘磁力钝化

法中，并通过仿真和实验的方法验证了其在刀具钝

化领域的可行性，主要结论如下：
１） 提出了 ４０３５ 硅胶型复合磁弹磨粒的制备方

法，通过扫描电镜 ＳＥＭ 对磁弹磨粒的微观形貌进行

观测，发现磁弹磨粒中的 Ｆｅ 元素含量最高，达到了

７８．４６％，Ｃ 元素占 １１． ０２％，Ｏ 和 Ｓｉ 元素各占 ３％

左右。
２） 建立了磁弹磨粒的细观代表性体积单元

（ＲＶＥ）模型，采用有限元软件 ＡＢＡＱＵＳ 分析了磁弹

磨粒的应力应变特性，发现在最大浓度粒度准则下，
Ｙ 方向的压应力最大，Ｘ 方向的拉应力最大，且拉压

变形时的应力主要集中在碳化硅上，材料的变形量

主要由 ４０３５ 硅胶承担，材料的抗拉压性能较好。
３） 刃口钝化磨损量随着磁盘转速的增大而增

大，相对磁导率越大，刃口钝化磨损量越大，钝化磨

损量与磨粒粒度呈非线性关系。
４） 相对于磁性磨粒双磁盘钝化法和立式旋转

钝化方法，对于 １０ ｍｍ，８ ｍｍ 和 ６ ｍｍ 的不同直径刀

具，采用磁弹磨粒双磁盘磁力钝化时，在不同时间

下，刃口磨损量最大提高为 １１２．５％，３９０％，１１．８％，
表面粗糙度降幅在 ３％～３１％之间。 因此，磁弹磨粒

双磁盘磁力钝化效率和表面光洁度均优于磁性磨粒

双磁盘磁力钝化和传统立式钝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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