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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金刚石线锯锯切轨迹的研究
张辽远，褚桂君，慕丽
（沈阳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辽宁沈阳１ １０１５９）

摘要：基于冲量理论和振动加工理论，对电镀金刚石线锯锯切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对锯切过程
中各个阶段的接触状态进行了有限元计算，得出在稳定接触状态下应力沿工件宽度方向分布均匀
的结论。结合电镀金刚石锯切实验，采用叠加原理建立了锯切轨迹的数学方程，得到了轨迹计算曲
线。通过与实际切割轨迹形貌的对比，计算曲线和实际轨迹曲线之间的误差小于１５％，吻合程度
较高，为金刚石线锯锯切工艺参数的优化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电镀金刚石线锯；锯切轨迹；应力分析；轨迹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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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电镀金刚石线锯发展迅速，在硬脆材料

的锯切轨迹，给出了切片的实验结果，并对实际加工
参数的选择提出建议。
１

加工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其锯切
机理和加工过程的研究。为了提高电镀金刚石线锯

１．１

电镀金刚石线锯锯切轨迹分析
电镀金刚石线锯锯切过程

的加工质量和生产效率¨一、降低成本，锯切时选用

电镀金刚石锯丝是有一定弹性的连续体。３。，由

合理的工艺参数口１，本文在理论分析及实验的基础

两导向轮（间距￡）定位，在加工过程中不会产生折

上分析了锯切时的受力情况，研究电镀金刚石线锯

点。因此，开始锯切时线锯（张力Ｆ。。）和工件（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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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于锯丝直径很小，故其所受的重力可以忽略。
图２所示。图中ｒ为Ａ’Ｂ’段的曲率半径，Ｆ为线锯拉
图１，取出一段微量分离体Ａ’Ｂ’进行受力分析，如
把金刚石锯丝假设成一条连续的弹性线如
电镀金刚石锯丝受力
１．２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ｒｅ
Ｆｉｇ．１
图１线锯模型
切割便以定速进行。
会稳定下来，切割抗力总是保持固定值的稳定状态，
为稳定状态¨１。达到稳定状态后，线锯的挠曲量也
整个切割区域都受到均匀切割力的作用，这种状态
程度时，工件中心也开始受到切割力的作用。最后
挠曲（挠曲角０。、０：）。但是，当挠曲量增加到一定
因此，工件只有端部处在被削掉状态，线锯开始发生
部，工件中心部分则处在几乎无切割力作用的状态。
过渡状态下，切割负荷（切割力）集中作用于工件端
抗力总是保持固定值的稳定状态，如图ｌ所示。在
割开始后切割抗力逐渐增加的过渡状态；二是切割
曲线ｂ“。。同样切割抗力也分为两种状态：一是切
接触点变成切割线，最后形成一条连续光滑的加工
ｂ）只在局部的棱角处相接触”。，随着加工的进行，
ｄ图
式中÷ｄＦ·ｄＯ为高阶无穷小，可以忽略，则
ｄＦ，＝Ｆ·ｄ９＋ｌｄＦ·ｐ，
因为ｄ口很小，故ｓｉｎ丁ｄＯ一丁ｄＯ，
ｄ０２．
Ａ’Ｂ’段锯丝所受工件的径向力为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Ｆｉｇ．２
式
（６）
压力ｄｐ都相等，即在加工的任一瞬时：
石线锯工作曲线稳定的必要条件是锯丝上各点的线
就是这种情况的特例。由以上讨论可知，电镀金刚
力ｄｐ减小，直至和相邻点处的相等。加工开始阶段
率半径变小，从而使线锯上该点对工件材料的线压
ｄｐ大于其它点，则在该点处加工速度加快，线锯曲
若在加工过程中，锯丝上某点对工件的线压力
（５）
ｄｐ＝ｄＦ／ｒ．
（４）式得
由于ｄＦ，和ｄＦ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则由（３）式、
（４）
ｄＦ：＝ｄｐ·ｒ·ｄ日．
位线压力），则锯丝对工件的压力为
设单位长度的锯丝对工件的压力为ｄｐ（称为单
（３）
－“·、、
匀，形成一条连续光滑的曲线。
应力逐渐减小，最后达到稳定的状态，应力分布均
速度较快。随着切割的进行，接触弧线的长度增加，
和工件只在局部的棱角处相接触，其应力很大，切割
渐开线基圆半径。由此可知：开始锯切时由于锯丝
变化大的部位Ｆ值增加的也大，如图３所示，ＯＣ为
锯丝接触弧长的增加而增加。此外，锯丝曲率半径
等，在锯丝松边Ｆ值较小，而从松边到紧边，Ｆ将随
在锯切过程中，锯丝上各点所受拉力Ｆ并不相
由１．２节可知切割抗力沿工件宽度方向产生了
工件切割部分的力平衡，求出线锯的切割轨迹。
力进行解析，建立切割加工时的模型日１，通过考虑
首先对锯丝在稳定状态下因切割抗力产生的应
电镀金刚石线锯锯切轨迹的受力
１．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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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线压力与接触半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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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Ｆ．到Ｆ，．也同样处理。
向作用的均布载荷Ｆ¨Ｆ。，从Ｆ。到Ｆ．使用（７）式。
均布负荷，将切割力Ｆ。，Ｆ。分别设为沿工件宽度方
电镀＆刚Ⅱ线锯锯切轨ｍ的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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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则可分别用（８）式、（９）式表示。，
如果考虑任意点（，、Ｙ）的ｚ轴方向、ｙ轴方向的山平
触工件和滑轮的部分为曲线状；除此之外则为直线，
力和挠曲角分别设为Ｆ．．和ｎ另外．锯丝的形状、接
Ｙ）的张
直方向为，轴，线锯接触工件的任意点（ｔ
工件开始接触的部忙为娘点，取水半方向为＊轴、铅
０Ｆｄ图４为圈ｌ中切割部分的放大模型．以锯丝和
量ｙ：
点（，．，）的倾角，因此可按（ｉ】）式求出锯丝的挠曲
由（８）式、（９）式．口ｆ按（１０）式求出错丝在任意
‘９１
Ｆ…∞ｎ
（８）
０Ｉ＋Ｆ。』＝Ｆ．，ｃｏｓ口，
Ｆ¨ｃｏｓ
ｓ…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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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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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进行补偿，提高切割精度。
位发生偏左或者偏右的移动。在加上中可以埘这些
度相对长度越大．而夹持位置可以使直线度高的部
线度高的地方在工件宽度的中间部分．工件越宽．直
范围内增大，曲线的直线度越好，包角越小。曲线直
由曲线可知：在苴它条件一定时张力“在一定
１（１Ｉ）
５ｘ
模匿Ｅ＝２
８×１０’ｋｇ，ｍ。工件的材料属性：杨氏
量密度ｐ＝７
２８．质
ｘ１０’ＭＰａ．泊橙比旷０
性：杨氏模量Ｅ＝２．２
按照ＡＮＳＹＳ的要求，对锯丝定义如下材料属
０直接建立模型。
有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Ｉｌ
化为光滑的＿盘属蛙。简化后模犁””简单直接用
是验证切割过程中血力的变化晴况．故锯丝模型简
山于电镀金刚石线锯锯丝建模复杂，而仿真只
ｌ４２电
行耦台自由度约束。，
Ｐ为保证工件各点位移沿ｘ方向一致，在侧面上进
件在侧面Ｊ二施加＝、Ｙ位移约束，＊片向施加力约柬
由度，保群：自由腰（每个节点有３个自由度）。Ｔ
Ｙ位移约粜，：方向施加力约束Ｆ（限制锯挫ｚ、Ｙ自
根据实验的实际装夹要求，在锯丝丙端施加ｚ、
网格划分。
格划分．前期工件采用映射阄格划分，后期采用自由
精度的方面考虑和同格划分要求，锯丝采用自由网
单元由于整个模型为轴对称的实俸模型，从提高
比较广泛的ＳＯＬＩＤ４５体单元；锯丝选用ＳＯＬＩＤ９２体
上件的单元类型选用弹性结构宅闻问题中使用
０×１０’ｋ巴／ｍ
Ｐ＝４
２１＋质量密度
曲量Ｙ基本稳定．如割达到稳定状态。
ｄ’），应力ｄｐ＝ｄＦ。．／ｒ趋向于定值，应力分布均匀，挠
段，Ｔ件中心也开始受到切割ＪＪ的作用（如图３中
条状．挠曲量Ｙ进一步税累；图５（ｄ）阶段是稳定阶
半ｉ｝进一少变大，应力ｄｐ＝ｄＦ．．／ｒ分布平缓呈长线
变阶段，接触弧妊难一步加大（如图３中ｃ’），曲率
积累：圈５（ｃ）阶段是加工过渡状态与稳定状态的转
大，应力如＝ｄｉｅ．．／ｒ分布呈短线条状，挠曲量Ｙ开始
７，曲率半径变
部的点接触变为弧线接触如图３中ｂ
碎极限的地方去除后得到的状忠．即锯丝与上件端
出现：图５（ｂ）阶段足将图５（ａ）段应力达到材料破
ｒ很大，主要集中在端部呈点状分布，挠曲量ｙ开始
图３中ｎ’），相同张力ｄＦ．．的作用下．麻力如＝ｄＦ。／
此时锯丝和工件的端部点接触，曲率半径很小（即
图５（ａ）是锯切的开始阶段＋锯丝剐接触工件表面，
布变化情况，锯坷过程的仿真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ｄ）４个于阶段来模拟整个锯切过程的应力分
ｃ）、
有限元仿真通过目５（ａ）、图５（ｂ）、圆５ｔ
ｅ｝÷Ｆ。。‘ｉ＝ｎ帅Ｂ
。
ｘ电镀金刚石线锯锯切过程的有限元计算
Ｔ，
””’、”。ｕ“
１０’ＭＰａ，｝１３杜１比舻０
（１０）式在Ｔ件宽度５上积分得
镀金刚石线锯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镀金刚石线锯锯切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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