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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浓度对金刚石锯片切割性能的影响研究①
王凤荣，刘少华，陈哲，刘一波
（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１０２２００）

摘要：文中制做了∞１８０、０２３０、０３５０ｍｍ的Ｃｕ—Ｎｉ．Ｆｅ基刀头型激光焊通用锯片和０１８０、０２５０、０３５０ｍｍ
的Ｃｕ基热压陶瓷片．通过切割花岗石、水泥和瓷砖，考察了锯片中金刚石求度对锯片的锋利度和切割寿命
的影响．指出：在锯片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金刖石浓度越高，锯片寿命越长，而锯片的ｉ大切割速度则随
着金刚石痕度的增加而呈抛物线规则变化，先增后减，有一最大值，并且对应这个ｉ大切割速度的金刖石
浓度随锯片直径、被加工材料的不同而不同．文中结论对于配方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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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前言

在配方设计方面影响锯片切割性能的主要因素除了
胎体成分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金刚石参

众所周知，评价锯片的使用性能一般从三方面去

数。这里的金刚石参数包括金刚石的品级、粒度、浓

考虑：切割效率、切割寿命、切边效果。根据被切割材

度，由于这几个参数对锯片的综合作用很错综复杂，

料不同，某些锯片切边效果可以不去考虑，因而切割

一般都单独去考察。金刚石浓度是影响锯片使用性能

效率和切割寿命是评价锯片使用性能的最主要因素。

的一个重要参数，传统的观点认为，在金刚石品级、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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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超硬材料制品的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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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确定的情况下，金刚石浓度越高，锯片寿命越长，锯

Ａ／ＡＷ一６０＃一Ｌ级砂轮获得。

片锋利度越差‘１￣引。本文通过大量试验得出结果与上
表２湿切瓷砖连续边锯片制备基本条件及工艺参数表

述观点不相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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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片规格（ｍｍＸｍｍＸｍｍＸｍｍＸｍｍ）金刚石浓度（％

１．１锯片制备
文中用热压刀头、激光焊接的方法制得１４片激
光焊通用型锯片（ＬＷ系列），所用金刚石粒度为４０／
５０，胎体为Ｃｕ．Ｎｉ—Ｆｅ基，烧结温度为８４５℃，保温
２ｍｉｎ。用整体热压烧结方法制得１３片热压连续边缘
型瓷砖片（ＨＰ系列），所用金刚石粒度为８０／７０，胎体

为Ｃｕ基，烧结温度为７８０。Ｃ，保温３０ｍｉｎ。每种锯片制
备的基本条件和工艺参数在表ｌ和表２中给出．
表１通用型锯片制备基本条件及工艺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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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试验结果与分析
图１中给出了①１８０、圣２３０、①３５０Ｃｕ—Ｎｉ—Ｆｅ基刀
头型激光焊通用锯片切割速度随金刚石浓度的变化
情况，①１８０、＠２５０、圣３５０Ｃｕ基热压陶瓷片切割速度随
金刚石浓度的变化情况在图２中给出。从中我们可以
看到以下三点：第一，对于任一相同规格的锯片，胎体
配方相同，金刚石浓度不同，切割相同的材料，切割速
度随金刚石浓度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即随着金刚石

浓度的增加，切割速度逐渐增加，当增加到一定值后
开始下降，如圣３５０Ｃｕ—Ｎｉ—Ｆｅ基刀头型激光焊通用锯
片切割石材时，金刚石浓度为１５％时，切割速度为
３．５ｍ／ｍｉｎ，当金刚石浓度增加到２５％时，切割速度达
１．２切割方法

到最大值４ｍ／ｍｉｎ，随后随金刚石浓度的增加，切割速

本文中切割试验在７．５ｋＷ的桥式锯切机上进

度开始下降，当金刚石浓度为３５％时，切割速度降到

行，锯片线速度为３５ｍ／ｓ。激光焊刀头型通用锯片切

２．２ｍ／ｒａｉｎ。第二，锯片规格不同，对应切割速度最大

割石材和水泥，热压连续边缘型锯片切割瓷砖。被切

值的金刚石浓度也不同，锯片规格越大，对应切割速

石材为４５０ｒａｍ（长）×２０（厚）ｒａｍ高粱红石板．被切水

度最大值的金刚石浓度越高。如：切割石材时，

泥为６００ｍｍ（长）×５０ｒａｍ（厚）Ｃ３０老水泥，被切瓷砖

ＬＷｌ８０锯片在金刚石浓度为１５％时，切割速度达到

为６００ｍｍ（长）×１０ｍｍ（厚）冠军牌通体玻化砖，切割

最大，ＬＷ２３０锯片在金刚石浓度为２０％时，切割速度

石材、水泥时为干切，切割瓷砖时为湿切，通过上述切

达到最大，ＬＷ３５０锯片在金刚石浓度为２５％时，切割

割获得切割速度数据，寿命数据是通过切割２５ｒａｍ厚

速度达到最大。第三，对于相同规格、相同胎体配方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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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片，切割材料不同，获得切割速度最大值的金刚石

—◆．ＬＷｌ８０—－Ｉ ＬＷ２３０—★－ＬＷ３５０

浓度也不同。如：ＬＷｌ８０锯片切割石材时金刚石浓度
２００

为１５％时，切割速度值达到最大，而切割水泥时获得
舍１５０

最大切割速度的金刚石浓度则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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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各种规格锯片切割寿命随金刚石浓度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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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ｌ几种规格锯片（通用片ＬＷ系列）切割
速度随金刚石浓度的变化情况

图３给出了０１８０、０２３０、０３５０Ｃｕ．Ｎｉ—Ｆｅ基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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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激光焊通用锯片和０１８０、０２５０、０３５０Ｃｕ基热压陶
瓷片切割速度随金刚石浓度的变化情况。从中我们可
以看到：对于相同规格、相同胎体配方锯片，在切割相
同的被加工材料时，切割寿命随着金刚石浓度的升高
而增加，这同传统的观点相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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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片在切割过程中，锯片的寿命取决于参与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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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锯片在切割相同的被加工材料时，金刚石浓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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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锯片寿命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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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浓度（％）

当金刚石浓度太低时，参与切割的金刚石刃太
少，每个金刚石刃需切割的面积较大，承受的冲击力

图２几种规格锯片（热压瓷砖片ＨＰ系列）切割
速度随金刚石浓度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ａｗ ｂｌａｄ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ｗ
ｂｌａｄｅｓ ｆｏｒ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ｔｉｌ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和压力大，金刚石易碎裂和脱落（见图４照片ａ），因而
切割速度慢。随着金刚石浓度的增加，每颗金刚石承
受的冲击力和压力减小，金刚石碎裂和脱落情况减
轻，金刚石出刃较好，因而切割速度增大。当金刚石增
到一定浓度后，再增加作用在金刚石上的阻力增大，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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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不易出刃（图４照片ｃ），切割速度下降，浓度增
加得越多，切割速度下降得越大。因而，金刚石浓度与
切割速度的关系曲线为类似抛物线曲线，在拐点处金
刚石浓度处于二者适中位置，金刚石出刃较好而碎裂
和脱落情况又较少（图４照片ｂ）。

３结论
（１）对于相同规格、相同胎体配方的锯片在切割
相同的被加工材料时，金刚石浓度越高，锯片寿命越
长。
（２）对于相同规格、相同胎体配方的锯片在切割
相同的被加工材料时，锯片的切割速度随着金刚石浓
度的增加而呈抛物线规则变化，先增后减，有一最大
值。
（３）锯片规格不同，对应切割速度最大值的金刚
石浓度也不同，锯片规格越大，对应切割速度最大值
的金刚石浓度越高。
（４）对于相同规格、相同胎体配方的锯片，切割
材料不同，获得切割速度最大值的金刚石浓度也不
同。

参考文献：
［１］王秦生等．金刚石锯片使用性能影响因素系统分析口］．金刚石
与磨料磨具工程，２００１（５）：４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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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Ｗ３５０锯片切割过程中切割面金刚石出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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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将大力发展金刚石工具等产业
。十一五”时期，石家庄市将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近日，从石家庄有关方面获悉，在近年来的发展中，一些
优势产业逐步显现，其中，金刚石工具等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外享有声誉且具有较
强开发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与此同时，新材料技术及产业也是该市着力发展的重头戏．
紧跟新材料向功能化、复合化、智能化发展的国际趋势，立足于尽快形成产业优势，充分利用信息和计算机管理
技术，以新材料制备、材料成型、材料表面处理、改性、复合加工等关键技术为主攻方向，加强材料设计、制造工艺控
制、材料在线检测分析等要害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发展对石家庄市国民经济有重要支撑作用、市场需求量较大、实
现产业化基础较好的新材料产品，加速推进新型功能材料、新型金属材料、非金属及其复合材料的产业化。在新型功
能材料方面，积极开发特种材料制备技术，积极推进金刚石膜、功能陶瓷等高性能功能材料产业化，鼓励发展稀土功
能材料及其制品，重点研发微粉材料制备技术．

（来源：今日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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