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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可持续发展 – 人类共同追求

可持续性 

环境 
(地球)

社会
 (人)

经济
 (利润)

━ 定义
联合国世界委员会将可持续性和
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满足当代人
需求的同时，并不损害后代人满
足自身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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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为什么可持续性值得关注?

当今 未来

年
度

资
源

消
耗

*

*任何资源：能量，
物质，水，空气，
等。

当前资源消耗 高效资源消耗

“可持续性”资源消耗

━ 可持续性参考构架

可持续增长率

我们该如何实现这
种“斜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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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为什么要在制造业中实现可持续性?

n 制造是人类所有活动中资源最密集的过程。

n 制造业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1/3 以上。

n 在欧盟, 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 并且占了所有工作岗位的
20%。

n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最大为33%，2025年还将进一步增加。

n 对于可持续制造，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考虑，例如： 创新, 产品设计, 可循环, 
能源消耗, 低碳技术, 碳排放税立法, 电力行业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1] Talaei A, Ahiduzzaman M, Kumar A. Assessment of long-term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mitigation potentials in the chemical sector. Energy. 2018 Jun 15;153:231-47.

[2] Torn IA, Vaneker TH. Mass Personalization with Industry 4.0 by SMEs: a concept for collaborative networks. Procedia 
manufacturing. 2019 Jan 1;28:135-41.

[3] Wang X, Wei Y, Shao Q. Decomposing the decoupling of CO2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20 Jan 1;152:10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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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为什么要在制造业中实现可持续性?

2020年人均CO2排放量排名 2021年1-5月中国各制造业用电量占比图

中国制造业用电量占社会总用电量的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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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什么是可持续制造?

n可 持 续 制 造 被 定 义 为 
“制造产品的过程应尽
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节约能源和自然资
源，对雇员、社区和消
费者来说是安全的，而
且在经济上是可靠的”。
（美国商务部及CIRP定
义，）

[1]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challenges at the product, process and 
system levels. CIRP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 Jan 1;2(3):1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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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可持续加工

可持续加工

碳排放

环境影响

环境友好型
冷却/润滑

剂
个人健康

制造成本

能源消耗

▬ 定义：通过基于切削的减材过程生产产品，以无污染、最大限度地减少和保存能

源和自然资源，对员工、社区和消费者来说经济上是可靠和安全的。[CIRP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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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1] Ecological trends in machining as a key factor in 
sustainable production – A review,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具有可持续性的冷却与润滑技术
(��=200 m/min; ��=0.06; ��=5 mm; ��=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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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 演变

p 关于可持续加工的最早研究，即低温切削(以液氮
或低温CO2为冷却剂)，最早报道于20世纪50年代。
但其初衷是为了延长刀具寿命，提高加工质量，
而不是考虑环境保护。

p 随着高速切削技术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干切削可以用于金属切削，特别是用于硬切削。
(面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节约成本等压力。)

p 然而，干切削需要适当的措施(或新的切削介质)来
补偿切削液的缺失，特别是切削难加工材料时。

干切削

低温切削

具有可持续性的冷却与润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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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在合适的切削条件下，干切削与高性能切削
相比，污染排放和累积碳排放更低。

[1] Sustainabili ty assessment of  dry 
turning Ti-6Al-4V employing uncoated 
c e m e n t e d  c a r b i d e  t o o l s  a s  c l e a n 
manufacturing process

▬ 干切削

1. 干切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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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2.低温加工

− 低温液氮
低温切削是用液氮(LN2)等低温介质代替普通
的水冷或雾冷却剂作为机加工冷却剂的过程。

它可以在难以加工的材料上产生一些惊人的效
果——足以抵消执行这种工作所需的特殊设备
和液氮的费用。

低温切削已应用于各种切削过程，如钻孔、铣
削、车削和磨削。这些材料主要是难加工材料，
如淬硬钢、高温合金、钛合金和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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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 低温液氮：优势
• 更高的经济效益

[1] Economical and ecological cryogenic machining. J. 
Manuf. Sci. Eng.. 2001 May 1;123(2):331-8.

2.低温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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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 MQL 切削：优势

•环保措施: MQL的流量较
小，如10ml/h～200ml/h，
远小于常规冷却中的30～
120l/h。

•节 能 : 与 冷 却 液 相 比 ，
MQL的节能可高达60%。
合适条件下，MQL可以将
传统的冷却成本降低到总
加工成本的15-17%。

参考：霍克斯公司

3.微量润滑(MQL)切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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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管道
主轴

低温制
冷系统
中所用
的微型

泵

油雾混合喷嘴

预冷和控制
系统

压缩空气

能量
工作台

低温MQL原理图

高效的换热效果

单循环通道换热

3.微量润滑(MQL)切削

━ 低温MQL 切削



Page 18© ACT LAB, NUAA

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xxxx-xx  框架 / 材料: PH13-8Mo 不锈钢

湿式切削 CMQL

总加工时间 (h) 641 497 ↘ 22.46%
刀具总成本
(RMB: yuan) 95070 74506 ↘  21.63%

yyyy-yy  框架 / 材料: PH13-8Mo 不锈钢

湿式切削 CMQL

总加工时间(h) 663 509 ↘ 23.22%
刀具总成本
(RMB: yuan) 132581 102925 ↘ 22.37%

zzzz-zz  横梁 / 材料: PH13-8Mo 不锈钢

湿式切削 CMQL

总加工时间 (h) 639 502 ↘ 21.44%
刀具总成本
(RMB: yuan) 71511 56458 ↘ 21.05%

总加工时间:

                                  ≥20%.

刀具总成本:

                                 ≥20%.

3.微量润滑(MQL)切削

━ 低温MQL 切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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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二氧化碳 (CO2) 相变和干冰

Ø 干冰的温度（-78oC）比液态CO2低得多

Ø 干冰直接升华成气体，实现快速降温，且干冰升
华潜热（652kJ/kg）远高于LN2蒸发潜热
（411kJ/kg）

Ø 干冰是化工的副产品，环保、经济

Ø  冷却速度可以通过改变干冰颗粒的大小来控制

Ø 重于空气，吸收水蒸气，提供比 LN2 更好的润滑

Ø 可与任何类型的油或液体混合。只降温并蒸发

Ø 维持液体低温的时间长，并有表面清洁作用
 

CO2固-气-液相图

− CO2 相变

固态CO2

液态CO2

气态CO2

超临界CO2

升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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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混合乙醇-酯油-干冰润滑冷却

提出了混合乙醇-酯油-干冰润滑冷却 ：

q乙醇作为冷却剂

q干冰作为冷却剂。

q酯油（VASCOMILL MMS FA-1，Blaser SWISS LUBE）用作润滑剂。

不含冷却剂/润滑剂 干冰 (-78oC)冷却剂/润滑剂

（1）乙醇 （1）乙醇-干冰

（2）酯油
(VASCOMILL MMS FA-1) （2）酯油-干冰

（3）混合乙醇-酯油 （3）混合乙醇-酯油-干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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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选择混合润滑油的影响因素

根据现有文献

n 高效冷却
n 摩擦学
n 经济的
n 环境友好型

可生物降解

摩擦学行为

快速溶解干冰

快速溶解颗粒

高传热

乙
醇

可生物降解

优越的润滑性

缓慢溶解干冰

快速溶于乙醇

热稳定性

酯
油

[1]. Enhancement of heat transfer rate of high mass flux spray cooling by ethanol-
water and ethanol-tween20-water solution at very high initial surface temperature
[2]. Tribological behavior and machining performance of non-hydrogenated 
diamond-like carbon coating tested against Ti– 6Al– 4V: Effect of surface 
passivation by ethanol.
[3]. Increasing efficiency of Ti-alloy machining by cryogenic cooling and using 
ethanol in MRF

[4].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astor oil-ethanol blended coolant 
under minimum quantity lubrication turning of difficult-to-machine 
materials
[5].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heat transfer of spray cooling with 
the mixture of ethanol and water
[6]. Tribological Behavior of Ti3SiC2 Against Si3N4 and Al2O3 in 
Flowing and Non-Flowing Etha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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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混合润滑-冷却机制

干冰 乙醇

酯油（润滑油）

(冷却液)

冷却 润滑/减摩

混合润滑-冷却下的铣削加工

§ 与周围环境相比，扩大温
度梯度。

§ 通过蒸发增加冷却。
§ 增强热交换。

混合润滑-冷却油雾
(HLCM)

油雾

切削刀具

减少摩擦热

MQL

乙醇-油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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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新型混合润滑-冷却的研究内容
1.热物理特
性

•密度

•比热

•导热系数

•动力粘度

2.摩擦学特性

•摩擦系数

•摩擦力

• 3D 表面形貌

•扫描电镜

3. 传热特性

•表面温度

•热通量

•传热系数
4. 切削性能
• 切削温度
• 表面完整性
• 刀具磨损
• 冷却/润滑机制

1

2

3

4

提出一种新
的混合润滑-
冷却方式

冷却剂/润滑剂

乙醇

酯油

乙醇-酯油(1:0.25)

乙醇-酯油(1:0.5)

乙醇-酯油(1:1)

4.干冰混合冷却润滑切削



Page 24© ACT LAB, NUAA

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热物理性质

q干 冰 的 加 入
降低了比热。

 (a) 不加干冰 (b) 干冰

q干 冰 的 加 入
降低了粘度。

4.干冰混合冷却润滑切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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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润滑-冷却剂的摩擦学特性

n 摩擦试验机： 安东帕 销盘式
n 销=WC-6Co (直径=8mm); 盘=Ti-6Al-4V
n 施加载荷=5N; 旋转. 速度 N =100rpm
n 旋转. 时间t = 60min;圆半径r =10mm  

 (a) Ti-6Al-4V的显微组织  (b) WC-6Co销的显微图
布鲁克轮廓仪 SEM (S-4800)

盘面 销面

[1]. Tribological behavior of WC-6Co against Ti–6Al–4V 
alloy under novel cryogenic ethanol-ester oil dry-ice hybrid 
lubri-cooling, Tribolog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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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摩擦系数 µ

n干冰的加入降低了摩擦系数

 (a) 不加干冰  (b) 干冰

[1]. Tribological behavior of WC-6Co against Ti–6Al–4V alloy under novel cryogenic ethanol-ester oil 
dry-ice hybrid lubri-cooling, Tribolog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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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圆盘划痕的摩擦学和 SEM 分析

[1]. Tribological behavior of WC-6Co against 
Ti–6Al–4V alloy under novel cryogenic ethanol-ester 
oil dry-ice hybrid lubri-cooling, Tribology 
International

乙醇-酯油-干冰 (1:1)

干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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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传热系数 h (W/m2C)

n添加干冰增加了热传递

(a) 无干冰  (b) 混合干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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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铣削Ti-6Al-4V 时的仿真与试验温度

      干切:

乙醇-脂油-干冰: 

仿真温度T = 923oC~939oC, 
试验温度 T = 879oC~905oC 

仿真温度T = 836oC~1000oC
试验温度T = 797oC~948oC

仿真温度T = 702oC~819oC 
试验温度 T = 692oC~800oC

仿真温度T = 787oC~800oC
 试验温度 T= 762oC~778oC

n添加干冰显著降低
切削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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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表面粗糙度 Ra

n在混合乙醇酯油中加入干冰可以降低表面粗糙度

− 无干冰切削 − 混合干冰切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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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工件表面硬度 HV

n在混合乙醇-酯油中添加干冰可提高表面硬度

− 无干冰切削 − 混合干冰切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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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混合润滑冷却液下的刀具磨损

− 无干冰切削 − 混合干冰切削

n在混合乙醇酯油中添加干冰可提高刀具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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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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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切削过程能源效率

加工过程能效

实时切削功率比总功率，反映切
削瞬时的能源效率

瞬时能效：
Instantaneous energy 

efficiency

能源利用率：
The energy utilization 

ratio

比能效：
Specific energy 

efficiency

整个加工过程中切削消耗的能量
比机床消耗的总能量，反映切削
过程累积的能源效率

单位能量切除的材料体积，反映
去除材料的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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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能源和资源节约策略

机床工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功率 能源节约策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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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润滑冷却下铣削 AISI-52100 的实验装置



Page 37© ACT LAB, NUAA

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切削介质流量影响（冷却液、低温液氮）

冷却液冷却流量对切削比能的影响 LN2流量对主轴功率和切削功率的影响

(��=200 m/min; ��=0.06; ��=5 mm; ��=1.5 mm)



Page 38© ACT LAB, NUAA

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MQL系统参数与切削比能

38

冷却液流量对MQL辅助
硬铣削的切削比能影响

(��=200 m/min; ��=0.06; ��=5 mm; ��=1.5 mm) , MQL   

空气压力对MQL辅助硬
铣削的切削比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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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冷却润滑方法的综合比较
(��=200 m/min; ��=0.06; ��=5 mm; ��=1.5 mm)

顺铣、逆铣对切削比能的影响 刀具磨损—切削条件: 干切、微量润滑、切削液冷却、低温
液氮冷却、低温微量润滑等分别对应切削速度 120、 200、

220、255和 300 m/min 

平
均

后
刀

面
磨

损
量

, V
B

(µ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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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报告内容

1. 背景 

2. 清洁切削

3. 不同冷却/润滑切削条件下的能效

4. 切削加工可持续性 

5.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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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生产率和能源效率

制造过程可持续性必须对能效和生产率综合优化

经济
效益能效 生产率

能量消耗

加工耗能

辅助耗能

能量利用率

材料去除量

加工时间

刀具磨损

主轴利用率

产品合格率

材料去除量

综合优化
产品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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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累计能耗、比切削能和比能效

用相同刀具寿命法（STLM）对生产率和比能效
率（SEE）进行分析，刀具寿命=15分钟

STLM下的各种冷却润滑下能耗的比较

仅考虑能源消耗方面，干切削
的单位刀具总能量最低。

考虑生产液氮所需能量，低温MQL的累积总
耗能最高，但切削比能最低，比能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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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电力碳足迹

STLM下铣削过程不同水平的碳排放 硬铣削过程中的比碳排放量

(��=200 m/min; ��=0.06; ��=5 mm; ��=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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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可持续加工指导

加工过程/产品可持续性价值的量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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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加工可持续性评估方法

加工过程/产品可持续性价值的量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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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可持续加工的能量集成启发式算法及验证

整体性能指标（O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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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MQL、纳米流体MQL和混合纳米流体MQL的总体评估结果

HNFMQL

• OPI 越大越好

可持续加工的能量集成启发式算法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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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报告内容

1. 背景 

2. 绿色冷却润滑加工

3. 不同冷却/润滑切削条件下的能效

4. 切削加工可持续性 

5.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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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结束语

Ø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生产过程消耗大量的能源并产

生大量的排放与一定的污染，大力发展具有低能耗、低排污、高效率的

可持续加工技术将成为制造业新的发展趋势。

Ø 现阶段推进可持续加工技术的应用，需重点考虑高效率和高效益。研究

开发具有高效率、高能效和环境友好特性的复合冷却润滑切削技术将有

效推动可持续加工技术的发展。

Ø 为满足制造业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发展，综合优化加工效率和加工能效

，发展可持续加工系统技术，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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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清洁切削技术前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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