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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学院简介
University and school profil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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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胶东工业
学校

山东轻工
业学院

齐鲁工业
大学

中国科学院
山东分院

山东省
科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1948 1978 2013

1958 1979

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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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区：

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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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博士

各类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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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 为发挥科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优势，2020年6月，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山
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实现一体化深度融合，共同支撑机械学科建设；2021
年，两院共同组建机械工程学部，开启了“科教融合2.0”建设新征程。

机械
与汽
车工
程学
院

师资
水平
持续
提升
计划

激光
研究
所

山东
省机
械设
计研
究院

能源
研究
所

自动
化研
究所

海洋
仪器
仪表
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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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结构

副教授39人（34.8%）

其他（42.9%）

教授25人（22.3%）

学院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治学严谨、

结构合理的教职工队伍，一线教师112人，

博士90人。

研究院科研人员109人，专业

技术人员1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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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结构

正高13人（12.9%） 副高45人（44.5%）

中级40人（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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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刀具与高效加工团队简介
Team profile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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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 主要团队成员
团队方向 方向成员 职称 学历

先进刀具

许崇海 教 授 博士

陈照强 教 授 博士

肖光春 副教授 博士

衣明东 副教授 博士

张静婕 副教授 博士

周婷婷 副教授 博士

高效加工

苏国胜 教 授 博士

方 斌 教 授 博士

魏高峰 教 授 博士

沈学会 教 授 博士

杜 劲 副教授 博士

张培荣 讲 师 博士

许崇海，二级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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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先进刀具技术

• 陶瓷刀具、涂层刀具、金属陶瓷刀具

• 摩擦学设计与应用

 高效加工技术

• 难加工材料高速/高效加工技术

• 高效加工装备

 机械设计与制造

• 轻工装备

• 智能装备

SPS-625HF
FIB聚焦离子束

doo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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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介绍

 承担科研项目：

先后承担包括科技部973计划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

山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山东省重大创新工程等国家和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50余项。

 科研成果：

• 先后在Wear、J Eur Ceram Soc、机械工程学报等国内外重要期刊

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被SCI/EI收录近25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40余项、PCT国际发明专利2项，专著2篇。

• 先后获得教育部提名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

奖1项、三等奖2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中国商业联合会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5项，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自然科学）5

项，山东省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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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与意义
Purposes and significanc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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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切削中，大量切削液的使用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严重污染了环境，还直接危害
了操作工人的身体健康。

清洁生产已经深入人心，而高速切削技术、超精密加工技术以及新型难加工材料的出现、
发展与应用，对刀具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清洁生产与绿色制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符合我国“双碳”战略目标，而研制更
高力学性能的刀具或具有自润滑特性的刀具是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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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添加固体润滑剂的自润滑刀具，其力学性能和润滑性能往往无法兼顾，限制了该类型刀
具的应用。而，金属陶瓷刀具因具有高的硬度、良好的耐磨性、良好的红硬性、优良的热导率以
及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抗粘结能力，表现出巨大的高速干加工应用潜力。

尽管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就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烧结温度高和时间长导致的
耗能高和纳米颗粒烧结易长大、设备复杂或烧结均匀性不佳等的难题。

本研究着力于研制高性能新型金属陶瓷刀具，旨在解决面向清洁生产的卡脖子刀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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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内容
Main research contents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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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于残余应力增韧机制获得高性能金属陶瓷刀具

深入研究了微纳米陶瓷材料的晶粒生长驱动力与烧结工艺之间的关系，提出并成功在金属陶瓷刀具内部

形成了多层核壳微观结构，有效强化了晶界，金属陶瓷刀具的强韧性由此得到改善。

图1 纳米粉体与核壳粉体 图2 多层核壳微观结构的形成方法 图3 多层核壳微观结构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20, 817:153197； Ceramics International, 
2021, 47(22):32075-32085 ; Materials, 2019, 12(23):398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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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TiCN刀具内部形成的晶内残余应力 图5 (W,Ti)C刀具内部塑性裂纹特征

特别是，基于残余应力增韧机制，核壳结构使裂纹扩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二次齿形裂纹，且多个裂纹分

支与主裂纹的夹角由53°逐渐增加至62°（图16），超过Schardin塑性材料裂纹分支理论中预测的60°。

4.1 基于残余应力增韧机制获得高性能金属陶瓷刀具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Ceramics International, 2020, 46(8):12145-12155；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ractory 
Metals and Hard Materials, 2021, 100:10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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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采用放电等离子超高速烧结实现界面可控强化

图10 超高速烧结条件下烧结温度与Z轴位移、电流、烧结时间、真空度的关系 图11  SPS-HF625烧结炉的内部结构

基于放电等离子烧结原理，深入研究了不同烧结速率下Z轴位移、电流与烧结时间的关系，揭示了放电等离

子烧结条件下烧结体的电场分布和电流密度，结果表明，放电等离子烧结金属陶瓷刀具适合在超高烧结速率

条件下进行。

相关研究成果投稿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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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超高速烧结条件下烧结温度与Z轴位移、电流、烧结时间的关系

超高烧结速率意味着在

较 低 烧 结 温 度 下

（≤1400 °C）产生极高

的 电 流 强 度 （ ＞ 4200

A）；对于 (Ti,W)C 金

属陶瓷刀具来讲，合理

的 烧 结 速 率 为 500

℃/min，此时刀具力学

性能最优。

4.2 采用放电等离子超高速烧结实现界面可控强化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Ceramics International, 2022,,48(11):15613-1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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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晶界处高分辨透射电镜, (b) (a)中局部放大图, (c) (b)中局部放大图, (d) (b)中电子衍射图, (e) 

(b)中电子衍射图, (f) (b)中电子衍射图

超高速烧结方法强化
了颗粒放电效应，极
大促进了晶界处的原
子扩散，并 形成金属
与陶瓷晶体间的共晶
格晶界（图 13），
大幅度强化了晶界并
实现了力学性能的大
幅提升。

4.2 采用放电等离子超高速烧结实现界面可控强化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ractory Metals and Hard Materials,2022,105:10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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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W)C 金属陶瓷材料的抗弯强度、维氏硬度和断裂韧性分别达到最大值
1340.90±23 MPa、18.42±0.4 GPa 和 11.96±0.23 MPa·m1/2，其它烧
结条件为烧结温度 1400 ℃，保温 10 min 和 30 MPa 压力

4.2 采用放电等离子超高速烧结实现界面可控强化

国无工不强，志以工业兴邦

图14 刀具扫描电镜照片，a-f分别为烧结速率由300-80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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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仿 生 海 胆 结 构 和
Lamer晶体结晶理论，提

出并设计了一种非均匀异
相成核-热还原法，研制出

一种海胆状镍包钼合金
(Mo@Ni)复合粉体。该海
胆状金属复合粉体在SPS

烧结条件下固溶迅速，有
效促进烧结致密化，抑制
缺陷的产生和基体晶粒的
异常长大。

4.3 金属陶瓷刀具界面固溶强化机制

Combined map Elemen

t

Numbe

r

Elemen

t

Symbol

Element

Name

Atomi

c

Conc.

Weigh

t

Conc.

42 Mo Molybdenu

m

85.82 90.82

28 Ni Nickel 14.18 9.18

Ni                Mo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Materials Today Communications，2022, 31:10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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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Mo@Ni复合粉体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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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该Mo@Ni为粘结相，在1325 ℃、保温10 min、压力20 MPa和升温速率400 ℃/min（电流＜4000A）烧

结条件下，刀具的硬度达到17.54±0.23 GPa，断裂韧性为 12.37±0.46 MPa·m1/2，抗弯强度为 1550±23 MPa。

图16 烧结温度1350 ℃ ，烧结压力30 MPa, 保温时间10min，烧结速率400 ℃/min时
(W,Ti)C/Mo@Ni/Co金属陶瓷的高倍扫描电镜照片

4.3 金属陶瓷刀具界面固溶强化机制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Int J Refract Met H ，2022， 107：105901

国无工不强，志以工业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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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陶瓷-金属陶瓷微观组织渐变的类涂层刀具

国无工不强，志以工业兴邦

图17 类陶瓷涂层刀具（CCL）制备示意图和扫描电镜照片

将陶瓷 纤维引

入刀具 表面 ，

研制了 类陶瓷

涂层刀 具 ，其

具有陶瓷-金属

陶瓷微 观组织

渐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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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不同温度下的界面，b-d依次为 1400-1500℃图18 EDS分析结果

4.4 陶瓷-金属陶瓷微观组织渐变的类涂层刀具

Al

Si W

样品 硬度GPa 韧性MPa·m1/2 强度MPa

CCL 23.35 8.37 1328

均质 17.31 12.05 1226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Ceramics International, 2021, 47(3):4206-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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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利用三维编织陶瓷纤维在刀具表面自生成微织构

(a) Si元素

(d) Co元素 (e) Ni元素 (f) Mo元素

(b) W元素 (c) Ti元素

图20 三维编织陶瓷纤维增强叠层金属陶瓷刀具

图21 刀具界面处的EDS分析

国无工不强，志以工业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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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WT3D刀具在加工时刀-屑接触区域示意图以及表面织构形貌

(a) 切削示意图 (b) 刀屑接触区域 (c) WT3D刀具示意图

(d)表面织构形貌 (e)表面织构深度 (f)表面织构宽度

结果表明，在刀具前刀面形成表面微织构，降低了刀具与加工工件的接触区域中的实际接触长度，以图

(f)中所选区域为例，实际接触长度比名义接触长度降低了56.46%。

4.5 利用三维编织陶瓷纤维在刀具表面自生成微织构

国无工不强，志以工业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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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添加三维编织陶瓷纤维后，刀具在切削过程中前刀面摩擦系数显著降低；与均质刀具相比，

WT3D刀具的前刀面摩擦系数降低了35.4%。

(a) 切削力变化 (b) 摩擦系数变化

图23 WT、WT2D、WT3D三种刀具切削45#淬硬碳钢的切削力与前刀面摩擦系数变化

（45#钢，切削速度vc=200 m/min, 背吃刀量为ap=0.2 mm, 进给量f=0.102 mm/r）

4.5 利用三维编织陶瓷纤维在刀具表面自生成微织构

国无工不强，志以工业兴邦

直径25mm的圆刀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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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结合自润滑和微量润滑的双重润滑切削技术

润滑方式 刀具型号 固体润滑剂 切削液

干切削(D) TM 无 无

微量润滑(M) TM 无 MQL

自润滑(S) TMC@10 CaF2@Al2O3 无

双重润滑(S+M) TMC@10 CaF2@Al2O3 MQL

图24 切削力、切削温度与后刀面磨损量

一方面，在金属陶瓷刀具中引入核壳固体润滑剂；另

一方面，借助微量润滑技术，利用固体润滑对内摩擦

区与微量润滑对外摩擦区的双重润滑作用，明显降低

了切削力和切削温度，延长了刀具寿命，并有利于改

善刀具表面加工质量。

国无工不强，志以工业兴邦

30



YT15+干切削(D) WT+干切削(D)

WTC+干切削(D) WTC+双重润滑(S+M)

4.6 结合自润滑和微量润滑的双重润滑切削技术

国无工不强，志以工业兴邦

图25 不同切削方式下的切削加工
（40Cr，切削速度vc=350 m/min, 背吃刀量为ap=0.2 mm, 进给量f=0.102 mm/r）

刀片

直径25mm刀片

直径12mm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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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润滑刀具
Ra1.0-1.1 μm

YT15

Ra大于1.6 μm

双重润滑
Ra0.8μm左右

4.6 结合自润滑和微量润滑的双重润滑切削技术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机械工程, 2022, 33(5).61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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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不同切削方式下的加工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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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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