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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了提高非球面光学模具的表面质量和加工效率。方法 分析当前非球面超精密抛光方式及其
特点，针对小口径非球面光学模具，提出一种小球头接触式抛光及磁流变抛光的组合加工方法，对小球头
进行设计，并抛光碳化钨圆片，对比小球头接触式抛光及轴向、径向、水平方向磁极的永磁体球头的磁流
变抛光的加工性能。分别对编号为 1#、2#、3#等 3 个相同轮廓形状的碳化钨非球面模具进行单一方式抛光试
验和组合加工试验。结果 通过对小球头抛光碳化钨圆片的加工性能进行分析发现，接触式抛光小球头的去
除率为 926.5 nm/h，表面粗糙度达到 4.396 1 nm；轴向、径向、水平方向磁极的永磁体小球头磁流变抛光的
去除率分别为 391.7、344.3、353.7 nm/h，表面粗糙度分别为 1.425 2、1.877 6、1.887 5 nm。对采用组合加
工方法抛光碳化钨非球面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时发现，非球面 1#在单一接触式抛光 60 min 后表面粗糙度从
8.786 6 nm 降至 3.693 2 nm；非球面 2#在单一磁流变抛光 60 min 后表面粗糙度从 8.212 1 nm 降至 1.674 5 nm；
非球面 3#在组合抛光方法下先进行 15 min 接触式抛光，再进行 15 min 磁流变抛光，表面粗糙度从 8.597 2 nm
降至 1.269 4 nm，面形精度由 175.2 nm 提高到 138.4 nm。结论 组合加工方法可以弥补单一抛光方法的缺陷，
并能有效地提高工件的面形精度。与单一接触式抛光方法相比，组合加工方法获得的表面质量更好，抛光
后表面粗糙度为 1.269 4 nm，远小于单一接触式抛光下的 3.693 2 nm；与单一磁流变抛光方法相比，组合加
工方法更高效，将样件抛光到同等级别粗糙度所需时间从 60 min 减少至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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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Process of Small Ball-end Contact Polishing and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for Small Aperture Aspheric surface
YAN Xiao-qianga,b, WANG Hana,b, ZHANG Jia-ronga,b, YAO Hong-huib, ZHU Xiang-you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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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mprove the surface quality and processing efficiency of aspheric optical molds. The current
ultra-precision polishing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spheric surfaces are analyzed, proposed a combined process of small
ball-end contact polishing and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for small aperture aspheric surface optical molds. The small ball is
designed, and the tungsten carbide disc is polished. Compare the ball-end contact polishing and the above three kinds of
different direction of the magnetic pole of permanent magnet ball-end of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processing performance.
Three tungsten carbide aspheric molds with the same surface shape numbered 1#, 2#, and 3# were subjected to a single method
polishing test and a combined processing test. The results of these tests are as follows: When analyzing the processing
performance of the small ball-end polished tungsten carbide wafer, the removal rate of the contact polishing small ball-end is
926.5 nm/h, and the surface roughness(Ra) reaches 4.396 1 nm, the removal rates of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of permanent
magnet small-end with axial, radial and horizontal magnetic poles are 391.7 nm/h, 344.3 nm/h, and 353.7 nm/h, and the surface
roughness is 1.425 2 nm, 1.877 6 nm, and 1.887 5 nm. When verify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bined processing method of
the polished aspheric surface,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aspherical surface 1# is decreased from Ra 8.786 6 nm to Ra 3.693 2 nm
after single contact polishing for 60 min;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aspherical surface 2# is decreased from Ra 8.212 1 nm to Ra
1.674 5 nm after single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for 60 min; under the combined process, aspherical surface 3# was
subjected to 15 min contact polishing and then 15 min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the surface roughness was decreased from
Ra 8.597 2 nm to Ra 1.269 4 nm, and the form accuracy was improved from PV 175.2 nm to PV 138.4 n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ined process can compensate for the defects of the single polishing method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orm
accuracy of the workpiece.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contact polishing method, the surface quality obtained by the combined
process is better, and the Ra after polishing is 1.269 4 nm, which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3.693 2 nm under single contact
polishing; Compared with the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method, the combined process is more highly efficient, it can
reduce the time required to polish the sample to the same level of roughness from 60 min to 30 min.
KEY WORDS: small aperture aspheric surface;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small ball-end; combined processing; surface
roughness; form accuracy

随着光电通信、航空航天、国防等产业的高速发
展，对高精度的小口径非球面光学元件的需求日益增
长 [1]。目前，玻璃非球面光学元件的大批量生产方式
主要为热压成型，这对模具的加工精度有着极高的要
求 [2-3]。碳化钨具有硬度高、耐磨高、强度高等特点，
在模压成型加工的高温环境下性能稳定，因此常常被
用作玻璃热压成型的超精密模具材料。目前，碳化钨
非球面模具加工的主要方法为超精密磨削后再抛光，
而针对小口径非球面模具超精密抛光的主要方式有
射流抛光、离子束抛光、磁流变抛光、黏弹性抛光头
结合游离磨粒抛光等 [4-5] 。射流抛光依靠磨粒射流冲
击作用去除材料，非常适用于小口径深凹非球面的抛
光，但抛光去除率不高，去除函数也不稳定 [6-8] 。离
子束抛光不与工件接触，能够轻松获得无损伤的表

面，但加工效率极低、加工环境苛刻 [9]。磁流变抛光
的加工过程确定可控、加工结果精确可测，能够获得
比传统机械加工更好的面形精度和更低的表面粗糙
度，抛光后一般不会出现表面损伤 [10-12]。目前，常规
的磁流变抛光采用轮式抛光，难以适应微小凹非球面
工 件 的 加 工 ， QED 公 司 的 Maloney 等 [13] 开 发 出
Φ10 mm 的微小抛光轮，仍无法加工曲率半径小于
7 mm 的凹面。当采用非轮式的小抛光工具进行抛光
时，虽然能够实现小曲率半径工件的加工，但是加工
效率较低。尹韶辉等 [14-15]研制了一种以小型的圆柱形
永磁体为抛光头的斜轴磁流变抛光技术，在对口径为
8 mm 的凹非球面进行抛光后，表面粗糙度降至 1 nm，
但总抛光时间长达 120 min。采用黏弹性抛光头结合
游离磨粒抛光时，抛光头易磨损，需要不断修整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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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形状来保证加工精度，严重影响了加工效率
[16-17]
。受到弹性层结构和材料的限制，抛光头难以小
型化，很难实现小口径小曲率半径工件的加工 [18]。
针对上述问题，文中对传统的黏弹性抛光头结合
游离磨粒抛光方式进行改善，并结合小工具磁流变抛
光方式，提出以小球头为抛光头的接触式抛光与磁流
变抛光组合的加工方法，弥补了单一加工方式的缺
陷，实现了小口径非球面高效率、高质量的超精密抛光。

1

技

2022 年 7 月

术

具有一个恒定间隙 Δ（在接触式抛光时 Δ 为 0）。针对
以上要求，采用螺旋式进给方式进行加工，如图 2 所
示，在 xOz 平面内，工件轴 B 的摆动中心为 R，初始
加工 G0 位置时使工件轴线及抛光头接触点 P 同时与
z 轴重合，通过 X、Z、B 三轴联动，则能实现对后续
位置 Gi 的加工。

小球头接触式抛光与磁流变抛光
组合加工的原理

将 2 种抛光方式集成在一个装置上，先对工件进
行接触式抛光，利用该抛光方式去除率高的特点将磨
削产生的加工痕迹和表面缺陷快速去除，并获得较好
的形状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然后再于同一工作位置转
换为磁流变抛光方式，将工件的表面质量和面形精度
进一步提升，2 种加工方式在转换过程中无需进行重
复装夹和对刀，有效提高了加工效率。
该装置的基本原理如图 1 所示，X、 Z 为直线伺
服轴，B 为摆动伺服轴，W、 C 分别为抛光主轴和工
件主轴，工件安装在位于轴 B 上的三维微调器上，轴
B 安装在固定于基座的轴 X 上，微动平台 Y 安装在 Z
轴上，抛光轴 W 夹持住抛光头，并固定于滑块上，
与之相匹配的导轨固定于微动平台 Y 上，且与 Z 轴平
行，旋转中心为 Q 的连杆一端与滑块连接，另外一
端安装有配重块，利用杠杆原理调节配重块相对于旋
转点 Q 的位置，可以很方便地调节抛光头，以对工
件施加压力。为了避免加工小曲率半径深凹零件时抛
光杆与工件发生干涉，抛光轴 W 与 z 轴间的夹角可
以进行调节，文中的夹角固定为 45°。
在加工过程中，需要保证工件受到的压力为理想
的正压力（抛光头接触点的法线方向始终与工件加工
点的法线方向一致），还需要保证工件与抛光头之间

图 1 组合抛光装置原理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bined
polishing device principle

1.1

小球头接触式抛光

小球头接触式抛光原理如图 3 所示，抛光轴 W
的转速为 w1，工件轴 C 的转速为 w2，抛光轴 W 与 z
轴的倾角 θ 为 45°，用聚酯纤维弹性绒布材料的抛光
模包裹小球头，将磨粒镶嵌于抛光模表面，由抛光模
包裹的抛光头与工件接触，并对工件施加压力 F，在
压力 F 及抛光模与工件的相对运动下使材料从工件
表面去除。

图 2 加工路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process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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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头磁流变抛光

磁流变抛光方式的基本原理如图 4 所示。抛光轴
W 的转速为 w1，工件轴 C 的转速为 w2，抛光轴 W 与
z 轴的倾角 θ 为 45°，工件与抛光头之间的间隙为 Δ，
永磁体小球头在间隙中形成梯度磁场。当磁流变液从
喷嘴中射出通过该间隙时，在梯度磁场作用下形成了
柔性抛光模，磨粒析出，并镶嵌于抛光模上，抛光模
与工件产生了相对运动，进而对工件表面材料进行去
除 [15]。随着抛光头的转动，柔性抛光模在进入加工间
隙时被挤压变形，从加工间隙中离开时又会重新恢
复，这实现了磨料的更新自锐，使得加工过程中材料
的去除变得更加稳定高效。

2
2.1

小球头设计及加工性能分析
接触式抛光小球头

在传统的黏弹性抛光头结合游离磨粒抛光过程
中，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修整抛光头形状，以保持加工
精度。为了解决该问题，设计了如图 5 所示的接触式
抛光小球头，抛光杆由抛光轴夹持，厚度为 0.3 mm
的聚酯纤维抛光模包裹并固定在球头上。小球头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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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材料，并进行淬火处理，可以根据加工工件的
类型选用合适的球头直径，文中采用直径为 Φ2.4 mm
的球头。在抛光过程中，由于包裹着抛光模的小球头
一般不会受到损伤，因此每次加工完成后只需更换新
的抛光模，便可进行下一次加工，不用对抛光头进行
修整，极大地提高了加工效率。
采用自行研制的组合抛光装置（见图 6）的接触
式抛光方式对直径 Φ25 mm、高度 4.5 mm 的碳化钨
圆片进行试验，以金刚石颗粒为磨粒，在圆片半径为
2~5 mm 内以进给速度 2 mm/min 来回抛光 18 min，
具体工艺参数如表 1 所示。
采用 Contour GT–X3 白光干涉仪测量碳化钨圆
片抛光前后的表面微观形貌和表面粗糙度，如图 7a
所示。抛光前的初始表面存在大量规则的磨削痕迹，
表面粗糙度为 9.366 5 nm。抛光后如图 7b 所示，规
则痕迹得到了有效去除，但是出现了更细微的划痕，
表面粗糙度降低到 4.396 1 nm。为了计算平均高度去
除率 M，利用 Matlab 根据面形轮廓计算其去除体积
V，再根据式（1）求解。
S
(1)
M
V t

图 3 小球头接触式抛光原理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inciple of contact polishing with small ball-end

图 4 小球头磁流变抛光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inciple of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with small ball-end

·278·

表

面

技

2022 年 7 月

术

图 5 接触式抛光小球头
Fig.5 Contact polishing small ball-end：a) schematic diagram; b) physical map;
c) small ball-end wrapped in polishing pad

图 6 组合抛光装置小球头接触式抛光方式
Fig.6 Small ball-end contact polishing method of combined polishing device
表 1 接触式抛光试验工艺参数
Tab.1 Contact polishing test process parameters

算得到去除体积 V，再根据式（1）—（2）计算得到
平均高度去除率 M 为 926.5 nm/h。

Polishing parameters

Value

Abrasive particle diameter/μm

0.5

Polishing head rotating speed/(r·min−1)

180

2.2.1

Workpiece rotating speed/(r·min )

150

Polishing pressure/N

1.5

磁流变抛光小球头采用永磁体球头与抛光杆的
组合式设计，如图 9 所示。抛光杆与永磁体球头使用
黏合剂进行粘接，永磁体球头在作为励磁装置的同时
还作为抛光工具，有效减小了抛光头的尺寸。永磁体
球头的直径与 2.1 节中的接触式抛光小球头直径一
致，材料为强磁性的 N35 钕铁硼，其磁特性见表 2。

−1

Polishing range/mm

2~5

Feed speed/(mm·min−1)

2

Polishing time/min

18

式中：t 为抛光时间，此次试验中 t 为 0.3 h；S
为工件的抛光面积，可由式（2）计算。
S  （Rmax 2 -Rmin 2）
(2)
式中：Rmax、Rmin 分别为圆片抛光范围的最大半
径和最小半径，此次试验中 Rmax 取 5 mm，Rmin 取 2 mm。
采用 UA3P 3D series 轮廓测量仪对抛光后的圆
片进行测量，面型轮廓如图 8 所示。在 Matlab 中计

2.2

2.2.2

磁流变抛光小球头
结构设计

永磁体球头不同磁极方向磁场仿真与分析

球型永磁铁的磁极分布在一条直径的两端，因此
可以在永磁体球头与抛光杆粘接时使得磁极有不同
方向。在 y–z 平面中，定义磁极方向与抛光杆轴线一
致的方向为轴向，与抛光杆轴线垂直的方向为径向，
与 y 轴平行的方向为水平方向。上述 3 个方向磁极形
成的磁感线分布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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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碳化钨圆片表面微观形貌
Fig.7 Surface micromorphology of tungsten carbide wafer: a) initial surface (Ra 9.366 5 nm); b) polished surface (Ra 4.396 1 nm)

由图 10 可以看出，当磁极方向为轴向时，无论
抛光头如何转动，永磁体球头的两极方向始终不变，
因此产生了一个恒定的磁场；当磁极方向为径向和水
平方向时，磁极方向随着抛光头的转动发生改变，这
将导致永磁体球头产生周期性的动态变化磁场。从抛
光过程的稳定性考虑，稳定的磁场所形成的稳定的
“磨头”更有利于实现去除的稳定性，也有利于实现
表面粗糙度的一致性。
表 2 N35 钕铁硼材料磁特性
Tab.2 Magnetic Properties of N35 Nd-Fe-B Magnet
图 8 碳化钨圆片接触式抛光后表面轮廓
Fig.8 Surface profile of tungsten carbide
wafer after contact polishing

图 9 磁流变抛光小球头
Fig.9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small ball-end:
a) schematic diagram; b) physical map; c) polishing
head for adsorbing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Performance

Value
−1

Minimum magnetic induction coercivity/(kA·m )

859

Maximum working temperature/℃

80

Minimum intrinsic coercivity/(kA·m−1)

955

Residual magnetic induction/T

1.17~1.21

Maximum magnetic energy product/(kJ·m−3)

287

为了进一步探究磁极方向对磁场成型的影响规
律，为后续抛光试验结果分析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采用 COMSOL Multiphysics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上述 3
个磁极方向的永磁体球头进行磁感应强度分布仿真
分析。首先对空气域包裹的抛光头和非球面模具的三
维模型进行网格划分，抛光头与工件之间的间隙 Δ 为

图 10 磁感线分布
Fig.10 Schematic diagram of magnetic line：a) axial magnetic pole; b) radial magnetic pole; c) horizontal magnetic pole

·280·

表

面

图 11 永磁体球头磁感应分布有限元模型
Fig.11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magnetic inducti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of permanent magnet ball head

图 12 磁感应强度分布 y–z 方向视图
Fig.12 y-z direction view of magnetic inducti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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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m，抛光头与 z 轴的倾角 θ 为 45°。为了节省计
算时间，设置空气域网格为中等，抛光头和非球面模
具的网格设置为极小。由于粘接永磁体的抛光杆为非
导磁材料，模具材料又为非磁性的碳化钨，因此将抛
光杆、模具和空气域的磁导率均设置为 1。将 N35 钕
铁硼永磁体球头的磁导率设置为 1.04，剩余磁通密度
为 1.21 T。网格化后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11 所示，模
拟的磁感应强度分布 y–z 方向视图如图 12 所示。
随着抛光头的转动，不同磁极方向的小球头在工
件表面形成的磁感应强度分布也会产生变化。轴向磁
极在工件表面形成的磁感应强度分布如图 13 所示，无
论抛光头怎么转动，磁感应强度分布始终不变，并且
保持圆形，中心的磁感应强度最大（0.52 T）。当磁极
方向分别为径向和水平方向时，磁感应强度分布如图
14—15 所示，其变化周期分别为 π 和 2π，1 个周期内
均值分布的最大磁感应强度分别为 0.41 T 和 0.45 T。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轴向磁极的磁感应强度
不但稳定，且形成的磁感应强度最大，材料去除率也
相对最大 [19]，这将在后续试验中进行验证。

图 13 轴向磁极磁感应强度分布
Fig.13 Axial magnetic pole magnetic inducti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图 14 径向磁极磁感应强度分布
Fig.14 Radial magnetic pole magnetic inducti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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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水平方向磁极磁感应强度分布
Fig.15 Magnetic inducti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magnetic poles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2.2.3

永磁体球头不同磁极方向抛光性能分析

基于上述讨论的 3 种不同磁极方向的抛光头，采
用如图 16 所示的组合抛光装置的磁流变抛光方式对
直径 Φ25 mm、高度 4.5 mm 的 3 个碳化钨圆片进行
抛光试验。为了与接触式小球头抛光进行对比，采用
的磨粒和其他的加工工艺参数均与表 1 一致，磁流变

抛光过程中具体的试验参数见表 3。
碳化钨圆片抛光前的表面微观形貌见图 17a，可
见磨削痕迹清晰，表面粗糙度为 9.599 3 nm。采用轴向、
径向和水平方向磁极的小球头抛光后的表面微观形貌
分别如图 17b—d 所示，可见磨削痕迹均得到了有效去除，
表面粗糙度分别降低至 1.425 2、1.877 6、1.887 5 nm。

图 16 组合抛光装置小球头磁流变抛光方式
Fig.16 Small ball-end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method of combined polishing device
表 3 磁流变抛光试验工艺参数
Tab.3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test process parameters
Polishing parameters
Abrasive particle diameter/μm
Mass fraction of abrasive particles/%
Carbonyl iron powder diameter/μm
Carbonyl iron powder mass fraction/%
Mass fraction of deionized water/%
Other additives mass fraction/%

Value
0.5
9.5
3
25
62.5
3

Polishing parameters
Polishing head rotating speed/(r·min−1)
Workpiece rotation speed/(r·min−1)
Machining gap/mm
Polishing range/mm
Feed speed/(mm·min−1)
Polishing time/min

Value
180
150
0.1
2~5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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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碳化钨圆片表面微观形貌
Fig.17 Surface micromorphology of tungsten carbide wafer：a) initial surface (Ra 9.599 3 nm); b) polished surface
of axial magnetic pole (Ra 1.425 2 nm); c) polished surface of radial magnetic (Ra 1.877 6 nm);
d) polished surface of horizontal magnetic pole (Ra 1.887 5 nm)

采用 UA3P 3D series 轮廓检测仪测量工件的表
面轮廓，测量结果如图 18 所示。利用 Matlab 根据工
件面形轮廓计算去除体积 V，再由式（1）—（2）求
出相应的高度去除率 M。其中，轴向磁极的高度去除
率最大值为 391.7 nm/h，径向磁极的高度去除率最小

图 18 采用 3 个磁极方向小球头抛光
碳化钨圆片 18 min 后的截面轮廓
Fig.18 Cross-section profile of the tungsten
carbide disc after 18 minutes of polishing with
small ball heads in three magnetic pole directions

值为 344.3 nm/h，水平磁极的高度去除率（353.7 nm/h）
位于二者中间，这与 2.2.2 节仿真得到的磁感应强度
结果一致。
在上述磁流变抛光试验中，3 个磁极方向的小球
头均能将工件表面初始的磨削痕迹和表面缺陷去除，
并且抛光后的工件表面粗糙度相近。考虑到轴向磁极
方向的小球头拥有最大的去除率，在去除过程中磁场
较稳定，可见轴向磁极方向为小球头的最佳磁极方
向。文中后续磁流变抛光试验中的永磁体小球头均采
用轴向磁极方向。
用轴向磁极方向的抛光头对碳化钨圆片进行定
点抛光 60 s，抛光头的速度设置为 180 r/min、抛光间
隙为 0.1 mm，抛光后的单点去除函数如图 19a 所示。
已知磁感应强度的分布便能计算理论去除函数[15, 20-22]，
以轴向磁极方向在工件表面形成的磁感应强度分布
计算的去除函数如图 19b 所示，实际的去除函数与
理论的去除函数分布相似，但是去除面积不一致。
这是因为当抛光头粘接永磁体球头时，实际磁极方
向与理论磁极方向有一定的误差，这导致实际的磁
感应强度不稳定，进而使得抛光去除过程中的有效
面积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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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轴向磁极去除函数
Fig.19 Axial magnetic pole removal function：a) actual removal
function; b) theoretical removal function

3

非球面模具抛光试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证明组合加工方法的有效性，以金刚石颗粒
为磨粒，对如图 20 所示的相同轮廓形状的 3 个碳化
钨非球面模具进行抛光试验，非球面在抛光前均进行
了超精密磨削，编号分别为 1#、2#、3#。

Contour GT–X3 白光干涉仪观察工件表面的微观形
貌，并测量其表面粗糙度。采用 UA3P 3D series 轮廓
测量仪对非球面进行面形精度检测，并对表面粗糙度
进行可靠性验证，其结果与白光干涉仪测量的值一
致，最终以白光干涉仪测量的表面粗糙度作为评价
指标。

图 20 碳化钨非球面模具
Fig.20 Tungsten carbide aspheric mould

非球面模具的加工口径为 Φ11.2 mm，面型由式
（3）确定。

z

x2  y 2
Rb  Rb2  (1  K )( x 2  y 2 )

n

  A2 j ( x 2  y 2 ) j (3)

图 21 碳化钨非球面模具表面形状
Fig.21 Tungsten carbide aspheric mold surface profile

j 2

式中：R 为基圆半径；K 为非球面系数；A 为非
球面高次偏离系数。
非球面的具体形状如图 21 所示，中心为“凹部
分”，两边为“凸部分”，整体呈“M”形。使用组合
抛光装置对非球面 1 # 进行了接触式抛光，对非球面
2#进行了磁流变抛光，对非球面 3#则采用接触式抛光
与磁流变抛光组合加工方式。在抛光过程中，采用

3.1

小球头接触式抛光

对 1#试样采用表 1 的工艺参数进行了 60 min 的
接触式抛光，抛光时间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如图
22 所示，抛光前后的工件表面微观形貌和面形精度
如图 23—24 所示。
由图 22 可以看出，1#非球面在 0~15 min 内表面
粗糙度下降得非常明显，但是在 15 min 后表面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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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本不变，抛光 60 min 后表面粗糙度从 8.786 6 nm
降至 3.693 2 nm。从图 23a 中可以看出，工件在抛光
前存在大量的由规则磨削痕迹和加工缺陷所引起的
凹坑和凸起，凸起的尖端部位受到抛光头的压力最
大，也最容易被去除，因此在加工初期这些凸起基本
被去除，表面粗糙度急剧下降。由于该抛光方式的去
除率较大，在抛光 15 min 内工件凸起的尖峰被磨平
后，还对该工件的表面进行了整体去除，所以在抛光
15 min 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变化甚微，趋于饱和。该
加工方式的抛光头对磨粒的把持力较大，从图 23b
中可以看出，随着加工的进行，在去除磨削的痕迹
后，工件表面慢慢地引入磨粒刮擦的痕迹，这是导
致表面粗糙度无法再持续下降的原因。从图 24 中可
见，非球面的面形精度由抛光前的 303.1 nm 降至
149.5 nm，这说明接触式抛光能够改善非球面的面
形精度。

3.2

小球头磁流变抛光
对 2#非球面采用表 3 的工艺参数进行了 6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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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磁流变抛光，抛光时间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如
图 25 所示，抛光前后的表面微观形貌和面形精度如
图 26、27 所示。
从图 25 可见，在 60 min 的抛光过程中，表面粗

图 22 抛光时间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Fig.22 Effect of polishing time on surface roughness

图 23 1#非球面抛光前后的表面微观形貌
Fig.23 1 Aspheric surface micromorphology before and after polishing：a) before the polishing
(Ra 8.786 6 nm); b) after 60 min contact polishing (Ra 3.693 2 nm)
#

图 24 1#非球面抛光前后的面形精度
Fig.24 1 Aspheric surface shape accuracy before and after polishing：a) unpolished surface profile
accuracy PV 303.1 nm; b) surface accuracy PV 149.5 nm after contact polishing for 60 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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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度一直在下降。这是因为磁流变抛光的去除率比接
触式抛光的低，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将加工表面残留
的磨削痕迹去除。从图 26 可见，磨削阶段产生的加
工痕迹和表面缺陷被去除，加工后的表面基本无损
伤，表面粗糙度从 8.212 1 nm 降至 1.674 5 nm。从图
27 可见，非球面的面形精度从 193.0 nm 降至 105.4 nm。
这是由于磁流变抛光的去除率较低，对凸起部位的去
除效果更大 [23]，抛光过程中很难使面形误差增大，在
一定时间内还能改善面形精度。

3.3

·285·

表面粗糙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 28 所示，抛光前
后的表面微观形貌和面形精度如图 29—30 所示。

接触式抛光及磁流变抛光组合加工

对 3#非球面首先采用与 3.1 节相同的工艺参数进
行 15 min 的接触式抛光，然后再采用与 3.2 节相同的
工艺参数进行 15 min 的磁流变抛光，非球面在接触
式抛光完成后无需再进行装夹和对刀，只需更换抛光
头便可进行后续磁流变抛光。在加工过程中，工件的

图 25 抛光时间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Fig.25 Effect of polishing time on surface roughness

图 26 2#非球面抛光前后的表面微观形貌
Fig.26 2 Aspheric surface micromorphology before and after polishing：a) before the polishing
(Ra 8.212 1 nm); b) after 60 min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Ra 1.674 5 nm)
#

图 27 2#非球面抛光前后的面形精度
Fig.27 2#Aspheric surface shape accuracy before and after polishing：a) unpolished surface profile accuracy
PV 193.0 nm; b) surface accuracy PV 105.4 nm after 60 min of magnetorheological po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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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抛光时间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Fig.28 Effect of polishing time on surface roug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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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8 可见，非球面在 30 min 的组合加工过程
中，经过 15 min 的接触式抛光后能够快速将表面粗糙
度降低，再通过 15 min 的磁流变抛光后能够进一步提
升工件的表面质量，最终表面粗糙度达到 1.269 4 nm。
从图 29 可见，组合加工不仅去除了磨削留下的规则
痕迹和加工缺陷，而且未带入新的加工痕迹，这表明
接触式抛光后产生的磨粒刮擦痕迹在磁流变抛光阶
段被去除，这便是接触式抛光后的非球面再进行磁流
变抛光还能继续提升表面质量的原因。从图 30 可以
看出，非球面的面形精度从抛光前的 175.2 nm 提高
至 138.4 nm，这表明组合加工方法对工件的面形精度
同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图 29 3#非球面抛光前后的表面微观形貌
Fig.29 2 Aspheric surface micromorphology before and after polishing：a) before the polishing
(Ra 8.597 2 nm); b) after 30 min combined polishing (Ra 1.269 4 nm)
#

图 30 3#非球面抛光前后的面形精度
Fig.30 3 Aspheric surface shape accuracy before and after polishing：a) unpolished surface profile accuracy
PV 175. 2 nm; b) surface shape accuracy PV 138.4 nm after combined polishing for 30 min
#

分析以上结果可以得出，组合加工方法在获得
与单一磁流变抛光相同表面质量的同时提高了抛光
效率；与单一接触式抛光对比，组合加工后非球面
模具的表面粗糙度为 1.269 4 nm，远小于单一接触
式抛光后的表面粗糙度（3.693 2 nm）；与单一磁流
变抛光相比，组合加工方法将抛光时间从 60 min 缩

短至 30 min。

4

结论

针对小口径非球面光学模具抛光提出了一种使
用小球头作为抛光工具的接触式抛光与磁流变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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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合加工方法，通过小口径非球面模具的单一方式
抛光试验和组合抛光试验对该加工方法的有效性进
行了验证，得到如下结论。
1）在小球头磁流变抛光方法下，轴向磁极方向
的小球头具有最大的去除率，且抛光后工件的表面粗
糙度最低。
2）在组合加工方法中，工件无需二次装夹，提
高了加工效率。
3）接触式抛光方法能够快速获得较好的加工表
面，但是会产生新的加工痕迹；磁流变抛光方法能够
获得极佳的表面质量，但是需要更多的加工时间；组
合加工方法充分结合了 2 种抛光方式的优点，不但能
够消除接触式抛光所产生的加工痕迹，使表面粗糙度
降至 1.269 4 nm，远小于单一接触式抛光下工件的表
面粗糙度（3.693 2 nm），而且还提高了加工效率，使
抛光时间从磁流变抛光下的 60 min 缩短至 30 min。
4）采用组合加工方法可以明显改善工件的面形
精度，碳化钨非球面模具的面形精度从 175.2 nm 提
高至 138.4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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