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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超音波加工法（USM）對鑄鐵硬脆材料鑽細長孔，已被認為是一種極有效
率且可獲得高精度的加工法。在 USM 的加工過程中，雖然脆性破壞（微切屑）支
配著材料移除機構，若不能適當地控制加工參數，便會造成粗糙度差及較深的次
表面裂紋。本實驗藉由 USM 製程對於材料移除機構、加工表面之完整性及刀具磨
耗形態與加工條件相互關係之研究，來確保加工品質及增進加工效率。在實驗中
以鑽石刀具及 20KHz 之超音波高頻振動，另外加工參數如磨粒粒徑大小及進給量
及孔之品質等都是本文所討論的重點。

關鍵字：超音波加工、量測檢測、鑄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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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UTTING CONDITIONS ON THE HOLE
QUALITY BY COMPARING COMMON
CUTTING WITH ULTRASONIC CUTTING
Shu-Lung Wang、Win-Shin Liao＊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Ultrasonic machining (USM) is considered to be a very effective and relatively
accurate way to drill deep holes in cast iron of brittle materials. Although brittle fracture
(micro-chipping) is the dominant materials removal mechanism utilized by the USM
process, poor surface roughness and deep penetrated cracks are the consequence if the
machining parameters are not properly controlled.
To ensure the process efficiency, effort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y to correlate the
material removal mechanisms, surface integrity and tool wear involved in the RUM
process to the machining conditions. Diamond-impregnated tools were used in the
experiment and the ultra-sonic vibration frequency was kept at 20 KHz. The effects of
machining variables such as grit size、feedrate and hole quality were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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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脆性材料之開孔方法有超音波、雷射、電子束、水刀等，依材料之機械性質、
孔徑、孔深、孔精度之要求不同而異。鑽孔加工(Drilling)隨著零件的迷你化，鑽孔
直徑縮小化當屬必然的現象。以往小孔徑都是以高速綱鑽頭和深孔鑽頭進行小孔
加工，這些鑽頭由於加工效率低，故無法滿足目前性能要求。小孔徑鑽孔加工是
屬於外界供油加工，同時由於切屑排除困難，所以必須採行分段鑽孔加工(step
drilling)，因而欲縮短加工時間似乎不大可能。小孔徑加工中可能發生的故障及其
發生的比例，而最容易發生的麻煩應該是折損，其主要的原因大部份是切屑阻塞
引起。然而，由於小孔徑幾乎都是 L/D=5 以上的深孔，故切屑在高速鋼鑽頭裡對
鑿鋒緣(chisel edge)有重大影響，很容易產生過當的止推力。同時會使同心圓的形
狀變差。結果將會導致材質性剛性相互作用，並使鑽頭產生撓曲，被鑽穴彎曲、
孔徑擴大等，孔穴精度不良現象。為克服上述缺點之考量及滿足加工效率、切屑
排出及鑽頭形狀、剛性等要求，開發能夠從事小孔徑穩定加工之極小直徑內部供
油鑽頭乃是迫不及待之要務。
目前日本九州大學正在從事附有超音波振動小徑鑽孔加工之切削機構，超音
波振動對加工精度的影響效果，在傾斜面上孔穴加工的適用性，各種展延性材料
上的適用性及直徑 50μm 等極小徑鑽頭適用效果進行研究，以下是較為明確的研究
成果。1. 由於有超音波振動的關係，除了因摩擦降低使切屑變薄，並增加切屑排
出速度外，更會因為鑽頭中心側及稜角側之切屑排出速度差減少，故橫向捲繞切
屑會變小，而且會形成平滑螺旋狀或帶狀的切屑，使切屑排出更為順暢，因而不
需要分級進刀即可從事深孔加工。2. 因有超音波振動，故對抑制孔穴入口處鑽頭
振顫振動有相當程度的效果。因此也不易產應變圓(Strain round)藉著鑿尖鎚繫作用
限制鑽頭，鑽頭笸加工物件間歇性接觸，降低鑽頭彈性變形恢復力及摩擦力，相
對的也能減少徑向作用力的變動。3. 因增加了超音波振動，在傾斜孔加工裡孔穴
的應變也變小了。4. 藉由超音波振動，使用直徑 60μm 極小徑鑽頭從事不銹鋼鑽
孔加工變得更容易。鑽石加工唯一微加工過程，僅切削幾 μm 的深度。最小深度值
為刀刃半徑之函數【1】，新的鑽石刀具切刃半徑大約為 0.2μm，且切削深度約為
40nm。對窄的切削和低進給、低切削力加工時大約需幾牛頓力而已【2-4】。王等
【5】認為可建立預測 RMS 粗糙度預測模型（model）機制，持續建立真圓度及圓
柱度等鑽孔後圓孔輪廓標準差、變異數之統計量數。本研究即在探討不同加工方
式對鑄鐵材料加工性能實驗。以切削刀具加工鑄鐵材料不同於其他工件材料，切
削性能及切屑移除方式會直接影響加工後孔之品質及精度，一般評估方式為工件
孔之品質例如同心度、真圓度、圓周度、偏轉度及粗糙度等。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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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超音波加工作用原理
超音波加工控制之變因有下列幾項：
(一) 切削進給速率
(二) 超音波功率
(三) 頻率範圍
(四) 推擊力
(五) 振幅
其加工作用可分為兩種：
(一) 振動衝擊力：其加工壓乃由切削進給速率控制，其機器原理構造例【6】如圖
（一）所示超音波之衝擊力係由下列關係控制：
1. 頻率：作用頻率對於鑽孔效率有重要影響，美國 BRANSON 公司曾針對頻
率做探討，採用三個不同主軸分別安裝三個不同共振頻率 16、20、24KHz。
最低 16 KHz 為人耳可聽覺，而高頻率為刀具尺寸所控制且夾持較為困難，
經由實驗認定 20KHz 為三者中較佳者。
2. 振幅：振幅與功率之關係可由下式表之：
P＝2π2ym2υ2μV
（P＝功率，ym＝振幅，υ＝頻率，μ：線性密度 M/L， V＝波速）
(二) 孔蝕：孔蝕作用來自切削液，根據 Bernouli's Equation 對不可壓縮流體
P1＋1/2ρV12＋ρgy1＝P2＋1/2ρV22＋ρg y2＝const,
亦即
△P＋1/2ρ△V2＋ρg△y＝0
流體因受超音波所造成之壓力差，會在工件表面形成蒸氣泡（Vapor bulb）
。當
壓力差不斷增加時蒸氣泡不斷擴大，當超過流體之表面張力時而爆裂，此時
流體之流速差極大，此種動能可能造成工件表面之碎裂並且大量帶走切屑，
此種現象在深孔加工時可明顯看到。
TAO

叁、實驗方法
一、實驗建立和條件
本實驗係針對超音波加工精密度之測試，實驗改進 RUM 技術，並比對投影
式 、 光 學 顯 微 鏡 式 等 精 度 檢 測 。 RUM 實 驗 機 為 UMT-3 三 軸 CNC 超 音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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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BAYAMA KIKAI（SIMCO）INTL;LTD.TOKYO,JAPAN）
，RUM 實驗機機型
如圖（二）所示。主要機構包含超音波主軸系統、資料擷取系統、和冷卻系統。
主軸系統包含超音波主軸電源供應和馬達進給控制，電源供應輸出可將交流電頻
率 50Hz 轉換成 20KHz 之高頻，此進給壓電轉換器位於超音波主軸內，將電子式
超音波轉換成機械式震動，馬達位於主軸上方，供應刀具旋轉運動和不同之進給
速度之控制。工件材料為鑄鐵材料（FC-30）。UMT-3 使用（Branson Sonic Power）
鑽石刀具，刀具直徑分別為 Ø 1.5mm、Ø 3.0mm、Ø 6.0mm、Ø 8.0mm，磨料粒度
（grit mesh size）為＃325、＃200，變化不同刀具直徑對加工孔精度之檢測。

二、孔精度定義及檢測方法
孔精度可分為幾何尺寸，主要是由真圓度、真直度及平行度所構成之圓柱度
公差及表面粗度；此外孔與其他基準幾何形狀如面、圓柱之相對位置公差，及真
實位置度（True Position Tolerance）此種標示方法是最容易與製造程序相互吻合，
也方便檢驗人員建立檢驗程序。其主要公差之定義，可參照 ANSIY14.5M 規範，
圓柱度公差，最常用的是接觸試探頭量測法，可利用表面粗度儀之 PT 值（Profile
Test）量測之，但上述之量測法，隨著孔深加深孔為之縮小，必須有特殊設計之探
頭；對於透明之工件，則可利用座標工具顯微鏡二度空間之檢測，而在三度空間
量測上則有困難。以時效論，若能掌握在三度空間之變化差異之非破壞式方法，
以透明工件為例，是以座標工具顯微鏡連接 CNC 控制器之自動量測法較快。本研
究所使用精密量測儀器如下說明：
(一) 表面粗度測試儀投影式（HOMMELWERKE TEST T surface finish measuring
instruments）：針對鑽孔後孔表面粗造度之檢測。
(二) 二 軸 座 標 光 學 顯 微 鏡 （ ZKM 01-250C Two-Coordinate Measuring
Microscope）
：主要功能為量測直角座標、極座標、圓柱座標，並可使用於平
面及曲線之兩個表面、點、角、軸間之距離。作為鑽孔後孔之垂直度、平行
度、直角度之檢測。
(三) 真圓度機輪廓（profile）測試法精度檢測：Form–PC 930 tester（Mahr Gmbh）
真圓度機，利用探頭接觸工件圓周位置旋轉獲取數據，如圖三所示。本機可
量測工件之真圓度、平坦度、真圓度、同心度等功能，座標軸之定義為如圖
二所示，各座標軸設定；X（axis）軸：向右為正方向（positioning movement
to the right）
，Z 軸（axis）
：向上為正方向（upward positioning movement）
，C
軸：順時針旋轉方向為正（rotate clockwise）
。而真圓度機所量測位置如圖四
所示。加工後孔之真圓度品質量測在鑄鐵材料上鑽孔是與在一般金屬材料之
加工是非常不同的，鑽孔後之品質是相當重要，通常考量的是真圓度、平行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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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粗糙度之比較何者有較好鑽孔之品質。本實驗真圓度儀量測孔徑位置係
沿 Z 軸原點位置向上長度分割為數各個截面：截面 A、截面 B、截面 C 等如
圖（三）所示，分別量測 A、B、C 等沿 Z 軸（即 C 軸）旋轉各項圓周度、
真圓度、圓柱度等。

肆、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係探討不同加工方法在最佳條件下對鑄鐵材料孔之品質實驗:

一、對鑄鐵材料不同切削加工後表面粗糙度之比較
三種不同切削方法分別有超音波加工（ultrasonic cutting）、傳統切削鑽頭
（common cutting）及線切割表面輪廓加工後表面粗糙度影響探討。針對鑄鐵材料
（FC30）加工 6mm 直徑孔之表面粗糙度 Rmax 及 Ra 之比較實驗研究，測試條件
為當進給 1.0 min / Rev，切削速度(cutting velocity)為 3000RPM 時，如圖（四）所
示以超音波加工與傳統切削做比較。實驗中可發現不同刀具或加工方式表面情況
對加工結果所造成影響。以 Rmax 而言；超音波加工較傳統切削相差了 6.5 倍 Rmax
粗糙度以上，Rmax 兩者之間大約相差 27.56μm。另在 Ra 粗糙度方面則減少了 10.2
倍大約 3.9μm 如圖（四）所示。若以傳統刀具切削而言，其切削表面粗糙度理論
值為 Ryth（＝f2/8γε，γε：刀鼻半徑）【7】。本實驗是以高碳鋼材質鑽頭鑽切鑄鐵工
件，當切削速度增加時刀具壽命會降低，而伴隨切削速度增加時進給反而就必須
降低，因而增加進給就會增加粗糙度。然而實際粗糙度值為粗糙度理論值加上切
屑型態及振動效應，且切削加工中最好情況應是降低切削速度增加進給，但此方
式對材料表面粗糙度較無影響。而就傳統切削之實際加工而言，切削加工後造成
較粗糙工件表面結果主要是因高速切削條件下切削刀具的刀鼻半徑（tool nose
radius）及刀口在加工時所產生積屑(build-up edges)和毛邊（scale）有關。
針對非傳統超音波加工切削方式來做理論粗糙度說明，乃因超音波加工機在
加工時所具有震盪頻率時會造成每次震盪時在刀具軸向方向會有微小進給和超音
波衝擊動作（ultrasonic impact action）。因而鑽石刀具表面會受到磨料顆粒的衝擊
而變得粗糙，且第一次加工出之工件表面其粗糙度會顯得較差。但經第二次以後
刀具表面繼續再加工時工件表面其粗糙度會被磨料顆粒給慢慢磨平，所以工件表
面粗糙度值會有所改善，但刀具粗糙度再繼續受磨料顆粒衝擊到一定程度後，就
不會改變加工後的結果。針對以實際切削超音波加工而言，其切削主要是利用鑽
石刀具顆粒結合磨料顆粒來移除材料，所以粗糙度與刀具鑽石顆粒粒度大小有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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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本實驗是以鑽石刀具粒度 325 號數顆粒切削鑄鐵材料，又由於超音波加工所
具有之振動方式可有效減少刀口積屑所產生之刮痕及材料表面塑性變形（surface
plastic deformation）之突出（stick up）與皺摺（wrinkly）
。並可在加工表面上卸脫
排出鬆散的捲縮撕成帶狀型式刮削的碎屑，也由於加工後之切屑具有較薄以及較
小型態，因而加工時比較容易移除且獲得較佳之表面品質。

二、對鑄鐵材料不同切削方法工件表面觀察
針對不同加工後對於微表面形狀（topography）SEM 相片做討論，首先就超音
波加工之觀察如圖（五）（b）所示，刀具顆粒及磨料顆粒是影響表面完整性最大
之參數，其加工方式乃因受磨料顆粒震盪而移除材料，越小鑽石刀具顆粒及磨料
顆粒就造成較細緻粗糙表面。另針對以線切割加工加工結果做說明，如圖（五）
（c）
所示，基於最佳切削條件下由於線切割加工線徑細緻（Ø0.2mm）及設備加工精度
高之配合而形成較佳光滑工件表面。最後以傳統鑽頭切削鑄鐵工件說明孔之表面
情況如圖（五）（a）所示，我們可清楚見到鑽頭切削後其加工表面有許多因刀具
刀刃移除工件材料時，由刀刃所產生積屑(build-up edges)和毛邊（scale）造成孔之
表面，因而形成巨觀可見的間斷不連續之刮痕及凹坑（pits），因此造成表面粗糙
值較高之原因。

三、不同切削方法對鑄鐵材料孔之品質（hole quality）之關係
圖（六）～圖（八）在兩種不同加工方式：傳統鑽頭切削及超音波加工最佳
條件情況下偏轉度、同心度、圓周度之比較，對偏轉度、同心度及圓周度之鑽頭
切削而言在截面 B 後由於鑽頭向下推力逐漸減少，結果是少量塑性變形和較小刀
口切屑及積屑造成進而在截面 B 點形成轉折點，使截面 C 偏轉度降低，接進同心
圓點，且回歸截面 A 之相同圓周度。如圖（八）所示有關圖形趨勢顯示非線性之
原因係由於超音波加工中磨料顆粒與鑽石刀具顆粒多重衝擊交互作用，及因刀具
軸向振盪作用導致磨料顆粒與鑽石刀具之切刃顆粒轉移朝向進給方向，此乃由於
振盪和進給在同一方向所產生之重疊效應所造成非線性之關係。
TAO

四、變化超音波加工參數對鑄鐵材料表面粗糙度之影響
如圖（九）～圖（十一）所示為超音波加工表面粗糙度與刀具參數之關係，
如圖（九）主要是說明超音波加工在相同加工進給及工件直徑下改變鑽石刀具顆
粒號數條件下之結果，由圖形可顯示當鑽石刀具顆粒號數愈大時則加工後工件表
面粗糙度愈低。此即代表刀具的鑽石顆粒號數愈大時則鑽石顆粒相對小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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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造成經加工後工件表面較細緻之原因。又如圖（十）所示係說明在固定刀具
進給及工件直徑條件下，以不同鑽石刀具號數顆粒及有無超音波振盪加工設備情
況下對加工後表面粗糙度值之比較，由圖上我們可發現具有超音波震盪加工設備
及較大號數之鑽石刀具顆粒情況下會有較小之表面粗糙度 Rmax 值及 Ra 粗糙度
值。再如圖（十一）所示，當固定加工進給及鑽石刀具顆粒號數條件下，考慮變
化不同刀具直徑及有無超音波振盪加工設備，對工件表面粗糙度做比較時即可知
具有超音波震盪加工設備及較小工件直徑下有較低之表面粗糙度 Rmax 值。若綜合
圖（九）～圖（十一）時可發現小直徑刀具有較低之 Rmax 及 Ra 粗糙度值，其主
要原因是小直徑與較大直徑刀具具有較少鑽石顆粒及與磨料顆粒在工件表面研磨
次數比率影響因素所造成。並且若在相同加工進給、工件直徑及相同鑽石刀具號
數情況下，可顯示出當使用超音波加工設備時，由於超音波加工機中所產生的超
音波動力來源可控制設備振動頻率及電流因而具有較穩定之完整材料移除使得材
料延性百分比增加，其意義即代表造成工件表面較細化切削過程之原因【8】，因
此以具超音波加工機加工時就可獲得較低（佳）之表面粗糙度值。

伍、 結論
(一) 具超音波加工之超音波震動效果可產生較佳表面效果（較低粗糙度）降低平
均粗糙度提升偏轉度、同心度、圓周度等精度。
(二) 鑚石刀具顆粒越大時有較低之 Ra。但傳統鑽頭加工由於鑽削中當鑽頭刀刃積
屑（burrs）形態產生時易增加切削阻力導致加工後表面粗糙。
(三) 由於超音波加工時刀具穩定震盪之進給將可降低加工時間減少工件殘留應力
及應變硬化，因而與傳統加工比較可獲得促進工件表面品質，並提升刀具壽
命之優點。
(四) 傳統切削刀具加工後會產生長且連續切屑型態，而超音波加工由於極顯著超
音波震盪現象造成其切屑形狀為不連續之小碎屑型態。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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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超音波振動系統參考示意圖【6】

圖二、超音波機台設備

TAO

圖三、最佳條件下情況下偏轉度、同心度、圓周度
孔之量測點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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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鐵材料(6mm直徑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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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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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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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

鑚孔(3000rpm)

線切割

圖（四）超音波加工（ultrasonic cutting）與傳統切削
（common cutting）Rmax、Ra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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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超音波加工與傳統切削 SEM 相片微表面形狀之觀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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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超音波加工（ultrasonic cutting）與傳統切削
（common cutting）偏轉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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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超音波加工與傳統切削、同心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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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周度

鑄鐵(FC-30)
20
15
10
5
0

傳統鑽頭加工（
ψ6mm）
超音波加工（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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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超音波加工與傳統切削圓周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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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超音波加工表面粗糙度與刀具參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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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超音波加工表面粗糙度與刀具參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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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超音波加工表面粗糙度與刀具參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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