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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单晶锗镜片表面光洁度无法达到要求的加工技术难题，基于数控高速抛光方法，开展了聚氨酯和沥青两种抛

光模的数控高速抛光优化试验，以 Ｐｒｅｓｔｏｎ 理论为基础，通过不断优化工艺流程和参数，结合运动轨迹仿真和功率谱密度计算，
对比分析了两种抛光模的加工效率和表面质量控制能力． 试验结果表明：两种抛光方式均能获得较高的面形精度，聚氨酯抛
光模具有较高的加工效率，但光学表面微观形貌控制能力较差，沥青模抛光得到的表面粗糙度 ＲＭＳ 相比聚氨酯模提升近

３ ｎｍ． 通过单晶锗光学表面数控高速抛光试验，最终优化并提出了聚氨酯初抛光与沥青精抛光相结合的方式，并进行了试验
验证．

关键词： 单晶锗；数控高速抛光；表面粗糙度；面形精度；抛光效率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３７５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３６７－６２３４（２０１９）０７－００７６－０６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ＪＩＮ Ｓｈｏｕｐｉｎｇ １，２ ， ＦＵ Ｙｕｅｇａｎｇ １，２ ， ＷＡＮＧ Ｑｉ ３

（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ｗａｒｄ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２，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ｉｎｉｓｈ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ｌｅｎ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ｍｅｅ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ｏｎ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ｏｌ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ｔ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ｏｌｄ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ｏｌｄ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ｈｉｇ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ｍｏｌｄ ｈａ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ｕｔ ｉ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ｓ ｐｏ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ｏ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ｅａｒｌｙ ３ ｎｍ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ｏｌ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单晶锗半导体材料具有色散低、折射率高且不吸

和降低加工成本． 此外，单晶锗半导体材料在红外频

收红外频谱区域光等优点，在红外光学系统中具有广

谱区域吸收率较低，可极大地降低红外光学元件加工

泛的应用

［１］

． 一般而言，单晶锗半导体材料对红外波

段光的高折射率随着外界温度及入射光波长变化较
小，从而可为光学透镜在加工过程中带来很大便利，

过程中被高能光束烧蚀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可降
低红外光学元件加工的技术难度［２］ ．

虽然单晶锗半导体材料具有诸多的优点，但由

譬如：加工过程中不需要很大透镜曲率以及透镜加工

于其内部特有的理化性质各向异性的限制，比如：理

的厚度，从而可以减少加工的难度、精简加工工序以

化性质的各向异性以及化学性质的不稳定性，使得
单晶锗光学元件的加工较为困难，极大地制约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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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锗半导体材料在红外光学元件中的应用 ［３－４］ ． 现
阶段，传统的光学元件加工工艺很难满足单晶锗半
导体光学元件加工技术要求，从而吸引很多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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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单晶锗光学元件的加工工艺进行研究和探索，

所加工光学元件的坐标位置（ ｘ，ｙ） 处在时间 ｔ 时的

从而，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越来越多新的单晶锗半

抛光过程中的施加压力．

导体光学元件加工技术

［５］

． 比如：在上个世纪 ８０ 年

代，由美国研发的单点金刚石单晶锗半导体加工技
术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应用

［６］

． 在这个传统的加工技

从式（１） 中可以看出，比例常数 Ｋ 值中包含了
除了速度和压力等外界因素作用外的作用效果，可
以满足数控抛光控制过程中计算要求． 因而，由此

术中，可通过金刚石刀具在数控机床辅助下加工较

可以根据所加工单晶锗光学元件表面抛光面状态和

高精度的单晶锗半导体光学元件，这种单点金刚石

抛光过程中所施加的压力及抛光速度计算出所加工

单晶锗半导体加工技术适用于加工口径相对较小的

单晶锗光学元件的物料方程，具体计算公式为

光学元件（ 低于 １２０ ｍｍ） ，表面粗糙度值可保持在

Δｚ（ ｘ，ｙ） ＝ ｋ

０． ０２ ～ ０． ０６ μｍ 之 间， 面 形 精 度 较 差， 最 高 可 达

工出的光学元件表面粗糙度及面形参数很难满足实
际工程应用的需要． 因而，需要在晶锗半导体光学
元件加工过程中进行表面抛光研磨来提高表面粗糙
度和面形等性能 ［７－１３］ ．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新
表面抛光研磨方案用于提高表面粗糙度和面形等性
能． 在该方案中，对单晶锗半导体材料的加工分为
两步：第一步，为实现材料的快速去料和修形，本文
采用利用聚氨酯模的技术对单晶锗半导体材料进行
粗抛；第二步，为提供光学元件的高精度数控抛光加
工，本文利用沥青模技术对单晶锗半导体材料进行
精抛光，从而最终可实现单晶锗半导体材料光学元
件的高精度数控抛光加工．
在本文具体研究工作中，通过对比研究，得到了
聚氨酯和沥青两种模具对锗晶体半导体光学元件光
学表面处理结果，同时还对比分析了聚氨酯和沥青
抛光模的抛光过程演变及最终效果，最终获得了一
种适合于单晶锗光学表面数控抛光的工艺方法． 试
验证明，通过这种新的单晶锗加工工艺得到的工件
表面粗糙度好于现有文献报道的结果，并且可保持
高精度面形． 通过进一步优化转速、摆速、摆幅等机

ｔ

０

ｚ ０（ ｘ，ｙ） － ｚ（ ｘ，ｙ） ．

０．５ μｍ ［５］ ．

由于传统的单晶锗半导体光学元件加工技术加

∫ Ｖ（ ｘ，ｙ，ｔ） Ｐ（ ｘ，ｙ，ｔ） ＝

（２）

由此，可精确得到在一定加工时间内的单晶锗

材料抛光过程中所应去除量 Δｚ（ ｚ，ｙ） 与抛光压力、
抛光速度的数值关系． 可见，Ｐｒｅｓｔｏｎ 方程在单晶锗
光学元件数控加工过程中，在很大的程度上简化了
光学元件在数控抛光过程中物料抛光去除量计算过
程，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多地考虑了压力和抛光速
度及这两者因素之外的因素影响，极大地有利于单
晶锗光学元件的数控抛光过程的控制，从而有助于
提高数控抛光中精抛光过程的精度．

２

数控高速抛光工艺设计
一般经过铣磨后的锗光学元件，其表面粗糙度

以及面形精度均达不到使用的要求，因此抛光就成
为光学元件加工过程中较为关键的一个阶段． 影响
抛光效果和效率的主要因素有抛光模的选取、抛光
压力的确定、抛光液的调配等，如何优化抛光工艺是
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２．１

工艺流程设计
本试验采用平面单晶锗片作为样片，使用聚氨

酯和沥青两种模具，通过调节抛光机的工艺参数得
到高效、快速的工艺流程，如图 １ 所示．

床参数，并对抛光模的损耗进行研究，提高了单晶锗
数控加工的稳定性，可在今后实现高效稳定的单晶
锗数控抛光．

１

金刚砂
精磨

Ｐｒｅｓｔｏｎ 假设

数控加工过程一般比较复杂，受到多方面因素

制约，单晶锗光学元件在加工过程中，磨抛盘转速和
转动的方式和方向控制和磨料的精细度以及抛光粉
酸碱度和配比等都需要精确控制，一般而言，均采用
Ｐｒｅｓｔｏｎ 假设的经验线性模型，描述

［１３］

为

ｄｚ
＝ ＫＰ（ ｘ，ｙ，ｔ） Ｖ（ ｘ，ｙ，ｔ） ．
ｄｔ

２．２

Ｆｉｇ．１

聚氨酯
模具抛光

面形
检测

停止
抛光

沥青模具
抛光

面形
检测

停止
抛光

图１

对比
数据

对比研磨试验技术流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ｔｅｓｔ

抛光模的选取

在数控抛光过程中，本文首先需要对抛光模的
材质或者说抛光模的种类进行优化选取． 这样可以

（１）

保证抛光模在不同抛光条件下均保持非常高的抛光

其中： Ｋ 为常数，Ｖ（ ｘ，ｙ，ｔ） 为所加工光学元件的坐

对抛光压力的要求也是不同的，需充分考虑抛光过

标位置（ ｘ，ｙ） 处在时间 ｔ 时的抛光速度，Ｐ（ ｘ，ｙ，ｔ） 为

效率和抛光精度． 不同的抛光模在数控抛光过程中
程中的接触面积和接触摩擦力的大小，从而来提高

·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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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效率． 市面上常用的有 ３ 种抛光模：聚氨酯模

条件下，单晶锗光学元件的表面亲疏水性也呈现出

抛光模的优缺点进行分析，最终本文通过实验进行

了严重的影响． 一般而言，当抛光液的 ｐＨ 值控制在

具、沥青模具和毛毡模具 ［１３］ ． 因而本文将对这 ３ 种
验证，得到最终的验证优化结果，用于本文单晶锗光
学元件数控抛光试验研究中．
一般而言，聚氨酯模具一般具有附着力小的特
点，使得抛光效率很高，从而有助于提高抛光面形精
度，此外，聚氨酯模具有切削效果明显的特点，是数
控抛光过程中的首选；沥青模具表面附着力非常大，

不同的性质，从而使得抛光过程中的抛光效率受到
中性范围内，抛光效率将会最佳． 在本文的数控高

速抛光试验中，本文对 ｐＨ 值进行了不同值的调配，
在酸性区域、中性区域和碱性区域共选取了 ５０ 个
ｐＨ 值进行抛光试验，发现最佳的抛光液酸碱度约为

７，这时抛光效率达到了最高．
２．４

抛光压力的确定

使得抛光过程中能产生很高的热量，从而会导致抛

在单晶锗光学元件数控抛光试验过程中，还需要

光过程中，单晶锗光学元件加工过程中的变形，从而

对最后一个重要参数进行优化和控制，即：抛光试验

影响抛光效果和抛光效率，但是作为对比试验本文

的抛光压力控制． 实际上抛光压力的参数控制对抛光

同时选取了这种抛光模进行数控试验，从而来进行

效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抛光压力的大小直接决

对比分析；毛毡模具是抛光效果和抛光效率最差的

定了抛光面形、抛光粗糙度以及抛光效率的高低． 因

模具，因而经过综合对比，本文在单晶锗光学元件数

而本文需要对抛光过程中的抛光压力参数进行精确

控抛光试验研究中， 没有选取毛毡模具进行试验．

控制，并且结合抛光模的种类、抛光液的配比体积浓

利用效果较好的聚氨酯模具、沥青模具进行对比分

度、抛光液的种类和抛光液的酸碱度等参数，确定最

析试验．

终的抛光压力参数，来最终提高抛光效率．

２．３

３

抛光液的选取
在数控高速抛光过程中，抛光液选取对单晶锗

光学元件的抛光效果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抛光液
的选取也是非常严格的． 抛光液的选取主要需要考
虑抛光液的成分、抛光液在抛光过程中所需要承受

的温度及酸碱度（ ｐＨ 值） 等． 在本文数控抛光试验
中选用氧化铈水抛光液

［１３］

． 下面本文将对抛光液的

温度、体积浓度、ｐＨ 值等参数进行优化，得到本文数
控高速抛光工艺中的最佳参数．
首先，抛光液的温度优化：在单晶锗光学元件抛
光加工过程中，本文严格控制了抛光液的抛光过程
中的温度． 一般而言，抛光液的温度与单晶锗光学
元件抛光过程中的效率是呈现指数变化关系 ［１３］ ． 经

过本文数控抛光实验过程中的抛光温度优化分析，
得到单晶锗光学元件表面抛光过程中的抛光液最佳
温度应控制在（２５±１） ℃ ，这个温度范围内单晶锗光

３．１

试验结果及分析
微观特征分析
在试 验 过 程 中， 本 文 选 择 的 高 速 抛 光 机 为

ＭＣＰ１５０ 型数控抛光机． 试验过程中，本文首先对所

用的单晶锗半导体材料样片进行金刚砂精磨表面，
然后再进行聚氨酯抛光模和沥青抛光模技术对比抛
光试验．

图 ２（ ａ） 所示为实际加工过程，图 ２（ ｂ） 为工件

加工后状态． 抛光试验前应用粒度为 Ｗ１０ 的金刚砂
精磨表面，之后分别采用聚氨酯抛光模和沥青抛光

模进行对比抛光试验，每 ５ ｍｉｎ 测试一次粗糙度值，
其中初始粗糙度采用轮廓仪进行测试，达到基本光
学表 面 后 应 用 ＺＹＧＯ 白 光 干 涉 仪 测 试， 并 采 用
ＺＹＧＯ 数字激光干涉仪测试面形精度．

学元件表面抛光效率是最高的．

其次，抛光液的配比优化：本文同时严格控制了
抛光液的配比关系，即抛光液的体积浓度，并对抛光
液的体积浓度进行了单晶锗光学元件优化抛光分
析，最终在本文数控高速抛光试验中选取的抛光液

体积浓度选取为 １０％ 左右，试验结果显示，在这个
体积浓度附近，抛光液的抛光效率和抛光效果非常
理想，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最后，抛光液的 ｐＨ 值优化：抛光液的 ｐＨ 值会

严重影响单晶锗光学元件抛光过程中的表面粗糙度

及面形精度，因而需要对抛光液的 ｐＨ 值进行精确
控制，从而提高抛光效率和抛光精度． 不同的 ｐＨ 值

（ ａ） 实际加工过程

Ｆｉｇ．２

图２

（ ｂ） 工件加工后状态

数控抛光试验图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ｅｓｔ

通过 ＺＹＧＯ 数字激光干涉仪检测了聚氨酯抛光

模和沥青抛光模抛光后单晶锗样片表面的微观形貌
特征． 图 ３ 给出了 ＺＹＧＯ 数字激光干涉仪测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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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观表面粗糙度形貌． 可以看出，沥青模抛光得
到的光学表面的表面粗糙度值较小，且整体较均匀，
没有大尺度的表面起伏． 然而，聚氨酯模抛光得到
的工件其表面粗糙度稍差，由于聚氨酯的硬度较高，
在抛光表面残留有明显的“ 菱形” 网格状轨迹划痕．

终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水平，最终的表面粗糙度测试
结果见图 ４，其中聚氨酯抛光盘得到的粗糙度 Ｒａ 为

２．７５０ ｎｍ，沥青盘得到的表面粗糙度 Ｒａ 为０．３７０ ｎｍ．

相较两种不同材料的抛光盘，聚氨酯模具有较高的
加工效率，其在 ４０ ｍｉｎ 左右即达到比较稳定的粗糙
度值，沥青盘则需要近 ６０ ｍｉｎ ［１４］ ．

接着本文进行应用功率谱密度（ ＰＳＤ） 测试，对

表面粗糙度空间分布进行进一步对比分析． 图 ５ 给
出了两种模具工艺条件下一维功率谱密度分布． 从
图中可以看到，聚氨酯模抛光表面从低频到高频对
应的表面起伏尺度均大于沥青模抛光表面，但没有
明显的特征峰，沥青模抛光表面在高频的平滑效果
特征更加明显． 图 ６ 为两种模具工艺条件下二维功
率谱密度分布．
150

（ ａ） 聚氨酯模 （ Ｒａ ＝ ２．７５０ ｎｍ）

聚氢酯模
沥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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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５

（ ｂ） 沥青模 （ Ｒａ ＝ ０．３７０ ｎｍ）

图３

３．２

Ｆｉｇ．３

表面粗糙度测试结果

图５

一维功率谱密度（ ＰＳＤ）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微观形貌表面粗糙度演变特性分析

微观粗糙度的演变对于加工效率和效果的评价
具有直观意义，为了研究微观形貌表面粗糙度演变

特性，本文在试验过程中选取 １０ ｍｉｎ 时间间隔来检
测表明粗糙度的演变情况，结果如图 ４ 所示．
700

聚氢酯模
沥青模

（ ａ） 聚氨酯模 （ Ｒａ ＝ ２．７５０ 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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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度随时间演变曲线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ｃｕｒｖ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由图 ４ 可以看出，在两种抛光盘抛光过程中，随

着加工时间变长，表面粗糙度数值均显著减小，并最

（ ｂ） 沥青模 （ Ｒａ ＝ ０．３７０ ｎｍ）

Ｆｉｇ．６

图６

二维功率谱密度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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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锗数控抛光工艺方法的提出及验证
结合上述试验研究结果，为提高单晶锗数控加

工效率和加工质量，在此提出一种单晶锗数控抛光
的工艺方案，即合理使用两种不同材料的抛光模进
行抛光，先使用聚氨酯模对工件表面进行初抛光，使
其快速达到光学表面以及一定的面形精度后，后使

业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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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总抛光时长 ４０ ｍｉｎ 的数控

高 速 抛 光 后， 工 件 表 面 的 微 观 表 面 粗 糙 度 为

３．８２７ ｎｍ、 Ｒａ 为 ０．３７１ ｎｍ，如图 ８ 所示，这与只用沥
青模抛光 ６０ ｍｉｎ 后的微光表面粗糙度基本相同． 同
时对被抛光表面的面形精度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
图 ９ 所示， 数控抛光表面达到了较好的面形精度．
由此验证了此种加工工艺方法的可行性．

用沥青模对工件表面进行精抛，进一步提高表面质
量． 具体工艺流程如图 ７ 所示．
精磨

粗磨

小口径
修正抛光

光学检测

全口径预
数控抛光

不
合
格

检验合格
合格

图７
Ｆｉｇ． ７

预抛光

单晶锗数控抛光工艺流程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图８

Ｆｉｇ．８

在单晶锗光学元件抛光试验过程中，本文增大
了模具的口径来避免抛光过程中出现的高频误差影

表面粗糙度（ Ｒａ ＝ ０．３７１ ｎｍ）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 Ｒａ ＝ ０．３７１ ｎｍ）

响，从而可以减小单晶锗光学元件表面的波纹度，来
提高单晶锗光学元件的面形精度． 这种做法跟传统
的抛光工艺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抛光工业一般是
利用小口径的抛光模进行抛光，虽然抛光效率可以
快速收敛，但是抛光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中高频率误
差的影响产生非常大的抛光误差 ［１５］ ．

首先本文进行了预抛光过程，在抛光过程中，设

定的口径大小为 １．５ 倍的沥青盘模具，这样可以得
到 最 佳 的 预 抛 光 效 果． 抛 光 转 速 一 般 设 定 为

８０ ｒ ／ ｍｉｎ，抛光过程中的时间控制在 ３０ ｍｉｎ 左右．

接下来，本文进行单晶锗光学元件的数控抛光

实验． 为了使得抛光盘跟聚氨酯磨具紧密贴合在一

Ｆｉｇ．９

图９

宏观面形精度（ Ｒａ ＝ ６３．５１６ ｎｍ）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 Ｒａ ＝ ６３．５１６ ｎｍ）

起，本文选择的氧化铈抛光液的颗粒度为 ３ μｍ，ｐＨ

５

光方案最后得到的单晶锗光学元件面形 ＰＶ 值可实

光试验研究，根据试验结果，提出了一种新的单晶锗

值选择在中性区域，即 ｐＨ 值为 ７．５． 利用本文的抛
现高达３ μｍ，这是文献中报道的最好的面形．

最后，通过对比试验对提出的新工艺流程进行

了验证． 先使用聚氨酯模粗抛 ３０ ｍｉｎ，后使用沥青
模精抛 １０ ｍｉｎ． 在两种模具加工过程中，加工参数
设置：工件尺寸设为 Φ８０ ｍｍ × ５ ｍｍ，Ｒ ＝ ∞ ；加工
设备为 Ｏｐｔｏｔｅｃｈ ＭＣＰ１５０ ＣＮＣ 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研
磨磨料 为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Ｗ １０ Ａｌｕｍｉｎａ； 抛 光 磨 料 为

结

论

１） 对单晶锗进行了聚氨酯模和沥青模数控抛

加工工艺方案，即使用聚氨酯模进行粗抛，快速对材
料进行去除、修形，再改用沥青模抛光来提高表面粗
糙度，最终实现单晶锗的数控抛光加工．

２） 试验证明，通过此种新的单晶锗加工工艺得

到的工件表面粗糙度良好，且面形精度能够满足红
外光学系统的要求．

３） 通过进一步优化转速、摆速、摆幅等机床参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Ｗ ０．３ Ａｌｕｍｉｎａ；主轴转速为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数，并对抛光模的损耗进行研究，提高了单晶锗数控

动距离为 ３０ ｍｍ．

控抛光．

摆动转速为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摆动轴摆动时间为 ３ ｍｉｎ；摆

加工的稳定性，可在今后实现高效稳定的单晶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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