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砂轮磨具制造新技术工艺配方专集》

重视新产品开发：日本磨具磨料著名生产企业十分重视高新产品的研发，每年在产品质量提高和新产品开发方面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并且有

许多优秀的技术和产品诞生！

日本磨具磨料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制造技术，依靠一流的质量和性能，生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优秀产品,产品行销全球靠。相比之下，我国大多企业

属于低技术含量的产品，高端产品主要依靠进口。低端产品的特点是：门槛低，生产厂家过剩，产品竞争激烈，利润低。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发展和技

术停滞不前的企业必将在竞争中淘汰，中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需要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产业，到自主研发、发展自有技术和知识产权方向发展，从模

仿到创造是一条必经之路。

高新产品发展战略 日本技术资源利用 根据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日本未在中国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利技术，在中国境内可以公开仿制生产、中

国境内使用和销售！根据北京恒志信科技公司统计，2010年-2015年日本磨具磨料砂轮相关1600多件专利公开公告和授权，其中有90%的专利没有在中

国申请保护，这些宝贵资源完全可以充分利用。

日本专利资料特点：配方详细、生产技术工艺充分公开 由于日本发明专利严格的审查制度和严格的专利法律保护制度，因而在专利报告中技术

背景、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工艺及配方都阐述的非常详细，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完全能够看懂和实施。其内容详尽、工艺清楚、配方准确，同时这些日

本专利也是非常重要经济情报、市场战略情报。特别是具有国际贸易、产品进出口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分析、新产品研发很有帮助！

自我公司2011年推出日本砂轮资料资料后，深收国内企业科研单位欢迎。本期特别精选了日本著名公司到2013年8月的最新砂轮制造专利原文技术

资料，包括：01.《日本树脂结合剂砂轮制造》、《日本金属烧结结合剂砂轮制造》、《日本金属电镀砂轮制造》、《日本陶瓷结合剂砂轮制造》共四个专

集，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到2013年8月前日本砂轮制造技术的最新发展，资料中每个项目包含了最详细的砂轮技术制造资料,现有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案、产

品生产工艺、配方、产品性能测试，对比分析。资料信息量大,实用性强,是从事新产品开发、参与市场竞争的必备工具。

日文资料阅读：日文文献大都借助汉字，其中分子式、化学符号、温度、压力、配方组成等参数国际通用。也可借助翻译软件，抓住重点关键词，

对重点部分详细翻译。就可掌握一种高质量、高性能产品磨具、砂轮的制造方法。

高新产品发展战略
日本技术资源利用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由北京恒志信科技公司组建，是专门致力于企业经济信

息、科技信息开发、加工整理、市场调查和信息传播的专业化网站，网站发展

宗旨是：致力于我国信息产业的建设，及时向企业、科研部门提供最新的国际

最领先技术的科技信息情报，有效服务于企业新产品开发、可行性论证和推

广。

	 网站主要提供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各国的专利技术资料、世界排名

企业最新技术情报资料收集整理、数据加工、资料翻译，接受企业、科研院所

委托专题情报服务。网站主要栏目包括世界科技发展热点的新材料、石油化

工、精细化工等。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拥有一支工作态度认真、业务基础扎实、团结协作意识

强、专业技术水平过硬的员工队伍。我们以质量、信誉、完善的售后服务为准

则，以优质的服务、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情报手段服务于广大客户。公司

和自2000年成立以来，与有关科研单位、报社、信息中心共同合作为近万家企

业单位、科研院校提供了有效的专题资料服务，得到了广大的企业家、科研工

作者的好评。	

	 发展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国际新技术资料网以不断追求创新和技术进步

为动力，以完善质量保证和良好服务为根本，以诚实、信誉为宗旨，竭诚与各

界朋友、新老客户诚信合作，共创辉煌！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简介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

   国际领先技术新工艺新配方服务

网址：http://www.hengzhixin.cn/

恒志信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 北京恒志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中国公安大学南门中企财写字楼B座415 (100038)

电    话: 010-63488305  63478400  传 真：010-63497386

手    机: 13141225688 13641360810  联系人:张小姐   徐先生

http://www.hengzhixin.cn

Email: heng_zhi_xin@163.com      QQ:2214458379



01.《日本树脂结合剂-砂轮磨具制造工艺配方资料汇编》

关键词描述 研制单位

● 电子材料 高速切割砂轮 防止脱落 CBN 金刚石树脂砂轮 三菱マテリアル株式会社 

●
液晶电视机用玻璃基板 硬盘用玻璃基板、半导体用硅等精密产

品研磨 泡沫树脂砂轮 机械物性稳定 防污性高
ＤＩＣ株式会社

● 耐高温400℃ 优异研磨性能和强度 半导体 液晶 硬盘基板 帝人テクノプロダクツ株式会社

●
低噪声 耐用性 滚动元件和轴承表面 CBN 金刚石 树脂结合剂
砂轮 珩磨 国际领先砂轮制造技术 砂轮制造方法 配方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 则武集团（Noritake）团

●
玻璃 陶瓷材料 脆性材料 研磨和抛光 防微崩刃和开裂 CBN 

金刚石 树脂结合剂砂轮 国际领先砂轮制造技术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KURE GRINDING WHEE）

●
印刷电路配线基板 抛光表面 柔软的弹性层 圆筒状树脂砂轮 
海绵板缠绕工艺 酚醛树脂粘合剂 国际领先 工艺 配方 氧化

铝/碳化硅/金刚石/或（立方氮化硼）CBN磨粒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 则武集团（Noritake）

●
电子材料 切削 抛光 精密加工 金刚石磨粒(500nm以下) 树脂成

型体的步骤 磨粒加工处理工艺 砂轮制造方法 配方
日本新技术

● 半导体抛光 亚微米级微粒的金刚石 酚醛树脂 树脂成型体 日本新技术

● 高强度树脂切割砂轮 抑制崩刃 两面不均匀毛刺 降低切削阻力 平和テクニカ株式会社

●
双马来酰亚胺树脂 高于酚醛树脂的弹性模量和硬度的砂轮 固
化剂 氧化铝/碳化硅/氧化锆/氧化铈/二氧化硅/CBN磨粒的金

刚石磨粒的磨粒等 平面 外圆 内圆磨床 缓进给磨削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酚醛树脂砂轮 多孔砂轮 固化剂 氧化铝/碳化硅/氧化锆/氧
化铈/二氧化硅/CBN磨粒/金刚石磨粒磨粒等 工艺配方  平面 

外圆 内圆磨床 缓进磨削 良好的机械强度 国际领先技术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聚苯硫醚(PPS) 聚酯弹性体(TPC) 聚芳酯(PAR) 聚砜(PSU) 聚醚砜

(PESU) 聚醚醚酮(PEEK) 聚醚酰亚胺(PE) CBN和金刚石磨料
豊田バンモップス株式会社

(丰田万磨株式会社)

●
高精密的镜面磨削 提高润滑性 砂轮寿命延长 防止磨削烧伤 

硬质金属材料 淬火钢 超精加工 CBN磨粒/金刚石磨粒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则武集团（Noritake）

●
气孔树脂结合剂砂轮 立方氮化硼 金刚石 熔融氧化铝磨粒 硅
晶片 石英 陶瓷 研磨和抛光 防止堵塞 抑制烧伤 酚醛树脂 
环氧树脂 聚乙烯醇(PVA) 聚氨基甲酸酯树脂，聚酰亚胺树脂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淬火材料 镜面光洁度 树脂砂轮 CBN磨粒或金刚石磨粒 抑制
磨削烧伤和堵塞 高弹性模量 使用条件参数 制造工艺 配方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 则武集团（Noritake）

● 聚酰亚胺树脂 金刚石磨粒 CBN磨料颗粒 氧化铝 碳化硅磨粒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
酚醛树脂 聚乙烯醇粘合剂 超硬磨料 氧化铝磨粒/碳化硅/氧

化锆/金刚石/立方氮化硼 印刷电路板抛光 耐久性高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酚醛树脂粘结剂改进 碳化硅磨料 氧化铝基磨料  CBN超硬磨
料砂轮 偏移型柔性砂轮 国际领先 砂轮制造方法 配方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大直径切割砂轮 切割钢和H形钢 外径７２５ｍｍφ×内径２ 
０３ｍｍφ×厚１３.５ｍｍ 氧化铝 或金刚石或CBN超硬磨料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则武集团（Noritake）

●
复合树脂砂轮 齿轮珩磨砂轮 确保机械强度 提高加工效率 白

刚玉 碳化硅 CBN 超硬磨料颗粒 制造工艺 配方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则武集团（Noritake）

●
高耐热性 金刚石 CBN，氧化铝颗粒 碳化硅 氧化锆 聚氨基甲
酸酯树脂 酚醛树脂 环氧树脂 聚酰亚胺树脂  砂轮制造方法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
优秀清晰度 无磨削烧伤 酚醛树脂 聚酯树脂  无磨削烧伤 研

磨低功耗  碳化硅 超磨料晶粒金刚石 或立方氮化硼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则武集团（Noritake）

●
具有优异的寿命 足够耐热性 半导体，玻璃，陶瓷，铁素体，

晶体，石英硬脆材料抛光 合成树脂粘结剂 超硬磨料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则武集团（Noritake）

●
多孔型树脂状轮 液体发泡剂 酚醛树脂 环氧树脂 聚乙烯醇，
聚氨酯树脂，CBN 氧化铝  超硬磨料颗粒 砂轮制造工艺 配方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出色的多功能性树脂结合剂砂轮 高负荷切削量 抑制裂缝 熔凝

氧化铝或碳化硅 酚醛树脂或环氧树脂 降低成本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则武集团（Noritake）

● 聚氨酯发泡树脂 金刚石砂轮 水性液体研磨 硅衬底抛光 日立造船株式会社

● 耐热性树脂结合剂砂轮 聚酰亚胺树脂 机械性能改善 宇部興産株式会社

●
乙烯基酯树脂 不饱和聚酯树脂 耐热性 抑制磨削烧伤 立方氮
化硼 氧化铝磨粒 碳化硅磨粒，磨料金刚石 防止磨粒脱落

東亜製砥工業株式会社

● 多孔氟树脂砂轮 研磨和抛光 金刚石磨粒 砂轮制造方法 日立造船株式会社

该汇编收录的67项日本著名公司到2015年03月最新

公开的树脂结合剂砂轮制造日本专利原文技术资料，资

料中阐述了每个项目的技术特点、现有市场产品分析和

存在问题缺陷、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新产品发明的市

场背景、产品制造工艺过程、原料配方、产品性能测试、

具体制造实施例、并附有该项目的研制单位名称、通信

地址、研制时间等。内容通俗易懂。其工艺和配方普通

工程技术人员均能看懂和应用。

【出版时间】 2015.03
【资料描述】 681页/日文资料
【优惠价格】 1360元（精装上下册）
【电 子 版】 1180元（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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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描述 研制单位

● 超硬磨料砂轮 烧结法 金刚石磨粒或立方氮化硼 金属结合砂轮
株式会社フジミインコーポレー
テッド（Fujimi 磨料磨具制造商）

●
超硬磨料砂轮 磨粒保持力增加 玻璃纤维增  强 防止裂纹 韧性高 

金属铜 黄铜 镍 铁 金属烧结 金刚石磨粒或立方氮化硼
株式会社ジェイテクト（JTEKT）

● 平面显示器 玻璃板加工 钻孔 抑制通孔崩刃 CBN 金刚石 切割轮 株式会社ディスコ

● 金属结合剂砂轮 缸体和活塞之间 珩磨加工 烧结温度740℃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

● 金属结合剂砂轮 提高磨削比 氟金云母颗粒 钴粒子 延长寿命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

● 600℃烧成 金属结合剂砂轮 磨粒保持力 高寿命 珩磨加工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

●
蓝宝石晶片 硬脆材料 切割轮 金刚石磨料 立方氮化硼 烧结砂轮

被切断的蓝宝石晶片的显微照片 砂轮制造工艺方法 配方
株式会社ディスコ

●
磁盘用玻璃基板 研磨垫 金刚石 氧化铝磨粒 高耐热性 高刚性 高

热膨胀系数 铸铁青铜 金属结合剂砂轮 砂轮制造工艺 配方
ＨＯＹＡ株式会社

●
烧结金属结合剂砂轮 烧结步骤 微波加热控制方法 金刚石（C），
CBN（立方氮化硼; BN），GC（绿碳化硅，碳化硅），C（黑碳化硅，

碳化硅），WA（白刚玉，氧化铝）
株式会社日進製作所

●
研磨玻璃 陶瓷 硅衬底 切割研磨砂轮 长寿命 优良的强度抗压强

度 保留的金刚石磨粒的烧结体 防止脱落 砂轮制造方法
坂東機工株式会社

●
铜锡合金 金属结合剂砂轮 480℃以下温度下烧结方法 陶瓷硬磨 

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 锋利度好 增大保持力 制造工艺方法
日立工機株式会社

● 玻璃陶瓷抛光 汽车玻璃边缘高速磨削 防磨削烧伤金刚石砂轮 日本板硝子株式会社

●
超硬金属烧结结合剂砂轮 精密切割和抛光 不堵塞 长寿命   珩磨

发动机气缸 金刚石立方氮化硼 烧结砂轮工艺 配方
株式会社ミズホ

●
放电修整金属结合剂砂轮 青铜基金属结合剂 烧结合金 铸铁 工具

钢 碳素钢加工 提高效率 降低噪音 防止堵塞 金刚石磨粒
株式会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轮团制造商）

● 脆性材料 氮化硅 砷化镓 蓝宝石 砂轮的烧成工序 砂轮制法 株式会社ディスコ

●
Cu Sn 热压烧结 锋利度好 高硬度 金属结合剂砂轮 超硬磨料  立

方氮化硼和金刚石 放电等离子烧结 工艺 配方 制造方法
旭ダイヤモンド工業株式会社

●
铜 锡 Co 金属粉末 添加剂 组成配方 烧结温度温度控制 烧结金

属结合剂砂轮 CBN磨粒 金刚石磨粒 锋利度好精度高 寿命长
三菱マテリアル株式会社

● 玻璃，蓝宝石，陶瓷，水晶，硅，铁素体脆性材料磨削加工 

铜锡 石墨 金刚石磨粒 CBN磨粒 制造工艺 配方 性能测试数据
株式会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轮团制造商）

●
Ni-Cu-Sn 添加银 致密的烧结金属砂轮 CBN磨粒 金刚石磨粒 锋利

度好 增加磨粒保持力  防止开裂的玻璃磨削烧伤
クレノートン株式会社(KGW)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硅和铝主要粘合剂结合的磨粒 烧结步骤 玻璃透镜和棱镜磨轮 金

刚石磨粒 立方氮化硼 降低烧结的加热温度 降低热效应磨料
オリンパス株式会社

● 切割石材 混凝土 沥青 砖 陶瓷硬材 旋转盘砂轮 提高切割能力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スーパーアブ
レーシブ（金刚石工具制造商）

● 双头平面砂轮 含固体润滑剂 优良热稳定性 烧结形成 制造工艺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スーパーアブ
レーシブ（金刚石工具制造商）

●
超硬磨料金属结合剂砂轮 锡钴颗粒 烧结600℃，压力40MPa 抑制磨

削烧伤 磨粒不脱落 制造工艺 配方 性能测试数据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スーパーアブ
レーシブ（金刚石工具制造商）

●
 平面玻璃研磨 双面研磨机用 铜 锡 磷 镍金属结合 金刚石磨粒 

烧结的成形 良好精度 研磨效率高 大尺寸 工艺配方
三井研削砥石株式会社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Cu基合金 金属结合剂 石头 陶瓷 金刚石 立方氮化硼 碳化物合金

粉末  附着强度高 磨削性能稳定 制造工艺配方
天龍製鋸株式会社

●
圆盘金刚石砂轮 混凝土 铁基材料 铜系金属的金刚石磨粒通过温

度进行烧制 焊接 防堵塞 制造工艺配方
株式会社エアテックジャパン

●
玻璃陶瓷硅衬底加工 纯铜粉 锡粉和纯铁粉末 二硫化钼 灰铸铁

粉，烧结金属 金刚石砂轮 优良抗压强度，保留磨粒烧结体
坂東機工株式会社

●
高速切削的圆周速度超过80m/s砂轮 机械强度 散热 耐冲击性 断裂韧

性和耐热性高 烧结过程 碳纤维增强 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
有限会社三山産業

●
高速切削的圆周速度超过80m/s砂轮 机械强度 散热耐冲击性 断裂

韧性和耐热性高 玻璃脆性材料 透镜棱镜研磨 超硬磨料
オリンパス光学工業株式会社

● 玻璃脆性材料 透镜和棱镜研磨 金属结合剂超硬磨料砂轮
株式会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团轮制造商）

 02.《日本金属结合剂-烧结砂轮制造工艺配方资料汇编》
该汇编收录的81项日本著名公司到2015年03月最

新公开的金属结合剂烧结砂轮制造日本专利原文技

术资料，阐述了每个项目的技术特点、现有市场产品

分析和存在问题缺陷、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新产品

发明的市场背景、产品制造工艺过程、原料配方、产

品性能测试、具体制造实施例、并附有该项目的研制

单位名称、通信地址、研制时间等。内容通俗易懂。其

工艺和配方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均能看懂和应用。

【出版时间】 2015.03
【资料描述】 632页/日文资料
【资料价格】 1360元（精装上下册）
【电 子 版】 1180元（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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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描述 研制单位

●
电铸砂轮  抑制崩刃 切割玻璃，蓝宝石 石英，陶瓷脆性材料   自锐

性问题解决方案 难以脱落 金属电镀 镊 超硬磨料 电铸方法
株式会社東京精密

●
电镀超硬磨料工具 金属材料，有色金属材料，硬质合金，金属陶瓷，

半导体加工 CMP化学机械抛光 电镀层厚度控制 金刚石磨粒
株式会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团轮制造商）

● 超硬磨料金刚石工具 延长寿命方法 单晶 多晶金刚石 镀镍
株式会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团轮制造商）

●
磨削高速砂轮工具 牢固地固定在基体金属上的磨粒的电沉积 高精

度研磨 防止切屑堵塞 电镀方法
三菱重工業株式会社

● 电沉积研磨工具制造方法 表面抛光 金刚石磨粒 東海精機株式会社

● 超硬磨料轮的制造方法 用于切割，高准确度和高效率的半导体
株式会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团轮制造商）

● 电铸砂轮 制造方法 切割玻璃，蓝宝石 石英，陶瓷脆性材料 三菱マテリアル株式会社

● 固定磨料线锯电解决方案 电沉积溶液 高速锯丝锯丝磨粒粘附 日本パーカライジング株式会社

●
生产线锯的方法 单晶硅电子材料加工 金刚石，立方氮化硼  电镀

工序控制 生产成本降低 生产率提高 制造工艺方法
株式会社中村超硬

● 抑制不均匀磨损 磨具制法 电镀 电沉积法 精度高，有效研磨 三菱重工業株式会社

●
硅太阳能电池，硅半导体材料，磁性材料，碳化硅 蓝宝石材料加

工，超硬磨料颗粒 电沉积层 线型工具 制造工艺方法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团武集团（Noritake）

●
金属镀敷层的超硬磨料的CBN或金刚石 玻璃，金属，陶瓷等材料研

磨 控制磨粒密度 抑制崩刃 保持自锐性，延长砂轮寿命
日本碍子株式会社

● 用于在气缸体研磨 砂轮制造方法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

● 高精度加工齿轮 螺旋形的电镀砂轮工具 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 三菱マテリアル株式会社

●
金刚石磨粒 电沉积线型工具 优异的磨粒保持力 太阳能电池 半导

体硅材料，磁性材料，蓝宝石或SiC的加工 切割多晶铸锭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

ミテド团武集团（Noritake）

● 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 螺旋形的电镀工具 三菱マテリアル株式会社

● 半导体硅材料，磁性材料，蓝宝石或SiC的加工 电镀线工具
株式会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轮制造商）

● 电沉积线型工具和方法，用于制造镀敷法 株式会社ツールバンク

● 电沉积固定磨料丝 金刚石磨粒 电沉积线型工具 优异的磨粒保持力 
半导体硅材料，磁性材料，蓝宝石 SiC的加工 

三菱化学株式会社

●
金刚石磨粒，CBN磨料颗粒，GC磨料颗粒，WA磨料 解决刚性和翘曲 

高速切削改进 电铸磨粒工艺 制造方法
株式会社 ＮＩＣ

●
电沉积磨具 电沉积磨石固定磨粒的基体金属镀敷 铝合金，镍合

金，铜合金，铁合金，树脂材料，玻璃，玻璃钢切削和磨削
株式会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轮团制造商）

●
硅锭切割 固定磨料丝方法 电沉积线型工具 Cu Ni SiC 立方氮化硼 

抑制断线的发生 工艺配方 制造方法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スーパーアブ
レーシブ（金团钢石工具制造商）

● 外周切削刃的制造夹具的外周切削刃的制造方法 信越化学工業株式会社

● 电镀砂轮工具 高精零件加工 砂轮制造方法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

● 电镀沉积砂轮制造 高精零件加工 工艺配方 发动机缸体研磨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

● 金属，玻璃，单晶体 陶瓷加工 磨料片制造方法 消除抛光划痕 日本ミクロコーティング株式会社

● 齿轮加工 螺旋形的电镀工具 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 国际领先 三菱マテリアル株式会社

● 电沉积线型工具，金刚石绳锯制造方法 住友電気工業株式会社 

● 珩磨工具 三菱重工業株式会社

●
用于各种材料的硬质合金，陶瓷，玻璃，半导体材料，铸铁，钢，
等，在研磨和抛光的电沉积工具  超硬磨料金刚石颗粒，立方氮化

硼  电沉积砂轮 制造工艺 方法 测试数据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スーパーアブ
レーシブ（金团钢团石工具制造商） 

● 固定磨料线锯 优秀生产率 加工精度和良好的稳定性 金刚石 株式会社リード

●
超级磨料工具的制造方法 提高锋利度 降低噪音 电镀超硬磨料颗

粒 金刚石 电沉积砂轮 制造工艺 方法 测试数据
株式会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轮团制造商）

● 高效率的研磨砂轮 CBN砂轮 电沉积工艺 砂轮制造方法 株式会社ジェイテクト（JTEKT）

● 制造Doresugiya doresugiya和方法 株式会社不二越 

03.《日本金属结合剂-电镀(铸)砂轮磨具制造工艺配方汇编》
该汇编收录的68项日本著名公司到2015年03月最

新公开的金属结合剂－电镀砂轮制造日本专利原文

技术资料，资料中阐述了每个项目的技术特点、现有

市场产品分析和存在问题缺陷、解决问题的具体方

案，新产品发明的市场背景、产品制造工艺过程、原

料配方、产品性能测试、具体制造实施例、并附有该

项目的研制单位名称、通信地址、研制时间等。内容

通俗易懂。其工艺和配方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均能看

懂和应用。

【出版时间】 2015.03
【资料描述】 780页/日文资料
【资料价格】 1360元（精装上下册）
【电 子 版】 1180元（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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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描述 研制单位

●
陶瓷结合剂砂轮 金刚石/CBN 混合磨粒 氧化铝，二氧化钛，硅酸锆 
压力模压成预定形状 表面形成被覆层 成型方法 烧结工艺过程 磨

粒保持力强 防堵塞 高效率的磨削 制造方法 配方

株式会社ジェイテクト（JTEKT）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陶瓷结合剂超硬磨料砂轮 导热性好 磨粒保持力强 防堵塞 金刚石
和CBN磨粒混合 不同粒度磨粒混合 工艺配方 陶瓷结合剂烧成 外周

面曲轴和凸轮轴研磨 2013年8月最新技术 国际领先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ミ
テド团武集团（Noritake）

●
陶瓷金刚石砂轮 烧结方法 温度控制 多孔 球形造孔剂 抗磨损 抗

堵塞 锋利度好 硅 晶圆 蓝宝石 端面加工 制造方法 测试评价 
株式会 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轮制造商）

●
陶瓷砂轮制造方法 硼硅酸盐 磨料处理 粉末压块 氮化处理  烧结

方法 提高了孔隙度 防堵塞 提高周围磨粒结合特性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

●
多层陶瓷结合剂砂轮 氧化铝磨粒 白刚玉磨料 碳化硅磨粒 成型方

法 烧结温度控制 无裂纹产生 钢金属研磨 提高旋转断裂强度
三井研削砥石株式会社

● 金刚石砂轮 成孔剂 烧结温度控制 硅晶片或半导体晶片 蓝宝石 端
面加工 抗堵塞 锋利度好 低磨削阻力 制造方法 配方

株式会 社アライドマテリアル
（A.L.M.T.Corp.日本砂轮制造商）

● 金刚石磨粒或立方氮化硼颗粒 陶瓷结合剂砂轮 抑制磨粒脱落 豊田バンモップス株式会社

●
CBN砂轮 多晶立方氮化硼磨粒和单晶立方氮化硼磨粒混合 不同粒

度磨粒混合 陶瓷粘合剂 磨料结构功能 磨削阻力降低 耐磨性
株式会社ジェイテクト（JTEKT）

●
超精加工 陶瓷结合剂砂轮 润滑特性 蜡 防堵塞 造孔剂 磨粒保持

力强 硅晶片的表面抛光 球轴承内圈滚道镜面精加工抛光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ミ

テド团武集团（Noritake）

●
金刚石磨料 陶瓷结合剂砂轮 半导体晶片 冷却设计 优异孔隙率 

保持磨削性能 陶瓷结合剂配方 烧结工艺 性能测试数据
株式会社ディスコ

●
成孔方法 陶瓷结合剂 金刚石砂轮 脆性材料加工 真空烧结制造 

热处理方法 磨粒高保持力 持久性锐度 提高砂轮寿命 配方
日立工機株式会社

●
陶瓷结合剂砂轮 寿命长 成本低 立方氮化硼 金刚石颗粒 微细独
立气孔 预定压力下模具中成型 氧化物颗粒 陶瓷结合剂原料配方 
超硬磨料颗粒粒径 发泡剂量控制 烧制过程工艺 抑制磨削烧伤

株式会社ジェイテクト（JTEKT）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碳化硅磨料 氧化铝磨粒 氧化锌 二硫化钼 氮化硼 石墨润滑填料
陶瓷结合剂砂轮 混合润滑填料固化树脂浸渍 配方 用于齿轮珩磨 

减少磨削阻力 提高工件精度 改善切割功率 研磨测试结果
株式会社ニートレックス本社

●
包含明胶，酚醛树脂，脲醛树脂的陶瓷结合剂砂轮 微胶囊 润滑剂

多孔 CBN磨粒 金刚石磨粒 抑制工件磨削烧伤 平均粒径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ミ

テド团武集团（Noritake）

●
耐化学性强 增加磨料承载力  惰性气氛 低温共烧 烧成温度控制
优秀高效率 陶瓷砂轮 轴承内圆磨削加工 CBN磨粒 金刚石 氧化铝 

碳化硅磨料颗粒 陶瓷结合剂组成配方 制造工艺

株式会社ミズホ (MIZUHO)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稳定加工精度 汽车发动机凸轮轴磨削 高锋利度 陶瓷结合剂砂轮 
树脂浸渍 立方氮化硼 金刚石 冷却剂动态压力精度影响 采取措施  

株式会社豊田自動織機

●
能实现长寿命 提高抗脱落的磨粒 封闭孔 陶瓷结合剂砂轮 CBN  
金刚石 30-200微米 三氧化二铝，碳化硅 氧化锆 氧化铈等磨料 
混合磨料颗粒 陶瓷结合剂配方 烧制温度 显微镜组织图 制造过程

日立工機株式会社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陶瓷结合剂 超硬磨料砂轮 CBN 金刚石磨料 无机结合剂 混合磨粒 
160m/s高速研磨钢(淬火) 预防磨削烧伤 提高研磨效率 多孔陶瓷结

合剂配方 成型工艺 烧成工艺 不发生开裂 足够磨粒保持力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ミ
テド团 武集团（Noritake）

●
防止烧结过程龟裂 提高强度（减少磨粒的浓度） 改善磨料之间的
磨削阻力 能够防止磨料脱离 超硬磨料磨损 烧成陶瓷结合剂配方 

烧成方法 骨料 莫来石 氧化铝颗粒和超硬磨料要求
豊田バンモップス株式会社

●
超硬陶瓷结合剂砂轮 抑制开裂 预防磨削烧伤 实现高孔隙率 超
硬磨料颗粒尺寸 成型工艺 耐热性和高耐冲击性陶瓷结合剂配方   

磨削性能改善，国际标准测试数据 制造方法 生产实施例

株式会社ノリタケカンパニーリミ
テド团武集团（Noritake）

●
良好自锐性 陶瓷结合剂砂轮 涂覆液态树脂 固化剂 表面活性剂 
产生泡沫 增加孔隙 煅烧步骤 半导体器件研磨 金刚石磨料 颗粒

尺寸 强磨粒保持力 砂轮制造工艺 配方 生产实施例
アルプス電気株式会社

●
混合磨料砂轮 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磨粒混合配比 外圆磨床等内部
圆筒状的研磨 陶瓷结合剂粉末配方 氮气氛中690℃烧结 磨削试验  
产品性能评价 磨料混合比和磨损程度之间关系图 生产工艺 配方

三井金属鉱業株式会社
日本著名磨具制造商

●
超硬磨料砂轮 金刚石 立方氮化硼磨粒 制造方法 陶瓷结合剂粉末

配方 成型工艺 烧结工艺 产品性能评价 生产工艺 配方
株式会社ジェイテクト（JTEKT）

●
 陶瓷结合剂砂轮 泡沫生成步骤 金刚石磨料颗粒尺寸 焙烧干燥  煅
烧步骤 合成树脂浸渍处理 自锐性效果提  高 配方 生产方法 实施例

株式会社ディスコ

04.《日本陶瓷结合剂砂轮磨具制造工艺配方资料汇编》
该资料汇编收录的92项日本著名公司到2015年

03月最新公开的陶瓷结合剂砂轮磨具制造日本专利

原文技术资料，阐述了每个项目的技术特点、现有

市场产品分析和存在问题缺陷、解决问题的具体方

案，新产品发明的市场背景、产品制造工艺过程、原

料配方、产品性能测试、具体制造实施例、并附有

该项目的研制单位名称、通信地址、研制时间等。内

容通俗易懂。其工艺和配方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均能

看懂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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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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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陶
瓷
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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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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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描述】 857页/日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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