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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

工艺，属于航空制造加工领域。它包括（1）、钻工

艺孔、（2）、U钻预钻孔、（3）、粗加工槽腔、（4）、插

铣转角、（5）、精铣筋条、缘条顶面、（6）、精铣腹

板、（7）、精铣周边、（8）、精铣转角；本发明解决了

TA15钛合金难加工材料的加工问题，为其在航空

框类零件中的应用加工提供一套科学、经济、高

效的工艺解决方案，提高了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

的加工效率、节省了刀具费用，并提供了零件成

品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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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1）、钻工艺孔；

（2）、U钻预钻孔：使用可转位刀具U钻在框类零件毛坯各框中间位置进行预钻孔，钻孔

方式采用一钻到底非循环模式，必须满刀钻削，钻孔深度比铣削深度深1mm，并且腹板留有

余量；最大钻孔深度必须小于排屑槽长度；

（3）、粗加工槽腔：由里向外加工方式；采用大直径大切深铣刀加工；为减少刀具在吃刀

量较小的情况下产生冲击振动损坏和不必要的磨损，刀路转角处必须加圆弧过渡，减少刀

具冲击；

（4）、插铣转角：在深槽或窄槽的特征需使用大的长径比刀具加工时，采用轴向插铣转

角方式，减少刀具振动、增加刀具切削刚性；轴向、径向余量不能大于插铣刀具切削参数，不

能切伤零件底角；

（5）、精铣筋条、缘条顶面：筋条、缘条顶面加工安排在粗铣之后精铣腹板之前，此时加

工部位刚性较强，增加切削稳定性；

根据筋条、缘条形状又分为平顶筋、斜筋；

上述筋条、缘条类型都需要按照以下加工方式进行：

①  采用顺铣加工，避免逆铣；

②  斜筋采用单向顺铣行切方式，加工方向必须从斜面最低点到最高点，以避免刀具在

向下加工时刀片崩刃；

（6）、精铣腹板：下刀方式必须是螺旋下刀或摆线下刀，螺旋直径和下刀角度必须符合

刀具切削参数，下刀速度为正常加工进给速度的50%，加工方式必须为由里至外；刀路编辑

方法和粗铣槽腔一致；

（7）、精铣周边：使用整体刀具对槽周边轴向分层加工到位，依据钛合金让刀的特性，径

向须增加一层0.2～0.5mm余量光一刀保证零件尺寸；

编程方法采用五轴顺序铣；使用圆弧进退刀；转角增加适量圆弧过渡；采用直径20mm或

25mm的多齿整体刀具加工；

（8）、精铣转角：插铣已经使转角到位，精铣槽周边时采用的刀具为Φ20mm  或Φ25mm  ，

转角附近侧壁存在插铣残余，必须使用直径Φ12mm整体刀具进行转角精加工，主要目的将

侧壁接平，采用轴向分层切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粗加

工槽腔中的大直径大切深铣刀采用的类型为玉米铣刀、焊接铣刀或波形刃铣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粗加

工槽腔中增加铣削余量Ap：10mm～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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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工艺，属于航空制造加工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钛及其合金在国防工业上的使用，主要基于钛合金的优异性能：质量轻、比强度

高、耐高温、耐腐蚀性好、高韧性，无磁性、可与复合材料匹配等。这些都为钛合金在国防工

业中的应用提供了条件。

[0003] 目前，TA15钛合金在航空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TA15钛合金是典型的高强韧类

难加工材料，其加工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04] ①、TA15钛合金强度高，硬度大，所以要求加工设备功率大，刀具应有较高的强度

和硬度。

[0005] ②、切屑与前刀面接触面积小，刀尖应力大。与45钢相比，钛合金的切削力虽然只

有其2/3～3/4,可是钛合金切屑与前刀面的接触面积小，刀尖或切削刃承受的应力反而很

大，刀尖或切削刃容易磨损。

[0006] ③、TA15钛合金摩擦因数大、导热系数低，分别为铁和铝的1/4和1/16。刀具与切屑

的接触长度短，切削热积聚于切削刃附近的小面积内而不易散发。这些因素导致导致钛合

金的切削温度很高，造成刀具磨损加快并影响加工质量。

[0007] ④、由于TA15钛合金弹性模量低，切削加工时工件回弹大，挤压刀具后刀面造成磨

损加剧和工件变形。

[0008] ⑤、TA15钛合金高温化学活性很高，容易与空气中的氢、氧等气体杂质发生化学反

应，生成硬化层，进一步加剧了刀具的磨损。

[0009] ⑥、TA15钛合金切削加工中，工件材料极易与刀具表面粘结，加之很高的切削温

度，刀具易产生扩散磨损和粘接磨损。

[0010] 与铝合金相比，TA15钛合金以上加工特性决定了其加工工艺对机床、刀具、加工工

艺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选择强力切削机床，配备合适的加工刀具之外，更需要研究

提出一套科学、经济、高效的工艺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TA15钛合金材料强度高、硬度大、摩擦因数大、导热系数低

等难加工特性，提供一种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工艺。

[0012] 本发明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3] 一种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工艺，它包括：

[0014] （1）、钻工艺孔；

[0015] （2）、U钻预钻孔：使用可转位刀具U钻在框类零件毛坯各框中间位置进行预钻孔，

钻孔方式采用一钻到底非循环模式，必须满刀钻削，钻孔深度比铣削深度深1mm，并且腹板

留有余量；最大钻孔深度必须小于排屑槽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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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3）、粗加工槽腔：由里向外加工方式；采用大直径大切深铣刀加工；为减少刀具在

吃刀量较小的情况下产生冲击振动损坏和不必要的磨损，刀路转角处必须加圆弧过渡，减

少刀具冲击；

[0017] （4）、插铣转角：在深槽或窄槽的特征需使用大的长径比刀具加工时，采用轴向插

铣转角方式，减少刀具振动、增加刀具切削刚性；轴向、径向余量不能大于插铣刀具切削参

数，不能切伤零件底角；

[0018] （5）、精铣筋条、缘条顶面：筋条、缘条顶面加工安排在粗铣之后精铣腹板之前，此

时加工部位刚性较强，增加切削稳定性；

[0019] 根据筋条、缘条形状又分为平顶筋、斜筋；

[0020] 上述筋条、缘条类型都需要按照以下加工方式进行：

[0021] ①  采用顺铣加工，避免逆铣；

[0022] ②  斜筋采用单向顺铣行切方式，加工方向必须从斜面最低点到最高点，以避免刀

具在向下加工时刀片崩刃；

[0023] （6）、精铣腹板：下刀方式必须是螺旋下刀或摆线下刀，螺旋直径和下刀角度必须

符合刀具切削参数，下刀速度为正常加工进给速度的50%，加工方式必须为由里至外；刀路

编辑方法和粗铣槽腔一致；

[0024] （7）、精铣周边：使用整体刀具对槽周边轴向分层加工到位，依据钛合金让刀的特

性，径向须增加一层0.2～0.5mm余量光一刀保证零件尺寸；

[0025] 编程方法采用五轴顺序铣；使用圆弧进退刀；转角增加适量圆弧过渡；采用直径

20mm或25mm的多齿整体刀具加工；

[0026] （8）、精铣转角：插铣已经使转角到位，精铣槽周边时采用的刀具为Φ20mm  或Φ

25mm  ，转角附近侧壁存在插铣残余，必须使用直径Φ12mm整体刀具进行转角精加工，主要

目的将侧壁接平，采用轴向分层切削。

[0027] 进一步的，在步骤（3）、粗加工槽腔中的大直径大切深铣刀采用的类型为玉米铣

刀、焊接铣刀或波形刃铣刀。

[0028] 进一步的，在步骤（3）、粗加工槽腔中增加铣削余量Ap：10mm～30mm。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0] 本发明解决了TA15钛合金难加工材料的加工问题，为其在航空框类零件中的应用

加工提供一套科学、经济、高效的工艺解决方案，提高了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的加工效率、

节省了刀具费用，并提供了零件成品合格率。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的钛合金框类零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附图

来进行清晰、完整的表述。

[0033] 一种TA15钛合金框类零件加工工艺，包括:

[0034] 1、钻工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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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2、U钻预钻孔：使用可转位刀具U钻在框类零件毛坯各框中间位置进行预钻孔，钻

孔方式采用一钻到底非循环模式，必须满刀钻削（不能钻初孔），钻孔深度比铣削深度深

1mm，并且腹板留有一定余量；最大钻孔深度必须小于排屑槽长度；

[0036] 3、粗加工槽腔：由里向外加工(Outward  helical或Offset  on  part  One-Way)方

式。采用大直径大切深铣刀（玉米铣刀、焊接铣刀、波形刃铣刀）加工；为减少刀具在吃刀量

较小的情况下产生冲击振动损坏和不必要的磨损，可适当增加铣削余量（Ap：10mm～30mm，

视机床主轴功率，刀具切削条件而定）刀路转角处必须加圆弧过渡，减少刀具冲击；

[0037] 4、插铣转角：在深槽、窄槽等特征需使用比较大的长径比刀具加工时，采用轴向插

铣转角方式最有利，可以减少刀具振动、增加刀具切削刚性。轴向、径向余量不能大于插铣

刀具切削参数；不能切伤零件底角R；

[0038] 5、精铣筋条、缘条顶面：筋条、缘条顶面加工一般安排在粗铣之后精铣腹板之前，

此时加工部位刚性较强，增加切削稳定性。根据筋条、缘条形状又分为平顶筋、斜筋等。无论

哪种类型都需要按照以下加工方式进行：①  采用顺铣加工，避免逆铣。②  斜筋采用单向顺

铣行切方式，加工方向必须从斜面最低点到最高点，以避免刀具在向下加工时刀片崩刃。

[0039] 6、精铣腹板：下刀方式必须是螺旋下刀或摆线下刀，螺旋直径和下刀角度必须符

合刀具切削参数，下刀速度约为正常加工进给速度的50%，加工方式必须为由里至外

（Outward  helical或  Offset  on  part  One-Way）；刀路编辑方法和粗铣槽腔一致；

[0040] 7、精铣周边：  使用整体刀具对槽周边轴向分层加工到位，考虑到钛合金让刀特

性，径向须增加一层0.2～0.5mmm余量光一刀保证零件尺寸。编程方法采用五轴顺序铣；使

用圆弧进退刀；转角增加适量圆弧过渡；采用直径20mm或25mmm的多齿整体刀具加工；

[0041] 8、精铣转角：插铣已经使转角到位，但精铣槽周边时采用的刀具为Φ20mm  或Φ

25mm  ，转角附近侧壁存在插铣残余，必须使用直径Φ12mm整体刀具进行转角精加工，主要

目的将侧壁接平，采用轴向分层切削；转角适量圆弧，圆弧进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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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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