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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

钻孔的装置，包括分居大型薄壁件两端的端板

(4)和活动端板(18)；端板(4)的上端与压板(9)

相连，下端与第一钻模板(3)相连，左右两端分别

为第二钻模板和第三钻模板；端板(4)的一侧为

定位板(7)，定位板(7)的一个端面上设置有定位

销孔，定位销孔与活动定位销(8)匹配；活动端板

(18)的上、下、左和右端分别与第四钻模板、第五

钻模板、第六钻模板(16)和第七钻模板(19)相

连；活动端板(18)的一侧为定位型胎(17)。本发

明保证了大型薄壁件端口处孔与孔的位置精度

与两端口处孔组的位置精度，且方便于四面孔的

钻孔加工，孔加工完后便于产品取出和产品的再

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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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分居大型薄壁件两端的

端板（4）和活动端板（18）；

所述端板（4）的上端与压板（9）相连，下端与第一钻模板（3）相连，左、右两端分别为第

二钻模板和第三钻模板；

所述端板（4）的一侧为定位板（7），定位板（7）的一个端面上设置有定位销孔，定位销孔

与活动定位销（8）匹配，所述定位板（7）为环形件，其外轮廓与大型薄壁件内孔形状一致，定

位板（7）与端板（4）通过第二螺钉（21）连接，且二者之间还设置有定位圆柱销（20），定位板

（7）上开有与钻模板位置匹配的通孔状钻孔；

所述端板（4）和活动端板（18）之间通过立柱（1）及螺母（2）相连，所述立柱（1）共四根，

其与端板（4）和活动端板（18）的连接处分别位于端板（4）和活动端板（18）的四个边角；

所述活动端板（18）的上端、下端、左端和右端分别与第四钻模板、第五钻模板、第六钻

模板（16）和第七钻模板（19）相连；

所述活动端板（18）的一侧为定位型胎（17）；

所述定位型胎（17）为环形件，其外轮廓与大型薄壁件内孔形状一致，且其上设置有与

第四钻模板、第五钻模板、第六钻模板（16）和第七钻模板（19）匹配的钻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端

板（4）与压板（9）通过滚花螺母（13）以及螺柱（10）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钻模板（3）通过第一螺钉（5）与端板（4）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

位板（7）上设置有与第一钻模板（3）第二钻模板和第三钻模板匹配的钻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钻模板（3）、第二钻模板、第三钻模板、第四钻模板、第五钻模板、第六钻模板（16）和第七

钻模板（19）上的钻孔内设置有压合村套（14）和钻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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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装置，特别是钻孔的定位装置，属于发动机

高性能点火装置的燃油冷却屏蔽罩加工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如图1所示，为某种燃油散热器的构件，属于某型发动机高性能点火装置的配套附

件中的大型薄壁件，现在需要在端口处钻孔，如图1、2和3所示，为大型薄壁件产品的示意

图，此大型薄壁件产品为铝-复合板材，其大型薄壁件尺寸大、孔和孔位的精度要求高且强

度低易变形，尤其是孔位精度满足不了产品设计要求时造成该产品装机不协调的现象发

生，在研制和研制后的定型阶段经常出现问题而返厂返修，对公司形象和生产造成极其不

良的影响。

[0003] 大型薄壁件的孔与孔位的精度要求高且自身强度低，加工孔时如果定位精度不够

或该大型薄壁件产生变形的话，很难满足产品设计要求和主机装配时的协调性。因此必须

设计出可靠的定位装置方可满足设计和主机要求。

[0004] 一般情况下，类似这类孔加工件只要零件自身强度足够且便于设备上装夹，工艺

上可以安排在数控设备进行加工，然而，这种大型薄壁件自身强度低导致在设备上的装夹

难度大，且加工过程中产品易变形对孔与孔位的精度造成较大的影响，该产品属于发动机

高性能点火装置的燃油冷却屏蔽罩，在三代机上大量应用且向四代机过度，其重量轻、孔与

孔位的精度高并应具有可靠的互换性。

[0005] 对于设计这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其关键在于精准定位，即在钻

孔两端给出可靠的定位，总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0006] 1.单个端口处钻孔时防止端口四周孔和孔位误差超标；

[0007] 2.防止两端口孔的孔位之间误差超标；

[0008] 3.钻孔时便于操作且产品安装和拆卸时方便。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保证

大型薄壁件端口处孔与孔的位置精度与两端口处孔组的位置精度，且方便于四面孔的钻孔

加工，孔加工完后便于产品取出和产品的再次安装。

[0010]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1] 一种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钻孔的装置，包括分居大型薄壁件两端的端板和活动

端板；

[0012] 所述端板的上端与压板相连，下端与第一钻模板相连，左、右两端分别为第二钻模

板和第三钻模板；

[0013] 所述端板的一侧为定位板，定位板的一个端面上设置有定位销孔，定位销孔与活

动定位销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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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活动端板的上端、下端、左端和右端分别与第四钻模板、第五钻模板、第六钻

模板和第七钻模板相连；

[0015] 所述活动端板的一侧为定位型胎。

[0016] 所述端板和活动端板之间通过立柱及螺母相连。

[0017] 所述立柱共四根，其与端板和活动端板的连接处分别位于端板和活动端板的四个

边角。

[0018] 所述端板与压板通过滚花螺母以及螺柱相连。

[0019] 所述第一钻模板通过第一螺钉与端板相连。

[0020] 所述定位板为环形件，其外轮廓与大型薄壁件内孔形状一致（确保定位板的表面

能够与大型薄壁件内孔贴合）。

[0021] 所述定位板与端板通过第二螺钉连接，且二者之间还设置有定位销。

[0022] 所述定位板上设置有与第一钻模板第二钻模板和第三钻模板匹配的钻孔。

[0023] 所述定位板上开有与钻模板位置匹配的通孔状钻孔。

[0024] 所述定位型胎为环形件，其外轮廓与大型薄壁件内孔形状一致（确保定位型胎的

表面能够与大型薄壁件内孔贴合），且其上设置有与第四钻模板、第五钻模板、第六钻模板

和第七钻模板匹配的钻孔。

[0025] 所述第一钻模板、第二钻模板、第三钻模板、第四钻模板、第五钻模板、第六钻模板

和第七钻模板上的钻孔内设置有压合村套和钻套。

[0026] 本发明利用定位板、定位销（可移动定位销）和定位型胎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来保

证产品要求的这种大型薄壁件端口处孔与孔的位置精度与两端口处孔组的位置精度，且方

便于四面孔的钻孔加工，孔加工完后便于产品取出和产品的再次安装。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待加工的大型薄壁件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图1中A-A截面示意图；

[0029] 图3是图1中B-B截面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的钻孔装置主视图；

[0031] 图5是图4中C-C截面示意图；

[0032] 图6是图4中D-D截面示意图。

[0033] 其中，1-立柱、2-螺母、3-第一钻模板、4-端板、5-第一螺钉、6-第一圆柱销、7-定位

板、8-活动定位销、9-压板、10-螺柱、11-垫圈、12-第二圆柱销、13-滚花螺母、14-压合村套、

15-钻套、16-第六钻模板、17-定位型胎、18-活动端板、19-第七钻模板、20-定位圆柱销、21-

第二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所

述。

[0035] 图1，图2和图3为大型薄壁件示意图，图4、5和6用于大型薄壁件端口处孔加工装置

的示意图和局部示意图，本发明所述的这种大型薄壁件端口处孔装置中，定位板7、活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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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销8（可移动定位销或定位插销）是该套装置的关键所在，这两个零件在保证单向周边精

准定位的同时还要保证两端口处孔位置精度和尺寸精度，在各个孔的加工过程中具有防止

加工变形的功能，并且方便了产品的安装与拆卸。装置使用至今还未因装机不协调造成返

厂返修的现象产生。

[0036] 如图4、5、6所示，本发明的装置包括立柱1、螺母2、第一钻模板3、端板4、第一螺钉

5、第一圆柱销6、定位板7、活动定位销8、压板9、螺柱10、垫圈11、第二圆柱销12、滚花螺母

13、压合村套14、钻套15、第六钻模板16、定位型胎17、活动端板18、第七钻模板19、定位圆柱

销20、第二螺钉21。

[0037] 如图4、5、6所示，钻孔装置包括分居大型薄壁件两端的端板4和活动端板18；端板4

的上端与压板9相连，下端与第一钻模板3相连，左、右两端分别为第二钻模板和第三钻模

板；端板4的一侧为定位板7(二者通过螺钉连接)，如图6,定位板7的一个端面上(即压板9方

向)设置有两个轴线平行的定位销孔，两个定位销孔与两根活动定位销8匹配，活动定位销8

贯穿定位板7厚度方向。定位板7为环形件，其外轮廓与大型薄壁件内孔形状一致。定位板7

与端板4通过第二螺钉21连接，且二者之间还设置有定位圆柱销20。定位板7上设置有与第

一钻模板3第二钻模板和第三钻模板匹配的钻孔。活动端板18的上端、下端、左端和右端分

别与第四钻模板、第五钻模板、第六钻模板16和第七钻模板19相连，活动端板18的一侧为定

位型胎17(二者通过螺钉连接,之间还可设置定位销)。端板4和活动端板18之间通过立柱1、

垫圈11及螺母2相连。立柱1共四根，其与端板4和活动端板18的连接处分别位于端板4和活

动端板18的四个边角。端板4与压板9通过滚花螺母13以及螺柱10相连,  第二圆柱销12的作

用是作为防止螺柱10旋转的防转销子。第一钻模板3通过第一螺钉5与端板4相连。定位型胎

17为环形件，其外轮廓与大型薄壁件内孔形状一致，且其上设置有与第四钻模板、第五钻模

板、第六钻模板16和第七钻模板19匹配的钻孔。第一钻模板3、第二钻模板、第三钻模板、第

四钻模板、第五钻模板、第六钻模板16和第七钻模板19上的钻孔内设置有压合村套14和钻

套15，第二钻模板和第三钻模板与端板4之间，以及第六钻模板16和第七钻模板19与活动端

板18之间分别设置有第一圆柱销6。钻模板与端板4和活动端板18之间可采用螺钉连接。

[0038] 使用时先将活动端板18打开，将产品插入定位板7并对准定位孔再将活动定位销8

插入产品与定位板7，而后将活动端板18安装回工装并将定位型胎17准确插入产品内型孔

再压紧活动端板18并将其锁死，此时可以加工产品上所有该加工的孔，加工完后按上述逆

顺序将该移除的工装零组件后再将产品从工装中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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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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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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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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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1

CN 106956143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