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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其可提高夹具的

通用性，使用同一台设备即可满足不同圆弧面尺

寸的菌型叶根的加工，可避免因设计制造其它的

设备而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降低设备投入成

本，其包括台板，台板的一端固定于驱动机构，驱

动机构为蜗轮蜗杆机构，蜗轮蜗杆机构包括蜗

轮、与蜗轮的外齿面相啮合的蜗杆，台板的一端

固定于蜗轮上靠近蜗轮的圆心的一侧，台板上设

置有用于压紧菌型叶根的压板，铣床上的铣刀紧

邻台板的另一端布置，铣刀与菌型叶根上设置有

齿形面的一端相对应，台板的顶端中间部位设置

有定位槽，菌型叶根的竖向中心线与定位槽的竖

向中心线平行，定位槽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一列压

板安装定位孔，每列压板安装定位孔包括至少两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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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其包括台板，所述台板的一端固定于驱动机构，其特

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为蜗轮蜗杆机构，所述蜗轮蜗杆机构包括蜗轮、与所述蜗轮的外齿面

相啮合的蜗杆，所述台板的一端固定于所述蜗轮上靠近所述蜗轮的圆心的一侧，所述台板

上设置有用于压紧菌型叶根的压板，铣床上的铣刀紧邻所述台板的另一端布置，所述铣刀

与所述菌型叶根上设置有齿形面的一端相对应，所述台板的顶端中间部位设置有定位槽，

所述菌型叶根的竖向中心线与所述定位槽的竖向中心线平行，所述定位槽的两侧分别设置

有一列压板安装定位孔，每列所述压板安装定位孔包括至少两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蜗轮蜗杆机

构布置于底板上，所述底板上设置有与所述蜗轮的底端的滑块相对应的导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蜗杆通过两

个平行布置的支撑座固定于所述底板上，两个所述支撑座的顶端分别设置有轴承座，所述

蜗杆的一端转动安装于其中一个所述轴承座内，所述蜗杆的另一端穿过另一个所述轴承座

与步进电机或手轮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板的一端

通过销轴与压板支撑块连接，所述压板的另一端底端设置有弧形面，所述弧形面的形状与

所述菌型叶根一端的外表面的形状一致，所述支撑块的底端设置有与所述压板安装定位孔

相对应的定位柱，所述支撑块通过螺栓固定于所述台板上，所述压板的中间部位设置通孔，

螺杆的一端穿过所述通孔与所述台板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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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菌型叶根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

背景技术

[0002] 叶片作为汽轮机的核心部件，其加工精度和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汽轮机的性

能，因此，在采用铣刀加工叶片菌型叶根时，需保证较高的加工精度，如图1、图2为一种常见

的菌型叶根，其中间部位设置有齿形面O，目前，在对菌型叶根内部的齿形面进行加工时，常

采用将菌型叶根固定于夹具上，在数控机床上安装与齿形面形状相匹配的球头铣刀，使球

头铣刀对应菌型叶根上需加工齿形面的部位，切铣出圆弧面，目前常用的菌型叶根夹具的

通用性较差，其一般只适用于圆弧面尺寸相同的菌型叶根的加工，当圆弧面尺寸发生变化

时，则需设计并制造另外一套设备对不同尺寸的圆弧面进行铣加工操作，另外一台设备的

设计制造会消耗大量的人力、材料等资源，使设备投入成本大大提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的通用性差，不能满足不同圆弧

面尺寸的菌型叶根的加工的问题，以及另外一台设备的设计制造会消耗大量的人力、材料

等资源，使设备投入成本高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其可提高

夹具的通用性，使用同一台设备即可满足不同圆弧面尺寸的菌型叶根的加工，可避免因设

计制造其它的设备而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可大大降低设备投入成本。

[0004] 一种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其包括台板，所述台板的一端固定于驱动机构，其

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为蜗轮蜗杆机构，所述蜗轮蜗杆机构包括蜗轮、与所述蜗轮的外齿

面相啮合的蜗杆，所述台板的一端固定于所述蜗轮上靠近所述蜗轮的圆心的一侧，所述台

板上设置有用于压紧菌型叶根的压板，铣床上的铣刀紧邻所述台板的另一端布置，所述铣

刀与所述菌型叶根上设置有齿形面的一端相对应，所述台板的顶端中间部位设置有定位

槽，所述菌型叶根的竖向中心线与所述定位槽的竖向中心线平行，所述定位槽的两侧分别

设置有一列压板安装定位孔，每列所述压板安装定位孔包括至少两个。

[0005] 其进一步特征在于，所述菌型叶根的竖向中心线与所述圆弧面的横向中心线相

交，形成交点O，当菌型叶根的圆弧面的尺寸发生变化时，不同尺寸的菌型叶根圆弧面的交

点O，分别位于与所述蜗轮以同心圆方式布置的不同半径的圆弧上。

[0006] 所述蜗轮蜗杆机构布置于底板上，所述底板上设置有与所述蜗轮的底端的滑块相

对应的导轨；

所述蜗杆通过两个平行布置的支撑座固定于所述底板上，两个所述支撑座的顶端分别

设置有轴承座，所述蜗杆的一端转动安装于其中一个所述轴承座内，所述蜗杆的另一端穿

过另一个所述轴承座与步进电机或手轮连接；

所述压板的一端通过销轴与压板支撑块连接，所述压板的另一端底端设置有弧形面，

所述弧形面的形状与所述菌型叶根一端的外表面的形状一致，所述支撑块的底端设置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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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压板安装定位孔相对应的定位柱，所述支撑块通过螺栓固定于所述台板上，所述压板

的中间部位设置通孔，螺杆的一端穿过所述通孔与所述台板固定。

[0007] 将本发明应用于菌型叶根的内齿面加工的装夹操作中，通过菌型叶根在台板上的

不同位置的放置，可实现不同尺寸的菌型叶根圆弧面的加工，菌型叶根在台板上移动时，菌

型叶根的竖向中心线与定位槽的竖向中心线始终保持平行，菌型叶根沿定位槽的竖向中心

线上下移动，对菌型叶根的位置进行变换，使菌型叶根位于以同心圆方式布置的不同半径

的圆弧上，从而可实现不同尺寸的菌型叶根圆弧面的加工；加工时，将菌型叶根放置于台板

上的定位槽中的相应位置，通过压板安装定位孔实现压板的定位，通过台板及其顶端的压

板实现菌型叶根的装夹，由于压板安装定位孔包括至少两个，当菌型叶根的圆弧面尺寸发

生变化时，可将压板固定于相应的压板安装定位孔中，因此，通过本装置可满足不同尺寸的

菌型叶根圆弧面的加工装夹，大大提高了本装置的通用性，避免了因设计制造其它的设备

而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大大降低了设备投入成本。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菌型叶根附视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菌型叶根左视图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3为实施例一的俯视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图3主视的结构示意图（省略铣刀）；

图5为图4的A-A向的结构示意图（省略铣刀）；

图6为实施例二的俯视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图6主视的结构示意图（省略铣刀）；

图8为本发明压板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见图1至图5、图8，实施例一，一种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其包括台板1，台板1

的一端固定于驱动机构，驱动机构为蜗轮蜗杆机构2，蜗轮蜗杆机构2包括蜗轮21、与蜗轮21

的外齿面相啮合的蜗杆22，台板1的一端固定于蜗轮22上靠近蜗轮22的圆心的一侧，台板1

上设置有用于压紧菌型叶根3的压板4，铣床（图中未示出）上的铣刀5紧邻台板1的另一端布

置，铣刀5与菌型叶根3上设置有齿形面P的一端相对应，台板1的顶端中间部位设置有定位

槽11，菌型叶根3的竖向中心线与定位槽11的竖向中心线平行，定位槽11的两侧分别设置有

一列压板安装定位孔，每列压板安装定位孔包括至少两个，本实施例中每列设置了四个压

板安装定位孔12；

当菌型叶根3的圆弧面的尺寸发生变化时，不同尺寸的菌型叶根分别位于与蜗轮以同

心圆方式布置的不同半径的圆弧上，本实施中加工尺寸较小的圆弧面时，菌型叶根3位于台

板1上靠近蜗轮22的圆心的一侧，压板4固定于台板1上靠近蜗轮22圆心的压板安装定位孔

12内，如图2所示，压板4的一端通过销轴与压板支撑块41连接，压板4的另一端底端设置有

弧形面43，弧形面43的形状与菌型叶根3一端的外表面的形状一致，支撑块41的底端设置有

与压板安装定位孔12相对应的定位柱，支撑块41通过螺栓固定于台板1上，压板的中间部位

设置通孔，螺杆42的一端穿过通孔与台板1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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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轮蜗杆机构2布置于底板6上，底板6上设置有与蜗轮22的底端的滑块相对应的导轨

61，蜗杆21通过两个平行布置的支撑座固定于底板6上，两个支撑座62的顶端分别设置有轴

承座，蜗杆21的一端转动安装于其中一个轴承座63内，蜗杆21的另一端穿过另一个轴承座

64与步进电机7连接，通过步进电机7驱动蜗杆21旋转，支撑座62的顶端设置有凸起65，凸起

65用于实现蜗轮22的限位。

[0010] 将本发明应用于菌型叶根的内齿面加工的装夹操作中，具体包括以下步骤：S1、根

据预加工的菌型叶根3的圆弧面的尺寸，在台板1上选择合适的装夹位置；S2，将压板4固定

于压板安装定位孔12中，压板4的压头端朝向台板1；S3，将菌型叶根3放置于台板1的定位槽

11中，定位槽11的竖向中心线与菌型叶根3的竖向中心线平行；S4，压板4以销轴为中心旋

转，压板4的压头端压紧菌型叶根3的出气边Q的上表面，从而实现菌型叶根3的装夹；S4，启

动铣刀5旋转，并驱动铣刀朝菌型叶根3的竖向中心线向中心移动，同时步进电机7驱动蜗杆

21带动蜗轮22转动，蜗轮22带动台板1转动，同时带动台板1上的菌型叶根以前进、后退的方

式旋转，从而实现菌型叶根的弧形面的加工。

[0011] 见图1、图2、图6、图7、图8，实施例二，一种用于菌型叶根加工的夹具，其包括台板

1，台板1的一端固定于驱动机构，驱动机构为蜗轮蜗杆机构2，蜗轮蜗杆机构2包括蜗轮21、

与蜗轮21的外齿面相啮合的蜗杆22，台板1的一端固定于蜗轮22上靠近蜗轮22的圆心的一

侧，台板1上设置有用于压紧菌型叶根3的压板4，铣床（图中未示出）上的铣刀5紧邻台板1的

另一端布置，铣刀5与菌型叶根3上设置有齿形面P的一端相对应，台板1的顶端中间部位设

置有定位槽11，菌型叶根3的竖向中心线与定位槽11的竖向中心线平行，定位槽11的两侧分

别设置有一列压板安装定位孔，每列压板安装定位孔包括至少两个，本实施例中每列设置

了四个压板安装定位孔13；

当菌型叶根3的圆弧面的尺寸发生变化时，不同尺寸的菌型叶根分别位于与蜗轮以同

心圆方式布置的不同半径的圆弧上，本实施中加工尺寸较大的圆弧面时，菌型叶根3位于台

板1上远离蜗轮22的圆心的一侧，压板4固定于台板1上远离蜗轮22圆心的压板安装定位孔

13内，如图4所示，压板4的一端通过销轴与压板支撑块41连接，压板4的另一端底端设置有

弧形面，弧形面的形状与菌型叶根3一端的外表面的形状一致，支撑块41的底端设置有与压

板安装定位孔13相对应的定位柱，支撑块41通过螺栓固定于台板1上，压板的中间部位设置

通孔，螺杆42的一端穿过通孔与台板1固定；

蜗轮蜗杆机构2布置于底板6上，底板6上设置有与蜗轮22的底端的滑块相对应的导轨

61，蜗杆21通过两个平行布置的支撑座固定于底板6上，两个支撑座62的顶端分别设置有轴

承座，蜗杆21的一端转动安装于其中一个轴承座63内，蜗杆21的另一端穿过另一个轴承座

64与手轮8连接，通过手轮8驱动蜗杆21旋转，支撑座62的顶端设置有凸起65，凸起65用于实

现蜗轮22的限位。

[0012] 将本发明应用于菌型叶根的内齿面加工的装夹操作中，具体包括以下步骤：S1、根

据预加工的菌型叶根3的圆弧面的尺寸，在台板1上选择合适的装夹位置；S2，将压板4固定

于压板安装定位孔13中，压板4的压头端朝向台板1；S3，将菌型叶根3放置于台板1的定位槽

11中，定位槽11的竖向中心线与菌型叶根3的竖向中心线平行；S4，压板4以销轴为中心旋

转，压板4的压头端压紧菌型叶根3的上表面，从而实现菌型叶根3的装夹；S4，启动铣刀5旋

转，并驱动铣刀沿菌型叶根3的竖向中心线向中心移动，同时人工手动转动手轮8，驱动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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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带动蜗轮22转动，蜗轮22带动台板1转动，同时带动台板1上的菌型叶根以前进、后退的方

式旋转，从而实现菌型叶根的弧形面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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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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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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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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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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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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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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