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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

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下料；S2、热加工；S3、

粗车端面及外圆；S4、钻、镗内孔；S5、珩磨内孔；

S6、半精车、精车外圆；S7、精磨外圆；S8、微挤压

校形；S9、精车端面；S10、检验及包装。本发明可

以实现奥氏体不锈钢材料、最大长度575mm、最小

管径24mm、最大长径比24、最薄壁厚0.3mm的薄壁

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内孔、外圆精度达到IT5

级，同轴度达到0.025mm，直线度达到0.025mm，表

面粗糙度达到Ra0.8，是一种高效、精密、低成本

的薄壁细长管件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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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粗车端面及外圆：粗车外圆精度至IT7级，加工直线度达到0.025mm；

S2、钻、镗深长孔：钻铰加工导引孔，导引孔深度为3倍孔径，深孔枪钻钻削深长孔，扩、

镗深长孔精度至IT8级，加工直线度与圆度达到0.05mm；

S3、珩磨深长孔：粗珩、精珩深长孔至尺寸，公差预留0.04～0.07mm余量；

S4、半精车、精车外圆：内圆装夹，采用机械式芯轴，芯轴外圆径向跳动≤0.015mm，分别

选用刀尖圆角为0.2mm的菱形可转位刀片与防震颤的定制非标刀片；

S5、精磨外圆：内圆装夹，采用机械式芯轴，精磨外圆精度至IT5级，加工直线度达到

0.01mm；

S6、微挤压校形：内圆装夹，采用机械式芯轴，微挤压校正外圆直线度和内外圆同轴度，

保证外圆直线度≤0.025mm，内圆与外圆同轴度≤0.025mm；

S7、精车端面：内圆装夹，采用机械式芯轴，保证管件侧壁端面与管件内圆轴线的垂直

度，保证管件长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

钻、镗深长孔包括：

S2‑1、加工导引孔：

外圆使用V形块装夹，钻、铰加工导引孔，导引孔深度为3倍孔径；

S2‑2、加工深长孔：

使用硬质合金深孔枪钻加工深长孔，使用扩孔钻扩深长孔，扩孔后余量1.2mm；使用内

孔镗刀镗孔，镗孔后余量0.2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

外圆使用弹簧变径套装夹，采用立式珩磨机粗珩、精珩深长孔至尺寸，公差预留0.04～

0.07mm余量。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

内圆使用机械式芯轴装夹，采用精密数控车削中心半精车、精车外圆，半精车使用刀尖圆角

为0.2mm的菱形可转位刀片，精车使用非标防震颤专用外圆车刀，精车后余量0.1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6中：

使用微挤压工艺校正外圆直线度和内外圆同轴度，对薄壁细长管件的材料进行缩口整形推

力计算，确定功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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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制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薄壁细长管类零件由于长径比大，属于典型弱刚性零件，加工过程易变形和产生

切削颤振，加工尺寸精度和直线度指标控制难度大；细长管内孔属于深长孔，加工空间受

限，采用传统钻削方法冷却润滑、排屑断屑困难，热量容易聚集，故刀具磨损剧烈，而且高温

导致零件发生热胀变形，影响加工尺寸精度；此外，薄壁特征的存在进一步降低了零件的刚

性，提高了零件的装夹难度，而且壁厚的控制一般通过内孔和外圆尺寸间接获得，在加工过

程中既要控制内孔、外圆尺寸公差，又要间接保证壁厚公差，给工艺设计和零件加工提出了

较大的挑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从工艺流程设计、

装夹方式设计、加工刀具优化、加工余量控制等方面，解决弱刚性零件变形控制、深长孔精

密加工、薄壁公差尺寸控制等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

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S1、下料；

[0006] S2、热加工；

[0007] S3、粗车端面及外圆；

[0008] S4、钻、镗内孔；

[0009] S5、珩磨内孔；

[0010] S6、半精车、精车外圆；

[0011] S7、精磨外圆；

[0012] S8、微挤压校形；

[0013] S9、精车端面；

[0014] S10、检验及包装。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4中，钻、镗内孔包括：

[0016] S4‑1、加工导引孔：

[0017] 外圆使用V形块装夹，钻、铰加工导引孔，导引孔深度为3倍孔径；

[0018] S4‑2、加工深长孔：

[0019] 使用硬质合金深孔枪钻加工深长孔，使用扩孔钻扩深长孔，扩孔后余量1.2mm；使

用内孔镗刀镗孔，镗孔后余量0.2mm。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5中：

[0021] 外圆使用弹簧变径套装夹，采用立式珩磨机粗珩、精珩内孔至尺寸，公差预留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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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mm余量。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6中：

[0023] 内圆使用机械式芯轴装夹，采用精密数控车削中心半精车、精车外圆，半精车使用

刀尖圆角为0.2mm的菱形可转位刀片，精车使用非标防震颤专用外圆车刀，精车后余量

0.1mm。

[002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7中：

[0025] 内圆使用机械式芯轴装夹，采用外圆精密磨床磨削外圆至尺寸，保证壁厚尺寸精

度和壁厚公差。

[002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8中：

[0027] 使用微挤压工艺校正外圆直线度和内外圆同轴度，对薄壁细长管件的材料进行缩

口整形推力计算，确定功率需求。

[002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9中：

[0029] 内圆使用机械式芯轴装夹，采用精密数控车削中心车削两端面至尺寸，保证端面

与内圆轴线垂直度。

[0030] 进一步的，薄壁细长管件采用的材料为321H不锈钢。

[0031] 本发明提供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整体工艺路线以外圆为粗基准加

工内孔，以内孔为精基准加工外圆，以保证加工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然后利用微挤压校形

工艺校正外圆直线度和内外圆同轴度，最后精密车削两端面以保证长度尺寸精度和端面垂

直度，可以实现奥氏体不锈钢材料、最大长度575mm、最小管径24mm、最大长径比24、最薄壁

厚0.3mm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内孔、外圆精度达到IT5级，同轴度达到0.025mm，直

线度达到0.025mm，表面粗糙度达到Ra0.8，是一种高效、精密、低成本的薄壁细长管件加工

方法。

[0032] 工具方面，使用深孔枪钻钻削深长孔，使用电镀高精度珩铰刀珩磨内孔，使用专用

非标防震颤外圆车刀精车外圆，使用非标微挤压校形工装校正外圆；

[0033] 基准和装夹方面，以外圆为基准加工内孔，然后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外圆，保证了基

准统一和互为基准原则，并使用弹簧变径套和机械式芯轴进行装夹，提高了装夹精度；

[0034] 工艺流程方面，内孔通过钻、扩、镗、粗珩、精珩加工，外圆通过粗车、半精车、精车、

精磨加工，内孔外圆加工完成后，通过微挤压校形校正直线度和同轴度，两端面最后加工；

[0035] 加工设备方面，使用数控车床、深孔加工机床、立式珩磨机、数控精密车床、外圆精

密磨床等。

[0036] 基于以上方法，解决了薄壁细长管件深长内孔精密加工、弱刚性薄壁装夹变形控

制、微挤压校形工艺等技术难题，为类似结构特征零件的精密加工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和

思路。

附图说明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对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薄壁细长管整体精密加工工艺流程示意图；

[003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薄壁细长管深长孔精密加工工序流程示意图；

[004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薄壁细长管微挤压校形工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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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出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作

进一步详细说明。根据下面说明和权利要求书，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将更清楚。需说明的

是，附图均采用非常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准的比率，仅用以方便、明晰地辅助说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目的。

[0042] 本发明的核心思想在于，本发明提供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整体工

艺路线以外圆为粗基准加工内孔，以内孔为精基准加工外圆，以保证加工尺寸精度和表面

质量，然后利用微挤压校形工艺校正外圆直线度和内外圆同轴度，最后精密车削两端面以

保证长度尺寸精度和端面垂直度，可以实现奥氏体不锈钢材料、最大长度575mm、最小管径

24mm、最大长径比24、最薄壁厚0.3mm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内孔、外圆精度达到

IT5级，同轴度达到0.025mm，直线度达到0.025mm，表面粗糙度达到Ra0.8，是一种高效、精

密、低成本的薄壁细长管件加工方法。

[004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的步骤流程示意图。

参照图1，提供一种薄壁细长管件整体精密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0.下料；

[0045] 20.热处理；

[0046] 30.粗车端面及外圆；

[0047] 40.钻、镗内孔；

[0048] 50.珩磨内孔；

[0049] 60.半精车、精车外圆；

[0050] 70.精磨外圆；

[0051] 80.微挤压校形；

[0052] 90.精车端面；

[0053] 10.检验和包装。

[0054]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在30中，粗车两端面，加工顶尖孔，然后粗车外圆，尺寸精度

IT7级，为后续加工提供基准。在40中，钻、铰加工导引孔，导引孔深度为3倍孔径，然后使用

硬质合金深孔枪钻加工深长孔，使用扩孔钻扩深长孔，最后使用内孔镗刀镗孔，镗孔精度

IT8级，保证镗孔直线度和圆度。在50中，使用外圆弹簧变径套装夹，使用立式珩磨机粗珩、

精珩内孔至尺寸，内孔尺寸达到精度IT5级。在60中，使用精密数控车削中心半精车、精车外

圆，半精车使用刀尖圆角为0.2mm的菱形可转位刀片，精车使用非标防震颤专用外圆车刀，

尺寸精度达到IT6级。在70中，使用内圆机械式芯轴装夹，使用外圆精密磨床磨削外圆至尺

寸，保证壁厚尺寸精度和壁厚公差。在80中，使用微挤压工艺校正外圆直线度和内外圆同轴

度，对薄壁细长管件的材料321H不锈钢进行缩口整形推力计算，确定功率需求，设计了专用

的微挤压校形工装。

[005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对于高精内孔的加工工艺方法。参照图2，41使用硬质合金

标准钻头加工导引孔，42使用铰刀扩导引孔，导引孔深度为3倍孔径，43使用非标专用枪钻

加工深长孔，44使用扩孔钻扩孔，45使用镗孔刀镗内孔，镗孔精度达到IT8级，保证直线度和

内孔圆度，镗孔后余量0.2mm，使用卧式深孔加工机床，锥柄选用液压锥柄。51使用高精带锥

度电镀珩铰刀粗珩内孔，52使用高精不带锥度电镀珩铰刀精珩内孔，加工精度IT5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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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孔直线度和表面质量，使用立式珩磨机设备。

[005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微挤压校形工艺示意图。参照图3，微挤压校形工艺需使用

数控精密车床31、机械式芯轴和工件32、微挤压校形工装33。

[0057] 实施例

[0058]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薄壁细长管内径Φ23.8+0.05  0mm，外径Φ24.4mm，壁厚0.3+

0.03  0mm，长度575.5+0.05  0mm，外圆直线度0.025mm，内外圆同轴度0.025mm，两端面与内

圆轴线垂直度0.05mm，零件材料为奥氏体不锈钢，要求加工内、外表面不得有刻痕、刮伤、凹

穴等缺陷，不允许拼接。具体的工艺流程如下：

[0059] 1)下料

[0060] 毛坯材料采用棒材，直径Φ35mm，长度605mm。

[0061] 2)热处理

[0062] 固溶热处理温度1050℃±10℃，保温时间1h，水冷。

[0063] 3)粗车端面与外圆

[0064] ①粗车两端面，保证棒料长度600+0.5  0mm，加工两端顶尖孔，加工机床可以选用

数控车床；

[0065] ②两端装夹，粗车外圆，保证外圆直径Φ32.4mm，精度IT7级，直线度0.025mm，加工

表面粗糙度Ra3.2，加工机床可以选用数控车床，加工刀具选用刀尖圆角为0.4mm的菱形可

转位刀片。

[0066] 4)钻、镗内孔

[0067] ①外圆装夹，钻削加工底孔，加工孔径至Φ22.6mm，对于此类深孔加工，采用钻孔

与扩孔的组合加工方式，节省成本。钻削深孔加工过程的主要步骤包括：钻削和铰削加工深

孔的导引孔，导引孔孔深为3倍的底孔直径；钻削加工深孔，对深孔进行扩孔；

[0068] ②外圆装夹，镗削底孔，加工孔径至Φ23 .6mm，精度IT8级，加工直线度与圆度

0.05mm。

[0069] 钻、镗削加工底孔可采用卧式五轴加工中心，加工刀具主要包括引导钻、引导铰

刀、深孔枪钻、扩孔钻和镗刀等，加工刀柄选用高精液压式刀柄。

[0070] 5)珩磨内孔

[0071] 外圆装夹，粗珩和精珩磨削加工底孔，加工孔径至Φ23.8‑0.02‑0.04mm(充分考虑

误差补偿因素)，精度IT5级，保证内孔直线度≤0.015mm，加工内孔表面无刻痕、刮伤、凹穴

等缺陷。

[0072] 粗珩和精珩磨削加工底孔采用立式珩磨机，加工工具系统采用带锥度与不带锥度

的高精电镀珩铰刀。

[0073] 6)半精车、精车外圆

[0074] ①内圆装夹，半精车外圆，加工尺寸至Φ25.3mm，精度IT7级，直线度0.02mm，加工

表面粗糙度Ra1.6；

[0075] ②内圆装夹，精车外圆，加工尺寸至Φ24.5mm，精度IT6级，直线度0.015mm，加工表

面粗糙度Ra1.6。

[0076] 精车外圆与精车外圆可以选用精密数控车削中心，加工刀具可以选用刀尖圆角为

0.2mm的菱形可转位刀片与定制非标刀片。因薄壁细长管件加工过程中刚性极弱，最后精加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10091127 B

6



工阶段需要采用定制非标刀片，刀具的设计依据已有专利《一种加工薄壁零件防震颤的外

圆车刀》。

[0077] 半精车外圆与精车外圆选用机械式芯轴装夹工件，保证芯轴外圆径向跳动

0.015mm以内。

[0078] 7)外圆磨削

[0079] 内圆装夹，采用机械式芯轴，精磨外圆，加工外圆尺寸至Φ24.4+0.07+0.05mm，精

度IT5级，直线度0.01mm，加工表面粗糙度Ra0.8，保证管件内外壁壁厚0.3+0.03  0mm，加工

表面无刻痕、刮伤、凹穴等缺陷。外圆磨削选用高精磨床。

[0080] 8)微挤压校形

[0081] 内圆装夹，采用机械式芯轴，通过微挤压校形，保证管件外圆的直线度要求≤

0.025mm，管件内圆与外圆同轴度要求≤0.025mm。

[0082] 为了实现微挤压校形，需要对薄壁细长管件的材料321H不锈钢进行缩口整形推力

计算，确定功率需求，设计了专用的微挤压校形工装。

[0083] 9)精车端面

[0084] 内圆装夹，精车两端面，保证管件侧壁端面与管件内圆轴线的垂直度要求≤

0.05mm，管件长度加工至575.5+0.05  0mm，加工机床选用精密数控车削中心。

[0085] 10)检验

[0086] 分别在工件自由状态、芯轴安装状态，对工件的内外径、壁厚和形位公差精度进行

检验。检验方法如下：

[0087] ①薄壁细长管件加工后内径检测方法：利用内径千分尺分别测量距离管件一端垂

直端面10mm、50mm、100mm、150mm、200mm、250mm、300mm、350mm、400mm、450mm、500mm、550mm、

590mm处的内径，内径千分尺精度0.005mm。

[0088] ②薄壁细长管件加工后外径检测方法：利用螺旋千分尺测量，分别测量距离管件

一端垂直端面10mm、50mm、100mm、150mm、200mm、250mm、300mm、350mm、400mm、450mm、500mm、

550mm、590mm处的外径，螺旋千分尺精度0.01mm。

[0089] ③根据测量获得的薄壁管件加工后外径与内径检测结果值，计算薄壁管件中距离

管件一端垂直端面10mm、50mm、100mm、150mm、200mm、250mm、300mm、350mm、400mm、450mm、

500mm、550mm、590mm处的壁厚。

[0090] ④薄壁细长管件的长度测量采用游标卡尺，测量精度0.01mm。

[0091] ⑤薄壁细长管件的加工形位精度采用三坐标测量仪测量，包括垂直度、直线度和

同轴度。

[0092] ⑥垂直度测量方法：将管件水平放置于0级测量平台上，使用直角尺和塞尺(最小

0.01mm)测量端面相对于管件母线的垂直度，均布测量4个位置取最大值作为端面相对于母

线的垂直度。

[0093] ⑦直线度测量方法：

[0094] 测量外圆直线度，首先将管件放置于0级测量平台，转动管件找到管件因变形存在

的最大挠度位置，标记最大挠度位置。

[0095] 将管件放置于三坐标测量机上，将管件调整至基本与三坐标X平行，以标记位置为

起始点，建立管件轴线坐标系，按照角度90度为分度值，使用三坐标测量仪对管件外圆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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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测量4条母线直线度，从而找出管件外圆的最大直线度数值和最小直线度数值。

[0096] ⑧同轴度测量方法：

[0097] 测量内圆轴线母线：因内腔长大于500mm，需使用长测头模块，对长侧头模块进行

校验；将管件放置于校正后的工装台面，分别按照10mm的间距从管件一端测至另外一端，每

个测量位置对内圆的圆度进行测量，获得内圆的轴线分布。

[0098] 测量外圆轴线母线：将管件放置于校正后的工装台面，分别按照10mm的间距从管

件一端测至另外一端，每个测量位置对外圆的圆度进行测量，获得外圆的轴线分布。

[0099] 对内外圆的轴线进行计算分析，得到内外圆的同轴度。

[0100] 11)包装

[0101] 对管件内圆与外圆防护处理，包装，中转。包装分为两步：单根包装，管件的内圆与

外圆均需要附件填充物，以保证管件运输途中不被挤压变形；整箱包装，在单根包装基础

上，以30根管件为一组，采用整箱包装的方式实现转运过程的运输与防护。

[0102] 通过采用本方法实现的薄壁细长管精密加工工艺，在奥氏体不锈钢材料薄壁管零

件的实际加工中得到了应用，零件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表面质量要求等得到了有效保

证，经过检验后各项指标满足设计要求。通过本方法，解决了长径比达24的深长孔精密加工

难题，采用钻、扩、镗、磨复合工艺，内孔精度达到IT5级，直线度≤0.015mm；解决了弱刚性薄

壁管件装夹精度控制难题，外圆装夹采用弹簧变径套，内圆装夹采用机械式芯轴；采用微挤

压校形工艺，设计了专用的校形工装，实现了大长径比薄壁管件的高精度校形加工，薄壁管

直线度、内外圆同轴度达到0.025mm。在解决了以上关键工艺技术难题基础上，本方法为实

现薄壁管件的整体精密加工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和思路。

[0103]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形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形在内。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10091127 B

8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10091127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