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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发电机机座与端盖销孔同

钻铰加工方法。大型汽轮发电机大端盖根据定子

中心位置找正后预把紧螺栓固定于定子机座上，

大端盖和定子机座需进行同钻铰Φ24H7-Φ

30H7mm销孔，用于后期拆、装大端盖精确重复定

位。本发明通过磁力钻模解决仅用可移动镗床进

行机座大端盖同钻铰销孔，可重复定位精度差，

钻、铰刀具稳定性差的问题。本发明利用可移动

镗床“钻-扩-铰”加工销孔过程中采用固定的进

给速度、切削转速参数，解决因变换进给速度、切

削转速导致镗床主轴中心回转误差大而销孔无

法最终铰圆，依靠随机因素并通过不断放大销孔

尺寸，甚至让步使用的缺陷；本方法能够实现销

孔尺寸精度达到互换性要求，免于以往根据销孔

配销钉的繁琐过程。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6页

CN 109746651 A

2019.05.14

CN
 1
09
74
66
51
 A



1.一种发电机机座与端盖销孔同钻铰加工方法，其特征是：

包括如下步骤：

1)可移动镗床(10)置于定子(5)需要同钻铰销孔侧，调整可移动镗床(10)主轴中心与

定子(5)端面垂直，可移动镗床(10)固定；

2)将粗钻孔钻头(7)装在可移动镗床镗杆(11)上，根据划线打点位置对刀；

3)将装有粗钻孔钻套(2)的磁力钻模(1)吸附于大端盖(6)上并根据对刀位置调整固

定，可移动镗床(10)粗钻初孔，粗钻初孔尺寸Φ15-20mm,粗钻孔分为一至三个工步，每次孔

径尺寸扩大4mm；

4)每次粗钻孔时可移动镗床(10)主轴切削转速，即钻头转速设置为铰销孔时选用的铰

孔转速，每次粗钻孔时进给速度选用铰销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铰孔进给速度；

5)更换粗钻孔钻套为扩孔钻钻套(3)，钻头更换为扩孔钻头(8)，扩孔序分成一至三个

工步，每次孔径扩大2mm并更换钻头和更换为对应孔径的钻套，孔径尺寸逐步接近最终尺

寸；

6)每次扩孔加工时可移动镗床(10)主轴切削转速，即钻头转速设置为铰销孔时选用的

铰孔转速，每次扩孔加工时进给速度选用铰销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铰孔进给速度；

7)更换扩孔钻钻套为铰孔钻套(4)，扩孔钻头更换为铰刀(9)，铰孔加工量为0.20-

0.60mm，铰孔底孔由上序扩孔最终尺寸确定，铰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进给速度和主轴切

削转速分别保持铰孔转速和铰孔进给速度原值不变；

8)检测同钻铰加工孔的成孔质量，检查成孔的表面粗糙度和圆周度，成孔的圆周度在

全长上孔径差值小于0.02mm，表面粗糙度为Ra3.2；

9)拆除磁力钻模(1)和可移动镗床(10)，重复步骤1)至7)，加工其余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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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电机机座与端盖销孔同钻铰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电机机座与端盖销孔同钻铰加工方法,特别是大型汽轮发电机

机座与其大端盖等大型装配体需用可移动镗床同钻铰销孔。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汽轮发电机定子完工后，为了发电机最终安装时转子中心能够与定子中心一

致(尤指端盖式轴承发电机)，需要根据定子中心预装大端盖，一般此时大端盖与发电机定

子需要同钻铰销孔，该销孔作为大端盖的安装基准，完全限制其相对于发电机定子的相对

位置，并便于后期反复装、拆大端盖保证其重复定位精度。由于此时发电机的体型和吨位均

已经超出钻床等设备的加工范围，一般选择可移动镗床直接进行同钻铰。

[0003] 一般采用Φ110可移动镗床直接对机座和大端盖进行同钻铰加工，发电机两侧大

端盖合计需要加工四个销孔，每个销孔均需可移动镗床重新找正并固定，如图6所示，常规

可移动镗床同钻铰销孔工艺流程，其中钻初孔的尺寸选择要根据可移动镗床所能承受的切

削力和所切削工件材料要求进行选择；粗钻孔工序过程可以分成一至三个工步，每次粗钻

孔孔径扩大4mm；扩孔过程可以分成一至三个工步，每次扩孔孔径扩大2mm；铰孔时一般余量

是0.20-0.60mm。例如，钻Φ30H7mm销孔，1、先粗钻孔，分两个工步：钻初孔Φ20mm-粗钻至Φ

24mm，可移动镗床切削转速300r/min ,进给速度0.20mm/r；2、扩孔，分三个工步：扩孔Φ

26mm-扩孔Φ28mm-扩孔Φ29.4mm，可移动镗床切削转速200r/min,进给速度0.12mm/r；3、铰

孔Φ30H7mm，可移动镗床切削转速60r/min,进给速度0.30mm/r。

[0004] 由于整个“钻-扩-铰”加工过程中，镗床刀杆和刀具探出距离比较长，容易在加工

过程中产生弯曲变形，重复定位精度差；此外，从粗加工到精加工不断变换可移动镗床主轴

切削转速和切削进给速度，易使机床主轴中心回转误差加大。以上因素严重影响销孔的加

工质量，极易产生销孔没有铰圆，销孔表面有波纹，粗糙度、圆度超差等缺陷，为此，将不得

不扩大销孔尺寸，依靠概率因素甚至不得不让步使用，严重影响后期发电机大端盖安装精

度。销孔尺寸精度无法预先控制，需要实配销钉，生产效率比较低下。

[0005] 为了能够控制销孔加工尺寸精度实现互换性要求，避免根据销孔配加工销钉的繁

琐工艺过程，将提出一种发电机机座与端盖销孔同钻铰加工方法，采用固定机床主轴切削

转速和进给速度的加工参数和磁力钻模辅助定位，提高对大型装配体同钻铰销孔精度和生

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发电机机座与端盖销孔同钻铰加工方法，为了能够控制销孔加

工尺寸精度而实现互换性要求，避免根据销孔配加工销钉的繁琐工艺过程。本发明采用如

图7所示，可移动镗床始终采用最终铰孔时主轴切削转速和进给速度作为整个“钻-扩-铰”

加工机床切削参数固定不变，实现完全控制销孔尺寸精度的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7] 1)可移动镗床(10)置于定子(5)需要同钻铰销孔侧，调整可移动镗床(10)主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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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定子(5)端面垂直，可移动镗床(10)固定；

[0008] 2)将粗钻孔钻头(7)装在可移动镗床镗杆(11)上，根据划线打点位置对刀；

[0009] 3)将装有粗钻孔钻套(2)的磁力钻模(1)吸附于大端盖(6)上并根据对刀位置调整

固定，可移动镗床(10)粗钻初孔，粗钻初孔尺寸Φ15-20mm,粗钻孔分为一至三个工步，每次

孔径尺寸扩大4mm；

[0010] 4)每次粗钻孔时可移动镗床(10)主轴切削转速，即钻头转速设置为铰销孔时选用

的铰孔转速，每次粗钻孔时进给速度选用铰销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铰孔进给速度；

[0011] 5)更换粗钻孔钻套为扩孔钻钻套(3)，钻头更换为扩孔钻头(8)，扩孔序分成一至

三个工步，每次孔径扩大2mm并更换钻头和更换为对应孔径的钻套，孔径尺寸逐步接近最终

尺寸；

[0012] 6)每次扩孔加工时可移动镗床(10)主轴切削转速，即钻头转速设置为铰销孔时选

用的铰孔转速，每次扩孔加工时进给速度选用铰销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铰孔进给速度；

[0013] 7)更换扩孔钻钻套为铰孔钻套(4)，扩孔钻头更换为铰刀(9)，铰孔加工量为0.20-

0.60mm，铰孔底孔由上序扩孔最终尺寸确定，铰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进给速度和主轴切

削转速分别保持铰孔转速和铰孔进给速度原值不变；

[0014] 8)检测同钻铰加工孔的成孔质量，检查成孔的表面粗糙度和圆周度，成孔的圆周

度在全长上孔径差值小于0.02mm，表面粗糙度为Ra3.2；

[0015] 9)拆除磁力钻模(1)和可移动镗床(10)，重复步骤1)至7)，加工其余销孔。

[0016] 技术效果：这种利用磁力钻模辅助同钻铰销孔加工工艺，操作方便，提高定位精度

和加工的稳定性；采用固定机床主轴切削转速和进给速度的加工参数进行同钻铰，提高对

大型装配体同钻铰销孔精度和生产效率。该方法能够有效控制销孔尺寸精度，有效避免产

生销孔没有铰圆，销孔表面有波纹，粗糙度、圆度超差等缺陷；避免将销孔尺寸逐渐放大增

加铰孔次数依靠概率因素的方法，严重影响后期发电机大端盖安装精度。使加工出来的销

孔均能够在最终要求的公差范围内，避免配加工销钉，满足互换性和实际安装精度要求，并

提高装配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用磁力钻模同钻铰销孔示意图

[0018] 图2用磁力钻模同钻铰销孔剖视图

[0019] 图3用粗钻孔钻套示意图

[0020] 图4用扩孔钻钻套示意图

[0021] 图5铰孔钻套示意图

[0022] 图6常规同钻铰销孔工艺流程图

[0023] 图7本发明同钻铰销孔工艺流程图

[0024] 图8本发明同钻铰Φ30H7mm销孔工艺流程图

[0025] 图9本发明同钻铰Φ24H7mm销孔工艺流程图

[0026] 其中：1磁力钻模、2粗钻孔钻套、3扩孔钻钻套、4铰孔钻套、5定子、6大端盖、7粗钻

孔钻头、8扩孔钻头、9铰刀、10可移动镗床、11可移动镗床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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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一种发电机机座与端盖销孔同钻铰加工方法，可用于大型汽轮发电机大端盖根据

定子中心位置找正后预把紧螺栓固定于定子机座上，大端盖和定子机座需进行同钻铰Φ

24H7-Φ30H7mm销孔，其吨位超出一般机床加工范围，用可移动镗床和磁力钻模辅助同钻铰

销孔，其具体工艺方法包括：

[0028] 实施例一：如图8所示，同钻铰Φ30H7mm销孔具体实施步骤如下：1)、如图1所示，可

移动镗床10置于定子5需要同钻铰销孔侧，调整可移动镗床10主轴中心与定子5端面垂直，

可移动镗床10固定；2)、如图1和图3所示，将粗钻孔钻头7装在可移动镗床镗杆11上，根据划

线打点位置对刀；3)、如图1和图2所示，将装有粗钻孔钻套2的磁力钻模1吸附于大端盖6上

并根据对刀位置调整固定，可移动镗床10粗钻初孔，粗钻初孔尺寸Φ20mm,粗钻孔分为两个

工步：钻初孔Φ20mm-粗钻至Φ24mm，每次孔径尺寸扩大4mm；4)、如图8所示，每次粗钻孔时

可移动镗床10主轴切削转速，即钻头转速设置为铰销孔时选用的铰孔转速60r/min，每次粗

钻孔时进给速度选用铰销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铰孔进给速度0.30mm/r；5)、如图4所示，更

换粗钻孔钻套为扩孔钻钻套3，钻头更换为扩孔钻头8，扩孔序分成三个工步：扩孔Φ26mm-

扩孔Φ28mm-扩孔Φ29.4mm，每次孔径扩大2mm并更换钻头和更换为对应孔径的钻套，孔径

尺寸逐步接近最终尺寸；6)、如图8所示，每次扩孔加工时可移动镗床10主轴切削转速，即钻

头转速设置为铰销孔时选用的铰孔转速60r/min，每次扩孔加工时进给速度选用铰销孔时

可移动镗床10的铰孔进给速度0.30mm/r；7)、如图5所示，更换扩孔钻钻套为铰孔钻套4，扩

孔钻头更换为Φ30H7铰刀，铰孔加工量为0.60mm，铰孔底孔由上序扩孔最终尺寸Φ29.4mm

确定，铰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进给速度和主轴切削转速分别保持铰孔转速60r/min和铰孔

进给速度0.30mm/r原值不变；8)、检测同钻铰加工孔的成孔质量，检查成孔的表面粗糙度和

圆周度，成孔的圆周度在全长上孔径差值小于0.02mm，表面粗糙度为Ra3.2；9)、拆除磁力钻

模1和可移动镗床10，重复步骤1)至7)，加工其余销孔。

[0029] 实施例二：如图9所示，同钻铰Φ24H7mm销孔具体实施步骤如下：1)、如图1所示，可

移动镗床10置于定子5需要同钻铰销孔侧，调整可移动镗床10主轴中心与定子5端面垂直，

可移动镗床10固定；2)、如图1和图3所示，将粗钻孔钻头7装在可移动镗床镗杆11上，根据划

线打点位置对刀；3)、如图1和图2所示，将装有粗钻孔钻套2的磁力钻模1吸附于大端盖6上

并根据对刀位置调整固定，可移动镗床10粗钻初孔，粗钻初孔尺寸Φ18mm；4)、如图9所示，

每次粗钻孔时可移动镗床10主轴切削转速，即钻头转速设置为铰销孔时选用的铰孔转速

20r/min，每次粗钻孔时进给速度选用铰销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铰孔进给速度0.10mm/r；

5)、如图4所示，更换粗钻孔钻套为扩孔钻钻套3，钻头更换为扩孔钻头8，扩孔序分成三个工

步：扩孔Φ20mm-扩孔Φ22mm-扩孔Φ23.5mm，每次孔径扩大2mm并更换钻头和更换为对应孔

径的钻套，孔径尺寸逐步接近最终尺寸；6)、如图9所示，每次扩孔加工时可移动镗床10主轴

切削转速，即钻头转速设置为铰销孔时选用的铰孔转速20r/min，每次扩孔加工时进给速度

选用铰销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铰孔进给速度0.10mm/r；7)、如图5所示，更换扩孔钻钻套为

铰孔钻套4，扩孔钻头更换为Φ24H7铰刀，铰孔加工量为0.50mm，铰孔底孔由上序扩孔最终

尺寸Φ23.5mm确定，铰孔时可移动镗床10的进给速度和主轴切削转速分别保持铰孔转速

20r/min和铰孔进给速度0.10mm/r原值不变；8)、检测同钻铰加工孔的成孔质量，检查成孔

的表面粗糙度和圆周度，成孔的圆周度在全长上孔径差值小于0 .02mm，表面粗糙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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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3.2；9)、拆除磁力钻模1和可移动镗床10，重复步骤1)至7)，加工其余销孔。

[0030] 最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上述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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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精神。倘若这些改动和变形属于本发

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形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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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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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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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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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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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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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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