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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属

于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包括如下步骤：S1：采用切

削刃半径大于所述R角半径的第一刀具对深腔各

部位进行粗铣；S2：采用切削刃半径等于所述第

一刀具半径的第二刀具对深腔各部位进行精铣；

S3：采用切削刃半径不大于所述R角半径的第三

刀具对精铣后的R角区域进行插铣，完成所述R角

的深腔加工。利用本发明中的深腔清角加工方

法，可有效提升波导类零件的波导槽加工效率和

质量，减少刀具的损坏，保证波导槽加工后的粗

糙度，降低波导类零件的生产成本，具有较好的

应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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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用于波导类零件R角的深腔加工，其步骤如下，

S1：采用切削刃半径大于所述R角半径的第一刀具对深腔各部位进行粗铣；

S2：采用切削刃半径等于所述第一刀具半径的第二刀具对深腔各部位进行精铣；

S3：采用切削刃半径等于所述R角半径的第三刀具对精铣后的R角区域进行插铣，完成

所述R角的深腔加工；且

所述第三刀具在进行相邻两次插铣时的插铣间距不大于L，且该数值L满足如下公式：

式中：L为插铣间距，单位为mm；Ra为深腔R角所要求达到的表面粗糙度，单位为mm；r为

第三刀具的切削刃半径，单位为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其中，所述第三刀具在进行所述R角加

工时的插铣路径呈“L形”，且相邻两次插铣时的插铣间距等于L。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其中，所述第一刀具、所述第二刀具

和所述第三刀具装设于可三轴联动的数控机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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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波导类零件的应用愈发广泛。为保证微波在波导槽中

的稳定传导，一般要求波导槽中的内圆角尽量小(一般圆角要求R≤0.5)，且波导槽的整体

表面粗糙度较高，最低要求为Ra1.6。

[0003] 因此，在波导类零件精加工时，必须采用刀具半径≤波导槽内圆角R的刀具才能适

应。当波导槽深度相对于内圆角R值之比大于等于20，即所需加工刀具的长径比达到10，该

波导槽便构成深腔结构。如何在加工深腔结构的同时使深腔R角的处粗糙度达到Ra1.6，成

为了波导类零件加工的难点，也制约了波导类零件的应用。

[0004] 在现有技术中，针对深腔清角的方法通常包括：

[0005] 1、利用大直径铣刀粗加工深腔R角，然后用小直径铣刀沿R角及残留轮廓分层铣

削，即采用常规的铣刀铣削的方式完成深腔R角的加工。

[0006] 这种加工方式有如下弊端：a)加工效率低下。加工时先用大直径铣刀进行粗加工，

然后再用小直径铣刀进行分层铣削加工，每层吃刀深度通常为D/10(D为铣刀直径)，如果深

腔深度为10D，那么完成深腔清角加工则需要分100层加工。b)铣削加工出R角表观质量差。

由于R角比较小且深，所用铣刀直径小且长，因此铣刀的刚性差，铣刀切削部位受径向力影

响，铣刀夹持部位所受径向力矩显著，铣刀就会出现颤动，导致铣削出的R角颤纹明显，不仅

粗糙度难以满足要求，而且铣刀容易折断，切削状态不稳定。

[0007] 2、采用钻头钻削的方式加工R角，例如专利2018109818127中所公开的深腔R角的

加工工艺，其在R角处粗糙度要求高时采用钻扩的形式。

[0008] 上述深腔R角的加工形式对于波导类或R较小的零件实现难度很大。主要因为：a)

钻头直径越小，强度越低，钻削过程钻头折断机率越高，断刀后刀具会留在已钻孔中难以取

出；b)钻削的加工方式加工出的R角表面粗糙度较差，经过扩孔后最佳只能达到Ra3.2，并且

加工出的R角两端会有残留，所以该专利加工出的R角的粗糙度不能达到Ra1.6，无法满足波

导类零件的加工需求。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现有技术的以上缺陷或改进需求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深腔

清角的加工方法，可快速、准确地实现波导类零件的波导槽加工，确保波导槽中深腔R角的

表面粗糙度满足波导类零件的需求，提升波导类零件加工的效率和准确性，减少刀具的损

坏。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用于波导类零件R角的深

腔加工，其步骤如下，

[0011] S1：采用切削刃半径大于所述R角半径的第一刀具对深腔各部位进行粗铣；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394488 B

3



[0012] S2：采用切削刃半径等于所述第一刀具半径的第二刀具对深腔各部位进行精铣；

[0013] S3：采用切削刃半径不大于所述R角半径的第三刀具对精铣后的R角区域进行插

铣，完成所述R角的深腔加工。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步骤S3中，所述第三刀具的切削刃半径等于所述R角

的半径。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步骤S3中，所述第三刀具在进行相邻两次插铣时的

插铣间距不大于L，且该数值L满足如下公式：

[0016]

[0017] 式中：L为插铣间距，单位为mm；Ra为深腔R角所要求达到的表面粗糙度，单位为mm；

r为第三刀具的切削刃半径，单位为mm。

[001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三刀具在进行所述R角加工时的插铣路径呈“L

形”，且相邻两次插铣时的插铣间距等于L。

[001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刀具、所述第二刀具和所述第三刀具装设于

可三轴联动的数控机床中。

[0020] 上述改进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21] 总体而言，通过本发明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

[0022] (1)本发明的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其通过针对波导类零件的波导槽加工过程中

的粗铣、精铣和R角加工分别选择具有相应切削刃半径的刀具，由切削刃半径大于R角半径

的第一刀具和第二刀具先后进行零件深腔的粗铣和精铣，在波导槽加工深度一定的情况

下，使得刀具的直径尽可能大，使得波导槽的粗铣和精铣不属于深腔加工，不仅提升了零件

加工过程时的材料去除率，还能有效避免刀具加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折断、损坏，减少了刀

具加工过程中的颤动，提升了刀具加工的稳定性和效率；

[0023] (2)本发明的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其通过将R角的加工单独设置为切削刃半径不

大于R角半径的第三刀具来进行，且R角的加工采用插铣的方式来进行，使得波导槽加工时

仅在R角位置为深腔加工，有效降低了波导槽加工的难度，避免了刀具受径向力显著时所导

致的刀具颤动，且通过进一步优选第三刀具的切削刃半径等于R角的半径，使得第三刀具的

刚度、强度尽可能得到保证，充分保证了R角插铣后的粗糙度，提升了R角加工的效率和稳定

性；

[0024] (3)本发明的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其通过将R角的加工路径设置为“L形”，并优选

设置相邻两侧插铣的间距，使得波导槽拐角处的R角可得到准确加工，保证了R角加工后的

粗糙度，避免了局部区域的漏加工，使得波导槽的加工质量能进一步得到保证；

[0025] (4)本发明的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其步骤简单，操作简便，能快速、准确地实现波

导类零件的波导槽加工，避免加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刀具颤动、折断，保证波导槽的加工质

量，提升波导槽的加工效率，降低波导类零件的应用成本和加工成本，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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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的步骤流程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深腔清角加工方法的步骤S1、S2中刀具加工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深腔清角加工方法的步骤S3中刀具加工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深腔清角加工方法的步骤S3中相邻两次插铣时的位置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1] 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

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32] 本发明中针对波导类零件的深腔清角加工方法，旨在降低刀具折断概率的同时，

提升波导槽中R角深腔加工的效率，确保刀具加工状态的稳定性，使得波导槽R角处的粗糙

度达到Ra1.6。为此，本发明采用的深腔清角的加工方法如图1中所示，其步骤如下：

[0033] S1：采用切削刃半径远大于深腔R角半径的第一把立铣刀T1对波导槽各部位进行

粗铣。

[0034] 采用大切削刃半径的立铣刀进行粗铣，能大幅提升零件加工时的材料去除率。同

时，在零件加工的波导槽深度一定的前提下，采用大半径的刀具进行加工不仅可确保加工

的效率，还能确保刀具加工的稳定性，防止刀具的折断、损坏。由于刀具在加工时受轴向力、

径向力的作用，加工刀具的半径越小，对加工刀具的刚度要求就越高，换言之，刀具折断的

概率就越高。因此，当选用较小半径的刀具进行零件粗加工时，需要严格控制刀具加工的速

率，确保刀具本身的强度满足加工的要求。

[0035] S2：采用切削刃半径与第一把立铣刀T1相等的第二把刀具T2对波导槽内壁面的各

部位进行精铣，使得深腔的内壁面粗糙度满足零部件的加工需求，实施例中优选达到

Ra1.6。而刀具T2精加工以后，深腔R角处的残留区域如图2中的阴影部分所示，此时，波导类

零件除R角区域处之外的其他位置粗糙度已经能满足零部件的加工需求。

[0036] S3：采用切削刃半径等于R角半径的第三把刀具T3对R角区域进行插铣，即对如图3

中所示的阴影部分中进行插铣，刀具T3插铣的路径如图3中所示，其为多个“十字中心”依次

组成的“L形”送刀路径，每个十字中心刚好为每次插铣刀具T3插铣送刀时刀具轴线所在的

位置，即在一处R角的加工位置，刀具T3只需要沿呈加工路径依次插铣加工即可。

[0037] 由图2、3不难看出，在进行R角深腔加工时，加工刀具的半径不能大于R角的半径，

否则会有部分区域无法进行加工，而当刀具的半径较小时，对刀具本身的强度、刚度又必须

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本发明综合考虑到上述理由后，将R角的插铣加工刀具T3选用为半

径等于R角半径的刀具。

[0038] 进一步地，为保证刀具T3插铣加工后R角的粗糙度，优选实施例中刀具T3相邻两次

插铣过程(D1与D2)的间距与R角处的表面粗糙度之间始终按照如下公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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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式中，L为插铣间距，单位为mm；Ra为深腔R角所要求达到的表面粗糙度，单位为mm；

r为刀具T3的切削刃半径，单位为mm。上式的推导可结合勾股定理和图4的图示内容准确得

到，实际加工时，刀具T3插铣的间距不大于L。

[0041] 进一步优选地，实施例中的三把刀具T1、T2、T3可在波导类零件加工前装入三轴联

动的数控铣床中，借助铣床的对应控制按照上述步骤依次进行。同时，在插铣的整个过程

中，相邻两次的插铣间距与期望达到的表面粗糙度之间优选按照上述公式进行控制。

[0042] 利用本发明中针对深腔清角加工的方法，能实现波导类零件的快速、准确深腔加

工，确保深腔R角的表面粗糙度满足零件的应用需求，并有效防止刀具在加工过程的断刀、

损坏，保证零件加工的稳定性和效率，降低波导类零件的生产和应用成本，具有较好的应用

前景和推广价值。

[0043]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

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394488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10394488 B

7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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