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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

及其使用方法，该设备的传动装置将涡轮盘用步

进电机和涡轮盘连接，涡轮盘固定在涡轮盘夹具

上；成型磨削用环形砂轮，采用超硬磨粒砂轮，且

安装在机床主轴上；涡轮盘夹具水平支撑杆的自

由端和固定端分别安装控制涡轮盘轴向和径向

转动的方向转换器和摇轮，通过摇轮手柄带动摇

轮转动，经过方向转换器后带动涡轮盘进行轴向

和径向转动。磨削时，环形砂轮沿vs方向高速旋

转，通过数控程序控制涡轮盘的横向进给及砂轮

的磨削深度，随后沿着进给方向vw方向去除材

料，通过往复磨削完成涡轮盘榫槽一侧的磨削；

然后将涡轮盘反转180°，完成涡轮盘榫槽另外一

侧的磨削。本发明将传统拉削加工或铣削方式改

用大尺寸的砂轮进行磨削成型加工，提高了涡轮

盘榫槽加工的效率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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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成型磨削用环形砂轮，涡轮

盘用步进电机、传动装置及涡轮盘夹具；其中传动装置将涡轮盘用步进电机和涡轮盘连接，

涡轮盘固定在涡轮盘夹具上；成型磨削用环形砂轮安装在机床主轴上；

所述成型磨削用环形砂轮采用超硬磨粒砂轮；该涡轮盘是粉末冶金高温合金涡轮盘；

涡轮盘夹具的底座通过固定螺纹孔固定在机床工作台上，底座上设置竖向立柱，水平

支撑杆设置在竖向支柱顶部；

在水平支撑杆的自由端、涡轮盘托盘的对面设置方向转换器，方向转换器上安装摇轮，

摇轮上设置摇轮手柄，通过摇轮手柄带动摇轮转动，经过方向转换器后带动涡轮盘进行轴

向转动；

在水平支撑杆的固定端、伸出竖直支撑杆竖向地安装方向转换器、摇轮、手柄，方向转

换器通过连接垫块与水平支撑杆连接，通过摇轮手柄带动摇轮转动，经过方向转换器后带

动涡轮盘进行径向转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型磨削用

环形砂轮是钎焊超硬磨粒砂轮、陶瓷结合剂超硬磨粒砂轮或者电镀超硬磨粒砂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成型磨削用环形

砂轮采用轴对称结构，包括砂轮基体和磨削层，砂轮基体包括，磨削层包括磨粒和结合剂，

其中磨粒可采用CBN磨粒或金刚石磨粒，结合剂采用钎料、陶瓷或者镀层；磨削层布置在磨

头上；砂轮磨头采用榫齿齿形，且该榫齿齿形与涡轮盘的榫槽相配合，磨削层设置在磨头榫

齿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刀柄和磨头为分

体式或者一体式，成型磨削用环形砂轮为卧式或者立式砂轮。

5.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如下：

步骤1，清洗代加工工件表面；

步骤2，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的组装；

（1）、将环形砂轮安装在机床上；

（2）、将涡轮盘用步进电机和涡轮盘通过传动装置连接，涡轮盘固定在涡轮盘托盘上；

（3）、对设备安装精度进行检测，确保涡轮盘随涡轮盘用步进电机的转动精度控制在所

需范围内，使得磨削后榫槽的尺寸精度符合加工要求；

（4）、断开涡轮盘和涡轮盘托盘与方向转换器的转动连接，以便磨削过程中通过涡轮盘

用步进电机对涡轮盘进行精确控制；

步骤3，装夹；通过涡轮盘夹具的底座将涡轮盘装夹在磨床工作台，并对装夹位置进行

精度检测，确保位置精度为±0.01mm；

步骤4，磨削；

（1）、在磨削开始前，将环形砂轮4移动到涡轮盘榫槽7内，使得砂轮磨头的榫齿齿形与

涡轮盘的榫槽形状对齐；

（2）、环形砂轮4沿vs方向高速旋转，通过数控程序控制涡轮盘的横向进给及砂轮的磨削

深度，随后沿着进给方向vw方向去除材料，通过往复磨削完成涡轮盘榫槽一侧的磨削；

（3）、通过编程控制涡轮盘用步进电机1的步距角将涡轮盘6转动所需角度，对下一个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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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的一侧进行磨削，待磨削完整个涡轮盘榫槽7的一侧后，通过水平支撑杆的固定端竖向安

装的方向转换器、摇轮和摇轮手柄将涡轮盘反转180°，重复上述磨削步骤，完成涡轮盘榫槽

另外一侧的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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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及其使用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粉末冶金高温合金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的加工设备与磨削方法。

[0002] 背景技术：

涡轮盘榫槽的加工技术是航空发动机制造的关键技术之一。由于榫槽具有材料难加

工、尺寸精度高、齿型复杂等特点，目前主要采用拉削、铣削等成型加工方法。随着新一代航

空发动机性能的提升，粉末冶金高温合金广泛用于制造涡轮盘，其榫槽的加工也变得更加

困难，采用拉削方法加工存在的主要缺点有：经时效处理后粉末冶金高温合金的加工性能

极差，导致拉刀损耗大，加工成本变高。在拉削过程中，拉削力大，拉削温度高，拉刀磨损严

重，一把精拉刀仅能加工一个零件，使得加工成本很高。粉末冶金高温合金涡轮盘榫槽拉削

速度在120-170mm/s，加工过程中切削用量很小，通常在10-30µm之间，拉削加工过程会出现

多次打刀、崩刃现象，刀具快速磨损明显，这样不仅使得拉削加工的效率低，而且加工的涡

轮盘合格率也较低，造成了涡轮盘毛坯的极大浪费。另外采用拉削加工时，拉刀制造繁琐而

且周期长，拉床成本也高；采用铣削方式加工时，铣刀结构复杂，而且铣刀刚度较差，加工精

度难以保证。传统工艺路线已经不能适应粉末冶金高温合金材料的加工，也难以完全满足

涡轮盘榫槽结构的生产需求，亟需发展新的加工工艺方法。

[0003] 经查询，湖南南方通用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公开号为CN108723481  A的发明专利，

提出了一种涡轮盘榫槽加工方法，包括步骤：①粗拉行程，在涡轮盘坯件上沿榫齿齿顶基准

线开形槽；②半精拉行程，在所述形槽侧壁预设榫齿槽位置进行切削，以形成榫齿粗槽；③

精拉行程，在所述榫齿粗槽的基础上继续切削，得到榫齿槽。由此可见，上述加工方法在粗

拉行程及精拉行程之间增加半精拉行程，利用半精拉行程去除部分余量行程榫齿粗槽后，

再利用精拉行程去除剩余的余量行程榫齿槽，精拉刀与半精拉刀共同承担榫齿槽余量的切

削，从而减小各拉刀所需切削的余量，降低拉削过程中的拉削力，避免打刀现象的发生，达

到保护拉刀，延长其使用寿命，提高零件加工质量的目的。然而此专利提出的榫槽加工方法

工序繁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加工效率。

[0004] 经查询，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号为CN103707016的发明专利，提

出了一种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榫槽的拉削加工方法。依据粉末高温合金的材料特性，对拉

刀进行优化，优化拉刀的材料以提高拉刀韧性和抗磨耗性能，优化拉刀的齿升量以提高拉

刀耐磨性、拉刀过程的平稳性以及加工精确性；对拉刀速度进行优化以提高加工质量和减

少拉刀损耗；优化工艺路线以改善拉削性能；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以固溶态交付；粉末高温

合金在固溶态下进行榫槽的拉削加工；通过热处理得到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成品。实现既

改善拉削性能，又保证涡轮盘的使用要求。此专利优化了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榫槽的拉削

加工工艺，然而拉削加工的速度仅为30-50mm/s，而且后续处理工序繁琐，这就存在加工效

率较低的问题，很难满足涡轮盘榫槽大批量生产加工的需求。

[0005] 经查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出了公开号为CN104148992B的发明专利，一种用于

叶轮轮毂榫槽加工的磨削加工方法，步骤如下：①根据机床的结构类型和叶轮轮毂榫槽的

结构形式、尺寸，确定叶轮轮毂的安装方式和在机床工作台上的安装位置；②选择榫槽的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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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加工方式，并确定杯形砂轮内、外径尺寸、沿轴向的高度及外沿磨削工作部分的形状和尺

寸，保证杯形砂轮在磨削榫槽的过程中避免与叶轮轮毂的其它榫齿及轮毂特征发生干涉；

③选取适合榫槽磨削加工的数控机床运动方式进行数控磨削加工程序编制，通过数控程序

控制杯形砂轮的运动路径，从而形成砂轮对榫槽的磨削加工运动轨迹；④杯形砂轮在数控

机床主轴的驱动下旋转，并按照数控加工程序设定的运动轨迹和选择的榫槽磨削加工方

式，完成叶轮轮毂榫槽的磨削加工。此专利只提出了榫槽加工的磨削方式而没有具体阐述

成型磨削榫槽结构的加工设备与加工工艺。

[0006] 通过检索文献和实际调研发现，目前涡轮盘榫槽的加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现有的涡轮盘榫槽的主要加工方法（拉削、铣削等）存在着效率低、刀具寿命短、精度差的

问题；②当前的磨削加工方法（平面磨削、外圆磨削和内圆磨削等）无法实现对涡轮盘榫槽

的磨削加工，也即，尚未设计出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的专用砂轮和专用设备；③当前提出的

榫槽加工方法，缺乏针对涡轮盘榫槽高效高精度的成型磨削工艺。

[0007] 发明内容：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粉末冶金高温合金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

与磨削方法，将传统拉削加工或铣削方式改用大尺寸的砂轮进行磨削成型加工，提高了涡

轮盘榫槽加工的效率和精度。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包括，成型磨削用环形砂轮，涡轮盘用步进电机、

传动装置及涡轮盘夹具；其中传动装置将涡轮盘用步进电机和涡轮盘连接，涡轮盘固定在

涡轮盘夹具上；成型磨削用环形砂轮安装在机床主轴上。

[0009] 所述成型磨削用环形砂轮采用超硬磨粒砂轮，例如：钎焊超硬磨粒砂轮、陶瓷结合

剂超硬磨粒砂轮和电镀超硬磨粒砂轮。该涡轮盘是粉末冶金高温合金涡轮盘

成型磨削用环形砂轮采用轴对称结构，包括砂轮基体和磨削层，砂轮基体包括刀柄和

磨头（可为分体式或者一体式，砂轮可为为卧式或者立式），磨削层包括磨粒和结合剂，其中

磨粒可采用CBN磨粒或金刚石磨粒，结合剂可采用钎料、陶瓷或者镀层；磨削层布置在磨头

上。砂轮磨头采用榫齿齿形，其该榫齿齿形与涡轮盘的榫槽相配合，磨削层设置在磨头榫齿

表面。

[0010] 所述砂轮基体的轮廓由砂轮零件轮廓减去磨削层厚度得到，并且其精度高于涡轮

盘榫槽零件精度1~2级。

[0011] 涡轮盘夹具的底座通过固定螺纹孔固定在机床工作台上，底座上设置竖向立柱，

水平支撑杆设置在竖向支柱顶部。

[0012] 在水平支撑杆的自由端、涡轮盘托盘的对面设置方向转换器，方向转换器上安装

摇轮，摇轮上设置摇轮手柄，通过摇轮手柄带动摇轮转动，经过方向转换器后带动涡轮盘进

行轴向转动。

[0013] 在水平支撑杆的固定端、伸出竖直支撑杆竖向地安装方向转换器、摇轮、手柄，方

向转换器通过连接垫块与水平支撑杆连接，通过摇轮手柄带动摇轮转动，经过方向转换器

后带动涡轮盘进行径向转动。

[0014] 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的使用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1，清洗代加工工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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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的组装；

（1）、将环形砂轮安装在机床上；

（2）、将涡轮盘用步进电机和涡轮盘通过传动装置连接，涡轮盘固定在涡轮盘托盘上；

（3）、对设备安装精度进行检测，确保涡轮盘随涡轮盘用步进电机的转动精度控制在所

需范围内，使得磨削后榫槽的尺寸精度符合加工要求；

（4）、断开涡轮盘和涡轮盘托盘与方向转换器的转动连接，以便磨削过程中通过涡轮盘

用步进电机对涡轮盘进行精确控制；

步骤3，装夹；通过涡轮盘夹具的底座将涡轮盘装夹在磨床工作台，并对装夹位置进行

精度检测，确保位置精度为±0.01mm；

步骤4，磨削；

（5）、在磨削开始前，将环形砂轮移动到涡轮盘榫槽内，使得砂轮磨头的榫齿齿形与涡

轮盘的榫槽形状对齐；

（6）、环形砂轮沿vs方向高速旋转，通过数控程序控制涡轮盘的横向进给及砂轮的磨削

深度，随后沿着进给方向vw方向去除材料，通过往复磨削完成涡轮盘榫槽一侧的磨削；

（7）、而后通过编程控制涡轮盘用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将涡轮盘转动所需角度，对下一个

榫槽的一侧进行磨削，待磨削完整个涡轮盘榫槽的一侧后，通过水平支撑杆的固定端竖向

安装的方向转换器、摇轮和摇轮手柄将涡轮盘反转180°，重复上述磨削步骤，完成涡轮盘榫

槽另外一侧的磨削。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

（1）改进了涡轮盘榫槽的成型加工方式，由拉削加工或铣削方式改用大尺寸的砂轮进

行磨削成型加工，提出了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的设备与工艺，大大提高了涡轮盘榫槽

加工的效率和精度。

[0016] （2）本发明所述的环形砂轮，可以根据涡轮盘榫槽优化后的结构而设计砂轮基体

的结构，能够进行多种榫槽结构的加工；而且砂轮基体加工精度高于零件要求精度1~2级，

可以保证砂轮具有极好的形状精度。另外，可以根据加工需求选取不同直径的磨粒，得到优

异的加工表面完整性。

[0017] （3）超硬磨料砂轮无需修整，简化了磨削工序和设备投资，提高了涡轮盘榫槽磨削

的综合经济效益。

[0018] 附图说明：

图1为环形砂轮磨削涡轮盘榫槽示意图；

图2为环形砂轮磨削涡轮盘榫槽模型示意图；

图3为第一种实施例环形砂轮轴测图；

图4为第一种实施例环形砂轮结构的三视图：（a）主视图，（b）左视图，（c）俯视图；

图5为第二种实施例环形砂轮轴测图；

图6为第二种实施例环形砂轮结构的三视图：（a）主视图，（b）左视图，（c）俯视图；

图7为涡轮盘夹具示意图；

图8为第一种实施例涡轮盘榫槽磨削方式三视图（a）主视图，（b）左视图，（c）俯视图；

图9为第二种实施例涡轮盘榫槽磨削方式三视图（a）主视图，（b）左视图，（c）俯视图；

图10为环形砂轮磨削涡轮盘榫槽结构磨削过程示意图；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926894 A

6



其中，1-涡轮盘用步进电机；2-传动轴；3-传动装置；4-环形砂轮；5-机床主轴；6-涡轮

盘；7-涡轮盘榫槽；8-涡轮盘夹具；9-磨头；10-刀柄；11-摇轮Ⅰ手柄；12-摇轮Ⅰ；13-方向转换

器Ⅰ；14-方向转换器Ⅱ；15-摇轮Ⅱ；16-摇轮Ⅱ手柄；17-连接垫块；18-竖直支撑杆；19-底

座；20-固定螺纹孔；21-水平支撑杆；22-涡轮盘托盘。

[0019] 具体实施方式：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环形砂轮磨削涡轮盘榫槽示意图，图2为环形砂轮磨削涡轮盘榫槽

模型示意图，参照图1、2所示，粉末冶金高温合金涡轮盘榫槽成型磨削加工设备，传动装置3

通过传动轴2将涡轮盘用步进电机1和涡轮盘6连接起来，涡轮盘6装夹在涡轮盘夹具8上；环

形砂轮4安装在机床主轴5上，磨削时环形砂轮4高速旋转对涡轮盘榫槽进行磨削，磨削完成

一个榫槽侧面后，涡轮盘6在涡轮盘用步进电机1的带动下旋转所需角度，进行另外一个榫

槽侧面的磨削。

[0020] 图3为第一种实施例环形砂轮轴测图，图4为第一种实施例环形砂轮结构的三视

图，该种砂轮可用于普通卧式磨床，砂轮尺寸可根据不同磨床的使用需求进行设计；图5为

第二种实施例环形砂轮轴测图，图6为第二种实施例环形砂轮结构的三视图，该种砂轮由磨

头9和刀柄10两部分组成，采用一体化或可拆卸式的设计，采用一体化设计，避免了反复装

卸而造成的形位误差，使得榫槽加工精度提高，采用可拆卸式设计，节约了材料，降低了砂

轮的制造成本，在砂轮磨头9达到使用寿命后，可以将砂轮刀柄10拆卸后与新磨头配合使

用，该种砂轮可用于立式普通铣床，砂轮刀柄10和磨头9的尺寸可根据不同铣床的使用需求

进行设计。

[0021] 图7为涡轮盘夹具示意图，涡轮盘夹具由摇轮Ⅰ手柄11，摇轮Ⅰ12，方向转换器Ⅰ13，

方向转换器Ⅱ14，摇轮Ⅱ15，摇轮Ⅱ手柄16，连接垫块17，竖直支撑杆18，底座19，固定螺纹

孔20，水平支撑杆21和涡轮盘托盘22组成。摇轮Ⅰ手柄11、摇轮Ⅰ12和方向转换器Ⅰ13水平向

布置；且摇轮Ⅰ手柄11、摇轮Ⅰ12和方向转换器Ⅰ13通过连接垫块17与涡轮盘托盘22连接，实

现涡轮盘6的轴向转动；摇轮Ⅱ手柄16、摇轮Ⅱ15和方向转换器Ⅱ14竖向布置，且摇轮Ⅱ手

柄16、摇轮Ⅱ15和方向转换器Ⅱ14通过连接垫块17与水平支撑杆21连接，实现涡轮盘6沿水

平支撑杆21方向的径向转动，通过轴向和径向的转动调节涡轮盘6的位置；底座通过固定螺

纹孔固定在机床工作台上；图8为第一种实施例涡轮盘榫槽磨削方式三视图，该种涡轮盘榫

槽的磨削方式为卧式的磨削方式，可用于卧式普通磨床。图9为第二种实施例涡轮盘榫槽磨

削方式三视图，该种涡轮盘榫槽的磨削方式为立式的铣磨削方式，可用于立式普通铣床。

[0022] 以下以第一种环形砂轮为例具体说明粉末冶金高温合涡轮盘榫槽结构成型磨削

方法：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采用一种卧式环形砂轮，并采用合适的磨削工艺参数，实现对涡轮

盘榫槽的高效精密加工，由于采用磨削的加工方式，即以磨代切的方式，因此将需要粗加工

和精加工两步完成的任务采用一步完成。具体加工步骤如下，磨削过程如图10所示：

步骤1，清洗工件表面；采用专用清洗液，如航空洗涤汽油，将待磨削的高温合金涡轮盘

毛坯或者榫槽的半成品表面清洗干净，以便磨削过程中对砂轮的磨削位置进行精确定位；

步骤2，设备组装；将环形砂轮4安装在机床上，将涡轮盘用步进电机1和涡轮盘6通过传

动装置3连接，粉末冶金高温合金涡轮盘6固定在涡轮盘托盘22上。对设备安装精度进行检

测，确保涡轮盘6随涡轮盘用步进电机1的转动精度控制在较高范围内，使得磨削后榫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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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精度符合加工要求；断开涡轮盘6和涡轮盘托盘22与方向转换器Ⅰ13的转动连接，以便

磨削过程中通过涡轮盘用步进电机1对涡轮盘6进行精确控制。

[0023] 步骤2，装夹；通过涡轮盘夹具8的底座19将涡轮盘6装夹在磨床工作台，并对装夹

位置进行精度检测，确保位置精度为±0.01mm；

步骤3，磨削；在磨削开始前，将环形砂轮4移动到涡轮盘榫槽7内，使得砂轮磨头的榫齿

齿形与涡轮盘的榫槽形状对齐，即对刀，而后环形砂轮4沿vs方向高速旋转，通过数控程序

控制涡轮盘的横向进给及砂轮的磨削深度，随后沿着进给方向v w方向去除材料，通过往复

磨削完成涡轮盘榫槽其中一侧（即图10中正在进行磨削的榫槽侧面）的磨削；而后通过编程

控制涡轮盘用步进电机1的步距角将涡轮盘6转动一定角度，对下一个榫槽的一侧（即图10

中待磨削的榫槽侧面）进行磨削，待磨削完整个涡轮盘榫槽7的一侧后，通过方向转换器Ⅱ

14、摇轮Ⅱ15和摇轮Ⅱ手柄16将涡轮盘反转180°，重复上述磨削步骤，完成涡轮盘榫槽7另

外一侧的磨削，通过不断的往复磨削直至榫槽结构满足设计尺寸，进而得到粉末冶金高温

合金涡轮盘榫槽7的成品。

[0024] 使用本发明所述的环形砂轮磨削高温合金涡轮盘榫槽，在保证加工质量满足设计

要求的同时，降低了加工刀具的研发周期，可以大幅度提高加工效率，降低涡轮盘榫槽加工

成本。

[0025] 本实施例可以保证加工涡轮盘榫槽结构的质量满足设计要求，同时可以实现高温

合金涡轮盘榫槽的粗加工与精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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