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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圆锥面的弧形凹槽

的加工方法，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圆锥面上的弧

形凹槽的加工方法，通过工装夹具定位使四轴数

控机床回转轴中心轴线倾斜一定的角度，使其与

产品圆锥面角度相吻合，同时使产品中心轴线与

四轴数控机床回转轴中心轴线同心，然后通过在

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上执行编制的

拟合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宏程序来完成基于圆

锥面的弧形凹槽的铣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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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圆锥面的弧形凹槽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四轴数控机床的主工作台面安装斜度工装，将回转轴工作台固定安装在斜

度工装上，并通过斜度工装使得回转轴工作台的中心轴线与主工作台面之间形成倾斜角度

C；并保证C与待加工产品圆锥面角度B相等；

步骤二：在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采用与待加工产品弧形凹槽截面轮廓相同

的铣刀进行铣削加工；

步骤三：使用斜度工装定位回转轴工作台倾斜角度C；

步骤四：使用定位装夹芯轴将产品装夹在回转轴工作台的三爪卡盘上，使待加工产品

中心轴线与四轴数控机床回转轴工作台中心轴线同心；

步骤五：编制拟合待加工产品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程序；

步骤六：拟合待加工产品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程序中的Y轴直线位移量值转换成回转

轴A的旋转角度位移量值；

步骤七：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执行拟合待加工产品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程

序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

所述步骤六中拟合数控加工程序过程，在待加工产品的弧形凹槽截面中心直径J处将

弧形凹槽直径H值转换成A轴的角度值G，数控加工宏程序中将Y轴的直线位移量值转换成回

转轴A轴的旋转角度位移量值，编制拟合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宏程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圆锥面的弧形凹槽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七中在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上执行数控加工宏程序控制机床X、A轴同时进给

运动形成拟合弧形轨迹，完成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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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圆锥面的弧形凹槽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圆锥面的弧形凹槽的加工方法，涉及机械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常用的密封结构中，O型环密封应用较为广泛，其在平面、端面上的密封环槽的加

工也较简单，而在圆弧锥面上的密封环槽加工就很困难；依据密封槽截面垂直于圆弧切线

方向的特性，此类密封环槽通常是在具有两个以上回转轴的高性能五轴数控机床上铣削加

工完成，数控机床加工所执行的数控程序需配置专业的自动编程软件生成，程序段冗长，程

序验证检查不便；企业投入加工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加工圆锥面上的密封环槽需要投入高性能五轴数控机床与专

业的自动编程软件，以及程序段冗长，程序验证检查不便等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通过工装

夹具定位使四轴数控机床回转轴中心轴线倾斜一定的角度C，并使其与产品圆锥面角度B相

吻合，同时使产品中心轴线与四轴数控机床回转轴中心轴线同心，然后通过在具有一个回

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执行手动编制的拟合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程序来完成基于圆锥面的

弧形凹槽的铣削加工。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的技术特征，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基于圆锥面的弧形

凹槽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0005] 一种基于圆锥面的弧形凹槽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一：在四轴数控机床的主工作台面安装斜度工装，将回转轴工作台固定安装

在斜度工装上，并通过斜度工装使得回转轴工作台的中心轴线与主工作台面之间形成倾斜

角度C；并保证C与待加工产品圆锥面角度B相等；

[0007] 步骤二：在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采用与待加工产品弧形凹槽截面轮廓

相同的铣刀进行铣削加工；

[0008] 步骤三：使用斜度工装定位回转轴工作台倾斜角度C；

[0009] 步骤四：使用定位装夹芯轴将产品装夹在回转轴工作台的三爪卡盘上，使待加工

产品中心轴线与四轴数控机床回转轴工作台中心轴线同心；

[0010] 步骤五：编制拟合待加工产品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程序；

[0011] 步骤六：拟合待加工产品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程序中的Y轴直线位移量值转换成

回转轴A的旋转角度位移量值；

[0012] 步骤七：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执行拟合待加工产品弧形轨迹的数控加

工程序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

[0013] 所述步骤六中拟合数控加工程序过程，在待加工产品的弧形凹槽截面中心直径J

处将弧形凹槽直径H值转换成A轴的角度值G，数控加工宏程序中将Y轴的直线位移量值转换

成回转轴A轴的旋转角度位移量值，编制拟合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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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步骤七中在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上执行数控加工宏程序控制机

床X、A轴同时进给运动形成拟合弧形轨迹，完成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

[0015] 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6] 由于采用上述工艺方法企业无需投入具有两个以上回转轴的高性能五轴数控机

床以及配置专业的自动编程软件，只需采用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执行拟合弧形

轨迹的数控加工程序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数控加工程序段简短，检查验证方便。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凹槽在圆锥面上的产品。

[0019] 图2凹槽截面图。

[0020] 图3圆锥面凹槽加工示意图。

[0021] 图4凹槽圆锥体装夹定位示意图。

[0022] 图中：四轴数控铣床1、回转轴工作台2、斜度工装3、凹槽圆椎体4、定位装夹芯轴5。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参见图1-4，一种基于圆锥面的弧形凹槽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

骤：

[0026] 步骤一：在四轴数控机床的主工作台面安装斜度工装，将回转轴工作台固定安装

在斜度工装上，并通过斜度工装使得回转轴工作台的中心轴线与主工作台面之间形成倾斜

角度C；并保证C与待加工产品圆锥面角度B相等；

[0027] 步骤二：在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采用与待加工产品弧形凹槽截面轮廓

相同的铣刀进行铣削加工；

[0028] 步骤三：使用斜度工装定位回转轴工作台倾斜角度C；

[0029] 步骤四：使用定位装夹芯轴将产品装夹在回转轴工作台的三爪卡盘上，使待加工

产品中心轴线与四轴数控机床回转轴工作台中心轴线同心；

[0030] 步骤五：编制拟合待加工产品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程序；

[0031] 步骤六：拟合待加工产品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程序中的Y轴直线位移量值转换成

回转轴A的旋转角度位移量值；

[0032] 步骤七：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执行拟合待加工产品弧形轨迹的数控加

工程序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六中拟合数控加工程序过程，在待加工产品的弧形凹槽截面

中心直径J处将弧形凹槽直径H值转换成A轴的角度值G，数控加工宏程序中将Y轴的直线位

移量值转换成回转轴A轴的旋转角度位移量值，编制拟合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宏程序。

[003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七中在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机床上执行数控加工宏程

序控制机床X、A轴同时进给运动形成拟合弧形轨迹，完成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

[0035]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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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如图1、图2所示是一种石油、页岩气开发技术应用的高压流体控制元件旋塞阀中

的密封弧片产品，需要在圆锥面上加工出槽宽D=4mm、槽深E=2.5mm、槽内径F=φ34mm的密封

环槽为例：

[0037] 参看附图1-4，具体加工步骤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8] 1、通过斜度工装3定位将四轴数控机床的回转轴工作台2放置在数控机床主工作

台面上，使回转轴工作台2的回转轴中心轴线与工作台面倾斜角度C=6°，并使其与产品圆锥

面角度B=6°相吻合；

[0039] 2、在具有一个回转轴A轴的四轴数控铣床1选用与凹槽截面轮廓相同的铣刀进行

铣削加工；

[0040] 3、使用定位装夹芯轴5将产品装夹在回转轴工作台2的三爪卡盘上，使产品中心轴

线与回转轴工作台2回转轴中心轴线同心；

[0041] 4、如图2所示进行数学计算，在弧形槽截面中心直径J=φ76处将弧形槽直径H=φ

38mm值转换成A轴的角度值G，数控加工宏程序中将Y轴的直线位移量值转换成回转轴A轴的

旋转角度位移量值，编制拟合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宏程序；

[0042] 5、在具有一个回转轴的四轴数控铣床1上执行数控加工宏程序控制机床X、A轴同

时进给运动形成拟合弧形轨迹，完成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

[0043] 实施例3：

[0044] 如图1、图2所示是一种石油、页岩气开发技术应用的高压流体控制元件旋塞阀中

的密封弧片产品，需要在圆锥面上加工出槽宽D=5mm、槽深E=2.8mm、槽内径F=φ40mm的密封

环槽为例：

[0045] 参看附图1-4，具体加工步骤按以下步骤进行：

[0046] 1、通过斜度工装3定位将四轴数控机床的回转轴工作台2放置在数控机床主工作

台面上，使回转轴工作台2的回转轴中心轴线与工作台面倾斜角度C=6°，并使其与产品圆锥

面角度B=6°相吻合；

[0047] 2、在具有一个回转轴A轴的四轴数控机床选用与凹槽截面轮廓相同的铣刀进行铣

削加工；

[0048] 3、使用定位装夹芯轴将产品装夹在数控回转工作台的三爪卡盘上，使产品中心轴

线与四轴数控机床回转轴中心轴线同心；

[0049] 4、如图2所示进行数学计算，在弧形槽截面中心直径J=φ85处将弧形槽直径H=φ

45mm值转换成A轴的角度值G，数控加工宏程序中将Y轴的直线位移量值转换成回转轴A轴的

旋转角度位移量值，编制拟合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宏程序；

[0050] 5、在具有1个回转轴的4轴数控机床上执行数控加工宏程序控制机床X、A轴同时进

给运动形成拟合弧形轨迹，完成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

[0051] 实施例4：

[0052] 如图1、图2所示是一种石油、页岩气开发技术应用的高压流体控制元件旋塞阀中

的密封弧片产品，需要在圆锥面上加工出槽宽D=4.2mm、槽深E=2.6mm、槽内径F=φ42mm的密

封环槽为例：

[0053] 参看附图1-4，具体加工步骤按以下步骤进行：

[0054] 1、通过斜度工装3定位将四轴数控机床的回转轴工作台2放置在数控机床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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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面上，使回转轴工作台2的回转轴中心轴线与工作台面倾斜角度C=6°，并使其与产品圆锥

面角度B=6°相吻合；

[0055] 2、在具有1个回转轴A轴的4轴数控机床选用与凹槽截面轮廓相同的铣刀进行铣削

加工；

[0056] 3、使用定位装夹芯轴将产品装夹在数控回转工作台的3爪卡盘上，使产品中心轴

线与4轴数控机床回转轴中心轴线同心；

[0057] 4、如图2所示进行数学计算，在弧形槽截面中心直径J=φ80处将弧形槽直径H=φ

46.2mm值转换成A轴的角度值G，数控加工宏程序中将Y轴的直线位移量值转换成回转轴A轴

的旋转角度位移量值，编制拟合弧形轨迹的数控加工宏程序；

[0058] 5、在具有1个回转轴的4轴数控机床上执行数控加工宏程序控制机床X、A轴同时进

给运动形成拟合弧形轨迹，完成铣削加工圆锥面上的弧形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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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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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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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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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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