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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

螺纹孔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准备待加工件，

待加工件为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通过

铣削加工完成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工，以螺

纹底孔的轴心为加工基准，通过螺纹铣削加工待

加工件的内螺纹，继而完成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

材料平板的螺纹孔的加工。该可陶瓷化树脂基复

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能提高螺纹孔加工效率，

保障螺纹孔的精度、内部及外观质量。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8838472 B

2021.06.15

CN
 1
08
83
84
72
 B



1.一种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准备待加工件，所述待加工件为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

通过铣削加工完成所述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工；

以所述螺纹底孔的轴心为加工基准，通过聚晶金刚石螺纹铣刀铣削内螺纹至所述内螺

纹的设定尺寸，通过硬质合金铣刀将所述螺纹底孔按照螺纹小径偏差的正差再加工所述螺

纹底孔，继而完成所述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的螺纹孔的加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准

备待加工件包括：

加工所述待加工件的两面至设定厚度值；

通过硬质合金铣刀加工所述待加工件的外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

过铣削加工完成所述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工，具体为：通过硬质合金铣刀螺旋铣削所

述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

过螺纹铣削加工完成所述待加工件的内螺纹，具体为：

通过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铣削所述内螺纹至设定尺寸。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螺

纹铣刀的参数控制为：转速300～400rpm，进给量80～200mm/min。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

过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铣削所述内螺纹至设定尺寸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在所述螺纹铣刀的参数控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所述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再空加工

一次所述内螺纹。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

过螺纹铣削加工所述待加工件的内螺纹之后，还包括：检测所述内螺纹的精度。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

测所述内螺纹的精度，包括：

通过螺纹塞规检测所述内螺纹的精度；

通过声谐振技术检测所述内螺纹的内部裂纹；

通过人工目视检测所述内螺纹的外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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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材料机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

纹孔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材料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复合材料作为一种新

型材料已经逐渐成为21世纪的主导材料之一。复合材料具有质量轻，较高比强度、比模量，

抗腐蚀、耐高温、耐烧蚀性等特点，是飞机、导弹、航天飞行器等武器的理想材料。目前复合

材料结构件主要采用模压、缠绕、套装等方式制造成型。

[0003] 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作为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其密度、抗烧蚀性、耐高温性

等更加优良。随着航空航天产品的更新换代，对飞行时间、马赫数、机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

高，对防热复合材料的性能要求不断提高，需求也越来越大。

[0004] 由于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具有材料硬度高、脆性大，加工易出现起层、掉渣、

崩块、裂纹等缺陷，加工过程中纤维断裂，收缩变形较大，加工过程中易产生裂纹，刀具磨损

严重等缺陷和问题。现有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的螺纹孔加工方法为：钳工钻底孔、钳工

在钻床上用丝锥加工螺纹孔、加大螺纹底孔、更换多把丝锥修正螺纹孔。

[0005] 现有技术中的加工方法的加工效率较低，无法保障螺纹孔的精度、内部及外观质

量。

发明内容

[0006]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解决了或部分解决

了现有技术中加工效率较低，无法保障螺纹孔的精度、内部及外观质量的技术问题。

[0007]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准备待加工件，所述待加工件为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

[0009] 通过铣削加工完成所述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工；

[0010] 以所述螺纹底孔的轴心为加工基准，通过螺纹铣削加工所述待加工件的内螺纹，

继而完成所述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的螺纹孔的加工。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准备待加工件包括：

[0012] 加工所述待加工件的两面至设定厚度值；

[0013] 通过硬质合金铣刀加工所述待加工件的外形。

[0014] 作为优选，所述通过铣削加工完成所述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工，具体为：通过

硬质合金铣刀螺旋铣削所述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

[0015] 作为优选，所述通过螺纹铣削加工完成所述待加工件的内螺纹，具体为：

[0016] 通过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铣削所述内螺纹至设定尺寸。

[0017] 作为优选，所述螺纹铣刀的参数控制为：转速300～400rpm，进给量80～200mm/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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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作为优选，所述通过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铣削所述内螺纹至设定尺寸之后，所

述方法还包括：

[0019] 在所述螺纹铣刀的参数控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所述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再空

加工一次所述内螺纹。

[0020] 作为优选，所述通过螺纹铣削加工完成所述待加工件的内螺纹，具体为：通过聚晶

金刚石螺纹铣刀铣削所述内螺纹至所述内螺纹的设定尺寸。

[0021] 作为优选，所述通过螺纹铣削加工所述待加工件的内螺纹之后，还包括：通过硬质

合金铣刀将所述螺纹底孔按照螺纹小径偏差的正差再加工一次所述螺纹底孔。

[0022] 作为优选，所述通过螺纹铣削加工所述待加工件的内螺纹之后，还包括：检测所述

内螺纹的精度。

[0023] 作为优选，所述检测所述内螺纹的精度，包括：

[0024] 通过螺纹环塞规检测所述内螺纹的精度；

[0025] 通过声谐振技术检测所述内螺纹的内部裂纹；

[0026] 通过人工目视检测所述内螺纹的外观质量。

[0027] 本申请中提供的一个或多个技术方案，至少具有如下技术效果或优点：

[0028]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首先准备了可陶瓷

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也即待加工件，然后通过铣削加工完成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

工，螺纹底孔的加工无需人为加大，不会像现有技术人为加大螺纹底孔而难以保证螺纹精

度；除此之外，由于采用了通过铣削加工完成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工，还会以螺纹底孔

的坐标系轴心为加工基准，通过螺纹铣削加工待加工件的内螺纹，进而完成可陶瓷化树脂

基复合材料平板的螺纹孔的加工；由于通过螺纹铣削完成内螺纹加工，而没有采用丝锥加

工螺纹孔，故而能保证螺纹精度、内部质量及外观质量，上述加工工序的设计，先将螺纹底

孔加工完成，再以其为基准加工螺纹孔，不会反复返工，能显著提高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

料平板的螺纹孔的加工效率，这样，有效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加工效率较低，无法保障螺纹孔

的精度、内部及外观质量的技术问题，实现了提高螺纹孔加工效率，保障螺纹孔的精度、内

部及外观质量的技术效果。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解决了或部

分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加工效率较低，无法保障螺纹孔的精度、内部及外观质量的技术问题，

通过铣削加工完成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工；以螺纹底孔的坐标系为基准，通过铣削加

工完成待加工件的内螺纹，然后再通过铣削加工修正螺纹底孔，最后再检测内螺纹的精度，

实现了提高螺纹孔加工效率，保障螺纹孔的精度、内部及外观质量的技术效果。

[0031] 参见附图1，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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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S1：准备待加工件，待加工件为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

[0033] S2：通过铣削加工完成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工。

[0034] S3：以螺纹底孔的轴心为加工基准，通过螺纹铣削加工待加工件的内螺纹，继而完

成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的螺纹孔的加工。

[0035] 除此之外，在完成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的螺纹孔的加工之后，还会通过

铣削加工修正螺纹底孔，最后再检测内螺纹的精度。

[0036] 其中，通过铣削加工完成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的加工；以螺纹底孔的坐标系为基

准，通过铣削加工完成待加工件的内螺纹；检测内螺纹的精度，上述加工工序的设计，能显

著提高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平板的螺纹孔加工效率，通过螺纹铣削完成内螺纹加工，

能保证螺纹精度、内部质量及外观质量。

[0037] 进一步的，步骤S1包括：加工待加工件的两面至设定厚度值；通过硬质合金铣刀加

工待加工件的外形。

[0038] 进一步的，步骤S2具体为：通过硬质合金铣刀螺旋铣削待加工件的螺纹底孔，螺纹

底孔的孔径公差按照小径偏差的正差控制。

[0039] 作为第一种实现方式，步骤S3具体为：通过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铣削内螺纹，一

次或多次铣削至内螺纹的设定尺寸，最好是一次铣削完成作业；其中，螺纹铣刀的参数控制

为：转速300～400rpm，进给量80～200mm/min。

[0040] 进一步的，步骤S3通过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铣削内螺纹的工序完成后，在螺纹

铣刀的参数控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再空加工一次内螺纹。

[0041] 作为另一种实现方式，步骤S3具体为：通过聚晶金刚石螺纹铣刀(PCD螺纹铣刀)铣

削内螺纹，铣削至内螺纹的设定尺寸。当然，可以一次或者多次铣削至内螺纹的设定尺寸，

最好是一次铣削完成作业。

[0042] 进一步的，步骤S3完成后，即螺纹孔的加工完成后，可以通过硬质合金铣刀将螺纹

底孔按照螺纹小径偏差的正差再加工一次螺纹底孔，即实现螺纹底孔的修正加工，采用螺

旋铣削螺纹底孔和修正加工，能良好保证螺纹底孔的尺寸。

[0043] 进一步的，在检测内螺纹的精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螺纹塞规检测内螺纹的

精度，通过声谐振技术检测内螺纹的内部裂纹；通过人工目视检测内螺纹的外观质量，采用

上述检测手段能有效控制螺纹孔精度和缺陷。

[0044]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详细介绍本申请的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螺纹孔加工

方法：

[0045] 待加工零件为口盖结构，材料由可陶瓷化树脂基复合材料模压而成。

[0046] 口盖结构的毛坯尺寸为160mm×50mm×22mm，零件尺寸为140mm×35mm×20mm，其

上的螺纹孔为M16×2‑6H(数量不等，为示意)，螺纹孔加工依次包括：

[0047] 1、加工螺纹底孔步骤：

[0048] 加工口盖两面至厚度尺寸为20mm。

[0049] 用硬质合金铣刀加工口盖外形。

[0050] 螺旋铣削螺纹底孔，孔径尺寸按螺纹小径极限偏差的正差，即Φ14+0
0.21控制。

[0051] 依次加工所有螺纹底孔。

[0052] 2、加工螺纹孔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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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以螺纹底孔的加工基准及坐标系保持不变。

[0054] 用M16×2梳齿硬质合金螺纹铣刀铣削内螺纹，螺纹铣削参数：S＝300rpm，F＝

100mm/min；采用PCD螺纹铣刀时，切削参数：S＝1500rpm，F＝1800mm/min。

[0055] 在加工程序、切削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用梳齿螺纹铣刀再铣削一次内螺纹。

[0056] 同样的方法，加工其他螺纹孔。

[0057] 3、螺纹底孔的修正步骤：

[0058] 用硬质合金铣刀将螺纹底孔按Φ14+0
0.21再加工一次。

[0059] 4、检测步骤：

[0060] 采用专用螺纹塞规检测螺纹孔精度。

[0061] 采用声谐振技术检测螺纹孔内部裂纹。

[0062] 采用人工目视检测螺纹孔外观质量。

[0063]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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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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