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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激光复合

加工装置与方法，包括大理石底座，大理石底座

中部设有第一、第二龙门柱，第一龙门柱上设置

水导激光加工系统，第二龙门柱上设置飞秒激光

加工系统；大理石底座的一侧设有激光器系统，

大理石底座的另一侧安装有X轴平台；X轴平台上

安装有Y轴平台，Y轴平台上安装有B轴平台，B轴

平台上安装有C轴平台，C轴平台放置有水箱和夹

具；第一龙门柱和第二龙门柱组合形成双工位加

工装置；加工时，先利用水导激光进行带热障涂

层涡轮叶片气膜群孔的预制加工，孔壁残留的重

铸层和加工余量等缺陷再由飞秒激光进行去除；

本发明整合了水导激光加工效率高和飞秒激光

加工质量好的优点，实现了涡轮叶片气膜孔的高

效高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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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激光复合加工装置，包括大理石底座(1)，其特征在

于：大理石底座(1)中部设有第一龙门柱(10)和第二龙门柱(3)，第一龙门柱(10)和第二龙

门柱(3)顶部通过龙门横梁(9)连接，第一龙门柱(10)上设置水导激光加工系统，第二龙门

柱(3)上设置飞秒激光加工系统；大理石底座(1)的一侧设有激光器系统(4)，大理石底座

(1)的另一侧安装有X轴平台(20)；

所述的激光器系统(4)包括安装在大理石底座(1)上的底板(21)，底板(21)上安装有纳

秒激光光路系统(22)、飞秒激光光路系统(23)、纳秒激光器(24)和飞秒激光器(25)，纳秒激

光光路系统(22)的输入和纳秒激光器(24)的输出连接，飞秒激光光路系统(23)的输入和飞

秒激光器(25)的输出连接；

所述的X轴平台(20)上安装有Y轴平台(2)，Y轴平台(2)上安装有B轴平台(19)，B轴平台

(19)上安装有C轴平台(18)，C轴平台(18)放置有水箱(17)和夹具(16)；

所述的水导激光加工系统包括第一龙门柱(10)上设置的Z1轴平台(11)，Z1轴平台(11)

上放置有第一光路传输系统(12)，第一光路传输系统(12)和纳秒激光光路系统(22)的输出

连接，第一光路传输系统(12)上方设置有水导耦合装置(15)、反射镜(14)、第一CCD相机和

镜头(13)，第一CCD相机和镜头(13)与水导耦合装置(15)同轴安装；水导耦合装置(15)上设

置有两个进液道，进液道用于输送高压水流，水流与纳秒激光复合实现水导激光加工；

所述的飞秒激光加工系统包括第二龙门柱(3)上设置的Z2轴平台(5)，Z2轴平台(5)上

放置有第二光路传输系统(6)，第二光路传输系统(6)和飞秒激光光路系统(23)的输出连

接，第二光路传输系统(6)上方设置有扫描振镜和场镜(8)、第二CCD相机和显微镜头(7)，第

二CCD相机和显微镜头(7)采用倾斜安装；

第一龙门柱(10)和第二龙门柱(3)组合形成双工位加工装置，用于涡轮叶片气膜孔水

导激光加工和飞秒激光加工，X轴平台(20)、Y轴平台(2)、Z1轴平台(11)、Z2轴平台(5)、B轴

平台(19)和C轴平台(18)均连接计算机。

2.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激光复合加工装置的加工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涡轮叶片的加工样品(26)固定在夹具(16)上，夹具(16)固定在水箱(17)中，

利用计算机调节加工样品(26)的位姿；

步骤二：打开纳秒激光器(24)和水导耦合装置(15)上的两个进液道，调节Z1轴平台

(11)上水导耦合装置(15)和反射镜(14)的位置，确定水导激光的聚焦位置，进行带热障涂

层涡轮叶片气膜孔(27)的预制加工；

步骤三：关闭纳秒激光器(24)和水导耦合装置(15)，将加工样品(26)从水箱(17)中取

出，取下水箱(17)，将加工样品(26)直接固定在C轴平台(18)上的夹具(16)上方，利用计算

机将加工样品(26)移至第二个工位上；

步骤四：打开飞秒激光器(25)，调整位姿，利用第二CCD相机和显微镜头(7)定位到第一

个气膜孔(27)处，并将加工样品(26)移动到飞秒激光(28)聚焦位置处，开始进行气膜孔

(27)壁重铸层和加工余量(36)的去除工序，完成一个气膜孔(27)后，再定位到下一个气膜

孔(27)处，对下一个气膜孔(27)进行修型处理，直到全部气膜孔(27)处理完毕；

步骤五：关闭飞秒激光器(25)，取下加工样品(26)，对加工样品(26)进行超声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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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激光复合加工装置与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涡轮叶片的激光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

膜孔激光复合加工装置与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推重比、高燃烧效率和低油耗成为发动机的发展趋

势，这对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当前，为了提高涡轮叶片的抗热冲击、耐高

温、耐腐蚀和复杂应力能力，采用热障涂层技术和气膜孔冷却方式对涡轮叶片进行加工处

理。

[0003] 涡轮叶片气膜孔主要分布在叶片边缘、叶片型面等部位，其加工质量将直接影响

涡轮叶片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的高效高质加工成为国内外研

究的一大难题。针对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的加工，主要采取电加工工艺的方式，如电

火花加工、电液束流加工技术等，然而，考虑到热障涂层具有不导电的特性，因而电加工方

法无法实现陶瓷涂层的加工。激光加工技术因具有加工效率高、热影响区小、非接触加工等

优势，成为了气膜孔加工的重要手段。

[0004] 水导激光加工技术是将高能激光束耦合进微细水射流，水射流作为光纤使激光在

水束内形成全反射，实现在水射流的传播，并由水射流将激光引导到工件表面实现对材料

的去除。该方法具有很多优点，如无热损伤区、加工效率高、可加工大深径比结构。但水导激

光加工孔壁质量较差。飞秒激光具有超快、高峰值功率的特性，几乎可以加工所有材料，飞

秒激光加工的微小孔孔壁熔渣少、质量好，但效率较低、加工微孔锥度较大。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

片气膜孔激光复合加工装置与方法，能够整合水导激光加工效率高和飞秒激光加工质量好

的优点，实现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的高效高质加工。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激光复合加工装置，包括大理石底座1，大理石底

座1中部设有第一龙门柱10和第二龙门柱3，第一龙门柱10和第二龙门柱3顶部通过龙门横

梁9连接，第一龙门柱10上设置水导激光加工系统，第二龙门柱3上设置飞秒激光加工系统；

大理石底座1的一侧设有激光器系统4，大理石底座1的另一侧安装有X轴平台20；

[0008] 所述的激光器系统4包括安装在大理石底座1上的底板21，底板21上安装有纳秒激

光光路系统22、飞秒激光光路系统23、纳秒激光器24和飞秒激光器25，纳秒激光光路系统22

的输入和纳秒激光器24的输出连接，飞秒激光光路系统23的输入和飞秒激光器25的输出连

接；

[0009] 所述的X轴平台20上安装有Y轴平台2，Y轴平台2上安装有B轴平台19，B轴平台19上

安装有C轴平台18，C轴平台18放置有水箱17和夹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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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水导激光加工系统包括第一龙门柱10上设置的Z1轴平台11，Z1轴平台11上

放置有第一光路传输系统12，第一光路传输系统12和纳秒激光光路系统22的输出连接，第

一光路传输系统12上方设置有水导耦合装置15、反射镜14、第一CCD相机和镜头13，第一CCD

相机和镜头13与水导耦合装置15同轴安装；水导耦合装置15上设置有两个进液道，进液道

用于输送高压水流，水流与纳秒激光复合实现水导激光加工；

[0011] 所述的飞秒激光加工系统包括第二龙门柱3上设置的Z2轴平台5，Z2轴平台5上放

置有第二光路传输系统6，第二光路传输系统6和飞秒激光光路系统23的输出连接，第二光

路传输系统6上方设置有扫描振镜和场镜8、第二CCD相机和显微镜头7，第二CCD相机和显微

镜头7采用倾斜安装；

[0012] 第一龙门柱10和第二龙门柱3组合形成双工位加工装置，用于涡轮叶片气膜孔水

导激光加工和飞秒激光加工，X轴平台20、Y轴平台2、Z1轴平台11、Z2轴平台5、B轴平台19和C

轴平台18均连接计算机。

[0013] 利用上述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激光复合加工装置的加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14] 步骤一：将涡轮叶片的加工样品26固定在夹具16上，夹具16固定在水箱17中，利用

计算机调节加工样品26的位姿；

[0015] 步骤二：打开纳秒激光器24和水导耦合装置15上的两个进液道，调节Z1轴平台11

上水导耦合装置15和反射镜14的位置，确定水导激光的聚焦位置，进行带热障涂层涡轮叶

片气膜孔27的预制加工；

[0016] 步骤三：关闭纳秒激光器24和水导耦合装置15，将加工样品26从水箱17中取出，取

下水箱17，将加工样品26直接固定在C轴平台18上的夹具16上方，利用计算机将加工样品26

移至第二个工位上；

[0017] 步骤四：打开飞秒激光器25，调整位姿，利用第二CCD相机和显微镜头7定位到第一

个气膜孔27处，并将加工样品26移动到飞秒激光28聚焦位置处，开始进行气膜孔27壁重铸

层和加工余量36的去除工序，完成一个气膜孔27后，再定位到下一个气膜孔27处，对下一个

气膜孔27进行修型处理，直到全部气膜孔27处理完毕；

[0018] 步骤五：关闭飞秒激光器25，取下加工样品26，对加工样品26进行超声清洗。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水导激光加工系统和飞秒激光加工系统两个工位，

整合了水导激光加工效率高和飞秒激光加工质量好的优点，可实现涡轮叶片气膜群孔的高

效高质加工，获得大深径比的气膜孔，而且可通过Y轴平台直接切换工序，操作简单方便。

[0021] 本发明中的X轴平台、Y轴平台、B轴平台、C轴平台、Z1轴平台和Z2轴平台(4+2轴)可

通过计算机程序实现多轴联动。

[0022] 本发明中的第一CCD相机和镜头、第二CCD相机和显微镜头可分别利用计算机程序

实现两个工序中的激光聚焦与定位。

[0023] 本发明中的水箱采用多层封闭设计，中间为样品固定区，外环为溢水区，顶部预留

孔，便于水导激光的进入，而且防止了加工过程中水流喷溅出去而污染工作台。

[0024] 本发明解决了水导激光加工孔壁质量差和飞秒激光加工微孔锥度大的问题，充分

利用了水导激光加工效率高和飞秒激光加工质量高的优点，先使用水导激光加工形成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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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膜群孔，孔壁残留的重铸层和加工余量等缺陷再由飞秒激光进行去除，双工序的复合提

高了气膜孔的加工效率和材料去除率，获得高效高质量的气膜群孔。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图1中激光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图1中水导激光工位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图1中飞秒激光工位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方法加工过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1] 参见图1～图4，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激光复合加工装置，包括大理石

底座1，大理石底座1中部设有第一龙门柱10和第二龙门柱3，第一龙门柱10和第二龙门柱3

顶部通过龙门横梁9连接，第一龙门柱10上设置水导激光加工系统，第二龙门柱3上设置飞

秒激光加工系统；大理石底座1的一侧设有激光器系统4，大理石底座1的另一侧安装有X轴

平台20；

[0032] 所述的激光器系统4包括安装在大理石底座1上的底板21，底板21上安装有纳秒激

光光路系统22、飞秒激光光路系统23、纳秒激光器24和飞秒激光器25，纳秒激光光路系统22

的输入和纳秒激光器24的输出连接，飞秒激光光路系统23的输入和飞秒激光器25的输出连

接；

[0033] 所述的X轴平台20上安装有Y轴平台2，Y轴平台2上安装有B轴平台19，B轴平台19上

安装有C轴平台18，C轴平台18放置有水箱17和夹具16，X轴平台20、Y轴平台2、B轴平台19和C

轴平台18用于加工样品的位姿调整；

[0034] 所述的水导激光加工系统包括第一龙门柱10上设置的Z1轴平台11，Z1轴平台11上

放置有第一光路传输系统12，第一光路传输系统12和纳秒激光光路系统22的输出连接，第

一光路传输系统12上方设置有水导耦合装置15、反射镜14、第一CCD相机和镜头13，第一CCD

相机和镜头13与水导耦合装置15同轴安装；水导耦合装置15上设置有两个进液道，进液道

用于输送高压水流，水流与纳秒激光复合实现水导激光加工；第一CCD相机和镜头13用于水

导激光加工过程中的检测；

[0035] 所述的飞秒激光加工系统包括第二龙门柱3上设置的Z2轴平台5，Z2轴平台5上放

置有第二光路传输系统6，第二光路传输系统6和飞秒激光光路系统23的输出连接，第二光

路传输系统6上方设置有扫描振镜和场镜8、第二CCD相机和显微镜头7，第二CCD相机和显微

镜头7采用倾斜安装，用于飞秒激光加工过程中的定位与检测；

[0036] 第一龙门柱10和第二龙门柱3组合形成双工位加工装置，用于涡轮叶片气膜孔水

导激光加工和飞秒激光加工，X轴平台20、Y轴平台2、Z1轴平台11、Z2轴平台5、B轴平台19和C

轴平台18均连接计算机。

[0037] 参见图5，利用上述一种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气膜孔激光复合加工装置的加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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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步骤一：将涡轮叶片的加工样品26固定在夹具16上，夹具16固定在水箱17中，利用

计算机调节加工样品26的位姿；

[0039] 步骤二：打开纳秒激光器24和水导耦合装置15上的两个进液道，调节Z1轴平台11

上水导耦合装置15和反射镜14的位置，确定水导激光的聚焦位置，进行带热障涂层涡轮叶

片气膜孔27的预制加工；

[0040] 加工时，纳秒激光29经过透镜30、水导耦合装置15的光学窗口31进入耦合腔34，和

耦合腔34内的水32耦合形成水导激光33，水导激光33经过喷嘴35进行气膜孔27的水导激光

加工；

[0041] 步骤三：关闭纳秒激光器24和水导耦合装置15，将加工样品26从水箱17中取出，取

下水箱17，将加工样品26直接固定在C轴平台18上的夹具16上方，利用计算机将加工样品26

移至第二个工位上；

[0042] 步骤四：打开飞秒激光器25，调整位姿，利用第二CCD相机和显微镜头7定位到第一

个气膜孔27处，并将加工样品26移动到飞秒激光28聚焦位置处，开始进行气膜孔27壁重铸

层和加工余量36的去除工序，完成一个气膜孔27后，再定位到下一个气膜孔27处，对下一个

气膜孔27进行修型处理，直到全部气膜孔27处理完毕；

[0043] 步骤五：关闭飞秒激光器25，取下加工样品26，对加工样品26进行超声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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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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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11716022 A

8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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