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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及其镗钻加工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包括由

钻头和刀杆构成的刀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钻头

安装于所述刀体的刀头底部，所述钻头对应并用

于加工所述待加工工件的小孔；所述刀杆包括前

端复合刀体和后端复合刀体，所述前端复合刀体

上依次安装有镗削所述待加工工件第一台阶孔、

第二台阶孔的第一镗刀、第二镗刀；所述后端复

合刀体是由用于加工所述待加工工件的第三台

阶孔、第四台阶孔和第五台阶孔的第三镗刀、第

四镗刀和第五镗刀复合而成。本发明的复合刀具

将6个刀具复合在一把刀具上，节省了换刀和机

床移动的时间，而且能提高孔的位置精度，从而

节约工作时间和减少设备的投入，能大大提高生

产效率和减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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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用于对待加工工件进行钻孔和镗孔，包括由钻头和刀杆构

成的刀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钻头安装于所述刀体的刀头底部，所述钻头对应并用于加工所

述待加工工件的小孔；所述刀杆包括前端复合刀体和后端复合刀体，所述前端复合刀体上

依次安装有镗削所述待加工工件第一台阶孔、第二台阶孔的第一镗刀、第二镗刀；所述后端

复合刀体是由用于加工所述待加工工件的第三台阶孔、第四台阶孔和第五台阶孔的第三镗

刀、第四镗刀和第五镗刀复合而成；所述第一台阶孔、第二台阶孔、第三台阶孔、第四台阶孔

和第五台阶孔为同轴不同径的阶梯孔，所述第一镗刀、第二镗刀、第三镗刀、第四镗刀和第

五镗刀呈阶梯状结构布设于所述刀杆上；

所述待加工工件的第一台阶孔为最小孔，由所述刀杆最前端的第一镗刀加工；在所述

第一台阶孔的反向一侧设有第二台阶孔，由与所述第一镗刀相邻的第二镗刀加工；

在所述第一台阶孔的另一侧按照由小到大的孔径由内而外依序设有分别由第三镗刀、

第四镗刀和第五镗刀对应加工的第三台阶孔、第四台阶孔和第五台阶孔；

所述刀杆上预留有让刀空间，所述让刀空间位于所述第二镗刀和第三镗刀之间；所述

第五台阶孔为倒角孔；

所述让刀空间应大于第二台阶孔孔底至所述待加工工件上端面之间的距离；第二镗刀

的轴向距离应大于第二台阶孔的深度；

所述第二镗刀的轴径小于第一镗刀的轴径；

所述第四镗刀的轴向距离与所述第四台阶孔的深度相同，所述待加工工件上端面至所

述第三台阶孔的孔底之间距离为（L3），所述待加工工件上端面至所述第四台阶孔孔底之间

的距离为（L4），所述第三镗刀的轴向距离等于（L3）-（L4）；

所述第一镗刀的轴径等于第一台阶孔的直径，所述第三镗刀的轴径等于第三台阶孔的

直径；所述第四镗刀的轴径等于第四台阶孔的直径；

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用于待加工工件的具体工艺步骤如下：

步骤一：加工小孔

将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端部的钻头对准待加工工件的预定位置，加工小孔，加工至预定

小孔深度时,退刀；

步骤二：加工第一台阶孔

把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移动至待加工工件台阶孔的中心，加工第一台阶孔；

步骤三、加工第二台阶孔

把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移至第二台阶孔孔底至所述待加工工件上端面之间的距离（L2）

位置，再把第二镗刀偏心移至与第一台阶孔内壁位置；复合刀开始以台阶孔的轴线为圆心，

(B-②)/2尺寸大小为半径，做圆弧插补，加工出第二台阶孔；

步骤三、加工剩下的台阶孔

阶梯镗钻复合刀具按原路返回至台阶孔的圆心，依次加工第三台阶孔、第四台阶孔和

第五台阶孔；最后退刀，加工完毕。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特征在于

所述刀体采用的材质为Cr12MoV；所述钻头采用的是硬质合金非标准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镗刀、第二镗刀、第三镗刀、第四镗刀和第五镗刀依序焊接在所述刀杆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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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钻头通过螺栓固定安装于所述刀头底部开设的安装孔中。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镗刀、第二镗刀、第三镗刀、第四镗刀和第五镗刀的刀片是PCD材质，整个刀体

需要做G=6.3mm/s，n=5000RPM的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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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及其镗钻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控刀具结构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涉及了一种阶梯镗孔+钻孔的复合

刀具，以及基于该刀具实施的一种加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对于数控机床，更换刀具一般都需要几秒的时间，而且加工时，刀具还需要

移动的时间。在加工一些有多层台阶孔和台阶孔所在的平面需要钻孔，每个台阶孔需要一

把镗孔刀具，平面处的小孔也要单独一把刀具，如果孔需要倒角，则还需要增加一把倒角

刀，用于去除孔的飞边。

[0003] 因此，在正常的数控加工作业中，我们往往需要通过两把或三把刀具才能完成一

个台阶孔的加工，操作起来比较繁琐，费时费力，加工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解决现有数控刀具存在的功能单一，以及机床需要多次更换刀具带来

的工作效率低下等技术缺陷，进而提供一种具有结构简捷、功能齐全、机床只需更换一次刀

具的集扩孔、镗削、倒角等功能为一体的阶梯镗钻复合刀具。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

一种基于上述镗钻复合刀具的加工工艺。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用于对待加工工件S进行钻孔和镗孔，包括由钻头10和刀

杆11构成的刀体，其特殊之处在于，所述钻头10安装于所述刀体的刀头底部，所述钻头10对

应并用于加工所述待加工工件的小孔F；所述刀杆11包括前端复合刀体和后端复合刀体，所

述前端复合刀体上依次安装有镗削所述待加工工件第一台阶孔A、第二台阶孔B的第一镗刀

1、第二镗刀2；所述后端复合刀体是由用于加工所述待加工工件S的第三台阶孔C、第四台阶

孔D和第五台阶孔E的第三镗刀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复合而成；所述第一台阶孔A、第二

台阶孔B、第三台阶孔C、第四台阶孔D和第五台阶孔E为同轴不同径的阶梯孔，所述第一镗刀

1、第二镗刀2、第三镗刀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呈阶梯状结构布设于所述刀杆11上。

[0007] 所述待加工工件S的第一台阶孔A为最小孔，由所述刀杆最前端的第一镗刀1加工；

在所述第一台阶孔A的反向一侧设有第二台阶孔B，由与所述第一镗刀1相邻的第二镗刀2加

工；

[0008] 在所述第一台阶孔A的另一侧按照由小到大的孔径由内而外依序设有分别由第三

镗刀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对应加工的第三台阶孔C、第四台阶孔D和第五台阶孔E；

[0009] 为了加工所述待加工工件S的第二台阶孔B，所述刀杆11上预留有让刀空间K3，所

述让刀空间K3位于所述第二镗刀2和第三镗刀3之间；

[0010] 所述第五台阶孔E为倒角孔；

[0011] 所述刀体采用的材质为Cr12MoV；

[0012] 所述钻头采用的是硬质合金非标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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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第一镗刀1、第二镗刀2、第三镗刀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依序焊接在所述

刀杆11上；

[0014] 所述钻头10通过螺栓固定安装于所述刀头底部开设的安装孔中；

[0015] 为了降低切削力，使得加工出来的孔更加稳定，所述第一镗刀1、第二镗刀2、第三

镗刀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的刀片是PCD材质，整个刀体需要做G=6.3mm/s，n=5000RPM的

动平衡；

[0016] 为了便于刀具加工所述第二台阶孔，所述让刀空间K3应大于第二台阶孔B孔底至

所述待加工工件S上端面之间的距离L2；第二镗刀2的轴向距离K2应大于第二台阶孔B的深

度L1；

[0017] 为了保证最小的第一台阶孔A的尺寸精度，所述第二镗刀2的轴径③小于第一镗刀

2的轴径②；

[0018] 为了符合加工台阶的深度，所述第四镗刀4的轴向距离K5与所述第四台阶孔D的深

度L4相同，所述待加工工件S上端面至所述第三台阶孔C的孔底之间距离为L3，所述待加工

工件S上端面至所述第四台阶孔4孔底之间的距离为L4，所述第三镗刀3的轴向距离K4等于

L3-L4；

[0019] 为了能符合台阶孔的直径要求，所述第一镗刀2的轴径②等于第一台阶孔A的直

径，所述第三镗刀的轴径④等于第三台阶孔C的直径；所述第四镗刀4的轴径⑤等于第四台

阶孔D的直径。

[0020] 上述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的镗钻加工工艺，其特殊之处在于，包括以下具体工

艺步骤：

[0021] 步骤一：加工小孔F

[0022] 将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端部的钻头10对准待加工工件S的预定位置，加工小孔F，加

工至预定小孔深度L5时,退刀；

[0023] 步骤二：加工第一台阶孔

[0024] 把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移动至待加工工件S台阶孔的中心，加工第一台阶孔A；

[0025] 步骤三、加工第二台阶孔

[0026] 把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移至第二台阶孔孔底至所述待加工工件上端面之间的距离

L2位置，再把第二镗刀偏心移至与第一台阶孔A内壁位置；复合刀开始以台阶孔的轴线为圆

心，(B-②)/2尺寸大小为半径，做圆弧插补，加工出第二台阶孔B；

[0027] 步骤三、加工剩下的台阶孔

[0028] 阶梯镗钻复合刀具按原路返回至台阶孔的圆心，依次加工第三台阶孔C、第四台阶

孔D和第五台阶孔E；最后退刀，加工完毕！

[0029] 本发明的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解决了现有数控刀具存在的功能单一，以及机

床需要多次更换刀具带来的工作效率低下等技术问题，本发明的复合刀具将6个刀具复合

在一把刀具上，节省了换刀和机床移动的时间，而且能提高孔的位置精度，从而节约工作时

间和减少设备的投入，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成本。

附图说明

[0030] 图1：本发明的阶梯镗孔+钻孔复合刀具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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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2：本发明的阶梯镗孔+钻孔复合刀具尺寸示意图；

[0032] 图3：需要加工的台阶孔的示意图；

[0033] 图4：阶梯镗孔+钻孔复合刀具钻孔状态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阶梯镗孔+钻孔复合刀具镗台阶孔A状态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阶梯镗孔+钻孔复合刀具镗台阶孔B状态结构示意图；

[0036] 图7：阶梯镗孔+钻孔复合刀具镗台阶孔C、D、E状态结构示意图；

[0037] 在图中，1、第一镗刀，2、第二镗刀，3、第三镗刀，4、第四镗刀，5、第五镗刀，A、第一

台阶孔，B、第二台阶孔，C、第三台阶孔，D、第四台阶孔，E、第五台阶孔，F、小孔，待加工工件，

9、螺栓，10、钻头，11、刀杆，L1、第二台阶孔深度，L2、第二台阶孔孔底至所述待加工工件上

端面之间的距离，L3、待加工工件上端面至所述第三台阶孔的孔底之间距离，L4、待加工工

件上端面至所述第四台阶孔孔底之间的距离，L5、小孔深度，K1、钻头长度，K2、第二镗刀的

轴向距离，K3、让刀空间，K4、第三镗刀的轴向距离，K5、第四镗刀的轴向距离，①、小孔直径，

②、第一镗刀的轴径，③、第二镗刀的轴径，④、第三镗刀的轴径，⑤、第四镗刀的轴径。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就附图1-7对本发明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作以下详细说明。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阶梯镗钻复合刀具，用于对待加工工件S进行钻孔和镗孔，包括由钻头10和刀

杆11构成的刀体，所述钻头10安装于所述刀体的刀头底部，所述钻头10对应并用于加工所

述待加工工件的小孔F；所述刀杆11包括前端复合刀体和后端复合刀体，所述前端复合刀体

上依次安装有镗削所述待加工工件第一台阶孔A、第二台阶孔B的第一镗刀1、第二镗刀2；所

述后端复合刀体是由用于加工所述待加工工件S的第三台阶孔C、第四台阶孔D和第五台阶

孔E的第三镗刀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复合而成；所述第一台阶孔A、第二台阶孔B、第三

台阶孔C、第四台阶孔D和第五台阶孔E为同轴不同径的阶梯孔，所述第一镗刀1、第二镗刀2、

第三镗刀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呈阶梯状结构布设于所述刀杆11上。

[0041] 所述待加工工件S的第一台阶孔A为最小孔，由所述刀杆最前端的第一镗刀1加工；

在所述第一台阶孔A的反向一侧设有第二台阶孔B，由与所述第一镗刀1相邻的第二镗刀2加

工；在所述第一台阶孔A的另一侧按照由小到大的孔径由内而外依序设有分别由第三镗刀

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对应加工的第三台阶孔C、第四台阶孔D和第五台阶孔E；为了加工

所述待加工工件S的第二台阶孔B，所述刀杆11上预留有让刀空间K3，所述让刀空间K3位于

所述第二镗刀2和第三镗刀3之间；所述第五台阶孔E为倒角孔；

[0042] 所述刀体采用的材质为Cr12MoV；所述钻头采用的是硬质合金非标准件；

[0043] 所述第一镗刀1、第二镗刀2、第三镗刀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依序焊接在所述

刀杆11上；所述钻头10通过螺栓9固定安装于所述刀头底部开设的安装孔中；

[0044] 为了降低切削力，使得加工出来的孔更加稳定，所述第一镗刀1、第二镗刀2、第三

镗刀3、第四镗刀4和第五镗刀5的刀片是PCD材质，整个刀体需要做G=6.3mm/s，n=5000RPM的

动平衡；为了便于刀具加工所述第二台阶孔，所述让刀空间K3应大于第二台阶孔B孔底至所

述待加工工件S上端面之间的距离L2；第二镗刀2的轴向距离K2应大于第二台阶孔B的深度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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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为了保证最小的第一台阶孔A的尺寸精度，所述第二镗刀2的轴径③小于第一镗刀

2的轴径②；为了符合加工台阶的深度，所述第四镗刀4的轴向距离K5与所述第四台阶孔D的

深度L4相同，所述待加工工件S上端面至所述第三台阶孔C的孔底之间距离为L3，所述待加

工工件S上端面至所述第四台阶孔4孔底之间的距离为L4，所述第三镗刀3的轴向距离K4等

于L3-L4；为了能符合台阶孔的直径要求，所述第一镗刀2的轴径②等于第一台阶孔A的直

径，所述第三镗刀的轴径④等于第三台阶孔C的直径；所述第四镗刀4的轴径⑤等于第四台

阶孔D的直径。

[0046] 以下为对待加工工件S的加工过程描述：

[0047] 在图3中，我们需要加工的台阶孔分别为第一台阶孔A、第二台阶孔B、第三台阶孔

C、第四台阶孔D、第五台阶孔E和小孔F。我们先利用钻头加工小孔F，加工至预定小孔深度L5

时,退刀；把复合刀移动至待加工工件S台阶孔的中心，开始加工第一台阶孔A,见图4；

[0048] 把复合刀移至第二台阶孔孔底至所述待加工工件上端面之间的距离L2位置，再把

第二镗刀偏心移至与第一台阶孔A内壁位置，见图8，第1步，复合刀开始以台阶孔的轴线为

圆心，(B-②)/2尺寸大小为半径，做圆弧插补，加工出第二台阶孔B，见图8，第2步;然后按第

1步原路返回至台阶孔的圆心，然后加工第三台阶孔C、第四台阶孔D和第五台阶孔E；最后退

刀，加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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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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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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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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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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