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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

工方法，包括如下工序：铣六方→磨上下表面→

预留工艺补块→在工艺补块上镗工艺孔→在工

艺补块上铣压板槽→粗铣零件正反面→铣基准

孔→去零件补块→热处理前加工→热处理（淬

火）→扩基准孔光端面→精加工→计量→热处理

（回火）→磁粉检测。本发明将传统加工方法改为

传统加工与数控加工相结合的工艺方案成为了

最切实有效的优化手段，通过合理的工艺方案和

设计一整套装夹方案，降低了夹具成本，避免了

多次装夹，大幅度提高了零件加工精度和加工效

率，大大提高了零件合格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6页

CN 114102068 A

2022.03.01

CN
 1
14
10
20
68
 A



1.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工序：

S1、铣六方：用普通铣床采用虎钳装夹加工毛坯得六方体；

S2、表面打磨：用平面磨床采用电磁力吸附磨上下表面得基准面；

S3、预留工艺补块：根据零件特征预留三处工艺补块，其中：第一工艺补块预留在圆柱

体的上部，第二工艺补块预留在上耳片的上部，第三工艺补块预留在下耳片的底部，第一工

艺补块的上表面与第二工艺补块的上表面在同一平面上，第三工艺补块的底面与第二工艺

补块的底面平行；

S4、利用镗床在第一工艺补块和第二工艺补块上镗工艺孔,  用以辅助定位；

S5、利用铣床在工艺补块上铣出压板槽,  用以辅助装夹；

S6、粗铣零件：在三轴数控机床上利用压板槽搭压板分别对三处工艺补块装夹，对工艺

孔插工艺销，以工艺销和底面为基准，通过钻头加工出落刀孔，再通过铣刀进行零件整体加

工,铣出零件正反两面；

S7、铣基准孔：根据零件精密孔和耳片精密孔的位置，用卧式加工中心加工出两处基准

孔，至此，转换加工基准，用于后续加工，基准孔留1mm余量；

S8、去零件补块：利用钳工划线定位，用线切割去除零件工艺补块；

S9、热处理前加工：通过内爪卡盘定位基准孔，在五轴加工中心加工零件外圆、型腔到

位，上、下耳片精密孔分别留1mm以上余量；

S10、热处理（淬火）；

S11、扩基准孔光端面：通过三爪卡盘定位圆柱体，在车床上对定位基准孔进行扩孔，并

光端面；

S12、上半部分精加工：采用三爪卡盘的内爪对圆柱体内孔进行装夹并通过第一工装对

下耳片精密孔定位，通过铣刀在五轴加工中心精加工零件上半部分外形，将耳片上半部分

加工到位；

S13、下半部分精加工：采用三爪卡盘的内爪对圆柱体内孔进行装夹并通过第二工装对

耳片定位，通过铣刀在五轴加工中心精加工零件下半部分外形并镗孔，将耳片下半部分、反

面端面及耳片精密内孔加工到位；

S14、计量零件整体外形及孔位；

S15、钳工去毛刺，打光零件，攻丝；

S16、回火；

S17、磁粉检测1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S6中钻头采

用U钻，铣刀采用快进给可转位铣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S12中第一

工装包括拉杆和拉杆座，拉杆固定在拉杆座上，拉杆的一端穿过下耳片精密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S12中和S13

中铣刀采用仿形方肩可转位铣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S13中第二

工装包括垫块和螺杆组件，耳片两侧分别设有垫块，垫块上设有用于顶住耳片两侧根部的

螺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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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工方法及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属于航空零件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

工方法及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支臂零件是一种常用的重要结构件，零件结构较为复杂，零件六面均涵盖多种几

何结构，如图1所示，是一款支臂零件，零件材料为30CrMnSiNi2A锻件，该零件的结构涵盖精

密孔101、螺纹孔102、底角103、典型型腔104、耳片精密孔105、转角106、凸台107和圆柱体

108  ，现有技术在加工该零件时还是存在如下问题：1、由于零件数控加工毛坯为锻件，加工

内容多，零件特征不规则，需设计合理适用的工装夹具，用以数控加工的装夹，但无论是数

控粗加工还是精加工，都至少需要进行一次换装翻面，加工定位基准难以保证、2、零件毛坯

材料尺寸较小，在工艺方案设计上存在较大难度，过往使用传统加工手段进行机械加工时，

由于传统机床行程的限制，需要反复多次装夹，导致零件加工精度差，设计尺寸难以完全保

证；3、零件整体数控加工过程中，有大量的不同角度不同位置的主轴摆角，极易发生刀具或

主轴与夹具或零件的干涉碰撞，对于数控加工而言，属于难加工材料，在保证零件质量的前

提下，需平衡刀具损耗与加工效率。本发明为提高零件制造合格率，减少零件生产周期，将

传统加工方法改为传统加工与数控加工相结合的工艺方案成为了最切实有效的优化手段，

通过合理的工艺方案和设计一整套装夹方案，降低了夹具成本，避免了多次装夹，大幅度提

高了零件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传统加工与数控加工相结合的工艺方案，解决了原有方法加

工精度差，尺寸难以完全保证、周期长等问题，通过设计一整套装夹方案使加工时无需特殊

夹具，降低了夹具成本，避免了多次装夹，大幅度提高了零件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

[0004] 本发明技术方案：

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工序：

S1、铣六方：用普通铣床采用虎钳装夹加工毛坯得六方体；

S2、表面打磨：用平面磨床采用电磁力吸附磨上下表面得基准面；

S3、预留工艺补块：根据零件特征预留三处工艺补块，其中：第一工艺补块预留在

圆柱体的上部，第二工艺补块预留在上耳片的上部，第三工艺补块预留在下耳片的底部，第

一工艺补块的上表面与第二工艺补块的上表面在同一平面上，第三工艺补块的底面与第二

工艺补块的底面平行；

S4、利用镗床在第一工艺补块和第二工艺补块上镗工艺孔,  用以辅助定位；

S5、利用铣床在工艺补块上铣出压板槽,  用以辅助装夹；

S6、粗铣零件：在三轴数控机床上利用压板槽搭压板分别对三处工艺补块装夹，对

工艺孔插工艺销，以工艺销和底面为基准，通过钻头加工出落刀孔，再通过铣刀进行零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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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加工,铣出零件正反两面；

S7、铣基准孔：根据零件精密孔和耳片精密孔的位置，用卧式加工中心加工出两处

基准孔，至此，转换加工基准，用于后续加工，基准孔留1mm余量；

S8、去零件补块：利用钳工划线定位，用线切割去除零件工艺补块；

S9、热处理前加工：通过内爪卡盘定位基准孔，在五轴加工中心加工零件外圆、型

腔到位，上、下耳片精密孔分别留1mm以上余量；

S10、热处理（淬火）；

S11、扩基准孔光端面：通过三爪卡盘定位圆柱体，在车床上对定位基准孔进行扩

孔，并光端面；

S12、上半部分精加工：采用三爪卡盘的内爪对圆柱体内孔进行装夹并通过第一工

装对下耳片精密孔定位，通过铣刀在五轴加工中心精加工零件上半部分外形，将耳片上半

部分加工到位；

S13、下半部分精加工：采用三爪卡盘的内爪对圆柱体内孔进行装夹并通过第二工

装对耳片定位，通过铣刀在五轴加工中心精加工零件下半部分外形并镗孔，将耳片下半部

分、反面端面及耳片精密内孔加工到位；

S14、计量零件整体外形及孔位；

S15、钳工去毛刺，打光零件，攻丝；

S16、回火；

S17、磁粉检测100%。

[0005] 优选，S6中钻头采用U钻，铣刀采用快进给可转位铣刀。

[0006] 优选，S12中第一工装包括拉杆和拉杆座，拉杆固定在拉杆座上，拉杆的一端穿过

下耳片精密孔。

[0007] 优选，S12中和S13中铣刀采用仿形方肩可转位铣刀。

[0008] 优选，S13中第二工装包括垫块和螺杆组件，耳片两侧分别设有垫块，垫块上设有

用于顶住耳片两侧根部的螺杆组件。

[0009] 本发明将传统加工方法改为传统加工与数控加工相结合的工艺方案成为了最切

实有效的优化手段，通过合理的工艺方案和设计一整套装夹方案，降低了夹具成本，避免了

多次装夹，大幅度提高了零件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了零件的合格率。

附图说明

[0010] 图1 是支臂零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2 是本发明工艺路线图；

图3是三轴数控机床加工正面视图

图4是三轴数控机床加工反面视图

图5是加工基准孔的视图

图6是线切割去除工艺补块视图

图7 五轴加工中心加工上半部分视图

图8 是车床扩基准孔光端面视图

图9 是五轴加工中心加工下半部分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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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第一工艺补块1，第二工艺补块2，第三工艺补块3，搭压板4，基准孔5，基准孔

6，拉杆7，拉杆座8，垫块9，螺杆组件10，工艺孔11，工艺孔21，精密孔101，螺纹孔102，底角

103，典型型腔104，耳片精密孔105，转角106，凸台107，圆柱体108  。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本发明通过下面的实施案例可以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然而，本发明的范围

并不限于下述实施例。

[0012] 实施例1：如图2——图9所示的一种异形结构支臂零件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工

序：

S1、用普通铣床采用虎钳装夹加工毛坯得六方体；保证零件最小余量有2mm；

S2、用平面磨床采用电磁力吸附零件磨上下表面得基准面；保证两面平行度平面

度0.1以内；

S3、预留工艺补块：根据零件特征预留三处工艺补块，其中：第一工艺补块1预留在

圆柱体108的上部，第二工艺补块2预留在上耳片的上部，第三工艺补块3预留在下耳片的底

部，第一工艺补块1的上表面与第二工艺补块2的上表面在同一平面上，第三工艺补块3的底

面与第二工艺补块2的底面平行；

S4、利用镗床采用螺杆与压板进行装夹在第一工艺补块1和第二工艺补块2上镗工

艺孔11、21,  用以辅助定位；

S5、利用铣床采用螺杆与压板装夹在工艺补块上铣出压板槽,  用以辅助装夹；

S6、在三轴数控机床上利用压板槽搭压板4分别对三处工艺补块装夹，对工艺孔

11、21插工艺销，以工艺销和底面为基准，选取U钻加工出落刀孔再使用快进给可转位铣刀

进行零件整体等高粗加工,铣出零件正反两面，零件留1mm余量，见图3和图4；

S7、根据零件精密孔101和耳片精密孔105的位置，用卧式加工中心加工出两处基

准孔5、6，至此，转换加工基准，用于后续加工见附图5，零件内孔留1mm余量；

S8、利用钳工划线定位，用线切割去除零件工艺补块，去除范围如附图6虚线所示；

S9、热处理前加工：通过内爪卡盘定位基准孔8，在五轴加工中心按附图7加工零件

外圆、型腔到位，耳片精密孔均留1mm以上余量；

S10、淬火；

S11、用车床按附图8使用三爪卡盘装夹零件，对热前定位孔进行扩孔，并光端面，

零件内孔加工到位。

[0013] S12、用五轴加工中心按附图7所示，采用三爪卡盘的内爪对圆柱体108内孔进行装

夹并通过第一工装对下耳片精密孔定位，选取仿形方肩可转位铣刀在五轴加工中心精加工

零件上半部分外形，将耳片上半部分加工到位，优选，第一工装包括拉杆7和拉杆座8，拉杆7

固定在拉杆座8上，拉杆7的一端穿过下耳片精密孔定位；

S13、用五轴加工中心按附图9所示，采用三爪卡盘的内爪对圆柱体内孔进行装夹

并通过第二工装对耳片定位，选取仿形方肩可转位铣刀在五轴加工中心精加工零件下半部

分外形并镗孔，将耳片下半部分、反面端面及耳片精密内孔加工到位，优选，第二工装包括

垫块9和螺杆组件10，耳片两侧分别设有垫块9，垫块9上设有用于顶住耳片两侧根部的螺杆

组件10；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4102068 A

5



S14、计量零件整体外形及孔位；

S15、钳工去毛刺，打光零件，攻丝；

S16、回火；

S17、磁粉检测100%。

[0014] 本发明针对零件特点采取的思路是：

1）确定零件的可装夹位置；

对于零件粗加工，按当前毛坯尺寸可留三处工艺补块，在工艺补块上加工工艺孔，

用以辅助定位，在工艺补块中间开压板槽，用以辅助装夹。

[0015] 对于零件精加工，周边的工艺补块会造成孔以及耳片面的加工干涉，所以必须使

用零件自身结构进行装夹校正，可以利用三爪卡盘的内爪对零件自身的孔进行装夹，并使

用拉杆穿过孔，在孔口端面装夹夹具提高装夹稳定性。

[0016] 2）设计正反面对接基准；

粗加工对正反面对接要求不高，利用两工艺孔校正原点与直线度足以满足粗加工

要求。

[0017] 在零件耳片侧面设计工艺补块，工艺补块一面与圆柱体108的表面为同一平面，利

用该面确保零件直线度，保证零件正反面的对接。

[0018] 3）制定合理的刀具方案，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0019] 对于粗加工，由于零件尺寸较小，所以玉米铣刀并不太适用，选取U钻+快进给可转

位铣刀的粗加工刀具方案，减少刀片损耗的同时，确保粗加工的加工效率。

[0020] 对于精加工，虽然整体硬质合金刀具的加工精度比可转位铣刀更有优势，但由于

费用高昂，且每齿进给与线速度往往比同规格的可转位铣刀要低，考虑到上支臂整体外形

尺寸容差要求不高的情况，精加工主要选取了仿形方肩可转位铣刀进行加工。

[002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2]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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