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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加工凹槽的车刀及其加工方法，涉及一

种车刀及其加工方法。本发明是要解决现有的车

刀的加工方法费时费料的技术问题。本发明的刀

体的头部下方与柄部形成35°，刀体的头部上方

与柄部形成45°，刀片的刀尖部分为R0.5圆角，车

刀的前角为8°，后角为8°；刀片的厚度为6mm。本

发明的加工凹槽的车刀的加工方法如下：一：锻

造毛坯，四件刀体结合锻成一块毛坯；二：铣削加

工；三：线切割工序；四：铣削加工；五：热处理；

六：焊接刀片；七：平磨磨削；八：刀磨磨削；九：锐

边倒钝，打图号，包装。本发明改进后加工方法经

实际应用效果很好，利用该方法加工的低压内缸

深槽专用车刀完全满足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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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工凹槽的车刀，其特征在于加工凹槽的车刀是由刀片(1)和刀体(2)组成；所

述的刀体(2)的远离刀片(1)的底面至刀片(1)顶点的距离为255mm；所述的刀体(2)的柄部

(2-1)的宽度为40mm，柄部(2-1)的高度为35mm；刀体(2)的头部(2-2)下方与柄部(2-1)形成

35°～36°，刀体(2)的头部(2-2)上方与柄部(2-1)形成45°～46°，刀片(1)的刀尖部分为

R0.5圆角，车刀的前角为8°～9°，后角为8°～9°；刀片(1)的厚度为6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工凹槽的车刀，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刀片(1)的材质为

YG8硬质合金。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工凹槽的车刀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加工凹槽的车刀的加

工方法是按以下步骤进行的：

一：锻造毛坯，四件刀体(2)结合锻成一块毛坯，毛坯尺寸为:195mm×45mm×255mm的长

方体；

二：铣削加工，铣毛坯尺寸45mm两面至40.5mm；

三：线切割工序，按照刀体(2)的外形线割成四件独立的刀体(2)外形；

四：铣削加工，铣刀体(2)的前角8°～9°，后角为9°～10°，铣刀体(2)的刀片槽；

五：热处理，HRC30-45，并按喷砂操作规程进行喷砂；

六：焊接刀片(1)；

七：平磨磨削，磨40mm两平面；

八：刀磨磨削，磨刀片(1)的前角为8°～9°，沿刀尖四周方向磨削刀片(1)的后角为8°～

9°；

九：锐边倒钝，打图号，包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加工凹槽的车刀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刀体(2)的材

质为45钢。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加工凹槽的车刀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刀片(1)的材

质为YG8硬质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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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加工凹槽的车刀及其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车刀及其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汽缸即汽轮机的外壳，是汽轮机静止部件的主要部分之一。它的作用是将汽轮机

的通流部分与大气隔绝，以形成蒸汽能量转换的封闭空间，以及支撑其他静止部件。国产汽

轮机有高压、中压和两个低压缸共四个缸。低压缸中需要加工凹槽，加工凹槽需要车刀，现

有的车刀的加工方法如下：如图3所示，一：锻造毛坯，刀体毛坯尺寸为:90mm×45mm×255mm

的长方体，材质为45钢；二：铣削加工，铣毛坯尺寸45mm两面至40.5mm；三：钳工工序，按俯视

图划刀体外形线；四：刨削加工，按照俯视图外形线刨刀体外形；五：铣削加工，铣刀体前角

8°后角为9°，铣刀体刀片槽；六：热处理，HRC30-45，并按喷砂操作规程进行喷砂；七：焊接刀

片；八：平磨磨削，磨40mm两平面；九：刀磨磨削，磨前刀面8°，沿刀尖四周方向磨削后刀面

8°；十：锐边倒钝，打图号，包装。加工方法费时费料，急需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要解决现有的车刀的加工方法费时费料的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加工凹

槽的车刀及其加工方法。

[0004] 本发明的加工凹槽的车刀是由刀片1和刀体2组成；所述的刀体2的远离刀片1的底

面至刀片1顶点的距离为255mm；所述的刀体2的柄部2-1的宽度为40mm，柄部2-1的高度为

35mm；刀体2的头部2-2下方与柄部2-1形成35°～36°，刀体2的头部2-2上方与柄部2-1形成

45°～46°，刀片1的刀尖部分为R0.5圆角，车刀的前角为8°～9°，后角为8°～9°；刀片1的厚

度为6mm。

[0005] 本发明的加工凹槽的车刀的加工方法如下：

[0006] 一：锻造毛坯，四件刀体2结合锻成一块毛坯，毛坯尺寸为:195mm×45mm×255mm的

长方体；

[0007] 二：铣削加工，铣毛坯尺寸45mm两面至40.5mm；

[0008] 三：线切割工序，按照刀体2的外形线割成四件独立的刀体2外形；

[0009] 四：铣削加工，铣刀体2的前角8°～9°，后角为9°～10°，铣刀体2的刀片槽；

[0010] 五：热处理，HRC30-45，并按喷砂操作规程进行喷砂；

[0011] 六：焊接刀片1；

[0012] 七：平磨磨削，磨40mm两平面；

[0013] 八：刀磨磨削，磨刀片1的前角为8°～9°，沿刀尖四周方向磨削刀片1的后角为8°～

9°；

[0014] 九：锐边倒钝，打图号，包装。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6] 1、本发明改进后的方法由原来的十个步骤缩减到九个步骤，加工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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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2、原毛坯单件锻造，实际用料90mm×45mm×255mm，重量为8.1Kg，本发明改进后4

件组合锻造，实际用料195mm×45mm×255mm，重量为17.6Kg，如按原来加工方法，4件需要

32.4㎏，现用料为原来的54％，大大的节省材料费用；

[0018] 3、原方法加工成形，需要步骤三和步骤四两道工序加工完成，刨床加工效率低下，

本发明改进后由线切割一道工序就能完成，且耗费时间为原来的1/2，提高了加工效率；

[0019] 本发明改进后加工方法经实际应用效果很好，利用该方法加工的低压内缸深槽专

用车刀完全满足生产要求。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试验一的加工凹槽的车刀的正视图；

[0021]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22] 图3为背景技术中的现有加工凹槽的车刀的加工方法中步骤三的俯视图，3为毛

坯，2为刀体；

[0023] 图4为试验二中步骤一所述的毛坯的示意图，3为毛坯，2为刀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为一种加工凹槽的车刀，具体是由刀片1和刀体2组

成；所述的刀体2的远离刀片1的底面至刀片1顶点的距离为255mm；所述的刀体2的柄部2-1

的宽度为40mm，柄部2-1的高度为35mm；刀体2的头部2-2下方与柄部2-1形成35°～36°，刀体

2的头部2-2上方与柄部2-1形成45°～46°，刀片1的刀尖部分为R0.5圆角，车刀的前角为8°

～9°，后角为8°～9°；刀片1的厚度为6mm。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的刀片1的材质为

YG8硬质合金。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一中加工凹槽的车刀的加工方法，

如图4所示，具体为：

[0027] 一：锻造毛坯，四件刀体2结合锻成一块毛坯，毛坯尺寸为:195mm×45mm×255mm的

长方体；

[0028] 二：铣削加工，铣毛坯尺寸45mm两面至40.5mm；

[0029] 三：线切割工序，按照刀体2的外形线割成四件独立的刀体2外形；

[0030] 四：铣削加工，铣刀体2的前角8°～9°，后角为9°～10°，铣刀体2的刀片槽；

[0031] 五：热处理，HRC30-45，并按喷砂操作规程进行喷砂；

[0032] 六：焊接刀片1；

[0033] 七：平磨磨削，磨40mm两平面；

[0034] 八：刀磨磨削，磨刀片1的前角为8°～9°，沿刀尖四周方向磨削刀片1的后角为8°～

9°；

[0035] 九：锐边倒钝，打图号，包装。

[0036]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三不同的是：所述的刀体2的材质为

45钢。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三相同。

[0037]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四不同的是：所述的刀片1的材质为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9894639 A

4



YG8硬质合金。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四相同。

[0038] 用以下试验对本发明进行验证：

[0039] 试验一：本试验为一种加工凹槽的车刀，如图1-图2所示，具体是由刀片1和刀体2

组成；所述的刀体2的远离刀片1的底面至刀片顶点的距离为255mm；所述的刀体2的宽度为

40mm，高度为35mm；刀体2的头部下方与柄部形成35°，刀体2的头部上方与柄部形成45°，刀

片1的刀尖部分为R0.5圆角，车刀的前角为8°，后角为8°；刀片1的厚度为6mm；所述的刀片1

的材质为YG8硬质合金。

[0040] 试验二：本试验为试验一中加工凹槽的车刀的加工方法，如图4所示，具体为：

[0041] 一：锻造毛坯，四件刀体2结合锻成一块毛坯，毛坯尺寸为:195mm×45mm×255mm的

长方体；

[0042] 二：铣削加工，铣毛坯尺寸45mm两面至40.5mm；

[0043] 三：线切割工序，按照刀体2的外形线割成四件独立的刀体2外形；

[0044] 四：铣削加工，铣刀体2的前角8°，后角为9°，铣刀体2的刀片槽；

[0045] 五：热处理，HRC30-45，并按喷砂操作规程进行喷砂；

[0046] 六：焊接刀片1；

[0047] 七：平磨磨削，磨40mm两平面；

[0048] 八：刀磨磨削，磨刀片1的前角为8°，沿刀尖四周方向磨削刀片1的后角为8°；

[0049] 九：锐边倒钝，打图号，包装。

[0050] 所述的刀体2的材质为45钢。

[0051] 本试验的有益效果：

[0052] 1、本试验改进后的方法由原来的十个步骤缩减到九个步骤，加工效率提高；

[0053] 2、原毛坯单件锻造，实际用料90mm×45mm×255mm，重量为8.1Kg，本试验改进后4

件组合锻造，实际用料195mm×45mm×255mm，重量为17.6Kg，如按原来加工方法，4件需要

32.4㎏，现用料为原来的54％，大大的节省材料费用；

[0054] 3、原方法加工成形，需要步骤三和步骤四两道工序加工完成，刨床加工效率低下，

本试验改进后由线切割一道工序就能完成，且耗费时间为原来的1/2，提高了加工效率；

[0055] 本试验改进后加工方法经实际应用效果很好，利用该方法加工的低压内缸深槽专

用车刀完全满足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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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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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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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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