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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

变形量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按粗加工余量

加工机翼半成品；机翼半成品的第一翼面预留多

个第一工艺头，在机翼半成品的连接端预留第二

工艺头；在机翼半成品的第二翼面预留多个第三

工艺头，在第二艺头加工出泄压孔；再热处理，置

于冷却液中，使机翼半成品的第一翼面与竖直方

向平行，在冷却液中冷却；(b)按半精加工余量，

分别半精加工机翼的第一翼面和第二翼面；(c)

精加工；(d)将精加工后的机翼半成品先去除位

于第一工艺头，再去除第三工艺头，最后去除位

于连接端的第二工艺头，得机翼成品。控制加工

过程中的变形量，避免了反复的矫形机翼半成品

和反复的见光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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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粗加工：将板材固定于机床，按粗加工余量加工机翼半成品(1)；所述机翼半成品

(1)具有相对的第一翼面(11)、第二翼面(12)，以及连接所述第一翼面(11)和第二翼面(12)

的多个侧面，其中一所述侧面为机翼与机身的连接端(13)；所述机翼半成品(1)的第一翼面

(11)预留多个第一工艺头(2)，在所述机翼半成品(1)的连接端(13)预留第二工艺头(3)；在

所述机翼半成品(1)的第二翼面(12)预留多个第三工艺头(4)，并在第二艺头加工出泄压孔

(5)；再将机翼半成品(1)进行热处理，将热处理后的机翼半成品(1)置于冷却液中，使所述

机翼半成品(1)的第一翼面(11)与竖直方向平行，在冷却液中冷却；

(b)半精加工：将上述步骤(a)处理后的机翼半成品(1)固定于机床，按半精加工余量，

分别半精加工机翼的第一翼面(11)和第二翼面(12)；时效处理半精加工后的机翼半成品

(1)；

(c)精加工：将上述步骤(b)时效处理后的机翼半成品(1)固定在机床上，分别精加工第

一翼面(11)和第二翼面(12)；

(d)将经上述步骤(c)精加工后的机翼半成品(1)固定在机床上，先去除位于所述第一

翼面(11)的所述第一工艺头(2)，再去除位于所述第二翼面(12)的所述第三工艺头(4)，最

后去除位于所述连接端(13)的第二工艺头，得机翼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

骤(a)中，所述粗加工余量为2-8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

骤(b)中，所述半精加工余量为0.1-0.5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

骤(a)中，所述第一工艺头(2)和所述第三工艺头(4)的个数相同，且所述第一工艺头(2)与

所述第三工艺头(4)对称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工艺头(2)个数为5-7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机

翼成品的长度为50cm-100cm时，所述粗加工余量为2mm-5mm，所述半精加工余量为0.1-

0.2mm，所述第一工艺头(2)的个数为5个，所述第三工艺头(4)的个数为5个。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机

翼成品的长度为100cm-200cm时，所述粗加工余量为5mm-8mm，所述半精加工余量为0.2mm-

0.5mm，所述第一工艺头(2)的个数为7个，所述第三工艺头(4)的个数为7个。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工艺头(3)具有相互垂直的第一臂(31)和第二臂(32)，所述第一臂(31)和所述第二臂(32)

分别与所述机翼半成品(1)的连接端(13)连接，所述第一臂(31)、所述第二臂(32)和所述机

翼半成品(1)的连接端(13)之间形成所述泄压孔(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泄压

孔(5)在与所述第一翼面(11)平行的平面上的截面形状为直角三角形。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机

翼半成品(1)的第一翼面(11)具有依次相连的第一边(111)、第二边(112)、第三边(11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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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边(114)，所述连接端(13)位于所述第一边(111)，多个所述第一工艺头(2)分别位于所

述第二边(112)和所述第四边(114)，位于所述第二翼面(12)的多个所述第三工艺头(4)与

所述第一工艺头(2)对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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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量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吹风模型左右机翼通常是有整块的板材通过机床铣、车、削等加工后完成。现有的

机翼模型加工工艺，在粗加工、半精加工的过程中，机翼会出现较大的变形量，超过机翼加

工尺寸的要求，又由于机翼模型的加工精度要求较高，为保证最后的质量和技术要求在加

工过程中，需反复的进行半精加工，反复的通过矫形和见光基准，使得机翼模型的加工周期

长，并且由于每次加工变形量大，使得产品质量不易控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

翼变形量的方法，利用该方法加工机翼模型，可减小在加工过程中机翼的变形量，节省加工

工序，缩短机翼模型的加工周期。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控制吹风模型左右机翼变形

量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a)粗加工：将板材固定于机床，按粗加工余量加工机翼半成品；所述机翼半成品

具有相对第一翼面、第二翼面，以及连接所述第一翼面和第二翼面的多个侧面，其中一所述

侧面为机翼与机身的连接端；所述机翼半成品的第一翼面预留多个第一工艺头，在所述机

翼半成品的所述连接端预留第二工艺头；在所述机翼半成品的第二翼面预留多个第三工艺

头，并在第二艺头加工出泄压孔；再将机翼半成品进行热处理，将热处理后的机翼半成品置

于冷却液中，使所述机翼半成品的第一翼面与竖直方向平行，在冷却液中冷却；

[0006] (b)半精加工：将上述步骤(a)处理后的机翼半成品固定于机床，按半精加工余量，

分别半精加工机翼的第一翼面和第二翼面；时效处理半精加工后的机翼半成品；

[0007] (c)精加工：将上述步骤(b)时效处理后的机翼半成品固定在机床上，分别精加工

第一翼面和第二翼面至相关的工艺标准；

[0008] (d)将经上述步骤(c)精加工后的机翼半成品固定在机床上，先去除位于所述第一

翼面的所述第一工艺头，再去除位于所述第二翼面的所述第三工艺头，最后去除位于所述

连接端的第二工艺头，得机翼成品。

[0009] 现有的机翼加工工艺通常是在粗加工过程中，先加工出两个翼面，不加工出连接

两个翼面的侧面，而是将连接在两个翼面之间的板材作为一个整体的工艺头。本发明的加

工过程中，在粗加工时，去除多余的板材，加工侧面，仅在两个翼面上预留独立的第一工艺

头和第二工艺头，需说明的是，多个第一工艺头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第一工艺头和第二工艺

头也是相互独立的。相互独立的第一工艺头和第二工艺头，使得机翼半成品在进行精加工

时，可减少加工的变形量，并且由于工艺头的数量减少，在将机翼半成品固定在机床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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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工序也相应的减少，缩短工艺流程。

[0010] 进一步的，在所述步骤(a)中，所述粗加工余量为2-8mm。

[0011] 进一步的，在所述步骤(b)中，所述半精加工余量为0.1-0.5mm。

[0012] 进一步的，在所述步骤(a)中，所述第一工艺头和所述第三工艺头的个数相同，且

所述第一工艺头与所述第三工艺头对称设置。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工艺头个数为5-7个。

[0014] 进一步的，当所述机翼成品的长度为50cm-100cm时，所述粗加工余量为2mm-5mm，

所述半精加工余量为0.1-0.2mm，所述第一工艺头的个数为5个，所述第三工艺头的个数为5

个。

[0015] 进一步的，当所述机翼成品的长度为100cm-200cm时，所述粗加工余量为5mm-8mm，

所述半精加工余量为0.2mm-0.5mm，所述第一工艺头的个数为7个，所述第三工艺头的个数

为7个。

[0016] 根据机翼成品的尺寸来确定第一工艺头的个数，当尺寸交大时，增加工艺头的个

数，可放置在加工过程中，机翼半成品发生变形。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工艺头具有相互垂直的第一臂和第二臂，所述第一臂和所述

第二臂分别与所述机翼半成品的连接端连接，所述第一臂、所述第二臂和所述机翼半成品

的连接端之间形成所述泄压孔。所述泄压孔在与所述第一翼面平行的平面上的截面形状为

直角三角形。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机翼半成品的第一翼面具有依次相连的第一边、第二边、第三边和

第四边，所述连接端位于所述第一边，多个所述第一工艺头分别位于所述第二边和所述第

四边，位于所述第二翼面的多个所述第三工艺头与所述第一工艺头对称设置。

[0019]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中，板材先经过粗加工，在板材的上加工出第一翼面和第二翼面，以及连接

所述第一翼面和第二翼面的多个侧面，在翼面上预留有相互独立的第一工艺头和第三工艺

头，在连接端预留有第二工艺头，在第二工艺头上加工有泄压孔，在粗加工、半精加工以及

精加工过程中，均采用竖直放置的方式来冷却机翼，并且在精加工后，先去除第一工艺头和

第三工艺头，在去除第二工艺头，由于第二工艺头上还加工有泄压孔，再去除第一工艺头和

第三工艺头时，泄压孔可吸收加工应力，减少机翼的加工变形量。并且在半精加工、精加工

过程中，机翼半成品上的加工应力可以通过泄压孔进行释放，进一步的减小机翼半成品的

变形量；由于机翼半成品在后期加工过程中的变形量小，在较少的加工工序下，就可以达到

加工要求，节省机翼模型的加工工序。由于在机翼半成品只有一面具有工艺头，在半精加

工、精加工过程中，可防止机翼半成品扭曲变形，减少加工时的装夹次数，节约加工时间。

[0021] 在发明中，机翼半成品冷却时，机翼半成品竖直放置在冷却液中，可有效减小冷却

过程中的机翼半成品的变形量。冷却过程的放置方式、去除机翼半成品一面上的工艺头的

加工工艺以及泄压孔的相互配合，使得机翼模型在加工过程中，大大的减小变形量，节省加

工工序。

[0022] 与现有技术中的加工工序相比，通过本发明的方法来控制加工过程中的变形量，

避免了反复的矫形机翼半成品和反复的见光基准，降低了加工过程的操作难度，降低加工

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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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加工过程中机翼半成品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1-机翼半成品，11-第一翼面，111-第一边，112-第二边，113-第三边，

114-第四边，12-第二翼面，13-连接端，2-第一工艺头，3-第二工艺头，31-第一臂，32-第二

臂，4-第三工艺头，5-泄压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具体的说明。

[0026] 实施例1：加工长度为80cm的机翼模型

[0027] (a)粗加工：按2mm的粗加工余量加工出机翼半成品1；所述机翼半成品1具有相对

的第一翼面11、第二翼面12、以及连接所述第一翼面11和第二翼面12的多个侧面，第一翼面

11和第二翼面12为机翼半成品1上面积最大的两个面，并且第一翼面11和第二翼面12是处

于相对的位置，连接端13为机翼半成品1的侧面端，在该连接端13设有用于连接机翼和机身

的连接头。加工出机翼半成品1的具体方式为：先将板材固顶在机床上，通过铣刀，在板材的

一面加工机床在加工的同时，在机翼半成品1的第一翼面11预留5个相互独立的第一工艺头

2，其中，第一工艺头2所在的位置即为板材固顶在机床上的位置；在机翼半成品1的连接端

13预留一个第二工艺头3；第二工艺头3的厚度与板材的厚度相同；当机翼半成品1的第一翼

面11粗加工完成后，再在板材的另一面加工出机翼半成品1的第二翼面12，该面的加工余量

为2mm，在加工的同时，在第二翼面12上预留出5个第三工艺头4，在加工第二翼面12的同时，

并在第二艺头加工出泄压孔5，泄压孔5的深度与板材的厚度相同，最后，去除侧面的多余的

板材，铣出机翼的侧面，最终得机翼半成品1；将所得到的机翼半成品1进行热处理，其热处

理的温度高于700℃，将热处理后的机翼半成品1置于装有冷却水的冷却槽中，在放置时，使

所述机翼半成品1的第一翼面11与竖直方向平行，也就是说，原板材的宽度方向与竖直方向

平行，使机翼半成品1竖直放置冷却槽中，在冷却水中冷却常温；

[0028] (b)半精加工：将冷却处理后的机翼半成品1固定于机床，按0.2mm的半精加工余

量，分别半精加工机翼的第一翼面11和第二翼面12，将半精加工后的机翼半成品1在室温下

放置3天，进行时效处理；

[0029] (c)精加工：将上述步骤(b)失效处理后的机翼半成品1固定在机床上，分别精加工

第一翼面11和第二翼面12，直至达到翼面的加工要求；

[0030] (d)将精加工至达标的机翼半成品固定在机床上，先去除位于所述第一翼面11的

所述第一工艺头2，再去除位于所述第二翼面12的所述第三工艺头4，最后去除位于所述连

接端13的第二工艺头3，得机翼成品。

[0031] 由于在粗加工过程中，开始加工时，板材的厚度较厚，可吸收加工产生的应力，随

着加工不断进行，预留的较多的粗加工余量同样的可吸收加工应力，减小粗加工过程中的

变形量，当泄压孔5加工完成后，在半精加工和精加工过程中，泄压孔5可吸收加工应力，减

小机翼半成品1的变形量。当加工过程中的变形量减小，更容易获得相应的加工精度，减少

加工工序。

[0032] 需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机翼模型的长度指的是机翼模型最长的尺寸。

[0033] 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在步骤(d)中，可先去除第三工艺头4，再除去第一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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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2。

[0034] 实施例2：加工长度为110cm的机翼模型

[0035]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本实施例中，粗加工余量为6mm，半精加工

余量为进一步的0.5mm，第一工艺头2和第二工艺头3的数量均为7个。

[0036] 实施例3：在本实施例1的基础上，在该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工艺头3具有相互垂直

的第一臂31和第二臂32，第一臂31即为原板材的宽边，第二边112即为原板材的长边，所述

第一臂31和所述第二臂32分别与所述机翼半成品1的连接端13连接，所述第一臂31、所述第

二臂32和所述机翼半成品1的连接端13之间形成所述泄压孔5。该泄压孔5在与第一翼面11

平行的平面上的截面形状为直角三角形。

[0037] 机翼半成品1的第一翼面11具有依次相连的第一边111、第二边112、第三边113和

第四边114，所述连接端13位于所述第一边111，所述第一工艺头2分别位于所述第二边112

和所述第四边114，也就是说，2个第一工艺头2位于第二边112，3个第一工艺头2位于第四边

114，如附图所示。并且位于第二翼面12的5所述第三工艺头4与设置在第一翼面11上的5个

第一工艺头2对称设置。

[0038] 通过本发明的控制方法来加工机翼模型，控制加工过程中的变形量，避免了反复

的矫形机翼半成品和反复的见光基准，降低了加工过程的操作难度，降低加工的时间成本

和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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