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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首先通过

对飞机发动机转子工作原理及结构特点进行分

析，并且应用三座标测量技术对转子相关零部件

的相关连接部位进行对比测量，并分析需要更换

的故障零部件更换后各个相关零部件的互换性；

然后通过实际加工试验，验证补加工后实际装配

的合理性及可行性；以便能准确预估并保证更换

后的转子零部件与原台零部件装配的匹配性，以

便满足转子组合件的使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本

发明提出了一种可操作性很强的转子组合件更

换补加工方法，其具有明显更好的技术效果，把

传统的简单手工修配变为规范的工业化处理，其

具有额预期的较为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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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首先通过对飞机发动机转子工作原理及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并且应用三座标测量技术

对转子正常修理件和更换的被加工零件的被加工部位进行对比测量，并分析需要更换的故

障零部件更换后正常修理件和被加工零件的互换性；

所述对比测量指的是正常修理件和被加工零件组合装配连接24个螺栓孔孔径尺寸及

位置度的对比测量；

然后通过实际加工试验，验证补加工后实际装配的合理性及可行性；以便能准确预估

并保证更换后的转子零部件与原台零部件装配的匹配性，以便满足转子组合件的使用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

补加工方法中，需要更换的转子组合件是飞机发动机低压转子组合件；所述转子组合件更

换补加工方法的具体要求是：

首先，采用计量三座标测量机测量低压转子需要更换的一二级鼓筒组合件(1)、三级盘

(2)的连接部位的40个螺栓孔相对配合止口的位置度；

其次，根据三座标测量结果选配相对位置度差值小于0.15mm，对应位置度要求的相关

配合尺寸也合格的一二级鼓筒组合件(1)或三级盘(2)；

再次，根据选配零件40个螺栓孔相对位置度计算补加工余量，根据前述的三座标测量

结果通过位置度互补调整组合加工螺栓孔的理论位置；

最后，将互补调整后的40个螺栓孔的位置坐标值，通过坐标镗床编程加工的方式，并且

要求校正坐标值以保证螺栓孔达到位置度要求，以完成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操作。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需要更换补加工的转

子组合件孔径为Φ8.2至Φ8.5mm，补加工余量为0.3mm；分析位置度要求如果在0.15mm以

内，则通过孔径位置度互补调整方法进行补加工修复；如果位置度大于0.15mm时，则通过更

换新品配件之后再完成补加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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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转子零部件的维护和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提供了一种转子组合件更换

补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飞机发动机转子部件是整机装配及工作中的核心部分，尤其是在航空领域。发动

机核心部件的质量是保证发动机使用的关键问题。在长期的使用后发动机各零部件都会产

生磨损、变形等不同形式的故障，需要将发动机返修理厂进行维修翻新。转子部件由于是发

动机的核心，在工作时受到的影响最大，故转子部件发生的故障最多。发动机的低压压气机

转子在返厂修理时常会出现零件变形、磨损超差严重的故障，需要对相关零部件件进行更

换。应用传统的组合铰孔修理方法，由于原台零部件的结构及制造误差大，补加工余量有

限，无法满足低压压气机转子串件修理，并且无新品备件的限制导致更换零部件补加工修

理困难，故需要研究更先进的修理技术，以提高转子组合件更换技术质量及可靠性。人们迫

切希望获得一种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技术效果优良的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本发明通

过实验方法的实际操作验证，有效解决或者明显改善了下述技术问题：发动机在修理过程

中因各类超差故障报废，更换零部件进行组合加工修复转子组件使用性能及可靠性；降低

发动机维修成本，同时为未来转子类零部件的修理提供了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技术思路参

考。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0005] 首先通过对飞机发动机转子工作原理及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并且应用三座标测量

技术对转子相关零部件的相关连接部位进行对比测量，并分析需要更换的故障零部件更换

后各个相关零部件的互换性；

[0006] 然后通过实际加工试验，验证补加工后实际装配的合理性及可行性；以便能准确

预估并保证更换后的转子零部件与原台零部件(指的是没有更换但与新更换的零部件密切

相关的其他周边零部件)装配的匹配性，以便满足转子组合件的使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0007] 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

中，需要更换的转子组合件是飞机发动机低压转子组合件；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

法的具体要求是：

[0008] 首先，采用计量三座标测量机测量低压转子需要更换的一二级鼓筒组合件1、三级

盘2连接部位的40个螺栓孔相对配合止口的位置度，理论值要求位置度精度要求在0.3mm以

内；

[0009] 其次，根据三座标测量结果选配相对位置度差值小于0.15mm，对应位置度要求的

相关配合尺寸也合格的一二级鼓筒组合件1或三级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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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再次，根据选配零件40个螺栓孔相对位置度计算补加工余量，根据前述的三座标

测量结果通过位置度互补调整组合加工螺栓孔的理论位置(关键工序)；见图3；

[0011] 最后，将互补调整后的40个螺栓孔的位置坐标值，通过坐标镗床编程加工的方式，

并且要求校正坐标值以保证螺栓孔达到位置度要求，以完成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操

作。

[0012] 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需要更换补加工的转子组合件孔

径为Φ8.2至Φ8.5mm，补加工余量为0.3mm；按图4所示，分析位置度要求如果在0.15mm以

内，则通过孔径位置度互补调整方法进行补加工修复；如果位置度大于0.15mm时，则通过更

换新品配件之后再完成补加工修复。

[0013]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可操作性很强的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其具有明显更好

的技术效果，把传统的简单手工修配变为规范的工业化处理，其具有额预期的较为巨大的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5] 图1为低压转子组合件整体示意简图；

[0016] 图2为图1中I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7] 图3为螺栓孔补加工位置度影响分析示意图之一；

[0018] 图4为螺栓孔补加工位置度影响分析示意图之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附图标记1表示低压转子一二级鼓筒，简称“一级盘”；附图标记2为低压转子三级

盘，简称“三级盘”。附图标记3表示连接螺栓。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其要求如下：

[0022] 首先通过对飞机发动机转子工作原理及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并且应用三座标测量

技术对转子相关零部件的相关连接部位进行对比测量，并分析需要更换的故障零部件更换

后各个相关零部件的互换性；

[0023] 然后通过实际加工试验，验证补加工后实际装配的合理性及可行性；以便能准确

预估并保证更换后的转子零部件与原台零部件(指的是没有更换但与新更换的零部件密切

相关的其他周边零部件)装配的匹配性，以便满足转子组合件的使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0024] 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中，需要更换的转子组合件是飞机发动机低压转

子组合件；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方法的具体要求是：

[0025] 首先，采用计量三座标测量机测量低压转子需要更换的一二级鼓筒组合件、三级

盘连接部位的40个螺栓孔相对配合止口的位置度，理论值要求位置度精度要求在0.3mm以

内；

[0026] 其次，根据三座标测量结果选配相对位置度差值小于0.15mm，对应位置度要求的

相关配合尺寸也合格的一二级鼓筒组合件或三级盘；

[0027] 再次，根据选配零件40个螺栓孔相对位置度计算补加工余量，根据前述的三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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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通过位置度互补调整组合加工螺栓孔的理论位置(关键工序)；见图3；

[0028] 最后，将互补调整后的40个螺栓孔的位置坐标值，通过坐标镗床编程加工的方式，

并且要求校正坐标值以保证螺栓孔达到位置度要求，以完成所述转子组合件更换补加工操

作。

[0029] 需要更换补加工的转子组合件孔径为Φ8.2mm至Φ8.5mm，补加工余量为0.3mm；按

图4所示，分析位置度要求如果在0.15mm以内，则通过孔径位置度互补调整方法进行补加工

修复；如果位置度大于0.15mm时，则通过更换新品配件之后再完成补加工修复。

[0030] 本实施例还有下述内容要求：

[0031] 1、具体的实施方案说明如下：

[0032] 首先，采用计量三座标测量机测量低压转子更换一二级鼓筒组合件、三级盘连接

部位40个螺栓孔相对配合止口的位置度，参见图1、2所示；附图标记1表示低压转子一二级

鼓筒，简称“一级盘”；附图标记2为低压转子三级盘，简称“三级盘”。附图标记3表示连接螺

栓。

[0033] 二步，根据三座标测量结果选配相对位置度差值小，相关配合尺寸合格的一二级

鼓筒组合件1或三级盘2。

[0034] 三步，根据选配零件40个螺栓孔相对位置度计算补加工余量，通过位置度互补调

整组合加工螺栓孔理论位置(关键工序)。见图4

[0035] 最后，将互补调整后的40个螺栓孔的位置坐标值，通过坐标镗床编程加工校正螺

栓孔位置度方法完成配台补加工。补加工孔径Φ8.2mm至Φ8.5mm组别，即补加工余量为

0.3mm。

[0036] 2、工艺方法确定

[0037] 对目前厂内故障的一二级鼓筒组合件1、三级盘2按设计图纸对各技术要求进行检

测，分析原状态技术条件对故障修复的影响，并确定工艺方法。

[0038] 首先将故障一二级鼓筒组合件1、三级盘2返计量中心检测螺栓孔位置度及孔径尺

寸。

[0039] 然后对检查数据进行分析，确定一二级鼓筒组合件1、三级盘2更换工艺方案。

[0040] 采用报废件进行工艺试验。

[0041] 3、工艺流程：故障件和更换件三座标测量连接螺栓孔孔径及位置度——配台孔径

位置度分析，选择配套件——按配套原台件和更换件孔径位置度确定补加工孔径位置坐标

系——按确定补加工孔径位置坐标系对原台件和相配套更换件进行镗孔补加工至同一组

别——组合件装配跳动检查

[0042] 4、数据分析：对于故障件分析确定补加工方案，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对比才能确

定其补加工的可行性。对目前5台低压一二级组件和三级盘测量数据如下：(表1-5，变种数

据默认长度单位为mm。)注：表中斜体加粗数据为超出理论计算值。

[0043] 表1(表中数据默认的长度单位是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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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表2(表中数据默认的长度单位是mm)

[0046]

[0047] 表3(表中数据默认的长度单位是mm)

说　明　书 4/7 页

6

CN 106825654 B

6



[0048]

[0049] 表4(表中数据默认的长度单位是mm)

[0050]

[0051] 表5(表中数据默认的长度单位是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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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5、理论分析：

[0054] 根据设计图纸要求，孔径Φ8.2mm至Φ8.5mm组别，即补加工余量为0.3mm。按图4所

示分析位置度在0.15mm以内，可以通过孔径位置度互补调整方法进行串台补加工修复，位

置度大于0.15mm时需要更换新品配件完成补加工修复。

[0055] 6、实际零件情况分析

[0056] 由于补加工过程中机床系统误差和零件找正误差影响，在实际加工时可能需要位

置度小于0.15mm范围内技术条件，才能满足补加工要求。

[0057] 从数据分析XXXXX-XXX01孔位置度最大为0.152mm。XXXXX-XXX02孔位置度最大为

0.16。该两台实测位置度虽然超出0.15mm要求。按孔径位置度互补方式，并考虑到孔径公差

上限0.019mm，补加工至Φ8.512mm即可保证孔径椭圆度和同轴度。

[0058] 如果按照传统组合铰孔补加工方式，按三级盘2孔定位铰孔，两配合件螺栓孔中心

距为0.312mm，实际铰孔需要加工至Φ8.824mm才能消除孔径椭圆度和两零件螺栓孔的同轴

度，保证螺栓装配配合尺寸合格不卡滞。

[0059] XXXXX-XXX03大约有26个孔位置度大于0.15mm，最大超过0.3mm。

[0060] XXXXX-XXX04只有4个孔位置度小于0.20mm，最大超过0.4mm。

[0061] XXXXX-XXX05三级盘2螺栓孔位置度都在合格范围内，最大到0.158mm。

[0062] XXXXX-XXX03、XXXXX-XXX04与理论计算值误差较大，故不能满足加工要求。

[0063] XXXXX-XXX01/02一二级盘组件与XXXXX-XXX05三级盘满足补加工计算要求，故可

以进行步加工。

[0064] 7、补加工试验及结果

[0065] 选取编号为XXXXX-XXX01的一二级鼓筒组合件1与编号是XXXXX-XXX05的三级盘2

配套加工试验，试验结果数据如下表6、7。位置度误差在0.02mm内，要求孔径

[0066] 实际补加工完成后一二级鼓筒组合件1和三级盘2所需的共40个螺栓孔直径在Φ

8.51-Φ8.519mm，实际加工结果满足孔径尺寸要求。

[0067] 装配时盘孔与拉紧螺栓3配合要求满足间隙0.013～0.042mm，计算结果满足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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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经过实际装配检查螺栓无卡滞，低压转子组合件形位公差0.02mm合格。

[0068] 本实施例的结论：

[0069] 选取的故障件通过组件连接螺栓孔径及位置度实际测量，并经过理论坐标系计算

结果满足补加工要求。实际加工试验后低压一二级鼓筒组件1和三级盘2拉紧螺栓孔径尺寸

符合图纸要求，装配试验后拉紧螺栓3活动量及与孔径配合和组合件形位公差符合设计图

纸装配要求。此补加工方法满足低压转子装配修理要求，可用于低压转子零部件更换修理。

并可应用于类似转子零部件修理技术上。

[0070] 表6(表中数据默认的长度单位是mm)

[0071]

[0072] 表7(表中数据默认的长度单位是mm)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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