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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

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装在机床三爪卡盘中的工

件，安装在机床导轨上的中托板，安装在中托板

上的刀架，以及装在所述刀架上的枪钻；所述工

件具有轴向设置的孔；所述枪钻具有轴向设置的

中空通道，该枪钻的外壁面上具有轴向设置的

槽；所述枪钻的尾部安装有切削液压力系统。本

实用新型的装置可以加工孔径范围在Φ5mm～Φ

25mm，深径比20:1～50：1的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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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装在机床三爪卡盘中的工件（2），

安装在机床导轨上的中托板（5），安装在中托板（5）上的刀架（4），以及装在所述刀架（4）上

且与所述机床三爪卡盘同轴设置的枪钻（3）；

所述工件（2）具有轴向设置的孔；

所述枪钻（3）具有轴向设置的中空通道，该枪钻（3）的外壁面上具有轴向设置的槽；

所述枪钻（3）的尾部安装有切削液压力系统，该切削液压力系统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

枪钻（3）的切削部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床导轨或中托

板（5）上装有中心架（6），该中心架（6）位于所述工件（2）与所述刀架（4）之间；所述中心架

（6）上装有引导套（7），所述枪钻（3）轴向穿过所述引导套（7）。

3.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装在机床三爪卡盘中的枪钻（3），

安装在机床导轨上的中托板（5），安装在中托板（5）上的刀架（4），以及装在所述刀架（4）上

的工件（2）；

所述工件（2）具有与所述机床三爪卡盘同轴设置的孔；

所述枪钻（3）具有轴向设置的中空通道，该枪钻（3）的外壁面上具有轴向设置的槽；

所述枪钻（3）的尾部安装有切削液压力系统，该切削液压力系统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

枪钻（3）的切削部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床导轨或中托

板（5）上装有中心架（6），该中心架（6）位于所述工件（2）与所述机床三爪卡盘之间；所述中

心架（6）上装有引导套（7），所述枪钻（3）轴向穿过所述引导套（7）。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槽为

V型槽。

6.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枪钻

（3）的尾部安装有油雾脉冲发生器，该油雾脉冲发生器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枪钻（3）的切削

部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件

（2）的孔口处设有油雾收集器。

8.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件

（2）上轴向设置的孔的加工端部为引导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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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属于深孔加工领域，其中深孔是

指深径比（D/d）在20:1～50：1范围内的孔。

背景技术

[0002] 枪钻作为理想的深孔加工解决方案之一，可获得精密的加工效果，加工出来的孔

位直线度、尺寸精度、同轴度、表面光洁度高。能解决各种形式的深孔、交叉孔，盲孔及平底

盲孔的加工问题，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航天工业、医疗器材工业、刀具/模具行业、建筑

工业、及油压、空压工业等领域。枪钻主要用于具有高压油冷系统的枪钻专用机床，工件直

径小于Φ35mm深孔的钻削加工。

[0003] 在生产中，使用较为普遍的枪钻为直槽枪钻。根据枪钻直径，结合其传动部分、柄

部和刀头的内冷却孔情况，枪钻分为整体式和焊接式两种类型。枪钻冷却液从后刀面上的

小孔处喷出，该校孔一般结构为一个、两个圆形孔，或一个单独腰形孔，加工工件孔径范围

从Φ1.5mm～Φ76.2mm，钻削深度与长径比可达100：1。虽然枪钻每转进给量低，但相对传统

麻花钻其每分钟进给量，加工效率和质量较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该装置可解决孔径范围在Φ

5mm～Φ25mm，深径比（D/d）20:1～50：1的工件的深孔加工。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包括装在机床三爪卡盘中的工件，安装在机床导

轨上的中托板，安装在中托板上的刀架，以及装在所述刀架上且与所述机床三爪卡盘同轴

设置的枪钻；

[0007] 所述工件具有轴向设置的孔；

[0008] 所述枪钻具有轴向设置的中空通道，该枪钻的外壁面上具有轴向设置的槽；

[0009] 所述枪钻的尾部安装有切削液压力系统，该切削液压力系统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

枪钻的切削部连通。

[0010] 由此，通过将枪钻安装在普通的机床上即可实现工件的深长孔加工，避免了采用

专用的枪钻设备，从而降低了采购成本。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优化，以下为优化后

形成的技术方案：

[0012] 为了更好地加工工件，所述机床导轨或中托板上装有中心架，该中心架位于所述

工件与所述刀架之间；所述中心架上装有引导套，所述枪钻轴向穿过所述引导套。

[0013] 基于同一个发明构思，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其包

括装在机床三爪卡盘中的枪钻，安装在机床导轨上的中托板，安装在中托板上的刀架，以及

装在所述刀架上的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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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工件具有与所述机床三爪卡盘同轴设置的孔；

[0015] 所述枪钻具有轴向设置的中空通道，该枪钻的外壁面上具有轴向设置的槽；

[0016] 所述枪钻的尾部安装有切削液压力系统，该切削液压力系统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

枪钻的切削部连通。

[0017] 由此，为了方便对异形工件进行深长孔加工，通过将枪钻安装在普通的机床上即

可实现，避免了采用专用的枪钻设备，从而降低了采购成本。

[0018] 为了更好地加工异形工件，所述机床导轨或中托板上装有中心架，该中心架位于

所述工件与所述机床三爪卡盘之间；所述中心架上装有引导套，所述枪钻轴向穿过所述引

导套。

[0019] 为了更好地便于加工后的切屑及时排出，所述槽为V型槽。

[0020] 为了方便安装在枪钻的尾部来供给压力冷却液，所述枪钻的尾部安装有油雾脉冲

发生器，该油雾脉冲发生器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枪钻的切削部连通。

[0021] 为了改善工作环境，所述工件的孔口处设有油雾收集器。这样可以防止油雾发生

器产生的油雾污染加工车间。

[0022] 优选地，所述工件上轴向设置的孔的加工端部为引导孔。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基于同一个实用新型构

思，提出了通过普通车床实现深孔加工的三种方案：工件带引导孔的枪钻切削方案、带引导

套的常规工件枪钻切削方案、带引导套的异形件枪钻切削方案，可以利用枪钻在车床中加

工孔径范围Φ5mm～Φ25mm，深径比（D/d）20:1～50：1的工件，极大地降低了加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24] 图1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原理图；

[0025] 图2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原理图；

[0026] 图3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的原理图。

[0027] 在图中

[0028] 1-机床主轴；2-工件；3-枪钻；4-刀架；5-中托板；6-中心架；7-引导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

的情况下，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为叙述方便，下文中如

出现“上”、“下”、“左”、“右”字样，仅表示与附图本身的上、下、左、右方向一致，并不对结构

起限定作用。

[0030] 实施例1

[0031] 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装在机床三爪卡盘中的工件2，安

装在机床导轨上的中托板5，安装在中托板5上的刀架4，以及装在所述刀架4上且与所述机

床三爪卡盘同轴设置的枪钻3；所述工件2具有轴向设置的引导孔；所述枪钻3具有轴向设置

的中空通道，该枪钻3的外壁面上具有轴向设置的V型槽；所述枪钻3的尾部安装有切削液压

力系统，该切削液压力系统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枪钻3的切削部连通。所述枪钻3的尾部安

装有油雾脉冲发生器，该油雾脉冲发生器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枪钻3的切削部连通。所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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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的孔口处设有油雾收集器。

[0032] 本实施例采用工件带引导孔的枪钻切削方案，首先，将工件找正夹持在机床三爪

卡盘中，将枪钻3安装在简化T型刀座组件（一同装在刀架4），并调整刀具轴心位置；接着在

工件需加工深孔部位制引导孔，孔径尺寸与枪钻直径相同，公差等级优先选用H7，工件引导

孔深2至3倍深孔孔径值；最后，通过快换接头将高压冷却液接入简化T型刀座组件中，启动

机床主轴1，枪钻3随着中托板5轴向进给，即可实现深孔加工。

[0033] 加工前，根据工件外圆、内孔同轴度的不同要求，枪钻需要在车床中的找正。

[0034] 早期，枪钻在车床试应用时，曾尝试直接对切削过程中的简化T型刀座组件接入

0.7MPa-0.8MPa气压，进行刀具风冷或是冷却液冷却润滑。试验加工频繁发生：刀具排屑不

畅，刀尖磨损快，偶尔发生刀刃碎裂现象。为进一步使车床枪钻深孔加工与枪钻系统切削过

程刀具高压排屑环境相类似，额外给车床提供一套切削液高压力系统装置，确保枪钻刀头

在加工过程中充分润滑，内部切屑从钻杆V型槽高压排出。根据前期工艺试验，市面所售油

雾脉冲发生器配合枪钻在车床上进行深孔加工，不但可以满足刀具高切削液压力强度，而

且还能对刀头进行微润滑，较一般单一高切削液压力系统刀具使用寿命更长，加工的内孔

表面质量更优等特点。

[0035] 本实施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件需深孔加工的工件，需预先单独制取一节导引

孔。此外，目前大多数空车床工况环境不封闭，油雾脉冲发生器易在工件、机床周围产生雾

霾，影响操作者身心健康，需要配置一套油雾收集器除油防雾，减轻油雾弥漫。

[0036] 实施例2

[0037] 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如图2所示，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所述机床导轨或

中托板5上装有中心架6，该中心架6位于所述工件2与所述刀架4之间；所述中心架6上装有

引导套7，所述枪钻3轴向穿过所述引导套7。

[0038] 采用带引导套的常规工件枪钻切削方案，该系统方案相对实施例1而言，将深孔引

导部分与工件分离，采用引导套7代替工件孔口端引导孔的方法，减少了每件工件必须制取

引导孔的工作量，加工的工件深孔尺寸具有良好一致性，批架次生产方面，还能大幅度提高

单件生产率。其缺点与实施例1相同：都需要额外提供一套高切削液压力系统装置，达到提

高刀具使用寿命的目的，且目前大部分简易数控机床工作时都处于半封闭环境，设备周围

易产生浓郁的油液雾霾，需要配备油雾收集装置。

[0039] 本实施例的适用范围：部分同心回转工件、可在机床主轴端回转开的异形结构件

（如CS6140最大回转直径400mm，工件回转直径需小于机床回转直径400mm）。

[0040] 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加工深孔的方法，一般按照如下顺序实施：

[0041] a、将中心架安置于机床导轨（或中托板上），在中心架中心装入厚壁引导衬套并夹

紧；

[0042] b、将镗刀装于车床主轴（或方刀架机构上），对引导衬套内孔进行镗削加工，孔径

尺寸与枪钻直径规格相同，公差等级选用H7；

[0043] c、将枪钻通过过渡套夹持在T型刀座上装于中托板方刀架机构上，调整刀具X、Y位

置，使枪钻回转中心与主轴中心重合；

[0044] d、将高压冷却液接入T型刀座尾部快换接头上，确保工作环境下油雾脉冲发生器

产生的高压切削液能进入刀头工作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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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e、打开油雾脉冲发生器，启动机床进行深孔加工。

[0046] 实施例3

[0047] 一种利用车床加工深孔的装置，如图3所示，包括装在机床三爪卡盘中的枪钻3，安

装在机床导轨上的中托板5，安装在中托板5上的刀架4，以及装在所述刀架4上的工件2；所

述工件2具有与所述机床三爪卡盘同轴设置的引导孔；所述枪钻3具有轴向设置的中空通

道，该枪钻3的外壁面上具有轴向设置的槽；所述枪钻3的尾部安装有切削液压力系统，该切

削液压力系统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枪钻3的切削部连通。所述枪钻3的尾部安装有油雾脉冲

发生器，该油雾脉冲发生器通过所述中空通道与枪钻3的切削部连通。所述工件2的孔口处

设有油雾收集器。

[0048] 最好地，所述机床导轨或中托板5上装有中心架6，该中心架6位于所述工件2与所

述机床三爪卡盘之间；所述中心架6上装有引导套7，所述枪钻3轴向穿过所述引导套7。

[0049] 采用带引导套的异形件枪钻切削方案，该方案主要解决部分异形结构件定位安装

在机床主轴端，局部尺寸回转时超出机床回转直径或是工件回转离心力太大，不便通过配

重调平情况下。工件通过辅助工装安装在中托板上，并确保工件深孔部位的初孔处于机床

回转中。

[0050] 带引导套的异形件枪钻切削系统，进一步扩大了车床在异形件方面的深孔加工的

范畴。缺点除了与实施例1和实施例2相同外，还存在装夹的工件很难调整到枪钻中心与导

引套中心重合的状态，加工深孔易出现孔径偏置较大的问题。

[0051] 综合上述三个实施例，本实用新型的枪钻在车床中适宜加工孔径范围Φ5mm～Φ

25mm，深径比（D/d）20:1～50：1的工件。车床转速最好大于800m/min，进给0.04mm/n～

0.10mm/n为宜。切削液，采用油基水溶性冷却液。加工前一般采用顶角140°的钻头粗钻、精

镗，制引导孔（也可制作专用导向套替代引导孔工艺）。引导孔孔径控制在枪钻直径公差H7

等级，孔深2至3倍孔径值。枪钻在进入导引孔时，需低速运转（刃部硬质合金的枪钻，刀具细

长，柔性大，高速运转进入引导孔时易发生刀体折断或切削刃崩裂现象）。建议钻削过程配

合油雾脉冲发生器一同使用。油雾脉冲发生器可以提供刀具切削过程处于高压冷却环境，

加工过程刀尖处于切削液雾化状态中，该工况环境可使工件内孔表面形成一层油膜，不但

可减少刀具阻力和磨损，而且还能有效延长枪钻寿命，在改善工件表面质量情况下，起到油

雾微润滑、排屑、冷却的作用。

[0052] 现场加工回转体工件时，枪钻夹持在锥柄套筒中，装于车床方刀架上，油雾脉冲发

生器导管由床尾引入，高压冷却液由通过枪钻中空钻杆内部，到达枪钻头部进行微润滑冷

却，同时高压冷却液将铁屑从工件内部沿钻杆外部的V型槽排出，整个钻削过程无需定期设

置退刀排屑操作。例如：加工Φ16mm孔，深280mm的工件，刀具选用硬质合金枪钻，加工前在

零件一端制深40mm的Φ16+0.02  0mm导引孔，机床转速850r/min，每转进给量0.06mm，采用

油雾脉冲发生器进行油雾微润滑，成品工件内孔尺寸Φ16 .01mm～Φ16 .03mm，Ra0 .8～

Ra1.6μm。

[0053] 上述实施例阐明的内容应当理解为这些实施例仅用于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

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实用新

型的各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入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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