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191753.4

(22)申请日 2019.11.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78842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2.14

(73)专利权人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地址 550000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黎阳路

1111号

(72)发明人 胡鹏　陈雪梅　程培　张元伟　

陈建敏　

(74)专利代理机构 贵州派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2114

代理人 张祥军

(51)Int.Cl.

B23H 9/1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149657 B,2017.11.21

CN 108145211 A,2018.06.12

CN 206305507 U,2017.07.07

CN 203418154 U,2014.02.05

CN 205414500 U,2016.08.03

CN 101774051 B,2012.08.29

US 2008075546 A1,2008.03.27

CN 101774051 A,2010.07.14

审查员 袁媛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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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

工装置及方法，采用电火花加工机匣上的通气斜

小孔，并通过在电极导套上开设槽口避开机匣上

的干涉位置，从而沿着通气孔的轴线方向直接进

行加工。本发明的电极导套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稳定可靠，其加工的通气孔加工变形小，零件合

格率得到提高，加工准备时间大大减少的同时尺

寸精度得到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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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方法，通气斜小孔的直径小于1mm，长度大于4mm，通气

斜小孔的内侧端与封闭腔体连通，且通气斜小孔的轴线与机匣外环径向线的夹角小于15°，

以通气斜小孔的外侧端中心为顶点，通气斜小孔的轴线以及平行于机匣外环径向线的直线

为两条侧边构成的夹角范围内存在机匣外环结构，其特征在于：

采用电火花从机匣外环外侧端向内侧端打孔，且电极与机匣外环径向夹角等于通气斜

小孔轴线与机匣外环径向的夹角；

采用的加工装置包括电极导套，所述电极导套呈直线状，电极导套在沿着自身的长度

方向包括至少两个截面大小不同的长度段，电极导套内部开有贯穿其长度方向两个端面的

电极通孔，且在电极导套的一个长度段表面开有槽口；

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固定并找正机匣外环，以机匣外环的小端端面为基准支撑面，采用压紧夹具压

紧小端端面外圆，然后找正机匣外环；

步骤2，安装电极，将电极与电火花机床、电极导套连接，且通过电极导套上的槽口避开

机匣上的干涉位置；

步骤3，打孔，编制通气斜小孔的坐标和电极参数后进行打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极导套上

靠近电极加工端的长度段的截面大于远离电极加工端的长度段的截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极导套呈

阶梯圆柱状，包括外径依次递增的第一圆柱段、第二圆柱段和第三圆柱段，电极通孔贯穿第

一圆柱段、第二圆柱段和第三圆柱段，第二圆柱段的表面有一槽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槽口的深度

满足当电极导套的第三圆柱段与机匣外环接触，并且电极通孔轴线与待加工通气斜小孔的

轴线同轴时，第二圆柱段上槽口表面与机匣外环之间仍有间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找

正机匣外环时，在压紧夹具中心和机匣中心划线，通过对齐划线进行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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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匣类零件的打孔加工方法，特别是机匣类零件外环上与封闭空间相

连接的小角度通气斜小孔的加工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如图1～图3所示，为一种机匣类零件，具体是一种高压涡轮外环，该高压涡轮外环

上有6个 的冷气斜孔，斜小孔中心线与高压涡轮外环直径方向夹角为75°，在加工

过程中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0003] 第一，斜小孔的孔径小(小于1mm)，夹角小，长度长(大于4mm)，长径比(长度和直径

比值)很大，尺寸精度要求高，通气斜小孔一端与封闭内腔连接，由于夹角小，打孔装置需要

以很小的角度贴近机匣外环，容易与机匣外环产生干涉，若为了避免干涉采用减小加工装

置外径的方式，又会产生加工装置因长径比过大而带来的刚性不足的问题，影响小孔的加

工精度；

[0004] 第二，斜小孔的加工位置附近零件形状不规则，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干涉；

[0005] 第三，没有现有技术可以借鉴，若对零件采用普通钻孔则加工困难甚至无法加工，

这是由于钻头伸长量大，摆动大，孔精度高，普通方法无法实现。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装置及方法，利用该方法和装置加

工机匣外环的通气斜小孔时，可以实现高精度电火花阵列孔的加工。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方法，通气斜小孔的直径小于1mm，通气斜小孔的内

侧端与封闭腔体连通，且通气斜小孔的轴线与机匣外环径向线的夹角小于15°，以通气斜小

孔的外侧端中心为顶点，通气斜小孔的轴线以及平行于机匣外环径向线的直线为两条侧边

构成的夹角范围内存在机匣外环结构，采用电火花从机匣外环外侧端向内侧端打孔，且电

极与机匣外环径向夹角等于通气斜小孔轴线与机匣外环径向的夹角。

[0009] 一种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装置，包括电极导套，所述电极导套呈直线状，电极

导套在沿着自身的长度方向包括至少两个截面大小不同的长度段，电极导套内部开有贯穿

其长度方向两个端面的电极通孔，且在电极导套的一个长度段表面开有槽口。

[0010] 进一步，所述电极导套上靠近电极加工端的长度段的截面大于远离电极加工端的

长度段的截面。这里的电极加工端是指电极放电加工零件的那一端。

[0011] 优选的，所述电极导套呈阶梯圆柱状，包括外径依次递增的第一圆柱段、第二圆柱

段和第三圆柱段，电极通孔贯穿第一圆柱段、第二圆柱段和第三圆柱段，第二圆柱段的表面

有一槽口。

[0012] 优选的，所述槽口的深度满足当电极导套的第三圆柱段与机匣外环接触，并且电

极通孔轴线与待加工通气斜小孔的轴线同轴时，第二圆柱段上槽口表面与机匣外环之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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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间隙。槽口设计的目的是避开机匣零件上的结构干涉，实现小角度加工。

[0013] 一种上述加工装置的机匣外环通气斜小孔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步骤1，固定并找正机匣外环，以机匣外环的小端端面为基准支撑面，采用压紧夹

具压紧小端端面外圆，然后找正机匣外环；

[0015] 步骤2，安装电极，将电极与电火花机床、电极导套连接，且通过电极导套上的槽口

避开机匣上的干涉位置；

[0016] 步骤3，打孔，编制通气斜小孔的坐标和电极参数后进行打孔。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找正机匣外环时，在压紧夹具中心和机匣中心划线，通过对

齐划线进行找正。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电极导套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稳定可靠，电极导套采

用变截面设计，满足连接定位、导向、支撑的功能，确保电极不与机匣外环发生干涉，又能调

整好适合的加工角度。本发明的加工方法可以克服机匣外环上的干涉问题和通气斜小孔一

端与封闭腔体连通无法加工的问题，在保证斜小孔加工精度的同时提高加工效率。

[0019] 通过本发明，可积累匣类零件斜孔工艺方法和经验，特别是机匣加工中与封闭空

间相连接的斜孔的加工的方法，可以实现零件高精度电火花加工方法。本发明可推广应用

于其它同类型零件加工，改善机匣的加工效率，也可有效的促进中大尺寸、高精度机匣壳体

类零件的优质制造加工。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高压涡轮外环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中B‑B截面示意图；

[0022] 图3是图2中C‑C截面示意图；

[0023] 图4是电极导套与高压涡轮外环相对位置示意图；

[0024] 图5是电极导套剖面示意图；

[0025] 图6是电极导套外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但所要求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所述。

[0027] 如图1～图3所示，高压涡轮外环上有6个 的冷气孔，小孔中心线与直径方向

夹角为75°。根据零件的结构特点和小直径孔的加工难度，选择了采用电火花打孔的方法。

[0028] 确定了加工方法后，考虑零件如何装夹、定位、压紧才能保证加工要求。首先是定

位面的选择，由于冷气孔在零件的大端面，因此定位面选择了零件的小端面，按图1状态零

件水平摆放，采用压紧夹具的压板压紧零件的两端。为了避免找正过程中定位夹具干涉电

火花打孔，以标刻线的方式解决零件定位问题，即在高压涡轮外环零件中心划线，在压紧夹

具中心划线，安装零件时将零件上的标线与夹具上的刻线对齐。

[0029] 其中，如图4所示，如果直接通过电极导套按照75°夹角进行加工，高压涡轮外环上

有一部分外形会对电极导套造成干涉，因此，按照图5～图6采用线切割的方式加工了电极

导套，电极导套为三段阶梯圆柱形，包括外径最小、长度最短并起定位连接作用的第一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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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外径居中、长度最长并作为电极导套主体结构引导电极的第二圆柱段，外径最大、长度

居中并作为电极导套支点与机匣外环接触的第三圆柱段，沿着第一圆柱段、第二圆柱段和

第三圆柱段轴线位置开有电极通孔，且在第二圆柱段表面开有一条沿着电极导套轴线方向

的槽口，槽口靠近第三圆柱段的一端有一斜面，靠近第一圆柱段的一端有一台阶，槽口的深

度等于其所在第二圆柱段圆柱形截面外圆的半径。

[0030] 打孔时，按照下述步骤执行：

[0031] 步骤1，固定并找正高压涡轮外环，以高压涡轮外环的小端端面为基准支撑面，采

用压紧夹具压紧小端端面外圆，然后找正高压涡轮外环，找正高压涡轮外环时，在压紧夹具

中心和高压涡轮外环中心划线，通过划线对齐进行找正；

[0032] 步骤2，安装电极，将电极与电火花机床、电极导套连接，且通过电极导套上的槽口

避开高压涡轮外环上的干涉位置，以电极导套上的第三圆柱段作为与高压涡轮外环接触的

支点，调整机床接近高压涡轮外环；

[0033] 步骤3，打孔，编制通气斜小孔的平面坐标(Y，Z)和电极参数后进行打孔；

[0034] 步骤4，通过塞规检测通气斜小孔的尺寸；

[0035] 步骤5，若通气斜小孔的孔径和长度符合要求，则将高压涡轮外环从电火花机床上

拆卸，否则调整电极参数后重新加工通气斜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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