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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是一种针对异形工件的高精度复杂

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

随动磨削方法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高精度复杂

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

案：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该高

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将工件表面沿中

心轴方向分解为多个加工单元，砂轮对每一个加

工单元逐次进行磨削加工，一个加工单元形成一

段精密曲面，多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组合形成

完成完整的精密复杂曲面，完成工件表面加工。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的随动磨削加工方法，具有加

工精度好、能够实现复杂曲面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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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

法将工件表面沿中心轴方向分解为多个加工单元，砂轮对每个加工单元逐次进行磨削加

工，一个加工单元形成一段精密曲面，多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组合形成完整的精密复杂

曲面，完成工件表面加工，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⑴取工件旋转方向为C轴，砂轮自身做旋转运动；

⑵取工件轴向为Y轴，工件表面沿Y轴分解为多个加工单元，取工件中心与砂轮中心连

线方向为X轴，X轴与工件中心线垂直，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之间的X轴距离随工件的要

求而变化，形成C‑X联动，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形成一段精密曲面；

⑶砂轮每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即沿Y轴移动至相邻的下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位进

行加工，多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组合形成工件表面完整的精密复杂曲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工

件表面按照砂轮厚度分解成多个加工单元，每个加工单元的轴向距离与砂轮厚度相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砂

轮刃部为圆弧结构，加工单元的轴向距离不大于砂轮厚度的一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

工单元Y轴距离为砂轮厚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砂

轮刃部为圆弧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

单元Y轴距离不大于砂轮厚度的一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砂

轮中心线与工件中心线之间呈一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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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件表面机械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针对异形工件的高精度复杂

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机加工领域涉及的零部件复杂多变，工件表面在机加工中难度大，技术要求高。磨

削加工技术是现在机械制造中实现精密加工最有效的技术，应用范围也最广。针对复杂曲

面的机加工处理，因其表面复杂度高，简单的机械手段无法完成，目前多采用数控五轴联动

机床进行复杂曲面加工，五轴联动对控制系统要求很高，操作复杂，此外联动的轴数多，带

入的加工误差翻倍，导致曲面加工精度下降；机加工中还有采用C‑X随动磨削法对工件表面

进行加工，工件主轴作旋转方向轴C轴，工件中心与砂轮中心的距离为X轴，X轴与C轴相互垂

直，加工时工件做C轴旋转，砂轮根据控制指令沿X轴往复运动进行磨削，形成C‑X两轴联动

磨削，可完成平面内的复杂曲线加工，但无法对立体的曲面进行加工。随着现代工业发展，

对零件加工精度要求提高，特别是非圆形表面及异形曲面的加工成为行业主要诉求，也是

机加工技术领域内的重点与难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五轴联动机床与随动磨削方法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高

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

[0004]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该高精度复杂

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将工件表面沿中心轴方向分解为多个加工单元，砂轮对每个加工单元

逐次进行磨削加工，一个加工单元形成一段精密曲面，多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组合形成

完成完整的精密复杂曲面，完成工件表面加工。

[0005] 在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中，所述的工件表面按照砂轮厚度

分解成多个加工单元，每个加工单元的轴向距离与砂轮厚度相当。

[0006] 在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中，所述的砂轮刃部为圆弧结构，

加工单元的轴向距离不大于砂轮厚度的一半。

[0007] 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该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8] ⑴取工件旋转方向为C轴，砂轮自身做旋转运动；

[0009] ⑵取工件轴向为Y轴，工件表面沿Y轴分解为多个加工单元，取工件中心与砂轮中

心连线方向为X轴，X轴与工件中心线垂直，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之间的X轴距离随工件

的要求而变化，形成C‑X联动，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形成一段精密曲面；

[0010] ⑶砂轮每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即沿Y轴移动至相邻的下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

位进行加工，多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组合形成工件表面完整的精密复杂曲面。

[0011] 在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中，所述的加工单元Y轴距离为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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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厚度。

[0012] 在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中，所述的砂轮刃部为圆弧结构。

[0013] 在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中，所述加工单元Y轴距离不大于

砂轮厚度的一半，加工单元分隔越小，曲面精细度越高。

[0014] 在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中，所述的砂轮中心线与工件中心

线之间呈一定角度。

[0015] 本发明中加工时将工件的异形表面分解成多个加工单元，每个加工单元的加工中

X轴距离随工件转动而变化，采用C‑X两轴联动，形成单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每加工完一

个加工单元，砂轮沿Y轴方向移动至相邻的加工单元继续加工，多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组

合形成工件表面完整的精密复杂曲面。与五轴联动加工机床相比，减少联动轴数，减少了误

差来源，大幅提高了加工精度。

[0016]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的随动磨削加工方法，具有加工精度好、能够实现复杂曲面的

加工。

附图说明

[0017] 图l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加工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的主视图。

[0019] 图3为图1的俯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二的加工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三的加工示意图。

[0022] 在附图1～5中，1表示工件；2表示砂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对照附图，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实施例一

[0025] 参照附图1～3，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该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

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⑴工件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取工件旋转方向为C轴，砂轮自身做顺时针方向的旋转

运动，砂轮刃部为圆弧结构，加工时砂轮刃部与工件接触部位可以是线接触，也可以是点接

触；

[0027] ⑵取工件轴向为Y轴，Y轴与工件中心线平行，将工件表面沿Y轴分解为多个加工单

元，加工单元Y轴距离不大于砂轮厚度的一半，在确保砂轮刚性强度的前提下，加工单元Y轴

距离越小，加工精细度越高；取工件中心与砂轮中心连线方向为X轴，X轴与工件中心线垂

直，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之间的X轴距离随工件的要求而变化，形成C‑X联动，工件转动

与砂轮的磨削相互配合，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形成一段精密曲面；

[0028] ⑶砂轮每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即沿Y轴移动至相邻的下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

位进行加工，多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组合形成工件表面完整的精密复杂曲面。

[0029] 其中C‑X轴联动参数通过下述方法采集获取：采用画图软件设计出想要获得的成

品工件三维模型，以及加工用砂轮，选定工件转动的起点，将砂轮刃部与工件表面相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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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测量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的X轴距离，获得C‑X关联参数；随后转动工件变换C轴参

数，测量不同转动角度时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的X轴距离，至此可获得某一Y值下的C‑X

联动参数。

[0030] 实施例二

[0031] 参照附图4，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该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⑴工件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取工件旋转方向为C轴，砂轮自身做顺时针方向的旋转

运动，砂轮刃部为圆弧结构，加工时砂轮刃部与工件接触部位可以是线接触，也可以是点接

触；

[0033] ⑵取工件轴向为Y轴，Y轴与工件中心线呈一定角度，且Y轴所在平面与工件中心线

所在平面平行，将工件表面沿Y轴分解为多个加工单元，加工单元Y轴距离不大于砂轮厚度

的一半，取工件中心与砂轮中心连线方向为X轴，X轴与工件中心线垂直，工件截面中心与砂

轮中心之间的X轴距离随工件的要求而变化，形成C‑X联动，工件转动与砂轮的磨削相互配

合，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形成一段精密曲面；

[0034] ⑶砂轮每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即沿Y轴移动至相邻的下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

位进行加工，多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组合形成工件表面完整的精密复杂曲面。

[0035] 其中C‑X轴联动参数通过下述方法采集获取：采用画图软件设计出想要获得的成

品工件三维模型，以及加工用砂轮，选定工件转动的起点，将砂轮刃部与工件表面相切放

置，测量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的X轴距离，获得C‑X关联参数；随后转动工件变换C轴参

数，测量不同转动角度时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的X轴距离，至此可获得某一Y值下的C‑X

联动参数。

[0036] 实施例三

[0037] 参照附图5，一种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方法，该高精度复杂曲面的表面加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⑴工件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取工件旋转方向为C轴，砂轮自身做顺时针方向的旋转

运动，砂轮刃部为圆弧结构，加工时砂轮刃部与工件接触部位可以是线接触，也可以是点接

触；

[0039] ⑵取工件轴向为Y轴，Y轴与工件中心线以一定角度相交，将工件表面沿Y轴分解为

多个加工单元，加工单元Y轴距离不大于砂轮厚度的一半，取工件中心与砂轮中心连线方向

为X轴，X轴与工件中心线垂直，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之间的X轴距离随工件的要求而变

化，形成C‑X联动，工件转动与砂轮的磨削相互配合，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形成一段精

密曲面；

[0040] ⑶砂轮每完成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即沿Y轴移动至相邻的下一个加工单元的加工

位进行加工，多个加工单元的精密曲面组合形成工件表面完整的精密复杂曲面。

[0041] 其中C‑X轴联动参数通过下述方法采集获取：采用画图软件设计出想要获得的成

品工件三维模型，以及加工用砂轮，选定工件转动的起点，将砂轮刃部与工件表面相切放

置，测量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的X轴距离，获得C‑X关联参数；随后转动工件变换C轴参

数，测量不同转动角度时工件截面中心与砂轮中心的X轴距离，至此可获得某一Y值下的C‑X

联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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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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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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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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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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