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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铝材薄板零件在机加工中是比较常见，由于其面积

大、厚度小，经常导致刚性不足，难于装夹，以及由于

切削力而产生变形造成的产品不合格。而且薄板类零件

一般表面布局复杂，以孔位、槽、型腔、内外轮廓为主，

而且孔距和槽常有安装配合精度要求。如何在加工过

程中，通过改进装夹方法、合理选择刀具、加工方式、

切削用量、优化走刀路线，有效保证精度，提高加工

效率和精度。

1    工艺分析过程

1.1    图纸分析

以图 1 所示的零件所示为例，该板为设备安装的

底板，主要的加工内容为孔、槽、内外轮廓、倒角

等内容。该零件厚度为 16mm 铝板，长 520mm，宽

440mm，面积较大。毛坯直接选用 6061 型材铝板。根

据零件的长、宽及加工余量、装夹方法，确定下料尺

寸为 530×450 的大铝板。零件中主要的加工 8-φ25、
14-φ8.5、14-φ14、16-M14、4-φ30 孔 及 螺 纹 孔，4

个 的槽精度要求较高，4-φ30 通孔、4
个 90×55、2 个 155×70、2 个 80×30 的槽以及轮廓

的一般公差，精度要求不高，加工内容较多，而且主

要是以简单的 2D 加工为主，这样是零件加工中常见的

加工方式。

1.2    工艺分析

结合以上图纸分析可知，此薄板零件的加工主要为

孔、面、轮廓、型腔槽、倒角等内容。其中孔加工较多，

有 φ3 ～ φ35 不同孔径，而且以沉头孔为主。其次是

型腔槽的加工，该零件的型腔槽主要用于设备安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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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通常有安装配合工作公差精度要求，也是整个薄板

零件主要考虑保证精度。在选用加工设备方面，针对该

薄板零件尺寸比较大，搬运安装困难，不合适采用多次

装夹、多机床、多工序的轮换工序的加工方式同时完成，

同时整个零件加工中需要的刀具较多，轮廓和型腔需

要开粗、半精、精加工等问题。优先考虑选择加工中

心作为主要加工设备，在一次装夹可以连续完成孔、面、

轮廓、型腔、倒角等工序，减少换刀的次数，有效提

高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

2     下料

毛坯材料选择为成型的 6061 型材铝板，厚度为

17mm, 下料为 530mm×450mm，先用普通铣床加工上

下表面至厚度为 16mm，为下一步数控加工做准备。

3    装夹校正

根据零件的加工情况，采用两次压紧的方式装夹，

在机床工作台与工件 X 与 Y 方向及中间位置放置垫铁，

垫铁的位置注意错开孔及槽的加工位。第一次装夹，用

4 块压板在工件 X 方向两端压紧，通过薄板表面打表找

正零件，加工零件 Y 方向两边的外轮廓和倒角。第二

次装夹，用 4 块压板在工件 Y 方向的两端压紧后，拆

除第一次装夹的 4 块压板，完成后面的所有的加工。

4    加工过程

在加工过程中，采用 UG12.0 软件建模及编程。

4.1    轮廓加工

轮廓加工作为数控加工中常见的加工方式，在铣削

零件轮廓时，通常考虑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加工过程中通常采用立铣刀的侧刃切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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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精度减少切削痕和减少切入时的冲击力。避

免沿零件轮廓法线方向垂直进刀切入，应该沿着零件

轮廓曲线的延长线通过圆弧相切切入，有利于在切入时

减少刀具的切痕产生，从而提高零件的表面精度，通

理在最后切出零件轮廓时，也需要避免在零件轮廓处

直接退刀，应沿着零件轮廓最后的延长线通过圆弧相

切切出。

其次，要考虑走刀方向，主要是考虑顺铣还逆铣。

顺铣动力方向与铣刀吃刀刀片的运动方向是相同的。

顺铣时切屑由厚变薄，铣刀在工件上接近于滚动。逆

铣是工件相对于铣刀的运动方向与铣刀吃刀刀片的运

动方向是相反的，逆铣时切屑由薄变厚，铣刀在工件

上接近于磨擦。针对薄板零件加工效率，在分层开粗

时选择顺铣。在精加工考虑保证零件精度，选择逆铣。

具体的轮廓加工的编程和走刀方式安排步骤如下：

（1）采用φ18 的粗皮刀，分层下刀，每次 1.5mm，

对工件 Y 方向的两侧轮廓开粗加工，F2000，S4000，
侧面余量 0.3mm。

（2）采用φ10 的合金立铣刀，精光工件 Y 方向两

侧的轮廓，F800，S4000。
（3）采用φ10 倒角刀，加工工件 Y 方向两侧轮廓

的 C2 的倒角。

（4）第二次装夹，采用φ18 的粗皮刀，分层下

刀，每次 1.5mm，对工件 X 方向的两侧轮廓开粗加工，

F2000，S4000，侧面余量 0.3mm。

（5）采用φ10 的合金立铣刀，精光工件 X 方向两

侧的轮廓，F800，S4000。
（6）采用φ10 倒角刀，加工工件 X 方向两侧轮廓

的 C2 的倒角。

4.2    孔的加工

孔的加工也是数控加工中最常见的加工方法，孔的

类型一般分为：通孔、盲孔、螺纹孔、中心孔等。根据

孔径也可以分为定位孔、小孔（2 ～ 13mm）、大孔（13
～ 25mm），超大孔（25mm 以上）。根据孔的深度可以

分为深孔（孔的深度大于 35mm）和一般孔。

本加工薄板零件中所有孔深度不超 35mm，最深的

通孔也只有 16mm，所有孔都属于一般孔的加工。以采用

G81 一般钻孔循环指令，其格式为：G81-X-Y-Z-R-F，其中

图 1    零件 CAD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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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为孔中心在 XY 平面的坐标，Z 为孔低面的 Z 坐标值，

R 孔加工的基准面，F 为进给速度。在 UG 中孔加工参数

的设定，比较简单，主要是选择加工的孔和孔的底面（通

孔）一般需要设置偏置（1.5 ～ 2mm）。选择孔即为在数

模选择需要加工的孔，同时在孔加工中经常用到优化孔的

加工路径，能起到优化孔的走刀路线，以最短的走刀路线

生成刀路，达到提高走刀效率。其中在此次的零件加工中

有孔径φ25、φ30 孔，孔径超出 25 属于大孔，不采取直

接钻孔的方式加工，而采用先钻φ8.5 ～φ10 的孔，然

后采用立铣刀螺旋下刀挖槽的方式开粗，再采用 2D 轮廓

光刀精加工的方式完成。具体的孔的编程和走刀方式工序

安排步骤如下：

（1）中心站，F500，S600，钻孔深度 1.5mm，完

成工件表面上的所有孔的中心孔加工；

（2）采用 φ3.3、φ4.2、φ6.5 的钻头完成 M4、
M5、M8 的螺纹孔的底孔加工；

（3）采用φ8.5、φ14 钻头加工φ8.5、φ14 孔，

F150，S600，通孔深度设置底面偏置 1.5mm 方便钻穿；

（4）φ25、φ30 大孔，采用φ16 的粗皮刀，螺

旋下刀挖槽的方式开粗，每次下刀 1.5mm，F2500，
S5000，留侧边余量 0.3mm，最后单刀走轮廓的方式完

成光刀精加工。

4.3    挖槽加工

挖槽加工的对象为90mm×55mm，155mm×70mm，

80mm×30mm 的通槽。

槽和型腔的加工也是数控加工中常见，槽和型腔基

本是有侧壁与圆弧相切组成，同时槽和型腔通常有凹凸

圆弧拐角过度。型腔中一般根据型腔的设计深度和腔体

平面的比例值的大小决定该槽属于深槽还是浅槽。不

同深度的槽其加工方式不同。对于深槽加工要求较高，

特别是对刀具的选择，而且需要提前钻预钻孔，开粗是

从预钻孔下刀分层往下加工，深孔加工对编程要求高。

薄板类零件其厚度一般不大，薄板零件上面的槽一般

属于浅槽。浅槽数控加工常采用直接螺旋下刀方式分

层加工，每层下刀深度不超 2mm，而且不需要预钻孔。

在槽和型腔加工中如何合理选择刀具也是非常重要

的，根据加工的材料、加工的精度选择刀具。对于铝合金

材料，在开粗时为了更好排屑，一般情况选择粗皮刀具作

为粗加工，精加工为了保证加工精度优先考虑选择合金立

铣刀光刀。刀具大小也对加工效率和精度产生影响。在开

粗时选择大直径刀具，刀具刚性好可以提高走刀速度，同

时由于刀具直径大，可以实现大步距走刀，减少走刀的次

数，大大提高加工效率。但也存在不利因素，大直径刀具

在圆弧拐角处会留下大量的残留余量，在后面精加工时有

于余量不均匀，会造成断刀和影响加工精度。选择直径小

刀具，能够尽可能多去除拐角处的余量，但由于刀具小刚

性不足，开粗时容易断刀，同时由于直径小走刀步距小，

走刀次数增多加工效率低。

为了合理兼顾两者，首先在开粗时优先考虑效率，

尽可能选择大直径刀具，刚性好同时实现大步距，减

少走刀次数，提高加工效率。开粗后利用小直径刀具

局部对拐角处的残留余量进行清根处理，为后面的精

加工做好准备。这样既能提高开粗时的效率，也能保

证后面正常的精加工和精度要求。具体的槽的编程和

走刀方式工序安排步骤如下：

（1）采用φ16 的粗皮刀，斜角下单方式开粗，

F2000，S500，留余量 0.3mm。

（2）采用φ10 的粗皮刀，对已粗加工的槽进行清

角去除多余的余量。

（3）采用φ10 的合金立铣刀对以上已粗加工的槽

进行单刀路光刀精加工，F2000，S6000。
4.4    浅槽的加工

浅 槽 的 加 工 对 象 为 4 个 56mm×50mm，2 个

50mm×440mm，深度 1mm 的槽。

（1）采用φ10 的粗皮刀，2 个 50mm×440mm 槽

进行开粗。侧面留 0.3mm，底面留 0.15mm，F2500，
S6000。

（2）采用φ6 的粗皮刀对 4 个 56mm×50mm 槽

进行开粗。侧面留 0.3mm，底面留 0.15mm，F2500，
S6000。

（3）采用φ10 的合金立铣刀对 56mm×50mm 和

50mm×440mm 槽底面精加工，侧面留 0.1mm 余量，

F3000，S5000。
（4）采用φ4 的合金立铣刀对 56mm×50mm 和

50mm×440mm 槽底面精加工，侧面留 0.1mm 余量，

F3000，S5000。
（5）采用φ4 的合金立铣刀对 56mm×50mm 和

50mm×440mm 槽侧面单轮廓精加工，F3000，S5000。
4.5    倒角加工

（1）采用φ10 的倒角刀对所有槽以及φ25、φ30
的大孔，以 2D 的走刀方式进行倒角。

（2）其余孔的倒角采用φ10 倒角刀，以钻孔的方

式进行倒角，以钻孔的深度控制倒角大小。倒角刀路

如图 2 所示。

（3）利用 UG 刀路仿真模拟，检查所有刀路是否正

常，刀路仿真结果如图 3 所示。

5    结语

薄板类零件由于结构比较相近，上面介绍的加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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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在加工过程中的磨损；

（2）工艺过程的安排要考虑现有机床的加工精度，

保证每一道工序加工完成后都能达到产品要求；

（3）工装夹具满足产品加工精度要求的同时制作要

方便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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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倒角刀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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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xx 电动机定子工装夹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