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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机转轮体活塞孔误差分析及解决办法
王 帅

（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辽宁 鞍山 114000）

摘 要 随着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能源替代型减排成为切实选择，水力发电因其节能、环保、高效的特点，

已成为世界主流发电的发展方向，转轮体作为水力发电设备水轮机的重要组成部件，转轮体的机械加工规范化流

程控制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从大型转轮体活塞孔的加工工艺、机床精度、刀具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通过加工

工艺、专用工装、设备调整、刀具设计、激光跟踪仪在线检测等综合手段，保证了大型转轮体活塞孔的加工尺寸、

行位公差、粗糙度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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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机是将水流的能量转换成轴旋转机械能的机

器，能量的转换是借助转轮叶片与水流相互作用来实

现的。在水轮发电机组中，水轮机是原动机，发电机

为工作机。现代水轮机可分为反击式、冲击式和可逆

式三大类。反击式水轮机利用了水流的动能与势能，

水流充满整个水轮机流道，水流延转轮外圆周进水，

从转轮进口到出口压力逐渐减小，根据转轮内水流动

的方向和特征及转轮的结构，反击式水轮机可分为混

流式、轴流式、斜流式、贯流式。轴流式、斜流式和

贯流式根据叶片是否可转动又分为定浆式和转浆式。

本文分析的转轮体为轴流转浆式结构的水轮机转轮的

基础件，水轮机的轴流叶片、连接体、泄水锥、活塞杆、

接力器缸、连杆、接力器缸盖等其他零件都装配在转

轮体上。轴流转浆式水轮机的发电是通过轴流叶片安

装在转轮体的侧孔中，与转臂装配，通过活塞杆带动

改变叶片角度，灵活调整水轮机出力大小。为保证水

轮机运行的可靠性及稳定性，一般要求转轮体活塞孔、

活塞及活塞杆各部有一定的同轴度，转轮体侧孔与叶

片轴头部分有一定的同轴度，转轮体侧孔与转轮体活

塞孔各部有一定的垂直度。转轮体活塞孔的行位精度

和表面粗糙度的提升能有效提高水轮机的运行精度，

提高机械加工工艺质量 [1]。

1 工件简介

本文分析的转轮体基本参数如下：转轮体高度为

2800mm，外型最大轮廓 SΦ4000mm，净重 84t。活塞

孔最大直径Φ2800mm，最小直径Φ800mm，孔的跨距

2400mm。转轮体 A基准活塞孔的直径：Φ2800H8mm，

表面粗糙度为 Ra1.6μm，圆柱度 0.04mm，相对于 A/B

基准孔的同轴度 0.05mm，活塞孔的长度为 800mm（如

下图 1所示）。

2 技术重、难点分析

转轮体 1900±0.2端面的平面度为 0.04mm，与活

塞腔轴心线 A—B基准的垂直度为 0.05mm，表面粗糙

度为 Ra3.2μm。活塞孔Φ2800H8的圆柱度为 0.04mm，

并要求与活塞腔轴心线A—B基准的同轴度为0.05mm，

表面粗糙度为 Ra1.6μm。上述大直径、长跨距、行位

精度要求高的孔系一般选用数控立车加工，但大部分

数控立车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机床几何精度会下降，

主要是车床横梁磨损导致刀架X轴与水平面产生夹角、

卡盘回转平面、刀架在 X/Z平面的倾斜致使不能满足

孔系的圆柱度要求。活塞孔Φ2800H8的表面粗糙度需

要考虑刀架刚性、振动、机床线速度、卡盘回转稳定

性及刀具等问题 [2]。

3 工艺方案制定

制定活塞孔加工工艺方案重点考虑四个方面：

1.加工方法和手段。

2.机床几何精度检测。

3.工装和刀具。

4.工件行位精度检测。

3.1 加工方法和手段

选择双柱 8米数控立式重型车床一次装夹加工活

塞孔，首先，对转轮体活塞孔进行粗加工工序，单边

保留 2mm精加工余量。此次粗加工工序的主要任务为

去除加工零件表面余量，确定加工基准 [3]。其次，对转

轮体活塞孔进行半精加工工序并进行模拟试验精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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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加工技术参数的记录工作，确认是否能满足图纸

技术要求，如不能满足要求则通过工艺技术手段进行

补偿至图纸要求。此次半精加工工序单边保留 0.5mm

余量并进行探伤缺陷处理工作，此半精加工工序的主

要任务为进一步降低加工阶段存在的误差，为下一步

精加工做好准备。最后进行精加工工序，根据半精加

工时的模拟试验数据进行最终状态的精加工，以便确

保所加工零件能够达到图纸设计中所规定的表面粗糙

度及精度要求。加工完成后采用三维在线检测手段，

检测并保证孔系的行为误差，采用表面粗糙度检测仪

对加工表面进行表面粗糙度的确认 [4]。

3.2 机床几何精度检测

刀架加工所需的实际伸出长度在 XZ平面内的几

何误差直接影响活塞孔的圆柱度、垂直度公差。刀架

在 X轴横梁上的移动误差会直接影响孔系端面的平面

度公差，需要对其进行检测调整，装夹工件前采用大

理石检测机床的精度，要求 X/Z垂直 1米长偏差小于

等于 0.03mm。横梁与卡盘平行度 1米长偏差小于等于

0.03mm，X/Z轴反向间隙小于等于 0.01mm。装夹工件

后根据活塞孔的实际加工长度确认 X/Z的几何误差，

并评估其能否直接满足图纸形位误差，若不能保证，

通过调整机床刀架角度或采用技术手段进行补偿至图

纸技术要求 [5]。

3.3 工装和刀具

数控车床车削平面及里孔时在选择工装和刀具应

考虑四个主要问题：

1.工艺系统刚性和振动的问题。

2.机床线速度对工件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3.选用刀具尽可能的保证尺寸公差及表面粗糙度

要求。

4.刀具热变形对工件表面质量的影响。

3.4 孔系行位精度检测

因机床本身存在定位和几何精度误差，检测所加

工位置的公差要求高的孔系已不合适，因而考虑采用

激光跟踪仪与 Polyworks软件结合，对转轮体里孔部位

进行数据采集及三维建模检测，此检测方法所得数据

可以指导加工中修正误差。

4 工艺方案实施和效果评价

4.1 机床几何精度检测与评价

1.在机床 XZ平面，Z轴相对于 X轴的垂直度直接

影响活塞孔的圆柱度和垂直度。

2.采用 1米方形大理检测尺检测机床垂直精度，

X/Z垂直 1米长偏差小于等于 0.03mm。

3.采用 5米长方形大理石检测尺检测横梁与卡盘

平行度，1米长偏差小于等于 0.03mm；X/Z轴反向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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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等于 0.01mm。

装夹工件后，对活塞孔Φ2800H8进行试切加工，

加工后采用内径千分尺及机床自带百分表对活塞孔的

精度进行检测，发现活塞孔Φ2800H8由上至下呈递增

趋势。针对人、机、料、法、环等因素进行分析，产

生原因为刀片的热变形所致，刀片在切削中升温较快，

最终引起热伸长的现象，导致出现加工误差。可采用

油雾润滑机构，在切削过程中，喷油嘴作用在车削车刀

上用以减少产生切削热与刀面上积削瘤的产生几率，以

提高加工表面质量并结合工艺补偿手段保证加工质量 [6]。

4.2 工装和刀具的选用

1.采用机夹刀具装夹修光刃车削刀片，其独特的

刀尖设计，刃口锋利、切削阻力小，有效减少刀具的

振动。

2.刀片表面经特殊处理，减小切削在前刀面上粘

结的可能性，断屑性能优良。

3.刀片重复定位精度高，机夹刀具刀片与硬质合

金刀杆相配套，提高刀具的抗震性，进一步保证加工

质量。

经试验效果看，转轮体 1900±0.2端面的平面度

检测结果为 0.02mm，与活塞腔轴心线 A—B基准的垂

直度为 0.03mm，表面粗糙度为 Ra2.8μm，满足技术要

求。活塞孔Φ2800H8的圆柱度为 0.03mm，与活塞腔

轴心线 A—B基准的同轴度为 0.03mm，表面粗糙度为

Ra3.2μm，行位精度满足技术要求，表面粗糙度无法

满足技术要求。经分析，机床转速无法满足技术所需

表面粗糙度的线速度 [7]。

5 表面粗糙度的解决办法和效果评价

1.活塞孔Φ2800H8里孔的加工由于机床本身转速

20转 /分钟的局限性，车削时的加工线速度无法满足

表面粗糙度的图纸技术要求。刀具切削刃的磨损会引

发加工工件的尺寸误差，降低加工工件的精度，当刀

具磨损量达到允许的磨损量时，应当及时调整刀具，

车削完成后，为提高加工表面的粗糙度，可以采用以

下两种加工方法。

第一种，采用高效经济的砂带磨削技术进行精细

磨削。砂带磨削和抛光工件时，通常只要选择较低的

工件线速度，较小的纵向进给量，较高的砂带线速度

即可获得很小的表面粗糙度值 [8]。在采用砂带磨削加工

时，需注意磨削参数及磨削热力对加工表面及尺寸的

影响。

第二种，采用立车专用滚压刀加工方式滚压加工。

通过滚压刀与工件表面进行挤压，利用金属的塑性变

形，使工件表面微小的波峰被压平，保证工件表面粗

糙度。经试验效果良好，可以满足图纸技术要求。

2.刀具热变形对工件表面质量的影响。考虑到刀

片的热容量，刀片在切削中升温较快，最终引起热伸

长的现象，导致出现加工误差。

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可采用油雾润滑机构，在切削

过程中，喷油嘴作用在车削车刀上用以减少产生切削

热与刀面上积削瘤的产生几率，以提高加工表面质量。

对以上解决办法进行试验加工，经粗糙度检测仪

进行检测后表面粗糙度为 Ra1.4μm，满足图纸中技术

要求。

6 结论

本文通过工艺、专用工装、刀具、激光跟踪仪等

在线检测手段，对水轮机转轮体活塞孔的加工进行了

细致的分析，针对机床转速无法满足车削表面粗糙度

所需的线速度情况下提出了解决办法。通过水轮机转

轮体活塞孔表面粗糙度解决办法的实际运用操作，实

际效果达到满足图纸技术要求，认证了该办法的可行性，

解决了活塞孔表面粗糙度无法满足技术要求的难题，对

促进水轮机转轮体整体加工质量的提升具体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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