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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EDITOR'S NOTES

时近十一，身在北京，对国庆庆典的即将到来，感受分外强烈。往日已经很干净、

整洁的街道被装扮一新，变得更为有序、有仪式感了。一面面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在

你居住的小区楼墙上、在你微信头像上飘扬着；一盏盏或圆或方的大红灯笼，在你路过

的街灯上、在你此刻的心上亮着。我们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满怀期待，我们的目标就是

奔向星辰大海！

本期的技术主题是航空航天相关技术，航空航天一直是机床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

一。“天”与“空”的遥远，带给了人们无限的神秘感，也让与此相关的一切仿佛都镀

上了一层不明觉厉的“高级感”，航空航天领域应用到的机床也是如此的，比如说五轴

联动高档数控机床。“04专项”的目标明确提出过到2020年，航空航天、汽车等重点领

域制造所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80%立足国内。根据已发布的“04专项”

总体进展情况来看，已经为航空航天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复合材料铺带机、铺丝机

等），实施了示范应用（建成了国产数控机床和数控系统示范应用生产线）……我国航

空航天的事业也确实不负众望，从最早的“两弹一星”，再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它

一步步在为国人、乃至世界绘就更美好的画卷。眼下，它便再传捷报——由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及配套

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的方式顺利发射，让北斗三号系统的组网卫星增至第

四十七、四十八颗了，捷报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庆典添上了一份最特别最真诚的祝福。

航空航天与机床本就该是互相成全、扶持的两个行业，这是另一类的使命与义务。

《制造技术与机床》杂志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使命和义务。68年来，学术与市场并行

之路，有顺境也有挑战，但都在历届编委会以及历代工作人员的辛苦操持下走了过来。

今年9月，杂志编委会顺利换届，阵容强大的编委会注入了更多新鲜血液。改变，我们已

经看到了未来。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本刊编辑部

关注微信  更多精彩

《制造技术与机床》月刊

2019年报道主题

第1期 现代传动技术

第2期 创新设计与专利

第3期 机床可靠性

第4期 智能制造

第5期 模具技术

第6期 精密制造技术

第7期 复合加工技术

第8期 增材制造

第9期 汽车关重件相关技术

第10期 航空航天相关技术

第11期 特种加工技术

第12期 绿色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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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号舱段复杂环框类工件整体数控加工工艺研究
杨 洋  张 亮  刘彩军 杨立乐 熊良钊

（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北京100076)

摘 要：通过对某型号舱段复杂环框类工件的整体数控加工工艺方案的研究、专用装夹工装的设计、数控加
工编程技术及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突破了复杂环框类工件易变形、难加工的技术瓶颈。 经过数控

加工车间的实际生产验证，上述关键技术有效地保证了产品的加工精度及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实现

了复杂环框类产品的高精高效加工，也为其他同类型产品的加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值得借鉴的

方法。

关键词：整体数控加工工艺方案；专用装夹工装；数控加工及编程方法；虚拟仿真技术

中图分类号：TH16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01 

点击下载全文

基于UG的发射箱自动化虚拟装配系统开发

王冠千 心 李蒂智 心 黄顺舟© 杨建国 心

（心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上海201600; (2)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上海201100)

摘 要：目前实际生产中发射箱与纵筋的虚拟装配是依靠人机交互的方式进行。 为了提高装配效率，对自动

化虚拟装配技术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UG装配模块进行二次开发，建立了组件位置数据库、干涉报

告数据库，提出了一种新的干涉计算方法，并将全部的工艺参数、组件信息、数据库调用命令嵌入至

API操作函数编制的程序中，省略了干涉检测复杂的交互设置，开发了一 套实现自动化装配与干涉

检测的系统。 以发射箱与纵筋装配为例，进行了装配实验。 结果表明该系统大大减少了人机交互步

骤，提高了虚拟装配的效率。

关键词： UG二次开发；发射箱；虚拟装配；干涉体算法；自动化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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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铝复合传热结构热等静压制造技术应用
白燕刘汉良赵健黄鑫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北京100094)

摘 要：汽液两相大功率、高能效传热装置中钢铝复合传热结构要求具备耐受高工作压力、高传热能力的性
能。通过对结构形式和连接形式的分析，选用钢铝复合传热结构并采用热等静压的连接方法，能够
改善界面的结合率和均匀性并提升结构传热性能。通过对热等静压后的产品进行试验前和试验后
的结合面、剪切强度检测验证，钢铝复合传热结构热等静压制造技术解决了航天器两相回路中异材
连接高热阻、热疲劳的问题。

关键词：复合传热结构；热等静压
中图分类号：V19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03 

钦合金机翼翼根对接缘条铣削变形控制技术研究

＊

章正伟心 李旭龙© 傅 云 ＠

（心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杭州311112;(2)浙江西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1222)

摘 要：钦合金机翼翼根对接缘条类工件结构尺寸大，存在复杂难加工曲面和薄壁型腔，截面形状复杂，装夹

困难，加工过程容易变形，切削稳定性差。针对这一问题，借助千有限元分析方法，对钦合金机翼翼

根对接缘条的加工变形趋势进行分析仿真，从而选择适宜的工件加工装夹方案。并结合机床－刀具

系统动态特性分析，对缘条加工的切削参数进行了确定。通过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案可显著提高工

件在加工过程中的刚度，减小由千装夹不当引起的工件变形，从而提高加工精度，并对加工所用切削

参数进行了验证，提高了切削稳定性，为同类工件加工提供参考。

关键词：飞机机翼；钦合金；缘条；切削稳定性；加工变形；动态特性

中图分类号：TG506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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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离子束抛光研究进展

＊

王喜社 李新凯 谭袁迅 邓亦峭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机电综合工程训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西桂林541004)

一摘 要：介绍了 种新型材料表面处理技术一离子束抛光，阐述了离子束表面抛光的基本原理及国内外离

子束抛光的发展。介绍了离子束抛光作为 种新型表面抛光方法在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并综述了近

年来离子束抛光研究的发展动态，简述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取得的进展，对离子束

抛光技术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离子束；抛光；材料表面处理；发展
中图分类号：TN29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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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质材料零件SLM增材制造系统设计与实现

吴伟辉心 杨永强 © 毛桂生 心 王 迪© 宋长辉©

（心韶关学院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广东韶关 512005;(2)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广东广州 510640)

摘 要：基千多漏斗定量供粉＋柔性清理回收粉末原理，研制了一 套新型的异质材料零件激光选区熔化增材

制造系统。 详细分析了系统的运行原理、系统构成 、定量供粉实现，杂质的防范等，并研发了定量供

粉、 均粉、粉末铺设回收 、 污染防范等装置，构思了异质材料零件数据处理方法 。 通过VC++开发的

总控软件，将各装置集成控制，建成了异质材料零件激光选区熔化增材制造系统，并成功展开了实验

验证 。

关键词：增材制造；激光选区熔化；异质材料零件；系统设计

中图分类号： TH166; TG665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06 

点击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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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发动机活塞冷却喷油嘴安装位置检具的设计与制造
解 勇 王平安 李 良 戴 维 毕华文 齐 骥 关 鹤

（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北京 100176)

摘 要：针对高功率发动机活塞冷却喷嘴照相检测设备无备用方案，通过对高功率发动机活塞冷却喷嘴的零

件尺寸和安装工艺研究，设计与制造高功率发动机活塞冷却喷嘴位置的备用检测检具，从而降低相

机故障后发动机喷油嘴的返修率，提高发动机的装配质量，减少由千设备故障带来的产量丢失。

关键词：高功率发动机；活塞冷却喷油嘴；安装位置；检具；设计制作

中图分类号：TH692.9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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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机床的设计制造与应用

孙彦旭

（山东鲁南机床有限公司，山东滕州277599)

摘 要：针对远洋船舶行业维护设备特点，研发制造了系列船用多功能机床，叙述了机床的主要设计结构特

点、工作原理和主要技术参数。

关键词：车钻复合；凸轮抱刹机构；技术参数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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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切削加工工作站设计与任务仿真

＊

牛腾飞 姚宝国

（中国计量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 要：以现场总线 DeviceNet和工业机器人的集成应用为基础，在RobotStudio中模拟布局 一 种用千自动

切削加工的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结合SolidWorks设计并构建工作站相关组件，基千DeviceNet建立
工作站组件的通信及VO信号配置，进行切削加工离线编程和仿真实验。 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机器

人切削加工工作站能够根据离线编程实现切削加工。 该工作站的建立有助千提高切削加工的效率，

缩短项目实施周期，减少机器人现场调试的时间，为高效率、高精度的切削场合提供 一 种技术解决

方案。

关键词：现场总线；工业机器人；切削加工；工作站
中图分类号： TP319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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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Qt的激光焊接设备人机交互系统设计与实现

＊

侍 倩囥） 时 云囥） 赵 凯Q)(gi 赵维刚 Q)(z) 杨 洋囥）

(CD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上海 200245;

＠上海复杂金属构件增材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200245)

摘 要：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Qt 跨平台开发框架的激光焊接设备人机交互系统，运用 C++语言编写主程序，通

过上位机与底层 PLC 的交互，实现设备加工与实时状态监测等功能。 该人机交互系统经过实际应

用，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激光焊接； Qt; C++; 人机交互系统
中图分类号：TP311.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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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装配体自顶向下参数化设计方法研究
刘 江 高 东 李彤彤 贾志新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北京100083)

摘 要：提出 一 种符合复杂装配体自顶向下参数化设计方法，该方法通过尺寸约束和设计参数，实现参数由

装配体中主要参数向装配元件中次要参数自顶向下传递，为保证装配体及其元件结构，对主要参数

及次要参数实施约束 ； 针对复杂装配体刹车锁紧装置，利用二次开发工具Creo/Toolkit对其进行自

顶向下参数化设计，从而验证该方法对复杂装配体参数化设计的可行性 ；该方法可以对任意复杂装

配体进行快速系列化设计 。

关键词：参数化设计 ； 复杂装配体 ；自顶向下 ； 二次开发

中图分类号：TP391.7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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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M型3D打印机共挤喷嘴的设计与研究
孙远琪心 刘中冬心 谢－兵© 赵 涛©

(CD青岛科技大学中德科技学院，山东青岛266061;(2)临胞洁林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山东滩坊262605)

摘 要：基千熔融沉积(FDM)3D打印技术，围绕提高打印精度和塑件强度展开研究，提出了同心包覆结构
的熔体打印机制 ； 通过对打印机喷嘴的优化改进，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同心共挤出的打印机喷嘴，并利

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优化后喷嘴进行仿真模拟 ； 通过试验对共挤喷嘴打印的塑件进行强度测试，结

果证实：改进设计的打印机喷嘴对塑件的力学性能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

关键词：熔融沉积；优化设计；仿真分析；实验验证

中图分类号：TH137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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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高精度轴承滚道ELID磨削专用机床设计
回 ． 关佳亮 杨 库 胡志远 刘书君 张龙月

（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学院，北京100124)

摘 要：文章主要针对高精度轴承外圈内滚道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低下、加工品质的 一 致性难以保证等问
题，将ELIO精密磨削技术应用千多主轴转台式磨床中，设计出 一台高精度轴承套圈滚道ELIO精密
磨削专用磨床。 该机床能够自动上下料，在一次装卡中实现对高精度轴承外圈内滚道的半精加工及

一 致性。 详细说明了机精加工，并进行在位检测，从而保证工件的尺寸、形状精度、表面加工品质及
床的设计理念、结构分布及轴承套圈滚道ELIO磨削过程。

致性一关键词：高精度；轴承外圈内滚道；ELIO精密磨削；加工品质
中图分类号：TH16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19.1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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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终端盒体打磨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
孔袁莉 付宏文 梁世盛 杨 帅 黄顺舟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上海200245)

摘 要：线圈终端盒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装置中超导馈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终端盒体结构

复杂，表面粗糙度高，手工打磨效率低等问题，采用Simotion运动控制器设计了一套打磨机器人装备

控制系统，并基千WinCC组态软件设计了人机交互界面，实现了盒体的打磨控制和状态监控。该控

制系统，可以完成线圈终端盒体内外表面以及焊缝的自动化打磨，并实时监控系统运行参数，设备操

作灵活，易千维护。打磨实验表明：盒体表面打磨后表面粗糙度为R32.5µm, 焊缝打磨后与产品表

面平齐，粗糙度为R32.6µm, 满足设计要求。

关键词：线圈终端盒；Simotion; 机器人；自动打磨；Wi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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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金属薄板饰件精加工智能产线工艺设计
许怡赦心 朱永波＠

（心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151;(2)湖南宇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湖南长沙410100)

摘 要：针对平面金属薄板饰件精加工智能产线，从饰件材料、结构和功能等特点分析出发，设计产线加工工

艺流程和自动化工艺流程。 通过打样评估以及与设备商和客户深入交流，进一步优化产线制造工

艺，获得客户满意度，完成智能产线工艺设计。

关键词：智能产线；金属薄板；饰件；工艺设计

中图分类号：TH16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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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叶轮精加工轨迹多目标优化方法研究

＊

白 瑶 李金佩 姚 慧 王智杰

（西安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先进制造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21)

摘 要：微小叶轮作为微型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加工质量将直接影响到发动机的整体性能。 在讨论了

加工过程中需要克服一般整体叶轮叶片扭曲严重且为自由曲面、流道狭窄容易撞刀等共同难点外，

加上其整体尺寸的缩小将使加工表面质量更加难以保证，从而提出了一 种针对微小叶轮的刀具轨迹

规划及精加工轨迹优化方法。 即首先确定了以效率为主的粗加工轨迹规划和在保证质量基础上的

精加工轨迹规划目标，运用仿真软件保证刀具轨迹无撞刀、干涉的情况下，其次对精加工刀具轨迹参

数进行了以表面残留高度最小的优化目标，运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确定影响表面质量的主要因素为

走刀步长，最后通过图表的形式分析走刀步长对叶片和轮軗表面质量的影响规律，从而得到了一 套

完整的保证微小叶轮加工效率和整体表面质量的加工方法，对实际加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微小叶轮；轨迹规划；仿真加工；双因素方差分析
中图分类号：TH162+.0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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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2硬铝合金管体精密锻造成形工艺研究

＊

王自启 伍太宾 张 杰 杨 艳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402160)

摘 要：针对某武器装备上 2Al2 硬铝合金管体毛还采用棒料直接切削加工，不利千大批量生产的问题，采用

缴粗与反挤压相结合的精密锻造成形工艺进行加工。 通过对其进行工艺分析，确定了最佳的工艺方

案和工艺参数，并设计了缴粗模具和反挤压模具。 该工艺应用在生产实践中可显著提高产品的质量

和材料的利用率，降低其生产成本，实现其大批量生产。

关键词：管体；精密锻造；缴粗；反挤压

中图分类号：TG31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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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硬翅片滚刀加工在CNC磨床上的实现
刘恩宇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天津300351 )

摘 要：在CNC高精磨床上实现超硬翅片滚刀加工的全部过程中，通过对树脂结合剂金刚石砂轮、陶瓷结合

剂金刚石砂轮修整和磨削的实验对比，总结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砂轮更适合于在CNC磨床上进行

超硬翅片滚刀的加工，并确定了陶瓷结合剂金刚石砂轮修整工艺和超硬翅片滚刀在CNC高精磨床

上的加工工艺。

关键词：CNC磨床；超硬翅片滚刀；精密修整；金刚石砂轮

中图分类号：TH162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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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滚压处理提高30CrNiMo8钢疲劳性能可行性的研究
白音胡心 柴铭丽© 杨学军＠ 丁志敏心

(CD大连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大连 116028;(2)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株洲湖南 412001)

摘 要：为了提高机车牵引电机轴的疲劳性能，对 30CrNiMo8 电机轴用钢进行了超声滚压强化处理。 采用

金相组织和表面形貌观察、表层硬度和残余应力以及疲劳极限测试等实验手段研究了精车加工试样

分别经磨削和超声滚压处理后的表层组织、表面粗糙度、硬度和残余应力以及疲劳性能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超声滚压后试样表层产生了约 300 f.lll1 厚的变形层，距表面越近塑性变形程度越大，并在

最表面产生了 2-3 f.lll1 厚的白亮层。与磨削处理相比，经超声滚压处理后试样的表面粗糙度 Ra 由

精车的 1.886 f.lll1 减小到 1.303 f.llll , 与磨削的 1.404 f.lll1 相当；而表面硬度由 350 HV 增加到 446

HV, 且随着距表面的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小 ，其硬化层厚度约为 300 f.llll; 而表层残余压应力由 -249

MPa 大幅度提高到-838 MPa。超声滚压试样的疲劳极限比磨削试样的提高了约为 33.5 %。此外，

根据表面的粗糙度值，可以用超声滚压替代磨削这 一工序。

关键词：30CrNiMo8 钢；磨削；超声滚压；表面性能；疲劳极限

中图分类号：TG17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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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发电机镜板修复工艺研究
韩丽娜心 王兆蜂心 向方伟©

(CD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映秀湾水力发电总厂，四川都江堰611830; (2)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北京100120)

摘 要：介绍了水轮机发电机镜板修复工艺的研究，针对镜板在使用后产生的表面缺陷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选择配置研磨料和研制巴氏合金研磨盘等改进工艺，最终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精确的验证，保证

了水轮发电机镜板修复的加工质量和精度。

关键词：水轮发电机；镜板；修复；研磨

中图分类号：TH16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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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金属薄板饰件精加工智能产线工艺设计
许怡赦CD 朱永波＠

CCD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151;® 湖南宇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湖南长沙410100)

摘 要：针对平面金属薄板饰件精加工智能产线，从饰件材料、结构和功能等特点分析出发，设计产线加工工

艺流程和自动化工艺流程。 通过打样评估以及与设备商和客户深入交流，进一步优化产线制造工

艺，获得客户满意度，完成智能产线工艺设计。

关键词：智能产线；金属薄板；饰件；工艺设计

中图分类号：TH16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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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叶轮精加工轨迹多目标优化方法研究
＊

白 瑶 李金佩 姚 慧 王智杰

（西安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先进制造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21)

摘 要：微小叶轮作为微型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加工质量将宜接影响到发动机的整体性能。在讨论了
一加工过程中需要克服 般整体叶轮叶片扭曲严重且为自由曲面、流道狭窄容易撞刀等共同难点外，

加上其整体尺寸的缩小将使加工表面质量更加难以保证，从而提出了一 种针对微小叶轮的刀具轨迹

规划及精加工轨迹优化方法。即首先确定了以效率为主的粗加工轨迹规划和在保证质量基础上的

精加工轨迹规划目标，运用仿真软件保证刀具轨迹无撞刀、干涉的情况下，其次对精加工刀具轨迹参

数进行了以表面残留高度最小的优化目标，运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确定影响表面质量的主要因素为

走刀步长，最后通过图表的形式分析走刀步长对叶片和轮軗表面质量的影响规律，从而得到了一套
完整的保证微小叶轮加工效率和整体表面质量的加工方法，对实际加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微小叶轮；轨迹规划；仿真加工；双因素方差分析

中图分类号：TH162+.0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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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2硬铝合金管体精密锻造成形工艺研究
王自启伍大宾张 杰 杨艳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402160)

摘 要：针对某武器装备上2Al2硬铝合金管体毛还采用棒料直接切削加工，不利千大批量生产的问题，采用

缴粗与反挤压相结合的精密锻造成形工艺进行加工。通过对其进行工艺分析，确定了最佳的工艺方

案和工艺参数，并设计了缴粗模具和反挤压模具。该工艺应用在生产实践中可显著提高产品的质量

和材料的利用率，降低其生产成本，实现其大批量生产。

关键词：管体；精密锻造；缴粗；反挤压
中图分类号：TG31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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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硬翅片滚刀加工在CNC磨床上的实现
刘恩字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天津300351 )

摘 要：在CNC高精磨床上实现超硬翅片滚刀加工的全部过程中，通过对树脂结合剂金刚石砂轮、陶瓷结合

剂金刚石砂轮修整和磨削的实验对比，总结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砂轮更适合千在CNC磨床上进行

超硬翅片滚刀的加工，并确定了陶瓷结合剂金刚石砂轮修整工艺和超硬翅片滚刀在CNC高精磨床

上的加工工艺。

关键词：CNC磨床；超硬翅片滚刀；精密修整；金刚石砂轮
中图分类号：TH162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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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滚压处理提高30CrNiMo8钢疲劳性能可行性的研究
白音胡心 柴铭丽＠ 杨学军 ＠ 丁志敏心

（心大连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大连 116028;@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株洲湖南 412001)

摘 要：为了提高机车牵引电机轴的疲劳性能，对 30CrNiMo8 电机轴用钢进行了超声滚压强化处理。 采用

金相组织和表面形貌观察、表层硬度和残余应力以及疲劳极限测试等实验手段研究了精车加工试样

分别经磨削和超声滚压处理后的表层组织、表面粗糙度、硬度和残余应力以及疲劳性能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超声滚压后试样表层产生了约 300µm 厚的变形层，距表面越近塑性变形程度越大，并在

最表面产生了 2-3µm厚的白亮层。与磨削处理相比，经超声滚压处理后试样的表面粗糙度 Ra 由

精车的 1.886µm 减小到 1.303µm, 与磨削的 1.404µm 相当；而表面硬度由 350 HV 增加到 446

HV, 且随着距表面的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小 ，其硬化层厚度约为 300µm;而表层残余压应力由 -249

MPa 大幅度提高到-838 MPa。超声滚压试样的疲劳极限比磨削试样的提高了约为 33.5 %。此外，

根据表面的粗糙度值，可以用超声滚压替代磨削这一工序。

水轮发电机镜板修复工艺研究
韩丽娜心 王兆峰心 向方伟＠

（小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映秀湾水力发电总厂，四川都江堰61183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北京100120)

摘 要：介绍了水轮机发电机镜板修复工艺的研究，针对镜板在使用后产生的表面缺陷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选择配置研磨料和研制巴氏合金研磨盘等改进工艺，最终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精确的验证，保证

了水轮发电机镜板修复的加工质量和精度。

关键词：水轮发电机；镜板；修复；研磨

中图分类号：TH16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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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R-test测量仪的现场标定方法研究
＊

彭炳康心 江 磊心 刘 健心 张历记 ＠ 朱绍维＠

(CD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四川成都 610031;(2)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贵任公司，四川成都 610092)

摘 要：R-test 测量仪是用千五轴数控机床转动轴结构误差测量的专用设备，其标定的准确性和可实施性是
一保证测量精度的重要前题。研究了 种采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的非接触式 R-test 测量仪现场标定

方法。该方法可直接在被测量机床上实施，利用机床直线轴的高精度微量移动完成仪器测量坐标系

和传感器感应平面的标定。在标定完成后，通过样机的现场标定实验和精度验证，验证所提出标定

方法的精度和可实施性。最后证明了该方法可减小 R-test 测量仪在加工装配以及在机床上安装过

程所引入的误差对最终测量精度的影晌，从而提高 R-test 测量仪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关键词：非接触式；R-test;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现场标定

中图分类号：TH70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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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电流传感器的PMSM复合滑模控制
王 润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新乡453000)

一摘 要：为了改善机械结构中PMSM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鲁棒性，研究了 种基千单电流传感器的PMSM

复合滑模控制策略。 设计基千ESO的电流观测器，实现对PMSM相电流的准确重构，简化了系统

的结构，增强了电动机运行可靠性。 设计负载转矩观测器与积分滑模控制构成复合滑模速度控制
器，能够有效跟踪实际负载转矩的变化，提高系统的抗扰能力，采用新型趋近律，改善了系统的动静

态性能。仿真及实验结果证明了系统具有良好控制精度。

关键词：滑模控制；电动机控制；鲁棒性；电流观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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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刀具磨损状态监测
＊

朱 翔 谢 峰 李 楠

（安徽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 要：刀具磨损状况的实时检测是目前机床加工状态监测的难点，而对刀具的振动信号分析的常用方法是

 利用神经网络模型来判断刀具磨损状态。 为解决循环神经网络(RNN)模型训练过程中梯度容易消

亡的现象，提出基千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刀具磨损状态在线监测。 刀具在进行切削加工时，首先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刀具振动信号，然后对振动信号小波包变换进行分解是让信号通过不同的滤

波器进行有条件的选择，由此形成不同的能量值，用作为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特征输入，从而诊断

出刀具磨损状态的3种状态故障；最后利用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模型对处理时间序列的数据有比较

好的效果，它可以捕捉长期的依赖关系和非线性动态变化。 此外，通过与多层(BP)神经网络和

(BP)神经网络故障诊断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LSTM网络对刀具磨损状态在线监测更加有效。

关键词：刀具磨损；加速度；小波包变换；在线监测；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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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件多段式滓火生产线自动化和信患化设计与研究
＊

蒋桂平心 张政泼＠ 潘宇倩＠ 赖显渺心

CCD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广西桂林541213;®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广西桂林541004;®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广西柳州545616)

摘 要：针对中小工件多段式滓火加工的特点，讨论了滓火加工单元的自动化设计思路和方案，可实现送料、

上料、多部位滓火、下料整个过程的全自动化运行；进而讨论了组成生产线的若干个单元的信息化技

术应用，可实现多个单元的集中监控管理功能和计划管理功能。 通过实际设计、研制和生产应用，证

明设计方案有效，实际应用效果好，对类似生产过程装备的自动化、信息化应用设计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中小工件；多段式；滓火；自动化；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TG 155.92; TG6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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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零件制造过程工序脆性源评价方法
＊

向 颖心 何 俊＠ 师治全＠ 徐昭晖＠ 乔 虎＠

（心陕西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21;®西安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21)

一种零件制造过程工序脆性源评价方法。 引入复杂系统理论的摘 要：针对零件制造过程稳定性问题，提出

脆性理论，根据负荷－容量探索零件制造过程脆性现象；根据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从人－机－环境方面

对制造过程中的工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进一步评价分析工序脆性源，构建零件制造过程的人－机

－环境脆性模型，并利用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 (FAHP) 给出工序脆性激发因子的量化方法，从而确

定工序中危险脆性源以及工序加工异常控制点，对零件制造过程的稳定性有所提高。 最后，以某航

空发动机叶片制造过程为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零件制造；工序；脆性；FAHP; 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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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珠丝杠副动态预紧转矩主要影响因素浅析
王兆坦CD 朱继生CD 刘宪银CD 王继坤＠ 张 维＠ 杜 强＠ 郭 峰＠

（心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宁 272071;(2)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100102; ®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滕州 277500)

摘 要：滚珠丝杠副动态预紧转矩是衡量其产品优劣的重要指标，是产品运动手感的数值量化。 滚珠丝杠副

中径误差、螺距误差、滚道粗糙度、预紧力、返向器衔接平滑度等是影响动态预紧转矩变化的主要因

素。 滚珠丝杠副动态预紧转矩的变化，直接影响丝杠副轴向接触刚度、传动效率、噪声、温升、刚度、

使用寿命、精度保持性、可靠性，并最终影响数控机床的结构刚度和产品加工质量。

关键词：滚珠丝杠副；动态预紧转矩；动静刚度；噪声；温升；精度保持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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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爪式卡盘的结构研究与设计
＊

党金行 王桂东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山东济南250031)

摘 要：针对动力卡盘在高速状态下夹持力下降问题，提出了新的摆爪式卡盘结构。 通过建模分析、结构试
验和实体验证，该卡盘在卡紧工件时，卡爪产生的离心力与摇臂离心力反向抵消，高速状态下卡盘夹  
持力不被削弱，反而可以增强。 另外，该卡盘还可以设有卡爪伸缩、中心顶尖以及顶尖浮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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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树型轮槽加工用中曲架整体结构力学分析
张建锋 王东杰 钱 晟 张云龙 吴 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0022)

摘 要：为缓解生产压力，设计了创台铣加工转子纵树型叶根楷用中心架。 为验证设计可靠性，本文采用有
限元软件ANSYS Workbench建立了中心架整体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了静力学分析和有预应力的
模态分析，得到了应力分布、变形情况，以及前六阶固有频率和振型。 结果表明：中心架的刚度、强度
和振动稳定性符合设计要求。

关键词：纵树形轮槽；中心架；预应力；模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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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差分插补原理的前瞻速度控制规划
王政皓 刘 洋 王嘉琦 赵庆志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淄博255000)

摘 要：为解决经济型数控系统加减速控制加工效率低 、 加工速度慢等问题，在差分插补的原理上采用速度

前瞻的控制方式，通过对路径上的速度进行规划，以及轨迹衔接点处的速度进行预测，提前进行加减

速度控制。 通过建立前瞻数学模型，对前瞻速度的变化具体分析，并进行实际加工测试，实验达到了

最初的设计目的，保证了数控系统的加工效率与质量 。

关键词：数控系统；差分插补原理；前瞻策略；加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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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正渐开线投影法螺旋铣球面宏程序的编制
卓良福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广东深圳 518128)

摘 要：球面铣加工有等高铣、平行铣、放射铣和螺旋铣等多种进给模式，其中螺旋铣有走刀平稳、加工面质

量好等优点，应优先采用。 螺旋铣球面的数学模型有多种，本文介绍用平面修正渐开线在球面上的

投影线走刀的模型。 文中提供了用此法铣凸球面的半通用宏程序。 无论用球头刀、环形铣刀或方肩

铣刀来铣凸球面，都可以用这个宏程序作加工。

关键词：修正渐开线；投影；环形铣刀；螺旋铣球面；宏程序

中图分类号：TH162+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19. 10. 033 

点击下载全文

146-149

150-153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TEMP&filename=ZJYC201910040&v=Mjg0MjdlWitSbUZ5dm5Xci9MUHlmU2JiRzRIOWpOcjQ5QlpJ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TE8=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TEMP&filename=ZJYC201910041&v=MDQ1OTExVDNxVHJXTTFGckNVUkxPZVorUm1GeXZuV3JyTVB5ZlNiYkc0SDlqTnI0OUJaWVI4ZVgxTHV4WVM3RGg=


2019年第8期

~~~~~~~~~~~~~~~~~~~~~~~~~~~~~~~~~~~~~~~~~~~~~~~~~~~~~~~~~~~~~~~~~~~~~~~~~~~~~~~~~~~~~~~~~~~~~~

在808DA上文本显示的改善
陈 刚 CD 羌铃铃＠

（心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江苏南京211100;@江苏省苏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南京210013)

摘 要：西门子数控系统SINUMERIK 808DA产品上支持文本显示功能。 但是目前提供的显示方法对于 一

些特殊形状的文本或稀疏文本，当源语言翻译成目标语言时界面显示无法勾勒出源语言所表示的区

域范围。 为了更好地展示文本，对808DA上文本显示方式进行了改进。 例如，改用像素宽度代替字

符个数控制长度，增加文本的对齐方式，文本的旋转，文本的透明显示以及调整文本行间距。 这种新

型的文本显示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展现文本轮廓的变化走向。

关键词：SINUMERIK 808DA; 文本翻译；对齐方式；文本旋转；透明显示；调整行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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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机床、机器人电缆线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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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免费资料，请将 284 号填入读者服务卡。



A002 A030



◆索取免费资料，请将180号填入读者服务卡。
◆索取免费资料，请将116号填入读者服务卡。

国内刊号:CN11-3398/TH 广告登记证号:京密工商广字第0003号 邮发代号:2-636 国外代号:M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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