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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EDITOR'S NOTES

如今，七八月的北京，天气也是善变的。闷热的环境之下，大家渴望的是来几场酣

畅淋漓的大雨，好将这世界好好洗刷一遍。这种心情，有如我们对剩余的2020年的希

冀。防控抗疫、复工复产，第一波、第二波……这些我们都扛过去了，却未料到7月以

来贵州、江西、安徽等地又遭遇了强降雨并导致洪灾，于是全国人民的身心都牵挂着抗

洪救灾去了……在困难面前，个人的力量虽然珍贵但不够强大，唯有众志成城，方能抵

御、打赢这些非常之役。

复工复产的效果如何？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1-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概况，本刊编辑部特整理了部分数据，以飨读者。不管世间如何善变，地球依然在

孜孜不倦地转动；各类不易，但依然不缺亮点。像我们看到的合作、推新等等，都为眼

前带来了一抹抹亮色。

针对行业的热点问题，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每年都组织行业的CEO论坛，今年

受疫情影响，形式改为在线论坛，专家学者围绕着机床工具行业产业链的情况及基础制

造能力，深入探讨如何提升我国机床工具产业基础能力，分析我国机床产业链有哪些短

板，有什么弱项，并提出一些如何改进和提升的建议。

本期技术主要为热加工技术，该技术属于先进制造技术，涉及到了工艺和材料等内

容。一些新工艺、新技术及新设备研发成功并在生产中获得应用，有效提升产品的质量

和附加值，提高了制造水平。因此本刊编辑部特邀山东大学教授李亚江为我们详细解读

热加工技术所涵盖的内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并甄选了几篇技术文章，呈现给读者，共

同探讨。

更多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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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报道主题

第1期 特种加工技术

第2期 机床可靠性

第3期 复合加工技术

第4期 智能制造

第5期 模具加工技术

第6期 工业机器人

第7期 刀具应用技术

第8期 热加工技术

第9期 航空航天相关技术

第10期 增材制造

第11期 工业软件

第12期 绿色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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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焊接焊缝显微组织磁光成像研究

＊

王春草 高向东 张艳喜 游德勇 张南峰

（广东工业大学广东省焊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006)

摘 要：针对焊缝显微组织对焊件质量影响问题，对激光焊接焊件不同区域的焊缝显微组织特征进行研究，
一对不同焊接试验参数下的焊缝成形差异进行分析，提出了 种焊缝显微组织磁光成像检测方法，采

用低碳钢平板对接焊，试验共分为4组，将焊缝显微组织磁光图像与扫描电镜图像相结合，分析恒定

磁场下不同区域焊接接头的显微组织磁光成像差异和焊缝的晶粒组成及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在磁

光图像中焊件焊缝可以分为熔合区、热影响区和母材区，且这3个区域的晶粒组成、大小及形态有明

显的差异，恒定磁场下焊缝磁光图的颜色、亮度及灰度值反映了焊缝的成形质量。

关键词：激光焊接；磁光成像；焊接接头

中图分类号：TG40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08.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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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P神经网络的氢氧微火焰锡焊

工艺参数优化研究
＊

曾钧生 心 罗一星 © 刘燕坡CD 闰鑫鑫CD 刘 威 心 杜建铭 心

（心深圳大学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广东深圳518060;@深圳技术大学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广东深圳518118)

摘 要：为解决氢氧微火焰锡焊工艺参数影响焊接质量的问题，使用正交试验法缩小工艺参数范围，通过实
验获得100组真实数据，将其中 92组实验数据作为输入样本导入MATLAB神经网络模块中，建立
了锡焊质量指标与锡焊工艺参数之间的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经过多次优化训练后，将剩余的8

组工艺参数组合导入优化后的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模型准确性验证，井在PCB板上进行氢氧微
火焰锡焊实验，发现仿真结果和实际结果的误差范围不超过 4%。 使用训练好的BP神经网络模型
得到 一组最优工艺参数，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该工艺参数组可以得到平均焊点锡料覆盖率98%以上
的焊点质量，可应用千实际氢氧微火焰自动锡焊中。

关键词：氢氧微火焰锡焊； BP神经网络；正交试验；参数优化 
中图分类号： TP183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08. 003 

点击下载全文

大型钦合金拼焊蒙皮整体化等温热成形工艺研究

＊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艺研究所，辽宁沈阳110850)

摘 要：将钦合金拼焊蒙皮组合件作为 一个大型零件直接进行一次等温热成形，替代原有的多次热成形和焊

接流程。 开发了适用千大型模具制造的新型耐热铸钢材料XZ19-4N, 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和

抗高温氧化性，各项性能指标优千现行技术要求。 设计了整体成形工装，采用工艺过程模拟仿真分

析技术预判成形质量，减少了实验成本和误差，形成了钦合金整体化等温热成形方法，实现了超大型

钦合金蒙皮的无焊缝整体成形。

关键词：钦合金；拼焊；蒙皮；模具材料；整体化

中图分类号：TG3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08.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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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头刀铣削TC17的表面完整性测试实验研究

韩康宁心 徐汝锋心 李 勋＠

（心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淄博 25500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利用球头刀铣削钦合金 TC17, 对其试件加工表面完整性测试开展实验研究。 通过球头刀铣削实验

和表面完整性测试实验结果可知，在给定的实验条件下，表面粗糙度 Ra 随着每齿进给量 fz 的增大

而增大，而线速度 Ve 对表面粗糙度 Ra 和表面微观形貌影响不显著。 同时，球头刀铣削钦合金 TC17

的加工表面均呈残余压应力状态，其变化范围在-250--450 MPa; 加工表面显微硬度和残余压应力

随着线速度 Ve 的增大而减小，随着每齿进给量 fz 的增大而增大，其主要原因是随着线速度 Ve 的增

大、每齿进给量 fz 的减小，铣削加工表面的塑性变形层厚度逐渐减小。

关键词：表面完整性；钦合金；TC17; 铣削；球头刀；塑性变形

中图分类号： TG5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08. 005 

＊

基于内置传感器的数控机床多轴联动精度检测方法

李 杰 陶文坚 陈鑫进 蒋云峰 李连玉 李 勇

（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贵任公司，四川成都610092)

摘 要：多轴联动精度是评价机床性能的核心指标，针对传统数控机床多轴联动精度检测存在的占机时间

长、频次低、离线检测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千内置传感器的数控机床精度快速检测方法。 首先建立

了机床的误差模型，然后基千数控机床伺服控制原理采集了机床运行S试件轨迹时各轴的插补器、

编码器、光栅尺等位置数据，并将位置数据输入机床误差模型得到刀尖点轨迹误差，实现了机床多轴

联动精度的检测，最后通过检测机床切削S试件的轮廓精度，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为机床多轴联

动精度快速检测提供了重要途经。

关键词：内置传感器；数据采集；数控机床；多轴联动精度检测

中图分类号：TH161.5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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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金属构件激光选区熔化成形设备设计

＊

刘旭东囥） 孙年俊麟戏 巩水利心

（心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北京100024;@复杂构件数控加工工艺及装

备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24;®数字化制造技术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24)

摘 要：激光选区熔化成形技术发展迅速，用千大尺寸复杂金属构件整体成形的激光选区熔化成形设备的需

求增加，其结构形式的选择需要结合大尺寸零件及成形基板的装卸以及激光选区熔化成形技术的工

艺特性综合考虑。 阐述了一种大型金属构件激光选区熔化成形设备的设计思路，提出了该设备的结

构方案，叙述了该设备结构的各功能部件组成及设计要点。

关键词：激光增材制造；激光选区熔化；设备；双工位；设计；大尺寸金属构件

中图分类号：TH659 文献标识码：B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08. 007  

基于FMECA与FTA的数控磨床冷却系统可靠性分析

＊

范晋伟CD 薛良良CD 潘 日 CD 李伟华＠

（心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学院，北京100124;®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北京102444)

摘 要：冷却系统是数控磨床的关键子系统，其可靠性高低对数控磨床的加工质量和效率有重要影响。 以北

京第二机床厂生产的某系列数控磨床为研究对象，对冷却系统进行可靠性分析。 首先对采集到的故

障数据进行FMECA分析，算出冷却系统对数控磨床的危害度。再对冷却系统进行FTA分析，求解

出最小割集，找到故障发生的原因。 为提高数控磨床的可靠性，针对故障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

案，并运用到了实际的改进设计中。

关键词：冷却系统；可靠性分析；FMECA;FTA 

中图分类号： TH1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0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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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床身结构螺栓连接参数修正

＊

孙 波 尚福英 张鸿富 赵玉清

（云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云南昆明650201)

摘 要：以机床床身为研究对象，采用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地脚螺栓固定下三维模型开展模态分析，同时针

对已完成产品的试制床身开展模态试验。通过对比试验模态和仿真模态的偏差，并以仿真－试验模态固

有频率及模态振型偏差量为目标，将地脚螺栓等效弹簧刚度作为修正参数，开展动力学模型修正。 结果表

明，床身－弹簧约束模型反映出弹簧刚度影响着床身的动态特性，修正后的仿真模型能够较好预测床身与

地脚螺栓连接的动态性能，为高性能机床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模态分析；连接刚度；频率；振型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08. 009 

串联机构质量配置方法研究

＊

苏 芳CD 王晨升囥） 梁宝英CD 赵 聪＠

CCD山西大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山西 大同037003;(2)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天津300350;
＠山西大同大学建筑与测绘工程学院，山西 大同037003)

摘 要：为实现串联机械结构质量的优化配置，以三自由度系统为例开展串联机构质量分配方法研究。 首
先，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在保持刚度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察不同质量分配结果对系统首阶固有
频率的影响。然后，以此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敏感性分析和直线拟合方法，开展系统质量块质量对
系统动刚度和末端执行器运动精度的影响规律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基千系统总质量
上限和系统首阶固有频率下限的两种质量优化配置方法。 结果显示，系统质量块质量与系统动态特
性紧密相关，系统总质量比与系统动刚度成正比关系，该比值可用千串联机构设计初始阶段的质量
分配和设计后期的轻量化，亦可作为串联机构结构件质量分配合理性和动态特性的评价指标。

关键词：串联机构；质量分配；动力学；质量比；动刚度
中图分类号：TH113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 08.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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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8 期

数控机床切削力误差研究方法探讨

＊

刘焕牢心 苏妙静心 刘 璨小 李小力＠
（心广东海洋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广东湛江 524088;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数控机床的动态综合误差补偿是当前研究的尖端和热门领域。 切削力导致的机床运行轨迹误差是

机床动态综合误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强力、高效切削方式的推进和难加工材料的广泛使用，切削

力数值增大，尤其对千高、精加工来说，对切削力误差的预防和补偿显得尤为重要。在分析国内外切

削力误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分析传动链误差传递／多信号提取等研究方法，从而获得切削过

程切削力和机床误差映射规律的方法；为切削力误差动态特性研究和切削力误差的测量和补偿提出

了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数控机床；误差测量；切削力误差；信号处理 

中图分类号：TG695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08.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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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柔性制造线的机器人上下料系统仿真设计

李小忠 高 艳

（扬州市职业大学，江苏扬州225009)

摘 要：针对企业提出的电机轴柔性化制造需求，利用计算机虚拟仿真技术设计了机器人上下料系统，包括
设备模型的创建与布局、设备之间的通信、机器人离线编程，实现了电机轴生产过程中机器人上下料
的仿真模拟。仿真结果表明，通过改变 TCP 速度，可优化柔性制造线的生产节拍，相比人工作业，生
产效率至少可以提高 20%。该机器人上下料系统可作为验证柔性制造线方案的试验平台，对降低
企业投资风险、提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工业机器人；柔性制造线；上下料系统；虚拟仿真
中图分类号：TP242.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 /j. cnki. 1005-2402. 2020. 08. 012 

基于旋量理论的六自由度机械臂逆解算法

＊

李宪华心 吕 磊心 张雷刚＠ 宋 韬＠

（心安徽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安徽淮南232001;@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上海200444)

摘 要：机器人求逆解过程中主要采用D-H参数法和旋量法来建立机器人运动学模型。D-H参数法机器

人运动学分析中应用较多，但由千D-H参数法需要在每个关节处建立坐标系，因此建模过程较为

繁琐。 旋量法中机器人各连杆坐标系相对千底座建立，建模较为方便并且几何意义更明确。 基千旋

量理论建立的机器人运动学模型，其逆解一 般采用Paden-Kahan子问题方法进行求解。针对6R

模块化机械臂，该机械臂后3个关节轴线相交千一点，基千旋量理论建立机械臂的运动学模型，利用

几何关系与Paden-Kahan子问题，对该机械臂进行了逆运动学求解，得到了该机械臂的解析解。

利用Matlab编制运动学算法程序，验证了逆解算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逆解；旋量理论；几何方法；Paden-Kahan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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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模结构设计
谭德宁 万志远 吕 静 李 永 刘 耀

（山东华宇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山东德州 253034)

摘 要：通过对镂模结构的分析，提出了镂模的设计方法。 重点分析了镂模、镂杆和镂刀的结构，尤其是镂模
的定位和夹紧。 阐述了错杆的几种典型定位方式，详细论证了端面销刀如何保证垂直度。 通过以上

研究，可以提高床头箱体或进给箱体的镂孔精度，避免齿轮轴的歪斜，降低了齿轮嗤合的噪声，具有
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镂模；镂杆；端面销刀
中图分类号：TG548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 08. 014  

激光熔化沉积制备核电级Z2CN19-10N不锈钢构件
＊

组织与力学性能研究
王庆田囥心 刘正武 (2)® 李 燕心 王 江 (2)® 郝云波(2)® 李 浩少 赵 凯 (2)®

（心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反应堆系统设计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610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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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激光熔化沉积技术制备核电级Z2CN19-10 N奥氏体不锈钢板，利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技
术，对沉积态及热处理态组织进行分析，测试沉积态及热处理态试样室温拉伸性能。 结果表明：激光
熔化沉积Z2CN19-10 N不锈钢沉积态组织由沿沉积增高方向贯穿多层外延生长的柱状晶组成，柱
状晶内包含多个细长整齐排列的树枝晶，奥氏体基体上分布着大量沿沉积增高方向排列的残余铁素
体；固溶处理后残余铁素体消除，奥氏体基体上析出大量碳化物。Z2CN19-10N奥氏体不锈钢沉积
态组织具有良好的室温拉伸性能，抗拉强度达539MPa, 屈服强度264MPa, 延伸率54 %, 达到锻件
水平。

关键词：Z2CN19-10N不锈钢；激光熔化沉积；显微组织；拉伸性能
中图分类号： TG142.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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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基复合材料专用ELID磨削液的开发
关佳亮 张龙月 杨 洋 刘书君

（北京工业大学先进制造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24)

摘 要：铝基复合材料加工过程中铝基体易软化涂抹产生积屑瘤，存在砂轮严重堵塞、刀具磨损严重、加工表

面质量低和加工精度低等加工难题。在研发的已有塑性材料和硬脆材料 ELID 磨削液基础上，根据

铝基复合材料的机械加工性能，开发适合铝基复合材料磨削特点的专用 ELID 磨削液，既能使金属

结合结砂轮中的金属和粘附在砂轮表面的铝基磨屑电解去除达到修锐砂轮的作用，又能在被加工铝

基材料表面上形成 一层抗腐蚀氧化膜减少划伤，减小其残余加工应力，提高其加工质量和加工精度，

实现铝基复合材料的精密磨削加工。实验结果证明：采用该磨削液磨削体积分数 6 0%的铝基碳化

硅复合材料，表面粗糙度 Ra 可达 0.0 9 8µm, 比采用普通磨削液的粗糙度减小了 0.016µm。

关键词：铝基复合材料；专用 ELID 磨削液；表面粗糙度；电解质

中图分类号：TG5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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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变形组件法中组件数对拓扑结构优化的影响

＊

李 鹏 杜艺博 彭嘉潮 刘根柱

（华东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 要：可移动变形组件法因具有设计变量少、可显式表达结构几何参数等优点，现已广泛被应用于工程结

构的拓扑优化设计中。针对可移动变形组件法中组件数目对拓扑结构优化的影响，基千可移动变形

组件框架，利用有限元分析和灵敏度分析求解设计域的结构场，以移动渐近线法更新设计变量，以体

积为约束函数，以结构柔度最小为目标函数，研究了不同组件数目对特定受力条件下短板算例的拓

扑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组件数目从6个增加至20个时，目标函数值相应减小，拓扑结构

轮廓更为光滑、细节更加突出；然而其拓扑优化结构的复杂程度相应增加、优化耗时增加。研究结果

为实际拓扑优化中合理选择组件数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可移动变形组件法；有限元分析；灵敏度分析；拓扑优化

中图分类号：TH1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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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固定结合面动态特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徐卫彦囥） 张海英囥）

CCD青岛滨海学院山东省高等学校机电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山东青岛266555;

＠青岛滨海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山东青岛266555)

摘 要：通过扫频和脉冲激励实验方法研究螺栓固定结合面动力学行为，研究预紧力和外载荷力等因素对螺

栓固定结合面振动传递特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螺栓连接结构的动力学特性直接受到预紧力和

外载荷的影响，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非线性。 同时，讨论公称直径、螺栓数目等设计参数对螺栓连接

力学特性的影响，将焊接连接方式和螺栓连接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

关键词：螺栓固定结合面；动态特性；预紧力；外载荷

中图分类号：TH1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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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1200-VJ码跺机器人低能耗轨迹优化

＊

贺 莹仅》 梅江平© 孙玉德霍} 臧家烤＠ 方志烤饭P
（心天津大学仁爱学院机械工程系，天津301636;(2)天津大学机构理论与装备设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50;® 北京翰宁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100070;@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0009)

摘 要：研究了MD1200-YJ型码堍机器人末端” 门 ” 字型轨迹工况下的低能耗轨迹优化问题 。 首先，建立

门

了考虑弹簧力矩的码堍机器人逆动力学模型，进而建立其能耗模型 。 其次，针对码堍机器人末端
“ ” 字型轨迹的典型工况，采用SNURBS插值函数进行关节空间下的轨迹规划 。 再次，基千加权系

数法，建立了由平均能耗最小和跃度绝对值峰值最小构成的综合优化目标函数，以末端轨迹分段时

间为设计变量，以总时间不变以及关节电机额定参数为约束条件，运用遗传算法进行求解 。 最后，比

较优化前后码堍机器人的关节能耗和跃度指标，验证了优化方法的有效性 。

关键词：码堍机器人；低能耗；跃度；“ 门 ” 字型轨迹；关节空间；轨迹优化

中图分类号：TH112, TP24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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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车床非标准摸数直齿圆柱齿轮破损修复
金朝辉 孙海涛 张忠玉 冯宝珠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2)

摘 要：进口车床的非标准模数直齿圆柱齿轮发生破损故障时，对该齿轮的结构参数进行标准化转换计算，
生成符合中国标准模数系列的齿轮结构，对齿轮材质也进行了相应的国产化替代，基千国内现有的

机械加工条件，实现了齿轮新制，修复了设备。

关键词：直齿圆柱齿轮；非标准模数；标准化；材质替代；国产化 
中图分类号：TH17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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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螺旋升角多头梯形螺纹加工方法探讨
游 娜” 段树军霍} 吴小雄囥） 张宏桥囥） 闰 静囥） 惠坤亮囥）

(CD国家油气钻井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宝鸡721002;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宝鸡721002;®西南石油大学，四川成都610500)

摘 要：为解决某产品的大螺旋升角多头梯形螺纹加工的技术难题，就几种加工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通过

优选加工方法，并使用为此设计的专用辅助工具，完成了大螺旋升角多头梯形螺纹的加工，对使用相

同方法加工的内、外螺纹进行配合及功能试验，验证了加工的多头螺纹可以达到设计要求。

关键词：螺旋升角；多头梯形螺纹；大导程；螺纹铣削 

中图分类号：TGSS0.63+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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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研磨75
°

梯形开槽永磁极研究
＊

崔运涛 张桂香 崔同磊 姜林志 滕 潇 朱培鑫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摘 要：在磁力光整加工中，永磁极研磨面的开槽形状是影响光整质量的重要因素之 － 。 以30 ° 为开槽角度
跨度，以牌号为N35的钦铁砸材料为永磁极主体，结合多种几何形状开槽来模拟仿真磁场强度与留

存几何面棱角角度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磁场强度值随开槽后留存几何面棱角角度的减小而增大，
在棱边集中的尖角处取得最大值，以及磁场强度值越高其对应面积越小。 在此结论下，设计出75°

梯形开槽永磁极，其理论磁场强度达到1.2-1.4 T。 相同参数下，对比目前90 ° 矩形开槽磁极进行表
磁测试及研磨S31603不锈钢板试验，结果表明：75° 梯形开槽磁极表磁强度相对提高0.2-0.3 T, 达
到1.298 1 T, 研磨效率相对提高约20%。

关键词：磁场仿真；永磁极设计；75° 梯形开槽；表磁检测；磁力研磨

中图分类号：TH1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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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薄壁特征微细铣削试验研究
＊

高希坤 程 祥 李 阳 郑光明 徐汝锋 刘焕宝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淄博255000)

摘 要：曲面薄壁零件在微电极及微型涡轮等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应用，为了保证其加工质量，针对曲面薄
壁特征进行了微细铣削试验研究，探究关键铣削参数每齿进给量f,、轴向切深aP、径向切深a. 及主
轴转速n对表面粗糙度Ra、尺寸误差aw 及毛刺宽度h的影响规律，基千综合平衡法，优化获得最优
铣削参数。研究结果表明，对Ra、人及h影响最大的因素分别为nJ,..,ap ; 变轴向切深加工工艺能够
抑制毛刺的形成，获得较好的加工质量。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为提高加工效率，可以在加工过程中适
当采用较大的a.值及f,值。

关键词：微细铣削；曲面薄壁特征；尺寸误差；表面粗糙度；毛刺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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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增材制造的油路块孔系设计及流态分析
＊

陈 健 张 兵 王存堂 潘湘强

（江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摘 要：增材制造技术以其独有的优势克服了传统油路块加工方法的局限，为油路块的加工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解决思路。 分别建立了传统工艺孔道 、斜孔道与样条曲线的孔道结构，并利用fluent流体分析软

件对三种内部孔道结构下的流体压力分布 、 速度分布与湍流能进行了仿真，结果表明：采用斜孔与样

条曲线孔道结构的液体流动的压力分布 、流速变化 、湍流能均优千传统工艺孔道，且采用样条曲线的

孔道结构湍流能均小千传统工艺孔道与斜孔道，相对流动性能较好 。

关键词：增材制造；油路块；fluent; 流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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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FANUC FOCAS的大型精密工件
＊

在线测量与监控系统设计

高罗卿心 冒益海＠ 王晓峰＠ 庄源昌＠

CCD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213164;®常州数控技术研究所，江苏常州213164)

摘 要：针对大中型精密工件在自动线加工过程中，存在对位搬运困难，加工精度要求高，出现加工缺陷时修

复困难、损失大等问题，利用 Renishaw 的 OMP60 测头和对刀仪，结合 FANUC 的 FOCAS 软件库，
一套在线位置找正、尺通过 C#编写机床实时采集和监控软件，配合数控系统 G 代码和宏指令，构建

寸测量和刀具监控系统，实现工件的对位位置的自动找正和刀具破损的在线监控，保证了工件的加

工质量，满足了自动线上大中型精密工件的自动加工需求。

关键词： FANUC; FOCAS; Renishaw; 在线测量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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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滚子接触疲劳寿命试验机的设计与验证
＊

周岩松心 汪 涛心 邹 琦心 曾宋文＠ 邵芳芳＠

（心淉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河南淉河 462000;®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浙江中天纺检测有限公司，浙江嘉兴 314400)

摘 要：结合生产需求，研制了评价不同轴承滚子的接触疲劳寿命试验机。 该试验机采用三点接触传动及加

载方式，由计算机自动控制液压比例加载和变频调速，从而实现对不同直径、不同曲线类型的滚子进

行接触疲劳寿命试验，设计滚子直径为 15-30mm, 最高转速为 15 000 r/min; 试验载荷范围为 2-25

kN。选取了两种已知的不同曲线类型的滚子进行实验，通过对 100min 和 100 h 实验数据分析，验

证了试验机的科学性，为下一步的滚子设计和工艺改进，提供了新的实验手段。

关键词：滚子；超高速；接触疲劳寿命；滚子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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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刹车盘孔组位置度的组合检测
郭建东心 黄晓光心 崔丽娟＠

CCD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秦皇岛066000;®燕山大学，河北秦皇岛066000)

摘 要：刹车盘孔组位置度是重要的检测项目。 由千涉及多个被测要素，所要求测量特征的分布位置及复杂

程度也不相同，因此难以采用同一种方案实现对上述所有特征的测量。 首先阐述了检测标准的制定

依据，并针对刹车盘孔组所需要测量的每一种特征，设计了CCD图像处理系统和接触式位移传感

器相组合的测量方案，并对设备结构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孔组位置度；检测标准；CCD图像处理系统；接触式位移传感器

中图分类号：TH12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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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SO优化NC代码的五轴数控机床

几何误差补偿方法
＊

余文利 CD 邓小雷 (2)® 谢长雄＠ 王建臣 ＠

（心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浙江衢州324000;@衢州学院浙江省空气动力装备技术重点

实验室，浙江衢州324000;® 浙江永力达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衢州324000 )

摘 要：提出 一种基千粒子群优化(particleswarm optimization, PSO)算法的数控机床几何误差补偿方法，

通过对工件NC代码进行优化来提高数控机床精度。 首先，通过对测量误差数据进行拟合，建立每

个轴的基本误差项的优化多项式，根据误差定义将多项式常数项设为0, 通过F检验来确定最佳多

项式拟合阶数。 其次，利用机床的正和逆运动学建立刀具位姿与NC代码之间的双向转换，通过

SmartCNCSOO—DRTD五轴机床的后置处理器生成NC代码，将理想NC代码的刀具位姿引入几何

误差模型建立数学表达式。 最后，提出 一 种基千PSO算法的NC代码优化方法，将粒子定义为刀具

位姿，初始粒子围绕理想刀具位姿生成，改进粒子移动方法以避免局部最优。 工件切削实验表明该

方法能够得到较优的NC代码，提高了机床的加工精度，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五轴数控机床；几何误差；参数化模型；粒子群优化；误差补偿

中图分类号：TH12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 1005-2402. 2020. 08. 028 

点击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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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33

134-141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08029&dbname=CJFDLAST202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08030&dbname=CJFDLA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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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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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合金TC25铣削表面粗糙度预测模型研究
＊

马 尧 岳 源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航空工程学院，四川广汉618307)

摘 要 ：TC25钦合金具有良好的高温强度和热稳定性，是制造航空发动机的理想材料。 表面粗糙度是衡量

钦合金零件表面加工质量的重要指标。 基千正交试验数据，采用极差分析探究各铣削参数对铣削

表面粗糙度的影响程度与影响规律。影响表面粗糙度的铣削参数的主次顺序为：每齿进给量fz>主

轴转速n>轴向切深a
P

>径向切深ae。 空列极差R=0.026,小千各因素极差值，说明各因素对指标均

有较大影响且水平选择合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钦合金TC25铣削表面粗糙度预测模

型。对预测模型进行了显著性检验，F=21.547 3>F(4,11}, 说明模型高度显著。 通过加工验证试

验，证明了切削参数A3B 1 C1D1为最优组合。验证试验的预测误差为1.2%-8.1%,证明预测模型具

有较高的精度。

关键词：TC25钦合金；正交试验；多元线性回归；粗糙度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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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etri网的数控机床智能制造工厂调度摸型与分析
＊

王 庆 胥 云 廖映华 任少波 张 韬

（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四川宜宾 644000)

摘 要：以 Petri 理论为基础，定义数控机床智能制造工厂通用实体的模板类，再分析工艺流程得出零件物

流加工过程的信息流图。 以信息流图为基础对模板类进行组装。 完成数控机床智能制造工厂调度      

模型的建模。 对模型结合实际生产线进行实验优化。

关键词：Petri;FMS; 生产线；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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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机床调整和工件批量加工的车间调度问题摸型研究
＊

单东日 心 王玉伟＠ 高立营＠ 童 灿©

CCD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山东济南250353;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山东济南250353)

摘 要：针对工件品种多、工序复杂，机床在批量同种工序首件加工前需进行调整等问题，研究出一种以机床
总能耗最小和工件的最大完工时间最小为优化目标的生产调度模型。使用遗传算法对提出的模型
进行快速精确求解。运用Matlab软件平台对实际案例进行仿真，将新旧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对
比，结果表明建立的模型是有效和实用的，能更有效地指导实际生产。

关键词：柔性作业车间调度模型；能耗；完工时间；遗传算法
中图分类号：TH166, TH18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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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式QSD性能及切屑根部绝热剪切带实验研究
＊

庆振华CD® 杨海东CD 郭晓磊 ＠ 宋奎晶 CD 李树安 ©

（心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合肥230009;(2)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16;

＠江苏保龙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淉阳213300)

摘 要：研究一种弹簧式快速落刀装置的工作性能，用该装置获取切屑根部试样，考察锯齿形切屑绝热剪切

带。使用高速相机记录弹簧式快速落刀装置刀杆的运动轨迹，计算刀杆端点初始速度、加速度；分析

落刀实验过程中工件转动与刀具进给运动的影响，定性讨论金属变形惯性的影响；在普通车床上对

盘状试样进行直角自由切削方式的快速落刀实验，得到锯齿形切屑根部，制成金相标本，研究切削区

绝热剪切带。 该弹簧式快速落刀装置可替代爆炸式快速落刀装置，能有效地获取一定切削速度、切

削层厚度条件下的切屑根部试样。

关键词：弹簧式快速落刀装置；切屑根部；绝热剪切带

中图分类号：TG50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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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形滚轮导轨运动副的应用受力分析与寿命计算
陈 星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36)

摘 要：对70 °和90 °v形导轨和滚轮承载体组成的运动副从结构（单轨双沿、双轨单沿导轨，矩形、三角形、
梯形、圆弧形滚轮承载体，直线、环形、小半经、不规则线性轨道）以及应用方式进行介绍说明，并对

四轮滚轮承载体在单轨双沿导轨上应用进行受力分析和寿命计算，验证V形滚轮导轨运动副在生
产实践中影响其使用寿命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滚轮；导轨；受力分析；寿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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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滚子磨加工联线装置改进研究
＊

卢晓光心 吴 桐＠ 王江山心

(CD瓦房店轴承集团公司铁路滚子工厂，辽宁瓦房店116300;®大连东软信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辽宁大连110023)

摘 要为了提高圆锥滚子生产线产品质量及产量，提出了生产线传送带4项改进措施，并在实际生产中验
证了有效性。

关键词：圆锥滚子；联线装置；合金支点；尼龙压轮；铝合金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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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效加工的大扭矩双摆角铣头设计研究
＊

王海涛 金 辉 马 岩 李初哗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北京100024)

摘 要：根据五轴数控加工中心对千钦合金高效加工工艺需求，结合加工特点和使用条件，合理确定大扭矩
双摆角铣头的各项技术指标，在此基础上，完成核心部件铣头的整体结构设计。 设计过程中利用有

限元软件，进行相关的结构优化和分析计算，为大扭矩双摆角铣头的设计、改进和制造提供理论依据
和参考，满足高效、高精及高稳定性铣头部件的应用需求。

关键词：大扭矩双摆角铣头；技术参数；结构设计；优化计算；高效加工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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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机盘车底座基准面铣削变形的仿真分析与研究
廖 静 李小江 郝娇山 刘柏蚚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调节阀研究所，重庆 400700)

摘 要：基千盘车底座基准面的铣削工序，建立了装夹和加工受力模型，计算了铣削力值。 采用了有限元仿

真方法，分别建立了装夹仿真模型和加工仿真模型，对基准面的受力变形进行了仿真分析。 采用了

工艺试验方法，对相同工况下的仿真结果进行了验证。分析表明：装夹时，千斤顶的使用可以有效减

小重力对盘车底座变形的影响，千斤顶在位置＠处施加 4 OOON 力（图 6)' 变形量最大减小 85 %; 仿

真中基准面最大变形值为 0.010 915 mm; 试验中基准面的最大变形量为 0.02mm, 均小千基准面平

行度要求 0.04mm 。

关键词：汽轮机；盘车；仿真；铣削

中图分类号：TH16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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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连接螺栓孔、大小头孔加工专用机床设计
柳跃雷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维修系，上海 200232)

摘 要针对汽车用发动机连杆螺栓孔、大小头孔现有加工工艺存在生产效率、合格率低以及加工精度不够等

问题，在分析传统工艺及装备优劣的基础上，采用工序集中原则，将螺栓孔、大小头孔的粗精加工集中

千一道工序，提出了一次装夹，多工件、多工位、多刀粗精复合加工的全新工艺方案。根据工序内容特

点确定了连杆盖朝外的卧式加工姿态，进而确定了在床身正中设置圆型数控转台，其上设置 5 个工位，

每个工位装夹 3 副工件，工位 2 和 4 完成螺栓孔加工，工位 3 和 5 完成大小头孔加工，工位1 完成上下

料的整体布局方案。最后根据整体方案详细设计了专用夹具及专用主轴箱结构。 实际生产表明：专用

设备年生产纲领在100 万件左右，合格率在 99.9%以上，各项精度均达到或超过技术要求。

关键词：连杆；工序集中；专用夹具；专用主轴箱；专用机床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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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涡轮增压器衬套压装振动机理分析与

压力曲线平滑处理
＊

许海波 曹家勇 吕文壮 李 娜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上海201418)

摘 要：涡轮增压器阀芯孔衬套压装的位移压力曲线是对压装质量判定的重要依据。 现有压装设备的压力

曲线是将采集到的数据不经处理直接绘制而成，然而压装过程会受到非线性摩擦和压力传动链弹性

双重影响，容易产生压入过程的非线性振动问题，从而给产品质量监测带来困难，造成误报废，导致

生产成本提高。介绍了汽车涡轮增压器衬套压装机基本结构原理，分析了现场采集到的压装过程压

力振动曲线，进 一 步对衬套压入过程进行动力学建模，分析导致压装过程振动的理论机理，给出了抑

制振动的措施。经仿真与现场应用，表明该算法与改善措施对于提高压装曲线平滑性与压装质量判

定的准确性具有明显的效果。

关键词：涡轮增压器；压装；振动机理；最小二乘法；位移压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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