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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EDITOR'S NOTES

纷纷攘攘的2020年过去了，各类考验历经整整一年——当我们再遇到这些考验的

时候，已经变得淡定从容多了。我们对未来，总有或浪漫或美好的期望，都说一扬一

抑，一张一弛，有了2020年的参照，于是2021顺其自然就变得更为令人憧憬了。

不过憧憬归憧憬，南来北往，我们都不能辜负当下的方向。2020年是我国“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对于机床行业而言，今年甚少

有盛会举办，尤其是线下。为此，4位院士领衔、300多人参会的2020年机床装备高质

量发展论坛的举办，也着实让大家好好消化了一番。在机床杂志社社长梁玉看来，这场

盛会为中国机床的十年大考交出了一份答卷。

标准化对企业和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金属切削机床和工业机械电气两

个标委会不断取得突破，主导制定了我国机床工具行业首项IEC和ISO国际标准，在国

际标准化方面常传佳绩。为此，两个标委会在2020年12月于温州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

议和数字化研讨会。

本期的技术主题是“关键基础零部件”。基础零部件是装备制造业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重大装备和主机产品的性能、水平、质量和可靠性。我国机床

工具行业在过去曾经走了一条“弯路”——重主机，轻配套。时移世易，如今大家都意

识到了基础零部件的重要性，齐头并进才不会头重脚轻。为此，本期专家导读，我们有

幸约到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汪爱清，从这位从业几十年的“老

兵”的导读上汲取真知灼见。

农历新年伊始，本期还增加了“新年寄语”，机床工具行业各家企业都借本刊这

座平台向我们的广大的读者、作者们发出诚挚的问候和对新年的期许。2021年，机床

杂志社与您一起，再度扬帆起航！

本刊编辑部

关注微信  更多精彩

《制造技术与机床》月刊

2021年报道主题

第1期 关键基础零部件

第2期 机床可靠性

第3期 精密加工及检测技术

第4期 智能制造

第5期 模具及相关技术

第6期 增材制造

第7期 特种材料及加工技术

第8期 工业机器人

第9期 汽车零部件制造技术

第10期 热加工技术

第11期 工业软件

第12期 可持续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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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 我谨代表广东凯特公司， 向机床行业同仁致以新

春祝福。

广东凯特将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提供优质滚动功能部件，

助力机床行业发展壮大。

让我们携手逐梦， 共同推进制造业发展。

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美玲

亲爱的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用户、 合作伙伴及各位同仁：

值此新年之际， 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感谢您— 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北

京市电加工所成立伊始，一直从事电火花加工技术的研究， 并生产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装备， 在特种加工行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风正济时， 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还需策马扬鞭。后疫情时代， 我

们将以更优的产品和技术， 为您提供完整的电火花加工技术解决方案l

庚子将逝，岁序更新。

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
副所长郭建梅

在不平凡的 2020年里，大家共同抗击新冠疫清， 共同促进经济复苏， 在

行业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装备制造业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云。

2021年是
“

十四五
”

规划的开局之年。超同步将继续致力千智能伺服系统、

精密功能部件、 离端智能装备的研发与制造， 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 共

同促进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为实现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新的—年，让我们心手相牵，祝福彼此， 共创美好明天I

超同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庞建军

2020年已成过往，国产数控产业在这—年中逆势爬坡，进展有目共睹。

工业物联网的发展加速了数控设备企业数字化的转型升级， 这—年来， 维宏

股份深入数控设备各行业的应用落地， 助力金属切削、3C制造、 家居装饰

等行业转型实践。

2021年路在延伸，
“

生态
”

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

协同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维宏也将进—步开拓自己的
“

朋友圈
”

， 持续深

入与广大数控同仁推动生态互联， 并不断创新赋能、 加速数控机械行业数字

化的智能化进程， 共创共顾。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推广部经理张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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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工具产业， 任重道远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毛予锋在报告中

对当前机床工具行业市场情况进行了介绍以及专业分析，

并对行业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他首先介绍了目前全球及

中国机床工具市场格局， 从机床产出、 市场消费等几个方

面对近10 -20年的数据进行对比， 并重点介绍了2020

年中国大陆、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金属加工机床 进出口情况。

据毛予锋常务副理事长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

1-10月，中国机床工具行业营业收入为5394亿元，

其中金属切削机床行业营业收入为 825亿元， 金属成形

机床行业营业收入为484亿元；利润总额为336 亿元，

其中金属切削机床利润总额为37. 8 亿元， 金属成形机

床机床利润总额为24.9 亿元。 机床协会重点联系企业

1-10月新增订单同比增长， 其中金属切削机床同比增长

14.3%, 金属成形机床同比增长16%。

毛予锋常务副理事长对2020-2021年中国机床工具

行业运行形势进行了研判， 预计2020年机床工具行业

全年主要经济指标有望与上年持平， 其中利润总额增长

5%-10%。2021年， 按照正常发展趋势， 机床工具行业

应呈平稳恢复性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标有望实现正增长，

但国际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清的不确定性， 可能对行业的发

展带来冲击。

行业四大成果， 细数家珍

本次论坛上发布了4项重要成果， 包括《 高端机床装

备2035技术路线图》、 《 2020年高端制造装备产业发

展蓝皮书》、 《中国百大工业母机》以及《 2020中国数

控机床技术水平评价报告》。 这4项成果从技术、 产品和

产业等方面全 方位地总结了中国机床行业近10年来取得

的长足进步， 并为机床行业发展指明了未来15年的技术

发展路径。

《 高端机床装备2035技术路线图》由上海交通大学

林忠钦院士发布， 林院士详细介绍了路线密的战略意义、

04专项取得的成效与不足、 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重点

领域新需求、04专项接续实施的必要性、 发展目标、 重

点任务、 技术路线、 组织实施以及政策建议。 路线图 的确

定将为我国高端数控机床装备发展指出明确方向。

《2020年高端制造装备产业发展蓝皮书》由机榄工

业信息研究院石勇副院长发布，他从研究背景、 国内外产

业发展情况、 发展政策、 技术差距分析、 市场需求分析、

产业发展方向、 优劣企业介绍以及专题研究分析等多个方

面介绍了蓝皮书 的基本内容。

机横科学研究总院集团公司王德成董事长发布了《中

国百大工业母机》， 其中包含8 大类57种主机 产品， 分

别为高速精密复合数控金切机床、 重型数控金切机床、 数

白 �Lt!JJ. 伈公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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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特种加工机床、 大型数控成型冲压设备、 重型锻压设备、

清洁高效铸造设备、 新型焊接设备与自动化生产设备、 大

型清洁热处理设备， 入选产品均具备国际同类先进产品水

平， 且已在用户处投入实际使用。

北京机床研究所原所长刘炳业发布了《2020中国数

控机床技术水平评价报告》， 此报告采用的评价体系及差

距分析均选用专业化人员进行专业化研究， 从数控机床共

性技术和产品两个维度进行评价， 对标先进国家、 地区及

周边国家和地区， 遴选出分专业领域的技术领先企业作为

长期跟踪对象， 以我国当前水平为基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

进行评价， 间接衡量我国发展水平。

技术研发应用， 脚踏实地

近年来， 上海拓璞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中国

机床企业的亮点， 数控机床专项对其 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

进作用， 进而形成了
“
拓璞模式

”
。 上海拓璞数控董事长

王宇哈在报告中介绍了公司取得的多项数控机床专项成

果， 其中—些技术已经填补国内空白， 且可与世界—流产

品同台竞技。
“
拓璞模式

”
可以说是新型举国体制对推动

高端机床持续创新的成功探索，中国机床行业的发展新模

式已逐渐形成。

在产学研用产业链中， —些具有专业特色的离校已经

成为基础研究领域的中流砾柱。 本次论坛上， 吉林大学杨

兆军教授介绍了机床可靠性技术研究与实施成效， 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李迎光教授介绍了大型复杂构件加工研究与应

用， 上海交涌大学陈明教授介绍了高效切削刀具设计制备

与应用， 南京理工大学冯虎田教授介绍了滚动功能部件成

套测评方法与装备性能提升。

浙江大学谭建荣院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单忠德院士

分别通过视频做了技术报告 ， 为与会嘉宾详细讲解了机床

数字化设计技术、 数字化智能化成形装备与技术发展。

会议期间， 机床杂志社记者与多位参会淙宾进行交

流， 大家都高度认同机床工具行业在这10年间的快速

进步。 很多人也表示， 数控机床专项在产业进步中发挥

了极大作用， 尤其是给国产机床工具在关键核心领域的

应用验证提供了机会。 好机床是用出来， 国际顶尖的机

床更是经过了大罩的市场验证， 其中中国市场为其 提供

了优质验证平 台。 衷心希望国产机床工具产品尤其是中

高端产品能够有更 多的国内市场应用验证机会， 这既需

要国产机床工具行业
“
打铁还需自身硬

”
的真本事， 更

需要用户企业消除长期存在的
“
洋迷信

”
， 全 产业链携

手推动我国装备工业实现良性内循环， 进而实现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文室编号： 202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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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薄壁环形件装夹布局优化分析

＊

张臣宏 于建华 周立峰
（中国航发上海商用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上海200241)

摘 要：薄壁环形结构广泛应用千航空发动机零件，大径厚比的薄壁环形工件在装夹、 加工过程中极易产生

变形，导致零件质量一致性差 。 以带周向特征的薄壁环形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装夹方案和装夹

布局方面分析变形机理 。 通过建立有限元分析模型，对不同装夹布局下工件的变形情况进行预测，

实现薄壁环形件装夹布局的最优化 。 最后，通过切削试验，验证了优化后的装夹布局对薄壁环形工

件加工质量的提升效果 。 上下端面平行度和内外环同心度有效控制在0.02 mm以内，所提出的薄

壁环形件装夹布局设计方案可以在各类薄壁环形件加工中应用 。

关键词：薄壁环形件 ； 装夹布局 ； 有限元 ； 变形控制

中图分类号：V261.2 文献标识码：A

D01: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1. 01. 001 

＊

谐波齿轮传动柔轮的应力和疲劳强度分析

王玉玲囥） 张旭刚囥） 张 华� 江志刚�

(CD武汉科技大学冶金装备及其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81;

＠武汉科技大学机械传动与制造工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81)

摘 要：柔轮的工作应力和寿命决定了整个谐波减速机的传动性能，对柔轮的应力和疲劳强度的研究，有利

千提高谐波传动精度和柔轮使用寿命。从理论的角度计算了某型号谐波齿轮减速机的杯型柔轮空

载下的应力峰值和负载时柔轮的疲劳安全系数，利用Inventor建模和 ANSYS Worbench仿真软件

验证了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得到了柔轮最大等效应力和变形随负载变化的规律。 结果表明：柔轮最

大变形量在柔轮长轴和短轴区域；柔轮最大等效应力在齿圈部分，齿圈与筒体过渡部分和凸缘与筒
体的过渡部分；扭矩的增大对柔轮最大位移影响较小，而最大应力随负载的增大而增大；柔轮最佳工

作段为负载小千100N。基千上述静力学分析，在仿真软件中输入柔轮材料的S-N曲线可以得到柔

轮在不同负载下的寿命云图和安全系数云图，可以确定该柔轮在受到HON左右的扭矩时易发生疲

劳断裂。

关键词： 柔轮；有限元；应力；疲劳强度；安全系数

中图分类号：TH113.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02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101002&dbname=CJFDAUTO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101004&dbname=CJFD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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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变密度法的超声辅助焊接小车车架

优化及疲劳强度预测

邓海龙心 刘 行心 郑 丽＠ 刘其晨心 郭玉鹏CD®

(CD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内蒙古鄂尔多斯017000)

摘 要：磁铁安装车架作为超声辅助焊接小车的重要功能部件，对焊接小车超声波辅助空化系统稳定性 、 安

全性及可靠性起到关键作用 。 基于变密度法和优化准则迭代法，对焊接小车进行拓扑优化分析，以

结构柔度最小（外力功最小）为目标函数，体积分数�54%为约束条件，得到了车架结构的新方案；

结合车架材料疲劳失效机理对其进行了疲劳强度预测，构建了车架材料疲劳强度预测模型 。 结果表

明：优化后的车架模型质量减轻了37.5%, 较好地达到了优化目标；与原试验数据相比，预测的疲劳

强度误差较小且可靠。 因此，该方法为超声辅助焊接小车的结构设计及疲劳强度预测提供了良好的

思路和借鉴 。

关键词：超声辅助；焊接小车；强度分析；变密度法；疲劳强度预测

中图分类号： TH164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 5-2402. 2021. 01. 003 

一种大型方铝块输送装置
叶 穗心 汤彩萍心 黄俊桂©

（心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213164;®常州汉喂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常州213176)

摘 要：介绍了一种大型方铝块的输送装置，用千大型龙门铝锭铣床的上、下料配套，即用千大型铝锭铣床自

动生产线上输送工件。 该装置通过使用具有双输出轴的减速机及无间隙联轴器，使输送线承载力

大、震动小、噪音小，并使由多个辗子组成的托辗机构能实现同步传动。 另外，为防止大型方铝块在

输送过程中跑偏，所设计的托辗机构能使工件自动居中，使输送过程平稳，从而实现了输送线工作的

高可靠性与高生产效率。

关键词：大型龙门铣床；双输出轴；无间隙联轴器；托辗；同步传动；自动居中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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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控磨床主轴系统的可靠性建模与评估研究

范晋伟心 薛良良心 刘 强心 李伟华＠

(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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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第二机床厂某系列数控磨床主轴系统的故障数据进行处理，绘制主轴系统的概率密度函数散

点图，初步假定函数模型，再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未知参数，利用卡方检验和相关系数法进行拟合优

度检验，最终确定主轴系统的分布类型为指数分布。根据所属分布类型计算主轴系统的平均故障间

隔时间 MTBF, 平均维修时间 MTTR, 以及固有可用度 A, 对主轴系统的可靠性进行评估。所得结

果已反馈到生产厂家并获得认可，对数控磨床整机可靠性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主轴系统；可靠性建模；数据拟合；可靠性评估

中图分类号：TH16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05  

基于虚拟材料的滚珠丝杠进给系统

建摸及其时变特性研究
＊

陈勇将心 汤文成© 郭 魂 心 华洪良 心 刘宵阳 心

（心常州工学院航空与机械工程学院，江苏常州213032;®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摘 要：为了建立准确的滚珠丝杠进给系统的动力学模型并对其时变特性进行分析，提出了单独获取法和整

体获取法两种基千多目标优化方法获取结合部虚拟材料模型的参数，从而构建精确的结合部虚拟材

料模型，并通过实验对此两种参数获取方法进行了验证 。 结果表明：基千多目标优化方法整体获取

全部结合部虚拟材料模型参数的获取方法计算量大，但操作简单且获取参数更为可靠 。 工作台负载

质量对进给系统固有频率虽有影响，但不如螺母位置对进给系统固有频率的影响大 。

关键词：滚珠丝杠进给系统；结合部；虚拟材料；多目标优化；时变特性

中图分类号：TH 113.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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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装备
“

卡脖子
”

问题的研究
苏 铮心 李 丽囥）

CCD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北京100846;@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北京100102)

摘 要：对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进行了区分，列举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分析了新型举国体制与
市场经济的关系，探究了新型举国体制解决装备 ” 卡脖子 ” 问题的方式，并就解决机床工具行业 ” 卡
脖子 ” 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机床工具行业；“ 卡脖子 ” 问题；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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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仿真的装配生产线布局设计与优化
李 扬 丁顺玉 何月杰 刘 岩 王 飞 康景麟

（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北京100076)

摘 要：基千离散事件仿真技术(DES),对某装配生产线开展了基千仿真的布局设计及优化研究工作，建立

该仿真系统的目的是在现有制造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类型的生产线布局仿真设计试验，提出了

一个装配生产线布局解决方案，减少生产线劳动力需求，解决生产瓶颈问题。在 分析典型制造零件

的制造工艺和生产线现有设备的基础上，提出了直线型布局、U型布局和平行U型布局装配生产线

3种布局设计方案。在Witness软件平台上，利用装配生产线数据及经验数据，构建 了基于DES的

仿真系统。 随后，在仿真系统中对这3种布局方式均进行了测试，通过结果对比对3种布局方案在

生产线节拍平衡、制造成本和生产效率方面的仿真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平行U型布局装配生

产线方案是该装配生产线最佳的布局模式。

关键词：Witness建模；计算机仿真；U型布局；平行U型布局

中图分类号：TH166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08 

新型微调千斤顶的设计与制造
王 峰 李迎华 徐佳子 杨翔麟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大连166000)

摘 要：微调千斤顶广泛应用千机械加工、交通运输等领域。但是在某些场合，如找正大型零部件时，传统的

微调千斤顶存在找正慢、调整范围小等问题。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分析微调千斤顶的结构，对其进行

改进。根据所设计的微调千斤顶参数给出了多种详细的制造工艺过程，研究结果对微调千斤顶的设

计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千斤顶；结构设计；工艺方法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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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零件柔性加工单元研究

罗英俊心 张 军心 李广军句 蒙 娟心 宁玉红心 王 阳＠

（心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100029;@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北京100085)

摘 要：以连杆零件柔性加工单元为平台，研究了柔性加工单元的主体架构，阐述了柔性加工单元的软件硬
件配置，介绍了现场智能设备的通讯方式以及柔性生产的实现方法，并对柔性生产的关键步骤进行
了详细说明，总结了柔性加工单元的一般实施步骤。

关键词：智能制造；柔性生产；远程调用；数据采集
中图分类号：TG519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10 

管接头零件转位加工技术研究及夹具设计
李志豪 温 良 王 强 周 庆 王永洪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都 610091)

摘 要：根据管接头零件的结构特点，并结合数控车床上分度卡盘的应用情况，研发出可实现无偏心管接头

和具有偏心结构管接头零件的高效装夹、自动转位加工技术及相应转位夹具。 其转位夹具具有快速

设计制造、通用性强、结构简单及使用方便等特点；通过数控自动转位高效加工彻底解决了管接头零

件因种类多、数量大，模锻件不易装夹定位等造成的生产加工瓶颈问题，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提高了零件加工质量，为企业柔性生产线的构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管接头；车床夹具；旋转定位；夹具设计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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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TiN涂层刀具精铣TC4钦合金工艺参数的影响与优化

王 胜心 周明安心 魏小华心 余文利囥） 郑丽文(D(Z)

（少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浙江衢州324000;®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摘 要：采用 AITiN涂层 4刃小10mm硬质合金 立铣刀，在VMCSSO立式加工中心上对TC4钦合金进行铣

削精加工试验。 利用高精密数字化检测设备，对加工成形的TC4钦合金试件表面粗糙度、平面度、
平行度、表面形貌、残余应力及显微硬度测量。分析AITiN涂层刀具在设定不同工艺参数条件下
TC4钦合金的整体加工质量和表面形貌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在主轴转速n = 8 000 r/min、每齿进

给量 fz = 0.04 mm / z、切削深度M=O.Smm的最优精铣工艺参数下，TC4钦合金工件的加工质量和
表面形貌好，刀具寿命长，其平面度为0.39µm,平行度为0.3 3µm,表面粗糙度为0.70µm,表面残余

应力为-1 75MPa, 表面显微硬度为269HV0_2, 实现了TC4钦合金的高质量高效率的精铣加工。

关键词：TC4钦合金；AIT iN刀具；加工精度；表面形貌；残余应力；显微硬度
中图分类号： G 71, TG54 7, TQ16 3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 -2402. 2021. 01. 012 

经济型数控车床刀位改装高精工艺研究
张 祝蠲 童成前©

(CD苏州萨伯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江苏苏州215131;(2)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北京101399;@南京萨伯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南京211399)

摘 要：经济型数控车床的加工能力受限于原有刀位数量，通过在滑板上加装刀位虽扩大了加工能力，但因

改装和调刀误差造成钻、扩、绞刀具安装的偏心误差较大，不宜直接在车床上钻、扩、较深孔，且调刀

难度较大，故需研究刀位的改装工艺，在提高精度的同时降低调刀难度。 通过对车床孔加工特点分
析，设计了针对性的排刀架结构，并根据车床自身 结构特点和精度来制定改装排刀架的制造工艺。

研究结果表明，设计的排刀架结构适合千车床刀位数量的增加，改装工艺取得的位置精度取决千机
床自身精度，更换刀具时无需在x轴和y轴上调刀，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孔加工的精度。 该设计实现
了快速换刀，消除了调刀误差，提高了生产效率。

关键词：数控车床；刀位；改装；排刀；工艺
中图分类号：TG51, TH162+.1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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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铝合金锤击平整技术研究

＊

杨 帆 杜曼殊 林晓辉

（厦门理工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福建厦门361024)

摘 要：以曲面铝合金为例，利用工业机器人锤击的方式对曲面类零件表面进行平整，并探究各锤击工艺参

数对其表面的粗糙度 、硬度及表面形貌的影响 。 将锤击装置装夹到工业机器人上，控制工业机器人

以矩形光栅式运动路径对曲面铝合金表面进行锤击加工，并对锤击后表面的粗糙度 、 硬度及表面形

貌进行测量观察 。 结果表明：经锤击加工后的铝合金表面粗糙度可达0.5µm, 表面硬度可以提升

91%左右，且采用小的锤击节距及锤击进给速度，高的锤击频率可在减小表面粗糙度的同时提升其

表面硬度，因此工业机器人锤击可用千曲面类零件表面的平整，且对铝合金表面具有很好的表面强

化能力，是 一 种有效 、 无材料去除以及环保的表面平整方式。

关键词：曲面铝合金；锤击；粗糙度；表面形貌

中图分类号： TG176 文献标识码： A

D01:10.19287/j. cnki.100 5-2402. 2021. 01. 014 

大规格薄壁衬筒的低应力压装工艺研究
李志栋 陈 亮 秦楚山 石 尚

（航空工业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长沙410200)

摘 要：对飞机起落架缓冲器铝质外筒内孔压装超长薄壁衬筒工艺难点及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分
一析了压装工艺实施过程及工件结构性能后，提出了 种利用材料热胀冷缩性能对衬筒深冷、筒体加

热的方法，研发制造专用自动压装设备进行快速、准确定位压装的先进制造工艺，突破关键技术瓶

颈，确定可靠的实施方案，获取压装参数，研制出相应的工艺装备，实现了低应力或无应力防衬筒失

稳变形压装，形成了稳定、高效的产品实现工艺，也为降低起落架缓冲器铝质外筒内孔磨损或损伤，

提高起落架产品寿命和良好的维修性能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大规格薄壁衬筒；铝质外筒；压装工艺

中图分类号：TG95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1. 01.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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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度公差控制车身装配间隙的图样标注研究
＊

徐旭松(1)(2) 孙志英心 吴德辉＠ 华 武＠

CCD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江苏常州 213001;® 浙江省先进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浙江杭州 310027;

＠杭州海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杭州 310052;@)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广东深圳 518116)

摘 要：针对如何使用轮廓度公差控制汽车装配间隙及其均匀性时的图样标注问题，首先以汽车前后车门装

配为例分别研究了复合轮廓度和附加"OZ"符号的组合轮廓度在控制装配间隙时的图样标注和应

用特点。其次，以面板和按钮装配为例研究了复合轮廓度和附加"OZ"的组合轮廓度在控制半封闭

轮廓装配间隙及其均匀性方面的差异，指出对千封闭／半封闭或曲率较大轮廓之间的间隙控制，标注

附加"OZ"的组合轮廓度比复合轮廓度更合理。最后，分析了带"OZ"的组合轮廓度公差在封闭轮

廓－汽车油箱盖与车身装配间隙控制的图样标注及检测。研究结果可为车身装配间隙及均匀性公

差控制时的图样标注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装配间隙；图样标注；产品几何技术规范；复合轮廓度公差；组合轮廓度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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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D的AR模型和关联维数在齿轮故障
特征提取中的应用

＊

周小龙心 张耀娟由 王 尧心 马风雷＠

CCD北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吉林吉林132021;@长春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摘 要：针对齿轮故障信号的非线性及常伴有大量噪声干扰的问题，提出 一 种基千变分模态分解 {VMD) 的

自回归 {AR) 模型和关联维数相结合的故障特征提取方法。 该方法采用 VMD 将齿轮振动信号分解

为一系列固有模态函数 {IMF), 通过频域互相关系数准则选取对信号特征敏感的 IMF 分量进行信

号重构，对重构信号建立 AR 模型，并以 AR 模型自回归参数的关联维数作为特征量对齿轮的工作

状态和故障类型进行识别。 通过实测齿轮振动信号的分析，证明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齿轮；故障特征提取；变分模态分解；自回归模型；关联维数

中图分类号：TH1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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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金属基超硬磨料砂轮在位精密修形的研究
＊

关佳亮囥） 尚海洋心 张孝辉＠ 郭奎崇心 徐真真心 王建杰心

（心北京工业大学先进制造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24;
＠河南科技大学高端轴承摩擦学技术与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河南洛阳471023;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北京100000)

摘 要：采用电火花在位修形技术，对弧形金属基超硬磨料砂轮进行了精密成形修形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
“对磨法 ” 相比，修形精度和效率上都有大幅度提高：当放电间隙为55µm, 放电电流为15 A, 占空比
为20%, 砂轮转速为1 200 r/min时，获得轮廓偏差PV值为4.58µm的高精度砂轮。修形精度提高
12.09%, 修形效率提高37%。

关键词：弧形金属基超硬磨料砂轮；精密修形；轮廓偏差PV值
中图分类号：TH16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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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数字化测量技术的装配阶差间隙预测方法
陈洪宇心 朱绪胜心 陈雪梅心 王顺龙 心 吕传景 ＠

CCD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都610091;

＠郑州辰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郑州450000)

摘 要：提出了基千数字化测量技术的装配阶差间隙预测方法，并以舱门－门框装配为例进行了详细阐述。首先介

绍了摄影扫描组合测量方法的原理及测量流程；接着以飞机舱门装配为例，从约束关系建立、位姿调整和

阶差间隙求解3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数据分析步骤；最后以某型飞机舱门试验件为验证对象，对装配阶差间

隙值进行了预测分析，并将预测值与装配后的实测值进行了对比，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

关键词：阶差间隙测量；虚拟装配；舱门；激光扫描
中图分类号：TP391, V19, TH124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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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托盘安全式定位锥的创新设计
高秀蜂

（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沈阳110142)

摘 要：针对目前液压式拉紧定位锥可靠性较差、碟簧式拉紧定位锥尺寸较大、自锁式拉紧定位锥价格较高

的问题，自主创新设计了 种全新的安全式定位锥。 该产品可靠性高、尺寸小巧、价格低廉，并且可

以在动力源意外丧失或者加工中心停机导致动力源丧失之后，仍然能够实现定位锥对拉钉的可靠

拉紧。

关键词：交换托盘；安全式；定位锥

中图分类号：TG502.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1. 01. 020 

点击下载全文

一

卧式铣床的高速主传动系统研制
周 萌

（沈阳机床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辽宁沈阳110142)

摘 要：针对客户对高速卧式数控铣床的需求，设计了一 套新的主传动结构，并对制造过程中的主轴箱体振

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改进方法，对改进前后的主轴进行了剩余不平衡量以及切削振动检测，同

时在最大扭矩工况下检验了传动轴的刚度。对比发现，采用碳纤维材质的传动轴动平衡效果和切削

振动效果改善明显，并且刚度足以满足机床极限工况。

关键词：主传动；传动轴；数控铣床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B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1. 01. 021 

点击下载全文

108-110

111-113、118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101022&dbname=CJFDAUTO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101023&dbname=CJFD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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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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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基于最小二乘法的RTCP自动测量循环
黄玉彤 方跃炽 刘 沛 李兴岳 李耀东 杨立波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大连116600)

摘 要：五轴机床的RTCP功能正常工作，需要对机床的相关几何参数进行正确的标定。标定的精度宜接

影晌到机床的RTCP动作精度。通过测头实现机床的RTCP相关参数自动标定，可以有效提高机
一床的RTCP参数标定效率，并保证机床的精度稳定性。提出 种基千最小二乘拟合的方法来实现

机床的RTCP参数自动高精度标定，具有标定精度高，标定速度快，全程无需人工干涉等优点。 该

功能在配备GNC60数控系统的机床上实现。最终通过检验运行自动标定循环后的机床的RTCP

精度和S型试件加工的精度，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RTCP; 最小二乘法；自动测量循环

中图分类号： TP182, TB115.2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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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多顶式加减速算法的应用研究
符爱周 韩震字 葛伊伦

（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 要：为减少加工过程中速度突变对加工精度和效率的影响，数控系统应具有速度控制的功能。 采用三次

多项式加减速控制方法，井结合时间分割法插补原理，给出了直线段、圆弧段以及两者间的过渡轨迹

的详细加减速控制算法，井提供了微小线段的加减速控制策略。 文中提及的算法应用在笔者参与研

发的桌面型开放式数控车床上，可以保证进给速度的柔性变化，从而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三次多项式；加减速控制；常规轨迹；开放式数控系统

中图分类号：TP27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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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李生的数控设备互联互通及可视化
＊

黄祖广心 、潘 辉＠ 薛瑞娟心 王金江© 张 维心 高知国少

(CD国家机床质量检验监督中心，北京 100102;(2)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与储运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全球制造业正在向着智能化、规模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但是数控设备之间存在数据接口不统一、设备

数据交互困难、现场设备状态监测成本较高等难题。 现提出 一种基千数字李生的数控设备互联互通

及可视化技术，首先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构建车间数控设备数字李生模型，通过 OPCUA 通讯构

架读取数控设备的实时运行数据，并转化格式后存入数据库作为指导虚拟现实引擎的源数据，使用

Unity 数据驱动引擎去驱动数字李生模型，从而实现物理模型与数字李生模型的同步运动。 最后，

对车间数控设备的生产过程进行了数字挛生技术的实现，验证了所提方案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为面

向互联互通的数字李生数控设备提供了技术支持。

关键词：数字挛生；互联互通；数据驱动

中图分类号：TP391.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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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机床关键点设置的开发与应用
马国艳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沈阳110142)

摘 要：详细地阐述了在机床数控系统上关键点设置的三种方法，并开发了关键点设置的人机界面，分析了
关键点设置的三种方法的利弊，最后提出并分析了关键点位置确认的两种方法。

关键词：关键点；数控机床；PLC; 软开关
中图分类号：TH165, TG65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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