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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EDITOR'S NOTES

金秋十月，天朗气清，耀眼的阳光一扫梅雨季节的阴霾，各行各业也都努力走出

疫情的影响，在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奋力拼搏。机床工具行业也不例外，各个企业积

极寻找突破口，展会、活动不断，机床人也开启了全国跑的模式。

近期，行业里新气象不断，头条要数通用技术集团组建机床工程研究院，意在孕

育高端数控机床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主力，并最终将其打造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数

控机床科技研发机构。期待这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新星，为机床行业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除了新气象还有新方式，马扎克MTF2020制造业未来云端展示会在大连开幕，这是该

会议首次以网络直播形式在与公众见面，丰富的活动内容都得以完整展现。还有新平

台，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粤港澳先进制造业产业联盟和德国斯图

加特展览公司共同主办的AMTech2021中国国际先进制造技术展览会及AMC世界先进

制造业大会，将于2021年10月11-14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让我们拭目以待。

无论新气象、新方式、新平台，我们都可以视为一种“增”，正如本期技术主

题：“增材制造”，以其不同于以往的加工方式解决了传统制造技术难题，为制造业

开创了一方新天地。在增减间，我们寻求平衡，追求精密。机床杂志社也为您带来新

体验，作为极具行业责任心的媒体，立志为机床行业造势，科普大众，现隆重推出系

列短视频栏目——“秒懂机床”。每期时长1分钟，从机床术语、技术、工艺、产品、

企业、人物……摘取某一概念为科普内容，化繁为简呈现给观众。每周一和周三在微信

公众号“机床杂志社”中更新，欢迎大家扫描上方“机床杂志社”公众号二维码观看。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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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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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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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期 航空航天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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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振动对激光熔覆Ni25的影响特性
＊

姚芳萍

（辽宁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辽宁锦州121001 )

摘 要：通过同步超声振动和无超声振动两种方式对Ni25进行激光熔覆，分析了两种方式下的熔覆层在外

观、组织及硬度方面的区别，进而得出：同步超声振动可显著改善熔覆层外观，熔覆层高度降低，熔池
深度和熔覆层宽度增加；超声振动的空化效应使熔覆层显微组织得到了细化，合金元素中的强化相

分布更加均匀，使晶界增加，进而提高了熔覆层的显微硬度。

关键词：超声振动；Ni25; 熔覆层外观；显微组织；晶界；显微硬度
中图分类号：TG176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01 

＊

汽车发动机后支架增材制造有限元分析

姜 旭 周六如 王嘉豪 胡诗尧

（南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江西南昌330031)

摘 要：基千Simufact Additive对汽车发动机后支架进行激光增材制造有限分析，主要研究零件摆放位置、

支撑设计以及基板切割方向对成形后零件残余应力分布和表面偏差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汽车发动

机后支架在激光增材成形过程中，采用零件倒置且大平面平行基板的方案，成形后零件残余应力较

小，最大表面正偏差为0.43mm, 最大表面负偏差为-0.47mm, 表面变形最小；通过改变基板切割方

向对零件残余应力重新分布影响较小，但可以减小表面偏差量，汽车发动机后支架增材成形沿-Y方

向切割基板零件表面偏差量最小。

关键词：增材制造；有限元；残余应力；表面偏差

中图分类号：TH164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02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02&dbname=CJFDLAST202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03&dbname=CJFDLA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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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选区熔化S136合金不同轮廓尺寸的成形质量研究

陈志平 叶福源

（广东科龙模具有限公司，广东佛山528300)

摘 要：探索不同轮廓尺寸激光选区熔化Sl36合金的成形质量。在相同的工艺参数下，采用逐行扫描及倾
斜分区策略制备了不同轮廓尺寸的试样。测定试样的孔隙率、致密度和硬度，以此优化不同轮廓尺

寸的扫描策略。结果表明，在轮廓尺寸小千15mmxlS mm时，逐行扫描可得到更优的成形质量，

且易千路径规划；当轮廓尺寸大千15mmx15mm时，过长的扫描矢量会导致扫描道间预热效果下

降，此时倾斜分区扫描会有更好的成形质量。在实际生产中，应当结合轮廓尺寸来选取合适的扫描

策略，以获得更好的工艺质量。

关键词：激光选区熔化；轮廓尺寸；扫描策略；S136合金
中图分类号：TN249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03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04&dbname=CJFDLA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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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激光干涉仪的大型龙门机床平动轴

垂直度误差检测方法
＊

李 杰心＠ 陶文坚心 徐 强心 胡金龙小 熊虎山心 帅朝林心

（心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都610092;(2)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摘 要：针对大型龙门机床平动轴垂直度误差检测的难题，构建了垂直度误差动态表达与龙门机床空间定位

误差的映射关系，提出了一种基千激光干涉仪的平动轴垂直度误差检测方法，与大理石方尺垂直度

误差检测方法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基千激光干涉仪的垂直度误差检测方法可以更准确地检测出

平动轴垂直度误差，井弥补了大理石方尺测量范围有限及测量过程扰动因素大等不足，为大型龙门

机床平动轴精度调整及误差补偿提供了重要指导。

关键词：龙门机床；垂直度误差；激光干涉仪；误差检测

中图分类号：TH161+.2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04 

CAM环境下飞机结构件加工刀具及切削参数

自动推送技术研究
＊

高 鑫 王鹏程 曹 翔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都 610091)

摘 要：加工刀具及切削参数选择作为工艺决策的重要环节，目前仍依赖人工经验，严重影响工艺决策质量

和效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基千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加工刀具及切削参数决策方法，基千历

史加工数据从刀具属性、加工状态和加工效果三方面对数据库中加工刀具及对应的切削参数进行综

合评价，从而实现加工刀具与切削参数的优选，通过 CAA 开发技术，实现了在 CAM 环境下的加工

刀具及切削参数自动推送，有效提升了工艺设计效率和质量，通过飞机典型结构件应用案例表明了

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飞机结构件；加工刀具；切削参数；模糊综合评判

中图分类号：V262.3+3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05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05&dbname=CJFDLAST202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06&dbname=CJFDLA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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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机器视觉的汽车风挡涂胶轨迹检测研究

李 宇心 王 宸囥） 钟毓宁心

(CD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湖北十堰442002;

＠上海大学上海市智能制造与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上海200072)

摘 要：为了精确检测汽车挡风玻璃涂胶轨迹宽度，提出了基千HALCON和变步长天牛须搜索算法

(variable step beetle antennae search algorithm, VSBAS)的涂胶轨迹检测方法(H-VSBAS)。 首先

使用HALCON对采集的涂胶轨迹图像进行预处理，然后使用Canny边缘提取算子提取涂胶轨迹

边缘，并建立涂胶轨迹数学模型，最后使用VSBAS对模型进行了求解 。 与人工检测结果对比，实验

结果表明H-VSBAS方法测量数据波动小 、 误判率低，有利千提高汽车挡风玻璃涂胶工位质量检测

准确率 。

关键词：涂胶检测； HALCON; Canny边缘提取； VSBAS 

       中图分类号：TB9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06 

＊

曲轴磨削自动化柔性生产系统可靠性分配研究

范晋伟心 王苗苗心 李伟华© 李中生心 张依玲心 薛良良心

（少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100124;(2)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北京102444)

摘 要：自动化生产系统的可靠性水平由设备的可靠性水平以及各种关键影响因素决定。 目前对生产系统
的可靠性分配通常对子系统设备层级进行划分，缺少对影响因素及子系统成本因素的评估。 因此生
产系统的可靠性分配需要对组成系统的构成进行划分，考虑各影响因素，通过合理的可靠性分配方
法将生产系统可靠性分配指标层层分配到生产设备上，为企业合理规划生产线系统各个设备的布局
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自动化生产单元；可靠性；优化分配
中图分类号：TH16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07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08&dbname=CJFDLAST202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09&dbname=CJFDLA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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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曲线的参数跟踪插补方法研究

＊

马虎亮 吕 明 王燕青 杨胜强

（太原理工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山西太原030024)

摘 要：参数跟踪法是 一 种面向曲线的插补方法。 首先分析了参数跟踪法的原理和推导了插补方法中跨步

步长的计算公式，并详细说明了插补方法的计算过程。 其次分别以椭圆 、 抛物线和双曲线为对象具

体分析了插补方法的使用过程和特点 。 以实例说明圆锥曲线在使用参数跟踪法时参数微分方程的

取值范围和插补结果 。 再次，说明插补方法可以完成平面任意圆锥曲线的插补并以抛物线实例进行

了验证 。 最后，针对圆锥曲线的刀具补偿功能，给出了补偿向量的算法和刀具中心轨迹的计算过程，

并以椭圆插补实例进行了验证 。

关键词： 圆锥曲线；参数跟踪法；椭圆；抛物线；双曲线

中图分类号：TH166, TP30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08 

固着磨料研磨抛物面的建模与实验研究

＊

兰 亮 尚春民

（长春理工大学跨尺度微纳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吉林长春130022)

一摘 要：针对抛物面零件的加工难题，采用固着磨料来研磨抛物面零件是 种新方法。根据抛物面受力下的

力学分析，总结出了抛物面研磨时的受力状态以及相对研磨速度的变化，基千Preston方程总结出

的磨具保形磨损理论，推导出磨具上丸片的分布规律。根据算例设计出了满足要求的磨具系统，磨

具的研磨实验表明，面型最大误差为0.085 7mm , 面型精度能满足大部分零件的精度要求。

关键词：固着磨料；研磨；抛物面；磨具保形磨损理论
中图分类号：TG702,TG74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09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10&dbname=CJFDLAST202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11&dbname=CJFDLA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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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车磨床中曲架的设计

谭德宁囥 倪传东心 张燕红© 张书华心 张现磊 ©

(CD山东华宇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山东德州253034; (2)智能制造装备设计工程技术研

发中心，山东德州253034;@山东华宇工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山东德州253034)

摘 要：通过对数控车磨床布局的研究，从工艺上重点分析了工件如何定位和车、磨中心架的结构，滑动支承

的定位误差最小，不适合采用滚动支承；阐述了如何正确设计车削中心架和磨削中心架来保证零件

的加工精度的方法，尤其是磨削中心架的结构和磨削方法，铜瓦式滑动轴承是磨削支承的关键；经过

实际使用，加工精度达到用户图纸要求。

关键词：车磨复合加工；磨削中心架；磨削工艺

中图分类号： TG511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10 

一种盘形凸轮轮廓曲线绘制装置的设计

＊

李学鉴囥） 梁 爽© 章 菊 CD@

CCD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湖北十堰 442002;(2)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汽车动力传动与电子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十堰 442002)

一摘 要：针对盘形凸轮轮廓曲线绘制过程复杂、精确度低和参数对应关系不直观等问题，设计 种可连续、准

确绘制盘形凸轮轮廓曲线的装置。利用凸轮轮廓曲线反求原理，结合机械运动的变换、合成与分解，

对装置的传动方案和总体布置进行设计；通过分析装置的运动特征，对传动机构、基圆调整机构和偏

心距调整机构等进行设计。在 MATLAB 中仿真对比绘制曲线与理论曲线，并在 CATIA 软件中建

模仿真并制作实物，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凸轮轮廓曲线绘制装置可实现凸轮轮廓曲线绘制、基圆半径

调整和偏心距调整等功能，验证了设计的可行性。所设计的凸轮轮廓曲线绘制装置操作简便，可准

确清晰地绘制出凸轮轮廓曲线，提高了凸轮轮廓曲线的绘制精度和凸轮轮廓曲线分析的直观性。

关键词：盘形凸轮；轮廓曲线；曲线绘制；结构设计
中图分类号：TH13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11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12&dbname=CJFDLAST202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0013&dbname=CJFDLA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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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DAMS的两级行星轮系几何偏曲故障特性研究

范志锋麟

（心绿色风机制造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武汉430065 (2)武昌工学院，湖北武汉430065)

摘 要：为获得几何偏心故障状态下两级行星轮系的传动特性，开展了仿真实验研究。以MW级风机齿轮

箱中两级行星轮系为研究对象，基千SolidWorks与ADAMS建立了相应的虚拟样机，在合理设置仿

真参数的基础上，进行了健康、第二级太阳轮几何偏心0.1mm和0.2mm这3种状态的动力学仿

真。结果表明：两级行星轮系中，第二级太阳轮几何偏心故障对第一级行星轮系动态特性影响不明

显，对第二级行星轮系动态特性影响较大；齿轮几何偏心故障状态下，故障频率的幅值随着几何偏心

程度的增大而增大，嗤合频率及其倍频的幅值随着几何偏心程度的增大而减小；边带嗤合频率幅值

比可以作为几何偏心故障的判别依据，可以通过该值来监测几何偏心故障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可

以为两级行星轮系的几何偏心故障诊断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关键词：行星轮系；几何偏心；ADAMS; 虚拟样机
中图分类号：TH132.4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 402. 2020.10. 012 

基于注胶工艺的数控转台四点定位系统设计
何新林心 赵 阳 心 何宝庆©

(CD西京学院，陕西西安710123;(2)空军西安航空四站设备维修厂，陕西西安710077)

摘 要：对采用注胶工艺的数控转台四点定位系统设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主要介绍其组成、工作原理，总结
其结构设计、注胶及组装调试工艺的关键技术及要点，也介绍了装配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为此类功
能部件的设计和制造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注胶工艺；数控转台；四点定位；设计
中图分类号： TG502.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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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正交设计的多方法融合的装夹研究

＊

吏 册 鲁宇明 叶 威 刘 毅

（南昌航空大学航空制造工程学院，江西南昌330063)

摘 要： 装夹是生产制造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装夹布局设计是否合理，对工件的加工精度、质量以

及企业的生产安全和效率都至关重要。为此使用基千正交设计的多方法融合的方法进行装夹布局

的设计进行优化。首先，建立装夹稳定性数学模型来判断工件是否稳定；接着使用ANSYS进行建

模并与遗传算法进行接口的操作；然后，针对人为设置的遗传算法参数，采用正交试验设计的方法选

择更好的遗传算法参数；最后以壳体薄壁件为例进行试验，得到了更小的装夹变形和更加合理的装

夹布局，从而提升工件的加工精度和质量。

关键词装夹布局；有限元；遗传算法；装夹变形；正交试验设计

中图分类号： TG75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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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准滚刀滚切超大变位齿轮
廖晓玲心 周湘衡©

(CD衡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湖南衡阳421008;(2)中钢集团衡阳机械有限公司，湖南衡阳421002)

摘 要：论述了超大变位齿轮的概念、特点及比较优势，从滚切特点及滚刀磨损规律出发，明晰了滚刀切刃最

小理论长度应满足两个基本要求，重点分析了用标准滚刀轴向移距分段滚切超大变位齿轮的方法，

并提供两种简便易行的工艺措施，滚刀轴向移距始止循环路径及如何判断基准点和始切点，简述了

标准滚刀滚切时所产生的异常现象的原因；为提高齿面质量和切齿效率及滚刀的耐用度，尤其是滚

切模数较大、齿面硬度较高的宽齿面超大变位大斜齿轮，介绍了如何改进切齿工艺，其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实用性强。

关键词：滚刀切刃最小有效长度；基准点；始切点；分段滚切；改进切齿工艺；滚刀耐用度
中图分类号：TG501.1; TG72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15 

微铣刀在位放电制备及微铣削实验

＊

袁伟然 张勇斌 胡 波 严广和 李建原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四川绵阳621900)

摘 要：在微细铣削加工中，微铣刀的径向跳动会降低工件的加工精度与表面质量，还会减少刀具使用寿命。

为了减少刀具径跳，基于在位制备的思想，介绍了线电极电火花磨削(WEDG}加工微铣刀的原理，

搭建了实验平台，设计了在位制备微铣刀的工艺过程和加工参数，提出了放电感知在位检测刀具尺

寸的方法，利用WEDG技术制造出刀头直径为76.59µm的微铣刀，并加工出了平均槽宽78.40µm,

平均表面粗糙度值Ra 77.50nm的微结构。

关键词：微铣刀；微铣削；在位制备；线电极电火花磨削

中图分类号：TH16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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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液分层的双介质电火花线切割加工研究

滕 凯心 伍文进心 张 磊心 马秀丽＠

(CD徐州工程学院，江苏徐州 221111;®徐州机电技师学院，江苏徐州 221131)

摘 要：在不同介质中，对Cr12MoV模具钢进行线切割加工实验，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工件与

电极丝蚀除表面的显微形貌，分析工作介质对加工表面质量 、电极丝损耗的影响 。 提出采用气 、液分

层的双介质供给方式可提高表面质量 、 降低丝损。 结果表明，气液双介质中线切割精加工表面质量

明显好千液中，略优千气中加工，且电极丝损耗接近千液中，小千气中加工。

关键词：电火花线切割；气液双介质；表面质量；电极丝损耗

中图分类号：TG66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17 

辗筒表面微沟槽超精密加工精度影响因素的研究直
张俊风心 王素娟＠

CCD沙洲职业工学院，江苏张家港 215600;(2)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摘 要：研究了采用仿形法加工辗筒模具上微沟槽时，影响超精密加工精度的因素，分析了主轴转速和切削

深度对辗筒模具上微沟槽表面粗糙度和形状精度的影响，探索了最优加工参数，并利用最优参数成

功实现辗筒表面上正弦微沟槽的加工。 因此，该成果可为实际加工提供指导，并达到避免重复性加

工、节约加工时间和提高加工效率的目的。

关键词：微沟槽；辗筒；形状精度；表面粗糙度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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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自动加工中刀具更换的研究
耿 欣心 顾红光 ©

CCD沈阳工学院，辽宁抚顺113122;(2)沈阳机床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沈阳110142)

摘 要：介绍了基千西门子840D sl系统下机床伺服刀库刀具更换的研究，通过PLC程序对正在加工的机
床进行刀库中刀具更换，加工与换刀同步进行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机床的效率。

关键词：伺服刀库；更换刀具；PLC 
中图分类号：TG502.38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19 

基于蚁群算法塑摸孔群加工路径优化
马旭东心 王 朝心 孙 理＠

（心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吉林长春130013;(2)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吉林长春130011)

摘 要：孔群加工是塑料模具制造中的重要工艺。针对塑模型芯孔群加工问题，提出了一 种基千蚁群算法的

改进优化方法，通过正交试验优选初始化参数，利用改进后的蚁群算法对塑料模具型芯孔群加工进

行路径优化，以解决大规模不规则孔群加工时，空行程过多，加工效率低等问题。 与标准遗传算法和

蚁群算法相比，孔群加工路径平均值分别降低了6.0%和2.4%。 与传统分批加工路径相比缩短了

50.1%。 实际路径优化效率较好，提高了加工效率。

关键词：蚁群算法；正交试验；TSP路径优化；孔群加工

中图分类号：TP18, TG65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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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锥在加工中曲上的选用
郭伟民

（河南职业技木学院机电工程系，河南郑州 450046)

摘 要：在加工中心上攻螺纹可以获得较好的加工精度和更高的生产效率，但实行起来有技术难度。 因此必
须清楚设备精度和刀柄结构，理清丝锥的特点和用途并做出正确选择，注重底孔加工质量，细化并优
化相关工艺措施。

关键词：加工中心；丝锥选用；底孔；装夹
中图分类号：TH16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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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准滚刀滚切超大变位齿轮
廖晓玲CD 周湘衡＠

（心衡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湖南衡阳421008;(2)中钢集团衡阳机械有限公司，湖南衡阳421002)

摘 要：论述了超大变位齿轮的概念、特点及比较优势，从滚切特点及滚刀磨损规律出发，明晰了滚刀切刃最
小理论长度应满足两个基本要求，重点分析了用标准滚刀轴向移距分段滚切超大变位齿轮的方法，
并提供两种简便易行的工艺措施，滚刀轴向移距始止循环路径及如何判断基准点和始切点，简述了
标准滚刀滚切时所产生的异常现象的原因；为提高齿面质量和切齿效率及滚刀的耐用度，尤其是滚
切模数较大、齿面硬度较高的宽齿面超大变位大斜齿轮，介绍了如何改进切齿工艺，其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实用性强。

关键词：滚刀切刃最小有效长度；基准点；始切点；分段滚切；改进切齿工艺；滚刀耐用度
中图分类号：TGSOl.1; TG72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10. 015 

Cutting oversized gear with addendum modification by standardized hob 

LIAO Xiaoling CD, ZHOU Xiangheng (Z) 

（心Hengyang Municiple Professional School, Hengyang 421008, CHN; 
@Sinosteel Hengyang Machinery Co., Ltd., Hengyang 421002, CH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ized gear with addendum modification and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rom the point of hobbing characteristics and hob wearing rules, makes it clear 
that theoretical minimum length of the hob cutting edge should meet two basic requirements ,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thod on axial shift piecewise hobbing oversized gear with addendum modification by 
standardized hob, and provides two simpl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 start -stop circulation path by hob 
axial shift and how to determine the reference point and start point, briefly describes the causes of the ab
normal phenomena in the use of standardized hob;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eeth 
surface and hob durability , especially for super helical gear with larger hobbing modulus , higher tooth 
surface hardness and oversized addendum modification of wide tooth surface, this describes how to im
prove the cutting process.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strong practicability. 

Keywords: the minimum effective length of hob cutting edge; reference point; starting point; piecewise hobbing; 
improvement of cutting process ; hob durability 

为提高低速重载大模数多齿数大齿轮的承载能力
和使用寿命，设计上多采用中硬齿面的超大变位。

所谓超大变位[1] 齿轮是指变位系数超出常规（即
I x>'TTI 4tana)的齿轮，它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1)齿
轮齿根圆直径大于齿轮分度圆直径（正超大变位）或
齿轮齿顶圆直径小于分度圆直径（负超大变位）。(2)

分度圆齿厚大于分度圆齿距（正超大变位）或分度圆
齿厚不存在（负超大变位），齿轮的变位系数愈大，其
抗磨损耐胶合的性能愈显著。据介绍，超大变位齿轮
使用寿命可提高2-5倍且有利于润滑；采川20 ° 齿形
角大变位后所能达到的最大啃合角在25° 左右，采用

～抖生报J j, t,"tJ/4.' 
，气、立云志云

25° 的大齿形角比采用20 ° 齿形角有很多优势[2]'250

的大齿形角齿轮的综合承载能力远优越于20 ° 齿形角
的标准或其变位齿轮，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用25° 的大
齿形角呢？其主因是20 0 齿形角的齿轮加工用滚刀现

货多、便宜，供货周期短，而这种齿轮多为单件，所以超
大变位齿轮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负角变位齿轮副
有优势的范围很窄，绝大多数不宜采用，故在工程上主

要是正变位齿轮，而现有文献论述较为肤浅，很少从滚
切机理和滚刀磨损特点及工艺上入手，理论分析较多，
某些论述或结论片面不全面且没有结合实践，故 有不
妥或不严谨之处，甚至有谬误 [3] 之处，有必要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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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铣刀在位放电制备及微铣削实验
＊

袁伟然 张勇斌 胡 波 严广和 李建原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四川绵阳621900)

摘 要：在微细铣削加工中，微铣刀的径向跳动会降低工件的加工精度与表面质量，还会减少刀具使用寿命。

为了减少刀具径跳，基千在位制备的思想，介绍了线电极电火花磨削(WEDG)加工微铣刀的原理，

搭建了实验平台，设计了在位制备微铣刀的工艺过程和加工参数，提出了放电感知在位检测刀具尺

寸的方法，利用WEDG技术制造出刀头直径为76.59µm的微铣刀，并加工出了平均槽宽78.40µm,

平均表面粗糙度值Ra 77.50 nm的微结构。

关键词：微铣刀；微铣削；在位制备；线电极电火花磨削

中图分类号：TH16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10. 016 

On-machine fabrication of micro-milling cutter and micro-milling experiments 

YUAN Weiran, ZHANG Yongbin, HU Bo, YAN Guanghe, LI Jianyuan 

(Institute of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al, Mianyang 621900 , CHN) 

Abstract: In the micro-milling process, the radial runout of the micro-milling cutter will reduce the machining ac

curacy and surface quality, and also reduce the cutting lif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ool diameter runout, 

based on the idea of on - machine fabrication, the principle of Wire Electric Discharge Grinding 

(WEDG ) processing micro - milling cutter was introduced, and the experimental platform was 

established. The process and processing parameters of on-machine fabrication micro-milling cutter were 

designed. A method for detecting the size of the tool in the position of electrical touch is proposed. A mi

cro-milling cutter with a cutter head diameter of 76.59 µ m is manufactured by WEDG technology, and an 

microstructural with average groove width of 78.40 µ m and average surface roughness value Ra 77 .50 nm 

are processed. 

Keywords: micro-milling cutter; micro-milling; on-machine fabrication; WEDG 

随着微机电系统(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MEMS)在国防军事、导航通信、传感测量、精密仪器等

领域的应用，如何制造特征尺度 极其微小的微型机械，

使产品 向着微小型化发展已经成为研究方向之一。 微

细铣削加工技术是指在精密与超精密加工机床上通过

高速旋转的微小型铣刀实现工件材料微量去除的加工

技术， 一般认为其研究对象为零件尺寸在毫米级、特征

尺寸在微米级、铣刀直径0.5 mm以下 [I]
'具有高效、高

柔性高精度低成本和材料适应性广等优势，是介观

尺度复杂三维微小结构加工的重要途径[
2

] 。 在微铣

削加工时和工件直接接触的微铣刀，是影响加工质量

和特征尺寸的关键因素，其制备工艺是微铣削技术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475439); 军委装发部(4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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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之一。 目前制备微铣刀的工艺方法主要包括

精密磨削、聚焦离子束加工(focused ion beam, FIB)、超

声振动研磨、激光束加工和线电极电火花磨削(wire e

lectric discharge grinding , WEDG)等技术手段 [3勹精密

磨削存在磨削力和磨削热，FIB加工效率十分低下，超

声振动研磨刀具的成品率低，激光加工刀具存在热熔

区。WEDG是微细电火花的 一种，是 一种非接触式加

工，尤宏观切削力，加工成本很低，通过精准地控制放

电能量大小可实现直径极微小 微铣刀的制造 [2] 。 同

时Rahnama[4l等提出微铣刀的径向跳动会引起切削力

波动，降低加工精度、表面质量和刀具寿命。

基于此，在机床第一个工位上利用WEDG技术制

～牡“”“
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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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液分层的双介质电火花线切割加工研究
＊

滕 凯心 伍文进心 张 磊心 马秀丽＠

（心徐州工程学院，江苏徐州221111;(2)徐州机电技师学院，江苏徐州221131)

摘 要：在不同介质中，对Cr12MoV模具钢进行线切割加工实验，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工件与

电极丝蚀除表面的显微形貌，分析工作介质对加工表面质量、电极丝损耗的影晌。提出采用气、液分

层的双介质供给方式可提高表面质量、降低丝损。 结果表明，气液双介质中线切割精加工表面质量

明显好千液中，略优千气中加工，且电极丝损耗接近千液中，小千气中加工。

关键词：电火花线切割；气液双介质；表面质量；电极丝损耗

中图分类号：TG66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17 

Research on WEDM machining of gas-liquid dual media 

TENG KaiCD , WU Wenjin气ZHANG Lei心， MA XiuliC2l 

((D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111, CHN; 

(2)Xuzhou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Technician College, Xuzhou 221131, CHN) 

Abstract: The wire cutting experiments of Crl 2Mo V die steel were carried out in different media. The author uses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o observe the micro appearance of the workpieces and the electrode 

wire etching surlace ,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machined surlace quality and the wire electrode wear by 

working medium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double medium supply mode of gas and liquid can improve the 

surlace quality and can decrease the wire los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ishing surlace quality in gas

liquid dual media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in liquid, slightly better than that in gas, but also the loss of 

electrode wire is close to that in liquid and less than that in gas. 

Keywords: WEDM; gas-liquid dual media; surlace processing quality; loss of electrode wire 

电火花线切割气中放电加工技术是 一种新型加工

方法，最初是由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国枝正典教授所领

导的国枝研究室提出的，哈尔滨理工大学王彤等人将

气中放电加工技术引入到电火花线切割精加工中。研

究表明，气中加工 较液中加工， 具有加工表面质晕高 、

无电解腐蚀、放电间隙窄、加工过程清洁环保等特点，

被誉为绿色加工技术[I]。 美国密西根大学C.C.Kao等

人进行了雾中线切割加工研究，将少阰水注入到大气

中作为介质进行了单向走丝电火花线切割对比实验研

究，发现雾中与气中加工相比，其加工速度较高，切削

更锋利，加工屑附着少 [2]。主彤 、葛军、主俊棋、吴勇

等人对Crl2MoV模具钢进行了多介质电火花线切割

加工研究，尝试在往复走丝线切割机上采用乳化液介

质粗加工（第 一次切割），蒸汽水雾介质半精加工，大

气介质精加工的多次切割新工艺，该实验结果表明，精

加工表面的粗糙度、直线度均优于单一介质的切割结

果 [3-5]。但研究也发现，气中加工存在加工表面碳化 、

电极丝热疲劳损伤等情况。为此，提出采用液包丝

（气液双介质）供给来代替传统工作液 、大气供给的新

方法，可进 一步提高表面加工质量，降低电极丝损耗。

1 实验条件与方法

1.1 实验装置

图1所示为线切割工作介质供给系统。 当电极丝

4自上而下运丝时，电极丝由储丝筒通过上支架导轮

进入上喷水板1,穿过上导丝器6的入液上导模3进

入上储液腔2中，拖拽上储液腔2中的工作液穿过上

导丝器6的出液上导模7,进入放电极间形成气 、液双

介质电火花放电；放电结束后电极丝4进入下喷水板

10, 依次穿过下导丝器9的出液下导模8、下储液腔

11、入液下导模13;最后通过下支架导轮返回储丝筒。

若电极丝自下而上运丝时，供给方式相同、方向相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401177);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15K.JB460016)

～补生报J j, t,"tJ/4.' 
，气、立云志云

· 85 ·



2020年第10期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e 工艺与制造

恳棍筒表面微沟槽超精密加工精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国 . � 一回
张俊凤心 王素娟＠

(CD沙洲职业工学院，江苏张家港215600;®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 要：研究了采用仿形法加工辗筒模具上微沟槽时，影响超精密加工精度的因素，分析了主轴转速和切削

深度对辗筒模具上微沟槽表面粗糙度和形状精度的影响，探索了最优加工参数，并利用最优参数成

功实现辗筒表面上正弦微沟槽的加工。 因此，该成果可为实际加工提供指导，并达到避免重复性加

工、节约加工时间和提高加工效率的目的。

关键词：微沟槽；弈昆筒；形状精度；表面粗糙度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0. 018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chining precision of micro 

grooves on roller in ultra-precision machining 

ZHANG JunfengCD , WANG SujuanC2l 

（心Shazhou Profess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句iagang215600,CHN; 

®School of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N) 

Abstrac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ultra -precision machining accuracy of micro-grooves on roller dies are studied, 

and the effects of spindle speed and depth of cut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and form errors of micro -

grooves on roller dies are analyzed. The optimal machining parameters are achieved to produce the 

curved micro grooves on roller.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guide for the actual manufacturing process 

to avoid repetitive process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aving time and improving processing efficien

cy. 

Keywords : micro grooves ; roller ; form accuracy ; su计ace roughness 

微结构阵列是指具有规则阵列分布的微观儿何拓

扑形状及特定功能的一类微结构表面 [I]。 随着超精

密加工水平的提高，微结构阵列已经具备亚微米级别

的形状精度和纳米级别的表面粗糙度。 微结构阵列的

微观和宏观儿何形貌决定了被加工零部件的功能，如

润滑功能、摩擦功能、信息存储功能及光学功能等。 微

结构阵列以其特有的光学、机械和物理性能，已经成为

信息通 讯、 光电子以 及精密工程等领 域的关键结
构 [

2]。 如用于对激光或照明光在一维方向的聚焦、匀

化的微柱面槽、用于太阳能发电的菲涅尔透镜、用于显

示器上的光学增亮膜微结构、用于超精密设备分辨率

及精度的关键元器件的光栅等。

微沟槽阵列属于微结构阵列的一种，是指具有规

则分布的沟和脊形成的微沟槽结构表面。 该结构使零

部件在传热特性、流体动力学特性、机械特性、仿生特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201804020040)

～补生报J j, t,"tJ/4.' 
，气、立云志云

性和摩擦特性等方面表现出与光滑表面截然不同的特

点。 微V沟槽目前已经成为了各种样式光学成像和

照明系统中的关键元器件，如光栅、 显示设备背光模

组、光纤通讯及3D成像等 [
3]。 微V沟槽结构表面在

光学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能大大改善这

些领域核心器件的性能。 微 V沟槽的基本参数包括

沟槽间距、V形槽的角度、沟槽数目等 [
4]'如图1所示。

Roll-to-Roll压印技术能大批量生产微结构表面，

适合于大批址微结构光学膜片的加工，具有高精度、高

效率及低成本的特点。 Roll-to -Roll技术的核心是带

有微结构表面的棍筒模具加工技术，其加工方法包括

光刻技术、高能束加工技术（激光束和电子束）、特种

能场加工技术（微波和超声波加工）和超精密机械加

工技术。 其中超精密机械加工技术采用金刚石刀具，

具有锋利切削刃、硬度高、耐磨性好及能实现超薄切削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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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自动加工中刀具更换的研究
耿 欣CD 顾红光＠

（心沈阳工学院，辽宁抚顺113122;@沈阳机床成套设备有限贵任公司， 辽宁沈阳110142)

摘 要：介绍了基于西门子840D sl系统下机床伺服刀库刀具更换的研究，通过PLC程序对正在加工的机

床进行刀库中刀具更换，加工与换刀同步进行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机床的效率。

关键词：伺服刀库；更换刀具；PLC 
中图分类号：TG502.38 文献标识码：B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10. 019 

Research on tool replacement in automatic machining of machine tool 

GENG Xin心，GU Hongguang® 

([)She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Fushun 113122, CHN; 

(2) Shenyang Machine Tool Automotive Equipment Co.,Ltd., Shenyang 110142,CHN )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on the tool change of servo tool magazine of machine tool based on Sie

mens 840D sl system. Through PLC program, the tool change in the tool magazine of the machine tool 

being processed is carried out, which saves time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chine tool. 

Keywords: servo tool; tool replacement; PLC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数控机床的发展也是日新月

异，高速化、高精化、智能化、复合化以及网络化成为数

控机床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同时机床加工效率也一直

是用户的主要关注点，如何通过合理的PLC编制来提

高机床的效率尤为重要。 例如机床对一次装卡的工件

可以进行多达几十道工序的加工，当然同时也会伴随

着儿十把刀具的应用。 刀具数量多致使在刀具磨损后

进行刀具更换频率提高，通常情况是把机床停止后进

行刀具更换，如果更换刀具的频率高就会造成总的停

机时间长，这样就影响了机床的加工时间，降低了机床

的加工效率。 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在不进行机床停机的

情况同步更换刀具，这样大大增加了机床有效加工时

[7]李荣彬，杜雪，张志辉，等．光学微结构的超精密加工技术[ J]. 纳米

技术与精密工程， 2003,1(1) :57-61. 

[ 8] Wang S J, To S, Chen X, et al. A study of tbe fabrication of v-groove 

structure in ultra - precision milling [ J ]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2014, 27 (11) : 986-996. 

[ 9] Je T, Park S, Lee K. Mach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prism pattern 

on electroplated roll by copper[ J]. Transactions of Nonferrous Metals So

ciety of China, 2009, 19 :288-294. 

[ 10] Le D, Lee J, Kim S. Burr analysis in microgrooving [ J] . The l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0, 50 (5 -

8) :56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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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提高了机床的加工效率。

1 加工中换刀的操作过程

本文是基于应用60把刀具刀库的高精卧式加工

机床的研究，控制系统为西门子840D sl。 刀库的形式

为两个伺服电机驱动，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刀链旋转定

位，另 一个伺服电机控制机械臂进行刀具更换。 加工

中换刀需要在机床刀库旁安装一个操作盒，设置带灯
“ 换刀确认” 按钮，刀库” 正、反转” 按钮。 当需要更换

刀具的时候，先查看 “ 换刀确认 ” 按钮灯的状态。 当机

床加工正在进行自动背刀或换刀时，此按钮灯闪烁，此

时按钮失效不能进行手动更换刀具操作。 当“ 换刀确

[ 11]李龚浩． 圆柱母光栅精 密微刻划研究 [DJ.天津：天津大

学，2012.

[ 12] Li G, Xu Z, Fang F. Micro cutting of V -shaped cylindrical grating 
template for roller nano -imprint [ J] .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2013,213(6) :89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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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蚁群算法塑摸孔群加工路径优化
马旭东心 王 朝心 孙 理＠

（心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吉林长春130013;®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吉林长春130011)

摘 要：孔群加工是塑料模具制造中的重要工艺。针对塑模型芯孔群加工问题，提出了一 种基于蚁群算法的

改进优化方法，通过正交试验优选初始化参数，利用改进后的蚁群算法对塑料模具型芯孔群加工进

行路径优化，以解决大规模不规则孔群加工时，空行程过多，加工效率低等问题。 与标准遗传算法和

蚁群算法相比，孔群加工路径平均值分别降低了6.0%和2.4%。 与传统分批加工路径相比缩短了
50.1%。 实际路径优化效率较好，提高了加工效率。

关键词：蚁群算法；正交试验；TSP路径优化；孔群加工
中图分类号：TP18,TG659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j. cnki. 1005-2402. 2020. 10. 020 

Optimization of machining path of plastic mold hole group based on ant colony algorithm 

MA Xudong心， WANGChao心， SUN Li® 

((l)Changchun Automobile Industry Institute, Changchun 130013, CHN; 

@FAW Jiefang Automotive Co., Ltd., Changchun 130011, CHN) 

Abstract: Hole group processing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plastic mold manufacturing. In this paper proposed an 

improved optimization method based on ant colony algorith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re hole processing 

in plastic mold, the initial parameters were optimized by orthogonal test, and the improved ant colony al

gorithm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processing path of the plastic mold core hole group,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oo much air travel and low processing efficiency in the large-scale irregular hole group pro

cessing.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genetic algorithm and ant colony algorithm, average hole group pro

cessing path was reduced by 6.0% and 2.4%. It is 50.1 % shor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batch processing 

path. The actual path optimization efficiency is better and the machining efficiency is improved. 

Keywords: ant colony algorithm; orthogonal test; TSP path optimization; hole group processing 

孔群加工是模具制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孔

群加工的数控编程是以软件CAM后处理完成路径输

出，利用软件后处理容易出现多孔位跳转和路径规划

不合理的现象，最终导致孔群加工效率低。 随着孔群

加工数量和规模的提升，加工效率成为众多技术人员

关注的重点，大规模孔群路径的优化间题是CAM研究

的热点。 目前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将智能优化算法引

入到路径寻优中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1-2]。 本文结合

蚁群智能算法对某朔模孔群加工路径进行优化，可以

有效控 制数控加工过程中空走刀的问题，提高了数控

孔加工效率。

1 孔群数控加工路径模型

模具同一平面孔群加工，包括多种类型孔和对应

～抖生报J j, t,"tJ/4.' 
，气、立云志云

加工方法，其中每一类孔群的加工路径优化都可以视

为是一类TSP问题 [3]。 同类型孔的加工以点位进行

距离计算，寻找加工最短路径，依次遍历所有孔位，完

成数控孔群加工中路径的优化。 根据孔群加工工艺特

点，充分结合孔边和刀具三者关系， 寻找孔群加工

模型[ 4] : 

G = (V,E,D) (1) 

式中：V为孔 集合，E为边集合，D孔加工刀具集合。

孔群路径优化目标：在刀具D加工下模型G完成各个

边E最优的组合路线的寻找，确定孔群 V加工路线最

短路径。

F(x)表示孔群加工路径的总长度函数，寻找最佳

路径使得F(x)为最小值，获得遍历路径是优化的目

标。 加工路径总长度表示如下 [5] :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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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锥在加工中曲上的选用
郭伟民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河南郑州450046)

摘 要：在加工中心上攻螺纹可以获得较好的加工精度和更高的生产效率，但实行起来有技术难度。 因此必
须清楚设备精度和刀柄结构，理清丝锥的特点和用途并做出正确选择，注重底孔加工质量，细化并优

化相关工艺措施。
关键词：加工中心；丝锥选用；底孔；装夹
中图分类号：TH16 文献标识码：B
DOI: 10. 19287 /j. cnki. 1005-2402. 2020. 10. 021 

Selection of taps in MC 

GUO Weimi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Zhengzhou 450046, CHN) 

Abstract: Tapping in MC is very efficient with good quality , but the implement is technically difficult. For this pur
pose ,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the accuracy of the equip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ool shank ,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uses of taps and make correct choices , make sure the quality of bottom hole pro
cessing , refine and optimize the relevant technological measures. 

Keywords: MC ; selection of taps ; bottom hole ; clamping 

在加工中心上用丝锥攻螺纹可以获得较好的加工
精度和更高的生产效率，但容易出现丝锥折断、螺纹尺
寸超差和牙型乱等问题。 查阅有关资料，会发现围绕
加工中心上使用丝锥 的内容不多、不全甚至不准确。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实践经验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总
结与梳理，从设备、丝锥和工艺方法等方面分析丝锥在
加工中心上的正确选择与使用，以期提高产品质量、充
分发挥高端设备的效能。

1 机床与刀柄

根据主轴轴向进给速度与转速的同步精度，可将
加工中心分为老式和新式两类，由此产生两种攻螺纹
方法。

(1)浮动攻螺纹
老式加工中心同步精度差，需要借助于丝锥专用

刀柄，才能实现攻螺纹。 这类刀柄有轴向弹性伸缩
（浮动）功能，可以补偿加工过程中进给与转速的非同
步误差，保证螺纹质址；并在丝锥折断时还能吸收冲击
力，起到保护主轴的作用。 在这类刀柄上还可以增加
转矩过载保护功能，避免丝锥折断；对于长度尺寸要求
精确的管螺纹等的加工，也可以通过刀柄内部结构的
改进来实现精确的长度加工。 不过刀柄上的功能越
多，结构越复杂，刀柄的外轮廓越粗大，需要注意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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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中对周围夹具或轮廓凸起的干涉与否、自动换

刀可行与否，以及因刀柄内部结构复杂而可能会带来
新的不确定因素。

浮动攻螺纹作为一种方法，在一 些场合（比如单
件加工）也很实用。 比如在模具荆芯加工中，在一 次
装夹内完成包括攻螺纹在内的相关加工，但又不能让
丝锥折断，为此可采用浮动刀柄、以人工操作为主来完
成：先确定好转速和转向，找对坐标位置，用手摇的方
式使丝锥随着转动速而上下移动。 有不合适的情况随
即就能停下来，不会出现折断等问题。

(2)刚性攻螺纹
新式加工中心原则上能够保证轴向进给与转速的

同步性，这使得采用普通刀柄攻螺纹变得可行，于是出
现了目前应用较多的 “ 刚性攻螺纹 ” 。 不过也不是任
何普通刀柄都可以，而基本上是限于以下两类：一种是
“ 双锁环刀柄本体+KM直壁弹性套筒 ” 型，一种是使用
ER弹簧夹套的刀柄。 这两种刀柄都比较常见，尤其
前者夹持力更大、精度更高，优先推荐使用。严格意义
上讲，由于攻螺纹过程中的受力变化以及丝锥和机床
的制造误差等原因，刚性攻螺纹过程中绝对同步是不
可能的，所以针对精度要求高的螺纹，可采用具有微调
功能的刀柄等。

还要注意加工中心的精度（包括机床重复定位精

～牡“”“
叱

，气、立云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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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化测量的飞机扩口导管闭环制造方法
＊

李本军 易 元 朱绪胜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都610091)

摘 要：扩口连接形式是当前航空飞行器最为广泛的连接形式，其制造精度直接影响飞机管路的密封性能。

针对传统飞机扩口导管生产过程中大量依赖于专用工装和人工操作，引起的精度差、表面缺陷、生产

效率低等问题，将数字化测量技术融入导管切割、扩口这两大主要工序，通过数据采栠和反馈，形成

制造过程的闭环，从而优化了扩口导管的制造精度。 首先介绍了飞机导管闭环制造的总体架构，然

后分别针对导管余量切割和导管扩口两道主要工序的闭环制造进行分析，给出主要的计算模型和系

统组成。 最后，以某飞机导管为例，验证了本文方法和计算模型的正确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扩口导管；数字化测量；余量切割；闭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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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机床能耗控制的优化研究与应用

徐秀玲囥） 王红亮＠ 于天彪心

（心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中捷机床有限公司，辽宁沈阳 110142;@沈阳工程学院，辽宁沈阳 110136)

摘 要：数控机床是典型的用能产品，由千各种损耗和辅助功能的存在，加工过程中能效一直比较低。 为此，

对数控机床能耗控制进行研究。 以 Simens840D sl 数控系统为例，在分析数控系统的控制原理基础

上，根据加工特征编制宏程序，实现系统动态的加工能效优化；基千不同工作状态下，根据机床闲置

时间的长短，制定机床待命、系统待命和关机 3 种节能控制方案，通过编制相应的 PLC 控制逻辑，实

现数控机床智能化的低能耗控制；将 PAC3200/4200 多功能测量仪集成千数控机床，实现对数控系

统及辅助设备的能量消耗进行定量的测量和分析，实时获取生产现场的机床能量数据。 该方案已成

功应用千龙门移动式数控机床，并取得理想的效果，能够实现对能耗优化控制，提升机床的性能，使

其更具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数控机床；能耗控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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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削参数对A100钢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

王 运小 张昌明囥） 张 显心

（心陕西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陕西汉中723000;(2)陕西省工业自动化重点实验室，陕西汉中723000)

摘 要：为研究车削参数对AlOO钢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采用硬质合金刀具对AlOO钢进行了正交车削
试验，分析了各车削参数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及显著程度，并构建了表面粗糙度的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结果表明：表面粗糙度随进给量和切削深度的增大而增大，随主轴转速的增大而减小。其
车削参数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主次顺序为：f > aP > n, 并通过回归模型显著性分析验证了回归模型
的准确性。

关键词：AlOO钢；车削加工；表面粗糙度；F值检验法
中图分类号：TG51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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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P神经网络的微铣削切削比能预测 
＊

张杰翔小 李志永巾 郝文华© 刘俨后 m 赵玉刚心
（心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淄博 255049;(2)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高密 261500)

摘 要：针对微铣削加工过程中功率和加工能耗变化问题，对微铣削机床主轴系统加工功率进行了采集。 建

立了主轴转速、每齿进给量和切削深度 3 个重要切削参数影响切削比能的 BP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通过 45#钢子午线轮胎模具微铣削试验，获得试验数据样本来训练和检测 BP 神经网络，实现了不同

切削参数组合下切削比能的预测，并利用遗传算法对切削参数进行寻优。 预测和优化结果表明，最

小切削比能可在最大切削参数组合下取得。 因此在不考虑表面粗糙度和刀具磨损的情况下，高水平

的切削参数组合可获得大的材料去除率和相对较小的切削比能，提高加工效率并降低加工能耗。

关键词：微铣削；切削比能；BP 神经网络；预测；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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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形液压动力三爪卡盘静态夹

紧力测量仪的设计与应用

姜 培心 李 毅心 王慧忠＠

CCD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浙江杭州310019;® 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浙江杭州310023)

摘 要：制作了一套结构简单、测量准确、夹持直径大、经济实用的三爪卡盘静态夹紧力测力仪，验证了测力
仪在实践中的可行性，给卡盘生产方、使用方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测量装置及方法。

关键词：液压动力卡盘；三爪卡盘；静态夹紧力；测力仪
中图分类号：TG751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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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机液压传动系统常见故障浅析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立信分院，江苏无锡214000)

摘 要：在汽车发动机管理系统(engine management system}中，由电磁脉冲驱动的喷油器是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在喷油器装配线中对喷油器预装完成品的注塑工位主要采用的是立式注塑机，该注塑机主

要包括注射系统、合模系统、液压传动系统、电气控制系统、润滑系统、加热及冷却系统、安全监测系

统等。而在日常生产过程中注塑机液压传动系统常出现的故障主要有零件注塑不完整、注塑机电机

过载保护、注塑机圆台转过位、注塑机系统压力过低等故障，针对这些故障率高且维修时间较长的故

障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为此类注塑机的故障诊断和处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

具有很好的工程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注塑机；液压传动；故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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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速拆装汽车轮軗的组合扳手创新设计
＊

兰希园囥）

CCD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咸宁437100;®湖北华宁防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威宁437100)

摘 要：引用机械设计与传动相关技术原理，针对汽车轮軗拆装时需逐个拆装锁母、工作效率较低这一现状，

设计出一款能将汽车同一车轮上多枚锁紧螺母同时拆装的组合扳手，可极大提高工作效率，既适用

千汽车维修店，也适用千汽车装配生产线。本技术方案将为一线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创新提供思路，

为汽车装配企业进行技改升级和生产工艺改进提供参考。

关键词：组合扳手；创新设计；汽车车轮；锁紧螺母；同时拆装

中图分类号：TH6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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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下载全文

汽车主摸型薄壁件加工防变形夹具设计与研究
＊

程 齐 方喜峰 章 振 支含绪 张胜文

（江苏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江苏镇江 212003)

摘 要：针对汽车检测工具主模型薄壁部分切削加工过程中工件容易变形的问题，设计了薄壁件加工防变形夹

具，利用浮动的辅助支撑杆对工件进行支撑，可以在磁流变液浮力的作用下与工件表面自适应贴合。

设计了真空吸盘和定位装置对工件夹紧与定位，滑动定位装置可实现夹具在空间区域进行定位，采用

真空吸盘装置的夹紧方案可以快速更换加工工件，不影响表面加工质量且方便稳定。 柔性体现在夹具

能够自适应调整以适用千不同类型主模型薄壁件的切削加工，从而节省夹具的制造成本。 利用计算机

辅助软件算出夹紧点的合理位置，能保证工件在加工中不产生位移和变形；利用磁流变液锁紧装置可

快速改变辅助支撑杆的松紧状态；提高了工件的装夹效率，节省工时，实现加工要求。

关键词：柔性夹具；薄壁件；防变形；切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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