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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EDITOR'S NOTES

十一月，碧空如洗，凉爽舒适, 秋天的气息被渲染得越发浓烈。疫情防控已进入常

态化，人们也逐渐走出疫情的阴影，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力争为2020年画上一

个圆满的句号。

回顾往昔，这份来之不易的安逸更是让人倍觉珍惜。如今，各行各业都恢复了生

机，机床行业也不例外，各种线上线下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第21届立嘉国际智能装

备展览会“新产品-雄鹰奖”的评选显示出“后疫情时代”企业强劲的造血能力，蓬勃

生长的内动力让技术创新生生不息，促使着企业一路向前，力争永葆青春活力。通用技

术集团携北京机床所等旗下6家企业整体亮相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全面展示了新技术

新应用新业务，同样联手交出了5G商用落地一年以来“如何用”、“用得好”的出色

答卷。

这一切都仿佛在告诉我们，行业的复苏，离不开每一家企业的砥砺奋进，更离不

开每一位机床人的辛勤耕耘。滴水汇成海，每一个故事的都值得被发现，每一种努力都

值得被铭记，无论世异时移，机床人的匠心从未改变。

本期的技术主题是“工业软件”。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产业升

级、新型工业化、工业发展转型等国家战略的道路上，工业软件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

色。工业软件除具有软件的性质外，还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系统、应用、中间件和嵌

入式等工业领域的软件都涵盖其中。当下智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推进，工业软件的

作用越发的明显。我刊甄选了多篇文章，包括工业软件的应用、算法、仿真分析等内

容，希望以点带面，引起行业朋友对工业软件的重视，尤其是对发展国产工业软件的重

视，共同探讨，一起进步。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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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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回转体加工中的转台协调跟踪研究与实验
肖 明 王 俊 李扬斌 庄鹏程 席文明

（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福建厦门 361102)

摘 要：与数控加工不同，机器人可以通过扩展外部轴实现大尺寸、复杂产品的加工。研究转台协调跟踪机

器人运动的方法，实现机器人对回转体的加工。 首先，利用 PowerMill 软件产生加工刀轨迹，井对产

生的刀轨迹进行线性插补。将插补后的空间点坐标进行后置处理井赋值给机器人，产生机器人的运

动轨迹，而插补后的转角赋值给转台。然后，利用卡尔曼滤波器预测机器人相邻轨迹点的运动时间，

并将该时间赋值给转台，实现转台协调跟踪机器人的运动。最后，依据相邻轨迹点的弦高，对轨迹点

进行弦高插补，进一 步提高转台的跟踪精度。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线性插补后，其转台平均转角误差

在-0.121° - 0.086°

0 弦高插补后，其径向轨迹误差由 1mm 减少到 0.1mm 。

关键词：机器人；转台；协调跟踪；卡尔曼滤波器；弦高插补

中图分类号：TP24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1. 001 

基于SURF改进算法的工件识别

＊

席剑辉 汤 丽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沈阳110136)

摘 要：针对SURF算法容易出现误匹配等情况，提出一种基于SURF算法的改进算法。 该方法首先利用

SURF算法中Hessian矩阵检测特征点，然后在特征匹配时利用欧氏距离进行双向匹配，最后利用

改进RANSAC算法假设精确特征点对的数学模型，找到符合数学模型的
“

内点
”

，从而提高特征匹

配的精度 。 目的在千提高工件识别的效率 。 用工件图片对本文算法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算

法能够更准确 、 高效地识别工件。

关键词：SURF算法 ； 特征匹配 ；RANSAC算法 ； 工件识别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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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振动外圆车削刀杆结构设计及仿真分析

＊

李绍朋 王利强 吕志杰

（山东建筑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山东济南 250101)

摘 要：基千振动切削原理设计了用于径向振动外圆车削TC4钦合金的振动车刀刀杆。超声振动频率为

20 kHz, 变幅杆横截面直径为 32mm, 刀杆尾部与变幅杆连接处采用螺纹连接，螺纹孔规格为 M18

x20mm , 在此基础上对振动车刀刀杆进行建模计算，然后利用 ANSYS Workbench 有限元仿真软

件对所设刀杆做模态分析及谐响应分析，设计符合加工要求的径向振动外圆车削车刀刀杆。

关键词：径向振动外圆车削；变幅杆；模态分析；谐响应分析；设计刀杆

中图分类号：TG712, TG51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 / j. cnki. 1005-2402. 2020. 11. 003 

WinCC和Web Service在故障预警系统中的应用
孙文涛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022)

摘 要：以 WinCC 和 Web Service 为基础，介绍了以 S7-1200 PLC 为控制器的故障预警系统。 该系统通过

对关键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能够实时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尤其关键的是可以使该系统具备预警能

力，能够及时发现异常的趋势，便于管理人员及时处理。 该系统采用 PROFINET 总线和 Web

Service 通讯技术，具有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和可靠性高等优点。

关键字：WinCC; Web Service; 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中图分类号：TP277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 / j. cnki. 1005-2402. 2020. 1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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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虚拟仿真实验平台逢设

＊

蔡 宝 朱文华 顾鸿良 孙张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上海201209)

摘 要：基千虚拟仿真技术的工程实践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在实验操作中，将虚拟仿真技术融入工程实

践中，可将传统的工程实践模式扩展为虚实结合 、 能实不虚、理实一体化的多层次实验平台。 建立了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工程实践平台，详述了典型的工程训练虚拟仿真实验内容及其关键开发过程，

搭建了互联网＋虚拟仿真的工程实践平台，克服了传统实践平台的诸多不足，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工

程实践的教育理念 。

关键词：虚拟仿真技术 ； 工程实践 ； 虚实结合 ； 互联网＋ ； 实验平台

中图分类号：TP391.9 文献标识码：A

D01:10.1 9287/j. cnki.1005-2402. 2020.1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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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尔可夫过程和通用生成函数的

制造系统可靠性分析
＊

胡健＠ 周金字© 庄百亮＠

CCD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江苏常州213001;® 金陵科技学院机电工程

学院，江苏南京211169;@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院有限公司，江苏常州213001)

摘 要：利用传统的可靠性分析方法求解复杂多状态系统问题时，往往会由千系统状态数增加，引起计算成

本高、精度低等问题。针对这 一情况，运用了一种基千马尔可夫随机过程方法和通用生成函数(uni

versal generating function, UGF)的制造系统可靠性分析方法。 首先利用随机过程方法建立制造系

统各单元的马尔可夫模型，求解各单元状态概率，利用Lz变换，确定各单元的UGF模型，然后通过

复合运算得到整个系统的UGF模型。 同时利用遗传算法对系统转移密度矩阵进行了优化求解，得

到系统的转移密度矩阵，建立系统的马尔可夫可靠性模型，实时有效地对系统各项性能指标进行分

析。 结合数值案例，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对工程应用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马尔可夫；通用生成函数；制造系统；遗传算法；可靠性

中图分类号：TB33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9287 / j. cnki. 1005-2402. 2020. 11. 006  

基于数控机床FMECA与改进RPN的系统
＊

危害性评价方法

刘泽锐心 王红军囥尥李 颖＠ 常 城＠

(Q)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北京100192;@高端装备智能感知与控制北京市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北京100192;@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现代测控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92;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贵任公司，四川成都610092)

摘 要：数控机床的正常有效运行，需要时刻关注着机床各个部位的情况。 通过从企业内部采集到的数

控机床数据，对数控机床的各个系统进行可靠性分析，研究每个子系统存在的故障类型故障、故

障模式与故障原因，确定其对机床整体功能的影响。 并通过 FMECA 分析计算方法和改进后的

RPN 系统危害性的分析方法找出数控机床各个系统的薄弱位置，了解各个故障对数控机床的整

体影响程度，最终得出数控机床的可靠性信息。 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能较为准确地找出机床的

主要故障部位，并针对这些故障部位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与解决方案，从而提高机床的运行

寿命。

关键词：数控机床可靠性分析；FMECA 分析；改进 RPN 系统危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TH1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1. 007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1007&dbname=CJFDLAST202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1008&dbname=CJFDLAST2020


2020年第11期

点击下载全文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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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生忒．＂伈玄

基于NB一loT的机床物联网系统设计

＊

王祖耀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武汉 430223)

摘 要：随着数控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两者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的各个方面。针对数控机床

中状态、统计、诊断等小数据采集传输过程中，为解决现有无线技术的传输距离、信号强度、成本等问

题，将 NB-loT 技术支持海量连接、广覆盖、低成本的特性应用于机床联网系统。 测试结果表明该系

统可稳定传输所采集的数据。 通过基于 NB-loT 的机床物联网系统设计，为机床提供了经济高效联

网方案。

关键词：NB-loT; 数据采集；机床联网

中图分类号：TN876.5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 5-2402. 2020.11.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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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圈智能加工单元控制系统设计与实践
何佩云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摘 要：针对轴承圈加工智能加工单元，基千智能制造的基本要求，从轴承圈的制造工艺出发，从CNC机床
选择、机器人上下料、自动物流仓储及智能检测等4个方面描述轴承的智能生产控制系统的设计调
试过程，最终实现无人生产。

关键词：智能加工单元；轴承圈；无人生产
中图分类号：TH162 文献标识码： 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1. 009 

一种用于卧式数控车床的专用加工手套

箱及气氛自动控制方法

李继军 张明树 迟永刚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四川绵阳621900)

摘 要：为了实现卧式数控车床加工区域密闭、提高密闭加工区域气体置换效率，提出一 种用千卧式数控车
床的专用加工手套箱及气氛自动控制方法。 首先确定了专用加工手套箱功能结构，借助专用密封件
和滑动附件，实现与卧式数控车床的密封和相对运动；然后通过气氛自动控制系统，借助设置千手套
箱进气口和出气口的电气控制元件，实现加工手套箱内气体自动置换和气压自动保持，提高了专用
加工手套箱内气氛控制效率。

关键词：卧式车床；手套箱；气氛控制
中图分类号：TH11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1.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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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Nordlock模锁原理的双螺母滚珠丝杠副的
＊

创新设计与性能分析
刘 莉心 姜洪奎© 周 亮＠ 田博丞＠ 宋现春＠ 李彦凤＠ 宋米佳©

<CD淄博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山东淄博 255000;® 山东建筑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山东济南 250101)

摘 要：针对国产滚珠丝杠副常常出现的因加工误差、滚道磨损等因素导致的预紧力丧失的难题，将 Nord
一Lock 模锁特征应用千滚珠丝杠副的结构设计中，提出了 种新型预紧滚珠丝杠副。 该预紧机构由

左、右两个模锁垫片组成，使双螺母与丝杠轴产生相对位移，从而产生轴向预紧力；同时，两垫片的模
锁效应使得预紧力大小保持不变。 根据模锁效应和滚珠丝杠副的结构参数，确定了模形预紧垫片的
关键结构参数。 应用 SolidWorks 建立了三维几何模型，应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对新型滚珠丝杠副
进行了瞬态动力学分析和模态分析。 结果表明，这种新型结构能够有效地实现自我预紧，有望成为
一种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高可靠性、长寿命的滚珠丝杠副。

关键词：模锁效应；滚珠丝杠副；预紧；有限元；NordLock 

中图分类号：TH132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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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机器人轨迹规划与运动仿真方法

冯树先心 刘益剑
。

夏慧强
。

刘宗熙 © 杨继全© 谢 非＠

CCD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江苏省三维打印装备与制造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210023)

摘 要：为研究6R机器人ABB IRB140的轨迹规划，根据改进的D-H法对机器人各连杆建系并进行正运

动学分析，推导出末端执行器相对于基坐标系的位姿，利用解析法对机器人进行逆运动学求解。 通

过五次多项式插值进行机器人轨迹规划，结合MATLAB-Robotics toolbox构建机器人三维数学模

型，实现对机器人的轨迹规划仿真 。 仿真得到了机器人连续平滑的关节轨迹和末端轨迹曲线，验证

了运动学模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为机器人运动分析、动力学控制和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

基础。

关键词：ABB IRB140机器人；运动学；轨迹规划；仿真；MATLAB 

中图分类号： TP27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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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US 绳槽加工装置

张 鹏 田栋栋 多 松 王振宇 成占华 于 洋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德州 253000)

摘 要：由千标准普通车床加工 LEBUS 绳槽具有局限性，将普通车床设计改造成 LEBUS 绳槽加工专机，介

绍了所选择的合适的刀具，并介绍其整体加工方案。

关键词：LEBUS 绳槽；普通车床；改造；专机

中图分类号：TG511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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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刚性类零件高精度柔性支撑方法

＊

邵 伟 赵 迪 杨军良

（西安理工大学，陕西西安710048)

摘 要：针对弱刚性类零件自身变形严重影晌其形状检测准确性问题，提出一种多点主动柔性支撑方法，消
除重力变形的影响。 首先根据弱刚性类零件大小及本身形状确定支撑位置和数目，然后设计精密螺
旋自锁位移机构，最后结合压力反馈实现支撑位置高精度定位运动，消除重力变形的影响。 该方法

为各类弱刚性类零件提供一种有效支撑方法。

关键词：弱刚性；形状检测；主动柔性支撑；重力变形
中图分类号：TB9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9287 / j. cnki. 1005-2402. 2020. 11. 014 

行星式球磨加工铝杆的工艺实验研究
严剑刚心 高 鸣。 罗 俊＠

（心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上海 201209;@上海亚尔光源有限公司，上海 201801)

摘 要：研究行星式球磨加工中不同工艺参数对铭杆倒角和表面质量的影响。 实验选用 <f;0.8 mmx8 mm 的
锦杆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显显微镜检查铭杆倒角和表面质量，并用灯芯漏气检测法进行验证。 通过

正交实验以及数据分析，研究滚筒转速、球磨时间、球磨配比、球磨石大小四种加工参数及其交互作

用对铭杆质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滚筒转速、球磨时间对铭杆质量影响显著。 实验同时证明，行星式
球磨适合硬质鸽杆的倒角和表面质量的改善，井且提高了生产效率，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行星式球磨；铭杆；正交实验；加工参数；效率
中图分类号：TH1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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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普通数控车床的等距型面加工研究
姜增辉心 姜智勇小 张宇庭＠ 饥智宝© 马立久＠

（心沈阳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辽宁沈阳110159;(2)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包头014030)

摘 要：等距型面连接在重载机械的大扭矩传递中已呈现取代传统键连接的趋势。 目前常采用加工中心来
完成等距型面的切削加工。提出了 一 种应用普通两轴数控车床加工等距型面的方法，利用G32指
令车削端面螺纹的功能代替加工中心的C轴功能，实现切削中圆周角度的精确定位与踉踪。 建立
了利用G32指令拟合加工等距型面的模型，井设计了相应宏程序。 建立了基千VERICUT 的仿真
切削环境，井进行了车削仿真加工。 结果表明，应用普通两轴数控车床可以实现等距型面的切削加
工，且选取适合的分割增量角对保证加工精度非常重要。

关键词：等距型面；数控车床；车削；宏程序；仿真加工
中图分类号： TG519.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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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箱箱体摸态分析及结构优化

＊

郭 召

（西安大医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陕西西安710016)

摘 要：对一款传动齿轮箱模态进行分析，提取了前六阶模态的固有频率和振型，对各阶次模态对传动箱性

能的影响进行分析。第1阶固有频率与传动箱端部齿轮传动组件所产生的激振频率非常接近，易引

发振动。 通过对传动箱载荷流进行分析，对内部筋板位置进行优化设计，使1阶固有频率大幅提升，

振幅减小，提高了传动箱的动刚度。

关键词：模态分析；结构优化；固有频率；动态特性；模态振型

中图分类号：TH61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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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置螺纹定值扭矩的确定方法

＊

陆凯雷 王东亮 王 伟 刘 贵

（常州博瑞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江苏常州213025)

摘 要：定值扭矩法是目前工业中采用普通螺纹连接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 一 ，准确的扭矩值是保证连接有效

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生产作业的依据 。 基千被连接工件上螺纹的预置方式，将其划分为无螺纹、自

置内螺纹、 内置内螺纹、外置内螺纹和外置外螺纹5种模型 ； 经分析5种连接机体模型的破坏形式，

反向推导扭矩值的考量因素，将不同形式下的因素分为6个阶段确定，通过计算破坏扭矩、确定取值

对象和验证扭矩的可靠性，从而得出连接体的执行扭矩。 同时说明螺纹连接体在安全载荷下，扭矩

值越大，材料利用率越高，螺纹连接的可靠性越高，同时扭矩取值必须保护连接体的许用扭矩最下者

不被破坏。

关键词：定值扭矩；破坏扭矩；许用扭矩 ； 螺纹连接 ； 预置螺纹

中图分类号：TH1 3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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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非电参数对短电弧铣削钦合金
＊

TC4加工性能影响研究

张 立 胡国玉 周建平 张晟晟

（新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7)

摘 要：为了解决短电弧铣削加工{SEAM)极间熔融物易堆积而造成 ” 二次放电“ 甚至短路现象，提高加工

效率和表面质量，针对影响熔融物有效排除的非电参数冲液压力、工具电极转速和进给速度对釱合

金TC4短电弧铣削加工的材料去除率{MRR)、工具电极损耗率{TWR)、表面微观形貌的影响规律

进行研究 。 实验结果表明：冲液压力、工具电极转速和进给速度对材料去除率和工具电极损耗率都

有显著影响，其中进给速度对工具电极损耗的影响出现了-4%和-71%的负增长现象，极间发生了

电化学反应，产生的氧化膜对电极损耗有一定的补偿 ； 通过适当提高冲液压力、工具电极转速和进给

速度，可有效避免短路现象和减少工件表面微裂纹及冲蚀孔洞数量，有利千提高工件表面完整性 。

关键词：短电弧铣削加工 ；釱合金TC4;非电参数 ；加工性能
中图分类号：TG66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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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机的无位置传感器控制参数优化
王 红 潘家栋 徐学武 张奎庆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摘 要：永磁同步电机无位置传感器控制依赖千转子位置观测器，观测器的精度直接影晌电机的控制。针对
转子位置观测器中参数整定过程计算较为复杂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误差反向传播 (BP) 神经网络
来优化转子位置观测器的方法，利用所提出的误差反向传播 (BP) 神经网络优化转子位置观测器的
参数，实现永磁同步电机无位置传感器优化控制。 通过 MATLAB/Simulink 搭建仿真实验平台证
明，并通过和传统公式整定方法对比分析，误差反向传播 (BP) 神经元网络能够快速准确地计算出转
子位置观测器中的参数。

关键词：永磁同步电机；转子位置观测器；参数整定；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 TP273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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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联动跟踪误差耦合特性分析

＊

苏 芳 王晨升 李 渊 雷美荣

（山西大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3)

摘 要：跟踪误差对加工精度有重大影响，刀尖点跟踪误差由各进给轴跟踪误差基千结构、运动关系耦合生
成。为了解多轴联动跟踪误差空间耦合特性，考虑高速进给系统运动过程中存在的三维线性跟踪误
差，以三轴联动系统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无耦合关系、两轴耦合和三轴耦合 3 种拓扑结构的联动误
差分析模型，得到 3 种模型联动点跟踪误差的关系表达式。基千典型机床 3 个线性进给轴的空间结
构，量化结构耦合特性对跟踪误差的影响，井基于 Sobol 敏感度分析法完成敏感度分析。分析结果
显示，进给轴的三维线性跟踪误差会随结构耦合关系耦合到联动点跟踪误差中，进给轴的误差量与
耦合特性对联动点跟踪误差的影响程度成正比，且进给轴跟踪误差的切向和法向分晕与轴向分噩敏
感性相当，在离速、高精度机床精度研究过程中应该特别关注。

关键词：三轴联动；跟踪误差；轮廓误差；耦合特性
中图分类号：TH1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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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产现场的刀具磨损状态监测研究

牛博雅心 杨 斌勾） 孙 杰勾）

（心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西安 710089;(2)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高效洁净机械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东济南 250061;@山东大学航空构件

制造技术及装备研究中心，山东济南 250061)

摘 要：刀具失效会对工件加工精度与表面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掌握刀具磨损状态对零件加工质量的把

控至关重要。在生产现场钦合金铣削试验的基础上采集铣削过程力信号与振动信号，井对其进行时

域、频域以及时频域特征提取，采用 Fisher 线性判别分析进行特征排序与选择，选出具有较好分类

能力的特征，建立基于支持向量机 (SVM) 的刀具状态识别模型，以提取特征为输入，得到特征对应

的刀具磨损阶段。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识别精度较高，为生产现场刀具磨损状态监测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铣削；刀具磨损；Fisher 线性判别分析；SVM; 刀具状态监测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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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嫡值法的0235构件疲劳性能无损检测

简宏岩 李浩宇 王振芬 郑丽颖

（绥化学院农业与水利工程学院，黑龙江绥化152000)

摘 要：为确定金属构件在低周疲劳过程中的热力学嫡产率、累积嫡与疲劳性能的关系，使用疲劳试验机对

Q235试件进行低周疲劳循环加载，利用红外热成像仪记录不同加载幅值和频率下的试件表面温

度，推算其嫡产率和累积嫡，进而构建疲劳寿命与嫡的关系。结果表明，在相同加载频率下，嫡产率

与加载幅值成正比，疲劳周期相对较低，疲劳累积的嫡值与加载幅值成反比关系，且累积的嫡只与加

载幅值有关，与加载频率无关。在相同加载幅值下，嫡产率与加载频率成正比，疲劳过程累积的嫡曲

线与加载时间呈线性关系。同时，将循环加载周期数和累积嫡作为参数得到了疲劳寿命模型，经验

证该模型能够以无损检测的形式且较为准确地预测金属构件的疲劳寿命。

关键词：低周疲劳；嫡；加载幅值；加载频率；疲劳寿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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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特征选择和摸糊支持向量机的刀具磨损状态识别

赵明利 袁一鸣 宋士杰 聂立新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河南焦作 454000)

摘 要：为了提高在不平衡性样本上的刀具磨损状态识别准确率，提出了一种基千特征选择和模糊支持向量

机的刀具磨损状态识别方法。 该方法通过离散二进制粒子群算法对特征进行选择，剔除冗余特征和

无关特征，避免算法陷入维度灾难。 设计了混合模糊隶属度函数，构建模糊支持向量机分类模型，采

用粒子群算法优化模糊支持向量机关键参数，实现了刀具磨损状态识别。 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平衡

性样本情况下，基千特征选择和模糊支持向量机的刀具磨损状态识别方法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具

有较高的识别准确率。

关键词：特征选择；模糊支持向呈机；刀具磨损；离散二进制粒子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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