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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EDITOR'S NOTES

11月24日，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胖五”再一次带给了我们一份惊喜——它把

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了预定轨道，开启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而令人感到暖心的是“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样本，一份将保存在北京，一份则

保存在湖南以告慰毛主席。究其渊源，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如今举世瞩目的成就是离不

开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非凡魄力——“等、靠、买、租”都不是办法，唯有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这样的道路，其实放在其他领域一样贴切不过。几十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条道

路完全正确。作为“机床人”，我们对“航天人”有的是钦佩敬重以及与有荣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所谓强

烈愿望，唯有用心描绘。近期，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在沈阳举办了一场“高端行

业需求与强国智能装备研讨会”。会上，对其数控系统在一些重点领域的应用做了详细

的讲解。研讨会的主题是“和正固本，同频兴邦”，其实归根结底讨论的是生长与土壤

的问题，国产化之路需要展现的舞台。不管是国产化之路有多难，还是行业发展之路有

多远，但做则可成，行则将至。

本期的技术主题是绿色制造，强国战略中也提出了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本期我们

请来了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曹华军教授，他长期从事以机床装备及制造系统为场景的

绿色制造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工作，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为绿色制造“弦而鼓之”，

希望通过这篇短短的导读，让大家“闻金声而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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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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齿与激光熔覆复合 一 体机的设计
李 栋心 吴文杰＠

（心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山东聊城 252000;@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绍兴 312400)

摘 要：由千工况恶劣，矿山机械 、 船舶设备等领域使用的大模数 、大规格齿轮容易出现磨损等缺陷，针对这

类齿轮的修复，设计了滚齿与激光熔覆复合 一体机。 该机床通过在YK31125CNC数控滚齿机工作

台 一侧加装伺服轴控制的激光熔覆头来实现熔覆运动，采用在激光熔覆头粉末喷嘴外增加环形气帘

喷嘴的方式，在粉末束外围获得环形保护气帘以适应在开放环境中进行激光熔覆，给出了机床的控

制原理及简洁人性化的人机操作界面 。 使用该机床一次装夹可完成齿轮的修复及滚齿再加工，缩短

了齿轮修复周期，降低了修复成本 。

关键词：齿轮；激光熔覆；修复；滚齿；复合机床；一体机

中图分类号：TH13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01 

基于BP-Adaboost算法的数控机床材料

切削能耗预测研究

＊

陈世平 谢 俊 罗 小 陈 伟

（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重庆400054)

一摘 要：针对数控机床能耗组成成分复杂，理论分析很难以较高精准度预测能耗的问题，提出了 种基千数
据驱动的BP-Adaboost数控机床能耗预测模型。 该模型引入Adaboost算法集成强预测器的能力，
对BP神经网络进行改进，通过反复调整BP弱预测器权重和样本权重 ，得到强预测器，从而提高 预
测精准度。 实验结果表明，BP-Adaboost预测模型与独立的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相比能够更精确
地对材料切削能耗进行预测，均方根误差和绝对误差均有所降低。 由此可见，该 预测模型在数控机

一床材料切削能耗预测方面，具有切实的可行性，为机床加工总能耗预测研究提供 种新的工具支持。

关键词：数控机床 ； Adaboost算法；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中图分类号：TG65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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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等离子切割与火焰切割综合分析
董 超心 赵 颖＠

（心中航工业辽宁陆平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辽宁铁岭112000;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学院，辽宁铁岭112000)

摘 要：等离子切割与火焰切割是热切割的两种主要方式，同时成本升降又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
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数据形式对二者的综合经济效益进行了系统比较，

对企业生产的成本分析和利润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数控等离子切割；火焰切割；成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TH16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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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加工刀具最小量润滑控制策略与PLC实现
＊

刘本刚囥） 吴天驰 心 金光云 心

（心航空工业沈飞数控加工厂，辽宁沈阳110034;(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摘 要：针对高速切削刀具润滑和冷却需求，结合飞机铝合金大型壁板高速加工工艺特点，基千最小量润滑
单元和控制策略优化，实现机床不同流量等级的润滑控制方式保障最佳切削效果，提高了高速加工
最小量润滑系统功能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对最小量润滑系统维护具有 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高速加工；内冷刀具；最小量润滑；定量供油；PLC 
中图分类号：TG71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04 

基于LabVIEW的主轴机械状态识别与故障诊断
李梦梅 陈学振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都610091)

摘 要针对 工业环境下的主轴振动信号， 提出 一 种主 轴 机 械状态识别与故障诊断的算法，并基千
LabVIEW设计 一 款在工业环境下对主轴机械状态识别与故障诊断的系统。 通过某机床主轴验证

表明，该系统可检测出主轴前端存在轴不对中的问题，提供维保人员专业性指导，具有良好的工程

应用价值。

关键词：主轴；LabVIEW; 状态识别；故障诊断

中图分类号：TH17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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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磨削仿真系统中的NC程序解析技术
＊

张 鹤 刘静文 王 磊 李欣泽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大连116600)

摘 要：研究了刀具磨削仿真系统中的关键性技术：NC程序的解析技术，详细阐述了如何对数控代码进行

检错和翻译，得到加工运动数据和状态数据，最终实现刀具磨削过程的仿真模拟。

关键词：NC程序；检错；翻译；仿真模拟

中图分类号：TH122, TP391.9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 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06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JYC202012008&dbname=CJFD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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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加工总线控制模块的软件设计

＊

胡 波 张勇斌 刘广民 张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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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自主研发的微细组合电加工机床操作指令的高效传递和状态监测，提出了异种网络互联方
案，利用"PCI—CAN卡＋工控机”作为硬件平台实现了CAN总线系统的数据传输和TCP端的通信
设计，分析了Socket原理，利用MFC中的CAsyncSocket类完成服务器／客户端模型的建立。在此
基础上通过分析客户端与服务器通信服务协议和CAN数据帧用户协议，在服务器上实现了两种协
议的转换以及传递信息的监测，该软件同时具有检测系统各模块状态的功能。 通过软件测试与调试
验证了本方案的可行性与正确性。

关键词：CAN总线；以太网；协议转换
中图分类号：TP393.0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07 

＊

一种带导向的大型工件限位装置

叶 穗 CD 黄俊桂©

（心常州机电职业技木学院，江苏常州213164; (2)常州汉限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常州213176)

摘 要：介绍了 一种带有导向的限位装置，可用千自动生产线上大型工件输送时的限位。大型工件输送时惯

性大，不易准确定位。该限位装置通过油缸驱动滑板，滑板带动限位板对工件进行限位，而滑板在封

闭腔内，由封闭腔的大面承受载荷，承载力大，刚性强。且通过修整限位板的厚度，能自动控制大型

工件的位置，使限位准确可靠，从而实现生产线工作的高可靠性与高生产效率。该机构还可多个同

时使用，以适应不同尺寸规格的工件。

关键词：限位；驱动；承载；可靠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B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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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ATLAB的AUBO-i5协作机器人
＊

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王春潞 王士军 孟令军 王鑫兴 王文龙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淄博 255049)

摘 要：针对 AUBO-i5 协作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问题，利用 D-H 参数法对机械臂进行建模，并通

过对机器人正逆运动学求解验证机器人模型的正确性。 首先，选用五次多项式插值对机器人进行轨

迹规划，得到的结果存在突变。 其次，通过融合均匀五次 B 样条曲线对协作机器人轨迹进行优化，

将首末节点的重复度定为 k+l, 使B 样条曲线能够通过首末位置点，保证了优化的完整性。 最终经

过优化后的协作机器人关节角度、关节角速度和关节角加速度变化曲线连续且平滑，有效减少了协

作机器人结构刚性差而造成的机械臂稳定性问题。

关键词：AUBO-i5 协作机器人；D-H 参数法；运动学正逆解；五次多项式轨迹规划；五次 B 样条曲线

中图分类号：TP242.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09 

＊

基于应变损伤的传动轴低周疲劳研究

刘 越心 刘 浩©

(CD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车辆传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72;@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100028)

摘 要：某车辆在执行任务期间，变速箱内主传动轴多次发生断裂故障，裂纹从花键过渡曲线根部产生并扩
展。 通过分析发现，该轴在服役期间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扭矩，导致传动轴花键过渡部位出现塑性变
形并形成应变损伤。 根据Manson公式，结合有限元塑变分析，进行了基于应变损伤的低周疲劳寿
命计算，得到其低周疲劳寿命为2 574次，与台架试验结果非常接近，研究为周期性冲击载荷下传动
轴的低周疲劳失效分析提供了可行性的探索。

关键词：低周疲劳；传动轴；应变损伤；冲击载荷；塑性变形
中图分类号：TH133.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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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能耗的码跺机器人平衡弹簧缸优化设计

＊

贺 莹 弓 超 高 涵 古  陈 晔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机械工程系，天津301636)

摘 要：研究了MD1200-YJ码堍机器人平衡弹簧缸低能耗优化设计问题 。 首先，基千机器人常规刚体动力

学模型，建立了考虑弹簧平衡力矩和负载动态重力矩的肩关节逆动力学模型，并结合运动参数建立

了能耗模型；其次，利用3-4-5次多项式插值函数完成操作空间 ” 门 ” 字型轨迹规划；再次，以平衡弹

簧缸的结构参数和安装位置参数为设计变量，以其取值范围为约束条件，以肩关节力矩绝对值的最

大值最小和力矩波动最小为优化目标，利用NSGA-11算法进行多目标优化求解；最后，通过比较，

优化后的肩关节力矩和能耗显著降低，动态性能明显改善，验证优化方法的有效性 。

关键词：码堍机器人；平衡弹簧缸；低能耗；优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TH112, TP242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5-2402. 2020.12. 011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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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M工艺参数对拉丝现象的影晌
孙保燕 黄邦伟 张小可 姚学杰 韦龙华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 要：采用正交实验设计方法研究了回抽距离、回抽速度、回抽后再补偿长度和打印温度对试样间拉丝
现象与制品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对测量结果进行直观分析，评估制品表面粗糙度受工艺参数的影
响程度，得到了最优工艺参数组合，并利用变异数分析法进 一 步进行显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各
工艺参数对制品表面质量影响程度为：回抽后再挤出补偿长度＞打印温度＞回抽距离＞回抽速度，
且回抽距离对拉丝现象影响程度最大，最优工艺参数组合为回抽速度 50 mm/s, 回抽距离 6mm,
回抽后再挤出补偿长度-0.5 mm, 打印温度185 "C。

关键词：熔融沉积成型；工艺参数；拉丝现象；表面粗糙度
中图分类号：TQ320.6 文献标识码：A
D01:10.19287/j. cnki.100 5 -2402. 2020.12. 012 

强制喷油孔对涡轮增压器轴承体温度

特性影响的实验研究

＊

凌 旭心 程云荣©

（心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湖南株洲412000;

＠襄阳中车电机技术有限公司，湖北襄阳441000)

摘 要：在涡轮增压器轴承体中设计强制喷油孔，探究强制喷油孔对涡轮增压器轴承体温度特性的影响。通过在

气体发动机实验台架上进行涡轮增压器回热实验，测试其轴承体中涡轮端浮动轴承以及密封环在发动机

稳态和瞬态工况下的温度情况。实验表明：在相同实验工况下，强制喷油孔轴承体在稳态工况下降温效果

较为显著，涡轮端浮动轴承温度最高降低了82.3 "C, 降幅为40.7%; 密封环温度最高降低了118.5 "C, 降幅

为43.4%; 强制喷油孔轴承体在瞬态工况下涡轮端浮动轴承最高温度降低了36.9 "C, 降幅为11.6%; 密封

环最高温度降低了42.5 "C, 降幅为 9.8%。发动机热停车后，涡轮增压器轴承体涡轮端浮动轴承与密封环

最高温度受热倒流现象影响，其最高温度远高千标定点工况时的工作温度。

关键词：涡轮增压器；浮动轴承；密封环；轴承体；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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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带齿形测量装置带轮轴有限元分析及优化

史尧臣心 陈国平＠ 李占国心＠ 周 宏＠ 唐武生 CD

(CD长春大学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吉林长春130022;(2)长春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摘 要：在同步带齿形测量装置结构中，带轮轴的动静态性能会直接影响同步带齿形尺寸的测量结果。 文章

根据同步带齿形测量装置滑动端带轮轴的结构特性，通过 ANSYS Workbench 软件建立该轴的三维

模型，并对其动静态特性进行了有限元分析，静力学分析得到该轴在实际工况下的应力及最大变形，

模态分析得出其临界转速。 同时，在保证其强度要求的前提下，对该轴结构尺寸进行响应面优化，从

而减小其最大变形，提高了该轴的临界转速。 通过对滑动端带轮轴的分析及优化，减小了同步带齿

形测量装置的测量误差，为轴类零件动静态特性分析及优化提供方法。

关键词：齿形测量；滑动端带轮轴；有限元分析；响应面优化

中图分类号： TH122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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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除颗粒对短电弧铣削加工放电状态影响研究

＊

张晟晟 胡国玉 周建平 张 立

（新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7)

摘 要：针对短电弧铣削加工工件表面质量低，形状精度差的问题，建立三维流场模型，对加工间隙流场进行

仿真。 分析了极间压力场 、 速度场对蚀除颗粒分布规律的影响，并模拟极间不同位置处颗粒的放电

状态，通过单因素实验验证了仿真结果的正确性 。 研究表明：蚀除颗粒受间隙负压的影响，主要分布

千电极中心孔及边缘附近，使局部电场集中，增大了铣削凹槽中间区域的放电凹坑数量及深度，通过

增大冲液压力改变蚀除颗粒的分布状态，可明显提高工件表面质量和形状精度。

关键词：短电弧铣削加工；蚀除颗粒分布；放电状态；电场集中

中图分类号：TG66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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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昆硅晶向对超精密切削粗糙度的影响特性

＊

张士军

（山东建筑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山东济南250101)

摘 要：为了探求晶体方向对超精密切削后的硅表面纳米级粗糙度的影响，找出最佳切削方向。提出了一种

利用均值分布图和欧式距离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首先利用单点金刚石刀具切削单晶硅获得纳

米级粗糙度的表面，然后利用Talysurf CCI 6000型白光干涉仪测量得到多点的粗糙度数值，再采用

箱图对测量数据进行了预处理，找到异常值，最后利用粗糙度均值分布图和欧式距离分析了晶向对

粗糙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利用单点金刚石刀具切削加工单晶硅，进给量和切削深度等切削参

数以及单晶硅的晶体方向对加工表面的粗糙度有影响。

关键词：超精密加工；表面粗糙度；单晶硅；纳米；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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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点激光检测的筒管焊缝磨削方法
＊

李东旭 钥 鑫 王 宇 李 壮 陈 珂

（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摘 要：金属筒管焊接件的成品率受焊缝表面质量影晌较大，为提高金属筒管焊接件的表面质量，有效提升
焊接的成品率，将焊缝表面任意两点的高度差保持在0.1mm以内，提出了一种基千点激光检测的
筒管焊缝磨削方法。 首先固定焊接筒管的角度位置，利用点激光检测同一直线上的焊缝两侧，通过
直线拟合确定理论直线后，检测焊缝表面并确定当前角度的理论磨削位置与磨削方向。转动焊接筒
管至其他角度，再次检测焊缝两侧及焊缝表面数据，直至筒管一周数据检测完成。 根据各个角度的
理论磨削位置与磨削方向，控制砂带磨床磨削焊缝并进行磨后检测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表面质量；高度差；直线拟合；理论磨削位置
中图分类号：TH162, TG441.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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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机床用电励磁直线同步电机自适应电流控制 
＊

王 健  蓝益鹏

（沈阳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辽宁沈阳110870)

摘要为提高用于数 控 机 床 的电 励 磁 直 线 同 步 电 机(electrically excited linear synchronous motor , 

EELSM)电流控制器的动态性能，克服其存在的参数 时变性，建立EELSM 非线性 状态空间模型并

分解为电磁子模型与机电子模型。 以EELSM电磁子模型为被控对象，设计模型跟随电流控制器，

将该控制器与具有比例积分自适应调节规律的自适应机构组成电流控制闭环系统。 采用非线性孤
一 一立方法将闭环系统等价为 个线性正向定常环节和 个非线性反馈环节，依据波波夫超稳定性理

论，设计等价线性正向环节传递函数矩阵严格正实，设计非线性反馈环节满足波波夫积分不等式，

可使闭环系统稳定且其状态变量收敛。数值仿真得到闭环系统的参考模型与被控对象的状态变量

的时域阶跃响应曲线，计算机仿真结果表明EELSM的模型参考自适应电流控制系统具有渐近超稳

定性和全局收敛阻

关键词：数控机床；电励磁直线同步电机；波波夫超稳定性理论；自适应控制；电流控制器
中图分类号： TM38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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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适应蜗蝠算法随机共振的轴承故障诊断
＊

蒋丽英 刘佳鑫 潘宗博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摘 要：针对传统的随机共振系统无法自适应调节结构参数的问题，以及采用自适应遗传算法和群智能算法

的随机共振系统随着种群数量的增加算法容易造成局部寻优的缺陷，提出了一种基千自适应蜡蝠算

法的随机共振滚动轴承故障诊断方法。 该方法基千双稳随机共振系统模型，结合二次采样频率变换

思想，通过自适应蜗蝠算法优化双稳随机共振的结构参数，从而使故障信号得到增强，实现滚动轴承

的故障诊断。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进行了仿真数据分析和轴承内外圈故障的应用诊

断。 结果表明，该方法模型简单，算法参数少，收敛速度快，能够准确高效地实现轴承内外圈故障的

诊断。

关键词：随机共振；二次采样；自适应蜗蝠算法

中图分类号： TH165+.3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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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噪声下卡尔曼粒子滤波焊缝跟踪方法
＊

黎扬进 高向东 张艳喜 杜健准 孙友松 肖小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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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激光视觉传感的焊缝跟踪过程，利用中值滤波平滑焊缝激光视觉传感图像，使用灰度重心法获
得激光条纹中心线，根据激光条纹中心线定位焊缝中心位置。针对有色观测噪声，利用扩充状态向
量的卡尔曼滤波算法产生粒子采样的提议分布函数，结合粒子滤波算法对焊缝中心位置进行最优估
计。结果表明，卡尔曼－粒子滤波算法能有效抑制有色观测噪声的影响并提高焊缝跟踪精度。

关键词：有色观测噪声；卡尔曼－粒子滤波；焊缝跟踪；激光视觉传感
中图分类号：TG316.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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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agging集成高斯过程回归摸型的刀具寿命预测
陈小康心 涂 煌＠ 许维东心 谢润忠心

（心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200093;®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 200233)

摘 要：提出了一种集成高斯过程回归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 GPR} 模型的预测方法，首先将信号进

行时域和频域分析，提取信号时频域特征，再结合距离相关系数 (distance correlation, DC} 进行特征

筛选；为了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采用 Bagging 算法对多个基学习器进行 GPR 集成，最大限度地降

低噪声信号的影响；最后根据贝叶斯后验概率计算得到各子模型的权重，对子模型的输出进行融合，

得到全局预测值。 进行对比分析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较之人工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该

方法预测精度更好，具有一定的工程实用意义。

关键词：高斯过程回归；时域分析；频域分析；距离相关系数；Bagging 算法；基学习器；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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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致齿轮变形对别齿加工精度的影响分析
＊

陈复兴 洪荣晶

（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南京 211800)

摘 要：基千别齿加工原理和齐次坐标变换理论，建立强力别齿力致误差模型。 首先，根据共枙曲面的嗤合

特性和两自由度空间啃合原理，得到含误差的齿面方程，建立力致误差与法向齿廓误差的映射关系。

然后，通过建立齿轮工件的有限元模型和别齿刀与齿轮接触回弹量计算模型，分别得到齿轮整体变

形量和齿面接触回弹变形量。 最后运用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了齿轮变形对别齿加工精度的影晌。 研

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齿面接触回弹变形，齿轮几何误差对齿轮整体变形并不敏感。 齿面接触回弹使

理论齿廓发生了偏移，并随着切削力的增大，接触回弹量明显增大，齿廓法向误差增大。 而随着别齿

刀与齿轮接触长度的增大，法向齿廓误差减小。

关键词：别齿加工；力致误差；齿轮变形；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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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

等功
”

原理轨道导向面结构设计及摩擦力性能分析
荣伯松心 张云峰＠ 白云方心 张 瑞心 李婷婷心

（小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宁272071;(2)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北京100102)

摘 要为了实现系统稳定性，结合滚柱宜线导轨副工作及滚柱进入承载区形变原理，建立了一 种基于 ” 等

原理的导向面计算模型，利用数值分析技术推导出导向面的参数方程，通过试验的方法验证基

中图分类号
DOI: 10. 

等功 原理的轨道导向面摩擦力及噪声的改善效果。

关键词：滚柱直线导轨副；导向面；结构设计；摩擦力；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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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减速器壳体压盖外圆反向车削工装夹具设计
辛百灵 陈桂芳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三门峡472000)

摘 要：针对主减速器壳体在立式专用数控车床上反向加工的工艺要求，依据工件的结构特点，设计制造一

种能够适应多品种、安装方便的专用车削工装夹具，一台机床可以通过更换定位盘，快速切换多种型

号主减速器壳体压盖外圆的高效切削加工。在机床主轴内设置液压夹紧油缸，实现对工件的液压自

动夹紧，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生产实践证明，该夹具结构简单，工件安装方便，便千操作，提高了生

产效率，保证了加工精度。

关键词：主减速器壳体；壳体加工工艺；反向车削工装设计

中图分类号：TH242.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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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迁移学习的滚动轴承剩余使用寿命预测
＊

汪立雄心＠ 王志刚仅》 徐增丙仅2 林 辉＠

C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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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自动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8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O八研究所，上海200011)

摘 要：针对轴承剩余使用寿命(RUL)预测模型训练样本少导致预测精度低的问题，提出 一 种基千深度迁

移学习的滚动 轴承剩余使用寿命预测方法。 首先利用深度信念网络(DBN)和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

(SOM)直接对原始振动信号构建轴承健康因子(HI) , 然后以长短时记忆网络(LSTM)模型为基

础，通过共享隐含层的迁移方法训练RUL预测模型，最后利用LSTM-DT进行RUL预测。 实验证

明，构建HI能够精确反映轴承的健康状态，LSTM-DT算法有效提高RUL预测精度。

关键词：剩余使用寿命预测；深度信念网络；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轴承健康因子；长短时记忆网络；共享隐含

层迁移

中图分类号： TH113.3, TH165+.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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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缸盖有加工毛刺原因分析及解决
徐恒斌 王 爽

（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教育培训中心，吉林长春130013)

摘 要：发动机缸盖在加工制造完成后，有些位置会出现毛刺，这些位置的毛刺目前需要在目视检验时人工

去除，导致工时增加，生产成本提高。针对这 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

措施消除加工毛刺，减少工时，节约成本，对同类企业解决相同问题具有 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发动机缸盖；加工毛刺；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TH17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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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汽车保险片识别插接研究
＊

曹 宇囥）张庆鹏 (1X2)

(CD哈尔滨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先进制造智能化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 要：针对传统汽车保险片采用人工插接无法满足工厂批量化插接的问题，提出 一种基千深度学习的汽车
保险片自动插接算法，该方法使用CCD工业摄像机结合远心镜头采集保险片的图像信息。 采用基
千KNN 算法匹配保险盒的保险片插件槽位置，使用Faster R-CNN网络对保险片识别定位，算法
对9种颜色的保险片准确识别，最后由SCARA四轴机器人自动完成插接操作。 经过实验验证，对
常见的9种颜色的保险片识别准确率能达到99.8%, 对保险片插接平均周期为1 s和1.5 s时，
SCARA机器人对6个汽车保险盒同时插接保险片的准确率达96.87%以上。

关键词：机器视觉；深度学习；KNN; Faster R-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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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龙门铣床附件头应用时补偿程序的开发
葛荣跃 朱永彪

（杭州杭氧透平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0000 )

摘 要：单轴式透平压缩机机壳是离心式压缩机关键零件之－。  结构复杂的机壳随使用附件的不同而不同，
其加工补偿平面也随之变化。 为解决这 一 现象，介绍了数控龙门铣床附件头应用时补偿程序的开
发，该程序已应用在机壳的加工中。

关键词：压缩机、机壳加工、数控龙门铣、附件补偿程序
中图分类号：TG547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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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技术与机床》投稿须知

为确保本刊登载文章的质桩，便于与作者联系，缩短稿件处理周期，加快出版进度，我刊现已开通网上投稿系统（网址：http:// 

www.mtmt.corn.cn/) , 并请广大作者投稿时注意以下要求：

1投稿时，以下信息必须如实并准确填写：(1) 作者基本信息（本刊在处理稿件、支付稿费和邮寄杂志等方面都是和通讯作者联

系），如联系方式有变化，应及时通过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修改； (2) 稿件题目、稿件英文题目、中文摘要、英文摘要、中文关键

词、英文关键词； (3)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以上项目都不能用
“

无
”

、
“

没有
”

等无效用词填写。 另外，以下信息如果有，也请如

实并准确填写：(1)基金项目； (2) 参考文献。

2稿件投出前请务必仔细校核，以免投出后再修改，影响稿件处理进程和速度。

3稿件投出前请务必确认稿件内容不涉及保密信息及其他违法违规问题。

4投稿后，作者根据自己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可随时登录我们的投稿系统查询所投稿件的审稿状态，所以请保存好用户名和

密码。 当已投出稿件必须要修改或有其他情况时，如果改动较小，通过给编辑发送消息告知修改内容发即可，如杲改动较大，请把

修改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们，不要在系统上重复投稿。

5本刊对来稿采用三审制度，即初审、编审、终审，稿件在初审后还会根据需要请我刊聘请的外审专家进行外审。 稿件状态显

示
“

可刊
”

即表示稿件已被本刊正式录用，显示
“

退稿
”

即稿件没有被本刊录用，显示其他状态请耐心等待。 本刊的稿件处理周期一

般约3-8个月。

6稿件如需加急，请在投稿时注明，我们会按加急稿件来处理。

7. 已投给本刊的稿件，如想再投给其他杂志，务请通过电话及时通知本刊编辑部。 否则，造成
“

一稿多投
”

的现象，后果自负。

8为扩大本刊及作者所著述文章的影响，本刊已整体加入 “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http :Ilwww.wanfangdata.com.cn/)和 "CNKI中

国知网'(http://www.cnki.net/)等传播媒体。 为此，本刊郑重声明：我们付给作者的稿酬中巳包含作者文章被相关媒体转载、使用

所可能产生的稿酬，作者若对上网或转载文章的版权有异议，请斟酌投稿。

9作者请自留底稿，不论是否录用，均不退原稿。

稿 件 要 求
1稿件格式参见本刊投稿系统（网址：http://www.mtmt.corn.cn/)上的

“ 论文模板",稿件应包含“ 论文模板 ”

上要求的全部要索，

并以Word文档上传在投稿系统规定的位置上。所有信息以稿件为准。

2本刊提倡简洁明快的文风，来稿文字应简练通顺，无泄密内容，且公式、图表正确，篇幅以3 000字为宜。 对于内容较中富的

稿件，文字、图表所占版面最多不应超过 5 000字。

3稿件一些要素的规定：(1)文章题目应短小精悍，对全文有点睛之效，富有吸引力，字数在20字之内； (2)文章摘要字数约 100

-300 字； (3) 投稿人需提供所有作者的工作单位及所在地和邮编（特注：作者署名顺序以稿件上的顺序为准）； (4) 本刊要求作者提

供稿件题目、作者、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的英文。

4插图应按现行制图标准绘制，所有图样（照片和绘制的插图）的线条、文字应清晰明了，以便于本刊计算机处理和制版。 其中

线条图（如零件图、装配图、剖面图、流程图等）要求是矢量图，灰度图精度不小于800dpi, 若为dwg 图，请在文中保留的同时作好附

件另外上传。 由于本刊技术论文是黑白印刷，故请尽鼠绘制黑白图样，以保证图样含义的准确表达。

5."参考文献
“

请按以下顺序书写： (1)图书类：序号、作者姓名（英文表示时，应姓在前、名在后）、书名、文献类型标志、出版社

所在城市、出版社、出版年； (2) 杂志类：序号、作者姓名（英文表示时，应姓在前、名在后）、论文篇名、文献类型标志、刊名、出版年卷

期号。 详细格式需要按照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规范填写。

投稿网址： http:/ /www.mtmt.eom.cn/ 

联系电话： 010-64739683 联系邮箱： edit@mtm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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