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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汽车轮毂制造在交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现有汽车轮毂生产线存在依赖工人操作效率低、

采用浇注式冷却润滑污染环境等问题，不符合“十四五”规划高端装备和绿色制造发展要求。

基于此，开展了汽车轮毂自动化洁净生产线设计工作。依据轮毂毛坯件结构特性，开发了融合

料架、转运机械手和输送辊道的上下料系统，形成串联式可拓展的密集型生产线布局；采用轴

向吸盘夹持爪进行工件的定点抓取实现精准高效输运。设计了车削内外圆专用夹具，气动同步

回路控制 4组卡爪同时动作实现自定心。根据工件材料计算车削力并设计夹紧力。加工单元
中嵌入微量润滑供给装备，代替传统浇注式实现了绿色制造。以平均生产节拍为参考，自动化

生产线生产效率提升 2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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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nufacturing of automobile wheel hub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portation field. However, the
existed production line of wheel hub was inefficient and unfriendly to the environment, which coul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utomation  and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due  to  usage  of  manual  operation
and mineral cutting fluids. Therefore, an automated production line of wheel hub i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A feeding and blanking system, which layout is expandable, is composed of racks, transfer robotic arms
and  conveying  rollers.  Firstly,  the  workpiece  could  be  grabbed  precisely  and  efficiently  to  fixed  point,
thanks to axially arranged suction cups equipping on gripper. Secondly, a self-centering special clamp for
inside/outside circle cutting is designed, in which four claws are controlled by pneumatic synchronisation
circuit.  The  clamping  force  could  be  set  up  adaptively  according  to  cutting  force  model,  in  which
workpiece material and processing parameters were considered. Finally, to achieve green manufacturing,
minimum quantity lubrication devices are embedded in the manufacturing unit  and the traditional  flood
lubrication is replaced. As a result,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automated production line i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22%, based on the average production 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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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轮毂是车辆的重要组成部分，车辆的整体

性能与其紧密相关[1]。汽车轮毂质量的优劣取决于

汽车轮毂生产线的合理布置，然而现阶段我国轮毂

制造企业普遍存在自动化程度不高的问题。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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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人工成本巨大，更造成加工过程中产品性能不

稳定。随着国内外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疫情后社会

生产的恢复，国内轮毂制造企业订单与日俱增。设

计高效的汽车轮毂自动化生产线生产高质量轮毂产

品在行业内已经是大势所趋。

本文在自动化生产线中开发了融合料架、转运

机械臂和输送辊道的上下料系统，实现产线布局的

密集性和产线功能上的可拓展性；设计了配合使用

的车削内外圆专用夹具，实现机床上轮毂内外圈的

连续加工，提升加工的精密性与连续性。通过车削

力计算和夹紧力设计保证产线加工质量的同时，验

证了产线生产效率的提升。 

1    产线整体方案设计
 

1.1    现有技术及其难点

如图 1所示为，汽车轮毂生产线中进行加工和

转运的轮毂工件。在实际使用中，其规格主要为

15~20英寸。汽车轮毂毛坯在生产线中，经过对外

轮辋、胎圈座、轮辐正面、内圆和轮辐反面进行粗、

精车削加工，以及钻、铰中心孔、安装孔、气门孔，

铣轮辐风口，最终生产出成品[2]。
 

1

2 3 4 5 6

7

8

1−外轮辋；2−轮辐正面；3−安装孔；4−中心孔；5−轮辐风口；

6−轮辐反面；7−内轮辋；8−胎圈座。

图 1  轮毂工件
 

传统的汽车轮毂生产模式中：

（1）在生产线布置方面：生产线常采用并联

式布局，各加工单元之间并行，配备各自的物料传

输机构。这导致生产线易形成“孤岛型布局”
[3]，

降低生产线的连续性和连贯性，也给后期产线的拓

展也带来了不便。

（2）在加工单元布局及工序安排方面：各加

工单元主要采用岛式布局，即两台卧式车床和一台

加工中心呈品字型部署，形成一个岛式的加工单元[4]。

其对应的工序安排为，先夹持轮毂工件的一边

胎圈座，车削加工外轮辋、胎圈座、轮辐正面，再

夹持轮毂工件另一边胎圈座对剩余外轮辋、胎圈座、

内圆、轮辐反面进行车削加工，最后再进行中心孔、

安装孔、 气门孔以及轮辐风口的加工[5]。

此类 3台机床形成的岛式加工单元，在加工连

续性的保证上较为困难，生产中机床空闲时间较长，

影响生产效率；同时机加工工序安排中，工件装夹

次数较多会对工件的加工精度产生影响，使得加工

质量下降。

（3）在上下料系统方面：生产线中的上下料

多采用人工上下料的方式；料架设计多采用层叠式

料架。人工进行的搬运和装夹导致产品性能不稳定；

层叠式料架则面临着工件出现次品无法及时剔除的

问题。

综上所述，汽车铝合金轮毂生产中还存在上下

料系统自动化程度低，车间布局亟待完善；机械手

结构设计需要合理化；加工工艺以及夹具需要更新

等问题。 

1.2    生产线的整体设计

针对以上技术难点，进行了汽车轮毂生产线优

化设计，具体方案如下。如图 2所示为汽车轮毂生

产线。汽车轮毂生产线由转运机械手、料架、横移

机械臂、加工中心、双主轴双刀塔卧式车床和轮毂

输送辊道组成。各加工单元以串联的形式，通过轮

毂输送辊道实现连接，形成串联式的汽车轮毂生

产线[6]。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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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运机械手；2−料架；3−横移机械臂；4−输送辊道；

5−加工中心；6−双主轴双刀塔卧式车床。

图 2  汽车轮毂生产线
 

如图 3所示为汽车轮毂生产线平面布局及动作

流程：轮毂毛坯先由转运机械手从料架搬运至输送

辊道首端，根据产线调度指令由输送辊道运送到指

定的加工单元。轮毂毛坯再由横移机械臂从输送辊

道上抓取至双主轴双刀塔卧式车床进行相应的工序

加工。之后横移机械臂将轮毂工件从车床上抓取至

加工中心进行加工。轮毂完成机加工工序内容后，

由横移机械臂将工件转运至输送辊道处，输送辊道

将轮毂运输至尾端。最后由转运机械手将轮毂抓取

至料架，并转运至仓库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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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架

料架

料架 输送辊道 卧式车床

加工中心输送辊道

转运机械手与横移机
械臂配合抓取

料架

空料架
循环

转运机械手

加工中心

横移
机械臂

卧式车床输送辊道

转运
机械手

输送辊道

图 3  平面布局及动作流程图
  

1.3    工艺的优化设计

考虑加工节拍的匹配，对应加工单元中机床配

置，对工序安排进行优化设计。工序安排如表 1所示。
 

表 1　轮毂的加工工序

工序号 工序名称 工序内容 加工设备

10 车削
粗车外轮辋、胎圈座、

轮辐正面
车床

20 车削 粗车内圆、轮辐反面 车床

30 车削
半精车及精车外轮辋、胎

圈座、轮辐正面
车床

40 车削
半精车及精车内圆、

轮辐反面
车床

50 钻、铣、铰
钻及铰中心孔、安装孔、

气门孔、铣轮辐风口
加工中心

  

2    产线主要部分设计
 

2.1    上下料系统

上下料系统由输送辊道，转运机械手以及料架

组成。系统中输送辊道是轮毂生产线实现串联式布

局的基础，建立起各加工单元间的联系。

料架设计为回转式料架，其结构如图 4所示。

其中料架行走平台承载料架保持架，料架回转装置

以及悬挂在料架回转装置上的悬挂式料仓，并由

AGV小车拖动，从而将轮毂工件运送至特定工作

位置。本着能量消耗最少的原则，上下料系统中工

件的抓取采用定点抓取的方式。其动作过程简单、

回转空间紧凑。

上料过程中，由电机减速器加链传动组成的动

力部分带动料架回转装置绕中轴做回转运动。在转

运机械手将处于抓取位置的轮毂取下后，回转装置

回转并带动悬挂式料仓进入抓取位置，转运机械手

可进行下一次抓取。料架中的工件全部抓取完毕，

空料架由 AGV小车拖离工作位置，载满工件的新

料架再进入。

下料过程中，转运机械手抓取输送辊道上的工

件成品，将其放置在料架内空的悬挂式料仓中。接

着回转装置动作，使空料仓进入放置位置。待料架

装满后离开工作位置，空料架再进入位置。
 

45

3

2

1

1−悬挂式料仓；2−料架回转装置；3−料架保持架；

4−料架行走平台；5−动力部分。

图 4  料架
  

2.2    机械手

汽车轮毂生产线中，涉及的两种机械手分别为

转运机械手和横移机械臂：前者在上下料系统中，

负责抓取轮毂完成上下料的操作；后者在加工单元

中，负责抓取轮毂完成轮毂在输送辊道，双主轴双

刀塔卧式车床和加工中心之间的转运。在构成上，

转运机械手由机械手座和机械手爪两部分组成，如

图 5所示。机械手座负责动作功能，机械手爪负责

夹持功能。安装时固定机械手座实现转运机械手的

固定。
 

1

2

1−机械手座；2−机械手爪。

图 5  转运机械手
 

横移机械臂由机械手座，机械手爪与电机丝杠

组件 3部分组成，如图 6所示。安装时固定电机丝

杠组件实现横移机械臂的固定。横移机械臂在空间

中的动作由机械手座实现 X轴方向上的转动、Y轴

方向上的移动和转动以及 Z轴方向上的移动和转动，

由电机丝杠组件实现机械手在 X轴方向上的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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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电机丝杠组件；2−机械手座；3−机械手爪。

图 6  横移机械臂
 

同时由于二者在抓取功能上的一致性，故采用

同一种机械手爪进行抓取。机械手爪在夹持过程中，

由气缸驱动机械手爪夹持部分。根据六点定位原理，

4组机械手爪夹持部分相互配合，限制轮毂工件在

X轴方向上的移动和在 Y轴方向上的移动，并对轮

毂工件进行夹紧，主要定位表面限制轮毂工件在 Z
轴方向上的移动，在 X轴方向上的转动以及在 Y轴

方向上的转动，机械手在定位的过程中进行夹紧，完

成对轮毂工件的定位夹紧。机械手爪结构如图 7所示。
 

1 2 3

1−卡爪；2−气缸；3−手爪盘。

图 7  机械手爪
  

2.3    加工单元

安装有专用夹具的双主轴双刀塔卧式车床，加

工中心以及横移机械臂组成汽车轮毂生产线的 1个
加工单元。

加工单元中双主轴双刀塔卧式车床同加工中心

面对面布置，由二者之间的横移机械臂进行工件的

转运。这样的配置，在加工时，可以使工件装夹的

次数尽可能的少，通过机床内部中转台完成工件在

不同夹具上的转移，提升了加工的精密性和可靠性[7]。

如图 8所示为，双主轴双刀塔卧式车床结构图。

双主轴双刀塔卧式车床涉及的两款夹具分别为

内撑式夹具和外夹式夹具。 

2.3.1    内撑式夹具

内撑式夹具结构如图 9所示。在定位夹紧过程

中，由气缸推动内撑式夹具卡爪沿滑道进行往复运

动，内撑式夹具卡爪接触轮毂工件内表面。
 

1 2 3

1−双主轴双刀塔卧式车床；2−内撑式夹具；3−外夹式夹具。

图 8  卧式车床结构图
 
 

1

2

3

1−夹具体；2−气缸；3−内撑式夹具卡爪。

图 9  内撑式夹具
  

2.3.2    外夹式夹具

外夹式夹具结构如图 10所示。在定位夹紧过

程中，气缸推动滑动卡头沿卡爪上的滑槽进行往复

运动，外夹式夹具卡爪绕带螺纹销轴转动，实现 4
组卡爪对工件的“抱紧”。
 

1 2

3

4

1−夹具体；2−气缸；3−滑动卡头；4−外夹式夹具卡爪。

图 10  外夹式夹具
 

横移机械臂上料过程中，两组夹具的定位夹紧，

皆由气缸驱动 4组卡爪实现。通过气压系统中的同

步回路完成 4组卡爪的同时动作，从而达到自定位

的效果。通过气压回路设定溢流压力，两组夹具可

以适应不同尺寸的工件，达到柔性化设计的效果。

如图 11所示为，外夹式夹具卡爪装置运动简

图。其自由度求解为：

F1 = 3n−2PL −PH = 3×3−2×4−0 = 1 （1）

F1

PL PH

式中： 为夹具卡爪装置自由度；n为活动构件数；

为低副数； 为高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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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夹具运动简图
 

经计算夹具卡爪装置自由度为 1。如图 12所示

为夹具的受力分析图。
 

B

C

P

A F12x

F12y

FN

FNx

FNy

θ

图 12  夹具受力分析
 

由受力分析可得：

FNx = P+F12x （2）

FNxhAC = PhAB （3）

FNy = FNx tanθ （4）

式中：P为气缸推力；F12x、F12y 为支反力；FNx 为
工件对夹具水平方向的反作用力；FNy 为夹紧力；

hAC 为 C点到 A点的垂直距离；hAB 为 B点到 A点的

垂直距离;θ为工件夹持位置与竖直方向夹角。

根据式（2）~（4）得夹紧力 FNy：

FNy = P
hAB

hAC
tanθ （5）

以规格为 20英寸、材料牌号A365的轮毂加工为

例。设定机床加工参数为:切深 3 mm，转速 1 800 r/min，
进给量 0.5 mm/r，切削长度 500 mm[8]。

刀具对工件的切削力由计算公式[8] 得：

Fc = 9.81×CFc ×axFc
p × f yFc × vzFc

c ×KFc （6）

CFc vc

KFc vc = 3.14dn/1 000 =

3 445.46 m/min

式中： 为由加工材料和切削条件决定的系数；

为切削速度； 为修正系数。其中

。

KFc =

(
σb

0.637

)0.75

×KkFc ×KγFc ×Kλ （7）

σb为加工材料抗拉强度。经过查询公式相关参

数[8]，代入式（6）和（7）得：

Fc = 9.81×270×31×0.50.75×3 445.46−0.15×1 = 1 392.5

刀具对工件中心的切削力矩为:
M = Fc×R （8）

式中：R为轮毂半径,取值为 254 mm。
为使工件在加工过程中，保持正确位置不发生

偏移。则需要卡爪对工件产生的摩擦力矩大于或等

于刀具对工件的切削力矩。则

M ⩽ 4µFNyD （9）

式中：μ为卡爪与工件轮缘间的摩擦系数；D为摩

擦力作用点到工件中心的距离。

根据式（5）、（8）和（9）推导出保证工件

夹紧可靠，所需气缸推力为：

P ⩾
FcRhAC

4µDhAB tanθ
⩾

353695×hAC

4µDhAB tanθ
（10）

 

2.3.3    润滑方式

加工单元中采用的润滑方式为微量润滑。机床

中使用上海金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外挂式微

量润滑装置。如图 13所示为其结构原理图。采用

微量润滑代替传统的浇注式润滑，既可以降低生产

成本，又可以减少环境污染[9]。
 

1

2

3 4

5

1−油箱；2−油泵；3−油气混合装置；

4−气体过滤器；5−气泵。

图 13  微量润滑装置
  

3    生产线生产效率对比

以汽车轮毂生产线的平均生产节拍为论述对象，

比较两种生产线的生产效率。

Ti为了方便对比，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在两

步粗车，两步半精车和精车工序中取粗车工序生产

时间的平均值以及半精车和精车工序生产时间的平

均值。忽略产线机床性能问题带来加工时间的变化。 

3.1    自动化生产线的平均生产节拍[3]

ri =

[n
x

]
t′i +nti+Ti

n
（11）

2022年第4期重大应用需求 Major Application Requireme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6   ·



ri

t′i
ti Ti

式中： 为自动化产线平均生产节拍；n为加工单

元数；x为机械手单次抓取工件数； 为平均行走时

间； 为机械手平均上下料时间； 为自动化生产

线各工序生产时间。

t′i ti

ti Ti

以包含单个加工单元的自动化生产线为例进行

计算。则 n取值为 1；x取值为 1；由于使用定点式

抓取， 取值为 0； 的取值与机械手的精度以及规

格有关，参照同类型生产线中六轴关节机器人的规

格， 取值约为 24 s， 取值约为 87 s。
ri = 111则根据公式（11）可得： 。

随着自动化生产线中加工单元数量的提升，其

生产节拍会进一步降低，生产效率还可以得到进一步

提升。 

3.2    传统加工过程中平均生产节拍

传统加工过程比自动化生产线耗时更多体现在，

各车削加工需要在两台车床上完成，各工序之间需

要进行重复的搬运、拆卸和装夹。推算传统加工平

均生产节拍:
r′i = t′′i +T ′i （12）

T ′i = Ti− tz+ t′′′i （13）

r′i t′′i
T ′i tz

t′′′i

式中： 为传统加工平均生产节拍； 为人工上下

料时间； 为传统加工各工序生产时间； 为自动

化生产线各工序平均装夹时间； 为传统加工平均

装夹时间。

t′′i t′′′i

tz

依据现场加工推测， 约为 30 s， 约为 40 s，
由于双主轴双刀塔卧式车床内部的转运台协助工件

在不同夹具直接的装夹，推算平均值 约为 14 s。
则根据式（12）和（13）可得：

T ′i = 113

r′i = 143
 

3.3    生产线性能的提升

以平均生产节拍为指标，计算生产效率的提高：

η =
(
r′i − ri

)
/r′i ×100% = 22.3% （14）

表 2是以单个加工单元的自动化生产线为例，对

自动化生产线和传统加工过程中各项参数进行对比。
 

表 2　自动化生产线与传统加工性能对比

项目 传统生产线 自动化生产线

生产节拍 /(s/件 ) 140~145 110~115

机床数量 /台 3 2

用工情况 /人 2 1
 

4    结语

针对汽车轮毂生产线的技术难点，对生产线进

行优化设计，得到以下结论：

（1）轴向吸盘夹持爪实现机械手回转空间的

缩小；定点式抓取配合高空间利用率的回转式料架

实现工件上下料动作的简化和次品的及时剔除。串

联布局的辊道结合机械手和料架构成生产线的上下

料系统，实现自动化生产线中工件的精准高效输运。

（2）根据实际生产需要，优化轮毂加工工艺，

设计配合使用的外夹式、内撑式夹具，保证了轮毂

正反面加工的连续性，实现自动化生产线中工件性

能的提升。

（3）通过机构分析论述夹具定位夹紧可靠的

同时，进行车削力的计算和夹紧力的设计。验证了

自动化生产线加工质量可以保证。

（4）采用平均生产节拍为效率衡量指标，结果表

明自动化生产线较传统加工生产效率提高 2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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