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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激光加工机床的研制
徐宏伟 黄玉美 刘鸿雁 史文浩 张广鹏 马 楠

（西安理工大学，陕西 西安 $%&&"’）

摘 要：提出了多功能激光加工机床具体的制作总体方案，指出了激光切割、激光焊接和激光淬火等激光数

控加工中存在的主要技术难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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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外激光加工技术的研究发展很快，通过

9-F0D 网上进行搜索，仅 %QQR 年 % 月至 S&&S 年 %& 月美

国有关激光加工的专利就有 Q "TS 件，而相对应的我

国有关专利只有 SQ" 件，这说明我国的激光加工技术

及其应用开发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激光加工技

术在加工质量、生产率和经济性方面的优势是有目共

睹的。因此，在很多发达国家激光加工已成为一种定

型的加工技术，相应的激光加工设备制造业也迅猛地

发展起来。就日本来说，仅 %QQ" 年日本国内的 KUS激

光加工设备的总产值就达到了 SS& 亿日元。我国激光

制造技术的应用研究水平和应用规模，与发达国家相

比，差距很大。我国的激光加工技术急需有一个大的

突破、大的发展，这就给国内从事激光加工技术设备研

发的相关组织机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我校陕西省重点实验室承接了陕西省教育厅科技

开发项目———多功能激光加工机床的研制工作，现已

接近尾声，等待验收。该机床具有三大加工功能———

激光切割、激光焊接和激光淬火，从技术及理论上解决

了这三种激光加工方法在实际应用上所存在的技术难

题。就我国的激光加工机床来说，多功能五坐标激光

加工机床填补了国内空白。

. 机床总体方案

多功能激光加工机床采用先进的美国 V0JF; 公司

生产的 ’ 轴 WA2K ( WK 多功能运动卡建立的一个开

放式数控系统（图 %）。激光发生器为上海雷欧公司生

产的 "N= 横流 KUS 激光发生器。激光发生器产生的

激光通过导光系统对工作台上的工件进行相应的切

割、焊接及淬火加工。导光系统是由一系列的反光镜

和透镜组成，它可以跟据不同的加工需要将激光器输

出的激光光束进行聚焦和引导。机床运动功能的设计

兼顾了各种型面的加工，有 !、"、#、$、% 五个运动坐

标。通过数控系统控制伺服电动机来实现这 ! 个运动

坐标方向的运动。

/ 激光切割

激光切割是激光加工技术发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

技术，具有加工效率高、加工精度高等优点。

激光切割工艺对激光光斑的能量分布有着具体的

要求。横模激光发生器产生的激光包含着低阶模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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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模的多模激光。激光阶次越高，则聚焦光斑越大，不

利于激光进行切割加工。因此当需要进行切割加工

时，须采用小孔光阑法选模，将高阶模通过光阑进行滤

除，只产生低阶模的激光光束来保证切割加工的质量。

本机床可切割厚度达到 ! ## 的钢板。激光切割

加工不单要求从激光发生器射出的激光通过导光系统

后的光束相对于工件按一定的轨迹运动，而且要保证

通过透镜聚焦后的激光焦点刚好落在工件的表面上。

这样，切割时的光斑最小，功率密度最大，切缝宽度均

匀，切割端面质量好，毛刺及熔瘤少且小。对于平面度

好的钢板一次调好位置后，即可进行切割。对表面不

太平整的钢板来说，如果激光光头在切割的过程中保

持其在 ! 轴的位置不变的话，就会使钢板切割处的切

割质量相差很大，有的部位甚至还没能切割透。对此

就要求激光光头应随着钢板切割处的高低位置进行 !
轴位置的调整，以便将激光焦点始终处于钢板的表面

上，即保证激光焦点的恒定。

本激光加工机床采用示教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先

沿要切割的范围进行空行程，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对

钢板表面相对于激光光头位置在 ! 轴方向的变化进

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存入双端口 $%&，以便在下次

用激光加工钢板时调用数据进行控制，以达到良好的

切割质量。

! 激光焊接

激光焊接技术是自 ’(() 年以来激光加工技术中

最为活跃的技术。由于激光焊接所具有的焊缝焊接强

度高、韧性好、在深冲变形过程中焊缝不变形的优点，

在国外被大量地应用于生产实践。日本各汽车公司在

薄钢板的冲压加工中采用激光焊接技术，既减少了冲

压模具数量，又提高了材料利用率。

同激光切割一样，激光焊接也需要高聚焦密度的

光斑进行加工，所以也需要更换枪头，利用小孔光阑法

来滤除高阶模，保留低阶模。但同时由于激光焊接光

斑较小（* + , ##），所以在焊接过程中存在一个焊缝

跟踪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不规则的焊缝来说，这点尤为

重要。在本激光加工机床中，利用 --. 扫描示教的方

法来保证在焊接过程中激光光斑沿着焊缝进行移动。

先在不进行激光加工的情况下用 --. 视觉传感器对

焊接工件进行扫描，通过图像采集卡采集扫描图像信

息，将数据经过计算机处理提取出焊缝的曲线轨迹存

入双端口 $%&，以控制下次的激光光斑的运动轨迹，

保证焊接质量。

" 激光淬火

激光淬火相对于传统的表面淬火技术，具有很大

的优点。首先，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可以使扫描带获

得微晶马氏体组织的高硬度耐磨层；其次，处理带表面

光滑，变形小，减少后续加工工序及提高成品率；而且

扫描轨迹还可控，可随意改变激光处理的硬化面与基

体软面的比例，以达到各种期望的效果；还可以对任何

复杂型面的工件很方便地进行表面淬火。在日本汽车

工业，激光淬火大量地被用于汽缸内壁与活塞环槽的

淬火上。激光淬火用的光斑与激光切割和焊接用的光

斑要求不同。一般来说，低阶模激光光斑的光强分布

呈高斯分布，其光斑中心能量显著高于光斑边缘，因而

不利于均匀硬化。这就需要多模激光，其光强分布较

均匀，光斑较大，有利于淬火处理工艺的要求。而横流

激光发生器产生的激光就是多模激光，满足激光淬火

的要求。

对激光淬火来说，为了保证工件表面对激光能量

的吸收，须先对工件表面进行黑化处理。工件的激光

淬火深度主要是由激光器的输出功率、扫描光斑大小

和扫描速度有关。其关系为

"- # $（%·&）
式中，" 为淬火深度；# 为激光输出功率；% 为光斑大

小尺寸；& 为扫描速度。通过相关实验得知，对于 / 01
的多模横流激光器所加工的工件，其硬化层一般不超

过 ’ ##，,01 激光器加工的工件表面的硬化层可达

到 / ## 多。光斑的大小主要是通过调节光斑的离焦

量来实现。这三者综合影响着淬火质量，其具体的激

光淬火工艺数据可以通过试验得到。

在激光光头处安装氮气吹口，一可以对工件进行

快速冷却，提高淬火效果；二可以防止加热时形成的烟

气损伤透镜和降低激光功率。

# 结语

（’）利用示教法可解决激光切割过程中存在的焦

点偏离工件表面的问题，从而保证激光切割工件的切

口质量；（/）通过利用 --. 视觉传感器，可解决焊接过

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难题———焊缝跟踪问题，从而保

证焊接质量；（*）在五轴数控加工机床上，实现了三种

激光加工功能，填补了国内同类机床中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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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波变换的 !"# 图像处理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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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特点，将小波变换应用于扫描隧道显微镜的降噪、增强及融合方法进

行了阐述。对于不同仪器和不同扫描样品的图像，选用不同的小波基函数和分解层数进行分解和重

构，结果表明，利用小波变换对扫描隧道显微镜图像进行处理是有效的、可行的，图像质量得到明显

提高。

关键词：扫描隧道显微镜（!"#） 小波变换 图像降噪 图像增强 图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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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技包括三个研究领域：纳米材料、纳米器

件、纳米尺度的检测与表征［T］。纳米尺度检测与表征

的重要工具———扫描隧道显微镜 ;FK 的出现，使纳米

科技有了迅速的发展，它的发明者也因此获得了 TUV"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扫描隧道显微镜是基于

量子力学中的隧道贯穿效应，所检测的隧道电流为纳

安级，因此检测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严格。轻微

的振动和电磁干扰都会对扫描图像有很大影响，出现

各种各样的噪声和干扰。目前，在扫描隧道显微镜系

统中配备的图像处理软件主要包括图像的灰度直方图

处理、伪彩色处理、粗糙度的平滑处理及三维形貌显示

等功能，其他如图像特征的降噪、增强、边缘检测、压

缩、融合等功能在配套软件中较少涉及。本文结合小

波变换技术，针对 ;FK 的特点，对所得图像降噪、增强

及融合的方法进行阐述，为 ;FK 图像的处理提供一种

新途径。

1 小波变换的基本原理［2］

对一维小波变换，其小波变换可记为

!"#（$，%）& .#（ ’）!$，%（ ’）M’ （T）

式中：!$，%（ ’）为基本小波 !（ ’）的位移与尺度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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