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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件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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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技术的发展，具有可持续发展特点的智能制造模式已经成为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研究飞

机结构件智能制造技术对于提高飞机结构件加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提出了飞机复杂结构件智能

制造生产线架构，研究了飞机大型复杂结构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关键技术，为智能制造技术在航空结

构件生产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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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mode，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fu-
ture. Research on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machining stand-
ard of aircraft structure. The framework and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line for aircraft structural parts have been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
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manufacturing aviation structure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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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也是今后我国经济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主战场［1］，是所有科学技术

的实现技术，在国民经济中有重要地位［2 － 3］。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传统的

制造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制造企业正经历着一场

重大变革。以信息化方式驱动的制造业产品、装备、工
艺、管理、服务的智能化，即智能制造已经成为现代制

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4］


。

样频率为 104. 96 kHz，如图 7 方框所示。
同时采集的数据与机床测得的数据相一致。由此

可以得出使用硬件触发以及软件触发方式，均可以将

同一时刻的数字信号数据和模拟信号数据进行存储。

4 结语

利用数控机床传感数据同步锁存方法研制的数据

采集卡，能够将 6 通道的光栅数据以及 8 通道的扭矩

传感器数据同步上传，满足现代数控机床运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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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制造业属于多学科交叉、技术密集的高科技

领域，体现综合国力及整体工业水平［5 － 6］，已经成为智

能制造重点发展领域。飞机结构件趋于复杂化、大型

化，对数控加工要求高［7］，是最具广泛代表性的航空

先进制造技术领域。为提升飞机结构件制造技术水

平，发展基于数字化、信息化的飞机结构件自动化、智
能化制造技术成为飞机结构件制造模式转型升级的必

然手段。
国外先进航空制造企业为顺应飞机制造行业结构

件柔性自动化、智能化发展的需求，已经开始了以柔性

自动化生产线为代表的飞机结构件生产模式。国外航

空制造企业在飞机结构件制造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措

施，表明柔性自动化、智能化加工已经成为飞机结构件

制造技术发展的方向。
为适应新一代飞机的技术要求，以及大幅度提高

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资源消耗和生产成

本，实现可持续发展［8］，国内航空主机制造企业必须

改变现有飞机结构件生产制造模式，实施以数字化、信
息化为基础的智能制造生产线建设，提高飞机结构件

加工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因此，研究飞机大型复杂结构件智能制造生产线

关键技术，打造飞机结构件数字化生产车间，对航空制

造业具有重大的工程应用意义。

1 智能制造生产线技术现状

智能制造生产线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制造模式，已

经得到了国内外航空制造企业的重点关注。
美国洛马公司针对 JSF35 飞机，组建了座舱生产

线，基于测量、加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大型复杂军机

零件的自动化生产; 韩国 KAI 公司组建了 A350 飞机

机翼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零件从装夹、翻面、加工、去
毛刺、清洗烘干、检测的全过程自动化生产; 德国 AER-
OTECH 公司组建柔性生产线实现多品种、大批量民机

零件的柔性生产，设备利用率高达 90%。
国内航空企业为缩短与国际先进航空制造企业间

的差距，引进了大量先进机床及柔性设备。但是这些

设备仍以单机应用为主，缺乏柔性化、自动化、智能化

特点。
在智能制造单点技术方面，H. C. Chang 等［9］给出

了一种基于网络结构的工艺表示方法，并应用动态规

划法实现了加工工艺的动态规划; 李迎光等［10］以特征

作为工艺知识的有效载体，实现基于特征的自动数控

编程; 成飞数控加工厂通过 DNC 技术实现对数控设备

加工状态的实时监控［11］。上述技术均能在数控加工

单点技术上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但截至目前尚缺乏关

于飞机结构件智能制造生产线的系统技术体系。

2 飞机结构件智能制造生产线架构

针对飞机结构件加工特点，研究飞机结构件智能

制造模式。围绕智能制造生产线资源保障、生产线生

产管控、自动化加工等方面开展技术研究，形成高效、
绿色、低成本的柔性自动化生产模式，实现飞机大型复

杂结构件加工过程中的物流、工艺、制造、设备、信息化

的高度融合以及制造过程的动态感知、实时分析、自主

决策及精准执行，保证智能制造生产线的顺利运行。

如图 1 所示，飞机大型复杂结构件智能制造生产

线架构分为 3 个层次: 资源层、运行层、管控层。其中

资源层用于保障工装、刀具、工艺文件、设备等生产资

源的供给; 运行层用于保障机床的自动化运行; 管控层

用于对智能制造生产线进行智能管控，实现生产计划

的智能排程以及生产线内的物流自动化。

3 智能制造生产线资源保障

为保障智能制造生产线的顺利运行，对工装、刀

具、物料、设备、工艺文件等生产线加工资源进行统一

管理。
3. 1 工装物料资源

在智能制造生产线加工模式下，为提高飞机结构

件装夹效率及生产线机床设备利用率，飞机结构件采

用机外快速装夹模式，减少工件装夹的占机时间。飞

机结构件与机床之间通过“专用工装 + 快换工装”的

方式进行装夹。工件安装在专用工装上，并通过快换

工装同机床工作台连接。
在生产线外规划工装物料库及飞机结构件机外集

中装卸区。在集中装卸区设置装夹状态检测仪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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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装夹规范实现飞机结构件的标准装夹，保证工件装

夹状态的稳定性和质量一致性。
工装物料采用二维码进行标识，实现单一管理。

装夹后存放在工装物料库中，供生产线调用。
3. 2 刀具资源

在飞机结构件加工中，刀具寿命直接影响到切削

参数的制定，进而影响工件的加工效率和质量。能否

对刀具寿命进行统一管理，将直接影响到智能制造生

产线的运行。
刀具寿命受加工工件结构、材料种类、机床、冷却

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以加工环境下刀具寿命的切

削实验及现场加工刀具使用数据为基础，绘制典型刀

具寿命规律曲线，运用神经网络算法对不用加工条件

下的刀具寿命进行预测，形成刀具寿命预测体系。
采用二维码对刀具、刀柄进行标识，实现刀具、刀

柄的单把管理。开发生产线刀具管理系统，对刀具装

夹、检测、配送、回收全流程进行寿命管理，实现智能制

造生产线刀具资源保障。
3. 3 工艺文件资源

飞机结构件具有尺寸大，结构形状复杂，难加工材

料多，尺寸及位置精度要求高，工件表面质量要求高等

加工特点。飞机结构件数控编程对工艺人员要求高。
工艺准备工作已经成为影响飞机结构件生产效率的重

要瓶颈。
特征是工件几何与加工工艺的有效映射。以加工

特征为载体，可以有效地实现加工工艺知识的积累和

重用。以加工特征为基础，构建飞机结构件加工特征

库、切削参数库、工艺知识库。基于全息属性面边图实

现飞机结构件加工特征的自动识别，以特征识别结果

为基础，通过调用工艺规则库、切削参数库、资源库，实

现飞机结构件加工特征的自动工艺决策，实现基于特

征的自动数控编程，完成复杂工件的快速工艺设计。
以业务流程为导向，集成特征编程系统、后置处

理、仿真、车间级 MES、DNC，构建工艺业务集成平台。
在工艺端对特征编程系统形成的前置程序进行自动后

置处理和仿真优化，形成现场加工程序及工艺指导文

件; 在生产端，将生产现场的工件加工状态及质量问题

反馈至工艺前段，作为后续工艺优化的依据，形成工艺

质量的全闭环控制。
3. 4 设备资源

( 1) 设备可靠性测评及预防性维修

基于设备状态数据，开展针对整机、部件的可靠性

检测技术研究，形成可靠性测评系统，建立设备及关键

部件的健康状况表。在可靠性测评基础上，开展针对

设备维护、保养的预防性维修技术研究，建立预防性维

修技术规范，提高设备完好率。
( 2) 设备综合性能检测及优化

建立数控设备运动学、动力学模型和误差传递模

型，结合主流数控系统和驱动的内部控制算法，研究数

控设备多轴联动精度、动态性能测试及优化技术，开发

相应的快速检测装置，形成基于主流检测仪器的设备

综合性能测评技术规范，提高数控设备的加工精度。
( 3) 设备故障诊断与预警

预防设备故障是保证智能制造生产线稳定高效运

行的必备条件。采用基于信号特征的数据库构建技

术，建立信号特征、诊断规则及故障原因的关联关系，

形成可视化的维修专家库。在机床主轴、进给传动系

统、导轨等关键部件上，安装振动、温度等传感器，形成

状态监测系统，基于监测信号及维修专家库，实现设备

故障的快速诊断与维修。
图 2 所示是机床运行状态监控框架。

4 智能制造生产线生产管控

通过规范基础数据准备流程，结合生产管理特点，

研究基于有限资源能力的智能计划排程技术，实时监

控计划与执行的对照情况，对生产异常实时动态响应，

重新计算并优化生产计划及资源需求计划并配送; 研

究二维条形码物流跟踪技术，实现面向飞机结构件数

控加工全过程的物流闭环监控管理技术; 建立数字化

制造资源管理系统、生产执行及现场制造数据管理系

统，实现数控车间生产计划管理、作业调度、资源管理

及现场管理的闭环数字化管理，并最终构建数字化智

能生产管控平台，如图 3 所示。
4. 1 智能排产

详细生产作业计划是生产线生产的指导和依据。
计划排程就是在计算机辅助下，实现在有限产能下智

能地制定可行详细生产作业计划及优化计划，用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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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指导、评估生产。具体内容为在满足生产约束条件

( 如交货期、工艺路线、资源情况等) 的前提下，通过下

达生产指令，安排生产工序使用哪些资源，确定其加工

的时间以及先后顺序，以获得产品的制造时间或成本

的最优化。

生产作业计划起始于订单接收，终止于计划的下

达，涉及 ERP 订单、车间任务、工艺规程、设备、资源、
资源约束、车间工作日历等数据的分析与处理。生产

作业计划制定主要包含三部分工作: 一是根据车间的

能力确定月度目标任务; 二是结合资源及工艺流程计

算可行计划; 三是根据优化目标对可行计划进行优化。
目标任务是指计划期内确定的生产任务，是一组

可调度的单位集合。每一个可调度单位是依据 ERP
订单以及零星订单进行工艺规程分解得来的。此外，

目标任务还包括当前在制品需要完成的工序。
可行计划是指在生产数据基础上，进行排程计算

得到的生产计划。排程计算过程是将任务、工序、资

源、工艺流程、资源库存等进行综合考虑，基于有限资

源能力的基本准则，将任务的各道工序按照工艺流程

的顺序合理地分配到所需要的资源上去。最终得到的

结果是一个可行的生产计划，这个计划要安排所有工

序的生产时间，以及工序要满足的各种约束包括工艺

流程顺序、工艺准备、资源、设备等。
优化计划是在可行计划的基础上，针对优化目标

进行的优化。生产计划往往有多个可行方案，优化计

划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最适应优化目标的方案作为最终

的生产计划。
结合智能制造生产线特点，研究基于约束理论的

生产计划智能化排程及多目标作业调度优化技术，形

成满足目标任务平衡、制造资源需求计划平衡、设备负

荷能力平衡的智能排产系统，实现对计划进度、在制品

完成情况、生产现场状况的跟踪与监控，并依据生产数

据对生产计划进行动态调整，保证智能制造生产线的

顺利运转。

4. 2 物流自动化

在飞机结构件智能制造生产线中，工装、物料、刀
具等生产资源均通过 AGV 小车按照规划路线进行自

动配送。
AGV 小车在配送过程中，基于二维码的令牌式环

网传递信息流方式同生产管控系统进行通信，实时获

取 AGV 小车配送状态及物流周转信息。通过开展精

益物流体系研究，进行生产物流管控数字化和显性化

工具开发，实现智能制造生产线三维物流可视化与物

流状态实时监控。

5 智能制造生产线自动化加工

通过开展工件自动上下料、在机检测及加工状态

监控技术研究，实现飞机结构件在智能制造生产线中

的自动化加工。
5. 1 自动装夹

为保证柔性线无人工干预加工，采用零点快速定

位基准夹具系统实现工件在机床上的自动装夹。
根据不同的设备及加工工件类型，在机床工作台

上安装合适的零点定位器，形成零点定位基准座。工

件及专用工装安装在快换工装上，快换工装上装有与

零点定位器相配的定位接头或定位托盘。定位接头与

零点定位器采用高精度配合方式连接，保证装夹精度。
工装在机床上实现自动装夹后，利用机床探头对

工装状态及装夹位置进行自动检测，并依据检测结果

实现工件坐标系的自动设定及工装平面度误差的自动

补偿。在加工过程中，为保证工装状态自动检测结果

的准确度，利用机床自清洁功能或添加相应的清洁工

具，实现加工过程中工装表面的自动清洁。
5. 2 在机检测

为保证生产线中工件的加工质量，减少因随机因

素引起的中间加工状态变形而造成的加工超差，研究

基于特征中间加工状态的检测路径规划技术，形成加

工过程的在机检测数据，实现工件加工过程的自动化

检测。
依据工件最终加工状态，基于几何偏置及刀轨扫

掠的方法构建特征中间加工状态几何模型; 根据检测

点生成规范，并考虑检测点数量和检测点的可达性自

动生成检测点; 基于检测点及特征中间加工状态模型

规划无干涉的高效率检测路径; 最后通过考虑机床行

程、摆角范围以及数控系统特点等因素，并结合探头尺

寸等检测工艺信息生成机床在机检测程序。
在加工过程中，由检测系统自动调用在机检测程

序，实现工件的在机检测，避免因中间加工状态变形造



· 49 ·

成的加工超差。
5. 3 加工状态监控

通过对工件数控加工状态进行实时监控，有助于

工艺人员实时了解到工件加工过程中的各种加工细

节，为维修部门提供设备的实时和历史运行状态信息，

进行 KPI 指标统计和分析，帮助提高故障判断效率和

准确性。此外还可用于工件加工过程的全闭环控制。
通过对数控加工过程实时数据、工况信息的分析、

建模，结合智能制造生产线的特点，对加工过程中的工

件信息、NC 程序名、程序段号、主轴功率、主轴转速、
主轴电流、进给倍率、坐标信息、上电时间、刀具信息、
报警信息、机床加工状态进行实时采集，并按照全过程

管控的要求，进行智能化数据分析、处理。
通过对数控机床进行可视化建模，实现机床实时

加工信息的可视化。如图 4 所示为工件加工实时状态

监控框架。

6 结语

为适应飞机结构件智能制造技术发展趋势，国内

航空主机制造企业必须改变现有飞机结构件生产制造

模式，实施以数字化、信息化为基础的智能制造生产线

加工模式。但截止目前，还没有出现完善的飞机结构

件自动化、智能化加工案例，这对国内航空制造企业来

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内航空主机厂应抓住这次机

遇，推动飞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以航空制造技术

为突破的制造业技术提升，助推《中国制造 2025》在航

空制造领 域 的 实 施 落 地，实 现 由“制 造”向“智 造”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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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窗·
一次淬火( single quenching) 工件渗碳后空冷至室温，然后再重新加热淬火的方法。再加热淬火温度应根据性能要求而定。对

心部应有较高强度和良好韧性的渗碳件，再加热温度可高于 Ac3 点。对仅要求表层有较高耐磨性的渗碳件，再加热温度则应在

Ac1 与 Ac3 之间。
二次衍射( double diffraction) 电子显微研究中，电子通过晶体时，产生的衍射束可作为新的入射束，在晶体中再次产生衍射，称

为二次衍射。其斑点可以和原一次衍射斑点重叠，也可以出现新斑点。
二次淬火( secondary quenching) 高速钢，高铬工具钢等材料，以一定温度回火时，淬火组织中含有的较多残留奥氏体发生反稳

定化而在冷却中转变为马氏体，称为二次淬火。
二级相变( second order phase transition; second degree transformation) 相变时两相化学位相等，但无相变潜热和体积改变，只有热

容量的不连续变化以及膨胀系数等的改变。一部分有序 － 无序转变、磁性转变、超导态转变等属于二级相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