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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扛使命 共克时艰显担当

2016 年 8 月 26 日，在教育部的指导和支持下，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发起，联

合高校、企业和相关学会组建而成中国机械行业卓越工程师教育联盟（MEUEE）在

京成立。截至 2020 年 9 月，联盟拥有 194 所高校的 294 个专业成员和八十余家企业、

学会成员。

联盟以“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行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

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出发点，以促进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全面提高工

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己任，全方位加强联盟高校间、校企间、企业间关于机械行业“卓

越工程师”教育的创新与合作。

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适应和引领未来的多样化卓越人才，一直是卓工联盟

的工作重点。为实现这一目标，联盟于 2016 年启动了“恒星杯”毕业设计大赛，目

前该项赛事已成功举办了三届。首届毕业设计大赛确认并公布了 283 项有效定向题目

和 63 项有效开放题目，共收到 248 项正式参赛作品。第二届毕业设计大赛确认并公

布了 379 项有效定向题目和 95 项有效开放题目，共收到 362 项正式参赛作品。第

三届毕业设计大赛确认并公布了 559 项有效定向题目和 84 项有效开放题目，共收到

458 项正式参赛作品。每项大赛题目，每项参赛作品，都是知识与智慧的迸发，既体

现了机械类专业青年学子创新设计的无限可能和张扬个性的无限风采，又体现了即将

迈入工作岗位的现代工程师应有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恒星杯”毕业设计大赛要求所有参赛题目结合企业工程实际，目的是提高学生

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每届大赛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均以“毕设大赛优秀作

品案例集”的形式向全国高校推广，成为面向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本科毕业设计示范，

促进了我国各高校机械类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整体水平的提升。

2019 年 11 月，第四届“恒星杯”毕业设计大赛启动，题目征集及初评工作进

展顺利。但在 2020 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从武汉波及全国，全国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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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紧急行动、

全力奋战，停工、停课、居家防疫；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各

高校教学工作被按下“暂停键”，本届大赛的各项工作也几近停滞。

在这一特殊时期，为确保各高校师生的安全健康，避免聚集性活动对疫情的不良

影响；经与各高校沟通协商，中国机械行业卓越工程师教育联盟决定将第四届“恒星杯”

毕业设计大赛推迟至 2021 年举办。

疫情无情，然而教书育人、追求卓越，一直是卓工联盟各高校不变的宗旨。虽然

学生无法到校，但各高校积极采取行动应对疫情，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平台，做到了疫

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确保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对学生的教育培养。

为激励机械类专业学子们迎难而上、保质保量的完成学业；为记录广大师生勠力

同心、共克时艰的优秀教育成果；为彰显机械行业同仁为培养人才坚守责任、矢志不

渝的担当和贡献，本年度特举办“毕业设计优秀作品”征集活动。

本作品集由卓工联盟的每个专业推荐的一份最能代表本专业水平的优秀毕业设计

作品集结而成，以电子版的形式发布；作为此次抗疫成果的纪念，用做联盟内部学习

交流资料。

本作品集共收录来自 61 所院校 9 个专业的 88 份作品。卓工联盟的发展离不开

各个高校，各个专业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在此，对您为联盟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砥砺奋进扛使命，共克时艰显担当！谨以此作品集致敬所有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

的人！

中国机械行业卓越工程师教育联盟秘书处

2020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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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

新型旋转微针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作者：蔡易林   指导老师：张执南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微针（Microneedle）作为一种新兴的物理性经皮给药手段，虽然具有很大的医

疗应用价值，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仍存在尚未解决的力学问题。其与皮肤作用机理不

明，使得微针使用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人体皮肤的不均匀性和手动刺入过程施力不

可控性，会导致微针产生弯曲或断裂。微针直接刺入柔软且不均匀的皮肤时，伴随有

预凹陷和刺破瞬时回弹，导致针刺入深度无法精确控制，影响经皮给药或皮下提取细

胞组织效果。而目前对于微针力学特性的研究较少，缺乏对微针和皮肤的相互作用准

确描述的微观机理模型，现有的微针设备或产品也无法实现刺入深度的精准可控。基

于此，本文将引入旋转运动提高微针综合性能，提出旋转微针刺入新模式，以减少微

针刺入力并可控地提高穿透深度的精度，并有效验证旋转微针相对于微针直接刺入的

优势所在。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微针失效模型

由于微针为类细长杆结构，当其承受的轴向压力过大时，可能会突然变弯而失去

原有的直线形式平衡状态，无法继续承载，即发生了失稳，一般发生在断裂失效之前，

首先通过屈曲分析研究了在特定载荷下的稳定性并确定结构失稳的临界载荷并进一步

推导出临界荷载的解析表达式。式 (2-1) 为 Euler 公式，当实际长径比 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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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长径比 时应使用该公式，此时微针被视为“长杆”。而如果微针较短，则使

用 Euler 公式预测的荷载往往大于实际破坏的荷载，那么该使用 Johnson 公式，如

式 (2-2) 所示。

                                 

其中，K 为末端固定系数，测量微针末端对运动的限制程度；E 为材料的杨氏模量；

为材料的屈服强度， 为实心圆柱截面的等效半径。

考虑作用在针头的横向力作用，当剪切动量引起的最大法向应力大于屈服应力时，

侧向力可能导致结构破坏。由于微针为悬臂梁，采用 Euler-Bernoulli 梁理论描述法

向应力。考虑横向力和正向压力引起的总的最大应力，需保证 才能使

得不发生材料屈服破坏，从而分析不同横向和轴向力下，微针内部最大应力的分布情

况。

                                        

而在微针插入过程中引入了旋转运动后，实际过程中针尖会紧贴皮肤表面转动，

因此考虑了由驱动力或针尖与皮肤表面之间的摩擦力引起的旋转力矩。本文引入了一

个新的临界压力 ，对应在旋转微针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微针在受力情况下不发生失

效破坏，除了需要考虑和直接刺入相同皮肤的轴向反力引起的可能失效——临界屈曲

力和导致材料达到屈服应变的临界压力，还需要结合通过摩擦而引起扭转剪切失效的

临界正压力的情况。除了假设针尖受到均匀的压强分布之外，同时为了模拟更真实的

皮肤凹陷状况，假定随着微针刺入深度的变化和针头直径的变化，皮肤凹陷存在一个

以刺入点为中心的周向分布，同时其作用在针头的压力也存在一个特定的分布，推导

出了微针扭转临界力在非均匀分布下的修正表达式。

2. 微针承力能力分析

将微针整体抵抗屈曲、材料屈服和旋转下扭转剪切失效能力进行综合考虑。从整

体趋势上看，随着微针长度的增加，其承受屈曲失效的能力不断降低，同时当微针的

半径增大时（针尖或针底），承受屈曲失效的能力也会显著增加。导致正向压应力破

坏的轴向力始终大于导致屈曲失效的力，因此微针的屈曲失效肯定是首先发生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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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旋转运动后，由于摩擦和轴向压力导致的剪切失效的可能先于屈曲失效发生（

与  相交），尤其在针长度较短的时候；微针顶部直径不仅影响整体强度，并

且直接决定抵抗旋转失效的能力；弯曲失效极限力仍然远低于屈曲极限压力，但是若

存在明显的刺入偏角，则会导致压力在横向的分量引起很大的弯曲力。

3. 微针刺入过程作用机理

当微针切割软组织时，微针的切割力可以通过微针所产生的功、以及做功和变形

引起的内部应变能之间的能量交换来预测。假设整个过程满足弹性破裂、准静态过程，

且针与组织始终保持接触以及恒定裂纹宽度。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微针在刺入

组织前的外力功。针做的功在破裂期间或破裂之前被组织吸收，断裂前吸收的能量会

对组织造成塑性损伤，断裂过程中吸收的能量使切割裂纹扩展。而较大的不稳定裂纹

在针移动时会导致较大的位置误差，因为不稳定裂纹不一定遵循针的轨迹，所以更稳

定的裂纹拓展会有助于更精准的皮下刺入。从能量平衡的角度来说，引入旋转运动之

后，微针所作的外力功的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带来更小的变形，裂纹拓展的不稳

定性减小，提高微针刺入精度；刺穿皮肤所需的轴向力减小，微针更不容易发生轴向

破坏；微针刺破过程所发生的位移减小，同时由于轴向压力对应皮肤变形，因此皮肤

变形减小。其次，继续考虑刺破后微针与皮肤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微针继续切割软组织，

另一方面还要抵抗由摩擦带来的阻力。引入旋转运动之后，不仅继续切割裂纹的力作

用由原来单一的轴向压力变为了更为复杂的融合旋转摩擦的复合力，原来单一的轴向

的摩擦也由于周向旋转的作用发生了改变，周向旋转作用破坏了原有的皮肤纤维组织

指向，因而降低了原有的轴向摩擦力。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微针结构的力学仿真

对微针在轴向压力和旋转扭矩等力的综合作用下的应力情况进行有限元仿真分

析，主要对微针几何结构进行仿真，考虑微针不同的几何尺寸（直径、长度以及针尖

壁角），通过其最大应力分析所能承受的极限作用力。并对比单纯受压和受压受扭矩

共同作用下的应力分布，总结了在引入旋转运动后更为复杂的受力形式下，微针承力

能力的变化趋势，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

2. 旋转微针刺入过程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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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BAQUS 中对微针刺入皮肤过程进行显示动力学分析，皮肤被看作均质的各

向同性的超弹性材料，采用 Ogden 本构模型进行定义，建立了包含角质层、真皮层

和皮下组织的多层皮肤有限元模型。在定义完皮肤单破坏模式之后，考虑微针与皮肤

模型的接触和破坏，在动态仿真过程中提取微针轴向力，发现直接刺入存在一个明显

的刺穿破坏点，为反力瞬间的突变，观察同样过程旋转条件下的反力，刺破力幅值降

低了约 44.7%，从而验证了旋转运动可减小刺入力的优势。对比刺入过程位移和变形

量，发现无旋转情况下，刺破的微针位移大于有旋转的情况，再观察皮肤表面与微针

接触点的弯曲变形情况，无旋转下凹陷变形更为明显，也就意味着反力更大，同时微

针在皮下位置的不确定性也更大，造成的后果就是不够精准。

3. 旋转微针刺入皮肤实验研究

对旋转微针刺入实验台进行了自主设计，微针的两自由度运动分别由两个步进电

机进行驱动，微针通过特定的夹持装置和联轴器，与旋转电机相互连接。从滑台伸展

出来的是被刺组织夹持装置，通过与滑台底部相似的铝合金方形型材进行整体连接，

使得针刺部分与被加持部分实现一体化，从而便于整个实验台的整体移动。实验中选

用的被刺材料为新鲜去毛猪皮，其力学性质与人类皮肤最为相似，且容易获得、保存

和处理，猪皮在表面被钻孔之后，通过螺纹螺栓固定在支撑台上，这样尽可能地保证

猪皮表面的平整以及恒定的预张力。本实验一方面将研究微针在不同进给速度下的力 -

位移响应曲线，并关注刺破点的力变化，另一方面也将研究不同转速下的力响应情况，

与无旋转直接刺入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整个过程中的力学响应。

4. 旋转微针系统的创新设计

基于理论、仿真和实验的手段对旋转微针的机理和优势进行了原理性探究和验证，

而为了将旋转微针的机理运用到实际医疗设备上，设计了一款创新的旋转微针系统。

在执行机构部分共包含三个自由度，分别为微针旋转、微针进给和微针角度的调整。

将调整微针进给角度的自由度转移到整体最外围，将旋转和进给运动集成到一个单独

整体，旋转自由度和进给自由度通过同一个执行器滚子齿轮（Roller-Gear）进行实

现两自由度单独运动，在滚子齿轮前端，安装有六自由度力 / 扭矩传感器，用于实时

测量和反馈微针刺入过程中的受力 / 扭矩情况。通过这套系统落实突破性的给药方式，

实现精准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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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 理论方面

建立了旋转微针刺入过程的综合力学模型，提出了旋转微针在复杂受力情况下的

临界力极限判断准则，并给出了解析表达式；建立了旋转和非旋转条件下的微针刺破

皮肤的断裂力学模型，通过理论描述了微针和皮肤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解析了微针

几何尺寸对其承力能力的影响规律，给出了避免微针失效破坏的几何约束条件；阐明

了旋转微针有效降低刺入力的机理，为旋转运动在微针刺入过程中的优势提供了理论

依据。

2. 仿真方面

建立了微针受力分析的有限元模型，发现了微针受压和受扭作用情况下最大应力

出现在针尖侧壁，而微针承力能力随着针头半径的增大而增大，随着壁角的增大而减

小，而受扭和压力综合作用时，微针承力能力进一步降低。建立了皮肤的有限元模型，

对微针刺入软组织进行了动态仿真模拟，结果表明旋转运动可以将刺入力减小两倍以

上。仿真结果对理论推导进行了有效验证。

3. 实验方面

设计并开发了旋转微针针刺试验台，开展了多组猪皮刺入实验，分析了刺入力随

位移和时间的响应。发现了无旋转时刺入的进给速度越大，刺入力和刺入位移部分呈

现增大趋势，而更多地呈现减小趋势；在 240r/min 转速下，更大的刺入速度会导致

微针完整刺入后更大的力响应；旋转可以有效降低刺入力和刺破位移，相比无旋转最

高可降低 50% 以上。

4. 仪器设计

基于工程设计理论与方法，针对新型旋转微针系统进行创新设计，采用新型的滚

子齿轮机构，简化了旋转微针运动执行机构，为后续产品优化及应用推广奠定基础。

五、创新点

1. 创新地提出了一种旋转微针的刺入模式，并有效了验证了其相对于直接刺入的

力学优势和精准性优势。

2. 在微针力学研究中首次引入包含旋转扭矩作用在内的综合受力模型，提出了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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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作用下临界压力的多重约束，以及在非均匀压力分布下临界压力的修正表达，形成

了旋转微针失效破坏准则。

3. 提出了旋转微针与皮肤作用过程时的机理描述，建立了微针有效降低刺破力和

刺破后全过程加快皮肤破坏的理论模型。

4. 创新地设计了两自由度针刺实验台，对微针优势进行了有效验证。

5. 创新地设计了旋转微针给药系统，提出了滚子齿轮机构将两自由度运动组合在

同一执行器上完成。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a) 俯视图                                                                  (b) 侧视图
图 1 旋转微针的针刺实验台实物图

图 2 旋转微针系统整体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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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无旋转                                                                       (b) 有旋转
图 3 微针刺入过程刺破位移和变形仿真对比

                                          (a) 位移分布                                                         (b) Mise 应力分布
图 4 压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微针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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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导航 AGV 结构及控制系统设计

作者：曹佳辉  指导教师：潘柏松

浙江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AGV 作为智能制造系统的一部分，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有助实现信息化、智

能化，将会被大量运用。目前 AGV 上的车载控制器有 PLC 和微型嵌入式系统两种，

后者由于功耗低，体积小，成本低的优点，正在广泛应用。但传统嵌入式 AGV 控制

器的运算能力一般，功能相对固定，可扩展性不强，并且障碍物检测盲区较大，无法

对复杂障碍物进行可靠检测，AGV 运行过程中的循迹精度和运动稳定性也有待提高。

本文从 AGV 存在的控制器扩展性不强、障碍检测盲区大、磁导航循迹性能差等问题

着手，对 AGV 控制系统软硬件、循迹控制算法、障碍检测功能进行设计与改进。在

确定 AGV 总体方案的基础上，对 AGV 结构和控制系统进行设计。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磁传感器受磁带磁场作用产生信号

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多路霍尔电路，霍尔器件通过恒定的电流值，当霍尔

器件靠近磁条时，磁场强度增大，霍尔电压上升 , 根据霍尔电压的大小判断霍尔器件

与磁条的相对距离，通过磁传感器上的多个霍尔器件的位置排布以及与磁条的相对距

离，即可较为准确地得到该磁条传感器与磁条的相对位置。

2. 由双磁传感器确定 AGV 位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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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双磁传感器模式对比

单磁条导航会出现如上图 1 所示的问题，图中 a,b 车的磁条传感器所得到的信号

是相同的，但车身姿态有明显区别。所以单磁条导航的方式，AGV 的运动稳定性和

精确性都会有所欠缺。而双磁条导航方式是在对称位置安装 2 个磁条传感器，通过该

方式，可以得到 AGV 相对与地面磁条的偏移量和偏移角度。

3. 基于双输入 PID 算法进行循迹控制

PID 控制基于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算法简单，鲁棒性好和可靠性高。本文根

据双磁传感器差速驱动 AGV 具有角度偏差和水平距离偏差 2 个输入，左右轮差速 1

个输出的特点，设计基于双输入 PID 算法，提高 AGV 的循迹精度和运行平稳性。

4. 双目深度测量原理

双目相机测距的原理如下图所示，借助左右相机拍摄的图像的视差，计算物体距

离相机中心的距离。

通过相似关系推导可得到如下关系式：

1 2

f bZ
x x

⋅
=

−
  （1）

双目测距实际包含了相机标定、双目矫正、双目匹配、深度信息计算 4 个步骤。

其中相机标定和双目矫正的最终目的是消除左右视图的畸变，使左右视图的丞相远点

一直、两摄像头光轴平行、左右成像平面共面，这样两幅图像中的相同的特征点就在

行坐标上就是相同的。只需要进行一维搜索，降低之后的特征匹配的运算量。双目匹

配是指把同一时刻拍的两个不同视图上对应的表达相同信息的像素点进行匹配，由于

实际不可能去匹配每一个像素点，所以一般运用的是特征点匹配的方式，通过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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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找到图像中的特征点，将两幅图像中的特征点进行一对一的匹配，得到了视差图，

然后计算深度信息。双目视觉中的特征匹配是难度最大且最关键的问题。

图 2 双目相机测距原理图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磁导航 AGV 机械结构设计

从实际需求出发，设计安装方便、结构可靠的机械结构。包括整车结构设计、驱

动单元结构设计、AGV 强度和刚度校核等。本文设计带有简易悬挂装置的差速驱动

式磁导航 AGV 的底盘。底盘由 6 轮结构组成（2 个驱动轮和 4 个万向轮）。考虑到

由于装配误差和零件制造误差的存在，导致车轮不平整，使用了一种可调整主动轮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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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高度的固定方式。底盘使用 5mm 厚的 6061 铝合金板，经过阳极氧化处理，提高

表面硬度，增强耐磨损性，延长使用寿命，在满足强度和刚度的同时，减轻整车质量，

增加续航时间。

图 4 磁导航差速驱动轮式 AGV 轴测视图
1- 安全触边；2- 启动按钮；3 前板；4-USB 接口；5- 充电接口；6- 急停按钮；7- 侧板；
8- 分线盒；9- 主动轮；10- 灯带；11- 从动轮；12- 三角铝型材长边；13- 旋转式雷达；

14- 后板；15- 三角铝型材短边；16- 三角铝型材立柱；17- 电源；18- 电机驱动器；
19- 变压器；20-AGV 控制器；21- 器件布置板；22-LCD 屏

2. 运动学建模及轨迹仿真

建立双轮差速驱动运动学模型，根据水平偏移量和偏差角度 2 个输入值输出差速

值，分别设计了双输入 PID 控制算法和模糊控制算法对 AGV 进行纠偏控制，比较两

种算法的优劣，设计代价函数，利用遗传算法对双输入 PID 算法的 6 个参数进行整定，

对优化前后的效果进行分析比较。通过分析可知，AGV 在地面上的运动可近似看作

平面运动，可分解为平动与转动的叠加，利用 Matlab 进行轨迹仿真，分别测试了单、

双磁传感器模式的模糊控制算法、参数整定前后的双输入 PID 算法的轨迹跟踪效果，

分析其运动精度和稳定性。

3. AGV 障碍检测系统的设计

目前一般的解决方式是简化 AGV 的工作环境，避免复杂的避障情况出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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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AGV 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AGV 的应用场景不断延伸，以单一的简化 AGV 工

作环境的方式来确保 AGV 安全、高效的运行显然与其发展趋势有所冲突。本文运用

激光、超声、视觉传感器完成障碍物的距离检测和目标识别，并基于激光测距模组和

超声波传感器设计双摇杆机构，扩大 AGV 障碍检测范围，并且结合视觉传感器进行

障碍物检测 ( 包括根据双目视差计算深度和基于 HOG 和 SVM 的目标识别 )，提高障

碍物检测的灵活性，确保 AGV 运行的安全性。

4. AGV 控制系统软硬件设计

设计以 STM32 和树莓派为核心的 AGV 控制器，在已确定 AGV 所需要的主

要外设的基础上，绘制原理图并进行 PCB 设计，经过打样和焊接完成 AGV 控制

器的实物制作，并利用 C 和 Python 完成控制程序的设计。为完善用户体验，使用

Python 和 Java 分别设计基于云服务器和 MQTT 通讯的 PC 端和手机端监控软件。

5. AGV 运行试验

在完成 AGV 实物制作的基础上，对 AGV 样机进行试验，测试其循迹、负载、

避障等基本功能，完成 5 小时无故障连续自动运行测试，并且通过采集运行过程中加

速度信号分析单、双磁传感器模式模糊控制算法、参数整定前后双输入 PID 算法的运

行平稳性，并且研究偏差基准对 AGV 运行平稳性的影响。

四、结论

1. 通过对本文所设计的 AGV 进行样机制作和完成 5 小时无故障连续自动运行测

试，初步验证了本文设计的磁导航 AGV 结构和控制系统的可行性。本文研究成果已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

2. 对于模糊控制而言，双磁传感器模式下的平均误差为，远小于单磁传感器模式

下的平均误差，双磁传感器模式下并未改善误差波动大的问题，且相比于单磁传感器

误差偏向同侧的轨迹，双磁传感器误差在正负两侧波动会降低 AGV 运动稳定性。从

仿真效果来看，对于双磁传感器两轮差速驱动 AGV 的控制而言，经过遗传算法优化

后的双输入 PID 控制算法比模糊控制效果更佳。优化后的双输入 PID 控制算法的平

均误差比模糊控制算法减小了，误差范围减小了，误差波动小，AGV 运动精度更高、

稳定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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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循迹算法的轨迹仿真结果

控制方法 平均距离误差 距离误差上界 距离误差下界

单磁传感器模糊控制 0.0536 0.0654 0

双磁传感器模糊控制 0.0138 0.0503 -0.0306

参数整定前 PID控制 0.0335 0.0377 -0.0736

参数整定后 PID控制 0.0124 0.0186 -0.0201

3. 通过仿真和试验的方式研究双输入 PID 循迹算法下偏差基准对其循迹精度和

运动平稳性的影响，得出偏差基准点的位置将很大程度影响 AGV 轨迹跟踪的平稳性

和精准性的结论。随着偏差基准点沿着 AGV 中轴线从后磁传感器向前磁传感器移动，

AGV 轨迹跟踪时的最大距离误差和平均误差逐渐降低，角加速度和急动度呈现先下

降后上升的趋势，即 AGV 轨迹跟踪的精准性随着偏差基准的向前移动而增加，AGV

轨迹跟踪的平稳性随着偏差基准的向前移动先降低，后上升。

图 5 偏差基准对运动精度和平稳性影响

五、创新点

1. 设计了具有简单悬挂结构的双轮差速 AGV 底盘，驱动轮离地高度可在一定范

围内调整，提高 AGV 运行过程的可靠性和平稳性；

2. 针对双磁传感器模式，设计基于水平距离偏差和角度偏差的双输入 PID 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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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构造代价函数，并利用遗传算法进行 PID 参数整定，提高 AGV 运行的平稳性

和精准性；

3. 运用激光、超声、视觉传感器完成障碍物的测距和目标识别，设计双摇杆机构，

实现大范围内的障碍检测，提高了 AGV 障碍检测的可靠性。

4. 探究偏差基准对 AGV 轨迹跟踪平稳性和精准性的影响，通过仿真和试验分析

其作用规律。

5. 提出设计以 STM32 和 Raspberry Pi 为核心的 AGV 的控制器，兼顾单片机

和微型主机的优点，既降低功耗、又提高了控制器的运算性能，增强了可扩展性，可

实现更高层次的人机交互。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6 磁导航 AGV 实物图

图 7 磁导航 AGV 控制器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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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体工程学的汽车装配工穿戴式坐蹲助力设计

作者：陈哲文  指导教师：陈玲

天津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大量类似于汽车装配工的职业，现场操作人员需要长时间

不定点蹲坐作业。长期劳作极易造成关节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等疾患。为改善这些劳

动群体的劳动条件，本课题设计一款低成本、控制简单并且可随时蹲坐和行走的穿戴

式坐蹲助力系统。此装置能够给不同体型的人穿戴，帮助腿部肌肉关节在蹲坐时支撑

人体，减轻长期蹲坐工作时的疲劳及酸痛感。该系统在工人蹲坐时能及时提供助力，

不需要蹲坐时又不影响其正常行走。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基于人体工程学的运动特征

根据人体工程学可知，人体的下肢运动主要由踝关节、膝关节以及髋关节共同协

调运动完成。从单侧考虑，下肢运动主要包括 7 个自由度，其中髋关节有 3 个、踝关

节 3 个、膝关节 1 个。由于各关节内旋 / 外旋运动的角度变化量极小，而且在行走状

态下人体下肢最主要的迈步运动由屈 / 伸运动完成，可以将内外旋角度近似看作 0°，

将人体下肢模型简化成 7 杆模型，基于 7 杆模型再对装置整体机构进行设计。

2. 基于有限元的静力学分析

在工程应用中常用的分析方式为静力学分析，它是绝大部分工程师的工作平台。

课题以有限元相关理论知识为基础，借助 ANSYS Workbench 软件，通过对汽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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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工穿戴式坐蹲助力系统进行有限元分析，考察该装置整体应力及变形，校核该基于

人体工程学的汽车装配工穿戴式坐蹲助力装置的强度和刚度。

3. 万向轴结构原理

万向轴通常用于非共轴线传动，可以不同的交角产生不同的自由度。当万向轴转

动在二轴线成 90 度时，机构处于卡死状态，此时机构自由度为 0。运用该性能，将

坐蹲助力装置的膝盖部分对机构进行固定，当工人在蹲下时，提供一定的支持力；当

站立时，交角为 180°左右机构处于传动状态，此时提供给外骨骼机构 1 个自由度，

保证人在运动时，不会受到干涉。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建立人体下肢简化模型

根据人体工程学，下肢内旋 / 外旋运动的角度变化量极小，在行走时下肢最主要

的迈步运动由屈 / 伸运动完成。人体下肢运动主要由踝关节、膝关节和髋节共同协调

完成。各关节共有 7 个自由度，通过设置的关键测试点测量人体下肢运动过程中各关

节角度和角度变化范围，将人体下肢模型简化成 7 杆模型。

2. 尺寸数据测量分析

按照国家标准 GB/T 1000-1988 中提供的成年人坐姿尺寸对汽车装配工的身高、

大小腿长、手功能高、大腿厚、坐姿膝高、坐深、下肢长、臀宽、臀围进行了测量。

通过方差计算得到数据变动范围，找出调节基本尺寸的范围，为设计该系统提供尺寸

参考。

3. 机械结构设计

1）万向轴连接

万向轴的功能与人体四肢上的关节相近，允许被连接零件之间的夹角在一定范围

内变化，故采用万向轴模拟人体大腿杆与小腿杆的连接。

2）伸缩杆配合锁紧装置

采取伸缩杆调节小腿杆长，扳手式锁紧固定，由扳手、摩擦块和锁紧螺栓组成。

当扳手打开时可任意调节小腿杆伸缩的长度；当扳手逐渐压紧时，扳手和外壳的接触

点与扳手旋转中心的距离逐渐变大，使整个锁紧装置锁紧。

3）脚部防护与穿戴便捷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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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脚部遭受意外伤害，采用安全鞋头为作业环境中人员提供防砸防护。设计

时将鞋头对应 45 码以上，尽可能的满足不同脚型。此外用 40mm 宽的松紧带增加舒

适度避免勒痛感。此装置可以替代安全鞋使用。

4）U 型橡胶连接环

小腿杆与铁头劳保鞋配件之间通过一个 U 型橡胶连接环连接，U 型环与铁头劳

保鞋用转动副连接。当工人直立行走时，整个装置会被抬起，小腿支撑杆与地面脱离，

由于整个装置贴紧在汽车装配工人的大腿后侧，不妨碍工人正常行走。当工人有向下

蹲坐的趋势的时候，后面的支撑杆与地面接触起到支撑作用。  

4. 有限元分析

为检测系统结构的强度刚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基于 ANSYS Workbench 进行

了有限元分析。装配工在稳定坐蹲时，竖直方向的力由大腿通过大腿杆传到万向轴连

接处，再由万向轴传到小腿支撑杆达到地面。将穿戴式坐蹲助力系统的大腿杆和小腿

杆成垂直时的典型工况进行受力分析，假设工人体重 100kg 时，在铁头鞋底面和小

腿支撑杆底部施加固定约束，在大腿杆护垫下侧施加 50kg 的竖直向下的力，求解其

最大等效应力和最大变形并完成强度和刚度校核。

5. 图纸绘制

采用 UG 绘制汽车装配工穿戴式坐蹲助力系统的三维实体模型，再用 AutoCAD

绘制所有零件图以及装置的装配图。

四、结论

1. 通过建立人体简化模型和基于人体工程学的尺寸数据测量以及人体下肢运动特

征分析，使得设计的汽车装配工穿戴式坐蹲助力装置能够适用于大部分体型身高的工

人，具有较高的适配性。

2. 在机械结构设计方面，通过 UG 软件建立了该坐蹲助力装置的三维模型，借

助 AutoCAD 绘制了所有工程图纸。在整体结构中使用万向轴作为关节连接是设计的

创新点；使用可伸缩杆配合锁紧装置增加了坐蹲助力装置的通用性和适配性；将整体

装置与铁头劳保鞋相结合的运用进一步体现装置的人性化，保护工人的身体安全。

3. 运用 ANSYS Workbench, 对汽车装配工穿戴式坐蹲助力系统完成了有限元

分析，得到了该装置整体应力及变形分布，校核了其强度和刚度。最后得出该基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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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学的汽车装配工穿戴式坐蹲助力装置满足设计要求，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及合理

性。

该设计已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五、创新点

1. 万向轴作为关节处的连接件是设计的一大创新点。万向轴往往都是运用在传动

轴这一领域，通过研究发现它本身的特性与人体关节非常相似，因此大胆的将其运用

在本设计中。

2. 安全鞋与劳保鞋套相结合的运用是设计另一创新点，既保护了工人的作业安全，

同时又方便了工人进行穿戴和控制本装置。

3. 伸缩杆配合锁紧装置的运用，可以满足任意小腿长度的调节，使得工人可以调

节到最适合自己的长度，保证最佳的舒适度，体现装置的人性化。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1- 弹性海绵垫
2- 万向轴
3- 小腿杆
4- 扳手式锁紧机构
5- 支撑伸缩杆
6-U 型弹性连接环
7- 铁头劳保鞋配件
8- 松紧带
9- 大腿杆

图 1 装配工穿戴式坐蹲助力装置

图 2 等效应力云图和变形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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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镜目镜组件自动装配单元设计与研究

作者：丛祺枫  指导教师：童一飞，王继东

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我国瞄准镜产品出口量不断增加，其中目镜组件部分标准化程度较高，是中小批

量型产品，目前多采用手工装配方式，效率低，可靠性差，不能满足当代企业的需求。

考虑到自动化装配技术能有效解决目镜组件装配过程中的问题，且现在还没有成型的

目镜组件自动装配设备，因此本毕业设计引入自动化理念，意在设计一种针对瞄准镜

目镜组件的自动装配设备，改变传统手工装配方式，实现装配误差的缩减和人工成本

的降低，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

二、基本原理、理论及方法

1. 自动化装配技术

自动化装配技术是一种以自动化机械取代传统人工劳动的技术，通过柔性的辅助

设备控制自动化装置实现产品的装配自动化。而基于柔性制造系统的柔性装配系统正

是自动化装配的发展方向。

2. 机械结构设计方法

机械结构的核心在于力的产生与传递，设计方法为：多种载荷施加于同一零件时，

设计可分解载荷的结构并将载荷均匀分布；引入平衡件和对称安装方式解决附加力；

减少应力集中；利用筋板，改善零件截面形状以提高零件刚度。

装配质量直接影响设备整体性能，为便于装配，设计方法为：近似结构扩大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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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性，便于识别特征；留有抓举面；设计导向机构，微调机构便于定位；避免多个装

配面同时装配；便于拆卸。

机械是为人服务的，要引入人因学因素：结构设计尺寸要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

使用者疲劳度；减少操作者观察错误率；注意减少环境噪声。

3. 有限元分析方法

有限元分析是利用数学近似的方法对真实物理系统进行模拟的方法。利用简单而

又相互作用的元素，进而实现用有限数量的未知量去逼近无限未知量的真实系统，是

一种应用广泛且实用高效的数值分析方法。

4. 气动技术理论

气动系统至今已经发展了半个世纪，主要构成为：气源设备、气动执行元件、气

动控制元件、辅助元件等。是以空气压缩机为动力源，以压缩空气为工作介质，以气缸，

马达等组件为执行机构，实现能量和信息的传递，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机械化的最有

效手段之一。

5. PLC 技术理论

PLC 是一种用来代替继电器实现逻辑控制的可编程控制器，具有硬件设备高度

标准化，控制可靠，抗环境干扰，易于维护，功耗小，性价比高，编程难度低，面向

用户设计等特点。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目镜组件装配工序分析

分析目镜组件的安装过程为先安装橡胶圈于目镜筒内侧，并涂胶保障防尘防污防

水需求，再依次安装目镜片 1，挡圈，目镜片 2，最后将挡环与目镜筒旋紧装配。由

此确定自动化设备需具有自动上料、自动装配、橡胶圈点胶、目镜片校准、自动下料

功能。

2. 总体结构方案设计

综合比较自动装配设备输送带式、固定式、转盘式三种总体设计方案，考虑目镜

组件零件数较多，尺寸较小，无法多零件同步装配，择优确定转盘式总体设计方案，

具有空间利用率高、对目镜组适用性高、精度高且可满足多工位要求等优点。

3. 各机构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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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功能将整机分为装配台主体、自动上料机构、自动装配机构、点胶机构、校

准机构五部分并建立了三维模型。

装配台主体是整个设备的承载机构，电机通过凸轮分割器和主转轴实现主转盘的

间歇式转动，设计为 12 工位，保障装配需求。

目镜筒上料采用传送带上料形式，具有适用范围广，运行平稳，噪声低等优点；

橡胶圈采用弹夹式上料，通过气缸作用于升降环，将橡胶圈逐个推离圆柱形导柱，实

现不间断上料；挡圈采用弹夹式上料，通过带导杆气缸与阻落气缸（普通气缸）配合

实现挡圈逐个下落至承料台；目镜片 1 和目镜片 2 也采用弹夹式上料，借助重力作用

直接上料至校准机构上；挡环采用振动盘上料，设计刀锋状定向机构实现均匀定向上

料。

目镜筒采用两轴直角坐标机械手实现与主转盘上专用夹具的装配；橡胶圈采用拟

合性机械手，通过外侧气孔内部气流的换向实现橡胶圈的吸取与装配；挡圈采用夹取

型装配机构，选用适当的手爪气缸；目镜片选用按压式真空机械手，选用真空发生器

和长导杆型真空吸盘实现目镜片的稳定装配；挡环采用自动拧紧机构实现挡环与目镜

筒内侧螺纹的配合。

点胶机构选用时间压力型点胶机械手，通过点胶装置实现胶液的储存与放出，通

过定向机构实现精准定位。

校准机构通过齿轮传动实现校准转盘和主转盘的精密配合，也设计为 12 工位，

在校准过程中通过吹气装置和毛刷进一步防尘防污。

在详细设计基础上验证了技术要求，并进行了产能评估，算得平均工序节拍

13s，产能 276 件 /h，增长率 84%，操作工人数减少 2 人。

4. 关键件设计、有限元分析或选型

以自动抓取机构中的滚珠丝杠及伺服电机为例，进行了设计与选型的计算，以挡

圈装配单元为例，对带导杆气缸和手爪气缸进行了选型，对主转盘结构进行了有限元

分析，并提出了橡胶圈硬度改善的设计方案。

5. 控制系统设计

引入气动技术理念和 PLC 控制理念，以挡圈装配单元为例，分析了其功能实现

要求，设计了气动原理图，详细列出了挡圈装配单元的动作顺序表，进一步编写了

PLC 运行梯形图，对目镜组件自动装配机的控制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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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 结合自动化装配理念，分析目镜组件的手工装配方式，择优选定转盘式整机方

案，进行了总体设计。

2. 详细设计了自动上料机构，自动装配机构，点胶机构，校准机构和装配台主体

五部分的机械结构，介绍了相关原理，计算了平均工序节拍和生产产能，满足技术要求。

3. 对自动装配机构的关键零部件滚珠丝杠和伺服电机进行分析、计算和选型；对

气缸进行了计算选型；以主转盘为例对关键部件进行了有限元分析以及优化减重；提

出了橡胶圈硬度改善方法。

4. 结合气动控制相关技术和 PLC 控制理论，以挡圈装配单元为案例，编写相关

程序。

5. 相关论文“瞄准镜目镜组件自动装配单元设计与研究”已被机械设计与制造工

程录用，正在申请发明专利“一种目镜组件自动装配机”。

五、创新点

1. 设计了完整的目镜组件自动装配机，择优确定整机方案为转盘式装配机，划分

八工位单元模块，又可分为自动上料机构，自动装配机构，点胶机构，校准机构，装

配台主体五部分，分别进行了方案构思和详细设计。

2. 计算了平均工序节拍和生产产能，预期操作工人数降低 2 人，平均工序节拍降

至 13s，生产产能提至 276 件 / 小时。

3. 设计了特有的目镜片校准机构，通过齿轮传动保障校准转盘和主转盘的节拍配

合，实现高精度定位，通过校准转盘和校准胶圈承载目镜片，保障只有在按压式装配

机械手作用下，目镜片才会下落实现装配，在校准的同时，通过毛刷，吹气装置防尘

防污。

4. 对主转盘的受力情况进行了有限元分析，进而优化减重。

5. 以挡圈装配单元为例，结合动作时序原理对该单元气动控制和电气控制（PLC）

进行了设计，编写了相关梯形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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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1- 转盘式装配台主体；2- 目镜筒装配单元；3- 橡胶圈装配单元；
4- 点胶单元；5- 目镜片 1 装配单元；6- 挡圈装配单元；

7- 目镜片 2 装配单元；8- 挡环装配单元；9- 目镜组下料单元
图 1 目镜组件自动装配机三维模型俯视图

图 2 目镜组件自动装配机三维模型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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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磨损工况模拟及油液在线监测试验台设计

作者：崔建国  指导教师：刘同冈

中国矿业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大型矿用减速器是煤矿高效采掘、转载、破碎、输送装备的关键传动部件。在工

作过程中，传动齿轮不但承受重载、冲击、振动、交变载荷，而且会因润滑不良或者

工况改变导致齿轮传动失效。润滑油作为减速器的“血液”，不仅反映着机械设备的

健康状态，还关乎煤矿生产的安全性。目前常用的油液监测方法有离线式和在线式两

大类，这些方法存在检测周期长、设备昂贵、检测参数单一、易误判等缺点。本毕业

设计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一种集磨粒、粘度、水分为一体的多参数润滑油液在线监测

系统，并完成了设备磨损工况模拟及油液在线监测试验台的设计。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设备磨损工况模拟原理

磨损是矿用大型设备减速器产生故障的主要原因，为方便实现对减速器磨损状况

的监测分析，进行减速器故障模拟试验台的构建。该实验台的结构设计为“电动机 +

减速器 + 磁粉制动器”，其原理是由电动机带动减速器运转，减速器搭载故障齿轮提

供工况模拟平台，磁粉制动器为减速器施加不同载荷。由于齿轮磨损过程漫长，所以

将减速器齿轮更换为经过缺陷设计的故障齿轮以加快磨损工况模拟的速度。

2. 设备润滑油液多参数综合在线监测原理

油液在线监测是依靠安装在大型设备润滑油路上的油液监测传感器来获取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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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信息，综合分析得到设备磨损状况的过程，具有数据实时传送，设备故障实时

预警的优势。

目前，油液监测主要以磨粒监测为主，磨粒的大小及数量直接反应齿轮箱磨损的

剧烈程度。但减速器的工作状态还取决于润滑油的性能，润滑油中水分过高会破坏油

膜、加剧磨损，严重时会腐蚀金属设备；粘度是润滑油最重要的一项理化指标，设备

运行过程中温度升高导致润滑油粘度下降，油膜难以形成，会加剧设备的摩擦磨损。

本设计以油液磨粒、水分、粘度传感器集成化的思路设计一套油液多参数综合在

线监测系统，通过系统内置动力取样装置定时自动取样，将油液送至样品检测池，磨粒、

水分、粘度传感器同时检测并将采集数据发送至主控芯片，经数模转换后通过有线或

无线传输的方式发送到上位机进行油液分析。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减速箱故障模拟实验台设计

为实现对矿用大型设备工况的实验室模拟，设计了结构为“电动机 + 减速器 +

制动器”的减速器故障模拟试验台。考虑到实验室面积的限制，减速器设计为一级直

齿轮减速器，根据相关文献和设计经验取定设计基本参数，完成减速器的高低速轴和

齿轮的设计校核。通过对齿轮磨损机制的分析，对齿轮进行不同故障类型的缺陷设计，

以加快工况模拟的速度。通过选用变频调速电机和磁粉制动器实现减速器在不同转速

和负载下的工况模拟。最后利用 SolidWorks 软件实现对设计过程的实体建模。

2. 润滑油液取样及预处理装置设计

现场采集或实验制备的污染油液存在着温度偏低和磨粒沉积的问题，为提高润滑

油检测精度，设计具有加热、保温和搅拌功能的润滑油液预处理装置。参照开式油箱

设计标准设计预处理装置的储油室容积为 6.3L，选取油液检测温度为 40℃，依据传

热计算结果选择硅胶加热片对储油室进行加热，为防止热量散失，维持油液检测过程

的温度恒定，在加热层外侧加设隔热板和保温板；按矿用减速器用润滑油粘度选取推

进式搅拌器对待测油液进行搅拌，以达到磨粒在油液中均匀分布的目的。

减速器和储油室均开设有取样进、出油口，通过软管及管接头连接微型取样泵构

建润滑油自动取样系统，并利用继电器和 BTS7960 芯片完成取样泵的启停和驱动，

通过主控芯片实现取样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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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润滑油多参数综合在线监测系统构建

1）机械结构设计

本设计为了实现油液监测的实时性和设备故障诊断的准确性，采用模块化思想进

行传感器集成，根据粘度和水分传感器的结构外形设计传感器安装阀座，并对传感器

安装阀座、磨粒传感器、取样泵、电源和数据转换模块的位置进行合理布局。

2）控制系统设计

选用两块功能强大的 STM32F103RCT6 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分别完成对润

滑油预处理装置的搅拌调速、加热器加热、温度调节以及泵、阀、流量计等辅助元件

的电路设计，完成对润滑油液多参数监测系统的取样泵自动取样，磨粒、粘度、水分

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传输，Zigbee 无线通信模块的电路设计。

基于 LabView 系统设计润滑油监测系统的上位机软件。通过 LabView 的 VISA

函数进行不同设备参数的配置实现与串口的通讯，从而与传感器相对应的 COM 串口建

立连接。使用输入面板发送功能码，同时通过显示面板查看接收到的功能码，通过比对

说明书判断通信过程是否出现错误，同时对采集到的功能码进行初步分析。通过对各个

串口接收到的功能码进行二次处理，利用计算公式将采集到的数字信号转换具有实际意

义的数值，并通过输出控件显示在人机交互界面上。将采集得到的数据转化为一维数组，

绘制图像的 x、y 坐标，将采集得到的数据的实时动态显示在波形图标上，同时也能通

过波形图表调用查看历史波形数据，有助于对数据的变化趋势做进一步分析。

四、结论

1. 设计了方案为“电动机 + 减速器 + 制动器”的减速箱故障模拟试验台，选用

变频电机进行调速控制，减速器设计为一级直齿轮减速器，在减速器与电动机之间设

计轴承支座作为中间缓冲装置，用来减少振动对实验的影响，选用磁粉制动器作为实

验负载，实现了对齿轮箱磨损工况的模拟和污染油液的制备。

2. 根据系统最大流量 10L/min 设计了润滑油液预处理装置的储油室，为实现安

全高效的油液加热效果，采用硅胶加热器对储油室油液进行全面加热，选用 PT100

温度传感器对油温进行监测，并设计温度控制系统对油温进行实时控制；同时设计润

滑油搅拌器将沉降在储油室底部的磨粒搅拌至均匀分布在油液中，便于准确监测出油

液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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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目前润滑油液在线监测参数单一等缺点设计了一套集油液磨粒、粘度、水

分为一体的润滑油液多参数综合在线监测系统，根据水分与粘度传感器的机械结构特

点设计了传感器集成安装阀，并设计了自动取样系统。该监测系统可实现对粘度范围

在 20~400cp、磨粒直径在 70μm 以内、水分含量在 0~5% 的参数监测，可自动完

成油液取样、信息采集、数据传输的过程。

4. 基于 STM32F103RCT6 芯片完成了润滑油液预处理装置和润滑油液多参数

综合监测系统的电路设计；基于 LabView 图形语言进行润滑油液在线监测上位机软

件系统设计，主要完成了传感器的串口通讯、数据显示、数据存储功能的程序设计。

五、创新点

1. 设计结构为“电动机 + 减速器 + 制动器”的小型减速器故障模拟试验台，通

过加工不同类型的故障齿轮，将其安装于减速器中进行工作来实现矿用大型设备故障

的实验室模拟。

2. 设计了一种集搅拌、加热、保温和温度控制功能为一体的润滑油液预处理装置，

可实现对油液的快速加热和搅拌，确保油液监测的准确性。

3. 构建了润滑油液多参数综合在线监测系统，设计了传感器安装阀座，有机的集

成了磨粒、水分、粘度传感器，实现了对污染油液的多参数在线监测。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

图 1 设备润滑油液在线监测试验台总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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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监测系统轴测图                                                             (b) 去上盖俯视图
图 2 润滑油液多参数综合在线监测系统三维结构图

图 3 润滑油液多参数综合监测试验台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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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多因素特征对旋转交流电磁场检测信号影响
规律分析

作者：丁建喜  指导教师：李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交流电磁场检测是一种新型无损检测技术，凭借精度高、速度快、对工件表面洁

净度要求低、对提离高度不敏感等优点，广泛应用在管道、压力容器等设备的安全检

测上。但交流电磁场检测具有方向性，仅对平行于扫查方向的裂纹有较高检测灵敏度。

本文针对交流电磁场检测的不足，引入旋转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利用正交激励在工

件表面感应出旋转电磁场，实现任意方向裂纹的高精度检测。利用 COMSOL 软件建

立旋转交流电磁场裂纹检测仿真模型，分析裂纹多因素特征对空间磁场的影响，探究

提离对特征信号的影响，进而完成检测系统的设计。

二、基本原理

旋转电磁场是指由空间位置相互垂直的两组线圈激励产生的，磁感应矢量的方向

在空间内旋转的一种磁场。为保证产生的磁感应矢量大小不变，定周期旋转，两组激

励线圈需要接入幅值与频率相等，相位差为 90°的交流电。设两组励磁线圈分别为

X 线圈与 Y 线圈，分别激励出沿 X 方向的磁场与沿 Y 方向的磁场，加载的电流 ix、

iy 如式 (2-1)、(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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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2)

为分析两个感应电磁场迭加而成的感应磁场，引入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如式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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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在均匀各向同性的介质中，电磁场量与介质特性量的关系如式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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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式中，ε0 为真空介电常数，εr 为导体介质相对介电常数，μ0 为真空磁导率，

μr 为导体介质相对磁导率，σ 为导体介质电导率。

由安培环路定理可知，多匝激励线圈产生的磁通密度如式 (2-5) 与 (2-6) 所示：

XtInB r )sin(0x αωµµ +=                            (2-5)

YtInB r )cos(0y αωµµ +=                            (2-6)

式中，n 代表线圈匝数。

当试件进入交变电磁场中时，磁场会在试件内部激励产生感应电流。由于集肤效

应，试件内部电流分布不均匀，感应电流会集中在试件的表面部分。集肤深度求解公

式如式 (2-7):

                             (2-7)

由两组线圈激励产生的感应电磁场强度随时间 t 与工件深度 z 变化分别为

Hx(z,t)、Hy(z,t)，如式 (2-8)、(2-9) 所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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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式中， pH 为感应磁场总强度值，k 为工件表面感应磁场强度值与感应磁场总强

度值的比率。

根据式 (2-3) 与式 (2-8)、(2-9)，激励线圈在工件表面激励产生的感应电流密

度分别为 Jx(z,t)、Jy(z,t)，如式 (2-10) 与 (2-11) 所示：

                  (2-10)

                  (2-11)

因此，工件表面总感应电流密度如式 (2-12)：

                 (2-12)

其中， )(zAj 与 ),( tzjθ 分别表示合成电流密度的大小与方向。

通过理论研究得出的 (2-12) 式子表明，两组正交激励线圈在导体内部产生的感

应电场在给定深度下为定值，而且随着深度 z 做指数型衰减。感应电场做周期性旋转，

旋转频率与激励线圈加载电流频率相同，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工件表面感应电场理论周期分布变化图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旋转交流电磁场裂纹检测的 COMSOL 仿真模型的建立

模型组件包括带有裂纹的工件模型、激励线圈与空气层。另外，为提取检测信号，

在激励线圈上沿 y 方向添加 15 个间距为 2mm 的探测点。在建立完几何模型后，给

不同的实体赋予相应材料。

激励线圈的参数设置匝数为 50 匝，加载电流频率为 1000Hz，加载电流设置如

式 (3-1)：



32 33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3-1)

模型网格划分过程中，采取用户控制网格剖分方法，将空气层、试件与激励线圈

分别按自由剖分四面体网格剖分，单元大小设置为较细化，如图 3-1 所示。

                           (a)                                                  (b)                                                         (c)
图 3-1 仿真物理模型网格剖分：(a) 缺陷处网格划分；(b) 线圈网格划分；(c) 整体网格划分。

最后进行研究计算，计算后绘制试件表面的不同时间步的电流密度图如图 3-2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正交激励模型可以在试件表面产生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感

应电场：

(a) t=0                                (b) t=T/8

(c) t=T/4                             (d) t=3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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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T/2                             (f) t=5T/8

(g) t=3T/4                           (h) t=7T/8
图 3-2 一个周期内各时间点电场分布情况

2. 旋转交流电磁场检测探头设计

探头包括探头壳体、压盖、放大电路、传感器、励磁线圈、输入输出信号线等，

如图 3-3。        

(a) 右视图                                  (b) 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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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俯视图
图 3-3 探头设计装配图

为使励磁线圈产生的磁场与试件产生较好的感应磁场，需要使励磁线圈尽可能的

靠近试件，因此把励磁线圈放入探头底部。传感器选用 TMR 传感器，为更好地提取

特征信号，传感器需要放在距励磁线圈较近的位置。放大电路板选择放置在探头侧面，

由两个滑槽固定。探头顶部设置压盖。探头需要励磁电源的接入与传感器检测信号的

输出，探头接头选用 16 芯雷莫接头。考虑探头的结构布局与信号线的排布，选择将

插座安装在放大电路板对侧。

3. 旋转交流电磁场检测信号处理程序设计

检测信号经过探头提取处理后，由采集卡转换信号到 PC 端。PC 机需要对

检测信号进行处理，并在屏幕上显示信号波形与扫描三维图。在此系统中，选择

LabVIEW 作为程序开发环境。

LabVIEW 程序设计从信号输入开始。分别从三个数字文本文件中读取实验数据

Bx、By、Bz，将实验数据转化为一维数据。采用 For 循环，将一维数组变为二维数组。

相关程序框图如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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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信号输入与转换程序

图 3-5 三维扫描数据显示程序

图 3-5 为输出显示三维扫描数据图的相关程序。使用 3D 表面数据类型绘图助手

将数据转化 3D 数据显示控件可用数据。

图 3-6 中，使用 15 个布尔按钮分别控制是否显示对应波形。最后将处理过的

15 组数据合并为一个二维数组并在波形图中显示。

控制与显示界面总体布局如图 3-7 所示。最上方有 15 个按钮横向排列，通过

控制相应按钮来控制对应数据是否在二维波形图中显示。按钮下方分别是检测信号

Bx、By、Bz 的二维波形显示控件。波形图下方是检测信号 Bx、By、Bz 的三维扫

描数据图，可显示裂纹的分布与角度。最下方为保存按钮、程序停止按钮、单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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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点数输入控件与扫描总点数显示控件。

图 3-6 多路波形显示程序

图 3-7 控制与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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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 建立的 COMSOL 旋转交流电磁场裂纹检测模型，可以在空间中激励产生旋

转的感应电磁场。

2. 通过进行不同的裂纹特征和探头提离高度仿真实验发现，裂纹长度影响 Bx 与

Bz 信号波峰与波谷的位置，宽度影响 By 信号的幅值改变量，深度影响 Bx、Bz 信号

的幅值改变量，提离高度影响着检测信号的强弱以及对裂纹引起的扰动的灵敏度。在

任意角度下，旋转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相比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可以更好地检测出裂

纹。

3. 通过上述结论，在量化裂纹长度时可以利用 Bx 与 Bz 信号的波峰波谷的位置，

量化裂纹宽度时可以利用 By 信号的幅值变化量，量化裂纹深度时可以利用 Bx、Bz

信号的幅值变化量。量化时可以通过多项式拟合得出简单的量化公式。同时，本课题

调研了包括统计法与神经网络法的裂纹量化算法。

4. 根据仿真实验的物理模型，设计了旋转交流电磁场检测探头，包括励磁线圈、

TMR 传感器、放大电路板与接口等结构的设计。通过 LabVIEW 软件设计了检测信

号处理程序，可以控制显示 Bx、By、Bz 信号的二维与三维波形。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基于正交励磁线圈的旋转电磁场激发新结构，有结构体积小，单次

扫描面积大的优点，可以在空间中激发匀速旋转的电磁场；

2. 建立了旋转交流电磁场裂纹检测仿真模型，对裂纹的长度、宽度、深度和角度

与探头的提离高度对检测信号的影响进行了仿真分析；

3. 根据仿真模型与仿真试验分析结果，设计开发了一种旋转交流电磁场检测探头；

4. 在仿真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完成了旋转交流电磁场检测信号处理程序的设计，

该程序可对仿真数据进行处理，通过按键控制显示波形与三维扫描图；

5. 调研了裂纹量化算法，在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对裂纹进行了简单的多项式拟合

反演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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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6-1 旋转交流电磁场有限元仿真几何模型



40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机械工程

袜子自动打标机的结构设计与分析

作者：付子强  指导教师：金守峰，唐文斌

西安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袜子标签的钉缝作为袜子包装环节中的一个工序，主要由人工来完成，人工整理

袜子、手动取标签、人工手动使用胶枪打胶针。因工序复杂、对象特殊等因素，没有

实现全自动化作业。随着袜子需求量的增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企业用

工成本提高，已不能满足企业需求。随着自动化装备的快速发展，机器代人已成为企

业转型升级的主流。本毕业设计在分析袜子标签手工钉缝工序的基础上，设计开发具

有自动取放标签、自动钉缝功能的自动打标机，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提

高袜子的产量和质量。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袜子标签人工钉缝工艺

袜子的包装形式有单包、双包、袋装等多种形式，袜子标签人工钉缝为：在袜子

定型工艺后，由人工将袜子成对整理好，把方形标签放在整理好的袜子的表面，手持

胶针枪进行钉缝固定，完成袜子与标签的钉缝。

2. 自动打标机的工作原理

当输送带将整理好的袜子运输到指定位置，取放标签装置将标签从存储装置中取

出，将其放置在推标装置中，由推标装置将其推送到袜子钉缝的位置，压袜板动作压

紧袜子，胶针枪动作将标签和袜子进行钉缝，钉缝结束后，压袜板抬起，输送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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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钉缝好的袜子送出。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本毕业设计的打标机包括送袜装置、标签存储装置、吸标装置、定位装置和打

枪装置五大模块化装置。

1）送袜装置的设计

送袜装置主要由松紧调节器、传动轴、聚酯皮带、步进电机、同步带轮等构成。

人工将整理好的袜子放在传送皮带上，步进电机驱动传动元件，将袜子输送到胶针枪

针头正下方，待钉缝结束后，再将袜子送出。

2）标签存储装置的设计

放标装置由 V 型移动护板、固定护板、滑块、滑轨、电动推杆、螺杆等构件组成。

根据方形标签的特点，将待钉缝的若干张方形标签放置在标签存储装置中，通过旋转

手轮从而带动螺杆转动来调整 V 型移动护板的位置，满足不同规格下的标签放置要求。

3）吸标装置的设计

吸标装置由叶片式摆动气缸、气动滑台、气动滑台固定板、吸嘴、旋转气缸连接板、

气嘴支撑架等构成。吸嘴与摆动气缸安装在一起，通过气缸的 180°旋转可以同时吸

标和放标，在气动滑台驱动下，带动气嘴和叶片式摆动气缸实现上下往复移动。气嘴

下移至标签存储位置进行吸标，吸标完成后气动滑台上移，并旋转 180°至袜子上方，

再下移将标签放置在推标板上。

4）定位装置的设计

定位装置由气动滑台、推标板连接件、推标板、推标板座等组成。方标由吸标装

置的放在推标板上，方标与推标板上的 V 形槽孔的直角边相匹配，在气动滑台驱动推

标板推至打标处，方标的两个直角边与定标板的 V 形边相接触后，方标的位置被固定。

5）打枪装置的设计

打枪装置由气缸、气缸枪体连接板、法兰直线轴承、压袜板、压袜导向轴、胶针

枪等组成。推标板将方标推至打标处，气缸驱动压袜板向下压袜，胶针枪向下运动，

执行打枪钉缝动作，动作结束后压袜板、胶针枪、推标板复位。

2. 对打标机的各部分结构进行三维模型的建立，并进行有限元分析。

1）三维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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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olid works 软件对打标机的各模块零部件进行三维建模，将零件的模型进

行三维装配。

2）有限元分析

在 Solid works 软件的 Simulation 环境中进行零件的有限元分析，选取零件的

材料，得出零件的应力、应变以及变形量来确定设计的零件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四、结论

1. 在分析袜子标签人工钉缝工艺的基础上，对袜子标签自动打标机方案设计，对

各模块装置进行功能分析；

2. 对自动打标机的模块装置进行结构设计，采用 Solid Works 进行三维模型的

建立及整机的装配。

3. 建立了各运动机构的运动简图，完成各个机构的运动仿真，仿真分析结果表明，

运动机构的速度、加速度等满足设计要求；

4. 对关键零部件进行了有限元分析，通过对应力、应变以及变形量的分析，本毕

业设计的结构均满足设计要求。

五、创新点

1. 针对人工钉缝袜子标签的安全性、效率等问题，提出了袜子标签自动打标机的

设计，通过模块化的设计思想，采用 Solid works 软件实现了对各模块的三维模型的

建立及整机的装配，实现了机器代人，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保证打标过程

的安全性。

2. 采用双吸嘴与摆动气缸的标签取放装置，可以同时完成两个任务，提高作业效

率；设计的 V 型移动护板在标签存储和定位装置中，可以适应不同的标签规格。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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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2

1

1- 送袜装置；2- 定位装置；3- 打枪装置；4- 吸标装置；5- 存储装置
图 1 打标机总装图

         

                                             图 2 V 型装置                                                            图 3 吸标标放

                                    (a) 应力变化                                                           (b) 位移变化
图 4 推标板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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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力变化

(b) 位移变化
图 5 压袜板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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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四足机器狗的研制

作者：李世林  指导教师：石云德

东南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当前，移动机器人大致可划分为轮式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和履带式机器人。由

于四足机器人对地形的适应能力较强且能够承载高负重，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工业生

产、地形勘测、物资运输等行业，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为了探究四足机器人稳定运

动的关键技术，本毕业设计以仿生四足机器狗实物样机制作为载体，提出一种基于正

/ 逆运动学及足端轨迹方程的机器狗步态规划算法；并针对其动力学特性，分别利用

MATLAB/ADAMS 联合仿真及实物调试进行相关实验研究。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正运动学

机器人正运动学问题即为已知各连杆几何参数和关节变量，求末端执行器相对于

参考坐标系的位置和姿态。常用的正运动学建模方法有闭环矢量法和坐标变换法。闭

环矢量法适用于关节数较少、运动较为简单的正运动学解算，而坐标变换法对更为复

杂的机器人系统更加有效。由于四足机器人的运动学分析涉及 X-Y-Z 三个平面，本

文采用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 D-H 坐标变换法对其进行求解。

2. 逆运动学

逆运动学的定义为已知杆件几何参数和关节变量，给定末端执行器相对于参考坐

标系的位置和姿态，确定关节变量。针对关节数小于等于 3 的机器人结构，通常直接



46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机械工程

使用几何法对各关节角度进行求解；这种求解方法简单粗暴且有效，但有很大局限性。

另一种方法即为求得机器人的雅可比矩阵，通过，求出每一时刻的关节角度增量并更

新，循环计算下一时刻，以此完成机器人的逆运动学计算。该方法虽然适用于大多数

情况，但当雅可比矩阵的秩为 1 时会出现奇异形位，在计算时需要特别注意。

3. 步态规划

一个良好的步态规划是四足机器人稳定运动的核心。步态规划主要包括摆动相和

支撑相的足端轨迹规划，以及各腿之间不同的相位关系。良好的足端轨迹方程能够大

幅减少与地面接触时所受到的冲击力，从而更好地保持稳定；而相位关系则决定了机

器人步态的种类。

在四足机器人步态中，主要包含以下参数，其基本定义为：

1）摆动相：腿部在空中，未与地面发生接触的状态；

2）支撑相：腿部与地面发生接触的状态；

3）步态周期：机器人完成某一设定步态所用的时间；

4）占空比系数：在一个步态周期内，机器人处于支撑相的时间与一个步态周期

的比值；

5）步长：机器人每一步所走的距离。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仿生结构设计

四足机器人良好的运动性能的前提，即为一个具备极高稳定性的结构。综合考虑

重量、移动性能、调试难易程度等因素，选择 12 自由度、全膝式布局作为机器狗的

主要结构；采用 3D 打印的制造方式，针对不同零件的设计需求分别对髋关节、大腿、

小腿、躯干等部位完成三维建模，并在非受力位置进行适当镂空以减小重量。为了降

低腿部的转动惯量，减少后续运动学解算的相对误差，在膝关节处利用连杆间接驱动，

并且对该关节进行了最大扭矩计算。此外，对于易发生断裂、弯曲等工况的关键部位，

使用 Solidworks 中的 Simulation 插件完成了强度校核。

2. 正 / 逆运动学解算

以机体质心为基准，建立了 D-H 坐标系，利用 D-H 法完成了从质心坐标系到

足端坐标系的正运动学解算；在此过程中，分析各过渡坐标系变换矩阵的特点，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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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逆运动学方程的解析解。此外，由于膝关节处是由连杆间接驱动，因此对关节角向

驱动角的转换方程进行了求解，为后续的步态规划做准备。

3. 步态规划与运动分析

目前较为常用的四足机器人步态有 walk、trot 和 bound 步态，而 trot 步态具有

速度范围大、易于控制、能量利用率高的特点，因此选择它作为机器狗主要步态。对

于足端轨迹，给出一种应用较多的复合摆线轨迹方程，尽管形式简单，但依然能够满

足在摆动相起始点和终止点对速度和加速度的要求，使用 MATLAB 绘制的位移及速

度曲线验证了这一点。

4. 基于 MATLAB 与 ADAMS 的动力学仿真

采用 ADAMS 和 MATLAB 联合仿真的形式，对四足机器人进行动力学仿真，

其具体步骤为：首先在 SOLIDWORKS 中建立虚拟样机模型，导入 ADAMS 中添加

各类约束、接触力、摩擦等参数；同时利用 MATLAB 中的 Simulink 模块完成对控制

系统的设计及仿真，将仿真得到的各关节转角数据保存后导入 ADAMS 中，用于驱动

腿部运动，从而完成整个四足机器人的仿真运行。仿真结束后，导出关节力矩、足端

接触力、姿态角及质心位移变化曲线进行分析论证，结果表明机器狗具备较好的运动

性能，运动过程中的机身波动幅度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5. 实物设计及实验验证

在上述基础上，完成了四足机器人实物模型的装配及调试。其中，硬件系统采用

STM32F103 作为控制板，搭载陀螺仪模块、超声波模块和蓝牙串口模块，均通过

3S 锂电池结合降压模块供电；控制系统采用基于 STM32 的 FreeRTOS 实时操作系

统，共分配出 6 个任务来实现机器狗的控制算法。此后，对实物模型进行了相关实验，

主要着眼于其行走性能以及自平衡能力。而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步态算法的正确性。

四、结论

1. 利用 MATLAB 与 ADAMS 两软件的联合仿真，对机器狗的动力学特性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的运动时间内，机器狗能够保证较为良好的运动性能；尽

管在前向及侧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并可通过传感器反

馈数据实现闭环控制。

2. 实物的对角小跑步态实验表明了其快速、全向的移动性能，而 IMU 自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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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明在陀螺仪的姿态角反馈下，机器狗的机身能够实时调整位姿以维持平衡，具备

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五、创新点

1. 通过对四足动物行走机制的调研分析，给出一种能够全向移动、平稳运动的仿

生结构；

2. 针对该结构，完成了基于 D-H 法的运动学及逆运动学解算；

3. 采用经典的复合摆线方程作为足端运动轨迹，结合逆运动学解算完成步态规划；

4. 利用 MATLAB 与 ADAMS 对该四足机器人的对角小跑前进步态进行动力学

仿真。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三维模型装配图

图 2 实物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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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装配中的工时快速准确核算与管理系统设计
与开发

作者：刘子文  指导教师：刘检华

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工时定额是企业计划排产和人员调度的生产指导，是管理考核的标准与生产效率

的衡量，是控制人力成本和产品报价的重要依据。现工时定额方法主要有相似工艺分

析法、数学分析方法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三类，但这些方法大多应用于大批量少品种的

零件加工过程，对于卫星等复杂产品装配工时定额方法研究较少。本毕业设计针对卫

星等复杂产品装配工时定额主要依靠人工经验确定导致的准确性低、制定速度慢、管

理不规范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文本挖掘与神经网络模型的复杂产品装配工时估算方

法，最后设计开发了卫星产品装配工时定额与管理系统，并在航天某所上线试运行。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卫星复杂产品装配过程数据载体

装配工时定额是指在制造企业中按照规定的工作流程装配完一个产品所花费的时

间。装配工艺有装配工艺卡、二维工艺图纸和三维模型演示视频等数据载体，其中装

配工序卡是卫星装配工艺的主要信息载体，包含有产品名称、装入件明细表、工序号、

工序名称及内容等装配工艺相关信息。

2. 基于 TF-IDF 算法与贝叶斯分类算法的文本挖掘技术

文本挖掘技术是一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其流程为：首先对作为数据来源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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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进行一定的加工处理，然后将文本信息特征转化为利于数学工具处理的特征向量

形式，最后对特征向量等中间数据进行知识或模式提取。

1）文本分词处理

指将一段初始文本序列按一定规则切分为离散独立的分词词汇，去除序列中冗杂

信息与无用符号，突出文本关键信息。

2）TF-IDF 算法

TF-IDF 值是衡量分词或者文本序列对分词集或文本序列集重要程度的算式值，

该值为词频（TF）与逆文档频率 (IDF) 的乘积。使用 TF-IDF 算法，忽略与文本序

列关键信息无关的词汇以及在其他文本序列中同样大量存在的词汇，对文本序列特征

信息进行数值化。

3）多项式贝叶斯分类算法

该算法的核心公式为朴素贝叶斯概率公式，是基于分词词袋模型进行概率统计的

一种算法，其分类误差与词袋模型特征属性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呈负相关，可结合神经

网络模型训练使用。

3.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装配工时定额方法

其启发于生物神经网络，是一种进行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的算法数学模型。对训

练完的神经网络模型输入工时影响因素，可输出相应工时预测值，输出值是激励函数

对加权偏置输入的变换值。

多个 S 型神经元共享同一输入并联构成神经元层，神经元层输出作为下一层输入

不断串联构成神经网络模型。模型输出值与训练数据值的差异程度的衡量指标为损失

函数，模型的训练是损失函数最小化的过程，其权重和偏置随着训练不断变化，可调

整训练轮数和数据量至损失函数满足要求。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非结构化工艺信息文本处理与分类流程设计

卫星产品装配过程涉及到多种工装设备、装配对象和工种，因此需要对装配工序

卡工艺信息进行提取与分类，简化工时管理与定额过程。在功能实现上使用 python

语言进行编程。对非结构化工艺文本信息使用 jieba 分词工具包，结合工艺文件建立

停用词表和专业词库辅助文本分词。对主要结构装配、单机结构装配、其他结构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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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装配准备工艺四类卫星装配工艺文件分词后构建分词集，进行 TF-IDF 值特征提取，

特征词构建为特征词词袋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多项式贝叶斯分类模型。在实际运用

中，从工艺文件中选择工序文本，进行分词与 TF-IDF 值计算，输入分类模型中即可

预测其分类类别，分类结果准确率达到 95% 以上。

“jieba”工具分词处理

主要结构
装配文件

其他结构
装配文件

单机结构
装配文件

装配准备
工艺文件

TF-IDF算法特征提取

特征词词袋模型构建

 卫星产品装配
工序卡文件库

装配工序
工艺文本

分词与特征提取

工序是
否遍历？

工序分词文件

基于贝叶斯算
法分类模型

工序分类

停用
词表

专业
词表

开始

结束

否

是

2. 用于卫星产品装配工时定额的神经网络模型设计

以主要结构装配类别工艺文件为例，提取装配影响因素为紧固件数量、装配精

度、连接方式、装配对象特征、调整测试五类作为神经网络输入，确定输入层节点数

为 9；以预测工时数据为输出，确定输出层节点数为 1；根据通用逼近定理（UAT）

确定神经网络层数为 3；针对工时预测回归分析问题，激活函数在输出层使用线性函

数，在隐藏层使用 relu 函数，损失函数使用二次代价函数；使用 tensorflow 工具包

中 random 函数生成 1 号随机数种子、标准差为 1 的随机数权重和偏置矩阵。

在网络结构和优化算法中，使用基于最小二乘法、Kolmogorov 定理、大样本量

的三种常用经验公式，确定网络结构为 9×6×1、9×19×1、9×38×1；算法选择

标准梯度下降算法（学习率 0.001）、动量梯度下降算法（学习率 0.01，动参 0.9）、

RMSProp 算法（学习率 0.1，动参 0.9）、Adam 算法（学习率 0.001）四种，训

练以 8 个数据为一轮，训练 20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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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层 隐藏层

…
…

输出层

紧固件
数量

装配精
度

连接方
式

装配对
象特征

是否调
整测试

工时数据

3. 卫星产品装配工时定额与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

工时定额与管理系统为 B/S 软件架构，且由界面管理层、功能模块层、数据提供

层和系统支持层四个部分组成。使用 C# 语言，基于 ASP.NET 平台设计了系统界面

管理层；功能模块层中调用 python 语言实现工艺分类和工时预测功能，使用 C# 语

言实现工时数据的统计、分配、关联与管理；使用 oracle 数据库、中间数据 csv 文

件实现数据提供层；服务器、系统运行环境等构成系统支持层。

四、结论

1. 与多批量小品种的装配、制造过程对比，分析了卫星复杂产品的装配过程和工

艺，总结出以文本数据为主、完整性、复杂性、专业性、相似性的工艺数据特点，将

装配工艺划分为主要结构装配、单机结构装配、其他结构装配和装配准备工艺四类并

归纳了各类装配工时的影响因素。

2. 提出了基于文本挖掘的装配工艺分类方法。通过对工艺文本数据进行分词、

TF-IDF 值计算、文档特征提取，结合贝叶斯分类算法，构建了工序级工艺分类模型，

分类准确率达到 95%，实现了对复杂非结构化工艺文本的数据提取与分类。

3. 提出了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卫星装配工时预测方法。对文本分类后的各类别

提取装配工时影响因素，构建了工序级工时预测模型。经过控制变量对比训练以及

仪器板装配工艺文件数据的实例验证，对于卫星主要结构装配来说，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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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1 神经网络结构和 Adam 算法（学习率 0.001）的效果最佳，可控制预测误

差在 5% 以内。

4. 设计并开发了复杂产品工时定额和管理系统，并将所提方法的成果体现在具体

的软件中，提高了企业对工时定额的估算准确率和管理效率。

5. 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在 EI 期刊《机械工程学报》送审学术论文 1 篇，以第

二发明人受理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基于文本挖掘技术的卫星复杂产品装配工艺分类方法，为复杂产品装配

工艺信息提取和非结构化文本分类提供了新思路。

2. 建立了卫星复杂产品装配工时快速定额神经网络模型，总结出最适合的算法和

网络结构参数，提高了企业工时定额效率与准确率。

3. 开发并设计了卫星等复杂产品工时定额和管理系统，优化了企业工时管理流程，

提高了调度及管理效率。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工时定额核算与管理系统装配分类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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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时定额核算与管理系统工时定额展示

图 3 工时定额核算与管理系统工时关联至工序

图 4 工时定额核算与管理系统实做工时分配展示

图 5 工时定额核算与管理系统实做工时统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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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离散元法的立轴冲击式破碎机转子的优化设计

作者：马孝悦  指导教师：贺占蜀

郑州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我国矿产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近些年来，我国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也迅速增加。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国家禁止开挖天然

矿石。矿石作为基建的原材料，其刚需作用无可替代，所以利用破碎机进行人工碎石

势在必行。在实际生产中，破碎机结构与入料参数的选择大多凭借经验值，本次设计

通过离散元分析软件 EDEM 建立仿真模型，基于离散元法研究转子转速、转子直径、

入料粒径及入料量对颗粒破碎比与转子功率的影响，并根据仿真结果获取最优参数。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离散单元法

是将一个完整系统里的不连续体离散为一个个元素单元，不但每个单元满足系统

运动方程，而且各个单元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也都满足牛顿运动定律。

采用静态或动态松弛迭代的方法来处理每个时间步长内各个单元的受力与运动问题，

就可以求得此系统的宏观运动问题。在离散元素法中，由于各个单元内部的作用力达

到了平衡状态，故将各个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均可视为瞬态平衡问题。

2. 颗粒替换思想

在 EDEM 仿真过程中用若干个以一定的粘结力粘合的小颗粒整体替代大块颗粒

的过程，即很多个小颗粒以一种“键”的形式连结形成一个大颗粒，当连接起来的“键”



56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机械工程

受到外部作用力并且遭到破坏时，小颗粒就从“大颗粒”上脱离出来，即“大颗粒”

被破碎了。这种颗粒替换是基于 EDEM 软件中 Hertz-Mindlin with bonding 接触模

型，物料被破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小颗粒间粘结键的破坏过程。

3. 破碎机工作原理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主要运用能量转换的原理。首先电动机通过皮带轮将输出的转

矩传递给转子，带动转子的旋转。接着物料通过入料管进入转子中，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靠转子表面摩擦力和导料板的作用随转子转动，而后获得一定动能的物料以高速度向

外抛射并与安装在破碎腔周围的衬板进行碰撞，物料达到断裂强度实现破碎，最后满

足粒度大小的物料从卸料口排出。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转子与破碎腔的设计

设计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内部用于物料加速与破碎的两大部件——转子与破碎腔。

其中转子是物料的加速器，包含转子本体、导料板、抛料头、分料锥、耐磨板块以及

上下耐磨板等。导料板数目设置为 3 块；导料板安装角度设置为 46.5°；研究的转

子直径分别设置为 700mm、900mm、1100mm；物料通过入料管进入转子，为保

证所有颗粒均能成功进入转子中，设置入料管直径为 100mm。破碎腔是实现物料破

碎的主要部件，包含衬板、上衬板环、观察孔等。根据物料甩出转子时速度并结合生

产实践，我们设计破碎腔中衬板数目为 24 个，上衬板环直径为 2400mm。其中影响

破碎比与转子功率较大的因素为转子转速、转子直径、入料粒径和入料量，下面将对

这四个因素着重研究。

2.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的 EDEM 建模与仿真

利用离散元分析软件 EDEM 进行颗粒的破碎仿真，设置物料材料为石灰石，破

碎机材料为 45 钢，并设置其他结构与工作参数也和实际工作中一样，以此可以较好

的估计仿真的可行性。对于整个仿真过程，首先通过颗粒压模过程来创建 API 文件，

而后在 EDEM 中创建破碎机模型进行仿真，最后通过 EDEM 后处理模块导出整个仿

真过程的颗粒速度、颗粒间粘结键数目、断裂键数目以及转子功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3. 结构与工作参数对颗粒破碎比及转子功率的影响规律并优化

通过 EDEM 后处理模块分别导出不同转子转速、转子直径、入料粒径及入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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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颗粒破碎键数及转子功率等一系列数据，通过分析数据并用软件 Origin 绘图得到

颗粒破碎比及转子功率的变化规律。通过对变化规律的分析并结合工程实践，得到破

碎机最优的结构与工作参数。

四、结论

1. 采用 EDEM 离散元分析软件，建立了立轴冲击式破碎机的仿真模型，成功实

现了颗粒的破碎仿真。获得了颗粒速度、颗粒间粘结键数目、断裂键数目以及转子功

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2. 阐明了转子转速、转子直径、入料粒径及入料量对颗粒破碎比与转子功率的影

响规律。结论如下：破碎比和转子功率随着转子转速的增加而增加，也随着转子直径

的增加而增加；破碎比随着入料粒径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粒径为 30mm 时破碎比

达到最大，转子功率的大小几乎不随粒径变化；破碎比随着入料量的增加而减小，转

子功率随着入料量的增加而增大。

3. 提出了最优的立轴冲击式破碎机转子的结构与工作参数。在保证一定破碎比的

情况下，要尽可能减小功率以降低能耗，在本次仿真范围内的最优参数是：转子转速

为 1500rpm，转子直径为 900mm，入料粒径为 30mm，入料量为 160t/h。

五、创新点

1. 与先经验设计、再试制样品、后试验验证的被动设计方法不同，本次设计通过

EDEM 软件对立轴冲击式破碎机进行仿真，实现了主动设计立轴冲击式破碎机，未

有实物时便可预知产品性能，并可获得最优的结构与工作参数。

2. 建立了基于离散元法的立轴冲击式破碎机的仿真模型，可清晰地观察各个时刻

破碎机中物料颗粒的状态，还可输出任意时刻颗粒的速度、动能、颗粒间粘结键数目、

断裂键数目、转子受力、转子功率等一系列数据。

3. 获得了破碎机的结构和工作参数对颗粒破碎比与转子功率的影响规律，综合考

虑破碎比与转子功率，得到破碎机最优的结构设计工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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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破碎机整机（左）与转子（右）的三维立体模型

          
(a) 颗粒在颗粒工厂生成                                                           (b) 颗粒发生替换

 

 

(c) 颗粒在转子中加速                                               (d) 颗粒与破碎腔碰撞破碎

图 2 仿真过程中关键时刻的颗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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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部件喷涂机器人的动力学及控制参数设计

作者：丘嘉豪  指导教师：吴军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随着我国运载火箭向大型化发展，对整流罩隔热层喷涂要求越来越高。但是，我

国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大运载火箭整流罩隔热层喷涂机器人。据此，清华大学与上海航

天设备制造总厂联合开发了一台大型整流罩隔热层喷涂混联机器人。但是该机器人在

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1）为了满足大喷涂空间的要求，机器人具有 2 个冗余自由度，

但是目前缺乏针对这类多冗余自由度机器人的高效准确的运动学求解方法；2）机器

人手臂具有伸缩机构，导致机器人运动过程中动力学特性变化严重；3）传统控制参

数调节方法获得的控制参数只与机器人在工作空间中某一点的动力学特性相匹配，导

致机器人的运动精度波动较大。针对上述问题，论文研究了大型整流罩喷涂机器人的

运动学求解方法、冗余机器人动力学优化策略、动力学性能变化规律以及控制参数设

计方法。该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解决冗余喷涂混联机器人应用中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

问题，还有助于提升我国大运载火箭整流罩隔热层的喷涂水平。

二、主要研究内容

1. 运动学求解方法研究

分析机器人的构型以及各关节的运动关系，提出一种有效的冗余机器人逆运动学

求解方法。

2. 动力学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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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机器人动力学模型，并针对应用中存在 2 冗余自由度的特点，研究动力学优

化方法，进一步研究小臂上的伸缩机构对各关节动力学负载的影响规律。

3. 控制参数设计研究

基于动力学前馈复合控制方法，探索一种面向工业应用的考虑机器人在整个工作

空间中动力学特性的控制参数设计方法。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运动学求解方法研究

根据机器人的结构特点，分析 7 个运动关节对末端执行器位置、姿态的不同影响，

基于此，将 7 个关节分成“5+2”的两组，进而提出了分而治之的求解策略，即分别

采用数值优化与解析推导的方法求解两组关节的运动；然后，通过典型轨迹仿真验证

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2. 动力学建模分析

采用拉格朗日方法建立了机器人完整动力学模型，基于此提出各关节的惯性负载

与重力负载评价指标，并基于该指标研究了伸缩机构的运动对机器人动力学特性的影

响规律。

3. 控制参数设计研究

建立控制系统模型，并基于时域、频域综合性能评价指标，考虑整个工作空间的

动力学性能，研究基于图谱的控制参数设计方法，并进行验证研究。

四、研究成果及创新点

1. 针对该机器人对整流罩喷涂具有 2 个冗余自由度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冗余混

联机器人分而治之的运动学求解新方法。

2. 提出了冗余混联机器人动力学优化方法，揭示了小臂伸缩机构对机器人动力学

特性的影响规律，为控制参数设计奠定基础。

3. 基于动力学特性变化规律，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谱法的可视化控制参数设计方法，

有效提升了机器人运动精度一致性。

4. 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申请了一项中国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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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大型整流罩隔热层喷涂混联机器人

图 2 各关节控制系统性能综合图谱

 

 (a) 各轴电机转角误差 (b) 末端点跟踪误差
图 3 控制参数设计后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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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道路划线机的设计与制造

作者：孙峻  指导教师：刘志峰

北京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我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我们的道路建设也一直处于

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在道路建设的过程中，除了钢筋、水泥、沥青等外在“硬件”

需要能拿得出手以外，各种道路标识如道路标线、指示牌等内在“软件”也要能够达

到先进水平。然而目前在我国现有的道路线喷涂设备却仍然以人工为主。综上，本论

文将设计并制造一款自动道路划线机，并针对现有道路划线机进行自动化、智能化改

进。使其适应各种工况以及各种作业要求（尤其以适应小型非正式划线作业为主）。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机械结构的设计

利用曲柄滑块机构控制双喷头，通过改变喷头位置改变线宽。虽然对于简单的曲

柄滑块而言，只需要满足运动条件即可，但是对于本论文而言，还需要考虑到车体的

限制、喷嘴角度的限制以及车载空间等问题，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曲柄滑块机构的运

动可描述为以电机转角为自变量的非线性方程，需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精确控制双喷

头的位置。

2. 电路控制系统开发

利用 STM32 开发板对液泵进行流量控制。为保证从液泵中流出的涂料量能够精

确匹配所需线宽，需要精确的喷漆量来和曲柄滑块机构的运动配合。将采用 pwm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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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液泵控制，并保证 pwm 的占空比与划线所需线宽呈现对应关系。电路控制系统还

要提供曲柄滑块机构的动力输出。

3. 运动系统的设计

重新定义旋转轴，配合双侧车轮的差速转弯。划线机在运动的过程中会导致从喷

涂机构喷出的涂料由于突然加速或运动方向突然改变而产生飞散，导致接下来喷涂出

来的标志线与预期标志线平行但是不重合，这是无法被接受的，因此小车的旋转轴的

位置需要计算和重定义，应尽量与喷涂机构的中心位置重合。并且也应尽量调整喷涂

机构的中心位置，使双方（旋转轴和喷涂机构中心）互相适应，从而获得最好的喷涂

效果。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机械系统理论尺寸计算

图 3.1 曲柄滑块机构机构简图

基于曲柄滑块机构的机构简图，将单侧机构置于坐标系中，并建立机构运动方程：

m*sin(a)=n*sin(b)+105.8

x +n*cos(b)+m*cos(a)=138.2

m 表示曲柄 AK 长度，n 表示连杆 GK 长度，a 表示∠ AEJ ，b 表示∠ KGJ

即压力角，x 表示 LG 间距离即喷头所运动距离。通过求解方程并分析滑块在运动

中所受压力角的大小，得到曲柄滑块机构中的曲柄和连杆理论尺寸，即曲柄长度

168mm，连杆长度 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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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械系统零部件设计

在确定机械系统理论尺寸后，需要对每一个机械系统零部件的具体结构进行设计。

在整体系统中采用了大量标准件和非标件。还需要完成标准件的选型和非标件的生产

制造。非标件的制造方式采用 3D 打印或激光切割亚克力板的方式，将各个零部件组

装后得到机械系统实物。

图 3.2 机械系统部分模型与实物图

3. 运动与动力系统

整体运动与动力系统主要解决的是整体设备的行进与转向问题。考虑到转向时喷

涂连续性的问题，整体设备的转向轴必须与机械系统喷涂中心保持一致。并由此获知

各个车轮在转向时的前进方向，如图 3.3 所示。

   图 3.3 车轮运转方向图           图 3.4 车轮主运动方向      图 3.5 前轮 ( 全向轮 )       图 3.6 后轮 ( 橡胶轮 )

将车轮的运动方向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拆分，从而获知了各个轮子在整体设备转向

时的主运动方向，即两个前轮做横向运动；两个后轮做纵向运动，并由此计算出运动

方向角。

基于上述分析运动与动力系统采用 42 步进电机作为动力原件，两个前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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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caster 全向轮适应转向时的横向移动。两个后轮采用橡胶轮来提供大部分运动

动力，并能满足任意时刻的纵向运动。

4. 控制系统

整体控制系统分为三部分：步进电机控制、液泵控制和操纵部分控制。控制系统

的主芯片为 STM32。

步进电机部分要实现对于机械系统和运动与动力系统共计 6 台 42 步进电机进行

控制。在 STM32 为主芯片的基础上采用 A4988 做为步进电机驱动器。

液泵系统是整个设备的核心零部件，通过液泵的泵压，实现涂料的喷涂。本论文

在实验中考虑到环境问题，没有采用传统道路划线机的热熔釜来加入和泵压有机涂料，

而是采用了普通型水泵来进行代替。水泵与主芯片间通过直流电机驱动器进行连接，

通过主芯片向驱动器传递 PWM 波实现液泵流量控制。

图 3.7 A4988 驱动器图                          图 3.8 液泵结构图                              图 3.9PWM 波原理图

操纵部分采用 PS2 无线手柄来进行人机交流。无线手柄由两部分组成：手柄和

接收器。当操作者按下手柄上的按键后系统便能够获知并实现所要求的工作状态。根

据手柄按键的分布共设定 12 种工作模式，如表 3.1 所示。在完成编程工作后进行控

制系统的安装与测试。

表 3.1 手柄按键功能对照表对照表

          

                                           图 3.10 PS2 手柄                            图 3.11 控制系统组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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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 对于道路线和道路标志做调研，汇总得到道路线线宽等相关参数。测量得到一

般道路标识的宽度在 10-60cm

2. 分析现有道路划线机的优缺点，针对缺点提出 4 项喷头位置控制改进方案，并

从中选出最优方案。

3. 选定改变道路线线宽的机械结构，并通过合理的计算得到各个部分零部件的详

细尺寸。最终得到了一种曲柄长度为 168mm，连杆长度为 95mm 的曲柄滑块机构。

基于此理论尺寸完成了机械结构的零部件设计，并完成仿真。

4. 在分析现有道路划线机的运动模式的缺点后，对这种运动模式进行改进，设定

了一种新型的自动道路划线机的运动模式，即双后轮驱动的转向模式。该模式实现了

道路划线机以喷涂中心为轴线完成转向。

5. 利用 PWM 信号精确控制液泵喷出涂料的量使绘制出的道路线和道路标志颜

色深浅度相同。

6. 基于 STM32 单片机完成机械结构和运动系统中电机的精确控制，利用控制手

柄，实现人机交互，并设计了 12 种工作模式。

7. 完成样机制造，并能使得样机实现目标功能。最终样机能够实现在任意工作模

式下的道路线线宽的连续改变和持续喷涂。

五、创新点

本课题设计的自动道路划线机能够很好的解决传统道路划线机绘制道路线时线宽

无法改变和人工操作较为复杂的问题，能够大幅度提升划线效率，提高划线速度，从

而为道路建设做出贡献。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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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自动道路划线机样机实物图

图 6.2 喷头位置改变测试图

图 6.3 小车右转时的喷涂中心位置测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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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骨不同倾角对背部负荷的仿真研究

作者：魏姗姗  指导教师：刘玉德

北京工商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人体不合理的发力习惯以及长时间保持同一位姿是引起背痛的关键原因之一。盆

骨体态和人体姿势构成了位姿，位姿是影响背部负荷的综合因素。目前关于背部负荷

的生物力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姿势层级，忽略了在各姿势下盆骨不同体态的研究。

因此，有必要从肌肉平均激活程度和肌肉疲劳过程来综合评价背部肌肉负荷，从而明

确盆骨倾角不同的人，背痛的好发部位和发病风险以及肌肉疲劳时间的预测，指导预

防性和康复性体育锻炼。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肌肉负荷优化计算

基于反向动力学的静态优化 (Inverse dynamics-based static optimization) 是

使用已知动作来反求肌肉力。首先根据运动学实验测量的关节角度参数，对人体的外

力计算关节力和关节扭矩。然后，建立关节转矩和肌肉力之间的平衡方程式，最后对

于某一特定研究瞬间，找到满足特定目的函数（最小肌肉力量的合计或最小工作负荷

等）的已知肌肉力解，优化分配肌肉力，寻找最佳肌肉力组合。

2. 腰椎多刚体模型

关于腰椎的运动，根据 OpenSim 建模理论，将其定义为某一椎骨对下面的椎骨

脊椎的相对运动，椎间盘一般有 6 个自由度，椎间关节取代了运动学中的椎间盘作用。



68 69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为了表征腰椎运动在 OpenSim 仿真平台上的特点，所以将腰椎整体的活动限制在三

个方向上：弯曲、轴旋转及侧弯，即自由度由 6 变为了 3。在 OpenSim 中，Joints

可以代表椎体间的相互运动。

3. 背部肌群的划分及建模

腰部肌群包括九大肌群：腰大肌（PS，psoas major muscle）、腹直肌（RA，

rectus abdominis）、 髂 肋 肌 （IL，iliocostalis lumborum） 和 最 长 肌 （LT，

longissimus thoracis）、腰方肌（QL，quadratus lumborum）、多裂肌（MF，

Multifidus）、 腹 外 斜 肌（EO，external oblique）、 腹 内 斜 肌（IO，internal 

oblique）和背阔肌（LD，latissimus dorsi）。

通过 Geomagic Studio 获取肌肉解剖学定义上的几何位置坐标，修改模型中的

geometry path——肌肉的空间位置，写入模型，最终建立背部九大肌群。

4. Thelen 型肌肉 - 肌腱模型优化

在 OpenSim 中，肌肉特性的发挥和肌肉激活程度的模拟计算结果受肌肉路径的

形态及描述影响，这在详细分析肌骨模型的模拟效果和肌肉的动态特性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原来的 Schutte 等人在 1993 年建立的肌肉动力学模型中必须定义一个 wrap 

object ，这样之后定义的肌肉路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线，会更精确但影响了仿真

效率。当转换成 Thelen 模型之后，OpenSim 将按直线加载肌肉，模型加载速度明

显提高。由于背部肌群具有肌群大，肌群量较少的特点，所以精确度没有太大影响。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图 3.1 设计及仿真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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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肌肉平均激活度计算

1）仿真的运动学场景重现

首先需要获得静态仿真的输入，即身体各关节的关节角度数据，在 OpenSim 中

执行动态逆运动学模拟仿真时，选择 IK（Inverse Kinematics）工具，输入人体标记

点追加校准后的位置数据文件后，可执行逆运动学仿真分析。数据文件包含所有标记

运动的轨迹数据，逆运动学仿真模拟算法主要基于这些数据拟合标记物在所选人体肌

骨模型的 body 上，最后生成关节旋转曲线得到数据。

在本仿真中，调节人体的各关节自由度使人体处于仿真的位姿，再运行逆向动力

学截取需要的数据帧数，即可得到各关节角度的数据和调节的 12 种仿真场景。

2）不同姿势的外力约束分布实验

有了仿真场景的运动学数据后，还需要求解不同场景下的受力点及外力约束大小，

才能进行静态优化过程。有关于不同姿势下，人体与地面和坐姿之间的重力分配问题，

相关研究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测量数据。因此本研究设计了不同姿势下的外力约束

分布实验，来评估仿真场景下的外力分布。

3）仿真的受力状态模拟

OpenSim 仿真条件为：模型 + 运动 + 外力约束 + 参数设置 à 关节力矩 / 肌肉

激活度。采用 geomagic studio, 打开盆骨的模型文件，确定广义坐标系下两个坐骨

结节的坐标位置，并将双脚和大腿根部的受力点位置坐标也找出，配置外力约束。

4）典型位姿的分肌群静态优化结果

对每一个仿真场景下的各肌束的 activation 处理分析，对静态优化结果分髂肋肌、

胸长肌、腰方肌、多裂肌、腹直肌、腰大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背阔肌九大肌群

来评价各肌群的平均激发程度。通过分析各肌群高发力部位的肌肉激活程度，总结出

背痛的好发部位及发病风险。

2. 肌肉疲劳过程的预测

1）肌力 - 负荷动态肌肉疲劳模型

有关于肌肉疲劳模型的研究，马靓于 2009 年提出的肌力 - 负荷动态疲劳模型，

明确阐述了外力约束条件下的肌肉力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本文对肌力 - 负荷动态疲

劳模型进行变形，由此可得最大收缩肌力随时间的衰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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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k

MVC
tF a)( −=                                          

对以上参数进行如下说明：个体疲劳速率是肌群的内在性质，对特定个体特定肌

群而言是常量， k 的取值范围为 0.87-2.15min-1，本研究取 k=1。本研究用来评价

背部肌肉负荷的评价指标的肌肉激活程度 a(t) 与其存在下述关系：

MVC
t

ta F load )(
)( =                             

2）肌力衰减程度曲线绘制

绘制不同位置的背部高发肌肉对比曲线，可得到坐姿伏案的盆骨前倾、中立和后

倾的对比图线，如图 3.2（a）~（c）所示：

（a）坐姿伏案 - 前倾 - 中下背对比

（b）坐姿伏案 - 中立 - 中下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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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坐姿伏案 - 后倾 - 中下背对比
图 3.2（a）~（c）坐姿伏案肌肉疲劳对比分析

四、结论

1. 首先依据分肌群结果进行坐姿伏案下的肌肉平均激活程度分析，可有以下结论：

1）髂腰肌在前倾位的发病风险最大，后倾次之，中立位最小。

2）髂肋肌、胸长肌发病风险为：后倾位最大，中立位次之，前倾位最小，这与

髂肋肌的发病风险趋势不同。

3）髂腰肌的总体负荷超过了其余肌群总体负荷的 30% 左右，因此下背部髂腰

肌是背痛好发部位

2. 进一步筛选高发力肌肉进行不同位姿的肌力衰减程度的分析，预测肌力下降情

况及肌肉疲劳时间。由图像可得到以下规律：

1）在 15min 处画一条基线，比对在纵轴的投影位置可知：背部肌群总体上盆骨

后倾的最大收缩肌力的衰减程度最大，前倾次之，中立位衰减最小。

2）髂腰肌属于特殊肌群，其衰减程度为：前倾最大，中立次之，后倾最小

3）虚线部分表示横跨中下背部的肌肉，其图线整体都在实线的下背部肌肉之上。

这说明三种层次下，中背部肌肉的衰减程度均低于下背部肌肉。

4）保持同一位姿 5min 不动，肌力就会衰减至原来的 60%-70%。

五、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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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肌肉平均激活程度和肌肉疲劳过程来综合评价背部肌肉负荷，相比于前人研

究主要集中在不同姿势层级，本研究角度细化到在各姿势下盆骨不同体态的研究，从

而明确盆骨倾角不同的人，背痛的好发部位和发病风险以及进行肌肉疲劳时间的预测。

2. 建立了具有完整背部肌骨系统的 OpenSim 全链模型，并进行 Schutte 模型

转化为 Thelen 模型的肌肉动力学优化，提高了模型仿真加载速度。

3. 不仅从肌肉激活度来评价肌肉负荷，还引入肌肉 - 动态肌肉疲劳数学模型进

行不同位姿的肌力衰减程度的分析，预测肌力下降情况及肌肉疲劳时间。这对于控制

疲劳水平，确定合理的背部肌肉负荷具有重要意义。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a）站姿受力分配

（b）坐姿受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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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跷二郎腿受力分配

（d）坐姿伏案受力分配
图 6.1 （a）~（d）不同场景下的外力约束分配

髂肋肌肌群（24 块肌肉）         (b) 胸长肌肌群（52 块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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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腰方肌肌群（36 块肌肉 )            (d) 多裂肌肌群（50 块肌肉）

(e) 腹直肌肌群（左右各 1 块）         (f) 腰大肌肌群（22 块肌肉）

 (g) 腹外斜肌肌群（12 块肌肉）           (h) 腹内斜肌肌群（12 块肌肉）

  

（i）背阔肌肌群（28 块）
图 6.2 （a）~（i）模型中的背部九大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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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刚度关节的设计与控制

作者：吴昊城  指导教师：苏柏泉

北京邮电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对于需要与人体软组织交互的医疗机器人系统而言，拥有变刚度功能的柔性关节

是提升其交互性能及安全性的关键。现有的变刚度关节设计主要存在三个问题：（1）

关节的体积及重量过大；（2）关节形变范围受到系统的刚度大小限制；（3）系统刚

度的响应速度过慢等。这些问题使得现有的变刚度关节不具备较好的实用性。基于以

上背景，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变刚度机器人关节的机构及控制设计方案，解决了上述

三个问题。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基于气体可压缩特性的弹性变刚度关节

通过改变气腔内的气体含量，来实现气缸刚度的变化。使用气缸的变刚度关节不

需要改变弹性元件的初始形变量，也不需要安装一个额外的电机，即可实现变刚度功

能。此外，由于气体的流动速度很快，气缸的动态响应性能也很好。

2. 经典控制理论进行相关控制器的设计并进行最优参数调参

系统为非线性时变系统，对此系统采用经典控制理论设计系统的控制方案。分别

展开被动刚度控制系统的设计，主动刚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在完成两种控制系统设计

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确定了最优的控制器参数。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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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动机构的设计

设计的重点是齿轮分度圆半径的确定，分度圆半径的大小决定了变刚度关节输出

力矩的大小，因此齿轮分度圆半径应根据输出力矩需求来确定。首先对此关节的动力

学模型进行初步的推导，以便完成后续的设计工作。依据如下参数：变刚度关节所采

用气缸的有杆侧气腔的活塞面积，无杆侧气腔的活塞面积，气缸活塞杆横截面积，两

个气缸有杆侧气腔的气压，无杆侧气腔的气压，大气压强，齿轮分度圆半径，关节输

出力矩，根据压强与压力的关系公式，可得气缸的输出力方程。

2. 传动机构与其他元件的连接设计

气缸通过长螺钉及螺母固定在端板上，气缸活塞通过连接块与齿条固连，直线导

轨通过螺钉及螺母固定在中间板上，直线位移传感器通过连接块与齿条固连。进一步，

通过计算机软件对所设计机构进行了运动学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机构可以按照期望

的规律运动。

3. 动力学模型分析

推导气缸内气体含量不变时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气缸的动力学模型可等效为两个

串联的可变刚度非线性弹簧的动力学模型。推导气缸内气体含量实时变动时的系统动

力学模型，以方便进行气动控制子系统的研究，给出了比例阀的气体流量模型，并基

于推导模型对机构的力学特性进行了计算分析。推导包含电机模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包括推导控制气缸内气体含量的元件 -- 比例阀的气体流量模型，比例阀的气体流量

主要与其开口面积的大小相关，而开口大小则通过控制比例阀的阀体位置来实现。

4. 被动刚度系统的控制设计

包含气动子系统的主动刚度系统和被动刚度系统的控制设计两部分。前者采用一

个 PD 控制器作为系统的控制器使用。变刚度关节的力学模型是非线性的，而经典控

制理论中的传递函数只能用以分析线性模型。换言之，本系统的 PD 控制器无法通过

理论分析的方式得出适当的控制参数，仅能通过不断试验调参的方法来获得最优参数。

后者采用一个 PD 控制器及四个 PI 控制器作为系统的控制器使用，控制器的参数设

计方法与被动刚度系统相同，通过试验调参得出。

四、结论

变刚度关节是一种在医疗及人机交互领域拥有广泛应用前景的驱动器系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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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总结分析了几种典型变刚度关节的优缺点后，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气缸的主

动型变刚度关节的机构设计方案及控制方案。本变刚度关节相较其他变刚度关节最大

的不同点在于，用气缸代替了金属弹簧、橡胶弹簧等常用的零件作为变刚度关节的核

心部件使用。由于气缸的力学特性，采用气缸作为弹性元件的变刚度关节可以在内部

机构不发生变动的前提完成刚度的改变。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变刚度关节采用拮抗式

机构设计时，关节的形变范围不会因系统刚度的改变而改变，这提升了关节的输出力

矩范围，保证了反馈力矩的精度。除此之外，气缸极为优异的响应性能也是金属弹簧

无法比拟的。通过获得的变刚度关节的基本性能参数，可以得知：变刚度关节的输出

力矩响应性能极佳，被动刚度系统的输出力矩响应时间小于 0.01s，主动刚度系统的

力矩响应时间为 0.21s；对于刚度响应性能来说，主动刚度系统从最小刚度（0 Nm/

rad）上升到最大刚度（42.44 Nm/rad）所需的时间仅为 0.009s。对比几种典型变

刚度关节的性能参数可以发现，即使是响应性能最好的 AwAS-II 型变刚度关节，其

刚度响应时间也有 0.8s，是本系统的近 100 倍。可见，采用气缸设计的变刚度关节

的响应性能，是采用金属弹簧设计的变刚度关节完全无法比拟的。

部分研究成果已申请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名称：基于气缸的变刚度关节系统，申

请号：2020104183007；同时，以研究成果为内容的期刊论文正在撰写中。

五、创新点

1. 第一个创新工作：完成了一种基于气缸的新型变刚度机器人关节的机构设计方

案。此方案相较已有的变刚度关节方案拥有较轻的重量及更小的尺寸，具备一定的轻

便性。此外，使用气缸作为关节的弹性元件，成功解决了现有方案中存在的，关节刚

度的变化会影响关节形变范围的问题。

2. 第二个创新工作：完成了一种基于气缸的新型变刚度机器人关节的控制设计方

案，并设计了实验进行了仿真验证。仿真结果表明，本设计的变刚度关节在动态响应

性能方面远优于现有的设计方案。

3. 第三个创新工作：本方案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弹性元件的选用方面。现有的变刚

度关节大多采用金属弹簧作为系统的弹性元件，而本文提出的设计方案则改用气缸作

为关节的弹性元件，大大提升了关节的动态响应性能，并很好地控制住了关节的尺寸

及重量，也解决了关节形变范围受关节刚度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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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变刚度关节机构整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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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7-200PLC 的立体停车库系统实训平台设计

作者：肖鹏  指导教师：李晓雪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智能制造的时代即将到来，工程技术人员需要同时具有扎实的科学基础知识和综

合的高级工程应用能力，因此高等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也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特别是机电一体类实训平台，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所需

的人才。本课题设计制作了一套完整的机电一体化实训平台，一种以立体停车库为机

械系统 PLC 为控制核心的教学实训平台。应用了传感器技术、可编程控制器技术、

驱动器以及驱动电机技术和立体停车库技术等。为了适应工程的综合性，该平台设计

包括立体停车库机械结构系统设计，传动系统设计及工作原理、机构演示、控制柜布局、

PLC 编程和电气设计部分、立体车库的电气故障设置和故障分析。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实训平台机械本体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实训平台机械本体系统由外部整体结构、升降系统、横移系统和驱动传动系统四

部分组成。外部整体结构是立体车库的“骨头”，实现支撑功能；升降装置是实现车

辆及载车板上下运输工作；横移装置是实现立体车库车辆的存取车。支撑板和横移板

采用梳齿结构设计，可以实现交叉运动将车放入车位支撑板上。存车过程，是将车停

到载车横移板上，按动某层存车按钮，升降机构通过相应的驱动传动组件将车抬升到

该层处，横移板通过相应的驱动传动组件开始向左或右移动将车运动到位后，配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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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机构可将支撑板与载车横移板交叉运动将车放入车位支撑板上，在将升降横移机构

运动到初始位置。

2. 实训平台控制系统的组成与设计原理

实训平台的控制部分由以下五部分组成，传感检测器、任务、控制器、驱动执行

器、故障点设置模块。控制系统是使立体车库能实现自动运动，它控制驱动和传感系

统，让执行系统按规定的要求和时序进行工作。本立体车库实训平台采用可编程控制

器（PLC）对立体库进行控制，主要包括对 PLC 的选型、传感器类型进行选择、I/O

口的选择、对控制系统原理图、自动程序梯形图的绘制等内容。

3. 实训平台控制系统故障设置的分析

实训平台的故障点设置是为了培养学生具备工程项目的运行维护能力。通过对车

库的正常运行中可能发生故障的位置进行分析，该故障点功能让学生通过观测发生故

障所产生的现象，根据平台所用的所有模块工作原理进行分析对比找出故障点并解决。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立体车库实训平台总体方案的确定

立体停车库根据其构造上的不同可分为垂直升降式、升降横移式、巷道堆垛式、

水平循环式、多层循环式、平面移动式、垂直循环式、简易升降式等立体停车库。通

过对以上多种立体车库的分析与对比，设计了一款基于垂直升降横移式立体车库的实

训平台。设计出了总体框架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实训平台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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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训平台整体结构设计

机械系统由外部整体支撑架结构、升降装置和横移装置三部分组成。 

1）车库支撑架整体机构设计

车库的整体结构呈楼房形状，每个车位的支撑板采用梳齿结构，车库整体结构是

由铝合金标准构件与加工件组成如图 3.2 所示。

图 3.2 实训平台车库机架图

2）升降系统的设计

升降系统是由滑轨、滑块、升降台和升降传动组件组成。升降系统采用同步带和

带轮传动方案，其主要驱动机构由步进电机驱动、电机座，轴承座、轴承、传动轴、

同步带轮和同步带组成。步进电机固定在电机座上位于车库顶端，用同步带带动四根

传动轴同步运动，轴上的带轮和同步带也对应同步运动，将同步带与升降台固定，升

降台就随之平稳的上升或下降运动如图 3.3 所示。升降机构通过计层单元确定对应车

位的高度，使升降台能准确停到车位对应的层高如图 3.4 所示。

       

图 3.3 升降机构组成                 图 3.4 计层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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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横移系统的设计

横移系统是由横移板、滑轨、滑块和横移传动组件组成。横移板设计为梳齿结构

与车位支撑板配合将车存取。横移板与两个滑块固定在一起，将两个滑轨和一根齿条

固定在升降台上。使用一台电机驱动齿轮齿条相对运动，同时带动两个滑轨和横移板

左右运动如图 3.5 所示。横移机构有左中右三个位置，分别由三个传感器检测其位置

如图 3.6 所示。

     

图 3.5 横移机构组成            图 3.6 横移机构位置检测

3. 控制系统分析设计

立体车库实训平台的控制系统是使立体车库能实现自动控制为目的，并且能发挥

出实训平台控制系统的实践性。因此设计包括硬件系统和控制软件。对传感器、驱动器、

控制器进行了选型设计，设计编制了电气原理图、电气位置布置图和接线图，编辑了

相应的梯形图控制程序。

4. 电气控制故障设计

电气控制系统中发生故障的类型有多种，本次设计主要根据故障点的位置不同进

行分类，初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传感器与 PLC 之间、PLC 与驱动器之间、驱

动器与电机之间。分别以上述三类位置设计了故障点。

四、结论

机电工程教育领域可以通过机电综合教学实训平台来培养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

提升学生的专业综合实践能力。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智能制造时代即将到来，机电

综合实训平台可以让学生更早的了解学习掌握实际工程中的基本实施环节，也能让学

生接触到先进的科技，为适应将来的工作奠定基础。随着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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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训平台也得到了大的发展和突破，实训平台也在不断的创新，促使成果不断涌现。

本次对实训平台立体车库系统的整体结构形式、传动方案、驱动方案、控制系统、

故障点设置等组成部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最终确定出总体设计方案。设计出了

立体库的支撑架和升降横移系统方式与具体结构，确定了传动方案，进一步设计了传

动系统中的零件选择，选择了合适的驱动方式，得出了机械本体的三维模型。设计了

实训平台完整的控制系统，分析了故障类型设置了部分故障点功能。

五、创新点

1. 本设计着眼于未来工业的发展，创新立体式车库教学实训平台，即结合了机械

机构又有 PLC 的电气控制，将机电很好的融合，这也是未来工程技术人员因具备的

交叉型学科应用能力，学生通过该实训平台的学习，能有效地建立机电一体化工程宏

思维；

2. 设计了机械升降横移机构与传动驱动系统，采用梳齿结构交叉运动存取车辆，

建立了实训平台机械本体的三维模型，设计了完整的控制系统；

3. 分析了实训平台控制系统可能产生故障的位置，结合实际运行设置了合理的故

障点，模仿了实际设备运行维护工作。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6.1 实训平台机械本体三维模型图                         图 6.2 实训平台整体实物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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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洞天平校准架结构设计

作者：邢贝贝  指导教师：张英，于十佳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风洞测力试验中，试验模型所受气动载荷的测量精度不仅取决于测力天平的结构

形式，更取决于天平静校的精度，而天平静校精准度取决于天平校准设备的性能。

本题目主要针对风洞天平校准架的结构进行设计。复位型体轴系天平校准装置与

地轴系天平校准装置相比，有专门的复位机构，且对受载变形后的天平进行复位调整，

使天平体轴系与加载轴系始终重合，校准精度高。本毕业设计的主要内容有：1）校

准架总体方案及结构形式和布局设计；2）天平校准架精度评价；3）校准架加载机构

设计；4）校准架复位机构设计。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力矩平衡原理

力矩是为力与力臂的乘积，是改变转动物体的运动状态的物理量。把物体向逆时

针方向转动的力矩规定为正力矩，使物体向顺时针方向转动的力矩规定为负力矩，不

同的力矩可以使物体向不同的方向转动，有固定转动轴的物体，其平衡条件是力矩的

代数和为零，即两个相反力矩的大小相等。

对天平六个分量的施加方式为在天平中心对称两位置施加两个力，以实现对某一

分量加载。所施加的两力，相等时为力加载，不相等时就是施加力矩载荷。

2. 并联机构复位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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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由度并联机构包括定平台、支链、动平台。任一中间支链的长度发生变化时，

不仅会使动平台在该方向发生位移或角度变化，还会引起另外两方向的位移和转动。

改变各支链长度，可使动平台发生转动和移动，使天平体轴系与加载轴系重合，以完

成安装在动平台上的待复位装置的复位。

对本课题所设计的 6-UPS 型 Stewart 机构，控制动平台位姿并保持在初始状态，

是通过控制六个支链的联动关系，将支链的位移作为控制变量，从而使动平台位姿在

设定的曲线上实现的。求并联机构反解，就是将动平台的位姿给定并求支链位置的过

程。

3. 误差理论

系统误差的大小是评定测量准确度高低的标志，系统误差越大，精度越低；反之，

准度越高。由于校准架中影响校准精度的因素较多，需考虑各子系统及其内部的误差

分配和合成。在进行校准架精度评估前，根据给定的允许校准精度 0.1%，考虑各系

统所有可能误差组成的影响，并合理进行误差分配，最终确定各单项误差。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本课题完成的设计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校准架总体方案设计

天平校准设备的研制涉及机械、控制、测量、电子等学科。在校准架的设计过程中，

总体方案的设计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着校准架最终的性能和校准精度。天平校准架

能够对六个分量实现同时校准，根据功能划分为加载部分、复位部分、支撑框架以及

相应的测量、控制、数据收集等部分。

加载部分，比较力发生器、砝码两种力源优缺点，选定精度高且加载稳定的砝码

作力源。复位部分，比较串联、串并联、并联三种形式优缺点，选定刚度大、承载力强、

定位精度高且误差不积累的并联机构。

2. 校准架总体误差分析

根据总体方案确定校准架的结构组成，确定误差主要来源为加载机构、复位机构、

测量系统及天平在加载头上的安装误差，以及各系统内部可能存在的影响校准精度的

因素。图 1 为校准架误差来源因素，为保证校准精度，本文对各系统及其子影响要素

进行了误差的分析计算，将设计任务要求的精度分配给各系统，并将各系统精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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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子要素，以控制总体误差，达到了预期的精度。

图 1 校准架误差来源分析图

该误差分析部分为评价校准架整体是否满足设计任务所要求校准精度的一种方

法。

3. 校准架加载机构设计

加载机构是天平校准架的重要部分，它包括加载头、传力组件、加载力源及其自

动加载装置等。利用新型串联砝码、升降机、力传感器、转向滑轮等，按照预先设定

的加载计划，实现砝码的自动加卸载。

对只能产生单向拉力的砝码，至少需要 9 个加载点才能同时实现对 3 个力和 3

个力矩的加载，图 2 为 9 点加载力系布局。

图 2  9 点加载力系布局图

根据给定天平量程范围，以 1.2 倍确定校准架各分量所能施加最大载荷值。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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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组合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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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过程中完成了对关键部件的分析，验证设计可靠性。

4. 校准架复位机构设计

校准过程中，天平位姿动态变化，复位机构要能够始终保持加载轴系与天平体轴

系重合。该机构是保证天平校准架精度的重要内容。本课题也给出了利用线阵 CCD

相机测量天平实时位姿的测量思路。

设计 6-UPS 型 Stewart 机构作为复位主体，天平加载头一端固定在动平台上，

另一端与加载系统相连，精确模拟支撑在风洞中的天平及模型的受力状态。并对其位

姿、反解方程、受力等进行分析，所设计的机构复位满足精度需求。

四、结论

本课题针对设计要求并结合工程实际，查阅大量文献及专利资料并考虑了经济、

环保等因素后，提出并设计了一台风洞天平校准架。该校准架具有对六分量同时校准

的能力和对天平受载后的变形进行复位的能力，且校准精度、外观尺寸等方面也都满

足设计任务要求。

1. 完成了自动加载系统机构的设计。滑轮、轴承、升降机等部件均满足设计要求，

完成了理论、仿真方面的验证。

2. 利用 6-UPS 型 Stewart 机构实现天平加载头复位，完成了校准架中可对天

平复位的六自由度并联平台设计、校准架的总体模型。

3. 根据误差理论将校准架精度分配给各系统，并分析了各系统内存在的误差因素

及相应影响，在进行各系统内具体结构设计时，各参数满足对应的误差关系，使校准

架整体精度可评估，达到了设计任务中要求的校准精度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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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设计了新型可串联的砝码结构，在满足对各分量的加载基础上，计算得到各加

载点上所需的最少的砝码数量。 

2. 校准架总体结构形式紧凑，九串砝码布局合理，满足校准架整体要求的长宽高

在 1000×1000×1000 以内的限制。

3. 加载系统及复位系统的方案选取及结构设计合理，可稳定可靠地完成天平校准

工作。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3 风洞天平校准架实体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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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600 Class900 高温高压三偏心蝶阀的设计

作者：杨帆  指导教师：许义泉，马小春

宁夏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三偏心蝶阀因为其优良的密封性能与其稳定的运输能力，使其在化工行业和油气

储运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三偏心蝶阀由于其三偏心结构的特点，解决了软密封状

态下，无法在易腐蚀介质下工作的难题；解决了硬密封状态下，无法满足严密切断的

难题。本毕业设计拟突破单一工况的局限性，设计一种可应用于多种工况的三偏心蝶

阀，通过各种数据计算以及力学分析，最终建立一个符合设计的物理模型，在此基础

上对其进行有限元仿真分析，使所设计项目能够在高温高压的复杂工况下对介质实现

严密切断。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三偏心蝶阀的结构特点

如图 2.1 所示，三偏心蝶阀主要有着三个重要的偏心值：

第一偏心 h：密封面与主轴之间的距离，简称为轴向偏心。

第二偏心 e：阀体中心线与主轴之间的距离，简称为径向偏心。

第三偏心 α：阀座密封面与阀体中所夹的 α 角，即角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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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三偏心结构示意图

2. 密封的工作原理

图 2.2 中，第一偏心角为 h1，主轴的旋转中心与阀体中心线之间的距离作为第

二个偏心 h2，第三个偏心角为 α，α 为阀座密封面所在直线与水平轴线所成的夹角。

通过这三个偏心形成了有一个相对于法向平面的椭圆锥体。

当执行机构输出力矩带动主轴开始旋转时，阀板会随着主轴中心 b 开始旋转。当

阀门在打开过程中，在 h2 和 h3，a 角或 β 角的作用之下，会形成一个椭圆形的锥面，

椭圆形的圆锥体密封面会离开弹性阀座。由于是椭圆形的旋转，所以降低了阀板密封

面与阀座密封面的摩擦阻力，减少了磨损，增加了寿命。当阀门开始关闭时，阀板并

不按照阀体中心的 a 进行旋转，而是在 h2 的偏心作用下，椭圆形的密封面会形成一

个 β 角的锥面，从而压向弹性阀座，在不断关闭的过程中，由于弹性阀座所产生弹

性变形，从而会导致密封面和弹性阀座紧紧贴合，从而达到密切断的效果。

图 2.2 三偏心蝶阀的密封工作原理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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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密封比压对阀体密封性能的影响

为了能够更加清晰的体现一个活门的密封程度，此时，密封比压就先得尤为重要。

密封比压指的是在密封状态下阀板与阀座检接触单位面积上的密封力。其可以提现阀

门的密封性能和技术指标，设计合理的密封比压，有助于延长阀门的使用寿命，同时

还能提高阀门的工作效率以及可靠性。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首先，对三偏心蝶阀的尺寸进行设计，确定最重要的三偏心数值。其次，根据所

设计尺寸对零件进行强度校核。之后，在设计尺寸以及强度校核的基础上进行三维与

二维实体建模。最终，通过有限元分析，从而确立此次设计项目的可行性。

1. 三偏心蝶阀各结构尺寸的设计

要使得三偏心蝶阀实现严密切断的目的，就要对法兰连接尺寸、环连接面尺寸、

密封副尺寸、阀板回转中心、密封比压等进行设计计算。其次，为了使所设计蝶阀能

够在高温高压的复杂工况下工作，就需要对其阀体壁厚、阀板厚度、阀板密封面厚度

等进行设计计算。如阀体壁厚公式为（3-1）：

                （3-1）

式中：P——工作压力，P=15MPa;

         ——可能产生的压力升量 ,0.5MPa;
          D——蝶阀的通径 ,D=600mm;

         ——最大许用应力 , ;

          C——铸造的偏差 ,C=0.15T;

将数值代入计算可得阀体壁厚为 62.477mm。

2. 三偏心蝶阀的有关强度校核

强度校核是一个繁重且复杂的过程。首先需要对蝶阀的阀板建立极坐标系，通过

建立极坐标方程，可以对阀板上任意一点进行微分化，使得可以更加便利的得到摩擦

力矩等参数。其次需要对在蝶阀工作过程中最大扭矩的产生处进行分析并计算其数值，

最终将数值带入到各项计算指标中，对阀板的强度、主轴的强度、圆锥销的强度、底

塞的强度等进行最终校核。如对阀板进行强度校核，其抗弯截面系数计算公式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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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式中 : ——断面的弯矩， ； 

         ——断面的抗弯截面系数， ；

         ——材料许用应力， ;

计算得 : ，故满足设计要求。

3. 进行三维建模

此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零件的尺寸设计，也完成了对零件的强度校核，此时就

可以就基于尺寸和强度依据，对三偏心蝶阀进行三维实体建模，使其更为直观的展示

于我们的面前。三维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对装配体工作时的干涉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其

工作性能进行一定的评估。所得三维及二维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三偏心蝶阀三维及二维图

4. 有限元软件对所设计零件进行分析

对所设计三维实体模型进行有限元分析，通过对静力学模块的应用，分析阀体工

作过程中材料可能产生的最大形变点，并分析其是否超过材料的所能承受的极限应力；

通过对不同阀板开合角度下流体场的分析，对阀门最大压力产生处、危险点、可靠性

能等进行分析；最终通过简单的单向热 - 固耦合对材料的强度以及工作性能进行简单

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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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 此次设计过程中，通过老师和企业导师的帮助，并根据阀门设计手册以及相关

行规规定，对阀门法兰尺寸进行了设计，并通过对三偏心的结构分析，确定三偏心的

数值，最终完成了 DN600 Class900 三偏心蝶阀的尺寸设计，并对其强度进行了相

关校核，以提高此次项目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 通过自学的 ANSYS 软件，对所设计所有零件以及装配体进行了较为细致的

分析。运用 ANSYS 的静力学模块，对设计完成的零件进行静力学分析，对零件的应

力、应变分布图进行分析，寻找到材料的危险点，并提出修改及优化。应用 ANSYS

的 CFX 模块，在阀板开度为 15°、45°、60°的情况下，获得流体速度矢量图、

速度云图 6.2、流体流线图、形变分布图 6.1 等，并根据所得各项参考图进行对比，

找寻图中的危险点，并提出优化及修改意见。

3. 通过此次高温高压三偏心蝶阀的设计，可以将所设计参数以及结论运用于吴忠

仪表企业的蝶阀设计之中，为其设计过程提供一定的依据，加快企业对于三偏心蝶阀

的相关研究。

五、创新点

1. 在此前的三偏心蝶阀设计过程中，很少涉及高温高压的复杂工况，尤其是在企

业中，很少能够用到两种复杂的工况，与此同时还要实现严密切断的目的更是难上加

难。在此次的设计过程中，结合了两种复杂的工况，使所设计蝶阀能够运用于各种环

境之中，扩大其适用面。

2. 运用了 ANSYS 软件，通过运用对静力学、流体场以及热—固耦合的模块对

模型进行分析，加强了此次项目的严谨性，为后续的实验计算奠定基础，减少了后续

的验证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其在企业想要使用之时，能够快速的投入到使用当中。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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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阀体的形变展示图

图 6.2 速度云图以及热 - 固耦合下的压力云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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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z Space 的刀式折页机原理桌面虚拟展示
关键技术开发

作者：杨普斐  指导教师：王晓华，梁炯

北京印刷学院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飞速发展，并且在 2020 年的特殊的背景之下，线上教学成

为了高校主流教学方式。在印刷机械方面，大型机械的实地教学一直是重点，需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进行设备拆解等，然而在传统工科实践教学中，存在安全隐患、

场地设备资金等问题。本毕业设计拟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折页机设备的三

维模型构建，制作用于原理展示的机械动画，以及主要机构的拆解展示，构建出基于

z Space 设备的刀式折页机原理的虚拟展示平台，使学生不再受到设备数量的限制，

大大优化教学体系，提高教学的生动性。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基本原理

（1）折页机原理

折页机是将印刷完成后的大幅面印张按工艺要求自动折叠成小幅面书页的印后设

备，主要由给纸、折页、收纸三部分组成。

给纸装置主要是担负着分离和输送纸张的任务，能准确地将印刷页输送到折页部

分。

收纸部分可采用可移动式收纸装置形式，收纸装置可根据折纸样式调节高低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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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折页机构分为两部分：刀式折页与栅栏式折页机构。一般的混合式折页机是在第

一折和第二折采用栅栏式机构，这两道程序速度会较快，第三折和第四折选用刀式折

页机构，这两道程序因而折页所得的质量较好，折页过程稳定，校调较为简单方便，

操作维修也比较容易上手。

栅栏式折页原理：在折页栅栏和转向挡板的作用下，以及相对着旋转的折页辊这

三个关键机构配合中完成折页运动。

刀式折页原理：使折刀上下做往复直线运动，重复此运动进行纸张折页运动。刀

式折页中折刀运动的关键原理，是利用曲柄滑块机构的原理进行上下直线往复运动。

（2）虚拟展示系统设计

1）硬件介绍

Z Space 设备属于一种非沉浸式的虚拟桌面展示系统，主要包括 3D 显示屏加上

眼镜与笔，基于全息现实互动系统来实现虚拟现实相结合的桌面人机交互产品。其特

有的眼镜可追踪头部运动，实时显示正确的视角，配备触笔给予用户极大的自由，方

便进行多种基础操作，通过人体穿戴外部设备对虚拟世界进行体验活动。

2）软件介绍

主要使用三种软件进行制作，分别是：

Solid works 软件进行主要机械方面的基础模型制作，例如传动机构、栅栏折页

机构等。

Maya 软件主要进行相关设备的动画制作，包括机械动画、纸张折页动画等。

Unity3D 游戏引擎进行场景切换、交互界面功能等的制作，将模型与动画结合。

2. 实现方法

使用的工具有：Solid works 软件、Maya 软件、Unity3D 游戏引擎平台以及 C

语言。

首先是通过软件对栅刀混合式折页设备外观，以及内部机械结构的三维模型建立；

利用基本软件进行原理动画展示的制作，以及后续的模型处理工作。

其次利用C语言以及Unity3D平台进行虚拟展示系统脚本的制作，搭建游戏场景，

实现场景转换、平移缩放旋转等基本互动操作等程序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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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设计过程

主要的设计过程分为两部分：

一是展示内容准备工作——桌面虚拟展示系统内容开发设计；

二是进行系统脚本制作——虚拟展示系统的设计实现。

1. 桌面虚拟展示系统内容开发设计

折页机属于复杂精密设备，作为高校示教作品，在制作虚拟展示时，要力求真实

可靠。但完全还原实体设备会影响展示效果，因此在保证原理正确的前提下，搭建了

适当简化的模型。这一过程包括数字建模、运动动画制作和文件导出三项内容：

（1）数字化建模

混合式折页设备工作原理： 首先，纸张由给纸机进行分离和输送，当纸被送到

输纸台上时，由于传送辊在水平面上倾斜安装，使得纸张向着有挡规的一面自动靠齐

定位。

当纸张进入到相对旋转的折页辊之间，被高速旋转的传送辊和折页辊带入折页栅

栏 , 撞上挡规 , 纸张后部由传送辊带着向前运动，而前端又无法向前，则被迫折弯。

折弯的纸张由折页辊带着运动，如遇到下栅栏封闭，则继续转弯从折页辊之间的缝院

中冲出，完成第一折页。如果下栅栏未封闭，则纸张进入下栅栏内碰到挡规，纸张再

折弯从折辊之间冲出。

第三、四折则是刀式折页部分，栅栏式折页完成之后，进入刀式折页系统，凸轮

控制的折刀向下移动，折刀片上定位针首先扎住印张，保证定好位的印张不重斜。印

张被折刀压下，折刀下降一定深度后返回。而印张则由于布带的带动和折刀冲击的惯

性作用仍继续向下运动，进入相对旋转的折页辊之间的，依靠相互挤压和摩擦作用完

成折页。

根据需要，折页系统之间配合使用以及灵活调节或封闭折页栅栏就可以得到各种

折法的书帖。

以上述为根据，在建模时分为两部分，一是精密机械模型制作，二是不影响机构

运动的外部模型。

精密机械模型例如：栅栏折页中的栅栏、挡规以及刀式中的折刀等，在制作时由

SW 软件进行制作，将涉及原理展示的机构详细建模，即将设计的运动的栅栏、挡规、

折刀等详细刻画，力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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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页辊等机构之上的齿轮、轴座、轴承等相应精密机构舍去，或以贴图示意，减

少建模工作量。包括将两折页系统固定的外壳由于不涉及展示，因此只需将外形描摹。

（2）折页设备动画制作

本课题中折页设备的动画制作主要包括机械运动的动画，以及纸张折页原理展示

的动画。

其中机械运动包含：栅栏中折页辊相对转动，挡规的上下滑动；电机带动曲柄滑

块机构进行上下直线往复运动，进而带动折刀进行上下运动，完成折页工作；给纸机

构中的压纸脚、吸纸 / 递纸吸嘴、给纸台升降、皮带齿轮传动、以及挡纸板和压纸轮

等机构的配合运动的动画制作。

纸张折页原理展示的动画包含：对对折、反折、扇形折等折页动画的制作展示。

这两种动画的制作都通过 Maya 软件进行制作，简单的机械动画合理利用 Maya

软件中的关键帧动画、路径动画进行简单动画制作。

纸张折页原理展示的动画制作：纸张是柔性物体，主要是利用它来展示基本的折

页原理，使用 Maya 软件进行折页原理动画的制作，利用晶格变形器以及控制器、变

形驱动等进行制作。

（3）折页机、纸张模型及动画的导出

在 Maya 软件中制作完成的动画，需要导入 Unity3D 游戏引擎之中进行后续制

作。折页设备的虚拟模型以及设备虚拟展示的动画使用的是 FBX 文件格式进行导出，

只需要导出的是模型和动画，从而在 Unity3D 游戏引擎中进行后续制作。

2. 虚拟展示系统的设计实现

主要设计了主场景、输纸机构、栅栏机构解析、栅栏折页原理、刀式机构解析、

刀式折页原理以及收纸机构六个场景。主场景用于介绍折页机整体工作和点击不同机

构后跳转到对应场景。输纸、栅栏、刀式机构解析场景提供了爆炸视图、透明显示、

部件拆分和工作动画播放功能进行设备原理的讲解。栅栏、刀式折页原理场景主要讲

解纸张如何在折页设备里折叠，在界面中点击不同的按钮就会调取相应的折页动画进

行播放。

四、结论

首先采用虚拟桌面展示设备将印后机械中的折页设备以三维模型的方式表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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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立了整体外观模型。可以在设备进行工作时，同时观察到整体运动，进行透视

等的观察，相比传统实践教育，能够减少对学生的危险，加深教学印象。

其次采用了混合式折页设备进行模型展示，既可以展示栅栏式折页的原理，又可

以观察到简单的刀式折页原理；在折页设备的整体基础上，添加进入了简单的给纸机

构以及收纸机构，模拟了整个折页过程的完整动作。

最后在基于 z space 的设备上，进行的虚拟展示，使用者在佩戴眼镜及使用 z 

space 触笔时能够沉浸在设备创造的三维场景之中，给予视觉等感官真实的体验，并

且设置了多种折页动画，可以随着使用者的交互操作进行反应，使用户能够深入了解

折页原理，以及折页机的运动机构。

五、创新点

1. 面对印刷包装行业，设计的虚拟折页机展示系统填补了关于印后设备这方面虚

拟展示的空白；并且在相关的教学方面做出了突破，为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课堂加入

了新的教学方式，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 本课题中的折页设备属于复杂精密机械，一般此类设备只能进行实地观察，并

且有着安全问题、场地限制等诸多问题，而且只能进行外部整体观察，将大型精密设

备进行虚拟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更多的特色功能设计，

满足用户的特色要求。

3. 进行诸多尝试后，使用 Maya 软件的晶格变形工具进行制作折页原理动画，

可以较为精细表现出折页过程中纸张的折痕以及移动过程的扰动等。

4. 在进行给纸机构的模型建立时，考虑使用简单模型表示原理的问题，采用了将

递纸、吸纸的功能作用在同一吸嘴，气泵进行驱动，既保证功能的实施，又可简化建

模过程。在简单模型的基础上，完整的表述了纸张分离机构中的关键原理。



100 101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主场景

图 2 栅栏折页机构场景

图 3 输纸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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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主动燃烧控制高频执行器设计

作者：张洺铭  指导教师：朱玉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未来民用航空发动机的燃烧室逐渐趋向于低排放的方向发展，并提高燃油的燃烧

高效性和经济性。这一要求促进了燃烧室的发展，但这极易引起高频燃烧不稳定性。

针对高频燃烧不稳定性的抑制方法，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主动燃烧控制技术，通过快速

改变燃烧参数，影响声波耦合，抑制压力震荡。

主动燃烧控制对电液转换和作动控制的需求，主要体现在高频执行器的设计上。

因此，需要设计一款高频执行器，通过调节执行器的输出燃油状态，对燃油供给进行

高频控制，从而对燃烧高频振荡进行补偿，降低振荡幅度，达到对燃烧进行主动控制

的目的。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高频执行器调节燃油状态原理

燃油泵输出稳定的燃油，经过高频执行器的智能节流作用，输出的燃油状态发生

改变，改变成与燃烧室中不稳定燃油的振荡幅度呈反相的状态，并被输入到燃烧室中，

对燃油供给进行高频控制，从而抑制燃烧的振荡幅度。

2. 将磁致伸缩材料作为执行器的动力来源

航空发动机中的供应燃油信号具有高频、高幅和多种信号累加的特点。这要求执

行器在高频下，仍具有较大的流量调节能力。本次设计将磁致伸缩材料作为执行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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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来源。磁致伸缩材料具有输出力大，响应速度快和控制精度高等特点，可以适应

高频的工作环境，并且能够将延迟误差降低到最小。

3. 高频执行器工作原理

在功率放大器中输入高频电压，得到高频电流，并将其输入到线圈中，使磁致伸

缩棒磁化，做伸缩运动。伸缩运动经输出杆传递到阀芯上，阀芯作直线运动，改变输

出流量口的开度大小，调节输出燃油的流量状态，以此去实时调节燃烧室内的高频燃

油变化。

为使执行器输出的燃油流量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平均流量的稳定，本次设计采

用步进电机闭环控制，实时采集燃烧室的燃油流量信息，反馈给步进电机。步进电机

带动内阀腔做直线运动，大幅度改变输出流量口的开度大小，进而大幅度改变输出燃

油的流量大小。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高频执行器的结构设计

根据航空发动机的实际工作条件、液压理论知识和磁致伸缩基本理论，设计了两

款基于磁致伸缩材料的高频执行器。每款高频执行器的总设计均包含三个子结构：电 -

机转换器子结构、滑阀子结构和步进电机驱动子结构。电 - 机转换器子结构是高频执

行器实时调节燃油的动力输出来源，能将动力直线传递到滑阀子结构的阀芯处。滑阀

子结构通过改变输出流量口开度的大小和频率来调节流量。步进电机子结构作为补偿

机构，通过 PID 控制对平均流量偏差做出判断并补偿，维持流量稳定。在第二种高频

执行器的设计中，使用磁致伸缩棒堆叠结构，使电 - 机转换器部分的轴向长度缩短至

三分之一，并将步进电机驱动子结构放在阀体下部，进一步缩短轴向长度，但这也使

其高度较第一种执行器增加近两倍。使用 SolidWorks 软件，对执行器的整体结构进

行三维建模，使执行器更形象化、可视化；使用 AutoCAD 软件，对执行器的装配图

和零件图进行绘制，精确地表达了各零部件的内部构造和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

2. 高频执行器的数学建模与仿真分析

基于执行器燃油调节的物理过程，采用磁致伸缩基本理论、机械动力学与电液控

制等相关理论，建立高频执行器的数学模型，并利用 MATLAB/Simulink 软件建立仿

真模型，求解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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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仿真结果可知，输入电压的频率一定时，磁致伸缩棒的位移和输出流量都随电

压幅值的增加而增加，近似呈线性增长。当输入电压的幅值 1.9V，频率 500Hz 时，

棒的最大输出位移是 0.3mm。可能存在的原因是磁致伸缩棒对高频信号的响应存在

一定延迟。在幅值一定时，输出流量随频率先快速增加，再缓慢增加，最后减小。经

执行器调节后的不稳定燃油振幅明显得到抑制，具体数值是将最大振幅约为 6L/min

的高频高幅燃油抑制成最大振幅约为 1.25L/min 的低频低幅燃油，将不稳定燃油的振

幅抑制成原来的四分之一，表明高频执行器具有足够的流量调节能力。

3. 高频执行器软件设计

设计了《航空发动机主动燃烧控制高频执行器特性分析软件》，软件功能包括：

①介绍高频执行器工作原理等理论知识；②用户自己设定不稳定燃油参数：频率和幅

值，软件自动生成执行器的关键参数组；③软件将用户设定的不稳定燃油参数和执行

器关键参数组，输入到 Simulink 仿真模型中，并将仿真结果显示在软件界面上，用

户可观察不稳定燃油经高频执行器调节前后的流量曲线对比图。

4. 高频执行器的实验与分析

根据高频执行器抑制不稳定燃烧振荡幅度的工作原理，设计了验证实验，实验器

材包括信号发生器、DSP 控制板和示波器等器件。验证在不稳定的燃烧室中再引入

高频的燃油，是否可以抑制原有不稳定的振荡幅度。在此基础上，改变高频燃油的相

位和振幅，观察调节后的燃油信号曲线，分析不同因素对燃油调节作用效果的影响程

度。

四、结论

1. 设计了两款高频执行器，两款高频执行器仅在尺寸上不同，工作原理相近，第

一款高频执行器的外形尺寸是 78×9.1×8.5cm，适合放在窄长的空间中。第二种高

频执行器的外形尺寸是 32.2×10.4×15cm，适合放在轴向尺寸较短，但对高度要求

较小的空间中。

2. 根据在 Matlab/Simulink 软件下的仿真结果可得，在 500Hz 时，高频执行器

具有较好的流量调节能力。但在高频下，具有一定的响应延迟。在一定频率范围内，

燃油输出流量随输入电压的增加而增加。

3. 设计一款《航空发动机主动燃烧控制高频执行器特性分析软件》, 对磁致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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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特性和高频执行器工作原理等进行介绍，用户可以自定义燃烧室中不稳定燃油的

流量参数，软件可以计算出执行器的关键参数，将其和不稳定燃油参数都带入到仿真

分析模块中，进行仿真分析，可观察到不稳定燃油的抑制情况。已申请软件著作权。

4. 对高频执行器抑制燃烧振荡的工作原理进行了验证，对不同相位和振幅等调节

因素的不稳定性抑制能力进行了比较。根据实验结果可得，使用高频执行器抑制燃烧

振荡幅度做法是可行的，效果良好。执行器输出的高频燃油应尽量与不稳定燃油成反

相关系，且振幅也应与其尽量接近。

五、创新点

1. 根据目前主流的主动燃烧控制思想，设计一款高频执行器。使用阀芯和内阀腔

相配合的结构设计，共同控制输出燃油流量口的开度大小。主要控制方法为：阀芯由

磁致伸缩棒高频驱动，实时响应高频不稳定燃油变化；内阀腔由步进电机驱动，大幅

度调控开口开度大小，使执行器输出的燃油保持平均流量的稳定。

2. 使用磁致伸缩叠堆结构，使高频执行器的轴向尺寸缩短为原尺寸的二分之一。

3. 在 Matlab/Simulink 软件中，对执行器燃油调节的物理过程建立仿真模型，观

察执行器抑制燃烧不稳定性的能力。

4. 开发执行器特性分析软件，快速计算执行器的关键设计参数，省去繁琐复杂的

数学公式推导；使燃烧不稳定燃油的抑制程度可视化，缩短执行器的设计周期。

5. 搭建实验平台，对执行器抑制不稳定燃油的工作原理进行验证，并对影响抑制

程度的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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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高频执行器装配图

图 2 不稳定燃油调节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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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零件三维测量工艺优化设计
与找正定位算法研究

作者：张亚奇  指导教师：张俊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航空航天等大型零件毛坯在加工前往往要进行找正定位才能实现余量的包容分

配，传统的手工划线方法费时费力，离线摄影测量方法可以极大地提高找正定位的精

度和效率，然而该方法在测量流程和找正算法等环节存在效率低和自动化程度差等问

题。本文利用贪心算法快速遴选出重构零件毛坯三维模型的最少测量点，采用遗传算

法自动生成了各测量点的最短测量轨迹，开发了毛坯点云的滤波算法和采样算法来减

少点云数量，开发了毛坯和零件的自动粗配准算法和工件坐标系偏置量的计算与设置

宏程序，利用测试件进行了多算法的实验验证。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毛坯重构的最少测量点确定

针对零件毛坯的结构，利用贪心算法生成可行测量点（在完整获取整个毛坯轮廓

的前提下所需尽可能少的测量点），包括毛坯模型简化、确定备选测量点、计算测量

矩阵、生成可行测量点四步。其中测量矩阵（用 M 矩阵表示）是用来描述每一被测

点在每一备选测量点的可见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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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被测点集里的点， 为备选测量点集里的点， 为 M 矩阵中元素。

2. 毛坯测量点的测量轨迹优化

利用遗传算法确定最优测量轨迹（遍历所有可行测量点的同时，总路程最短的测

量顺序），在该遗传算法中适应度函数为总路程的倒数，即：

1F
L

=  

其中 L 为某个体，即某条轨迹的总路程。

3. 毛坯点云的滤波和采样方法

点云滤波主要目的是去除采集点云中的离散点，减少离散点对后续的干扰，以达

到降噪的目的。开发的半径滤波算法核心是根据邻域范围内其他点的个数来甄别离散

点，当邻域范围内其他点的个数少于阈值，则可确定该点为离散点，反之则不是。

点云采样主要目的是对原始点云进行筛选简化，降低点云的数据量，以提高后续

配准等过程的效率。开发的体素网格下采样算法是通过将点云划分到不同体素中，之

后利用体素中的点集重心坐标代替该点集，以此达到简化的目的。其中重心坐标的计

算方式为：

1 1 1; ;

n n n

i i i
i i i

x y z
x y z

n n n
= = == = =
∑ ∑ ∑  

4. 毛坯和零件的模型自动粗配准方法

点云粗配准是为了初步调整毛坯点云与零件点云之间的相对位置。基于主成分分

析法的自动粗配准的流程为：确定毛坯点云与零件点云的协方差矩阵；确定各自的特

征值和特征向量；计算特征向量构成的坐标系之间的相对姿态。其中协方差的计算公

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x x y x z
y x y y y z
z x z y z z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 =  
  

其中 ( ) ( )( ) ( )( ),x x E x E x x E xσ  = − − ； 

       ( ) ( )( ) ( )( ),y y E y E y y E yσ  = − − ；

       ( ) ( )( ) ( )( ),z z E z E z z E zσ  = − − ；

       ( ) ( ) ( )( ) ( )( ), ,x y y x E x E x y E yσ 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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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x z z x E x E x z E zσ σ  = = − − ；

       ( ) ( ) ( )( ) ( )( )y, z,z y E y E y z E zσ σ  = = − − ；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多特征结构毛坯模型的设计加工

参照航空结构件的特点，利用 Solidworks 设计了一个具有型腔结构、薄壁结构

等多典型特征的毛坯模型，通过 UG 进行加工路径仿真后，使用数控机床实际加工出

了毛坯模型。

2. 毛坯点云测量工艺优化实验

针对加工出的多特征结构毛坯模型，利用贪心算法和遗传算法获得该测试件的可

行测量点及最优测量轨迹。利用十二步标定法对三维摄影测量设备（3D 测量工业扫

描仪）进行初始标定后，通过测量系统控制测量云台按照最优测量轨迹在可行测量点

处进行摄影测量。根据所得毛坯点云的完整性即可对相关算法的可行性进行检验。

3. 毛坯找正定位的偏置量计算

利用前文的滤波算法和采样算法对摄影测量获得的毛坯原始点云进行预处理，将

毛坯点云个数从 726 万个简化到了 1 万多个。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处理后的毛坯点

云和已有的零件点云进行点云粗配准，可以确定毛坯点云相对于零件点云的变换矩阵

（包括旋转矩阵和平移向量）。之后对所开发的宏程序初始化参数进行修改后，即可

导入数控机床同时完成工件坐标系偏置量计算与设置。

4. 基于摄影测量找正定位技术的零件加工实验

使用 Vericut 软件进行了加工过程的仿真，将毛坯模型以任意姿态装夹在机床模

型上，测量毛坯三个标记点的坐标信息。结合编程坐标系与毛坯标记点在点云和装夹

下的坐标值对宏程序进行修改后导入机床即可完成找正定位过程。最后利用加工程序

即可进行仿真加工，并对加工结果的精度进行检测分析。

通过仿真加工实验初步确定了该定位技术的准确性以及加工方案的可行性后，使

用数控机床进行了实际加工实验。将实际毛坯以任意姿态装夹在机床工作台上，利用

测头对标记点进行测量，通过宏程序对工件坐标系偏置量进行计算和设置后，对测试

件的型腔结构进行了实际加工验证。对最终的加工结果进行了检测分析，其中该型腔

的加工尺寸误差在 0.09％以内，满足实际加工要求，且加工余量误差小于设计余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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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本论文提出的摄影测量找正定位算法是准确的。

四、结论

1. 利用贪心算法从备选测量点中选取可行测量点，同时利用遗传算法可以确定总

路程最短的测量轨迹，提高了毛坯点云测量采集的效率和自动化程度。

2. 开发了半径滤波算法和体素化网格下采样算法代替第三方商用软件进行点云处

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自动粗配准取代了人工选取粗配准点配准的方式，通过宏

程序实现了工件坐标系偏置量的计算与设置，提高了算法的自动化程度。

3. 设计加工了一个多结构特征的测试件，进行了点云测量实验验证、相应优化算

法实验验证以及基于摄影测量找正定位技术的零件加工实验（包括仿真实验和实际加

工实验），对本文提出的算法进行了验证。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毛坯模型重构的最少可行测量点自动生成方法和所有测量点的最优测量

轨迹求解算法，提高了测量系统的自动化程度。

2. 开发了点云滤波算法和点云采样算法，提高了系统的集成度；提出了毛坯和零

件的模型自动粗配准算法，减少了点云配准过程中的人工操作。

3. 开发了工件坐标系偏置量计算与设置的宏程序，实现了毛坯的快速定位找正。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基于摄影测量技术的找正定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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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零件加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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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探测机器人设计

作者：周凯文  指导教师：苑明海

河海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中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极大的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防灾减

灾与人民息息相关，探测机器人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仿生探测机器人灵活度高、环境适应性高，保证了它能够在较恶劣的环境下的工

作能力，其较强的避障能力也使得其在面对不同的障碍时能做出不同的反应越障。本

设计从对仿生探测机器人的功能要求出发，基于六足动物的生理结构与步态规律，设

计出了仿生探测机器人的具体结构，并对主要结构进行了校核，对机器人进行了步态

规划和运动学分析，验证了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二、基本方法

1. 使用 solid works 设计仿生探测机器人的结构

基于对蚂蚁的生理结构分析，构思出仿生探测机器人的整体结构；根据仿生探测

机器人的设计要求，对头部、胸部和腹部的具体结构进行设计与装配。 

2. 使用 ANSYS 对重要部位静力校核

将仿生探测机器人的重要部位如腿部、辅助足部、头 - 胸连接装置和胸 - 腹连接

装置单独拿出，计算出其所受的力或力矩，通过ANSYS的Workbench进行强度校核。

3. 使用 Adams 进行运动仿真与运动学分析

最后基于对蚁足、辅助足的足端轨迹要求，通过公式规划足端的轨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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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 view 导入动力学模型，使用 step 函数驱动各关节实现仿真，得到质心运动

轨迹、各关节角速度等参数。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仿生探测机器人的结构设计

在分析了蚂蚁的生理结构特点后，设计出以其为原型的仿生机器人，依照预定要

求完成了传动机构紧凑设计，并在仿生结构的基础上做出改进，增加了“离合”装置、

辅助足机构，伸缩装置。在尽量减小尺寸的前提下设计其能完成所需动作。

2. 仿生探测机器人重要部位校核

依照对各个部位进行受力估计，分别配置了不同的材料以满足整体机器人的灵活

性和稳定性。并对机器人中重要的结构如蚁足，辅助足，连接杆等部位通过 ANSYS

进行有限元分析，期间发现蚁足结构和连接杆结构并不符合要求，在进行结构优化后

再次计算解决了问题。

3. 仿生探测机器人的步态规划

分析了仿生探测机器人的步态后，结合三角步态和四足步态的特点和仿生探测机

器人的实际情况，对蚁足前进时采用了最常用的六足三角步态，并且创新了辅助足的

四足步态。结合仿生探测机器人的实际尺寸，计算出了机器人工作时蚁足和辅助足各

关节的转角参数，并且用模型进行了验证。

4. 仿生探测机器人的运动学分析

在步态分析的基础上计算了运动时各关节的转角，对机器人的摆动相、支撑相做

了足端轨迹规划。通过 Adams 建立动力学模型而后对蚁足和辅助足进行了仿真，得

到仿真的动画，分析了机体重心等重要参数，验证了之前步态规划的正确性。

四、结论

1. 设计出了合适的结构模型

使用 solidworks 建立了仿生探测机器人的模型，设计出了机器人的头部、胸部

和腹部结构，分析了六足动物和四足动物的步态规律，设计出了适合本机器人的步态

轨迹，借助模型计算出了各蚁足转角尺寸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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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重要部位做了有限元分析

对各部位添加材料后，使用 ANSYS 分析了机器人主要部位的应力和变形，优化

结构之后使其满足材料受力要求，验证了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3. 对机器人整体做了运动学分析

使用 Adams 对机器人进行运动仿真，参考各关节速度、加速度等参数变化曲线，

对机器人进行运动学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机器人结构和步态规划的合理性。

五、创新点

1. 设计了满足预期要求的仿生探测机器人结构，基于对蚂蚁结构特点地研究，设

计了由头部、胸部、腹部三部分组成的探测机器人。

2. 针对对机器人体型小的要求，设计了由两个电机控制六个蚁足的传动装置，结

构紧凑，传动效率高。

3. 设计出了步态转换结构“离合”装置，使传动装置地部分齿轮组脱离传动，可

以将机器人步态从直行状态转换为转弯状态。

4. 设计了辅助足机构，在蚁足不能工作时代替其工作。

5. 设计了伸缩装置，主要由丝杠螺母结构组成，针对机器人面对地深沟障碍，机

器人可以伸长之后通过辅助足跨越障碍。

六、设计图

                图 1 仿生探测机器人的结构模型图              2 仿生探测机器人的传动机构和“离合”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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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机器人系统设计与控制

作者：朱洪飞  指导老师：王晓煜

大连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一、设计目的

由于我国高铁技术的不断提升，“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推进，对于高铁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腻子涂层作为动车涂层总成的一部分，动车制造环节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目前国内外对于动车的涂装大多是人工刮涂，效率低、成本高、对人体也有一定危害，

因此开展腻子涂装的自动化是国内外动车组制造业的必然趋势，亦是提高我国动车组

涂装车间水平的必经之路，这对于提高我国高铁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外在动车车体涂装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本文旨在对腻子喷涂的沉积模

型进行数字化建模、路径规划及离线编程仿真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以满足日益增

加的市场需求，顺应我们日渐提高的生产力，实现高效便捷的腻子涂装，改善喷涂工

人的工作环境，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效益。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涂层的成型原理

涂层成型又称为涂膜的固化，是涂料通过喷枪被施加较高的压力，利用喷枪将腻

子喷出使其雾化，进而使腻子颗粒附着在待加工喷涂的工件表面的过程。一般来说，

喷涂可以分为无气喷涂、空气喷涂、混合喷涂、静电喷涂以及加热喷涂五种方式，他

们的喷涂原理也不尽相同。本文所采用的是无气喷涂。无气喷涂是将增压后的涂料经

细孔喷出，使腻子形成扇形喷雾，进而附着在工件表面。这种喷涂方式能够较好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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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等一些缺陷位置进行较好的处理，获得较好的缺陷喷涂效果，喷涂效率以及腻子

的利用效率也比较高。

2. 喷涂路径的规划方法

1）整车车体的路径规划

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人对路径算法做了许多相关的工作，有了很多研究，形成

了许多成熟的算法，四种基本的算法如下：单向路径算法，Z 字形路径算法，螺旋路

径算法以及十字网格路径算法。整车部分路径规划即是对动车表面进行整车腻子涂装，

保证全部喷涂到位，无露底。由于整车路径与缺陷部位路径有较大不同，现单独说明

规划方法。整车部分趋于平整，可以看作是平面喷涂。由于待喷涂工件车体表面以及

车门车窗均是较规则的矩形，通过综合多种算法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在本文中路

径实际喷涂操作中采用 Z 字形路径进行喷涂。由于喷涂一次若无法很好的达到要求喷

涂平整度的要求，所以可分多次进行喷涂，可分多次进行喷涂。

2）缺陷位置规划

以及对于缺陷部分的处理，针对车体的缺陷利用增材制造技术进行处理（即 3D

打印技术），对缺陷位置进行三维切片处理，然后逐层进行填充。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实验过程

1. 喷涂参数的设计

根据所选堆积模型得出相应的数学堆积函数表达式，当喷枪沿着待喷涂车体表面

某一路径按照设定速度进行移动时，腻子堆积的而成的涂层厚度不断累积，一直在发

生变化。因此在进行车体整体各处厚度的建模之前，首先要对某一单轨迹路径上的喷

涂模型的各点厚度进行数学模型的建立，设定喷枪移动的速度，对某一点的厚度进行

时间上的积分处理，得出在单次喷涂过后该点的厚度表达式。在得出单轨迹的厚度表

达式之后，对相邻轨迹之间的最优重叠距离进行计算。由上述得出的单轨迹表达式写

出相邻轨迹相互重叠一定距离之后的总的厚度表达式，通过 MATLAB 计算出重叠后

使得极值差最小的重叠距离，根据该最优距离计算仿真出重叠后的涂层厚度。

2. 车体喷涂轨迹的设计

由于待喷涂工件车体表面以及车门车窗均是较规则的矩形，通过综合比较，在本

文中路径实际喷涂操作中采用 Z 字形路径进行喷涂。由于单次喷涂无法很好的达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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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喷涂平整度的要求，所以可分多次进行喷涂，可分多次进行喷涂。光栅形算法连续

两次喷涂作业，会造成误差累积，影响平整度。本文选用路径 Z 字型路径算法，能保

证喷涂效果最优，平整度最好。因此整车部分路径可喷涂两层，两层路径相互垂直。

对缺陷位置进行切片处理，得到每片切层的轮廓；然后对每层切片的轮廓得到偏

置后的内轮廓（切片的底部轮廓），将内轮廓作为喷涂的范围；将偏置后的内轮廓不

断地用喷枪进行填充，得到最终的喷涂路径集合，可以进行直线填充和同心轮廓填充；

逐条路径完成单层切片的路径规划，最后进行逐层填充，完成对缺陷的处理。

3. 工作站的设计

由于本文的喷涂加工对象为机车车体，长度相较于常规工件较长，固定位置的

机器人自身工作范围相当有限，所以为了实现对较长车体的喷涂，本文拟采用机器

人和导轨的组合形式，通过机器人在导轨上移动实现较大范围的机器人涂装空间，

选择 IRB5400 机器人作为喷涂机器人，相应地选用与之相匹配的机器人导轨，将

IRB5400 机器人安装到喷涂机器人导轨上。创建 smart 组件，设定喷涂的喷涂范围，

喷涂高度以及流量等喷涂参数，设计开启喷涂与停止喷涂的逻辑关系，进行 IO 信号

的链接设置。导入待加工车体模型，放置于合适位置。创建系统，添加虚拟板卡并选

择板卡类型，配置 IO 接口。

四、结论

本文进行对于动车车体表面腻子喷涂系统的设计和规划，用 MATLAB 软件

和 robot studio 软件为平台，进行涂层模型的建立以及路径轨迹的仿真工作，利用

MATLAB 涂厚沉积的模型进行处理，建立了涂层沉积的数学模型，并对相关参数进

行计算优化，并对不同情况下的喷涂过程效果进行了仿真；robot studio 软件对前面

建立的模型分析过程进行实际应用，针对动车车体的腻子喷涂进行轨迹的仿真，建立

喷涂工作站，选择合理的喷涂规划方式，设定板卡的 IO 接口，利用离线编程的方法

进行了喷涂路径轨迹的仿真，验证了本文研究内容的可行性，这种方法能够让技术工

作人员能够较快的了解实际喷涂的大概情况，对工作站的布局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划方

法，大大的缩短了作业周期，提高了腻子喷涂作业的效率，节省了成本，减少了人工

作业的劳动强度，减轻了腻子喷涂所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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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建立了腻子涂层沉积的基本模型，通过 MATLAB 软件计算出了喷涂过程中的

各项参数，并用 MATLAB 软件进行了各不同参数情况下沉积模型的仿真；

2. 对现有离线路径算法进行了改进，针对车体缺陷部位采用 3D 打印地方式进行

逐条逐层喷涂填充，针对整车部分的路径算法进行重新设计，采用双层 Z 字形路径算

法；

3. 利用 robot studio 仿真平台，建立喷涂工作空间站，介绍了 robot studio 的

基本功能和离线编程模块，利用 RAPID 语言实现对工作站内的机器人的轨迹运动控

制以及 IO 接线的连接方式，进行了喷涂轨迹的仿真实验。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单轨迹及相邻轨迹的涂层厚度仿真

图 2 喷涂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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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整车喷涂的完整路径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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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的建筑安全防护平台优化设计
及排布算法研究

作者：包臣  指导教师：邹德芳

沈阳建筑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近些年，国内外超高层建筑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发展起来，随之对建筑安全防

护平台在安全可靠、快速和经济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建筑安全防护平台

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如何基于现代设计软件来提高设计和搭建效率，如何在保证质量

和安全的前提下有效降低管理成本，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本文以 BIM 技术为基

础，对建筑安全防护平台进行优化设计，针对高层建筑外围形状特征进行排布算法的

研究，给出了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安全防护平台信息化实现路径，实现了建筑安全防

护平台快速、规范化设计和排布，施工周期显著缩短，施工可操作性显著提高。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模型构建、案例应用等方式完成研究。具体如下：

1. 文献分析法 

通过广泛阅读文献资料，明确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

确定研究内容，提出本论文研究框架。分析当前建筑安全防护平台的管理要点及存在

的问题，介绍 BIM 技术的特征和应用情况。以问题为导向，结合 BIM 技术，研究建

筑安全防护平台的信息化方法。 

2. 模型构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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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BIM 技术的研究，构建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安全防护平台信息化族构件

模型，为后面的三维模型及排布算法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3. 案例研究法

通过具体案例项目，建立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安全防护平台三维模型，分析总

结不足，并对三维模型进行优化设计及其排布算法的研究。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建筑安全防护平台工程是一个工程建设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的建筑安

全防护平台工程施工方法中，施工人员几乎是完全按照二维平面图在现场进行人工布

置的，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可视化模型作为参考。安全施工取决于施工人员的读图能力，

同时对二维图设计提出更高要求，如果设计不当，极易导致安全隐患或材料浪费。通

过 BIM 技术的应用，既可帮助设计师对建筑安全防护平台进行快速优化排布，提高设

计效率，降低设计成本，降低材料浪费，又可通过 BIM 软件的可视化模型，让施工人

员更快更清晰的读懂平台布局，提高施工效率，有效避免安全隐患。具体的设计过程

如下：

1. 防护平台结构设计及计算

建筑安全防护平台是需搭设一定高度附着支撑结构，通过附着于高层、超高层工

程结构上，依靠自身的升降设备和装置，可跟随工程结构施工逐层爬升的安全平台，

建筑安全防护平台是需搭设一定高度附着支撑结构，通过附着于高层、超高层工程结

构上，依靠自身的升降设备和装置，可跟随工程结构施工逐层爬升的安全平台，本课

题以湖南岳阳汇景城二期 7# 楼建设项目为依托，根据最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

布行业标准 JG/T546-2019《建筑施工用附着式升降作业安全防护平台》，对建筑

安全防护平台进行设计，并对其建筑安全防护平台进行理论计算。

2. 防护平台族库建立

研究 BIM 理论基础，总结 BIM 技术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阐述了 BIM 技术理论

及 BIM 技术在建筑安全防护平台设计中应用的适用性分析。根据 BIM 的应用情况，

选择适用本项目的 Revit2016 软件作为建筑安全防护平台族库创建的平台。在理论准

备充分后，在 Revit2016 环境中创建了建筑安全防护平台族库，具体包括：龙骨族、

标准件族、连墙件族、导轨组、桁架组、走道板族、悬挑架用型钢族和安全立网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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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共计 51 个模型。

3. 防护平台模型建立以及优化设计

对于湖南岳阳汇景城二期 7# 楼项目案例的建筑安全防护平台进行三维可视化模

型搭建，并对模型的工程量统计、施工工艺进行分析，随后对建筑安全防护平台进行

优化。具体如下：机位数量是衡量一个建筑安全防护平台项目工程大小的重要部分，

在建立三维 BIM 模型后，通过可视化分析可以适当减少机位，进而减少导轨、支座零

部件的使用，优化后减少 2 个机位，使架体的重量减轻 2 吨，节省资金四万余元。减

轻重量可以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减少两个机位使机位分布更加均匀，使整个项

目更加经济性。Revit2016 自带的明细表功能对标准、非标走道板配件的数量进行统

计，相比于人工作图对走道板的种类进行了优化。

4. 优化算法程序编写

遗传算法是一种全局优化搜索算法，通过遗传算法对建筑安全防护平台的走道板

排布进行数学模型建立，由于各构件数学模型建立均类似，故本文数学模型建立以走

道板优化排布为例，从建筑安全防护平台排布特点及施工要点出发，基于 Matlab 软

件对安全防护平台的走道板优化排布进行编程，在程序中输入任意的平面二维投影数

据，会快速输出排布方案和材料明细表，程序计算时间大约 5 秒钟，而人工 CAD 环

境下排布需要 3 小时左右，人工计算材料清单需要 5 小时左右，且容易出错，可见优

化排布算法大大提高了图纸设计效率和准确率，缩短技术准备周期，为建筑安全防护

平台的制作赢得了宝贵的工期。

四、结论

在国内的建筑市场上，缺少建筑安全防护平台的 BIM 设计软件，建筑安全防护

平台的结构设计仍然在传统的 CAD 平台下进行，这种方法不仅复杂费时、且安全性

很低。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建筑安全防护平台研究的现状，在充分研究建筑安全防护平

台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工程项目建筑安全防护平台的分析，对建筑安全防护平

台方案中平面布置及架体搭设等内容进行了优化设计。本文以 BIM 技术为基础，对特

定项目的建筑安全防护平台进行优化设计，针对建筑外围进行排布算法的研究，对基

于 BIM 技术的建筑安全防护平台信息化实现路径进行了初步研究，为实现建筑安全防

护平台的规范化管理开拓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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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成果具体归纳如下：

1. 建筑安全防护平台的信息化应用现状分析。通过研读相关书籍及国内、外的

文献，发现建筑安全防护平台的发展比较粗放化，信息化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较少。

BIM 技术应用于建筑安全防护平台还处于初始阶段，结合 BIM 技术发展建筑安全防

护平台还需要近一步研究。

2. 在研究 BIM 技术在建筑安全防护平台应用适用性的基础上，完成对走道板、

支座、导轨等构件进行族三维模型建立，形成了建筑安全防护平台族库；基于上述族库，

完成建筑安全防护平台快速化架体建模，摆脱了二维平台的局限性。通过这些族的创

建和架体的搭建，为后续排布算法的研究做好准备工作。

3. 对建筑安全防护平台优化排布进行研究，以走道板为例，采用遗传算法建立优

化排布数学模型，通过 Matlab 软件对走道板排布程序编写，为后续 BIM 软件二次开

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4. 建筑安全防护平台基于 BIM 平台模型系统的案例分析。对湖南岳阳市汇景城

二期项目的 7# 楼进行了 BIM 模型建立，可以为施工人员提供工程项目的基本信息流

动和项目材料统计。通过结合 BIM 技术，给出了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安全防护平台

信息化实现路径。

5. 对建筑安全防护平台进行轻量化分析，总结出优化前后的重量对比。进行了建

筑安全防护平台进行社会经济性分析。

五、创新点

1. 建立了建筑安全防护平台的构件三维族库，建立了建筑安全防护平台集成多源

异构信息的可视化三维模型，其信息化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项目所有参与者可以

交流共享项目信息。

2. 对建筑安全防护平台三维模型进行优化设计，对建筑安全防护平台的走道板数

量，机位数量及特殊结构处的结构进行优化。

3. 提出了一种基于 BIM 的建筑安全防护平台排布算法理论，采用遗传算法和

Matlab 软件对走道板优化排布进行数学建模和编程，为后续 BIM 软件算法程序的二

次开发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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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走道板排布程序

图 2 建筑安全防护平台三维 BI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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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井抢防喷智能液压驱动抢险救灾机器人设计

作者：曹威龙  指导教师：周扬理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在油田钻井开发过程中，井喷时有发生，对环境和人员危害巨大。目前，油田抢

防喷井口需要人工作业，环境艰苦、危险性高。本毕业设计研究的是钻井井喷时能够

快速压井的防喷抢险救灾装置，旨在设计开发一种设计结构合理、压井可靠、可远程

遥控的油井抢防喷智能液压驱动抢险救灾机器人，用于油田钻井过程发生井喷时，能

够在远程遥控下与光套管连接并进行快速压井的钻井抢险装备，从而提高抢险救灾效

率，保护人身财产安全，节省人力资源。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生根系统进行生根夹紧，保证整体装置的稳定可靠。

生根系统是防喷抢险机器人的核心系统之一。该系统负责整个装置的生根夹紧，

防喷抢险机器人在抢险作业过程中，会受到巨大高压油气的冲击，使装置产生晃动与

摇摆，影响防井喷封隔器压井过程的定位对中。生根系统为整个作业过程提供了一个

稳定可靠的根基，主要利用螺旋传动进行生根夹紧。

2. 对中系统进行定位对中，保证防井喷封隔器压入套管中

对中系统主要负责防井喷封隔器的定位对中，实现封隔器的前后、左右、上下运动，

将封隔器下放到套管中胀紧。对中系统通过液压缸驱动，保证防井喷封隔能够准确定

位、压入套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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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坐封装置进行坐封，保证封井安全可靠。

坐封装置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在对中系统上，当封隔器对中成功并将封隔器下放到

套管中后，坐封装置通过回转式减速器的旋转使封隔器的下端卡瓦牙与套管内壁张紧，

卡瓦牙张紧套管内壁固定后，密封油缸将封隔器橡胶桶压缩封住井口。

4. 防井喷封隔器进行封井，注入高压泥浆建立井底压力平衡

在实现压井作业时，根据坐封需要，首先要先把封隔器的密封装置下放到井口以

下正确位置，然后卡瓦张开张紧套管壁，坐卡完成。最后再次加压于上外套管，使密

封圈张开，关闭密封胶筒与套管壁环形空间，从而实现封井。封井完成之后，往井内

注入高压泥浆，重新建立井底压力平衡。

5. 液压系统为整体装置提供动力，保证装置工作稳定

防喷抢险机器人采用液压驱动，其中包括生根系统的夹紧、封隔器的定位以及封

隔器的压紧等工步。通过液压马达对套管进行生根夹紧，利用液压缸对井口进行快速

定位和压井，保证工作可靠和工作效率。系统各动作执行元件均做直线往复运动，其

动力全部来源于液压传动。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生根系统的结构设计

生根系统主要由卡爪箱、卡爪板、卡爪总成、液压马达、螺杆、螺杆滑块、限位

块等零部件组成，生根系统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在装置的底架上，卡爪总成与螺杆滑块

通过螺栓连接安装在卡爪箱中，卡瓦牙与卡瓦通过紧固螺钉连接，当卡瓦牙磨损严重

后，便于拆卸更换。生根系统的作用是夹紧套管，它的工作原理如下：限位块安装在

装置底架上，目的是实现防喷抢险机器人的定位，当限位块与光套管接触时，表明装

置已经到达指定位置，此时液压马达就可以旋转带动螺杆旋转将螺杆滑块推出，从而

使卡爪总成夹紧套管，由于使用螺旋传动，所以利用螺旋传动的自锁原理将卡爪总成

锁紧套管。

2. 对中系统的结构设计

对中系统由底架滑轨、下支撑架，上支撑架、前后滑动架、左右对中油缸、前后

对中油缸、升降油缸等部件组成。它的工作原理如下：下支撑架在左右对中油缸的作

用下沿底架滑轨上左右运动，实现封隔器与套管的左右对中，前后滑动架在前后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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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缸的作用下沿上支撑架滑轨上前后运动，实现封隔器与套管的前后对中。上支撑架

在升降油缸作用下沿下支撑架体上下运动，实现封隔器下放到套管中的运动。       

3. 坐封装置的结构设计

当封隔器下放到套管中之后，液压马达旋转带动回转式减速器的顶板旋转，从而

带动轴向滑槽转动，从而使封隔器下端的卡瓦牙张紧到套管内壁，然后封隔器上外套

管在密封油缸作用下沿密封油缸固定架向下运动，将橡胶桶压缩实现封井。回转式减

速器的作用是为封隔器的下端卡瓦牙张紧套管内壁提供旋转力矩，让封隔器可旋转一

定角度，利用蜗轮蜗杆自锁原理，可以实现封隔器下端的卡瓦牙自锁，保证卡瓦牙能

牢牢张紧套管内壁。

4. 防井喷封隔器的结构设计

封隔器整体结构主要由扶正装置、卡紧装置、密封装置、单向阀、上接口等部件

组成。卡瓦是封隔器卡紧装置重要组成部分，卡瓦张紧，为密封胶筒提供足够的张紧力，

使密封效果更好，其次卡瓦张紧套管，可以有效减少生根系统受力，改善机架整体受

力情况，可以有效防止封隔器意外脱落的情况发生。为实现旋转发生轴向位移，利用

螺纹啮合原理，设计出既可以旋转，又可以发生相对轴向位移锥体结构，当上锥体发

生转动时，下锥体在斜面作用下，产生轴向位移，从而使卡瓦张紧。封隔器坐卡是在

旋转力矩作用下坐卡，避免出现由于井内压力变化而出现提前坐卡的情况。密封胶筒

坐封采用密封油缸单独加压的方式保证更好的密封性能。

5. 防喷抢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静力学与胶筒密封性仿真

1）防喷抢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结构静力学仿真

利用 SolidWorks 软件中 Simulation 模块对装置的关键零部件进行了结构静力

学仿真。根据井喷抢险救灾机器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受力特点，建立了关键零部件的力

学模型，求出关键零部件的受力特点和大小，为结构优化设计奠定基础。根据仿真计

算结果可知，防喷抢险机器人的关键零部件满足强度要求，使用安全可靠。

2）防井喷封隔器胶筒密封性仿真

采用 Solidworks2016 软件建立封隔器胶筒及防突装置简化模型，为减少计算量，

提高计算效率，采用了 2D 简图。用 Simulation 模块对封隔器坐封过程中胶筒的应力

变形等进行仿真模拟。橡胶密封圈的密封性能判断可以根据密封圈压缩状态的接触压

力值做判断，接触压力大于密封区的压力时可以起到密封要求，根据仿真计算结果可

知，封隔器胶筒密封性能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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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喷抢险机器人液压驱动系统设计与仿真

结合防喷抢险机器人的工作步骤流程，设计装置的液压驱动系统，首先计算液

压执行元件的外部载荷，通过外部载荷确定执行元件的压力，然后通过外部载荷和压

力计算液压缸的结构尺寸，最后通过液压元件的结构尺寸和工作时的运动速度计算

液压系统的流量。计算完成后，对各个液压原件进行选型，绘制出液压原理图。采用

FluidSIM 液压系统仿真软件搭建液压驱动系统物理模型并对其进行仿真，根据仿真

状态图可知，各个液压缸动作协调有序，可按照预先顺序工作，各电磁换向阀得失电

有序，能够控制各液压缸进行正确动作。因此，该液压驱动系统设计准确、选型合适。

四、结论

1. 对国内外现有的井喷抢险救灾装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比论证，

制定了防喷抢险救灾机器人的总体设计方案，并根据企业实际要求和工作环境特点完

成了防喷抢险救灾机器人的空间布局设计和结构参数设计；

2. 将防喷抢险救灾机器人分为四大模块，即防井喷封隔器、生根系统、对中系统

和液压系统，针对各模块的功能特点对其进行详细的结构设计，并运用 SolidWorks

建立防喷抢险救灾机器人整体三维模型，研究成果已申请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

利 1 项；

3. 运用 SolidWorks 中的 Simulation 模块建立关键零部件的力学分析模型，对

其进行静强度分析，直观地得到关键零部件的应力分布规律和薄弱环节，并利用分析

结果对关键部件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保证该系统的强度，对防井喷封隔器的胶筒进行

密封性分析，保证封隔器的密封可靠安全。

4. 对防喷抢险救灾机器人进行了液压驱动系统的设计与研究。包括液压元件的计

算选型、液压原理图的绘制等，利用 FluidSIM-H 软件对其进行液压驱动系统的仿真，

保证各执行元件的动作顺序正确。

五、创新点

1. 整体结构采用液压驱动，自动化程度较高。人员远离井口，克服传统人力抢险

方式，通过远程控制液压执行元件安装与操控，提高抢喷救灾人员安全性，降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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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劳动强度；

2. 采用封隔器封井，安全性能较高。封隔器内部设有单向阀并同时可以往井内注

入高压流体以平衡井内压力；

3. 可靠性能好。利用螺旋传动自锁与斜面自锁双重自锁保证生根夹紧的可靠性；

封隔器坐封、坐卡单独先后进行，保证动作的可靠性；

4. 结构紧凑，体积小、质量轻。采用防井喷封隔器进行封井，方便快捷，封井步

骤简单，避免采用传统防喷器封井带来的难运输、难安装的问题。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回转式减速器

前后滑动架

密封油缸

升降油缸

左右对中油缸

后轮
前轮套管

套管头

底架

下支撑架

上支撑架

封隔器

生根系统

图 1 防喷抢险机器人整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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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三轴跟踪云台监控系统设计

作者：超越  指导教师：卢国梁

山东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智能化设备不断地涌现出来，智能监控

系统也有了快速的发展，传统监控系统，是对人工监控的辅助，帮助人扩宽了视野，

让使用者不用身临其境地去监控，但是它依旧依赖人的观察，并依赖人类的分析，对

可疑目标进行跟踪。很多监控人员，需要时刻不停地观察显示器的情况以实现跟踪监

控，往往就容易出现疏忽大意，不能实现良好的跟踪监控。同时，在传统监控系统中，

由于监控摄像头固定，或者摄像头仅能实现 360°旋转动作，若要实现大范围监控，

往往需要多台监控设备。本毕业设计拟设计一套智能化的跟踪监控系统，将三轴云台

与数字相机有机结合，实现对视野中体单一运动目标进行智能检测与持续追踪。以降

低监控系统工作人员劳动强度，提高监控效率，并增大监控范围。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三轴云台结构搭载数字相机提高监测范围

三轴云台的传统结构，本设计采用的三轴云台结构，可以通过三个旋转运动，达

到改变相机位姿，完成跟踪任务的效果。三个旋转运动分别绕三个轴旋转，分别是由

底部偏航电机控制的偏航旋转运动围绕的 yaw 轴，由中部横滚电机控制的横滚旋转

运动围绕的 roll 轴以及由上部俯仰电机控制的俯仰运动围绕的 pitch 轴。在三轴结构

的基础上，本设计还在偏航电机后部增设了行星减速机，以降低整体系统的转动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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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电机负载，以选用体积较小的电机。从而减小整体系统尺寸。

2. 三帧差分法自动检测视野内运动目标

在本设计中，主要是通过三帧差分法，同时搭配形态学处理以及滤波处理进一步

完善结果，帧差法是视频目标检测过程中常用的方法，其具体方法为利用下一帧图像

与上一帧图像做差分，得到两幅图像之间的不同之处，考虑到连续两帧图像之间背景

部分应当是相同的，所以两帧差分后的目标即为待检测的运动目标。但是两帧差分在

很多情况下效果并不好，因为相邻图像帧之间差距不大，所以差分后容易形成空洞效

应，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空洞效应的影响，在本设计中采用了三帧差分的方法，即

第一帧图像与第二帧图像做差分，第二帧图像与第三帧图像做差分，两次差分的结果

再做或运算，或运算后得到的图像即为三帧差分的结果。通过实验，本设计中采用的

三帧差分法，能够检测出视野内的运动目标，处理速度也能达到系统要求。

3. 运动学逆解析算法求解关节电机转角

运动目标检测算法可以返回运动目标中心点在图像像素坐标系中的坐标，通过图

像坐标系到相机坐标系的转换，再到世界坐标系的转换，可以得到为实现跟踪，相机

坐标系的目标位姿，以目标位姿为已知量，代入本设计提出的运动学逆解析算法，可

以得到为实现跟踪运动，三个云台电机转角应当转动的角度。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三轴云台结构设计仿真与加工

在经典三轴云台结构基础上，本设计在偏航电机后部加装了行星减速机，实现了

对云台偏航电机输出的行星减速，以降低整体系统惯量，并减小偏航电机尺寸，从而

减小整体系统占据的空间，结构设计部分通过 solidworks 建模软件进行三维建模，

并通过 adams 进行运动仿真，保证运动范围达到设计要求，在设计开展的后期，对

本设计的硬件结构进行了加工，在实际装配之后，优化了部分零件的设计。

2. 三帧差分法与基于高斯混合模型得的背景减除法对比实验

在本设计开展初期，共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目标检测算法，分别是三帧差分法以及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得的背景减除法，实验中，分别用两个算法检测家庭扫地机器人的

运动，通过摆动相机的方式，模拟云台的运动，并分别观察两个算法的检测效果。背

景减除法在相机静止不动的过程中检测效果较好，同时可以消除对运动物体阴影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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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但是在相机运动后，有较长时间的检测混乱现象，不能正确识别运动物体，帧差

法虽然在相机静止时检测效果没有背景减除法稳定，容易产生空洞效应，但是其在相

机运动后，重新恢复检测的效果相对较好，其动态响应速度能够适应本设计的要求。

3. 适用于云台结构的运动学逆解析算法设计

在本设计中，适用于云台结构的运动学逆解析算法的参考了 RRR 三轴机械臂的

控制思路，在机械臂的 D-H 表达法基础上，增加参数并重新规定参数方向和大小的

确定原则，从而提出新型 D-H 表达法以适应三轴云台的结构，在新型 D-H 表达法的

基础上，通过运动学正解推导相机坐标系的目标位姿，并以目标位姿为目标解，逆解

云台电机转角。

4. 视野内最大单一运动目标的持续跟踪检测

首先，在三轴云台静止时，即相机静止时，进行目标检测，检测出运动目标中心

点在图像像素坐标系上的坐标，其次，进行运动学逆解，求解若要保持运动目标处于

相机视野中央，云台电机的目标转角。最后，分别控制三个关节电机旋转相应角度，

使相机坐标系达到目标坐标系的位姿。以上过程不断循环，最终实现监控系统的持续

自动跟踪。

四、结论

1. 提出了搭配行星减速机的三轴云台结构设计 , 能够降低系统惯量，从而提高稳

定性，降低电机负载，使电机更易于控制，并进一步减小配套电机尺寸，从而减小整

体系统尺寸，本设计还构建了三轴跟踪云台监控软件系统。通过搭载目标检测算法和

适用于云台结构的运动学逆解析算法，能够实现对云台搭配的数字相机视野内单一最

大运动目标的自动检测和跟踪，整体系统已提交受理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国

家发明专利各一项。

2. 参考三轴机械臂的运动学逆解思路，提出了适应于三轴云台结构的新型 D-H

表达法，并在新型 D-H 表达法的基础上推导出了适用于三轴云台结构的运动学逆解

析算法。分两种较为简单的情况计算电机转角，不仅使整体系统可解，同时相较于一

次性解三个轴的转角，能够降低耦合，提高运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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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在传统三轴云台结构的基础上，加装行星减速机，降低系统惯量，减小电机负

荷，使系统运行更加平稳，并减小电机尺寸，缩小设备整体尺寸；通过搭载目标检测

算法和运动学逆解析算法，提高了三轴云台监控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同时实现自动跟

踪监控及监控视频保存、截取等后期处理功能。

2. 参考机械臂的 D-H 表达法设计，提出了适用于云台结构的新型 D-H 表达法，

建立正确的 D-H 表格，以进行后期计算；

3. 在新型 D-H 表达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云台关节电机跟踪运动转角的运动学逆

解析算法。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两种逆解转角的情况，相对于二轴云台，没有明显

提高解算时间，却扩大了其跟踪范围。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智能三轴跟踪云台监控系统（硬件结构实物图）

图 2 智能三轴跟踪云台监控系统（上位机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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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切叠一体机

作者：窦云龙  指导教师：吴孜越

河南科技大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近些年来，锂电池的应用在微电子技术，小型化的设备不断增多，锂电池作为新

兴高速发展产业，其市场潜力在急速扩大。而因此，锂电池的生产制作的工艺和设备

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本次毕业设计就是基于锂电池在目前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旨在提高锂电池生产制

造的效率和质量问题，完善现今的分体锂电加工设备的不足，在保证加工速度的同时

简化加工过程，提高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所以设计了关于锂电池极片加工生产的锂电

池极片切叠一体机。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本次课题主要基于目前锂电池设备行业中各设备是独立工作，由各个不同设备组

合在一起完成加工生产。这种现有生产方式存在很多弊端：各组成设备间衔接不合理、

设备布局分散、整体动作不协调、各设备间的工件转运中产生的工件损伤。所以，我

们首先就要想办法将这一缺陷改掉，尽量使各个工艺部分的生产设备能够集中起来。

另外，通过对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锂电池切片机和叠片机进行分析，经过研究设计

了现在这套结构。

切片部份由双工位放卷、张力控制、纠偏机构、缓冲机构、主驱动机构、模切机

构、切片机构和传送和合格检测机构等构成。采用双工位放卷，过程中经过预紧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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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预紧、纠偏机构进行卷带的纠偏；经由缓冲机构进行缓冲送入主驱动，主驱动

机构采用双辊轮，将极片平稳的送入模切机构进行模切，模切后使用切断刀进行切断；

极片由真空皮带输送，依次经过灰尘清理，合格检测，后进行废料剔除，合格的极片

送入叠片台进行叠片。以上机构的设计，使切片加工更加稳定，极片质量显著提高。

叠片部份真空吸盘机械手、定位台、隔膜放卷、Z 字形叠片台、隔膜收尾、电芯转移、

贴胶、落料机构。整个叠片机设备在叠片速度、性能、成品率等各方面在当今市场上

都占有一定的优势。

本次锂电池切叠一体机的设计以及多工位布局的方式是其主要的设计关键点。本

加工设备的设计参考了目前市场上国内外先进锂电池生产设备，结合各个设备优缺点

进行改造、创新，使其形成一台完整、合理、高效的锂电池加工生产装备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锂电池极片放卷机构设计

放卷机构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机构的灵活性和便捷性，最终采用双工位，既能减

少加工时换料调整时间，又做了一些改进，在装置内改进添加卸力结构，减轻机构力

学隐患，提高运行稳定性。达到快速放卷、纠偏的目的。

2. 锂电池极片缓冲机构的设计

在锂电池极片加工过程中，放卷机构的惯量较大，不适宜频繁的启动停机，而模

切加工又需要卷带静止，保证模切质量。在这种情况下，设计了缓冲机构，当模切进

行时，放卷仍在进行，缓冲机构可以将卷带缓存起来，保证卷带的张紧的同时完成模

切加工。缓冲机构设计的时线性缓存关系，控制方便。

3. 锂电池正负极片抓取机械手结构设计

设计一台能够完成从输送带上面抓取极片，并平稳地转移到二次定位台上面，然

后再次平稳、精确地从定位台上转移到叠片台上面，以进行叠片工序。整个工艺分为

正负极片两个相同的部分，但是，为了完成 Z 字形叠片，需要两部分交替进行工作。

另外，其上的真空吸盘是设计重点，需要根据工件类型进行选型，并合理布置。

4. Z 字形叠片台机械结构设计

作为叠片机设备的关键部件，叠片台的设计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从工作方式

到机构创新设计，参考了国内外先进设备。以滚珠丝杠组件作为驱动，实现来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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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压刀机械手完成固定隔膜，其运动与前面抓取机械手相配合。

5. 关键零件的有限元分析

本次设计的全部零部件，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是不会受到较大的载荷或扭矩。因此，

这里对一些可能受力较大的零件进行有限元分析。并且，对一些部件进行了运动仿真。

四、结论

本次毕业设计选取课题为锂电池切叠一体机。现如今随着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微

型电子设备的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兴起，锂电池的应用已经普及到生活各个方面。

因此锂电池的生产与研发也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当今锂电池先进生产设备被日本、

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握，我国目前还以锂电池独立生产为主要。而这台锂电池切叠一体

机是参考国内外多种先进锂电池生备，本次采用的一体机设计无论是从加工速度还是

加工的稳定性和极片质量上都可以与国外设备媲美。

在即将完成大学四年的求学时光之际，选取到这个课题，既是我对自己大学四年

所学知识的检验，也是对我即将步入机械行业的初次磨炼。在此，还是要非常感谢我

们的母校河南科技大学和老师们的栽培，更要感谢指导老师吴孜越教授的耐心指导和

好兄弟王壮壮同学的帮助，希望未来的我们更加努力。

五、创新点

1. 采用线性的卷带缓冲机构，控制方便、精准。

2. 采用两个双滚轮主驱动机构对称布置驱动稳定。

3. 切片机构采用压紧弹簧，保证切片稳定。

4. 将废料剔除机构与真空皮带集合，一体加工。

5. 提出一种更加高效、先进、合理的锂电池极片加工方式。

6. 建立锂电池叠片机 Z 字形叠片的成熟工艺。

7. 建立叠片机极片加工后的自动贴胶功能，完成与切叠一体的极片包装功能。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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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锂电池切叠一体机 

图 2 切片机部份

图 3 叠片机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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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扭矩定向穿越扩孔钻具设计

作者：龚文科  指导教师：任连城，单代伟

重庆科技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随着国内扩孔技术的发展，定向穿越施工技术已经是我国管道铺设过程中的一种

重要的施工工艺。现如今，非开挖技术所采用的扩孔工具都是采用一个钻头进行单向

扩孔作业，其工作效率低下，且钻杆因单向扭矩过大容易损坏。因此，为了提高扩孔

的工作效率和保护扩孔工具因扩孔时钻头扭矩过大而扭断钻杆的现状，设计了一款将

扩孔钻具设计成双级动力，且各级动力扭矩反向抵消的扩孔钻具。因此从事本次课题

研究，进行调研，明确大扭矩定向穿越扩孔工具的总体结构，参考国内外代表公司同

类产品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进行对比分析和改进，提出总体方案，然后完成其结构设计。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两级正反转大扭矩定向穿越扩孔钻具总成的工作原理

通过分析调研，提出一款实用的可安装不同尺寸钻头的大扭矩定向扩孔钻具的总

体设计方案。该系统包含两部分扩孔装置总成，一部分是扩中心孔直径较小的扩孔钻

具总成，另一部分是扩环形孔直径较大的扩孔钻具总成。其中，扩中心孔的钻头是由

螺杆钻具直接提供动力钻进，而扩环形孔的是由三组潜油电机提供动力钻进，并且两

级钻头的转向相反，抵消扭矩。钻杆跟随钻具在导向孔内移动，不转动。

1）一级扩孔钻具工作原理

当钻具准备钻进导向孔后，首先扩孔的是中心孔钻头，由螺杆钻具直接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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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泵泵入泥浆到螺杆钻具中，依次通过潜油电机的旁通阀总成、防掉总成、马达总成、

球传动万向轴总成和传动轴总成，其中马达总成中相互啮合的螺杆（转子）和衬套（定

子）通过钻井泵泵入的泥浆所产生的压力来带动中心转子转动，将液压能转换为机械

能，最后带动一级钻头扩孔。螺杆钻具型号选择标准螺杆钻具系列。

2）二级扩孔钻具工作原理

紧接着是扩环形孔钻具总成钻进，扩环形孔的动力系统与扩中心孔的动力系统各

司其事，扩环形孔的动力源由三组潜油电机提供动力。由于潜油电机输入转速大，扭

矩小，通过一级齿轮减速器和一级行星减速器来减速增扭来达到最终的转速和扭矩。

行星减速器中转速和扭矩从太阳轮输入，太阳轮和行星轮啮合，最后由行星架输出，

行星架安装钻接头带动二级钻头扩孔。

该大扭矩定向扩孔钻具相比现有的扩孔工具有很大的改进，其采用两级钻具同时

安装钻头进行扩孔，首先解决了钻杆以往受单向扭矩过大从而容易扭断的状况，并提

高了扩孔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两级扩孔钻具总成的钻头旋转方向相反，所以

理论上可以相互抵消扭矩。该钻具加入了密封结构，由动密封和静密封组成，机械密

封结构很好的保护了传动系统的传动性能。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一级齿轮减速器结构设计

该钻具中的一级齿轮减速器是继潜油电机动力输出后的首次减速机构，该一级齿

轮减速器减速后，再通过行星减速器减速后，得到需要的转速和扭矩。为了更好的传

递转速和扭矩，一级齿轮减速器用三个小齿轮均匀分布在大齿轮的圆周上，相互啮合

传动。该减速器不仅满足上述要求，而且其速比大、维修量小、拆装方便。一级齿轮

减速器由三个小齿轮输入传动，最终由大齿轮输出传动，达到减速增扭的效果。

2. 一级行星减速器结构设计

该钻具中的一级行星减速器是继一级齿轮减速器减速后的二次减速机构，通过行

星减速器再一次来得到需要的转速和扭矩。由于该钻具本身尺寸较小，内部结构比较

紧凑，选取 NWG 型一级行星减速器，该减速器不仅满足上述要求，而且其速比大、

维修量小、拆装方便。一级行星减速器由太阳轮输入传动，太阳轮与行星轮啮合，行

星轮一共三个，最终由与行星轮配合的行星架输出传动，达到减速增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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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级动力扩孔钻具关键零部件有限元分析

动力传动系统是双级动力扩孔钻具的部分。其中螺杆钻具的内花键、螺杆钻具传

动轴总成外壳、太阳轮在使用过程中受到复杂多变的外部载荷作用，同时它们的边界

条件也非常复杂多样，采用常规的分析理论计算模型是很难完成计算设计及校核。螺

杆钻具外壳作为贯穿整个扩孔钻具的一个母体，他的使用寿命刚度直接影响到整个装

置的寿命及使用成本；内花键和太阳轮是连接一级齿轮减速器和一级行星减速器的桥

梁，对其强度要求极高，必须对其进行有限元分析。

四、结论

1. 由于该钻具的扩孔是双级扩孔同时进行，并且两级钻头转向相反，为了达到

抵消扭矩的效果，必须控制潜油电机、齿轮减速器和行星减速器的转速和扭矩，使最

终传递到各级钻头上的扭矩可以相互抵消。由最终的理论计算可知，各级钻头转速为

40r/min, 扭矩为 5000N/m;

2. 传动系统的一级齿轮减速直接传递潜油电机的动力，最终齿轮减速器设计结果

为：齿轮模数 m=2、齿轮精度等级 7 级、小齿轮齿数 z1=22、大齿轮齿数 z2=110;

3. 传动系统的一级行星减速器经齿轮减速器减速增扭后，进行二次减速增扭，最

终一级行星减速器设计结果为：齿轮模数 m=2.5、齿轮精度等级 7 级、太阳轮齿数 z

太 =27、行星轮齿数 z 行 =24、内齿圈齿数 z 太 =75；

4. 一级齿轮减速器将扭矩和转速传递给一级行星减速器采用花键连接，花键型号

选取国家标准。花键类型：矩形花键、花键型号：10×82×92×12；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两级正反转大扭矩扩孔钻具，淘汰了以往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的单

级单向扩孔，使扭矩相互抵消；

2. 由于采用双级扩孔动力钻具，在钻孔过程中，钻杆不随扩孔工具一同转动，提

高了钻杆的使用寿命；

3. 融合了螺杆钻具为一级钻头提供扩孔动力，将动力由液压能转换为机械能；

4. 设计二级钻头的动力传递系统，先后加入齿轮减速器和行星减速器，将潜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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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高转速、小扭矩转换为钻头低转速、大扭矩。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大扭矩双级扩孔钻具三维装配图

图 2 大扭矩双级扩孔钻具三维装配半剖视图

图 3 双级扩孔钻具二维装配图

图 4 双级扩孔钻具动力传动路线三维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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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油漆自动清理打磨机器人设计

作者：黄洪升  指导教师：梁全

沈阳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全国火车站数目众多，顶棚支撑立柱更是不计其数，对火车站立柱的清理打磨，

要避开车站日常进出列车的高峰期，这就要求在有限的时段内，同时对尽可能多的立

柱进行施工。若采用人海战术，将直接导致施工成本和安全风险的大幅增长。打磨机

器人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本文设计立柱油漆自动清理打磨机器人，能够替代传统作

业方式，通过液压缸克服重力的作用在金属杆状物表面上下攀爬，并依靠自身携带的

设备可靠地对立柱进行自主打磨作业。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设备工作原理

立柱油漆自动清理打磨机器人的基本工作原理设计为如下两个工作循环：一个工

作循环是攀爬循环，主要完成打磨机器人的攀爬运动；另一个是打磨循环，当攀爬到

位后，启动打磨循环，完成立柱油漆的清理打磨。机器人运用了仿生学原理，模拟爬

行动物攀爬立柱的运动过程，使设备能够沿立柱完成攀爬运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打

磨工作的自动化。整个设备的攀爬运动通过液压缸驱动，一方面采用液压缸驱动保证

抱紧和攀爬稳定可靠；另一方面，易于实现自动化控制。另外，在设备的上端设计了

环形金属触角，当设备沿立柱攀爬到顶端，触角触碰到顶棚或障碍物后，设备自动转

入向下爬行的工作循环，保证了整个打磨过程无人工参与，因而不必将工人悬吊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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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上进行打磨操作，降低了施工的危险性，保证了清理打磨质量的稳定性。

2. 设备工作过程

立柱油漆自动清理打磨机器人运动过程主要分为向上攀爬，抱持锁紧以及向下

攀爬三部分组成，其中控制系统通过三个液压缸来完成所需运动步骤，能够使打磨机

器人稳定可靠地完成工作要求。立柱油漆自动清理打磨机器人初始状态时锁紧液压缸

均松开，攀爬液压缸收缩。在上升过程中液压控制系统需要完成下抱持机构锁紧→攀

爬液压缸伸出→上抱持机构锁紧→下抱持机构松开→攀爬液压缸收缩→下抱持机构锁

紧的工作循环。在下降过程中液压控制系统需要完成下抱持机构松开→攀爬液压缸伸

出→下抱持机构锁紧→上抱持机构松开→攀爬液压缸收缩→上抱持机构锁紧的工作循

环。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设备主体结构设计

攀爬打磨机器人的主体结构全部采用型材弯曲或焊接方式组成。这一方面降低了

设备的加工制造成本，同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结构强度，并且将环抱手、导轨，

都设计成半环形的结构，充分利用了立柱圆柱形的外表面，保证了抱持力稳定可靠、

打磨机构的打磨头也能贴紧立柱打磨油漆。

2. 抱持机构设计

抱持机构的设计中，设计了关节和环抱手的分体结构。关节和环抱手通过抱紧机

构和肢关节连接，运动灵活，保证抱持机构能够抱紧立柱。环抱手又分为第一环抱手

和第二环抱手，这种设计方式可以保证设备顺利的安装和拆卸。

3. 攀爬机构设计

攀爬机构主要由攀爬液压缸、双耳环、底座、肢关节连接架组成，液压缸底座通

过螺栓连接在抱持连接架上。底座通过液压缸双耳环与液压缸连接，攀爬液压缸的上

端设有安装螺母，安装时，先将上方的螺母拿下来，使攀爬液压缸的上端插入肢关节

连接架的外侧，再将螺母安装上，使攀爬液压缸与肢关节连接架连接，实现上、下抱

紧机构的连接。

4. 锁紧机构设计

锁紧机构中双耳环一端与第一环抱手固定连接，另一端与 I 型接头一端连接，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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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另一端通过连接器与抱紧液压缸的输出轴连接，抱紧液压缸通过前部销轴与第二

环抱手连接。设备的锁紧状态由锁紧液压缸决定。其中连接器两端带有正反向螺纹，

当拆下连接器时，抱紧机构是分离体，这时可以把两个环抱手拆开，环抱在立柱上，

当将连接器重新拧紧时，正反螺纹起作用，将环抱手的两个手臂连接起来，为抱紧攀

爬做准备。

5. 打磨机构设计

打磨机构主体主要由打磨导轨、驱动轮、打磨电机、驱动电机、打磨头等结构组成，

能够实现对杆状物一周进行精确打磨。清理打磨机构的打磨导轨与轨道滑块滑动连接，

打磨导轨提供了轨道滑块的运动轨道，轨道滑块上安装有运动机构和打磨机构。打磨

头驱动电机的驱动轴与小带轮连接，小带轮通过皮带与大带轮连接。其中，大带轮和

小带轮的作用是降速增扭，增加打磨切削力。打磨头上设置有四个相互垂直的刀片座，

四个刀片座上通过螺栓安装刀片，在刀片磨损后可进行更换。

6. 极限位保护机构设计

抱持连接架上端两侧分别与套有弹簧的触角下端连接，抱持连接架的上端对应弹

簧设置有光电感应开关。当打磨机向上爬行时，触角触碰到障碍物，此时在障碍物外

力的作用下，抵抗弹簧的推力，触角被动向下运动，当触角遮挡了光电感应开关时，

光电感应开关发出信号，此时触角会离开障碍物，在弹簧的作用下，触角离开对光电

感应开关的遮挡，打磨机实现向下运动。

四、结论

1. 采用 Solid works 三维建模软件，建立了攀爬打磨设备的立体模型，明确了设

备的基本结构，结合机器人工作方式以及周围环境因素，选用合适的攀爬机构、打磨

机构、驱动机构等。在能够满足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研究提高机器人的工作的效率，

保证加工质量，建立应对复杂工况自适应的能力。

2. 立柱油漆自动清理打磨机器人运用了仿生学原理，模拟爬行动物攀爬立柱的运

动过程，使设备沿立柱完成攀爬运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打磨工作的自动化。整个设

备的攀爬运动通过液压缸驱动，一方面采用液压缸驱动保证抱紧和攀爬稳定可靠；另

一方面，易于实现自动化控制。

3. 在设备的上端设计了环形金属触角，当设备沿立柱攀爬到顶端，触角触碰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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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或障碍物后，设备自动转入向下爬行的工作循环，保证了整个打磨过程无人工参与，

因而不必将工人悬吊在立柱上进行打磨操作，降低了施工的危险性，保证了清理打磨

质量的稳定性。

五、创新点

1. 本文从实际问题出发，运用仿生学原理，合理地将攀爬机器人与打磨机器人进

行结合，设计了能够攀爬立柱的打磨机器人，实现了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的拓展，为

今后工业机器人新型应用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2. 立柱油漆自动清理打磨机器人攀爬时采用环抱式，对立柱表面具有较好的适应

性，并且能够在变直径的立柱上进行上下攀爬，设备在攀爬时液压控制系统带有单向

控制回路，可有效防止设备在作业时发生意外滑落；

3. 机器人能够替代传统人工作业，通过自身携带的打磨设备可靠地对立柱进行自

主作业，可以通过液压缸克服重力的作用在金属杆状物表面实现上下攀爬。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立柱油漆自动清理打磨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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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吨位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设计及动力学分析

作者：黄聿锋  指导教师：吴仲伟，彭浩军，夏金兵

合肥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叉车是一种在现代仓储物流中应用广泛的工业搬运车辆，其提升装置是整车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叉车提升装置采用液压驱动，存在起重活塞杆抖动、工作不

稳定，油缸漏油污染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毕业设计提出了一种安装有旋转器

的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设计方案，对内外门架、驱动模块及旋转器进行结构设计。使

用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验证设计方案满足结构刚度和强度要求，并基于动力学分

析数据进行优化设计以避免叉车门架在工作中与路面激励源发生共振。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的工作原理

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主要包括内外门架、驱动模块、旋转器等。由直流电机驱动

梯形丝杆，通过丝杆螺母和套筒的直线运动向上提升内门架。在内门架提升的同时，

固定于内门架的起重链轮随之向上运动，由于链条一端固定于外门架悬勾，因此另一

端能够拉着货叉架及重物相对于内门架进行提升。内门架和货叉架均通过直线导轨副

实现平稳运动。

设计的梯形丝杆采用旋风铣削法加工，螺纹与滚花一次完成，工艺效率高，成本低，

加工精度不需太高但能达到叉车的使用要求；满足相应参数要求的梯形丝杆具有自锁

性，防止提升装置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导致货物砸下。



148 149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2. 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的静力学分析原理

本次毕业设计使用 Solidworks 软件进行三维建模，由接口将重要零部件导入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中 , 通过设置零部件材料属性、划分网格、添加载荷及约束，

求解分析等步骤实现设计机构的强度和刚度校核。

3. 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的模态分析原理

叉车在施工过程中会与一系列激励源相作用 , 如直接作用于叉车的交变力系、路

面激励源或电机的振动与旋转件的不平衡惯性力等。通常情况下，路面的激励频率为

低阶频率，在 0.5-20Hz 范围内。若叉车提升装置受到的路面激振力频率与本身某一

阶固有频率相同或成倍数关系时，就可能发生共振现象，使得提升装置受到的应力急

剧上升 , 造成较大变形甚至直接破坏结构。可通过 ANSYS 软件对零部件进行约束模

态分析并基于频率和振型数据提出合理的优化设计方案。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纯电动叉车内外门架的结构设计

1）纯电动叉车内外门架的结构设计

内外门架均由两根门架槽钢及若干数量的横梁焊接而成。外门架上横梁焊接有两

个悬勾，用于固定起重链条的其中一端；内门架顶部焊接有顶部举升板，顶部举升板

下方布置铰支座与定滑轮等重要部件。外门架槽钢内侧安装有直线导轨，内门架槽钢

外侧安装滑块。

2）纯电动叉车驱动模块的结构设计

驱动模块主要包括双输出直流电机、传动齿轮、轴承座以及梯形丝杆副。其中梯

形丝杆副又包括梯形丝杆、螺母副以及套筒。

由一对传动比为 1 ∶ 1 的锥齿轮将电机输出的力和转矩传递到梯形丝杆端。螺母

副与套筒安装为一体，将梯形丝杆的旋转运动转化成支持内门架提升下降的直线运动。

套筒和焊接于顶部举升板的铰支座通过铰接方式进行连接。设计的轴承座为剖分式结

构，安装在与外门架焊接的轴承座筋上。轴承座内置有推力球轴承以及圆锥滚子轴承，

分别用于承受轴向和径向的载荷。

3）旋转器的结构设计

旋转器的主要结构包括回转支承、前后底板、上下横梁和上下挂钩等。其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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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支承由轴承和齿轮组成并能够承受径向载荷。前后底板均开设有窗口，方便叉车操

作工人透过旋转器窗口观察货物位置。旋转器通过上下挂钩与叉车装配到一起。此外，

通过改变螺栓在可调下钩上的拧紧位置，可以改变下钩与上钩之间的距离。

2. 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的静力学分析

分别对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的货叉、梯形丝杆以及内外门架进行静力学分析。通

过设置材料属性、划分网格、添加约束及载荷等一系列步骤对模型进行求解分析，得

出对应的总变形云图和应力云图。通过云图数据与材料屈服强度的对比，验证设计满

足强度要求；通过叉车企业的相关行业设计要求，如货叉叉尖允许的最大变形量不超

过货叉水平段长度的 1/50 等准则，验证设计满足刚度要求。

3. 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的模态分析及优化设计

在 ANSYS 软件导入门架模型并设置基础参数后，对模型添加两方面的约束：①

在滑块内侧接触面添加 X 和 Z 方向的位移约束；②在顶部提升板对应铰支座的位置添

加 Y 方向的位移约束。求解后取前 10 阶频率及对应振型进行分析。由于第一阶频率

和第二阶频率分别为 16.30Hz、18.24Hz，因此存在共振破坏风险。通过调整门架单

侧两个滑块的安装距离，并增加一根横梁以提高内门架性能。再次对优化后的内门架

进行模态分析，此时各阶振动频率均满足设计要求。

四、结论

1. 提出了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的整体结构设计。使用以梯形丝杆副为核心的驱动

模块取代当前叉车使用的起重液压缸，解决了液压系统在叉车工作中暴露的问题，也

使得当前市面上的电动叉车完成纯电动化改造成为可能。同时，引入了直线导轨副作

为内门架和货叉架举升的传动导向模块，相较于现有的滚轮导向方式，减小了槽钢变

形及磨损，降低了工作噪音并提高了传动效率。

2. 利用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的重要部分进行静力学

分析，由实际工况考虑对结构施加力和约束，通过分析变形与应力云图，验证了结构

的刚度和强度均符合设计要求。

3. 利用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进行模态分析。具体包

括过对内门架前十阶振动频率及对应各阶振型进行求解。通过添加横梁数目以及调整

门架单侧滑块安装距离改善了原有的结构性能，使得叉车门架不会与路面激励源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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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小吨位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的新型设计方案。采用梯形丝杆副作为

叉车提升机构，解决了液压提升系统存在的问题；

2. 采用直线导轨副作为提升装置的导向单元，提高了传动效率。

3. 提出了一种叉车旋转器的设计方案。旋转器能够与货叉架、夹紧器等叉车属具

搭配使用，进行 360 度全方向翻转货叉架内的货物，极大提高了叉车工作的灵活性。

4. 从静力学分析和模态分析的层面对设计的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进行性能分析，

保证了提升装置的工作可靠性。

5. 通过添加横梁数目以及调整门架单侧滑块安装距离，避开了门架与路面激励源

的共振区间，为叉车提升装置的设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优化思路。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小吨位纯电动叉车提升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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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阶振型                        (b) 二阶振型

 (c) 三阶振型                         (d) 四阶振型

(e) 五阶振型                          (f) 六阶振型

(g) 七阶振型                           (h) 八阶振型

(i) 九阶振型                           (j) 十阶振型

图 2 内门架前十阶振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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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载 AGV 的自动移载机构设计

作者：姬斌斌  指导教师：马越，张永贵

兰州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AGV(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已成为现代智能制造过程中工件自动转运的

重要工具。AGV 的自动移载机构主要负责实现 AGV 车体与物料之间的交互。宁夏

共享装备公司采用 AGV 进行铸模 3D 打印机与立体仓库之间铸模工作箱的自动转运，

现有 AGV 的自动移载机构结构复杂，故障率较高。本毕业设计拟对原有方案进行改进，

提出一种结构更加可靠、制造难度更低的自动移载机构设计方案。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摩擦力组合与抵消使驱动合力方向唯一

麦克纳姆轮有着互为镜像关系的 AB 轮 , 如果 A 轮可以向斜向左前方、右后方运

动，那么 B 轮就会向斜向右前方以及左后方移动。根据我们高中学习到的物理知识可

知 , 速度是可以正交分解的 , 那么 A 轮可以分解成轴向向左 , 以及垂直轴向向前的速

度分量；或者轴向向右 , 以及垂直轴向向后的速度分量。

当四个轮子都向前方转动的时候 ,AB 轮可以相互抵消掉轴向的速度 , 这样就只剩

下向前的速度了 , 底盘就可以前进不会跑偏。后退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当 A 轮正转 ,

而 B 轮反转的时候 , 向前以及向后的速度便会抵消 , 只会剩下向左的速度 , 这样底盘

便会向左平移 ; 相反 , 如果 A 轮反转 ,B 轮正转 , 那么底盘便会向右平移；底盘左侧的

车轮正转 , 右侧的车轮反转 , 就可以实现底盘向右的旋转方式 ; 反之 , 底盘就能够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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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

在对麦轮的原理进行推导引申后，现给出本次设计方案的核心原理，如图 1 所示。

当工作箱与辊轮组接触时，会同时受到 A 向与 B 向两个相互垂直的辊轮组的摩擦力，

两个摩擦力经过合成，合力的方向就是工作箱最终受到的驱动力的方向。通过改变 A

和 B 两个辊轮组的转向和转速，就可以对工作箱施加全方向的驱动力。但考虑到实际

需求，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有辊轮的转速均保持一致，从而将方向缩减到如图 4 所

示的四个方向

        

（a）  纵向推出                      （b）  纵向接收

         

 （c）  横向推出                           （d）  横向接收
图 1 核心原理图

2. 独立升降导向架组合保证运行方向准确

由于摩擦力的影响因素复杂，且和材料等因素息息相关，难以精确控制。因此在

四边加装了独立升降的导向机构，通过不同的升降机组以修正因驱动力合成不精确导

致的工作箱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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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设计过程

1. 方案确定过程

起初是考虑从原有 2 辊道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从改进升降机构的角度出发，

例如将四联液压升降机构改为剪叉式升降机构或者丝杠螺母式升降机构，但依旧不能

解决机构复杂、可靠性低等问题；进而将思路转变放弃升降机构，改进底层驱动逻辑，

直接在一层实现原有多向运动的需求。在借鉴了麦克纳姆轮小车的工作原理，并进行

适当引申后，最终确定核心原理为通过对辊轮的组合及其转向、转速的改变实现工作

箱的横进纵出。

2. 机构设计过程

1）起初的想法是在四个角分别放置一根巨大的辊轮轴，这样在驱动与制造上都

十分简易，布置方式如图 2 所示。但经过仔细分析后发现，此方式在工作箱接收时，

辊轮轴会产生较大的变形，工作箱的运动形态很差，机构也很容易损坏，同时空间利

用率也很低下。

2）辊轮的布置方式进行了进一步优化，计划采用分区布置的方式，将原有的四

个大辊轮拆分为四组与大辊轮方向相同的辊轮组，布置方式如图 3。但此种方式依然

不完善，因为工作箱为长方体，采用此种布置方式，中间会有很多空间被浪费，且与

工作箱的接触也不够可靠。

3）继续对布置方案进行优化，将 A 向的辊轮组聚拢到中间部分，B 向辊轮组两

侧放置，布置方式如图 4。在与导师交流后，导师提出了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这样

的排布方式，在其中某个时间段，会有一个方向的辊轮组短暂脱开接触，整个工作箱

仅由一个方向的辊轮组提供45°方向的驱动力，这会导致导向机构承受比较大的载荷，

且很有可能导致工作箱偏转。在导师的指导下，对其中 A 向辊轮组最长轴进行了交叉

布置且加入了辅助支撑，改进结果如图 5 所示。

4）由于摩擦力的影响因素复杂，且和材料等因素息息相关，难以精确控制。因

此在四边加装了升降式的导向机构，以修正因驱动力合成不精确导致的工作箱偏移，

布置方式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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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辊轮布置方案 01                图 3 辊轮布置方案 02

   

图 4 辊轮布置方案 03               图 5 最终辊轮布置方案

图 6 升降式导向架布置方案

3. 设计校核分析与改进

设计过程中，采用 ANSYS 对主要零部件进行校核分析，主要校核零部件的变形

情况。分别对 A 向辊轮组最长轴变形情况、B 向辊轮组最长轴变形情况、导向架极端

工况变形情况、承重架满载变形情况进行了分析。依据分析结果对零部件结构进行了

改进。

4. 二维工程图绘制

从制造角度出发，绘制了移载机构总体装配图及所有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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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 通过改变核心逻辑，将原 2 层结构改为 1 层，取消了大功率液压举升机构，

使得移载机构体积缩小，且节省了液压站的空间和成本。

2. 在相同车体体积下，实现了更高的空间利用率，储能装置的空间更大，续航更

久，减少了充电过程带来的效率损失。

3. 扁平化设计方案，机构进一步简化，可靠性有效提高，制造难度明显下降。

4. 辊轮采用外层涂装聚氨酯图层工艺制造，内层为铸铁，尽可能降低因摩擦驱动

导致的工作箱快速磨损，且通过选用合适的硬度，以平衡变形和摩擦力。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全新原理的可实现工件在垂直的 2 个方向移动的自动移载机构，

简化了结构，有效提高了可靠性，降低了制造难度；

2. 使用独立升降导向架，通过不同的升降组合保证工作箱运行方向的准确。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7 整体方案展示（顶部）                                      图 8 整体方案展示（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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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空压机散热改造与热能利用系统的设计

作者：贾楠  指导教师：郭晓娥

山西能源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矿用空压机输出的压缩空气是煤矿井下凿岩机等用气设备唯一的动力源，矿用空

压机压气系统又是煤矿的四大要害部门之一。针对紫金煤业矿的空压机（螺杆式）原

有风冷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空压机散热及热能再利用的方法，即

把该矿的矿用螺杆式空压机原有风冷散热变为风冷、水冷并联散热，进行改造系统设

计，解决并提高空压机工作稳定运行及效率。同时设计了空压机散热余热再利用系统，

即对所需的散热量进行一次回收，二次交换的方式充分再利用于澡堂，系统工作时达

到了全天候无人值守且省去了燃煤、燃气、燃油等锅炉房系统，达到了煤矿不燃煤。

实现了节能、环保的目的。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热能转换原理

在不改变空压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在空压机原油路系统的出口分别加装三通电

磁阀，将机油引出后通过换热器实现换热。为了提高安全系数，该方案保留原有风冷

系统，即空压机余热回收系统与原有冷却系统并联。经油气分离后，分离出的高温气

直接通往原有的气冷却系统，分离出的高温油则经三通温控比例调节阀内的感温元件

检测其温度 , 若高温油温度低于 60℃，则不用进行热交换，直接通过过滤器通往油路

循环系统，若高温油温度高于 60℃，则在进行热交换后再进入油路循环系统。该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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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换热系统中的水选用软水，防止因腐蚀或积垢造成对空压机的影响。

2. 高温油的热能提取方案

通过空压机散热系统将空压机工作热能热进行提取，电动机带动螺杆旋转，空气

经过空气滤清器被吸入螺杆压缩机中形成高压空气，并与循环油混合形成高温的油气

混合物，进入油气分离器，高温油气混合物被分成高温油和高压气体，其中高压气体

经过后部冷却器冷却后用于使用，而循环油气在经过油细分离器后被分离，凝结成液

态再经冷却器散热后，由过滤器过滤回到压缩机完成一个循环过程。油路循环完成。

油 - 水换热一级换热后，被循环加热的软水在一级换热器的二次侧循环流动，并

与二级水 - 水换热系统进行热交换，换热后产生的 46℃—55℃（该数据可根据实际

运行调整）热水输入新建的 60m3 的不锈钢保温水箱，后通过自压进入供水管网。

3. 热能二次回收

第一次热能回收是实现将空压机中的大部分热量进行回收，采用冷却水与高温油

气进行换热，换热后的热水进行第二次换热，采用冷却水与第一次换热后的热水进行

换热，采用的是闭式循环系统。对余热进行二次换热，不仅使换得的热水更接近使用

热水，还可以降低油垢沉积在板式换热器的金属表面的风险，确保它的换热效果。同时，

二次换热还可以起到防止油水混合物污染最终用水的作用，提高用水的品质和可靠性。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结果

按照紫金煤业矿配置的 SA220A 型螺杆式的空气压缩机 4 台，其中 3 台工作，

1 台备用。矿井人员自救系统及井下用风设备所需压风机站供风量，压缩空气管路为

无缝钢管，管路从副井的井筒开始敷设下井，沿井内主要大巷敷设至各设备供气点和

人员自我营救场所。

1. 热能利用设备设计

本设计内容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设备：一是高效油 - 水换热设备，二是智能控制设

备，三是水 - 水换热设备，四是保温储水设备。

1）一次换热设备

设计一次高效油 - 水换热设备与常用空压机采用一对一配置。

2）二次换热设备

设计二次水 - 水换热器采用不锈钢板式换热器，一次侧进出水温度为 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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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进出水温度为 18/45℃，单台换热量约为 500kW。由于二次侧为自来水，管

路容易结垢，故设计选用两台换热器，一用一备。

3）热能计算

洗浴每日淋浴用水加热热负荷 6.05GJ, 每日浴池用水加热热负荷 7.06J, 每日洗

浴合计负荷 13.11GJ。空压机每日可提供的热量为 15.67GJ。满足要求。

2. 智能控制设计

中控室计算机采集现场设备的各类数据和信号，实现数据检测，数据存储，报表

打印，故障报警以动态画面显示，趋势曲线绘制，设定值修改等数据处理和过程监视

功能，还可对现场设备进行直接控制，以及各种控制参数设定。各种报表、过程曲线

等可由打印机输出。中控室人机操作界面是容视觉、听觉、现场工艺流程于一体的动

态界面图形，窗口功能说明，使操作人员一目了然、简洁直观，便于调度操作。主要

控制信号机检测内容：

1）进水压力、流量、浊度；出水压力、流量、浊度；水泵电流、电压；配电室

电源进线柜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及频率等。

2）水泵的手 / 自动、运行、故障状态信号机 PLC 控制信号。电动阀门的手 / 自动、

运行、故障状态信号及 PLC 控制信号。

3. 试验结果

紫金煤业矿空气压缩机热能回收用于洗浴，该矿洗浴澡堂分为干部澡堂、女工澡

堂及两部男工澡堂。其中干部澡堂共有 11 个淋浴器，7.5m3 浴池一个。女工澡堂设

15 个淋浴器，13m3 浴池一个。男工澡堂共有 66 个淋浴器，25m3 浴池两个。每日

最大用水量 120m3，其中淋浴用热水量 60m3，浴池用热水量 60m3。淋浴热水温

度按 38—42℃设计计算，池浴热水温度按 35—52℃设计计算。经运行试验，其结果

如表 1 所示，满足要求。

表 1  矿用空压机热能利用测试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实测水温（℃）

1 淋浴器 38—42

2 浴盆 39—40

3 洗脸盆 36—38

4 浴池

热水池 40—42

温水池 35—37

烫脚池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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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煤业矿空气压缩机热能再利用系统供热时省去了燃煤、燃气、燃油等锅炉房

系统。

四、结论

1. 社会效益良好

对矿用螺杆式空压机的在余热回收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空压机的热量排放问

题，对螺杆式空压机也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延长了空压机的使用寿命，省去了燃料锅

炉房系统，提高了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保护了环境，具有良好的社会推广效益。

2. 经济效益可观

系统改造前后年运行费用直接节约费用：116.322 万元，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矿用空压机热能利用系统改造前后年运行费用对比表
序
号

系统改造前的年运行费用 / 万元 系统改造后的年运行费用 / 万元

费用名称 计费方法 小计 费用名称 计费方法 小计

1 人工费
7 人 ×12 月 ×2400

元 / 人 / 月
20.16 人工费 2 人 ×3.6 万元 / 人 7.2

2 燃煤折价
6 吨 / 天 ×365 天

×300 元 / 吨
65.7 —— ——

3 电费
47.5kW×24 小时 / 天
×365 天 ×1 元 /kWh 41.61 电费

7.5kW/
h×24h×365 天 ×1

元 /kWh
6.57

4 工业用盐
0.5 吨 ×1400 元 / 吨

0.352
系统维护费

用
5

5 火碱 0.5 吨 ×1400 元 / 吨 0.07 —— ——

合
计

127.892 11.57

五、创新点

1. 系统设计及实践运行表明，空压机工作稳定运行及效率得到提高，延长了空压

机的使用寿命。

2. 空压机散热的热能再利用，实现了节能、环保的目的。

3. 系统工作时达到了全天候无人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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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

图 1 紫金煤业矿空压机散热改造及热能利用系统

图 2 紫金煤业矿空压机散热改造及热能利用系统实际运行工作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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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装配的电子元器件高精度三维重建技术研究

作者：雷文桐  指导教师：顾寄南

江苏大学  机械设计与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本课题的目的是对装配电子元器件进行三维重建，获取装配电子元器件的位态信

息，对三维重建中的立体匹配技术进行研究。利用相机获取的电子元器件二维图像，

利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完成电子元器件的三维重建工作。

本毕业设计突破了传统立体匹配方法的局限，提出采用 DispNet 模型的深度学

习方法进行立体匹配，设计面向装配的电子元器件三维重建系统，获取高精度的位态

信息，以提高电子元器件装配的精度、效率及准确性。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双目立体视觉原理

双目立体视觉测量是指基于视差原理，利用空间内两相机成像点坐标的计算分析，

获得空间点的三维坐标的方法。双目视觉模型的作用是通过相机成像模型与两个相机

间的空间位置关系，通过立体匹配、三维重建等阶段，找到空间内测量点的三维坐标。

2. 特征的提取方法

在大多数图像处理情况下都是以特征点为匹配的基础最小单元，特征点使用哪种

形式提取和使用何种方式匹配策略紧密联系。特征是指图像区别于其余图像的一个特

殊信息或要素，在图像处理中的图像信息主要包括特征点、特征线和区域，只有准确、

高效地识别出特征，才能更好得实现后续的一系列三维重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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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点提取算法可分为基于图像的亮度对比关系的方法、基于二维数学形态的方

法、基于方法导向的模型法。

3. 立体匹配

立体匹配是基于一对校正后的立体图像计算参考图像中每个像素的视差。立体匹

配可划分为四个步骤：匹配代价计算、代价聚合、视差计算、视差优化。

立体匹配算法分为传统方法和神经网络方法（CNN），其中传统方法又分为局

部的立体匹配算法、全局的立体匹配算法、半全局的立体匹配算法，基于深度学习的

立体匹配又可分为两类：第一是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匹配代价，第二是基于卷积神经

网络的端到端立体匹配。

4. 三维重建

基于视觉的三维重建，是指通过摄像机获取场景物体的数据图像、预处理、点云

配准与融合、生成表面等过程，推导出现实环境中物体的三维信息，把真实场景刻画

成符合计算机逻辑表达的数学模型。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机器人双目视觉系统的设计

设计的机器人视觉系统包括多臂机械手、固定在机械手执行元件末端的 CCD、

用于抓取电子元器件的吸盘、固定在支架上的 CCD、抽屉、工作台、电子元器件储物柜。

1）多臂机械手

设计的多臂机器手由支座、首节机械臂、次节机械臂、末节机械臂、末端执行元

件构成。其中末端执行元件包括用于吸取电子元器件的吸盘、带环形光源的电子元器

件。

2）双目视觉系统

设计的双目视觉系统由一个固定在机械手执行元件末端的 CCD、一个固定在支

架上的 CCD 所构成。固定在机械手执行元件末端的 CCD 可自由移动和旋转，固定

在支架上的 CCD 只能小范围转动，这两个 CCD 共同作用，可以采集不同角度的电

子元器件图像，为三维重建奠定基础。

2. 利用 OpenCV 进行图像的预处理

利用 OpenCV 将双目视觉系统采集到的图像进行预处理，通过灰度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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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强、模糊处理、椒盐噪声、高斯噪声完成对图像的去噪、分割和增强，为后续

的立体匹配打好基础。采用的可视化软件是独立开发的，开发环境是 visual studio 

2015、OpenCV 和 pytorch，开发语言为 python。

3. 提取特征完成立体匹配

1）匹配代价计算

候选像素与待匹配像素之间的关联比程度是匹配代价计算的目的。匹配代价越小，

说明两个像素相关的程度就会越大，那么这两个像素成为同名点的概率也就越大。 

2）代价聚合

代价聚合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代价都能反映出它的准确真实的相关性。这种聚合实

际上相当于一种视差的传播形式，主要的途径是通过代价聚合使视差传播到信噪比较

低，且原始匹配效果不好的区域。 

3）视差计算

视差计算的目的是确定出最优的视差值，主要的方法是通过代价聚合之后的矩阵

中的代价值来确定。其中，最优视差就是最小代价值所对应的视差。

4）视差优化

视差优化是对视差计算后得到的视差图进行再一步优化，剔除其中失误的视差、

进行适当的平滑，从从而达到改善视差图质量的目标。

4. 完成实验的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课题选用的 DispNet 模型，利用双目视觉系统采集的图像对传统立

体匹配算法、神经网络方法和本文采用的 DispNet 算法进行了验证和比较，最终发现

本文所选取的算法几乎没有失配，匹配准确率为 96.83%。

四、结论

1. 通过双目视觉系统采集的图像对传统立体匹配算法、神经网络方法和本文采用

的 DispNet 算法进行了验证和比较，结果表明本文所选取的算法几乎没有失配，匹配

准确率为 96.83%。这说明了采用的 DispNet 算法提高了图像的匹配精度，几乎没有

失配，达到了本课题的设计要求。

2. 通过 Open CV 编写图像处理算法，完成对图像的平移、旋转、缩放、改变亮

度、翻转等预处理，然后通过 DispNet 模型训练集中的数据，微调模型参数，最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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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集上对训练好的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微调模型参数后的 DispNet 模型训练效果较

好。结果表明立体匹配前在测试集上对训练好的模型进行验证，能够有效地消除错误

的匹配对，提高三维重建效果。

3. DispNet 模型简单、算法运行时间较短，更准确高效地输出视差图，从而提

高三维重建的效率和准确性。DispNet 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时间性能，让电子元

器件装配的精度更高、准确性更好，实现本课题高精度三维重建的目标。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采用 DispNet 模型进行立体匹配的方法，通过对端到端的深度立体匹

配模型 DispNet 的应用，直接输出最终需要的视差图，大幅度减少了模型复杂度以及

算法的运行时间。

2. 建立了面向装配的电子元器件三维重建系统，通过 DispNet 模型训练集中的

数据微调模型参数，获取高精度的位态信息，提高了电子元器件装配的精度。

3. 研究了机械手末端执行器的控制技术，选择了符合目标要求的相机与镜头，实

现了对电子元器件的高精度定位，实现电子元器件装配过程的智能化，大大提高效率，

减少了电子元器件装配过程的装配工时。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双目视觉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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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维重建模型和原模型之间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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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构件自动化三维针刺缝纫装置设计

作者：李甜甜  指导教师：高航，刘玮

大连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复合材料种类广泛、性能优越、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其中一种异质、异形三明治

叠层的复合材料构件，被应用于航天高端装备中，需要用纤维缝合以固定各层、提高

层间性能，但目前多为人工缝合，面临效率低下、劳动强度大、质量一致性难以保障

等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作为一项前沿技术需求，国内外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有限，

需要进行原创性设计。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基于机器人的自动化三维针刺缝合技术

代替人工缝合的设想，开展基于机器人的自动化三维针刺缝纫装置方案设计，完成了

原理样机的总体方案创新设计、关键结构部件和零件结构设计、装置动作仿真等，为

实现高质量的自动化三维针刺缝合提供设计参考和技术基础。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复合材料三维增强技术

为改善复合材料的分层特性带来的层间强度低、抗冲击性弱的特点，研究人员对

改善复合材料的三维结构、增强厚度方向的性能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的思路是通过

使层合板的厚度方向存在增强纤维来提高复合材料的性能，这种技术被称为复合材料

三维增强技术。复合材料三维增强技术经数十年发展，主要有三维机织、三维编织、

三维缝纫、Z-pin 连接等方法。其中采用三维针刺缝纫技术进行厚度增强，成本较低、

制作工艺简单、生产效率高，具有良好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168 169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2. 复合材料三维针刺缝纫技术

早期的三维针刺缝纫是在机床式缝纫机上进行的，但随着设计需求不断提升，加

工较厚或具有复杂曲面的复合材料构件时，如机翼、外壳等，之前适用于加工平面的

缝纫设备往往难以满足要求。因此国内外的科研院所、企业和高校对适用于缝合材料

构件自动化三维针刺缝纫的装置进行了重新设计，并提出了多种有效的方案。根据三

维缝纫的缝合原理，可以分为锁式缝合、改进锁式缝合、链式缝合、tufting 缝合、暗缝、

双针缝合。与三维缝纫设备相对应，国内外对缝纫过程中材料的性能也进行了具体而

深入的研究。缝纫的相关参数，对零件性能产生的影响也在研究之列。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功能分析与设计要求

首先进行动作的分解和功能分析，本文主要研究针刺缝合过程。作为三维针刺缝

纫装置的正式工作阶段，需要完成线的张紧、交替缝合、位置进给的工作；在交替缝

合过程中，又可细分为引线与勾线、与位于梭心的底线互锁的过程。同时，为保证缝

合过程中的局部固定，常将位置进给与局部夹紧配合使用。

其次，以满足缝合加工的需求为基本设计要求，结合缝合机械相关标准，拟定具

体技术参数。最后，结合三维针刺缝纫装置功能分析及设计参数，分别对各功能展开

设计。

2. 三维针刺缝纫装置各机构方案设计

1）引线机构设计

引线针做直线上下运动刺入工件、进入另一侧的旋梭勾线和底线释放机构，当引

线针再次向上，线的张紧机构将线张紧，由此不断循环。考虑到上下针运动高速、轻载，

以及机构运动空间的限制，选用曲柄滑块机构。引线针固接于滑块，曲柄的旋转由伺

服电机直接驱动。接着对机构进行尺寸设计和运动学分析，在三维设计软件中建立模

型。

2）勾线机构设计

当引线针将缝线带至面料下方，旋梭进行勾线。勾线旋梭做旋转运动，由于与引

线机构共用电机，需进行 2 次变向，考虑到勾线和引线运动要求准确配合，以及保证

高速运动下的效率，选用两对锥齿轮的变向机构。然后进行旋梭设计，参考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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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一定结构的旋梭。

3）区域固持机构设计

区域固持机构实现对缝纫部位工件的固定和夹紧，避免针抽离工件或工件曲率变

化较大处水平方向的误触导致的工件窜动，进而保证缝纫效果。首先分析了机构的动

作要求，当引线针向下开始刺入工件时，压脚向下运动对工件表面施加压力；当引线

针从工件中完全离开，压脚向上松开。接着，综合考虑结构的紧凑以及与引线针的配合，

选用曲柄滑块 + 压簧的机构。最后对区域夹紧机构的具体运动过程进行了三维仿真。

4）工件夹紧机构设计

由于工件形状多样，并考虑成本和对工件夹紧机构的定位精度无要求，选择螺旋

机构水平固定 + 自重压杆与支撑板配合的方式完成工件夹紧，并建立正向和反向放置

工件的工件夹紧机构三维模型。

5）挑线机构设计

挑线机构参考现有缝纫机的连杆原理，通过曲柄摇杆机构进行挑线，通过解析法

进行机构的尺寸设计。对现有挑线机构进行了优化设计，首先将小内径的挑线孔改变

为大直径的挑线轮，使得线在挑线轮外径缠绕半圈，以减少纤维的折损；其次设计线

轮盖板，防止运动过程中线脱离线轮，保证沿既定轨迹送线。

6）缝线张紧机构设计

缝纫过程中，缝线的张紧力也随各机构的运动做周期性变化。首先从过度松弛和

过度张紧两个方面对张紧力进行了分析，指出张紧力调整不当可能产生的几种错误线

迹以及对产品性能的不利影响。接着提出在线筒轴的外表面添加摩擦材料、阻碍线筒

随送线过程的张紧方案，最后计算得到缝纫过程中张紧力的影响公式。

3. 复合材料自动化三维针刺缝纫装置结构设计

首先进行了锥齿轮的传动设计，完成了轴承选型。下一步进行了传动轴的设计，

考虑到减重、加工和装配的方便，将传动轴结构进一步优化，采用空心不锈钢管与短

套管配合的结构；考虑零件的装配和固定，设计各个轴段，最终形成三根轴的传动方

案图。通过循环平均能量法对已选型的伺服电机进行了验证。最后进行了机壳的结构

设计，综合考虑减重效果、受力状况、加工难度和可维修性，对机壳的具体结构和细

节进行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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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 较为全面地综述和分析了国内相关技术的发展状况，结合相关企业需求，提出

并完成了基于机器人的自动化三维针刺缝纫装置总体设计方案，分析了三维针刺缝纫

工作原理及其可行性。

2. 针对不同工件形状和双面缝合要求，开展了自动化三维针刺缝纫装置的结构设

计，完成了整个装置的三维建模。对自动化三维缝纫针刺装置中传动锥齿轮、支撑轴承、

传动轴、机架等关键零件进行了结构设计与选型，并对传动比、齿轮结构参数等关键

数据进行了计算。

3. 针对自动化针刺缝纫要求的引线和勾线动作，提出了一种对心曲柄滑块机构带

动缝纫机针进行穿刺和引线动作的方案，用曲柄摇杆机构实现挑线，用两对锥齿轮传

动机构实现引线机构和勾线机构的同步关联传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引线机构、勾

线机构、区域固持机构、线张紧机构、齿轮传动机构、工件夹紧装置，以及部分关键

零件图的设计，形成 7 张二维装配图和零件图图纸。

4. 进行了自动化三维针刺缝纫装置的运动仿真，展示了缝纫装置的工作原理。设

计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为后续企业采用自动化工艺方法替代人工作业奠定了坚实

的技术基础。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针对异质、异形三明治叠层复合材料构件进行自动化三维缝纫加工

以取代手工缝合的方案。结合了航天企业和国家重大需求，提高了复合材料三维针刺

缝纫的效率；

2. 进行了自动化三维针刺缝纫装置的结构设计，建立了整个装置的三维模型并进

行了仿真分析；

3. 提出了一种用大直径挑线轮替代小内径挑线孔的方案，并设计了配套的线轮盖

板。优化后的挑线机构有助于减少缝纫纤维的折损、使得缝纫线能够更好地沿既定轨

迹移动；

4. 提出了一种缝纫线张紧机构的方案，并计算了缝纫过程中的张紧力。得出张紧

力的影响公式，为下一步保证厚度方向力的一致性和工件性能的均匀性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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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总体方案示意图

图 2 头部缝纫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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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泵行星减速机设计

作者：刘宇  指导教师：华剑，陈立立

长江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潜水轴流泵是一种大流量、低扬程泵，在农业灌溉、防洪排涝、城市供水和跨区

域调水工程等众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国民经济建设对大功率潜水泵的需求越

来越高，潜水泵正逐步向大型化发展。大功率潜水器的转速低，如果不配置合适的减

速装置的话，就需要配备大功率低速电机。但低转速电机不仅体积大、造价高，而且

安装和起吊都十分不便。通过本次毕业设计，设计一种输入功率为 1600kW 的潜水

泵减速机，与配套的电机一起采用卧式安装的形式。从而避免使用低速电机，使潜水

泵系统结构紧凑，尺寸大大减小，并且大幅度降低潜水泵系统的整体制造成本。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行星齿轮传动原理及设计方法

齿轮传动是机械传动中最重要、最广泛的一种传动，主要依靠两啮合齿轮轮齿之

间的相互推压来实现传动。行星轮系是一种常用的齿轮传动机构，1 个 2K-H 轮系通

常包括 1 个中心轮、若干个行星轮、1 个内齿圈和 1 个行星架。单级行星齿轮减速器

以中心轮作为输入构件，以行星架作为输出构件。中心轮在输入扭矩的作用下旋转，

与行星轮的啮合作用使行星轮产生自转；由于行星轮又与内齿圈啮合，最终在自转驱

动力的作用下，行星轮组将沿着与太阳轮旋转相同的方向在环形内齿圈上滚动，形成

围绕中心轮旋转的“公转”运动。通过行星轮轴带动行星架旋转，达到降低速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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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扭矩的效果。 行星齿轮传动与普通齿轮传动相比，具有许多独特优点。最显著的特

点是在传递动力时可以进行功率分流，并且输入轴和输出轴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设计行星减速器时，首先依据传动比条件、同心条件、装配条件、邻接条件进行

配齿计算。在设计齿轮时，主要依据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进行强度设计。工程中一般

应用齿根弯曲疲劳强度和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这两条计算准则来设计齿轮，避免发生轮

齿折断和过早的齿面疲劳点蚀。行星齿轮传动设计中，行星轮数目确定后，进行强度

计算时需要乘以一定的载荷不均匀系数。

2. 轴的基本设计原则

轴是行星齿轮减速机的主要零件之一，它的作用是支承回转零件及传递运动和动

力。轴在结构设计时应满足以下几点要求：应保证轴上的零件有正确的工作位置；轴

上的零件应方便装卸和调整；轴应该具有良好的工艺性等。进行轴的强度计算时，应

根据轴所受载荷性质，采取相应的计算方法。常用的计算方法有：按扭转强度计算、

按弯扭合成强度计算、按疲劳强度条件校核、按静强度条件校核等。另外，在有刚度

要求时，应进行轴的刚度校核计算。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传动方案设计

根据设计问题所要求的传动比，选择合理的传动方案。设计使用单级行星齿轮传

动的方案，以尽可能的使减速机结构紧凑。采用 NGW 型单级 2K-H 行星齿轮传动方

案，以太阳轮为输入，内齿圈固定，行星架为输出。电机通过浮动齿套连接太阳轮，

行星架通过一对花键配合连接泵的输入端。

2. 行星齿轮传动设计

选定行星轮数目，根据传动比确定各轮齿数，并由输入转速和传动中浮动件情况

选择合适的载荷不均匀度系数。根据齿根接触疲劳强度和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计算出太

阳轮、行星轮和内齿圈的模数和其他几何参数。并且将计算的齿轮几何参数导入计算

机程序，进一步判断其安全系数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根据设计的齿轮几何参数进行行

星架和行星轴的设计，并且确定行星轴、行星轮和行星架之间的装配形式，选择使用

径向力承载能力强的满装双列圆柱滚子轴承作为行星轴与行星轮间的装配方案。行星

轴与行星架间采用过盈配合，并使用紧定螺钉防止行星轴与行星架间相对转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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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轴承寿命校核和行星架强度校核。运用 SolidWorks 软件建立行星架三维模型，

导入 Ansys Workbench 软件进行应力分析。

3. 均载机构设计

行星轮系设计中须考虑均载，均载机构有以下几种：（1）基本构件浮动的均载机构；

（2）使用弹性件的均载机构；（3）行星轮自动调位均载机构；（4）杠杆联动均载机构。

本此设计采用基本构件浮动的均载机构，基本浮动是指将行星齿轮传动中的一个（或

两个）基本构件在径向方向上不设置支承，当各个行星轮承受到的载荷不均匀时，构

件可以在径向力不平衡的情况下自动恢复到平衡位置的状态。在基本构件浮动的均载

机构中，又可以分为多种形式，本次设计中采用太阳轮和行星架同时浮动。

4. 箱体设计

箱体是减速机各零件的安装基础，它的设计应考虑与内齿圈的安装和输入、输出

部分的位置，应保证各零件安装的便利性和机体加工的工艺性。由于圆柱形的机体结

构工艺性能好并且适应行星齿轮机构的安装，故大多数行星齿轮机构的减速箱都是圆

柱形的。考虑到本次设计的减速机产量和加工工艺性，选择焊接成型的箱体，并安装

筋板增加强度和刚度。

四、结论

1. 完成了大功率潜水泵行星齿轮传动机构的设计，完成了相关理论设计计算，并

运用计算机程序进行了齿轮的齿根弯曲疲劳强度和齿面接触疲劳强度校核，得出的结

论与理论计算结果相一致，齿轮强度达到预期要求。

2. 基于 Workbench 完成了行星减速机重要零件行星架的有限元分析，得到了行

星架的应力分布和最大变形等数据。结果表明，行星架最大应力为 139.37MPa，安

全系数达到 2.5，最大变形约为 0.13mm，强度和刚度均满足要求。

3. 完成了大功率潜水并减速机总体结构设计，包括均载机构、输入花键、输出花

键、球顶、输入轴、输出轴以及密封结构等。减速机整体结构紧凑、便于安装，满足

潜水泵的使用要求。

五、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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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合大功率潜水泵的工作要求，创新设计了一种行星齿轮减速机结构，采用

NGW 型单级 2K-H 行星齿轮传动方案，设计中采用太阳轮和行星轮同时浮动的均载

机构，均载效果好，可降低齿轮的制造精度和成本。

2. 行星架是行星减速器的重要承载构件，工况恶劣。采用 SolidWorks 软件建立

了行星架的三维模型，应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完成了行星架的有限元分析，获

得了行星架的应力和变形分布，确保潜水泵减速机的安全工作。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潜水泵行星减速机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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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行星架应力云图



178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燃烧真空发生器的结构设计和特性分析

作者：沈许烽  指导教师：陈逢军，黎鑫

湖南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一、设计目的

真空发生器配合吸盘可以实现对物体的吸附和搬运，已广泛应用在垂直壁面移动

攀爬、机器人搬运抓取、工业自动化、医疗康复等领域。然而传统的，射流式真空发生器、

伯努利吸盘及气旋式真空发生器等类型真空发生器都需要不断提供气体气源，而且需

要一整套气源处理装置，包括压缩机、过滤器和干燥器等，因而整个气路具有功率消

耗大，沉重，泄漏及噪声大等缺点。本毕业设计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利用新型火焰熄

灭冷凝产生真空负压的方式，从而达到降低装置消耗功率，减轻装置重量的目的。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火焰熄灭冷凝产生真空原理

利用燃烧火焰占据容器，排出容器内部大量空气，之后再将容器立刻密封，使残

留在容器内部的火焰气体分子冷凝而产生真空负压，这是一种新型的真空发生原理，

且其负压产生速度快，功率低，可以克服传统真空负压技术的缺点。

2. 所涉及的理论知识

本课题研究所涉及的理论知识非常广泛，在燃烧真空发生器结构设计方面，不

仅涉及机械原理，机械设计和机械加工制造，还有燃烧爆炸学，Von Mises 准则及

Abaqus 有限元分析等理论知识，反复迭代多次设计使燃烧真空发生器结构趋近成熟。

在燃烧真空发生器特性分析方面，不仅涉及传感器选型布置标定和 LABVIEW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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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系统设计，还有数据处理和数据定性定量分析等理论知识，严谨客观地证明

火焰熄灭冷凝是产生真空的主要原因。在燃烧真空发生器集成与应用方面，不仅涉及

STM32 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和电路板设计绘制，还有程序设计与构建和编写等理论

知识，以达到机电一体化设计目标。

3. 研究展开方法及思路

首先通过燃料燃烧测试，选择燃料供给存储方案，之后进行结构设计并进行实验

测试与特性分析，反复改进实现燃烧真空发生器燃料存储，点火，排气，负压产生，

换气和真空释放一系列功能。然后对可以产生较大真空的燃烧真空发生器进行应用，

以证明火焰熄灭冷凝产生真空的优势。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全密闭燃烧腔的结构设计

为了实现利用火焰熄灭冷凝来产生负压，首先设计并制作了全密闭燃烧腔。燃烧

腔主要由一薄壁圆柱体与两端的法兰面组成，其中顶部端面为透明的亚克力板，亚克

力圆板与燃烧腔之间使用 O 型密封圈进行密封。通过在燃烧腔内壁铺设的防火棉来存

储酒精，其大面积与腔内空气接触，可以使酒精与燃烧腔内空气充分接触并挥发混合。

防火棉存储酒精效果较好，通过布置在燃烧腔外侧的酒精供料环补给一次酒精之后，

可以支持数十次酒精燃烧。而且防火棉阻燃效果较好，可以防止燃烧腔内火焰直接与

光敏树脂材料接触。金属点火线与一高压发生器相连，使得金属点火线可输出高压电

弧，燃烧腔内酒精与空气的混合气体被这一高压电弧点燃。

2. 实验数据采集系统

为了测量并记录燃烧过程中的温度与压力值，在燃烧腔内壁上还布置了热电偶

（TT-K-30-SLE，OMEGA），以及一个 T 型 PU 管接头。PU 管接头的一端连

接两款压力传感器，量程分别为 ±100Kpa（CYYZ11，星仪传感器）与 0~1MPa 

（AP-13S，KEYENCE）；另一端连接电磁阀通过控制与外界大气的通断来实

现真空释放和换气。热电偶和压力传感器均使用 DAQ（NI USB-6211，National 

Instruments）采集数据并通过 LabVIEW 上位机接收并保存。燃烧腔与外界的接口

处均使用耐高温密封胶做密封处理，以保证气密性。

3. 燃烧真空发生器的特性分析及结构设计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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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密闭燃烧腔燃烧实验不能产生负压的实验结果，并根据实验数据曲线进行

定量以及定性分析。改进设计利用燃烧时产生的正压通过单向阀排出大量气体和火焰。

另外考虑到酒精爆燃时压力较高，通过 Abaqus 有限元分析优化，将底部设计改为球

面，并增加燃烧腔壁厚以提高结构强度。之后对改进后的燃烧真空发生器进行一系列

实验测试，包括负压产生实验测试、更改单向阀数量实验测试、换气机构不必要性实

验测试及密封性实验测试，进行了较全面的特性分析。

4. 燃烧真空发生器的应用：燃烧真空吸附系统

为了将设计制作的燃烧真空发生器进行应用，又设计了吸盘和单片机控制系统，

集成燃烧真空吸附系统。操作人员利用肩带便捷携带燃烧真空发生器吸附系统进行实

验测试。先后对燃烧真空吸附系统进行了垂直壁面攀爬测试，搬运如冰箱，沉重的桌

子等重物的测试。并对吸盘吸附在垂直玻璃面上能承载的最大切向和垂直方向上的重

量进行校核计算。

四、结论

1. 设计了实现燃烧真空发生器燃料存储，点火，排气，负压产生，换气和真空释

放一系列功能的结构，制作了可产生 -66Kpa 的燃烧真空发生器。通过对全密闭燃烧

腔和改进设计的燃烧真空发生器的实验测试曲线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利用

燃烧火焰占据容器，排出容器内部大量空气，之后再将容器立刻密封，使残留在容器

内部的火焰气体分子冷凝可以产生真空负压。

2. 通过对燃烧真空发生器进行一系列实验测试以进行特性分析，给出了燃烧真空

发生器的设计指导意见。首先单向数量的设置应在 7 个左右以控制真空发生器的质量

和稳定性；其次换气机构的设置是不必要的；设计时应注意密封问题，在易漏气部位

采用密封结构防止漏气；燃烧腔应设计成中部圆柱，端部圆球的形状以减小爆燃时最

大应力，使燃烧腔更安全稳定。

3. 通过对燃烧真空吸附系统进行实验测试，测试实验效果较好。燃烧真空吸附系

统的吸盘通过燃烧腔的负压吸附在垂直玻璃面上，可以实现单个吸盘长时间承载人体

重量的功能。系统耗能较低，不会超过 15W，仅需 2 块容量较小的锂电池即可满足

供电需求。在垂直玻璃面上能承载的最大切向重量约为 158.68kg；在垂直与玻璃面

方向上能承载的最大重量约为 176.31kg。如果 4.10kg 的系统连同操作人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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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80kg，则进行垂直壁面攀爬时安全系数为 n=2，较为安全。燃烧真空吸附系统

可以实现连续攀爬功能，而且还可以用于搬运较重，但不易被人抓取的物体，比如冰箱。

还可以搬运大而薄的工件，比如玻璃，金属板等，成功的将火焰熄灭冷凝产生负压速

度快，功率低等优点进行应用。

4. 燃烧真空发生器还具有广泛的改进空间，使用金属材料制作燃烧腔，对不同燃

料的负压产生性能进行实验测试以获得更优负压产生效果，以更安全稳定，高效地应

用火焰熄灭冷凝产生真空的原理。

五、创新点

1. 本课题研究打破传统认知的火焰燃烧消耗氧气产生真空的固有观念，严谨客观

地论证了一种新型的真空发生原理：利用燃烧火焰占据容器，排出容器内部大量空气，

之后再将容器立刻密封，使残留在容器内部的火焰气体分子冷凝而产生真空负压，其

负压产生速度快，功率低，可以克服传统真空负压技术的缺点；

2. 利用防火棉，单向阀及其他的零部件和特殊的燃烧腔结构，实现燃烧真空发生

器燃料存储，点火，排气，负压产生，换气和真空释放一系列功能。

3. 通过一系列的特性分析实验以及 Abaqus 有限元分析优化给出了燃烧真空发

生器的设计指导意见。

4. 燃烧真空发生器可与其他零部件集成进行应用，比如与吸盘和 STM32 单片机

集成得到的燃烧真空吸附系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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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a) 燃烧真空发生器结构示意图 (b) 单片机控制系统 (c) 燃烧真空吸附系统

图 2 (a) 垂直玻璃面攀爬测试 (b) 提取冰箱 (c) 提取大而薄的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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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分采工艺管柱结构设计

作者：童乐  指导老师：李万钟，胡英才

西安石油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在我国，经过大量的测井试验和岩芯资料表明，在垂直面上分布着不同的油藏。

如果单独采集某一层油藏，不论在时间还是在经济上都会出现大量的浪费，得不偿失。

为了让各个层系之间能够均衡开采，互不影响，分层开采技术随之产生。目前两层分

采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更多油层的分层开采技术依然在研究当中。本毕业设计

拟在传统的两层分抽混出泵的技术上，通过创新改造，研究出能够开采三层油藏的一

整套管柱结构，更高效率的采集三层油藏。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基本原理：

1）柱塞泵的原理：柱塞泵是往复泵的一种，一个柱塞泵上有两个单向阀，并且

方向相反，塞往一个方向运动时，缸内出现负压，这时一个单向阀打开，液体被吸入

缸内，柱塞向另一个方向运动时，将液体压缩后另一个单向阀被打开，吸入缸内的液

体被排出。这样就形成了连续抽油；

2）封隔器的作用：封隔器是套管内分隔油层的重要工具，其主要元件是胶皮筒，

通过水力或者机械的作用，使胶皮筒鼓胀密封油管和套管的环形空间，把上下油层分

开，达到某种施工目的；

3）分层开采技术工作原理：利用封隔器将多油层分隔成多个互不影响的单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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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使用分采泵将每一层的油藏单独抽汲，然后将所有油层的油液统一输送到最上层的

泵筒中，通过最上级柱塞的活塞运动举升至地面，上冲程，进液，下冲称，排液，完

成多油层的分抽混出。

2. 方法：

1）自抽油泵产生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与泵相关的尺寸

标准。通过查询泵筒、柱塞以及泵阀等的标准，依照设计任务书的要求，设计出泵筒、

柱塞及泵阀的尺寸；

2）数据计算：利用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等的知识，对于所设计的泵筒、柱塞以

及泵阀等的薄弱部位进行强度校核以及排量计算，验证所设计数据的合理性，并保证

其能够在最大负载下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

3）利用 UG NX12.0 进行建模装配

将校核过的零件在 UG12.0 中依照原尺寸进行 1:1 建模、装配，分析其是否有装

配上的错误或者尺寸冲突；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实验过程

1. 资料查询和方案分析

根据所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在中国知网和百度文库等网站上面查询与三层分采工

艺管柱相关的内容，将其中的期刊、论文、计算类的文章等等分类整理出来，再准备

与毕业设计相关的书籍，比如《机械设计》、《机械原理》、《几何量公差》、《石

油钻采设备》等等，再根据所查询的资料和书籍，设计能够满足三层分采的方案，最

终确定了在两层分抽混出泵基础上进行改造创新，并且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全套管柱

零部件。

2. 泵筒以及柱塞的尺寸设计以及强度校核

根据搜索到的论文、期刊以及准备的书籍，了解两层分抽混出泵的结构和作用原

理以及尺寸配合，根据任务书的要求，使用本毕业设计中的三层分抽混出泵的方案，

根据行业标准，初步确定所需要的三级泵筒和柱塞的尺寸，再按照材料力学的原理进

行强度校核，最后参照国家标准进行数据圆整。

3. 关键部位零部件的结构及尺寸设计

依照所确定的方案以及泵筒柱塞的结构尺寸，将所需零部件的作用和配合尺寸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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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来，再根据每个零部件的作用设计其具体结构，球阀已经有了国家标准，所以按

照国家标准进行配合选型；下双通道、桥式通道等的结构则依照其作用和参考两层分

抽混出泵的结构进行设计；为了精简结构，设计出密封泵筒以及环塞阀配合的方式代

替球阀，密封泵筒与柱塞之间的接触为摩擦接触，通过摩擦力和液体压强进行运动；

选择的开启方式是压差式，所以设计定压卡关，通过上下接头直径不同所产生的压力

差剪短销钉开启。

4. 泵的理论排量设计

依照所给予的毕业设计任务书的要求，设计泵筒、柱塞、泵阀等的零部件，再按

照流体力学的知识，将每一级泵的理论排量计算出来，接着再查询资料可知，多层分

采泵的理论排量是按照最上级泵的理论排量进行计算的，所以泵的理论排量以最上级

泵的理论排量为准。

5. 软件建模

根据所设计的结构尺寸，利用 UG NX12.0 把每一个零部件按照 1:1 的比例在软

件中建立模型。由于使用的是 1:1 的模型，所以在结构上能够更准确表达实物的结构，

之后再将它们进行装配，做简单的运动仿真，可以得到运动情况和结构的可行性。结

果表明设计的三层分采工艺管柱的结构尺寸是合理的，能够完成所需的功能。

四、结论

1. 采用 UG NX12.0 软件，将每一个零件都建立了模型，并且将它们进行了装配、

运动仿真。结果表明，在经过简单的运动仿真后，所设计的尺寸合理，没有出现尺寸

冲突与装配不上的问题；

2. 利用材料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原理等的知识，综合国标进行尺寸设计与强度

校核。对于柱塞、泵筒以及泵阀的薄弱部位进行了计算，并且将他们的尺寸与国家标

准进行了圆整。计算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尺寸以及所选的材料的强度完全符合设计任

务书的要求，并且在任务书要求的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和使用寿命；

3. 在两层分采工艺基础上加上自身的设计，将三层分采工艺管柱的整套装备组成

设计了出来，其结构组成包括 51/2″套管、柱塞总成、泵筒总成、插管封隔器、大通

径封隔器、环塞阀、定压卡关、双通道、密封泵筒、扶正环等等。并且使用了纯机械

的方式，相比于智能方式节约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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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三层分抽混出泵并且与之配合的整套管柱，实现了一次性

抽取三层油藏的目的；

2. 设计了一种双通道，将下层油层和中间油层相分隔；

3. 利用两级桥式通道将泵内空间成功分成了三层，实现了一次冲程采集三层油藏

的目的；

4. 使用密封泵筒与环塞阀结合的方式，将原本所需要的六个泵阀改造成了五个，

精简了结构；

5. 将最下级泵筒上侧改造成了喇叭口的形状，利用锥面的对中性，可以使得第二

次下管柱更准确，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6. 采用压差式开启方式，设计了定压卡关，实现了较大通径。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a）下双通道模型图          （b）下双通道剖视图                  （c）桥式通道模型图

        

（d）桥式通道剖视图          （e）阀罩 + 阀球模型图      （f）阀罩 + 阀球剖视图
图 1 三层分采工艺管柱关键零件图

图 2 三层分采工艺管柱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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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遥控飞机牵引车控制系统设计

作者：万一飞  指导教师：李鹏飞，贾永乐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飞机牵引车是重要的机场地面支持保障车辆设备，在民用和军用机场设备领域都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型电动遥控飞机牵引车可以有效弥补传统飞机牵引车在机库

使用率、机场通行效率、机场运行维护成本的不足，使牵引飞机的工作更加安全、简

便、快捷。然而，对于电动遥控飞机牵引车，国内目前没有成熟的技术，因此对电动

遥控飞机牵引车的研究很有意义。本次毕业设计的任务是基于已有的机械模型，设计

电动遥控飞机牵引车的控制系统，以实现飞机牵引车的直行、转弯行驶以及原地转向，

满足控制系统稳态指标和动态指标要求。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无刷直流电机主要由电动机本体、位置传感器和电子开关线

路三部分组成。电动机本体在结构上与永磁同步电动机相似，但没有笼型绕组和其它

起动装置。其转子由永久磁钢按一定极对数（   4  2p ，，=Z ）组成，而定子绕组一般

制成多相（三相、四相、五相不等）。定子绕组分别与电子开关线路中相应的功率开

关器件联接，而位置传感器的跟踪转子与电动机转轴相联接。当定子绕组的某一相通

电时，该电流产生的励磁磁场与转子磁极产生的磁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电磁转矩，驱动

转子旋转，再由位置传感器将转子磁钢位置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传输进控制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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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控制逻辑发出控制信号去控制电子开关线路，从而使定子各相绕组随转子位置的

变化按一定次序导通，以产生持续不断的转矩。

2. 动力学建模的方法

基于牛顿第二定律，结合整体 + 隔离的受力分析方法，对整个机械系统进行受力

分析，受力分析图如图 2(a)~(e) 所示。然后找到各受力分析对象之间的加速度联系，

从而列出静定的动力学方程组，最终求解出电机角加速度与电磁转矩之间的定量关系，

用来控制电机的动力参数。

图 1 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工作原理图

               

(a) 电机轴系受力分析                      (b) 传动轴系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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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驱动轮系受力分析                           (d) 车体受力分析

 

(e) 飞机受力分析

图 2 机械系统受力分析图

3. 双电机同步性控制原理

同步性控制的关键于建立两电机的耦合关系。建立如图 3 所示的耦合关系：用两

电机电磁力矩的差值反映负载扰动，并用来调整用户的速度给定V ，从而实现两电机

转速的同步变化。

图 3 有同步性控制的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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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图 4 设计过程

设计过程如图 4 所示。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本次设计的重复性工作体现在系统参

数的整定，通过仿真实验来验证参数整定的好坏，不断循环这个过程，以达到参数的

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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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具体工作如下：

工作 1：控制方案的确定

首先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地选择了控制方案，包括：动力驱动系统布局的选择、

有无转向机构的选择、电机布置位置的选择、驱动电机的选择、电机控制策略的选择、

控制系统结构的选择。

工作 2：飞机牵引车动力学分析与建模

对飞机牵引车在带载和空载两种工况下分别进行了动力学分析，列出了动力学方

程组，求解出角加速度与两电磁转矩之间的定量关系，并在求解时找到了解耦条件，

使电机角加速度在满足解耦条件时只与自己的电磁转矩有关，进而使动力参数的控制

更加简单。

工作 3：PWM 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搭建

将 PWM 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分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模块 ( 内含动力学模块 )、

双闭环控制模块两大模块，分别对其进行数学模型 ( 系统框图 ) 的建立。

工作 4：差速控制算法的设计

设计的差速控制算法包含三大功能，分别是：速度分配功能、转矩分配功能、同

步性控制功能。速度分配功能可将用户的速度和转弯半径指令转换成两电机的转速给

定，从而实现飞机牵引车的直行、转弯和原地转向；转矩分配功能使两电机的起动加

速度与转速给定成比例，从而使得实际转弯半径始终跟随给定转弯半径；同步性控制

功能可以保证飞机牵引车在受到负载扰动时，两电机转速同步变化，这对保证飞机牵

引车的直线行驶很有帮助。

工作 5：仿真实验

首次对系统的基本参数、导出参数以及设计参数进行整定和相关检验，然后基于

整定的参数，搭建电子差速控制系统的仿真模型，从而进行系统的仿真实验，包括：

仿真曲线分析、设计要求检验和仿真对比实验。此外，进行了循迹仿真实验，测试了

搭载自主设计系统的飞机牵引车的运动能力。

工作 6：硬件与软件设计

硬件设计主要工作是控制芯片的选择，而软件设计主要工作是主程序的设计。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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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对比权衡，最终确定了如下的控制方案，且该方案可以满足对控制系统的

设计要求。

1）布局形式：两驱动电机独立驱动后轮的分布式布局。

2）梯形转向机构：无。

3）电机布置位置：中置。

4）驱动电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

5）电机控制策略：PWM 调压调速控制策略。

6）控制系统结构：速度、电流双闭环控制。

2. 对牵引车带载（牵引飞机）和空载（不牵引飞机）两种情况分别进行了分析：

通过整体法和隔离法进行受力分析，列出了动力学方程组，求解出角加速度与电磁转

矩之间的定量关系，为建立 PWM 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的电机模块的数学模型作准备。

3. 建立了 PWM 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的数学模型，首先建立永磁无刷直流电机

的数学模型，设计了电流调节器和转速调节器，将电流环校正成典型 Ⅰ 型系统，将

转速环校正成典型 Ⅱ 型系统，方便参数整定。

4. 设计了电子差速控制系统的“中枢”——差速控制算法。该算法包含三大功能，

分别是：速度分配功能、转矩分配功能、同步性控制功能。三大功能可保证牵引车的

直行、转弯行驶和原地转向。

5. 对系统的基本参数、导出参数以及设计参数进行整定，并通过了所有的近似条

件检验；基于整定的参数，搭建电子差速控制系统的仿真模型，完成了系统的仿真实验，

包括：仿真曲线分析、设计要求检验和仿真对比实验以及循迹仿真实验，仿真实验表明：

a. 建立的电子差速控制系统满足对稳态指标和动态指标的设计要求；b. 差速控制算法

的转矩分配功能和同步性控制功能很有必要；c. 搭载自主设计控制系统的飞机牵引车

具有较好的运动能力。

五、创新点

1. 采用整体法和隔离法，对牵引车带载（牵引飞机）和空载两种情况分别进行受

力分析，列出了整机动力学方程，求解出角加速度与两电磁转矩之间的定量关系，并

在求解时找到了解耦条件，使电机角加速度在满足解耦条件时只与自己的电磁转矩有

关，进而使动力参数的控制更加简单。



192 193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2. 在差速控制算法中加入了转矩分配功能，两电机起动阶段的角加速度与给定转

速成正比，两电机的转速在同一时间达到稳态，进而使得实际转弯半径始终跟随给定

转弯半径。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5 飞机牵引车总装二维图

图 6 差速控制系统的 Simulink 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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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输出转速对比图

(b) 驱动电流对比图
图 7 带载、空载对比图

(a) 无转矩分配输出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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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转矩分配输出转速
图 8 无、有转矩分配对比图

(a) 无同步性控制输出转速

(b) 有同步性控制输出转速
图 9 无、有同步性控制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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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椭圆形轨迹

(b) 牵引车行驶轨迹
图 10 牵引车循迹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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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传动环形轨道小车设计

作者：汪雨  指导老师：王立强，沙沙

沈阳化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随着自动化生产系统在各个行业的应用中日益广泛，为适应在线运输装备需求，

本毕业设计为设计一种单侧驱动的轨道运行的小型车辆，可以在规定的轨道内，为生

产线上设备间的产品加工、包装等提供生产运输的载体。轨道小车的出现，使得运输

更加简便，智能，减少人力成本，同时让生产车间更加安全。本毕业设计采用单侧链

轮驱动，配合惰性可伸缩从动轮，实现在环形轨道上的运行。

二、基本原理

基于链传动的基本原理，常规链传动，链条带动从动链轮，从而实现被动转子发

生转动而实现运动。在本设计中，链条被固定在运动的轨道上，保持不动，而小车上

的链轮与链条啮合；链轮被电机及其减速机构驱动，由于链条不动，啮合的反向作用

力迫使安装了驱动机构的小车产生沿固定轨道的运动。链轮驱动的小车，在轨道对侧

可伸缩的惰性从动轮配合下，可以沿轨道做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设计方案的确立

考虑车体运行过程中转弯问题，考察了双电机双侧驱动小车和单电机的双侧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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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案均可小车前进。

双电机双侧驱动通过控制使两侧电机的转速不同实现差速转弯；但是车体的电气

控制复杂，还要根据算法来实现；同时双电机及其减速机构会导致车体空间结构过大。

单电机的双侧驱动通过差速器改变两侧车轮的转速实现转弯；但是差动驱动机构过于

复杂，不适用这么小的车体。

为避免上述方案的情况，解决结构及控制的问题，本设计采用了单侧驱动与可伸

缩的惰性轮配合设计方案。方案中，用电机带动一侧的链轮与轨道上的链条啮合提供

小车前进时的动力，再在另一侧轨道上安装可伸缩的惰性轮，既保证小车可以平稳前

进，又解决了小车转弯的难题。

2. 车体设计

根据设计方案，及设计参数对轨道小车进行设计，

1）驱动系统的设计 根据设计参数，初步确立传动系统，并进行相应的计算。

2）车体结构设计 总体考量车体的结构，包括减速机构与车体检的安装、可伸缩

的惰性轮结构设计与安装等。同时考虑到小车的运行平稳性，减速机构及电机的机构

全部安装在车体的下方，使车体重心位于轨道下方，避免产生颠覆现象。

3）轨道结构设计 为配合车体的运行，对链条的固定、张紧机构设计等有关主动

侧轨道的结构设计；同时包括惰性轮侧结构设计。

4）动力源机构设计 能源供给方式设计借鉴电机转子与碳刷的结构，设计环形电

源供电与碳刷结合的供电方式，可同时给多台小车同时提供动力。

四、结论

1. 采用 solidworks 三维软件，建立了链传动环形轨道小车的仿真模型。结果表明，

小车在运行过程中速度稳定且不论重物加载在上板面任何位置在运输过程中小车均不

会发生颠覆现象。

2. 设计了单侧链轮驱动与可伸缩的惰性轮配合的环形轨道小车，可使其在轨道上

实现直线或曲线运动。

3. 设计环形电源供电与碳刷结合的供电方式，可同时给多台小车同时提供动力，

符合生产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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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设计了一种单侧驱动的新传动方式配和可伸缩从动轮，即使不采用差速器，也

实现小车在环形轨道上的转弯动作。

2. 采用了水平的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布置方式，使得小车的重心降低至轨道下方，

避免了颠覆的事故发生。

3. 设计出一种在轨道中嵌入绝缘材料包裹的铜片，由小车上安装的碳刷与暴露的

铜片接触进行小车能量的供给，安全，稳定。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轨道与小车俯瞰图

图 2 小车整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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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螺旋桨桨毂叶根加工用立式机床设计与开发

作者：王大伟  指导教师：方喜峰，徐精英

江苏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船用螺旋桨水动力性能要求高，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螺旋桨设计理论逐步发

展完善，桨叶型面日益复杂化，使得螺旋桨加工制造难度不断加大。多年来国内外研

究者围绕螺旋桨桨叶加工进行了大量研究，已有多种船用螺旋桨桨叶加工设备，但叶

根桨毂仍主要采用人工打磨，已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本毕业设计结合某螺旋桨公司需求，研究了如何应用机床更为高效地加工大型船

用螺旋桨的叶根、桨毂部分，以缩短螺旋桨的制造周期，提高螺旋桨的加工质量，对

大型船用螺旋桨高效率制造，提高我国制造能力和制造水平，以及船舶工业的高质量

发展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立式数控机床的总体方案设计

数控机床的主要参数包括几个数控轴的行程范围和主轴电机功率。机床直线轴及

旋转轴的行程由要加工零件的尺寸大小来选择，通常需要设定得比工件尺寸适当大些，

这也决定了机床的工作空间。主轴电机功率的选择应该根据加工工件所需要的力的大

小来确定，同时也要考虑安全系数。

2. 基于 MATLAB Robotics Toolbox 的机床运动空间分析

Matlab 通过在其中安装机器人工具箱可以实现对机器人的运动学分析和空间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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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在工具箱中通过 D-H 建模法来建立机床模型，D-H 法中使用连杆参数来描述机

构的运动关系。在分析完机床结构后，需要在每个关节处建立一个坐标系，用变换矩

阵表示相邻两个关节的位置关系。依次计算就可得到末端执行器的位置和姿势，再结

合蒙特卡洛打点法从而得到整个机构工作空间。

3. 基于 NX 加工模块的螺旋桨叶根、桨毂刀路规划

在 NX 的加工模块中，通过 NX 的可视化仿真界面能够观察到切削路径和切削效

果，检查有无碰撞的发生，并可以根据系统的碰撞反馈对设定的加工方法及参数进行

修改。在螺旋桨叶根桨毂的加工中，待加工区域类似叶轮叶片的狭长流道，易发生局

部和全局干涉的情况，即刀具或机床滑枕与工件碰撞。因此需要对刀轴矢量进行修正，

尤其是叶根周边区域，消除干涉情况。

4. 基于 VERICUT 的机床加工仿真

VERICUT 是数控仿真软件，主要用于数控机床的加工程序验证、碰撞检查和加

工参数优化等，可用于创建定制机床模型，显著提高了设计、加工效率。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立式数控机床的总体方案设计

本文需加工的零件为直径 10m 的螺旋桨。初步选择了定梁立柱移动式龙门铣床

的布局，机床的运动分配为立柱沿着导轨做纵向运动，滑座体沿横梁进行横向移动，

滑枕沿滑座体做上下移动，回转工作台可以绕 Z 轴方向进行旋转运动。设定立式龙门

数控机床立柱间的宽度为 12m, 横梁上 Y 轴行程为 3m;X 轴立柱移动的行程为 6m,Z

轴行程为 2m；回转工作台直径为 11m。

本设计中立式数控机床的主要部件包括床身、立柱、横梁、回转工作台、滑座体、

滑枕、导轨及万向角度头等。螺旋桨的夹紧方式选用三转卡盘式，能够对螺旋桨底部

桨毂进行夹紧 , 同时在叶片下面放置支撑杆。通过计算铣削力来完成角度头的选型。

2. 机床运动学与工作空间分析

在 MATLAB 机器人工具箱中对设计的机床进行 D-H 法分析计算，将计算得到

的机床各关节参数输入到程序中，调用相应函数完成机床运动学的配置，再结合蒙特

卡洛打点法，调用随机分析函数，得到机床工作空间云图。将散点分布区域和工件待

加工区域进行比对分析，结果表明设计的机床可以满足加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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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床结构有限元分析

方滑枕和立柱导轨是立式数控机床的主要结构部件，对机床加工的精度和效率有

着很大影响。在重载作用下，方滑枕和导轨的性能将会影响到机床的整体性能，关系

到能否保证螺旋桨的加工精度。因此本设计中利用了 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方滑

枕和导轨部件进行了相应的有限元分析，通过定义材料、设定载荷、划分网格等操作

得到相应的形变图，通过对最大变形处的形变数值分析，其满足要求。

4. 螺旋桨叶根桨毂区域加工工艺规划

在螺旋桨的加工中，由于尺寸较大、相邻桨叶之间存在重叠区、加工机床行程有限、

刀具自身结构尺寸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螺旋桨叶根、桨毂区域难以加工。因此，对螺

旋桨叶根桨毂区域进行划分，在考虑机床主轴行程及避免发生碰撞的基础上，将螺旋

桨一分为二，进行翻转加工。将相邻两个叶根及中间的桨毂作为一个区域进行加工，

通过旋转工作台的旋转转换加工区域。对于叶根加工，为了避免发生干涉，采用了数

控万向铣头和球头铣刀，能够伸入易发生干涉的区域，同时也能够随着加工路径的变

化而转换角度、方向，从而避免铣头与叶片发生碰撞并完成对叶根的加工。对桨毂的

加工则采用平底立铣刀进行加工。

5. 机床加工仿真验证

将机床的三维模型按照运动学关系导出至 VERICUT 中，搭建定制的立式数控

机床，完成机床数控系统的选择、各运动轴及坐标系中心的定义以及刀具库的创建。

最后通过导入经过后处理生成的 NC 程序，完成机床的加工仿真。加工结果显示，机

床的运动学配置正确，未发生机床与工件的干涉情况，加工结果满足要求。

四、结论

1. 设计了一种立式龙门数控机床并对其整体结构进行了规划和分析。对机床的

尺寸参数、布局方式、传动方式以及末端角度头的功率等方面进行了设计选型。应

用 Matlab 的机器人工具箱进行了机床的运动学求解，得到了机床的工作空间，使用

Abaqus 软件分析了立式机床主要部件的刚度性能。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机床在可达

空间和刚度性能上均满足了加工的需求，初步完成了机床的正向设计。

2. 利用 NX 的加工模块完成了对螺旋桨叶根桨毂区域的刀具路径编程，得到了无

干涉的刀轨指令。依据所设计机床的运动学关系，开发了专用的后置处理器并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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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无干涉的 NC 代码。在 VERICUT 中搭建了设计的立式数控机床，通过导入

NC 代码完成了螺旋桨叶根桨毂区域的数控加工。

五、创新点

1. 设计了一种用于加工大型船用螺旋桨叶根桨毂区域的立式龙门数控机床，相较

于现有机床，滑枕尺寸更小，可以代替人工完成叶根桨毂区域的加工；

2. 利用机器人与多轴机床在运动学上的相似性，将机器人特有的 D-H 建模法运

用于多轴机床，调用 Matlab 机器人工具箱完成对机床可达空间的分析，减少了机床

设计开发的周期；

3. 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加工大型船用螺旋桨叶根桨毂区域的工艺路线和方法。分区

翻转加工，叶根和桨毂使用不同的刀具，编制了符合待加工区域流道形状的流线型刀

轨。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螺旋桨叶根桨毂立式数控加工机床

图 2 VERICUT 数控仿真加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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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振动时效工艺仿真与实验研究

作者：吴辰宇  指导教师：梅潇，顾邦平

上海海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在制造加工过程中，材料会受到诸如焊接、铸造、热处理等工艺因素的影响，在

材料内部产生不必要的残余应力，降低材料的使用强度和疲劳寿命，同时也是材料产

生变形的重要原因。热时效无法满足现在市场经济的高效要求。振动时效（VSR）是

一种高效、环保的时效处理技术，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目前对 VSR 技

术的研究，主要还是传统低频 VSR 技术。为了扩展 VSR 技术的应用范围，本文采

用仿真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高频 VSR 技术。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高频振动时效机理

“高频振动时效”是指采用高频机械振动信号 ( 激振频率大于 1 kHz) 对构件进

行激振，并调节激振频率使构件在小范围内发生“局部的微观谐振”，即材料颗粒尺

度上的共振，使构件内处于亚稳定状态的高能材料颗粒获得能量，当获得的能量大于

这些材料颗粒的激活能时，这些材料颗粒将克服周围材料颗粒的束缚回到原来稳定低

能的平衡位置上，从而使得材料内部位错密度减少、产生微观塑性变形，进而达到消

除构件宏观残余应力的目的。高频振动时效具有以下优点：高频振动时效能够达到与

低频振动时效相当的残余应力消除效果；高频振动时效处理后材料内部位错密度减少，

材料性能更趋于原始无应力状态；高频振动时效处理时，构件的宏观变形量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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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引起构件产生疲劳损伤，能够对构件进行安全的时效处理。

2. 工艺参数的确定

激振频率、激振力和激振时间是影响高频振动时效效果的三个主要工艺参数，但

是目前对工艺参数的制定还存在着较大的主观性，主要是依靠经验来确定工艺参数值，

导致构件经过高频振动时效处理后无法获得稳定的时效效果，严重制约了高频振动时

效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因此，对高频振动时效工艺参数对时效效果的影响展开研究，

得到工艺参数对时效效果的作用规律，能够为工艺参数的确定提供准则与依据，具有

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高频振动时效工艺仿真研究

1）建立模型与材料参数设置

首先采用 ANSYS Workbench 中的 Design Modeler 模块建立物理模型，模

型为 120 mm×30 mm×6 mm 的长方体薄板，然后采用 20 节点六面体热分析单元

Solid 90 对长方体薄板进行网格划分，建立其有限元模型，最后设置 45 钢的密度、

弹性模量、泊松比等参数。

2）模态分析

采用 ANSYS 模态分析模块中的 Block Lanczos 方法求解模型的各阶固有频率

及其位移振型，得到 45 钢薄板的各阶固有频谱及其位移振型。选取薄板一阶固有频

率作为仿真及实验的参考激振频率。

3）淬火仿真

采用 ANSYS 中的热应力耦合方法和 Von-Mises 准则对模型进行淬火仿真，通

过在模型表面施加对流换热载荷，得到模型淬火后的温度场与应力场，为后续的高频

VSR 仿真提供初始的残余应力场。

4）高频 VSR 仿真

为了得到高频 VSR 对残余应力的影响规律，对淬火仿真后的模型施加整体激振。

在参考激振频率的亚共振区选取仿真研究时的激振频率，通过单因素试验的方法，分

别保持激振频率与激振力为恒定值，研究了激振频率与激振力对高频 VSR 效果的影

响。仿真结果表明高频 VSR 工艺能够有效的消除残余应力，且得到了激振力和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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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对高频 VSR 效果的作用规律。

2. 高频振动时效工艺实验研究

1）实验系统与试样制备

实验系统：以电磁振动台与振幅放大装置为基础搭建高频 VSR 实验系统。信号

发生器输出的正弦激振信号经由功率放大器放大后驱动电磁振动台产生高频振动；振

幅放大装置将放大后的高频振动作用在实验构件上；采用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检测作

用在构件上的高频振动幅值。

试样制备：对尺寸为 120 mm×30 mm×6 mm 的 45 钢薄板进行淬火处理，制

备具有初始残余应力的实验试样。淬火工艺如下：将钢板缓慢加热至 840℃至 850℃

之间，保温 3 分钟，然后将其放置于冷水中进行快速冷却。

2）残余应力测试方法

采用小孔法评估高频 VSR 处理前后试样的残余应力，该方法理论完善，技术

成熟，且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ASTM) 制定了小孔法测试残余应力的标准 ASTM E 

837–08。小孔法测试残余应力的基本原理是在构件待测残余应力的位置粘贴应变花，

然后在应变花的中心钻小孔将应力释放，通过应变花测试到的应变值计算出钻孔处构

件的残余应力。

3）实验结果分析

采用单因素试验的方法，分别保持激振频率与激振振幅为恒定值，研究了激振频

率与激振振幅对高频 VSR 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同样表明高频 VSR 具有很好的残

余应力消除效果，且提高激振频率、激振振幅能够提高残余应力消除效果。

四、结论

1. 采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建立构件的有限元模型，为了得到与实验测试

相符合的残余应力，提出了一种小尺寸构件淬火仿真时对流换热系数的确定方法，确

保了仿真得到的淬火应力与实验测试结果相一致。研究成果已撰写好发明专利文本，

准备申请发明专利 1 项。

2. 对构件进行数值模态分析，得到其各阶固有频率与位移振型，确定参考激振频

率。在参考激振频率的亚共振区选取激振频率，然后分别保持激振频率、激振力为定值，

分析激振频率、激振力对高频 VSR 效果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高频 VSR 工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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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消除残余应力，且提高激振力及激振频率越接近固有频率时均能够得到更好的

残余应力消除效果。

3. 搭建高频 VSR 实验系统，以小孔法作为残余应力测试手段，分别研究激振频

率、激振振幅对高频 VSR 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高频 VSR 工艺能够有效的消

除残余应力，且在实验研究的参数范围内发现提高激振频率与激振振幅均能够提高高

频 VSR 的效果。正在总结仿真与实验结果，撰写论文，拟投稿 SCI 论文 1 篇。

五、创新点

1. 提出一种小尺寸构件淬火仿真过程中对流换热系数的确定方法，解决以目前参

考文献中提供的对流换热系数对小尺寸构件进行淬火仿真时得到的淬火应力与实验测

试结果不一致的问题，确保仿真得到的淬火应力与实验测试得到的残余应力结果相一

致，为后续的仿真研究提供可靠的初始残余应力场。

2. 对构件进行热结构耦合仿真分析，得到构件的初始残余应力场，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施加高频振动载荷，对高频振动时效工艺进行仿真分析，得到工艺参数对时效效

果的作用规律。

3. 搭建高频振动时效实验系统，论证不同激振振幅、激振频率等工艺参数作用下

高频振动时效对残余应力的作用规律。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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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拉应力184.95MPa
最大压应力210.10MPa

最大拉应力159.87MPa
最大压应力198.34MPa

最大拉应力137.83MPa 
最大压应力105.64MPa

最大拉应力107.63MPa
最大压应力135.66MPa

最大拉应力159.87MPa 
最大压应力135.66MPa

最大拉应力113.81MPa 
最大压应力153.47MPa

淬火后应力场图 2000Hz 170kN激振后

2000Hz 200kN激振后 2000Hz 230kN激振后

1000Hz 230kN激振后 2500Hz 230kN激振后

图 1 薄板淬火仿真后及振动时效仿真后的应力场

电荷放大器 示波器

电磁振动台

振幅放大装置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2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1 

信号
发生

器

功

率

放

大

器

实验装置示意图

振动频率对时效效果的影响

振动幅度对时效效果的影响

图 2 高频振动时效实验系统及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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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轨道上的载物运输车设计

作者：吴建国    指导教师：王丙旭，高兴文

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我国推进“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举措，重点推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工

厂车间中的生产线由多个工位组成，工位之间的产品与材料输送，是生产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提高工位之间的产品输送效率，提高各工位之间的联结程度，对于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有着重大作用。轨道载物车传输系统以其传输容量大、传输效率

高、安全、稳定等特点，近年来在工厂车间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故设计一款结构稳定，

承载能力较高，效率较高的轨道运输车具有实际意义。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根据环形轨道运输车的实际工作要求，环形轨道车主要是运用于工厂生产线中的

物料运输，环形轨道铺在地面，贯穿于生产线工位之间。轨道车的设计原理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1. 总体方案设计

针对轨道车的运输功能以及要实现驱动的功能进行原理性设计，将轨道车大致分

为：驱动系统，车体系统两方面展开设计，车体系统中包括车身底盘，载物车厢以及

车轮悬挂，车厢的主要作用为承载运输物，以及起到对驱动系统零部件的保护功能，

防止工厂中的粉尘进入以影响传动系统的工作。驱动系统包括动力源电机，减速系统，

差速系统。根据运输车的运行参数进行计算，进行各子系统的参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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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输车三维结构设计及建模

经过参数计算后通过 SolidWorks 进行传动系统中减速器与差速器的三维建模，

再进行车体的设计与建模工作，通过三维建模仿真，确定传动系统与车体的相对位置，

以获得更加均衡的车身配重，以增强车辆行驶的稳定性，减少因车辆重量不均引发的

振动。

3. 基于 Ansys 的静力学分析

使用 Ansys 软件对设计的传动系统中的减速器或差速器中关键零件如齿轮轴进

行静力学分析，以及车体中的关键零件如车轴与箱体进行静力学分析，以校核其强度

与刚度，对于局部若出现应力集中的情况，则需要通过进行圆角处理或增大接触面面

积来降低局部应力，减轻应力集中。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运输车设计要求

1）车体的设计。为保证车身的轻量化，结构合理化，选择合理的车身结构布置形式，

并对车身主要结构件进行优化，确定车身主要结构件的特性参数，确定车身机构的最

终形式。在保证车体大小不过大的同时，要保证传动系统与车体装配的紧固与定位，

空间布置合理，重心不偏置。

2）传动方案设计。以齿轮传动为主，齿轮传动具有结构紧凑、传动比准确、传

动效率高、较长的使用寿命等优点。车辆在加速减速或转弯时车体内的传动部件易发

生振动，易诱发关键构件产生裂纹进而引发断裂失效，所以需要在车轮部分进行悬架

系统的设计以减小振动，但轨道车的运行是在轨道上而非传统汽车行驶在路面上，行

驶面不会出现过多的不平整情况，故悬挂的行程无需太大。

2. 运输车传动系统设计

1） 减速器参数设计。相对于蜗轮蜗杆减速器与行星齿轮减速器，圆柱齿轮减速

器具备效率高，磨损小，生产成本低等综合优势，行星齿轮减速器的优点为结构比较

紧凑，多用于精密场合，但价格较贵。综合各减速器的性能，选用二级斜齿轮减速器，

斜齿轮传动比直齿轮能承受较大的载荷，且传动较直齿轮传动更加平稳。二级斜齿轮

传动能有，能有较大的传动比，增加低扭，因轨道运输车的运行速度无需过大但需要

较大的牵引力，故二级斜齿轮减速器较为合适。根据本次设计的轨道运输车的运行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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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满载时功率选定电机型号，再进行减速器中各级齿轮的计算。

2）差速器参数设计。在车辆行业中最广泛采用的是对称式锥齿轮差速器，其具

有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维护方便等优点，缺点是在差动转矩较大时，不能自动将

差速器锁死，但考虑到轨道车的工作环境，并不会像越野车一样存在一侧轮胎悬空的

情况，即差速器中的差动转矩不会过大。故选择对称式锥齿轮差速器较为合适。

3）车体设计。结合大部分制造业工厂的实际环境，以及现有轨道的间距大小，

对于轨道运输车进行车体的整体设计。需要注意的是车体需要预留出放置驱动系统的

空间，故本设计的轨道运输车车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车厢，用来载物。车

体的下半部分为底盘，车体下部分包含传动系统与悬挂部分两部分。

3. 运输车三维模型建立

通过 SolidWorks 对于计算好的各子系统零部件的数据进行三维设计，分别建立

了减速器系统、差速器系统、轮对悬挂系统、车体系统的三维模型，对于模型细节进

行了减小应力集中如倒圆角，加筋等提高零件强度的设计。

四、结论

设计了一款实用型轨道运输车辆，对于车辆传动系统中的各子系统，减速器、差

速器分别进行了选型、参数计算、建模等工作，完成了可靠性高，结构简明的一套传

动系统模型。车体部分的设计使车辆有较高强度的同时，有更轻的重量，可提高车辆

的承载能力，承载达到 150kg，车厢容积为 0.69m2。完成了车体的三维模型设计，

优化了车体与传动系统之间的装配，各子系统的位置分布，使本次设计的轨道运输车

具有较好的重量分布，利于运输车行驶中的稳定性，减小振动。通过对于关键部件的

仿真分析，校核了车辆关键零部件的强度。确保了该轨道运输车的可靠性。

五、创新点

1. 一款新型前驱式轨道运输车，成本较低，相对于后驱式有更高的运载稳定性。

传动部分为齿轮传动与万向节传动，对称式锥齿轮差速器的设计中，对其中差速器零

件进行优化设计，减轻运输车在行驶过程中出现的关键部件振动情况，提高了轨道运

输车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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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独立式悬挂系统的运用使轨道运输车有良好的行驶稳定性，车轮随轨道弯道

转向灵活，使车辆有更好的滤振性能。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a）轨道车传动系统                    （b）轮对悬挂系统                           （c）轨道车车体
图 1 轨道运输车三维模型 

（a）上悬臂 - 位移分析云图

（b）上悬臂 - 应力分析云图

      

（c）弹簧 - 位移分析云图                     （d）弹簧 - 应力分析云图
图 2 关键部件 Ansys 静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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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动力外骨骼康复机器人设计

作者：徐明  指导教师：李小朋，马洪鑫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脑卒中致瘫患者与日俱增，且自然灾害与交通事

故频发，导致上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增加，需要接受上肢康复训练的患者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对有望帮助患者进行精确、定量和科学的训练的先进上肢康复训练设

备的需求增长迅猛。

上肢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传统的上肢康复训练主要依靠

理疗师的经验进行，难以满足高强度、重复性的训练要求。早日自主开发出成本低、

可靠性高、安全性好的康复机器人，对于提高康复训练效率，减小理疗师工作压力，

提高我国医疗康复领域的整体水平和广大人民的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基于 D-H 参数法进行运动学理论分析

本文利用 Denavit 与 Hartenberg 提出的标准 D-H 参数法进行上肢外骨骼机械

臂正、逆运动学理论分析。D-H 参数法是指在机器人的每个连杆上都固定一个坐标系，

然后用 4×4 的齐次变换矩阵来描述相邻两连杆的空间关系。通过依次变换可最终推

导出末端执行器相对于基坐标系的位姿，从而建立机器人的运动学方程。

2. 基于反变换法进行逆运动学求解

目前，逆运动学求解方法主要有迭代法、几何法与反变换法三种。其中，迭代法



214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的计算量很大，而几何法仅适用于自由度较少的情况，因此，本文选用 1981 年 Paul

等人提出的反变换法进行逆运动学求解。反变换法的基本原理是用未知的逆变换逐次

左乘末端工具坐标系相对于基坐标系的齐次变换矩阵，将各个关节变量分离求解。

3. 基于蒙特卡洛法计算外骨骼机械臂的工作空间

蒙特卡洛法又名统计模拟法，是指使用随机数或伪随机数解决计算问题的一种方

法。基于蒙特卡洛法求解工作空间实质上是随机产生一系列处于机器人各关节运动范

围内的关节运动角度，然后将这些随机关节运动角度代入基于 D-H 参数法建立的机

器人正运动学方程，得到一系列机器人末端坐标系原点的空间位置，这些空间位置的

集合便是机器人的工作空间。

4. 基于拉格朗日方程法进行动力学分析

进行机器人动力学分析的目的是找出机器人各关节驱动力矩与末端运动参数（位

移、速度与加速度）之间的关系，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研究奠定基础，为机器人驱动

系统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目前，常用的机器人动力学分析方法有拉格朗日方程法、

牛顿 - 欧拉方程法、旋转代数法与凯恩方程法。本文选用拉格朗日方程法进行上肢外

骨骼机械臂的动力学分析。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上肢外骨骼整体方案设计

首先，进行人体上肢解剖学分析，确定上肢康复训练所需自由度及其运动范围。

然后，在人机相容性、普适性、轻量化与安全性四个方面提出上肢康复机器人的设计

要求。最后，提出重力补偿与肩关节自动对心原理方案。外骨骼的主要结构参数根据

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国家标准确定。选用伺服电机作为外骨骼的动力源，采用柔索 -

鲍登线联合传动。

2. 上肢外骨骼机械结构设计

根据上肢外骨骼设计原理方案与人体上肢测量学数据，设计外骨骼机器人的机械

结构，并利用 SOLIDWORKS 软件绘制了三维模型。该外骨骼由机械臂模块、肩关

节自动对心模块、重力补偿模块、动力源模块与座椅、支架等组成。其中，肩关节自

动对心模块采用双万向节连杆机构。

3. 外骨骼机械臂运动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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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于 D-H 参数法进行外骨骼机械臂运动学理论分析，得到相邻坐标系

间的齐次变换矩阵，逐次右乘后得到机械臂末端位姿矩阵。然后，采用反变换法进

行逆运动学理论求解，得到机械臂特定位姿下各关节转角的表达式。最后，利用

MATLAB 机器人学工具箱进行正、逆运动学仿真，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验证

了理论分析的准确性。

4. 外骨骼机械臂工作空间分析与轨迹规划

首先基于蒙特卡洛法，利用 MATLAB 求解得到机械臂的工作空间。然后进行机

械臂轨迹规划仿真，得到轨迹规划过程中各关节角位移、角速度与角加速度的变化曲

线。

5. 外骨骼机械臂动力学分析

首先，基于拉格朗日方程法推导出机械臂各关节驱动力矩的计算通式。然后

在机械臂仅受自重，各关节运动参数与轨迹规划所得参数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利用

ADAMS 软件进行机械臂动力学仿真，得到机械臂各关节驱动力矩变化曲线。

四、结论

1. 通过广博地查阅相关期刊、会议与学位论文，归纳并分析了目前已有的上肢外

骨骼的主要问题，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结合基于人体解剖学原理

进行的人体上肢结构与运动规律分析结果，提出了上肢外骨骼设计原理方案。

2. 根据原理方案与人体上肢测量学数据，设计了外骨骼机器人的机械结构，并利

用 SOLIDWORKS 软件绘制了三维模型。

3. 从多个维度出发，验证了所设计的上肢外骨骼机械臂的可行性。首先，基于

D-H 参数法进行了外骨骼机械臂运动学分析，并借助 MATLAB Robotics Toolbox

进行了仿真验证；然后，基于蒙特卡洛法求解了机械臂的工作空间，借助 MATLAB 

Robotics Toolbox 进行了机械臂轨迹规划仿真；最后，基于拉格朗日方程法推导出

了机械臂各关节驱动力矩的计算通式，利用 ADAMS 虚拟样机软件进行了机械臂动力

学仿真。

五、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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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了一种肩关节康复机构人 - 机相容性设计方案，采用双万向节连杆机构

实现肩关节自动对心。

2. 选用柔索（Cable）- 鲍登线（Bowden Cable）联合传动，在执行机构即外

骨骼机械臂的内部采用柔索传动，在机械臂与动力源之间采用鲍登线传动，设计柔索

连接器将柔索与鲍登线内部的钢丝绳相连，将柔索与鲍登线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使传

动既灵活又高效。

3. 完成了上肢外骨骼结构设计后，从运动学、动力学、工作空间与轨迹规划等多

个方面对所设计的外骨骼机械臂进行了分析验证。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重力补偿
模块

机械臂
模块

肩关节自动
对心模块

动力源
模块

图 1 上肢外骨骼机器人整体结构图

图 2 上肢外骨骼机器人整体装配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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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C 轴进给箱的设计

作者：尹明鑫  指导教师：贾娜，林晨

东北林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属于多功能复合加工中心，在航空、航天、军工等新兴领

域应用十分广泛，有着高精度、高自动化、高柔性的特点。当加工中心对工件进行车

削加工时，回转工作台做为主轴，由主轴进给箱为工作台提供进给；当对工件进行铣削、

钻孔加工时，回转工作台做为 C 轴，由 C 轴进给箱提供进给。C 轴进给箱是立式车

铣复合加工中心完成铣削、钻孔等工序的关键性部件。本毕业设计主要对 C 轴进给箱

的传动系统进行设计，合理确定降速比，合理设计降速齿轮组数；为满足加工中心的

精度要求，消除工作台大齿轮和 C 轴进给箱齿轮间的啮合间隙，C 轴进给箱设计液压

斜齿轮消隙机构；为方便加工多工序工件，设计主轴 C 轴切换机构。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传动系统设计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传动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传动轴的设计、齿轮的设计、轴承的选择等。传动轴的

设计主要是根据其传递功率及计算转速确定其最小轴径，再合理选择轴径；根据负载

情况，本次设计所选齿轮材料为 40Cr，属于闭式硬齿面传动，按照齿根弯曲疲劳强

度进行设计，按照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进行校核；根据所设计轴径及传动功率等合理选

择轴承。

2. 消隙机构设计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由于两个齿轮在进行啮合时，很难保证每个齿轮的两个齿面同时接触，这样就产



218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生了间隙，影响工作台分度精度，不满足精度要求，因此需要设计消隙机构。将传动

轴Ⅲ后的传动链设计为基本对称的左右两条传动链，在传动轴Ⅲ上布置两个除旋向相

反其余参数完全相同的小斜齿轮做为输出齿轮，两个小斜齿轮通过花键与轴Ⅲ固定后

分别与后两个传动轴上的大齿轮进行啮合；轴Ⅲ上的零件与轴Ⅲ也做好轴向固定。轴

Ⅲ上下端盖设计为液压缸，通过液压缸推动轴Ⅲ使其向上短距离移动，这样后两个传

动轴上的大齿轮就会由于小斜齿轮的向上移动进而沿着小斜齿轮螺旋方向产生一定的

转动，由于后两个传动轴上大齿轮的旋向相反，产生的转动方向也相反，从而使两条

传动链的输出齿轮扣紧工作台大齿轮，达到消除间隙的作用。

3. 主轴 C 轴切换机构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当一个工件需要进行车削、铣削等多道工序加工时，就需要进行主轴和 C 轴的

切换。主轴 C 轴切换机构基于液压顺序控制回路的原理进行设计，在回路中引入继电

器，通过换向阀对每个行程进行控制。由主轴切换至 C 轴需要经历主轴电机制动、主

轴进给箱齿轮与工作台大齿轮脱离啮合、C 轴进给箱齿轮与工作台大齿轮进入啮合、

C 轴电机脱离制动四个步骤。在两个活塞杆行程上各布置两个行程开关，四个行程开

关对应上面四个步骤的功能。这样，当液压缸活塞杆先后伸出时就完成了上面四个步

骤，实现了由主轴转换为 C 轴；活塞杆先后退回时就是将四个步骤的功能及顺序反过

来完成，实现了由 C 轴转换为主轴。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总体方案设计

总体方案设计是对主要设计内容进行初步的设计及原理分析，包括如下五部分：

1）C 轴进给箱的动力源类型选择。考虑到加工中心整体的闭环控制及对于工作

台分度及回转速度的高精度要求，本次设计预计采用伺服电机；为提高扭转刚度，也

为避免丢转现象的发生，动力源和进给箱之间预计采用联轴器连接。

2）传动机构布局设计。本次设计的传动轴分为左右两条链，由于参数基本相同、

结构基本对称，所以在设计计算时主要对其中一条传动链进行设计分析；本次设计传

动齿轮预计采用斜齿轮，与直齿轮比，斜齿轮传动更加平稳、噪声小，承载能力更强。

3）消隙机构的布局设计及原理分析。引入液压斜齿轮消隙机构设计，并对消隙

机构中轴的分布及轴上齿轮的位置分布进行原理分析，简要说明消隙机构选择液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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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适用于重载机床，利用斜齿轮螺旋消隙，机械结构可靠性更高。

4）主轴 C 轴切换机构原理分析。说明为何设计切换机构及切换机构的设计原理。

5）箱体的设计。由于所设计进给箱传动轴较多，传动链相对复杂，故将箱体设

计为大小箱体两部分方便传动件的装配；同时，说明箱体设计时密封润滑应该注意的

问题。

2. 传动机构设计

传动机构设计主要是对传动机构进行具体参数的设计计算包括根据原始数据合理

确定降速齿轮组数、合理分配传动比、合理确定齿轮齿数；根据负载转动惯量合理选

择伺服电机型号；根据所选电机功率及各轴计算转速合理估算传动轴轴径；由于减速

箱用于重载机床，故齿轮材料选择 40Cr，则齿轮组属于闭式硬齿面，按照齿根弯曲

疲劳强度进行参数设计计算，按照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进行校核。

3. 主要机构设计

主要机构设计是对各机构的细化设计主要包括如下几部分：

1）对消隙机构的细化设计。为方便调整两个输出齿轮扣紧工作台大齿轮的力度，

应控制轴Ⅲ行程，故液压缸底设置调解螺柱；由于轴Ⅲ上下移动，为保证正常啮合，

轴Ⅲ上齿轮要比与其对应啮合的齿轮宽；轴Ⅲ输出齿轮螺旋角取值应大些，方便增大

后大齿轮沿着螺旋的旋转角度。

2）对切换机构的细化设计。为每个行程开关设置功能，设置行程开关先后顺序，

利用继电器控制各行程，实现主轴 C 轴自由切换。

3）操纵机构设计。当 C 轴进给箱不参与工作时需要齿轮脱离啮合，本次设计采

用液压缸通过拨叉带动滑移齿轮啮合及脱离啮合；在拨叉上同时固定反馈杆，主要用

于判断滑移齿轮位置及用于切换装置的信号反馈。

4）箱体结构的细化设计。主要包括将箱体设计为大小箱体，在大箱体两侧开设

侧板等，方便传动轴及组件的安装；由于工作台大齿轮是水平布置的，箱体的输出齿

轮需要与工作台大齿轮啮合，故箱体需水平工作，受到工作位置的影响，采用一般进

给箱的润滑方式，很难全面润滑齿轮及轴承，所以箱体的润滑方式采用润滑油连续润

滑，即从上下轴端盖及箱体四周不断进油润滑齿轮和轴承，在箱体底部开设排油孔用

于排油，不断循环润滑。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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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毕业设计完成了对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C 轴进给箱的设计，C 轴进给箱

是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的关键性部件，通过 C 轴进给箱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可以

完成铣削、钻孔等多道工序。 C 轴进给箱的设计主要完成如下部分：

1. 完成了对进给箱传动比的设计及分配，合理设计传动轴及传动件，满足进给箱

的使用要求。C 轴进给箱采用伺服电机驱动，通过多个齿轮组降速，实现了对转速范

围的调整，满足回转工作台转速范围要求。

2. 设计液压斜齿轮消隙机构，说明了消隙原理及特点，满足进给箱工作精度要求。

设计主轴 C 轴切换机构，实现主轴 C 轴的任意互换，满足加工中心的工况需求，提

高机床的自动化。

3. 提出了采用润滑油进行循环润滑的润滑方式。受箱体工作位置的影响，普通进

给箱的润滑方式无法润滑到齿轮，故采用润滑油连续润滑的方式对齿轮及轴承进行同

一润滑。合理润滑了各零部件，适用于 C 轴进给箱的工作位置。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传动机构设计采用斜齿轮，传动平稳，承载能力更强，噪声小。从电机

到工作台大齿轮整条传动链均为齿轮传动，如有卡死，对电机及进给箱损害严重，故

在电机轴与输入轴的连接处及个别齿轮与轴的固定处设计了胀套连接，起到过载保护

的作用。

2. 设计了液压斜齿轮消隙机构，通过液压缸推动轴上下移动，使后面的两条传动

链产生相反方向的转动，进而使输出齿轮扣紧工作台大齿轮，达到消除间隙的作用，

提高工作台分度精度。

3. 基于液压顺序控制回路设计主轴 C 轴自动切换机构，通过继电器配合换向阀，

控制由主轴到 C 轴，由 C 轴到主轴的自由切换，利用液压系统切换，可靠性更高，

提高机床自动化。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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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 轴进给箱三维装配图

图 2 C 轴进给箱二维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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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栖智能赈灾救援无人机机械部分设计

作者：袁聪聪  指导教师：周学良，邓飞鸣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如今救援人员在面临复杂的救灾环境下，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救援手段的局限性日

益明显。由于各种灾难现场情况复杂，在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很难

进入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另外，废墟中的狭小空间使得施救人员甚至搜救犬难以进

入，从而大大延长了救援时间。而市场上的无人机大多只能适用于户外等空旷地带，

很难在地形复杂的空间工作，但灾难发生的地形一般比较复杂。由此可见一个可以适

应各种环境的救援无人机是很有必要的。本毕业设计拟设计一种能在复杂的环境下实

现陆地、空中和水上形态的自由切换的救援无人机，从而可以进入复杂的环境下搜寻

被困人员给予及时的帮助，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人员伤亡。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本设计总的设计方案是以市场上目前很常见的四轴无人机为设计原型，分别在其

上添加了齿轮系、传动系和转向系，来保障其完成形态的变换，同时还需保持整体布

局趋于合理，结构紧凑，机构简单可靠，强度可靠性足够等要求。本毕业设计所设计

的三栖无人机需要在变换形态时不用添加额外附件，能独自完成形态的转变，并正常

工作，因此需要的自动化程度较高。

三栖无人机简要形态变换原理为：如图 1 所示，由 4- 主动直齿轮带动 5- 中心

主动锥齿轮同步旋转通过 6- 中心从动锥齿轮将输出传动至 7- 长传动轴，最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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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转向系改变角度，完成一边电机由垂直变为水平状态。在 4- 主动直齿轮带动 5-

中心主动锥齿轮同步旋转的同时带动 1- 从动直齿轮，致使旋转方向反向，其余同理

使得另一边的电机反向旋转至水平状态，最后完成两边电机的形态变换。

三栖无人机简要转向原理：由舵机通过滑块控制 9- 摆动臂左右摆动，通过连杆

系使得 10- 旋转臂旋转，再由 12- 角度导向杆带动前方两电机同步转向，完成转向

动作。

从动直齿轮  2- 侧向从动锥齿轮  3- 侧向主动锥齿轮  4- 主动直齿轮  5- 中心主动锥齿轮  6- 中心从动
锥齿轮  7- 长传动轴  8- 十字转向系  9- 摆动臂  10- 旋转臂  11-u 型槽  12- 角度导向杆  13- 无刷电机  

14- 螺旋桨  15- 行驶轮
图 1 三栖智能赈灾救援无人机机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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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方法主要采用了理论建构研究方法并辅以比较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来保证

整个课题的规范和结果可靠性。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传动系统结构设计

针对此无人机提出了以下两种方案：①直接通过侧面的摆臂 90 度旋转进行形态

的变换。此方法结构简单，性能稳定，不容易出现故障损失，维护方便。但缺点也很

明显是两边不能进行偏转而不能进行转弯动作，且需要的电机数量过多，控制不便。

②通过十字万向轴进行角度变换而完成形态的变换。此方法相对于第一种而言，添加

了四个十字万向轴，因此结构变得稍微复杂，但此结构可在后续进行优化而完成转向

的动作。

因此相对于两种方案而言，方案二能更好的完成预定动作，从而功能性更强，此

三栖无人机传动结构因此采取方案二。

2. 转向系统结构设计

转向系是参考汽车转向系所确定的一套方案。舵机输出一定的转向角度通过曲柄

滑块机构使得摆动臂横移一定距离，再经过连杆的调节使得电机套的角度完成改变，

完成转向动作。最终转向方案机构运动简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最终转向方案机构运动简图

3. 关键轴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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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齿轴一般为穿在轴承中间、车轮中间或者齿轮中间的圆形部件。轴的类型有很

多，比如按轴线形状不同可分为直轴、曲轴、挠性轴等。本设计采用直轴，直轴中按

承载情况不同，又可分为转轴、心轴、传动轴三类。其中转轴在工作时既会承受弯矩

也会承受扭矩；心轴工作时只承受弯矩；传动轴工作时只承受扭矩。由此可得本设计

中轴的类型为传动轴。轴结构设计原则一般需考虑以下几点：

1）强度是保证轴类零件稳定工作的第一保证，包括刚性和疲劳强度。

2）应尽可能采用各种减少应力集中和提高强度的结构方案。

3）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轴能适用于普通机床的制造，制造工艺的优良性对于产

品的质量和加工效率有着很大的影响。

4）热处理工艺的优良性，对于材料的强度提高同样有重要作用。

5）尽可能的易于装配以及拆装维护。

由以上设计准则参考四轴无人机机体结构最终所设计的传动轴结构图如图 3、4

所示。

图 3 前右轴传动轴结构图

图 4 前左轴传动轴结构图

4. 三栖四轴无人机的数学建模与仿真

通过无人机的飞行原理来建立数学模型并经过 Matlab/Simulink 软件的仿真分

析，观察四轴无人机在各种飞行状态下的运动情况，得出其控制方法。对仿真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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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验证了设计结果的合理性，能完成基本的飞行运动。

四、结论

1. 从模块化设计的角度，完成了三栖智能赈灾救援无人机机械部分的总体方案的

创新设计，包括齿轮传动系、传动轴、转向系以及保证整机稳定性的支撑件设计；

2. 对转向系舵机与电机转向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得出了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式，

保证了转向的稳定性；

3. 对无人机进行了详细的动力学分析，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

Matlab/Simulink 软件进行了飞行器各种飞行形态的仿真分析；

4. 对三栖四轴无人机进行了整机的建模与有限元仿真分析，并通过此过程，优化

了部分结构，保证了机体的可靠性。

五、创新点

1. 设计了一种新型无人机传动机构，无需多个电机就能同时完成无人机的形态变

化；

2. 设计了一种新型无人机转向机构，使得无人机能够通过舵机完成转向，解决了

只能直行的问题；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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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设计模型图

图 6 齿轮传动部分

图 7 转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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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用联动线材切断机构设计

作者：袁海森  指导教师：罗志伟

厦门理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一些例如铜绞线等常用线材在继电器领域以及开关制造领域都是比较常用的原材

料之一，线材在投入加工之前都是需要作切断处理。目前线材切断处理的主要问题就

是对精度的把控问题以及提高自动化程度。本毕业设计拟采用以气动为主要动力，以

PLC 为控制系统，设计一个结构紧凑、切断机构原理简明的机构，考虑到线材本身的

柔软特性，还应实现线材牵引动作。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切断机构切断动作实现原理

切断部件主体由两层导轨滑块平台、安装座以及各个限位组成，切断动作是依靠

上下两个刀具相错运动对线材进行切断，上刀具为锋刃设计对线材进行切断，下刀具

为平面设计对线材切断起到支撑的作用。上刀具搭载在上层平台上，下刀具搭载在下

层平台上，利用两个平台的联动实现上下刀具相错运动。初始状态下，下层平台在拉

簧作用下受到 Z 轴正方向上作用力，在与限位螺钉的共同作用下保持平衡。上层平台

搭载在下层平台上，初始时受气缸缩回作用力下保持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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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撑座  2- 拉簧  3- 上层导轨滑块平台  4- 上刀具  5- 下层导轨滑块平台  6- 下刀具
图 1 切断动作原理图

第一阶段时，气缸伸出使得下层平台向 Z 轴正方向上移动至限位，第二阶段，气

缸持续伸出使得上层平台向 Z 轴负方向上移动至限位，从而完成对上下刀具相错运动

的实现。

2. 机械手搬运及牵引动作实现原理

线材的搬运即需要在 X、Y 轴两个方向上进行运动，还需对线材进行 X 轴上的牵

引，所以机械手部件设计为三层导轨滑块平台，最上层平台负责实现线材在 Y 方向上

的移动及限位，中层平台则实现线材在 X 轴方向上的牵引动作及限位，下层平台配合

上层平台可以实现线材在 X、Y 轴方向上的搬运动作及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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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层导轨滑块平台  2- 中层导轨滑块平台  3- 下层导轨滑块平台
图 2 机械手动作原理图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切断部件的结构设计

切断部件主要有对两层导轨滑块平台的设计，在对下层平台进行设计时，需要对

下层平台的直线导轨滑块进行选型，直线导轨滑块的选型主要是对负载进行校核以及

对静安全系数以及寿命的计算。上下两层平台固定在气缸安装板上，气缸安装板的设

计需要先对气缸进行选型，通过作用力的计算选型气缸的缸径，通过安装工况对气缸

的行程进行选型。通过安装条件对气缸安装板进行设计之后，接着是对上层平台直线

导轨滑块进行选型以及上层平台的结构设计。至此切断部件整体概况设计完毕。接着

对拉簧安装座进行设计，这里包括对拉簧的选型以及对限位螺钉的位置设计。还有对

上层平台的上刀具进行结构设计，对上刀具设计卡槽安装起到稳固作用以及实现刀具

快拆快换，对下层平台设计下刀具安装座用来搭载下刀具。然后有上料气指安装座的

结构及位置设计、气指的选型以及对手指上、下夹板的设计。整体结构设计完毕之后，

需要对整体动作实现进行调试以对各限位块及限位螺钉作安装位置设计。

2. 机械手部件结构设计

机械手部件由三层导轨滑块平台组成，上层平台的设计主要包括对气指安装座的

结构设计、直线导轨滑块的选型以及气缸的选型及安装，其次是对气指的安装位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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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整设计，确保与切断部件气指安装高度一致，最后是对动作进行调试，对限位座

结构及安装位置进行设计。中层平台主要包括对笔缸的选型和安装以及对直线导轨滑

块的选型，还有对笔缸安装座的结构设计以及对左右限位螺钉及液压缓冲器的安装位

置进行设计。下层平台与中层平台类似，需要对一个笔缸进行选型及安装设计以及对

直线导轨滑块的选型，对笔缸安装座的结构设计以及对左右限位螺钉及液压缓冲器的

安装位置进行设计。

3. 整体机架结构设计

首先是对机架进行所需大小确定，然后对铝型材进行选型来对机架进行搭建。机

架搭载完毕之后是对大板进行设计，大板需要搭载各部件以及其他所需零件，需要对

各安装孔、定位销孔以及电气过线孔进行设计。机架下层还设计空间作为电气安装所

用，底部放置电气安装板，四周用有机玻璃板进行密封处理。

4. 机台气路布置设计

整个机台结构设计完毕之后，还应对气路进行简单布置设计。对各气动执行元件

所需的快速接头进行选型以及模型放置，对气动三联件的安装位置进行设计以及配套

的各类接头以及手滑阀进行选型以及模型放置。根据机构各气动元件以及动作原理设

计气动原理图，对汇流板进行选型及安装位置设计以及配套快速接头、堵头、消音器

进行选型以及模型放置。

四、结论

1. 本设计针对线材切断处理的需求以及对切断效果的要求，设计了一款自动化线

材切断机构，对各外购件进行了选型及模型放置，输出了三维模型及二维工程图，制

作了 BOM 表，提出了一套较完善的解决方案。设计上采用了模块化、标准化的当代

自动化行业机械设计原则。能够应对目前大部分继电器领域以及开关制造领域的线材

切断问题，在自动化程度上较高，精度把控上较高，结构紧凑适用于精密机械加工领域。

2. 设计了一款切断原理简单清晰、切断效果良好的切断机构。对切断原理作了较

详细的说明，制作了动作仿真动画 。

3. 对机台气路进行了简单线路布置，对各气动元件进行了选型及模型放置。

4. 在主要结构设计上，对关键零件进行了有限元应力分析，确保了零件变形程度

以及结构上的安全性和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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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款切断动作原理简单清晰、结构紧凑以及切断效果良好的切断机构，

并对各外购件进行选型及输出 BOM 表；

2. 在切断部件结构设计中，采用唯一气缸作为动作驱动切断动作执行，可以对切

断点进行稳定控制，有利于对线材长度精度的控制。而且在设计经费上有着较大优势；

3. 整个机构设计中采用模块化、标准化。在与工件接触的零件中均采用可拆换设

计，可针对不同直径线材进行切断；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3 切断机构整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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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引导的机器人运动控制理论研究

作者：袁航  指导教师：肖聚亮

天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在工业生产中，有许多恶劣的工作条件：高温、噪音、粉尘等。在这样的条件下

工作，不仅会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也会使生产效率下降。不容易受恶劣条件影响的

机器人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如今，机器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然而，普通的编程机器

人对其工作的目标位置重复性有较高的要求，工作位置不能灵活调整，也不能适应不

同形状产品的加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工作平台安装视觉传感器，使用视觉识别

引导机器人运动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本毕业设计拟对此方案进行运动理论研究。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坐标变换

机器人末端信息包括位置信息与姿态信息，通常以四维矩阵的形式表达，是相对

于机器人基座描述的信息。视觉信息输入时，通常将加工目标的位置与姿态表达为以

工作平台某处为原点的世界坐标系的形式，这与摄像头的标定有关。为了使视觉信息

转化为机器人可以使用的形式，需使用坐标变换理论，明确工作平台各部分间的位姿

关系，确定各部分转化所需的齐次变换矩阵，使视觉输入的目标位姿信息可以转化为

机器人末端的位姿信息。

2. 运动学变换

目标机器人为六自由度串联机器人，由关节处安装的电机驱动。因此进行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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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控制时，需要将坐标变换得到的机器人末端位姿转化为各关节的转角。机器人运

动学在机器人静止的情况下，将机器人关节变量作为自变量，描述机器人末端位置和

姿态与机器人基座之间的函数关系。运动学正解方程能够在已知关节角的情况下，求

得末端位置和姿态；逆解方程能够在已知末端位姿的情况下，反解出所有可能的关节

角组合。利用运动学逆解可以实现末端信息到关节信息的转化，使视觉信息最终转化

为驱动机器人所需的关节信息。

3. 机器人雅可比矩阵

雅可比矩阵是将关节速度转化为末端笛卡尔速度的速度映射矩阵，求解雅可比矩

阵，可以利用其行列式为零时奇异的特性来找出机器人的奇异位姿，并为后续的轨迹

规划提供指导。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标准坐标系建立与视觉信息的第一步转化

分析工作平台，建立固连于机器人机架的基坐标系、固连于工作平台内一点并为

视觉识别提供参照的固定坐标系、固连于机器人腕部的腕部坐标系、固连于末端执行

器的端部的工具坐标系、固连于工作目标的目标坐标系。机器人运行的目的是使工具

坐标系与目标坐标系重合。使坐标系间的变换形成闭环，通过已知变换求解未知变换，

即通过已知的视觉输入信息、机器人放置位置、工具形状等信息，求解机器人末端完

成加工需求时所处的位置与姿态，完成视觉信息到末端位姿信息的转化。

2. 运动学建模与视觉信息的第二步转化

1）连杆坐标系建立与运动学正解

采用改进的 D-H 法对机器人进行描述。D-H 方法是一种用连杆参数描述机构运

动关系的规则，任何一种机构都可以用杆长、扭角、偏距、关节角 4 个运动学参数描

述。在每个关节处建立连杆坐标系，根据机器人的实际结构确定每个关节的连杆参数。

将连杆参数代入关节间齐次变换矩阵的一般形式，可以得到每两个关节之间的齐次变

换矩阵。将 6 个矩阵按照关节顺序依次相乘，得到了由基座至末端的齐次变换矩阵，

也就是运动学正解的方程。

2）运动学逆解与雅可比矩阵

运动学逆解要通过已知的末端位姿也就是齐次变换矩阵将各关节的关节变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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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杆长、扭角和偏距都已知的情况下，要解出的就是各关节的关节角。由于机器

人的后三个关节轴并不相交于一点，使用解析法对逆解方程进行求解。调整正解方程

左右两侧的矩阵组合，通过矩阵元素对应相等逐个解出关节角的表达式。由于机器人

的构型，每个固定的末端位姿最多可能对应八种关节角组合。将所有解与上一时刻的

关节角进行对比，筛选出变化最小的关节角组合。将矢量积法与微分法相结合解出机

器人的雅可比矩阵，求出雅可比行列式的表达，利用行列式值为零找出机器人的奇异

位姿。

3. 运动学模型改进

为了减少机器人的失效位置，使用一种新方法建立机器人连杆坐标系：将机器人

左右向设定为 x 轴，前后向设定为 y 轴。这样可以使机器人姿态矩阵奇异的位置即末

端姿态 β=±90°的位置与欧拉角表示法失效的位置 β=±90°重合，减少了失效情

况。在此基础之上，运用新的坐标系进行了运动学分析，解出正逆解方程。

4. MATLAB 路径仿真与 V-REP 仿真

建立坐标变换与运动学变换的数学模型，将标准坐标系的各元素、机器人的连杆

参数等具体参数赋值，对给定路径点进行两步变换的仿真。通过绘制机器人末端运行

路径的图像与机器人关节角变化图像，验证两步变换的变换结果正确性。使用 V-REP

软件，导入机器人的三维模型，输入运动学程序进行轨迹规划，进行了机器人实际运

行情况的仿真。

四、结论

1. 分析了工作平台的各组成部分，建立了各部分坐标系及坐标系之间的联系，分

析了坐标变换的过程，明确了各个变换的信息来源，提出了视觉信息输入的方案。

2. 分析了机器人的结构，使用改进的 D-H 方法建立了机器人各杆的连杆坐标系，

明确了连杆参数，完成了机器人数学模型的建立；完成了机器人运动学的正解和逆解，

并通过 MATLAB 编程与机器人工具箱验证了正逆解的正确性。使用雅可比矩阵将机

器人的奇异位置分析了出来。

3. 与实际情况结合，提出了一种新的坐标系建立方法。这种方法将常规设定 x 轴

的方向设定为 y 轴，使一种奇异位姿与欧拉角转化的无解位置相重合，减少了机器人

出现异常的位置。基于新的坐标系建立了新的数学模型，完成了运动学正逆解，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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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进行了编程验证。

4. 进行了机器人轨迹规划及仿真，分别使用 MATLAB 与 V-REP 软件对机器人

路径与轨迹进行了仿真，验证了针对鞋底涂胶机器人的坐标变换及运动学理论是正确

且可行的。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通过坐标变换理论将视觉信息转化为末端信息的一般方法，并与运

动学变换相结合，建立了视觉输入信息转化的完整过程，最后通过 MATLAB 进行了

全过程的编程与仿真。

2. 提出了一种新的连杆坐标系建立方法，将常规设定 x 轴的方向设定为 y 轴，使

机器人末端由于万向节死锁产生的奇异位姿与末端位姿转化为欧拉角描述时产生的无

解位置相重合，减少了机器人出现异常的位置。并建立了新坐标系下的运动学模型，

完成了运动学分析，使用解析法求解了运动学正解与逆解方程。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工作空间及坐标变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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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通用连杆坐标系（左）新型连杆坐标系（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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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式破碎机的设计与运动仿真分析

作者：张本熙  指导教师：李响

三峡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建筑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建筑垃圾也不断

增多。破碎机其中一大用途就是将建筑垃圾破碎为再次利用的建筑原料。高效率的反

击式破碎机能够将不能直接利用的大石料击打成符合要求的小粒径石料，从而实现再

利用。本文以 PF0808 式反击式破碎机为研究对象，对其结构进行分析设计；在此基

础上运用 Ansys Workbench 等软件对其转子、机架和反击板等主要零部件进行三维

建模、网格划分、施加约束条件和载荷，并对其进行求解；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并提

出结构优化设计方案；最后论文对 PF0808 式反击式破碎机进行了运动仿真分析。本

文的工作将为反击式破碎机结构设计和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机械原理及结构

1. 机械原理

反击式破碎机工作时，石块首先从进料口进入破碎腔，第二步石块会被高速旋转

的转子上的板锤撞击，被撞向反击板进行破碎，第三步又可能从反击板上弹回到板锤

作用区重新破碎，此过程重复进行。直到石块被破碎至所要求的粒度，最后由出料口

排出。

2. 机械结构

如图 1 所示：1 是顶部破碎板，2 是发击破口下缘衬板，3 是板锤，4 是转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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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下机架前端板，6 是上机架顶端版，7 是第一级可调破碎板，8 是调节拉杆，9 是

第二级可调破碎板。

图 1 反击式破碎机结构图

三、结构设计与运动仿真分析

参考 PF0808 型反击破和研究反击破原理对反击破的反击板、转子、机架进行

计算与设计。利用机械设计软件 Solidworks 画出各零部件然后进行装配。运用有限

元分析软件 Ansys Workbench 19.0 对转子、机架和反击板进行仿真模拟分析，分

别模拟分析反击式破碎机转子上的板锤与石块，反击板与石块，机架与石块之间的碰

撞过程，得到板锤、反击板、机架上应力与变形情况，为设计与优化破碎机提供依据

与参考，再通过 Solidworks 进行运动仿真。

1. 结构设计

1）反击板设计

根据理论力学撞击原理，当石块垂直撞向反击板即石块的入射角 °= 0δ 撞击时，

产生的力最大，理论上撞击效果最好，效率最高，则反击板需设计为渐开线形状，因

为渐开线形状的反击板能满足石块都是以垂直方向来进行撞击的。但是由于渐开线形

状的反击板不容易制造，会增加成本，故将反击板制造成类似与渐开线的形状，并且

使尽可能多的石块垂直撞向反击板。

二级反击板的优点是在腔体中占空间较小，能够使破碎机结构更加紧凑，但是会

缩短破碎路线，若想要获得粒度较小的岩石，势必会使转子转速挺高，从而会加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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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板的磨碎。三级反击板除了会使破碎机结构稍有增大和复杂以外，能够增加破碎路

线，能够以较低的转子转速获得粒度较小的岩石，有效减少了反击板的磨损。在设计

反击板时，应该增加破碎路线和适当增加反击板的数目。为了使此破碎机能够满足多

种场合下不同破碎尺寸的要求，设计时在反击板上加入调节拉杆，能够调整反击板的

位置，从而来满足不同的要求。

反击板承担了大部分的破碎任务，一台破碎机的破碎效果与反击板息息相关，因

此反击板的材料选择至关重要。它的材料一般选用耐冲击、高强度、高硬度的材料，

工程上一般选用高锰钢或中碳钢，综合考虑本文选择高锰钢，这种材料成本不高还能

符合反击板的要求。

具体设计时本文参考了郎宝贤反击板的设计，例如使第二级反击板位置比第一级

更靠后，使得出料口的位置接近转子中心水平线附近，能够使石块更细碎。

如图 2 所示：1 是顶板破碎板，2 是第一级可调破碎板，3 是第二级可调破碎板，

4 是上机体调节拉杆，5 是下机体调节拉杆。

图 2 反击板三维图

2）中心转子设计

反击式破碎机处理物料的边长是 50 至 500mm，本文进料尺寸最大取 80mm，

进料口尺寸设计为 360 × 800mm。本文设计转子直径取 800mm；转子长度取

800mm。中心转子的圆周速度决定着破碎机的破碎物料颗粒的大小。当中心转子圆

周速度变快时，破碎机的破碎能力提高，破碎岩石变细，物料进入破碎腔后破碎速度

也将加快。PF0808 反击破的主轴转速 810 min/r ，中心转子最外圈的圆周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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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m / 。

决定板锤的个数的是中心转子的大小，中心转子直径的大小也决定了板锤个数的

多少。一般直径越大板锤取多，直径越小板锤取少。本文转子直径为 800mm，参考

文献可取板锤数为三个或四个。在单位时间内，四个板锤比三个板锤撞击物料次数多，

效率高，综合考虑，本文取板锤数为四个。

板锤材料是影响板锤寿命的重要参数。不同性能的材料直接决定了破碎机加工的

物料。材料性能高的板锤能延长破碎机使用寿命，并且能降低维修成本。高铬铸铁比

合金钢更耐磨，使用寿命长，而且这种材料还能用来加工为颚式破碎机的鄂板，高铬

铸铁鄂板比高锰钢鄂板寿命高了两三倍。本文选择高铬铸铁作为板锤的材料。

本文选择楔块紧固法，此方法是将楔块塞入板锤与转子间的相应槽孔内使其紧固，

板锤预紧后，工作中在离心力作用下，板锤、楔铁和转子会越转越紧，工作可靠。

V 带传动是是带传动的一种优秀传动方式，V 带传动的摩擦力很大因为传动是靠

V 带的两侧面与轮槽侧面压紧产生摩擦力来进行动的，与平带传动相比，V 带传动不

容易产生打滑且 V 带是无接头的传动带，传动更平稳。

2. ANSYS 仿真分析

1）前处理

在 SolidWorks 中建好反击式破碎机模型，并另存为后缀为“.x_t”的文件，

并在 Workbench 中的 Static Structural 模块中打开。在 Workbench 里的 Static 

Structural 模块中设置材料参数，并将运用于求解中。由于转子零件过多，尺寸较大，

若设置小尺寸的网格，电脑运行较吃力，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将非重点分析区域设置

较大尺寸网格，将重点分析区域设置较小尺寸网格。

如图 3 与图 4，划分网格时，将板锤受力最大的区域进行小尺寸网格划分。

图 3 转子的网格划分                                         图 4 板锤网格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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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分析时，不可忽略各零件间的接触类型，将转子中的标准件间接触设置为

bonded（绑定）。与板锤相接触的零件间，如板锤与支撑块间、板锤与压块间、板

锤与刀架间，设置为 frictional（有摩擦），摩擦系数设置为 0.2。其他接触统一设置

为 frictional（有摩擦），摩擦系数为 0.15。在分析反击板时，将反击板固定，给石

块一个初速度撞向反击板。

载荷及约束加载图如图 5 与图 6 所示。

图 5 机架载荷及约束

图 6 反击板载荷及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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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载求解

模型进行简化，将石块简化成正方体撞向板锤受力区，如图 7 与图 8，最大应力

为 199.3MPa，最大应变为 0.0157mm。应力小于板锤材料 Cr20 的屈服强度，但

屈服强度小于材料屈服强度，设计合理。

图 7 板锤应力图

图 8 板锤应变图

在对反击板进行有限元分析时，将反击板固定，由于实际工作时，石块会变小后

数量很多，有许多石块同时撞向反击板，故将石块的撞击力简化成对反击板撞击面的

均匀载荷，取最大力进行计算。如图 9 与图 10，最大应力为 25.44MPa，最大应变

为 0.0040mm，最大应力小于反击板材料高锰钢的屈服强度，但屈服强度远小于材料

屈服强度，故可进行轻量化设计，减小反击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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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反击板应力图

图 10 反击板应变图

3）运动仿真

通过运动仿真，可以对整个反击破进行运动模拟，以验证设计是否正确合理，运

动性能是否满足要求，是否存在运动干涉等问题，还可以更好地了解该机器的运动原

理，及时发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改正，缩短机器设计研制时间，本文利用三维建模

与运动仿真软件 Solidworks 对反击式破碎机进行运动仿真。具体过程如下：

步骤一：加载 Solidworks Motion 插件；步骤二：打开反击破装配体；步骤三：

设置文档单位；步骤四：切换到运动算例页面；步骤五：给皮带轮生成一个马达，以

810 min/r 进行驱动；步骤六：算例类型选择为 Motion 分析；步骤八：施加引力；

步骤九：进行运动仿真；步骤十：计算结果并生成图解。图 11 是运动仿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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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运动仿真截图

四、结论

本文以 PF0808 式反击式破碎机为研究对象，运用 Ansys Workbench 等软件

对其转子、机架和反击板主要零部件进行数值模拟并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反击式破碎机关键部件转子、板锤、反击板、机架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影响

了反击式破碎机的工作效率。

基于反击式破碎机的工作原理、撞击理论、数值计算、有限元分析对转子、板锤、

反击板和机架结构进行设计及优化。

通过应力云图观察板锤、反击板和机架受撞击的应力变化和变形情况并进行运动

仿真验证机器设计的合理性。本文的研究为反击式破碎机各零部件的改进提供了一定

的依据。

五、创新点

1. 基于 PF0808 式反击式破碎机现有的尺寸进行建模分析，并对之转子、反击

板和机架提出改进优化，使其结构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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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用 Ansys Workbench 等软件对其转子、机架和反击板主要零部件进行建

模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充分运用简化模型与等效替换简便了分析过程，同时也充分考

虑各方面影响因素，尽可能的还原破碎过程使分析数据可靠。

3. 运用三维建模与运动仿真软件 Solidworks 对反击式破碎机进行运动仿真，验

证了设计的反击式破碎机机械结构的可靠性，并通过 Motion 分析生成了各项图解为

反击式破碎机结构设计和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六、设计图

图 12 总装配图                           图 13 内部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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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联变胞式掘锚支机器人结构设计与分析

作者：赵东洋  指导教师：郭永存，沈之柱

安徽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随着采煤机械化程度与矿井规模的提升，综采工作面的生产能力和推进速度不断

攀升，当前煤矿生产普遍存在采掘失调、接续紧张的被动局面，其主要原因是传统掘

进作业配套的临时支锚作业速度慢、安全性差，极大地制约了掘进成巷速度的提高。

基于此现状，本设计依据课题组提出“掘 - 锚 - 护”时空双协同作业工艺的方案，设

计能最大程度上实现各工序间平行作业的综掘工作面掘锚支机器人，本设计主要目的

是进行机器人的总体结构设计及辅助运输系统悬挂连杆的参数优化设计。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为了解决掘锚支工艺平行作业率低的问题，本设计的整体结构以单轨吊运输基本

原理为基础，将超前支护、锚固、辅助运输、轨道铺设等工艺集成于一体的混联变胞

式掘锚支机器人。该装备包括悬挂支撑系统、动力系统、超前支护系统、辅助运输系

统以及锚固系统，如图 1 所示。

该装备采用模块化设计，各子系统可实现协同平行作业，大大提升了锚固作业效

率。其具体作业流程如下：首先，人工预先在巷道顶板上安装一段轨道，并将整套装

备安装于轨道上。其次，动力系统工作时，推动与其连接的装备主梁，从而实现整套

装备的运动。再者，当整套装备运动至指定工作位置后，超前支护系统中的支护网液

压伸缩系统推动支护网支架伸展，从而带动支护网展开。随后，辅助运输系统将 U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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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运送至抓取起始点，由搬运机械手将其抓取至特定位置，并通过锚固系统将 U 型梁

固定在巷道顶板上。紧接着，搬运机械手再次抓取搭建悬挂支撑系统所需的梁轨连接

组件与轨道，梁轨连接组件插装在 U 型梁下，轨道插装在梁轨连接组件下，且轨道末

端与前一段轨道前端相连，完成轨道铺设。然后，锚固系统撑地液压缸支撑底板，进

行锚固作业，以提升锚固作业稳定性，并通过其折叠式工作平台实现多角度多维度支

护。最后，超前支护系统、辅助运输系统、锚固系统中，用于调整形态的液压系统收缩，

动力系统驱动整套装备向前移动，继续上述步骤，重复锚护和支护作业。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混联变胞式掘锚支机器人整体结构设计

1）悬挂支撑系统结构设计

悬挂支撑系统是将该装备支撑在顶板上的关键部分，由 U 型梁、梁轨连接组件

与轨道组成。U 型梁与轨道通过梁轨连接组件中多组弹簧挡块机构，实现自动插装连

接，增强了连接强度。 

2）超前支护系统结构设计

超前支护系统由主梁、支护网支架、支护网、液压伸缩系统组成。该系统中通过

液压伸缩系统推动支护网支架伸展，以带动支护网展开，并且可根据支护要求，调整

支护网大小，实现高效支护。

3）动力系统结构设计

动力系统由液压马达、齿轮与浮钳式制动器组成。首先，该系统通过采用液压马

达驱动齿轮与轨道焊接齿条啮合前进的方式，增强了该装备的变坡能力。其次，通过

设计一种具有缓冲性能的浮钳式制动器，缓解了摩擦制动时带来的强烈振动。

4）辅助运输系统结构设计

辅助运输系统由隔爆型三相异步变频电机、减速机构、输送链、送料挡板组件、

搬运机械手等组成。首先，该系统通过以链传动为基础并采用带附件单侧型短节距输

送链（每两节带附件）的输送形式，实现了物料运输的安全性、稳定性及连续性。其次，

该系统通过悬挂连杆抬升机构调整位姿，配合搬运机械手，实现无人化的轨道铺设。

5）锚固系统结构设计

锚固系统由锚杆钻机、折叠式工作平台、锚杆存放装置与撑地液压缸组组成。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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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根据实际的支护要求，提出一种可以满足多自由度的机械臂式锚固系统方案。其次，

通过设计出一种可配合锚杆钻机自动装杆的锚杆存放装置，实现了锚固作业过程中的

自动续杆，极大提升了锚固作业效率。再者，通过设计一种可横向折叠的折叠式工作

平台与可着地辅助锚固作业的撑地液压缸组，实现了工作空间利用率的提升，保障了

锚固作业的稳定性。

2. 辅助运输系统悬挂连杆的参数优化设计

1）选定优化目标

对辅助运输系统进行仿真分析时，发现悬挂连杆间的液压缸伸缩量大于其自身长

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考虑到各连杆的长度对上述情况都有影响，所以本设计针对其

中一连杆的折角伸出长度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以得到符合实际情况的液压缸伸缩量。

2）实施优化方案

本设计选取进行参数化的对象为如图 2（a）中所示的上悬挂连杆 ABC，对 BC

的长度进行参数化处理，将 C 点的位置作为设计变量。将辅助运输系统简化为图

示连杆机构，其中 B 点的局部位置为 -450.0,-200.0,0.0 (mm,mm,mm)，方向为

0.0,0.0,0.0 (deg)，C 点的局部位置为 -450.0,-500.0,0.0 (mm,mm,mm)，方向为

270.0,0.0,0.0 (deg)。在辅助运输系统与整机连接的固定轴处添加固定副，各连杆铰

接处添加转动副，为了让送料平台能够实现水平状态和倾斜 45°的连续转换，将位

移驱动函数“22.5d * SIN( 2*time )+22.5d”添加到转动点 D 上。创建 E、F 两点间

的相对平移运动量，在表格编辑器中找到标记点 F，将其参数化 - 创建设计变量 - 实

数。根据 C 点的局部位置，其标准值为 -500，设置其相对差值为 ±100。

3）分析优化结果

根据前期准备，设计优化工具，研究测量量的最小值，得到优化曲线如图 2（b）

所示，并由该图可知曲线 Trial_3、Trial_4、Trial_5 符合要求，考虑到液压缸有吊耳

及其他影响因素，这里取 F 点变量值为 -450，根据其局部位置可知，BC 连杆的合

理长度为 250mm。

四、结论

1. 本文针对目前矿井普遍存在的“采掘失调”现状，设计了混联变胞式掘锚支机

器人的整体结构。该装备采用单轨吊的行进方式，并将锚固设备、支护设备与掘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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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基本实现了掘、锚、支的高效协同作业，解决了传统煤矿巷道分段式作业劳动

强度大、作业效率低的问题。

2. 通过 SolidWorks 软件对该机器人的悬挂支撑系统、动力系统、超前支护

系统、辅助运输系统、锚固系统以及其他主要零部件的模型进行了设计，并通过

SolidWorks 软件中的 Simulation 模块校核了该装备主要零部件的强度。

3. 对辅助运输系统悬挂连杆进行了了参数优化设计，并通过 Adams 软件仿真得

到了辅助运输系统悬挂连杆优化曲线，最终确定了悬挂连杆的合理长度。

五、创新点

针对现有掘锚支一体化作业平台存在的结构缺陷，本设计通过优化临时支护与永

久支护之间的协同工艺，提出了一种可以最大程度上实现各工序间平行作业的混联变

胞式掘锚支机器人。

本设计运用 Adams 软件对辅助运输系统悬挂连杆的长度进行了参数优化，得到

了该悬挂连杆长度的最优解，从而使得辅助运输系统悬挂连杆的设计更加符合实际工

况。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混联变胞式掘锚支机器人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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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2 辅助运输系统悬挂连杆的参数优化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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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智能垃圾分类处理装置控制系统设计

作者：周月锰  指导教师：常宏杰

河北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目前，我国垃圾分类处理技术大范围推广，但是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居民的

垃圾分类知识不足，分类积极性不高，垃圾种类繁多，分类工作量大。采用自动垃圾

分类技术，难度较大，设备复杂，成本较高，但效果往往不尽人意。为平衡以上问题，

从垃圾分类的源头出发，设计一种家用智能垃圾分类处理设备，来代替人工进行垃圾

分类。该装置改变以往垃圾分类思路，增加语音交互功能，用户只需提供垃圾名称，

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向控制核心传递语音信号，经过运算处理，最终控制机构完成相应

的分类动作。从而将垃圾分类放置于不同垃圾桶内。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控制系统基本原理

本课题所研发设备的主要功能是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向控制核心传递语音信号，当

控制核心接收到信号以后，将语音信号转化为可读的文字信息。然后通过查询垃圾分

类库中的分类数据，反馈相应的垃圾类别信息给控制核心，最后向电机发送驱动信号，

控制电机完成相应的分类动作。控制系统选择以树莓派为上位机，Arduino 为下位机，

结合两者的优势，以树莓派为控制核心，负责承担语音识别、音频转化、分类信息查

询和语音反馈的任务，Arduino 作为辅助，承担电机控制、反馈信息收集和抵抗电流

冲击的任务。共同完成从语音识别到电机控制垃圾投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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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及分类信息处理模块基本原理

语音信号通过麦克风和编解码器转化为电信号传递至控制核心进行处理和转化。

采用在线的语音识别方式，通过云端的识别引擎进行语音识别，无需添加额外的硬件、

接口调用方便、识别率高、响应速度快。语音合成功能相较于语音识别从原理上来说

更加简单，响应速度为毫秒级，且能与在线语音识别相兼容，因此同样采用在线平台

进行语音合成操作。

对于垃圾分类信息的处理，使用云端在线平台处理垃圾分类信息。通过百度

UNIT 机器人平台搜索最新的垃圾分类数据，最终得到详细精准的分类信息反馈。同

时依托于 AI 人工智能平台，能对用户语义进行分析，并给出人性化的回应，增添产

品使用趣味性。

3. 执行机构驱动模块基本原理

执行机构方面选择使用42步进电机连接上适当减速比的减速器控制垃圾桶转位，

完成执行动作。使用了 A4988 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电机运行，配合 AS5600 磁性旋

转位置传感器实时检测各内桶的转动角度，然后反馈信息给 Arduino 控制板，操作电

机实现闭环控制。

桶盖部分，选择使用一颗小体积大扭矩的舵机，对桶盖开闭进行操作。借助多个

HC-SR04 超声波传感器来检测垃圾是否落入桶内以及垃圾桶使用量。为避免电流冲

击对控制核心产生破坏，所有的执行部件及传感器原件均通过 Arduino 控制板进行控

制，以 I2C 通讯方式连入树莓派实现多种智能操作。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硬件设计

装置的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控制系统主要分为上位机和下位机两个部分。

依据上位机和下位机的特点，分别选用树莓派 Zero W 和 Arduino UNO 作为上位

机和下位机的控制核心。树莓派 Zero W 可通过联网执行语音识别与合成、自然语

言处理、垃圾分类识别、机器人智能对话等功能。而 Arduino UNO 具有较强的执行

元件控制能力，因此用于控制装置的机构运动。录音部分选用 MEMS（微型机电系

统） 硅麦克风和 WM8960 低功率立体声编解码器对对语音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

使用 240×320 的彩色 LCD 显示屏和 ST7789V 显示屏驱动芯片进行屏幕显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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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桶回转部分选用 42 步进电机和 A4988 电机驱动器进行内桶转位控制，配合

AS5600 磁感应编码器用来检测电机转角。使用舵机或直线模组和电磁铁的组合对垃

圾桶的桶盖进行控制。桶盖周围再安装上 HC-SR04 超声波传感器对垃圾桶剩余空

间和垃圾落入情况进行检测。最后使用含 LM2590S 芯片的电源模块作为稳压电源。

2. 控制流程规划

首先，用户需对设备说“小白，小白”通过语音唤醒来启动语音识别功能。然后

说出一段语音，装置同步进行语音识别，并计算语音的结束时间点。识别结束后会进

入两个功能块，一个是闲聊功能块，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比如可以问天气、问时间、

讲笑话等几十项对话技能。另一个则是垃圾分类功能块。分类程序获取音频中的垃

圾名称，经过计算和处理得到识别结果，然后传入 1 或 2 或 3 或 4 的指令进入下位

机，上位机则进入等待接收下位机处理结果的状态。下位机收到指令会控制步进电机

对应旋转 60°、120°、180°、240°度。然后打开电磁铁和直线模组，电机再转

60°，再打开舵机控制的桶盖，打开超声波传感器。如果有垃圾落入桶内，则返回成

功落入的信息至上位机。如果没有，则反馈未妥善处理的信息至上位机，然后关闭桶盖，

电机回转 60°，放下电磁铁（电磁继电器）。上位机收到处理结果后，合成对应的

回复音频进行播放。然后再次启动语音识别功能，与此同时通过算法不断判断语音的

声波幅值大小，当超过设定值则说明有语音输入，程序继续进入功能块。当小于设定

值并持续一段时间，则说明没有语音输入，最后播放结束音频，进入待机状态，等待

下一次语音唤醒。程序执行过程中，屏幕同步刷新人机对话的中文内容，并同步播放

回复音频。

3. 上位机程序设计

使用 Python 计算机编程语言编写上位机程序。安装了 20 多个软件工具库，

开 启 了 树 莓 派 的 GPIO、I2C、SPI、VNC、SSH 等 功 能。 在 Windows 端 通 过

WinSCP、putty 等软件对树莓派进行无线访问。使用 VS code 软件进行编程操

作。上位机程序主要由主框架程序、语音唤醒程序、录音程序、播放音频程序、

STT(Speech To Text ) 程序、TTS(Text To Speech) 程序、机器人智能对话程序、

垃圾种类判断程序、屏幕显示程序以及与下位机的通信程序等程序组成。程序中多次

使用较复杂的程序中断技术，来提高程序整体运行性能。垃圾种类判断程序能适应多

种说话方式下的垃圾判断，垃圾识别更加准确，并加入机器人智能对话程序，对话方

式更加人性化。语音识别 (STT) 与合成 (TTS) 部分是课题的亮点，该部分使用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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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的程序算法，突破语音识别平台官方的限制，将识别速度从 14 秒以上优化至 1

秒以内，并能在树莓派这种轻量化硬件设备上流畅运行。

4. 下位机程序设计

下位机所用的 Arduino 是一块单片机。该部分程序由主框架程序、步进电机程

序、舵机程序、磁编码器程序、按键程序、超声波检测程序、通信程序以及屏幕显示

程序等程序组成。其中按键程序和步进电机程序使用了程序中断技术，节省系统资

源，加快运行速度。按键使用上升沿触发方式，能有效避免按键抖动。步进电机结合

AS5600 磁编码器实现电机的闭环控制，步进电机转一圈是 200 步，可通过调节电

机驱动的细分，将控制角度缩小 32 倍，达到 360° /6400 ≈ 0.056°。

5. 组装与调试

依据控制系统结构图和控制系统电气原理图进行组装和焊接最终完成电路实物的

制作。实物如图 2 所示。调试过程中，为了达到控制系统运行的最佳效果，实验了多

种不同的语音识别程序来逐渐提高语音识别速度，调整语音识别灵敏度，设计超声波

的滤波算法，修改步进电机的细分和脉冲频率。同时还实现了在多种说话方式下准确

识别垃圾名称，执行相应的垃圾分类操作的效果。最后还增加了机器人智能对话程序

这一附加功能，使得人机对话更像是日常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设备整体程序和机构反

应都相当迅速。

四、结论

本课题所研发设备常应用于家庭、办公室和其他非工业应用场所。由于周围环境

复杂，因此在保证能完成不同种类垃圾准确分类投放的前提下，需要其控制系统具有

使用方便、噪声小、人性化、低功耗等特点，能应对多种家庭噪声场合及使用环境。

其中涉及了声学、机械能和电能之间的相互转换，数字信号处理、信号反馈方案、电

子线路和软件程序设计等多个技术方面的领域。任一方面都与其他领域相关联，必须

统筹考虑，设计一套简洁可靠的控制系统，从而使其能够在多种场合稳定运行。

该设备符合 2017 年 3 月 18 日经国务院同意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的要求。落实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促进了政府建立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的形成，符合当前我国可持

续发展的的目标。该设备的应用也将大大提高人们对垃圾进行合理的回收与再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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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促进资源的再利用，进一步节约了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对于普通家庭用户

特别是对于老人来说，无论是用于垃圾处理还是分类信息学习，都十分方便友好。

五、创新点

1. 使用上位机识别和下位机执行相结合的控制结构，各取所长，减小执行元件对

控制板的电流冲击，降低上位机损坏率。

2. 通过语音模块进行人机交互，使用更加方便，更适用于老人和儿童。自研同步

语音识别算法，将识别速度控制在 1s 以内，能以多种说话方式执行垃圾分类的操作，

并自动判断录音结束点。

3. 使用云端人工智能平台进行机器人智能对话、垃圾分类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

操作，实时更新垃圾分类数据库，提高识别准确度和分类准确度。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控制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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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家用智能垃圾分类处理装置控制系统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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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AE 分析的冲蚀试验机设计
及钛合金抗冲蚀性能研究

作者：朱聪聪  指导教师：郭华锋

徐州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一、设计目的

磨损和腐蚀是造成金属零部件服役性能下降或失效的两种主要形式。高速气流

携带固体颗粒导致的材料冲蚀磨损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评价材料冲蚀性

能、掌握冲蚀机理，进而进行材料抗冲蚀设计是表面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当

前大多数冲蚀试验机可靠性不高，冲蚀机理存在材料因素和工艺因素的依赖效应、复

杂多变，制约着金属材料冲蚀性能评定和抗冲蚀性能设计。基于此，综合运用 CAD/

CAE 技术、单片机技术等设计可自动控制的常温冲蚀试验机。基于 ABAQUS 软件

和 Johnson-Cook 模型开展金属材料微观冲蚀损伤行为研究，探索材料因素和工艺

因素对材料冲蚀性能的影响规律。综合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及试验研究揭示钛合金冲

蚀机理。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冲蚀磨损及冲蚀机理

冲蚀磨损是材料表面受固体颗粒以一定的角度和速度撞击而引起的损伤，工况不

同、冲蚀粒子性质不同、冲蚀形式不同，材料的冲蚀磨损机理不同。塑性材料冲蚀机

理主要有微切削理论、变形磨损理论和锻造挤压理论等。而脆性材料的冲蚀机理主要

表现为材料裂纹扩展和疲劳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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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冲蚀试验机设计理论

冲蚀试验设备控制功能和安全性能要求较高，冲蚀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喷射型

冲蚀试验机最为常用。其设计依据主要参考标准 ASTM G76-13《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Conducting Erosion Tests by Solid Particle Impingement Using 

Gas Jets》。主要结构包括：靶材固定夹紧装置、冲蚀角度调节装置、冲蚀距离调节

装置、磨粒速度控制装置等。本设计采用现代设计方法学，基于 3D 设计软件和有限

元（FEM）平台进行建模、装配、仿真和刚强度分析，确保设计可靠性。

3. 冲蚀损伤过程仿真基本理论

由于 Ti6Al4V 钛合金在粒子高速撞击下产生剧烈应变乃至去除材料，因此材料损

伤的定义和累积损坏法则的判据至关重要。对于塑性材料而言，通过采用 Johnson-

Cook 模型定义材料损伤，通过失效参数设置塑性材料损伤和去除方式。仿真过程及

结果处理全部基于 ABAQUS 平台。

4. 冲蚀试验方法

采用 3 水平 3 因素的正交试验方案和单一因素控制变量法试验。通过控制系统全

自动改变冲蚀距离、冲蚀角度等工艺参数进行冲蚀试验。通过感重 0.1mg 的电子天

平评价冲蚀率，通过SEM/EDS、XRD、残余应力测试仪等手段研究冲蚀表面微观形貌、

成分，相结构及残余应力分布，综合揭示钛合金的冲蚀磨损机理。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常温冲蚀试验机系统搭建

采用 CAD/CAE 技术和单片机控制技术设计常温冲蚀试验机的机械结构和控制

系统，实现对冲蚀距离、冲蚀角度和喷头位置的自动化控制。通过 SolidWorks 软

件对模型进行 3D 建模、整机装配、运动仿真和干涉检验，通过有限元软件 ANSYS 

Workbench 对关键零部件进行刚强度分析，结果表明：冲蚀试验机模型无干涉、运

动符合要求、零部件强度符合要求。通过定制和自制非标件、购买标准件进行冲蚀试

验机系统搭建，经调试，冲蚀试验机的机械系统和电控系统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可实

现冲蚀距离 180mm 内连续可调、冲蚀角度 0-90°连续可调、冲砂量可控、冲蚀压

力为 0.2-0.8MPa 连续可调、试样形状大小可变。

2. 基于 ABAQUS 的钛合金微观冲蚀损伤行为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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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Johnson-Cook 塑性材料损伤模型，基于 ABAQUS 多物理场耦合有限元

软件进行了钛合金冲蚀磨损仿真。研究了冲蚀角度、粒子速度、粒子形状、粒子数量

等参数对冲蚀损伤过程的影响规律，分析了冲蚀内应力、残余应力场的分布、粒子运

动状态变化及其对材料变形、损伤和失效的影响过程，获得了冲蚀过程中粒子和靶材

速度变化曲线和系统的能量变化及传递路线，对比了球形和角形颗粒对冲蚀过程的影

响，揭示了不同参数下的冲蚀机理。数值模拟结果为材料冲蚀率和冲蚀机理研究提供

了直观依据。

3. 钛合金抗冲蚀性能实验研究

通过正交试验法和控制变量法设计冲蚀试验。采用扫描电镜、能谱仪、冲蚀试验

机及残余应力测试仪等手段综合评价钛合金抗冲蚀性能，揭示不同工况下的冲蚀机理。

研究结果优化冲蚀工艺参数，降低材料冲蚀率及进行材料抗冲蚀设计提供试验依据。

1）基于正交试验的钛合金抗冲蚀性能研究

基于正交试验研究冲蚀角度、冲蚀距离和冲砂量对 Ti6Al4V 钛合金冲蚀率的影响。

通过极差分析和方差分析获得冲蚀工艺参数对冲蚀率的影响规律，进而得到冲蚀率最

大和最小时的因素水平组合。根据此规律可进行冲蚀工艺参数优化、调控及钛合金使

用工况的结构设计建议，降低其冲蚀率。

2）基于控制变量法的钛合金抗冲蚀性能研究

在正交试验获得的因素影响主次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控制变量法实验。分别

获得了冲蚀角度、冲砂量等单一因素下钛合金的冲蚀规律及冲蚀率“突变点”所对应

的工艺参数。

3）钛合金冲蚀机理研究

研究不同冲蚀角度、冲砂量和冲蚀距离下钛合金的冲蚀磨损机理。揭示冲蚀工艺

参数演变对冲蚀磨损机理演变的影响规律，掌握材料抗冲性设计准则。

四、结论

1. 基于 CAD/CAE 技术和单片机控制技术完成了常温冲蚀试验机的设计、制造、

装配和调试工作。研究成果已受理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2. 采用 Johnson-Cook 模型，基于 ABAQUS 平台实现了 Ti6Al4V 钛合金材

料的单 / 多粒子冲蚀损伤过程数值模拟。分析了冲蚀损伤过程，研究了残余应力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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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讨论了冲蚀过程能量演变过程，对比分析了球形和角形粒子对材料冲蚀损伤

的影响，从仿真角度揭示了冲蚀机理。研究成果获校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1 项。

3. 基于正交试验法和控制变量法研究了冲蚀工艺参数对冲蚀率的影响规律，获得

了冲蚀率最大和最小时的因素水平组合。结果表明：当冲蚀距离为 90mm、冲蚀角度

为 60°、冲砂量为 200g 时冲蚀率最大。随着冲蚀角度的增大，冲蚀率先增大后减小，

在 50° ~90°之间变化较小，在 40°时最大。随着冲砂量的增大，冲蚀率减小，在

800g 时最小。由于粒子存在发散角，导致冲蚀距离越大，冲蚀率越小。

4. 通过 SEM/EDS、XRD、冲蚀试验机等手段综合考察了钛合金的冲蚀损伤行为，

揭示其冲蚀机理。结果表明：低冲蚀角度下钛合金的损伤主要表现为犁削和铲削。随

着冲蚀角度增加，冲蚀机理演变为锤击效应；90°时，冲蚀区域出现裂纹及裂纹扩展

导致的材料脆性断裂和剥层。部分研究成果已投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 篇（在审）。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冲蚀试验机设计方法，基于 CAD/CAE 技术完成了样机设

计和制造。结构简单，操控方便，可靠性强。

2. 建立了钛合金表面冲蚀损伤有限元模型，系统研究了冲蚀过程中材料因素和工

艺因素对材料冲蚀损伤行为的影响规律，构建了冲蚀过程能量传递和转换模型，为材

料抗冲蚀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3. 采用正交试验法和控制变量法研究了工艺参数对材料冲蚀损伤过程的影响。综

合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实验分析了不同工况下钛合金的冲蚀机理及其演变规律，为

其它材料的冲蚀损伤分析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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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冲蚀试验机 3D 模型及渲染图

(b) 冲蚀试验机实物图
图 1 冲蚀试验机三维模型及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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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变形

(a) 0s (b) 3.6e-7s

(d) 6.8e-7s (c) 5.6e-7s

(e) 1.12e-6s (f) 2e-6s

45°
V=300m·s-1

撞击冲蚀
（主要变形区）

弹性变形
部分恢复

无变形

向前旋转
离开靶材 切削沟槽

凹坑挤压唇

挤压
作用

切削
作用

45°
F

凹坑

挤压唇

挤压唇

切削痕

冲蚀碎片

切削

挤压唇

图 2 45°冲蚀角下冲蚀损伤模拟（（a）-（f））及实验结果（（g）-（i））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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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仪器的高温炉管超声
无损检测智能评级系统

作者：邓紫荆  指导教师：陈军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一、设计目的

高温炉管是石化行业核心装置的关键部件，在高温、高压的恶劣环境下长期服役

会产生各种损伤造成炉管失效，引发有毒易燃介质的泄漏造成环境污染、火灾甚至人

身伤亡事故，确定炉管的损伤级别，是保障炉管安全服役及进行炉管剩余寿命预测的

关键。为了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本毕业设计基于逐步优化评级法，借助虚拟仪器开

发平台 Labview 开发了高温炉管损伤级别智能评定系统，具有界面友好、嵌入性高、

运行稳定、使用方便的特点，实现了对高温炉管损伤级别客观、准确、快速的评定。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虚拟仪器的概念和特点

虚拟仪器是加在通用计算机上的一套软件和硬件，程序开发者经过针对性的开发

测试，能使之成为一套相当于程序开发者自己专门设计的传统仪器。典型的虚拟仪器

具有针对性强、扩展性好、运行速度快、集成度高等特点。开发者可以自定义控件，

对界面进行个性化设计，对用户进行功能化定制，实现真实仪器的功能。虚拟仪器系

统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使之可与计算机技术同步发展，可以实现即时的更新换代，达

到降低成本、提高精度、保持先进性的目的，并大大节省用户的开发时间，因此已经

在测量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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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仪器软件 LabVIEW

LabVIEW 是基于图像编程的一种编程语言，有两个面板，前面板放置操作及显

示控件，程序面板则用于写程序，前面板加入控件，程序面板可直接通过连线对其进

行控制，可以直接利用工具选版对前面版控件的类型、颜色、大小进行调整，生成美

观且便捷的用户面板。其程序执行过程是基于数据流的，编程人员可以通过绘制连线

连接不同功能的控件。图形化的程序框图结构决定程序如何执行，通过连线传递变量，

所有的输入数据都准备好之后，节点便马上执行。每一个执行程序称为一个 VI，编写

时只需将已经设计好的模块相连。LabVIEW 的底层结构是 VISA 库，VISA 库实质

上是标准 I/O 函数库及其相关规范的总称，是仪器与计算机之间的软件连接层，用以

实现计算机软件对仪器硬件的程序控制。LabVIEW 具有较为强大的人机交互界面设

计能力，易于搭建各种复杂仪器面板，还具有稳定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并可以提

供丰富的仪器和总线接口硬件驱动程序，同时也提供与传统文本语言如 C、C++ 等的

接口，增强了 LabVIEW 的整体功能。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用虚拟仪器实现逐步优化评级法

基于 LabVIEW 平台，分五大模块对逐步优化评级法进行编程，分别为“第一步

VI”、“第二步 VI”、“焊缝识别 VI”、“焊缝识别辅助 VI”和“第三步 VI”，不

同 VI 之间可以互相调用，可以完成独立的、特殊的功能。

2. 逐步优化评级方法数据分析

使用六组炉管，21955 个采集点，2399 个单元进行评级测试，确定影响逐步优

化评级法正确率的原因如下：

1）问题 1：B 级或 B 下级的连通不规范：对于相邻 B 级或 B 下级小于连通宽度

的情况，只对中间评级为 A 级的单元进行了修改，而对于 B 级和 B 下级穿插的情况，

没有进行连通，导致 B 级和 B 下级错误较多。

2）问题 2：连接处评级混乱：在不同级别区域的连接处，有较小的过度区域，

这些区域容易出现不同的单元评级结果，造成密集混乱，从而对评级结果造成影响。

3）问题 3：A 级掺杂 B 下级：大片的 A 级区域会有一些幅值的波动，使其中掺

杂 A 级被错评为 B 下级的区域，但在实际中，这些较小的波动会被忽略，最终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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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仍为 A 级。

3. 优化方案的实现与测试

1）针对问题 1：设置连通宽度，若在连通范围内 B 级中间都为 B 下级或者 B 下

级中间都为 B 级，则将其修改为与周边同一级别。体现在程序框图中：在“第三步

VI”查找 A 级的框图中添加“与”结构，分别对 B 级或 B 下级进行检索，若检索到

两个相邻小于连通宽度的单元，则将 B 下级修改为 B 级。同理，B 下级中间的 B 级

也需要修改。

2）针对问题 2：若一个单位的评级结果与前后都不同，则改为前一个单位的评

级结果，经过数次循环后，则可将过渡区域的评级结果进行连接。

3）针对问题 3：在 A 级区域同样设置一定的连通宽度，如果相邻 B 下级单元宽

度小于连通宽度，修改为 A 级，需要注意的是：B 级、B 上级和 C 级如果出现在 A 

级区域中，则代表高温炉管部分区域已经受到了相应程度的损坏或裂纹，不能修改或

者忽略。

4）对优化后的结果用六组炉管，21955 个采集点，2399 个单元进行评级测试，

经过改进后的逐步优化评级法错误率下降了约 42%，其中，A 级和 B 级错误下降比

例最为明显，分别下降了 48% 左右和 64% 左右。

4. LabVIEW 人机交互界面的优化

参数设置界面有炉管名称、炉管外径、炉管长度、炉管材料、炉管壁厚和检测时

间输入框，以及可供检测人员更改的连通宽度、焊缝最大宽度以及焊缝处管径偏移量

的跃变检测值的默认值。检测结果界面生成通道 1 和通道 2 的波形图以及管径偏移量

波形图，炉管名称将与参数设置界面同步，焊缝位置也显示在检测结果面板上。

四、结论

本毕业设计在第二代超声高温炉管检测系统的基础上，对逐步优化评级法进行了

改进，并利用 LabVIEW 进行实现，设计了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得到如下结论：

1. 利用 LabVIEW 编写逐步优化评级法的程序，并对应用程序界面进行设计，提

高了人机交互的友好度，实现了检测结果的直观显示、参数的便捷输入和检测报告的

自动生成。

2. 应用此程序和检测数据进行了数据分析，得到逐步优化评级法产生错误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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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1）B 级或 B 下级的连通不规范；（2）连接处评级混乱；（3）A 级掺杂 B 下级。

3. 针对产生错误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方案，实现了逐步优化评级法的改进。改进

后的逐步优化评级法错误率下降了约 42%，其中，A 级和 B 级经过改进后错误下降

比例最为明显，分别下降了 48% 和 64% 左右。

五、创新点

1. 首次将智能评级的程序嵌入由 LabVIEW 软件开发的操作系统中，使后续修

改以及生成用户界面更为直观便捷，为后续智能评级系统的优化奠定基础。

2. 利用应用程序对“逐步优化评级法”进行数据分析，找出了这种方法的三处不

足后对程序进行了改进，并分析了改进的有效性。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第一步 VI 程序框图

图 2 应用程序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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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顺序对双金属复合管后内焊接头
残余应力影响研究

作者：高振华  指导教师：李立英，韩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双金属复合管兼有复层耐蚀合金优良的耐腐蚀性能和基层碳钢较高的刚度和强

度，且价格低，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等领域。双金属复合管常采用先复层后基层的

顺序焊接，若采用低成本的混合焊材（复层采用耐蚀合金焊材，基层采用低合金焊材），

容易导致过渡区脆硬组织的产生和复层耐蚀性的下降；若全部采用高合金耐蚀焊材，

存在焊接成本、焊接效率低等问题。鉴于此，韩彬等人提出了双金属复合管后内焊工

艺（先基层后复层焊接）。本文采用 SYSWELD 软件，研究焊接顺序对 L415/316L

双金属复合管后内焊接头残余应力的影响，确定最佳焊接顺序。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物理模型

本文采用 L415/316L 双金属机械复合管，规格为 φ355（11+2）mm，基层为

L415，厚度为 11 mm；复层为 316L，厚度为 2 mm。焊接坡口为双 V 型，如图 1 所示。

基层坡口角度 α=60°，深度为 8 mm，复层坡口角度 β=75°，深度为 3 mm，间

隙 a=2 mm，钝边 b=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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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坡口设计

基于后内焊工艺，分为四种焊接顺序，如图 2 所示。焊接顺序 A：1-2-3-4-5-

6-7-8；焊接顺序 B：1-7-8-2-3-4-5-6；焊接顺序 C：1-2-7-8-3-4-5-6；

焊接顺序 D：1-2-3-4-7-8-5-6。

图 2 焊接顺序

2. 有限元模型

1）温度场有限元基本理论

焊接热源具有局部集中性、瞬时性、移动性等特点，焊接过程复杂，正确选择热

源模型可以准确模拟温度场的分布，从而正确模拟焊后残余应力。本文采用双椭球热

源模型，该热源模型为体热源，可以较好地模拟 MIG 焊的熔池的长度、宽度和深度。

焊接过程中，热传导、辐射、对流是热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热源到工件，主要以辐

射和对流为主，在此之后，热量在工件中传播主要以热传导为主。

2）应力场有限元基本理论

焊接残余应力的预测与分析是建立在温度场基础之上，采用热弹塑性理论可以较

为详细地描述应力应变的产生及变化过程，随计算机有限元软件的开发，目前该理论

已经有了良好的应用。使用热弹塑性理论需要遵循屈服准则、流动准则和强化准则。

金属材料有限元分析，通常采用 Von Mises 屈服准则，通过将等效应力与屈服强度

进行比较，判断材料是否进入屈服状态。流动准则主要指出材料达到屈服状态之后，

塑性变形方向的确定，塑性应变增加量为屈服面的法线几何上的方向。强化准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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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等向强化和随动强化两种模型，亦或两种强化模型相结合。

3）网格划分

与实际模型按照 1:1 比例建立网格模型，如图 3 所示，网格采用渐变的方式，焊

缝部位网格较为密集，两边网格较为稀疏。

图 3 网格模型

三、主要试验过程

1. 前处理

本文采用二维模型，模拟类型选用 2D Rotational。L415 材料选用与其相近的

DC04 材料库，316L 选用 316L 材料库，低合金焊材选用 DC04 材料库，镍基焊材

选用 Ni625 材料库。多层多道焊通过输入热循环来实现，首先采用双椭球热源模型进

行热源校核，提取热循环曲线，再通过将热循环曲线设定不同的时间来实现多层多道

焊，热循环曲线如图 4 所示。约束方式为刚性约束，冷却方式为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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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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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热循环曲线

2. 温度场有限元分析

以顺序 B 为例，对双金属复合管截面进行取点分析，如图 5 所示，点 1、点 2

和点 3 在内表面上，点 1 位于熔合线，点 2 位于热影响区，点 3 位于焊缝较远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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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0 s-410 s 温度变化如图 6 所示。点 4 和点 5 为复层和基层间隙两侧的点，点

4 位于 316L 侧，点 5 位于 L415 侧，温度变化如图 7 所示。

图 5 取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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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内表面温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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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材料为 316L 的点 4 （a）材料为 L415 的点 5
图 7 间隙两侧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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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焊接顺序第一道焊缝均为基层的根焊，后续焊接顺序发生改变，选取根焊中

心的其中一个节点进行温度分析，其温度变化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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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顺序 A （b）顺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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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顺序 C （d）顺序 D
图 8 根焊层温度变化焊接顺序 C

与热源距离是影响温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同时材料属性也是影响温度变化的重要

因素，焊接顺序的改变可以改变热源对工件的影响，改变了工件温度分布，对残余应

力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3. 应力场有限元分析

1）云图分析

对四种焊接顺序焊接接头残余应力在焊接过程中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随着焊

接的进行，应力往外表面发展并逐渐演变成高应力区域，内表面及根焊层应力变化不

一。焊接顺序 A 应力演变过程见图 9，焊接顺序 B 应力演变过程见图 10，焊接顺序

C 应力演变过程见图 11，焊接顺序 D 应力演变过程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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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1 道 （b）第 2 道 （c）第 3 道 （d）第 4 道

（e）第 5 道 （f）第 6 道 （g）第 7 道 （h）第 8 道

图 9 顺序 A

（a）第 1 道 （b）第 2 道 （c）第 3 道 （d）第 4 道

（e）第 5 道 （f）第 6 道 （g）第 7 道 （h）第 8 道

图 10 顺序 B

（a）第 1 道 （b）第 2 道 （c）第 3 道 （d）第 4 道

（e）第 5 道 （f）第 6 道 （g）第 7 道 （h）第 8 道

图 11 顺序 C

（a）第 1 道 （b）第 2 道 （c）第 3 道 （d）第 4 道

（e）第 5 道 （f）第 6 道 （g）第 7 道 （h）第 8 道

图 12 顺序 D

对焊后残余应力进行了分析，Von Mises 应力云图如图 13 所示，环向应力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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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所示，轴向应力如图 15 所示，径向应力如图 16 所示。

（a）顺序 A （b）顺序 B

（c）顺序 C （d）顺序 D
图 13 Von Mises 云图

（a）顺序 A （b）顺序 B

（c）顺序 C （d）顺序 D
图 14 环向应力云图

（a）顺序 A （b）顺序 B

（c）顺序 C （d）顺序 D
图 15 轴向应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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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顺序 A （b）顺序 B

（c）顺序 C （d）顺序 D
图 16 径向应力云图

随焊接顺序改变，残余应力大小发生明显变化，但残余应力的分布基本没有改变。

顺序 C 根焊层（焊道 1）和內焊层（焊道 7、8）应力最小。

2）路径分析

对内表面和外表面应力进行了分析，内表面和外表面应力变化分别如图 17 和图

18 所示。通过对内、外表面的残余应力进行分析，发现焊接顺序发生改变，内、外

表面均发生明显变化，相对外表面，内表面应力变化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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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内表面应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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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 基 于 后 内 焊 工 艺，L415/316L 双 金 属 复 合 管 分 为 四 种 焊 接 顺 序， 利 用

SYSWELD 软件对其焊接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过程主要包括：模型建立及网

格化、热源校核、前处理、求解计算、后处理，分别对温度场与应力场进行分析。

2. 温度场分析表明，与热源距离、材料属性是影响温度变化的重要因素，焊接顺

序的改变，使得与热源之间的距离发生了变化，改变了热量分配，从而改变了温度场

的分布。

3. 应力场分析表明，焊接顺序主要影响残余应力大小，对残余应力分布影响较小；

内表面残余应力受焊接顺序的影响较大，外表面的残余应力受焊接顺序影响较小；基

层根焊层和盖面层均存在一定的高应力区域，根焊部位应力可以通过改变焊接顺序来

降低，盖面层的高应力不能通过焊接顺序来改变；采用顺序 C 焊接时产生的残余应力

最小，为最佳焊接顺序。

五、创新点

1. 基于双金属复合管的后内焊工艺，建立了四种焊接顺序的焊接接头有限元模型，

通过 SYSWELD 有限元软件模拟得到了温度场和应力场。

2. 获得焊接顺序对双金属复合管后内焊工艺的影响规律，确定了最佳焊接顺序，

优化了焊接工艺。



280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路由器下壳注塑模具设计

作者：韩达  指导教师：王权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模具是工业生产中极其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特殊基础工艺装备，其生产过程集精

密制造、计算机技术、智能控制和绿色制造为一体，既是高新技术载体，又是高新技

术产品，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防现代化和高端技术服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也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节能降耗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机床、电子、汽车、电机、电

器、仪器、仪表、家电和通讯等产品中，60 ～ 80% 的零部件都要依靠模具成形。用

模具生产制件所表现出来的高精度、高复杂程度、高一致性、高生产率和低消耗等特

点是其它加工制造方法所无法比拟的。模具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产品的质量、效益以及新产品的开发能力，目前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产品制造水

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本毕业设计结合 CAD/CAE 技术，根据实际企业需求，设计了一

套路由器下壳注塑模具，并进行了二维工程图的绘制，为提升设计效率，同时进行了

CAD 设计系统的二次开发。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基于 Moldflow 的模具有限元分析

 Moldflow 是一款应用广泛的模拟仿真软件，可以全面模拟注塑成型过程，并以

图形的方式直观地显示分析结果，为设计参的确定和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可以帮助设

计者进一步修改模具设计方案，同时相同模具设计方案情况下，通过工艺参数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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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产品的成型质量。

2. 基于 UG 的模具设计

UG 软件在注塑模具设计中应用广泛，软件中有注塑模具设计模块，同时方便进

行二次开发。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产品结构分析

该产品是路由器下壳塑料产品，无倒钩、侧滑块。主要以平面为主，在产品上有

一些碰穿孔，形状规则。整体特征不复杂。长度最大尺寸 91.5mm，宽度最大尺寸

52.8mm，高度为 28.1mm。

图 1 产品尺寸图

2. 模具有限元分析

以 Moldflow 软件为模拟与分析工具，对塑件进行了充填、流动、冷却以及翘曲

等分析。并设置了两种浇口位置方案、三种浇口尺寸方案以及三种冷却回路方案，在

确定这些方案后，以翘曲和顶出时的体积收缩率为衡量指标，模具温度、熔体温度、

注射时间、保压压力和冷却时间等作为影响因子，使用正交试验法来优化成型工艺参

数，并根据优化后的参数组合进行仿真，最终达到提高注塑件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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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具有限元分析

3. 模具结构设计

主流道是熔融的塑料从注塑机喷嘴到分流道之间的一段距离成为主流道，由于注

塑机喷嘴和模具需要反复接触碰撞，一般主流道都用一个衬套嵌入模具中。该衬套经

过淬火等特殊处理，达到需要的硬度也方便拆卸。主流道分为两板模大水口主流道和

三板模细水口主流道，两者的区别是主流道的端面所接触的位置不一样，两板模主流

道一般情况直接到达分型面上，三板模的主流道一般情况到达型腔板上。设计准则一

般放到模具中心达到平衡效果。模具的分流道选用了直径 8mm 的 U 型分流道。因为

该模具为路由器下壳模具设计，以把浇口设计在下壳底端不会影响产品美观度，所以

选择三板模点胶口。主流道的正下方做出一个 10mm 的冷料井，避免冷料进入型腔。

          

图 3 整体浇注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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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模具的生产效率，加快模具的注塑填充周期性，需要加快产品冷却，从

而设计冷却系统，冷却管道直径 d=10 mm。

图 4 冷却水路结构

四、结论

1．采用 Moldflow，优化改变了传统的试模、修模的方法，通过设定不同的注塑

参数直接得到不同的注塑结果模拟，从而可以直接对不同参数所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选择，确定出最好的模具设计方案，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2．根据 CAE 分析结果，采用 Unigraphics 软件进行了注塑的设计，塑件的材

料采用 ABS，根据塑件产品的形状特点，选用了一模一腔，进行点浇口注胶。从产

品的拔模斜度分析，确定了分型面。设计出虎口，该模具生产产量比较大，型腔型芯

中分别带有镶件，方便排气和更换。然后根据产品流道计算出注塑机型号，分别进行

了各数据的校验，最后计算分析得出模架的大小。

五、创新点

1. UG 软件的应用与开发

应用软件功能的二次开发是现今模具生产制造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趋势，其主要

作用就是在模具生产中使用的各种软件本身功能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有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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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软件基本功能进行整合，利用计算机编程形成新的功能模块，达到快速生成需求目

标的效果，使其操作与生成过程自动化、批量化，还可以辅助完成应用软件图形以外

的内容输出动作，辅助模具生产自动生成管理表格单据等功能，大量减少人员的手动

操作，在工作效率提升、减少出错与质量损失方面效用卓著。

图 5 自动生成装配工具

2. CAE 预变形调整模具设计。产品在注塑后的产品翘曲变形会很大，会严重影

响其装配后的匹配情况，这样会造成后续模具大量调整避免不了大范围的烧焊，这样

会导致模具寿命急剧下降，为了保证模具寿命降低改模成本，采用 CAE 预变形分析

技术，提前模拟产品变形，反变形调整产品 3D 开模数据，优化模具设计，提高了模

具寿命，降低了成本。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6 三板模结构示意图



284 285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图 7 模具设计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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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电镀自动化设备的设计

作者：黄诗展  指导教师：姜峰，言兰

华侨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金属磨头常通过电沉积法使结合剂与不溶性的固体颗粒均匀共同沉积在磨头表

面，形成结合剂 - 金刚石复合镀层，使磨头具有高的硬度，其耐磨性、抗高温氧化性

和耐腐蚀性得以很大提高。分段电镀是利用电镀工艺将不同的镀层材料电镀在产品表

面，在电镀产品某一部分的同时，需屏蔽保护非电镀的那一部分。实现该过程的传统

工艺是人工用塑料薄膜缠绕或者涂覆沥青等材料进行屏蔽保护，然后人工、机械或激

光灼烧去除屏蔽层的方法。这种人工的方法，加工成本高，而且精度不高，成品率低；

机械去除的方法，则容易对工件造成损伤。基于以上痛点分析，设计一套合理的自动

化智能设备来代替人工生产、解放人类劳动是十分必要的。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碱溶性光敏树脂的合成机理

碱溶性光敏树脂在结构上除了含有感光基团外，还含有磺酸基、羧基、酰胺等碱

溶性基团，通常是利用酸酐改性光敏树脂，引入羧基，制得碱溶性光敏树脂。利用其

特有的光敏性与碱溶性，碱溶性光敏树脂已在液态感光阻焊剂、液态光致抗蚀剂等电

子和印刷行业获得广泛的应用。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碱溶性感光树脂主要有以下几

种合成方法：1) 酚醛缩合型丙烯酸环氧树脂与酸酐的反应生成物；2) 环氧丙烯酸树

脂与酸酐、不饱和异氰酸脂混合的反应生成物；3) 环氧丙烯酸树脂与酸酐、烷基双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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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混合的反应生成物；4) 丙烯酸环氧树脂与酸酐、醇、二异氰酸脂混合的反应生成物；

5) 三苯酚系环氧丙烯酸与酸酐的反应生成物。常用合成方法是通过缩合或接枝等方法，

在一些高分子链上接枝一些羧基、酰胺等可溶于碱性水溶液的基团，以及乙烯基、丙

烯基等反应活性基团。

2. 紫外光去除树脂的机理

碱溶性 UV 树脂在紫外线照射的作用下发生固化，未被照射部分用弱碱（3% ）

溶液浸泡后从涂覆表面脱离，简称“显影”，被照射固化的部分耐弱碱，起保护作用，

最后用强碱将树脂涂层全部去除，简称“脱膜”。本课题拟利用碱溶性 UV 树脂在紫

外线性照射下固化的这个性能，对工件表面的不同电镀位置进行遮挡一一去除的作业，

从而精确控制每个电镀工具位置的磨粒尺寸和电流大小。

3. 送料机构的设计方法

送料机构的工作流程应包含两个环节，即上料和下料。设计自动送料的机构是流

水线设备当中不可缺少的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动送料，消除积累误差，同时能

够大大减少人工劳动成本，提高安全和工作效率，在实际生产当中具有很好的推广效

果和意义。具体的方法参考 CNC 加工中心的换刀模式，利用送料转盘将工件卡进夹具，

联合四工位转台变换位置，经加工完毕再由另一转盘将工件卡出。

4. 屏蔽层去除机构的设计方法

拟在磨头基体上涂抹一层薄薄的树脂后，进行原点对刀，将磨头的顶点进行定位。

采用压力传感器，当工件顶点与传感器接触的瞬间，根据传感器得到的压力特征，来

判断工件的位置，从而确定工件原点坐标。线锯刮除的刀具拟采用金属丝，设计一套

运丝装置，利用收线轮和导轮的正转和反转，实现金属丝的来回运动，进行刮除树脂

涂层。当确定磨头工件的原点后，通过滑轨，金属丝移动到工件上需要去除树脂涂层

的位置，开始来回运丝，金属丝同时移动水平位置，直到完全去除树脂涂层为止。磨

头工件需要屏蔽的部分，即保护层，不受任何影响，最终达到去除非屏蔽层上的树脂

涂层的目的。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上下料机构的设计

上下料机构其主要包括四工位转台、气动夹具、U 型支架、摩擦轮、电气液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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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盘、齿轮齿条、滑轨、电机等零部件组成。如图 1 所示。

图 1 上下料机构

1）料库的设计

设计一种弹性夹头，夹口的最小直径与磨头被夹部位直径采用过盈配合，固定在

转盘圆周上，作为料库，一个转盘上可装 36 个弹性夹头。如图 2、3、4 所示。

   

图 2 弹性夹头                                   图 3 料库转盘                         图 4 装夹效果关系图

2）旋转台的设计

旋转台一共设计了四个工位，成 90 度环状分布。如图 6 所示。每个工位由一个

气动夹头和摩擦轮组成，摩擦轮置于旋转台内部，中心线与夹具重合，通过旋转轴装

配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带动夹具使磨头工件能够旋转。考虑到旋转台需要具有旋转功

能外，还需要为气动夹具提供进气和排气的功能，因此选择动力装置为电气液组合滑

环，装配于转台中央。

摩擦轮的设计由一个主轮和四个副轮组成，主轮置于转台下方，由 42 步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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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四个副轮分别与四个气动夹具装配，只有主轮与副轮接触才具有转速。主轮和

副轮的直径比为 2:1，即传动比为 2:1。电机底下放置一个弹簧，避免主轮与副轮接

触过程碰撞，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如图 5 所示。

        

 图 5 摩擦轮组合                                                         图 6 工位分布

3）“U”型支架的设计

在 前 面 的 基 础 上， 设 计 了“U” 型 联 动 支 架， 长 530mm， 高 270mm， 宽

50mm。如图所示。如图 7 所示，在支架竖直杆的两端分别连接一个电机与转盘装配，

带动转盘转动，每次转动 10°（金刚石磨头每隔 10°装一个）。在支架水平杆上，

利用一对齿轮齿条，实现支架在水平方向上来回运动，完成上料和下料。齿轮的转动

由装配一台电机实现。

1- 弹性夹头 2- 上料转盘 3-U 型支架 4- 下料转盘 5- 电机
6- 金刚石磨头 7- 电机 8- 齿轮 9- 齿条

图 7 “U”型支架

2. 屏蔽层去除装置的设计

根据所运用的原理和方法进行机械结构设计，屏蔽层去除装置主要由运丝装置、

直线电机滑台、燕尾槽 Z 轴滑台、压力传感器等组成，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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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屏蔽层去除装置

本设计拟采用金属丝刮除磨头工件上的树脂涂层，金属丝的一端固定在收线轮里，

另一端固定在装有电机的绕线轮上。收线轮内部装一平面涡卷弹簧，保证金属丝以恒

定的张力张紧，并且可以在电机反转工作时，由弹簧的回复力自动将金属丝收回。这

样凭借电机的间歇转动，就可以带动金属丝快速的来回运行，达到刮除树脂涂层的效

果。

运丝装置如图 9 所示，包括金属丝、绕线轮、电机、平面涡卷弹簧、燕尾槽 Z 轴滑台、

导轮、收线轮等组成。当确定磨头工件的原点坐标后，金属丝水平运动到工件需要去

除树脂涂层的正下方。收线轮装配在燕尾槽 Z 轴滑台上，通过调整 Z 轴滑台，收线轮

竖直方向上高度变化，使金属丝与工件表面接触。电机旋转带动绕线轮旋转，金属丝

开始运行，金属丝拉动收线轮内的平面涡卷弹簧，使之产生扭转变形，产生回复力，

并起到张紧金属丝的作用。金属丝快用尽的时候，电机反转，释放绕线轮上的金属丝，

由于平面涡卷弹簧的回复力，同时将金属丝收回收线轮。至此，完成一个运丝周期，

经过运丝的反复循环工作，配合直线电机滑台，即可将非屏蔽层上的树脂涂层刮除完

毕。

图 9 运丝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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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屏蔽层的固化装置设计

本设计利用光固化技术，采用紫外光照射法，精确的将屏蔽层进行树脂固化，不

仅代替人工，更是提高了固化质量。将磨头工件装夹后，涂抹上 UV 树脂，需屏蔽的

区域在紫外光的照射作用下发生固化，形成固化层。

本固化装置的设计包括紫外光光源和支架，支架用于固定紫外光发射器。紫外光

源的选择要求纯紫外冷光源，光路稳定性强。本设计采用 FUV-6BR 紫外线光源发

生器，其如图 10 所示。

  
图 10  FUV-6BR 紫外线光源发生器

根据发生器照射头的尺寸和规格，如图 11 所示，设计了一个照射头支架来将其

固定。结合上文所述的本设备设计，将其固定在直线电机滑台上，随着滑台来回运动，

对磨头进行照射，固化树脂涂层。如图 12 所示，支架的设计为一种抱箍式夹具，上

下两部分都包含一个半圆柱状缺口，两部分通过缺口夹持照射头，再用螺栓将这两部

分锁紧。

 
图 11 照射头尺寸

      

图 12 支架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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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屏蔽层的固化装置装配图

4. 定位控制方案的设计

反馈系统包括称重传感器、直线电机平台以及可编程控制器。称重传感器固定在

支架上，压力感应点在工件的安装轴线上，以工件的顶点接触传感器反馈的数据作为

判定位点的依据。直线电机平台的定位精度为 1 微米。

定位反馈控制策略依据传感器发出的信号给可编程控制器，命令执行装置运动，

其主要过程设计如下：当工件进入二工位，直线电机滑台会向工件进行靠近，当工件

与压力传感器轻微碰撞接触后，传感器将感受到的压力信号传递给可编程控制器。本

设计设定接触的压力限制为 5 mN，若接触到的压力值在 2 mN 到 5 mN 之间，则判

定为该位置为坐标原点，即工件的零点与设备零点重合。

图 14 定位反馈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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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动化设备工作介绍

1- 金刚石磨头工件；2- 弹性夹头；3- 料库转盘；4- 旋转台；5- 电气液组合滑环；6- 气动夹头；7-42
步进电机；8-“U”型支架；9- 齿条；10- 齿轮；11- 摩擦轮组；12- 紫外光源发生器；13- 发生器固
定支架；14- 绕线轮；15-42 步进电机；16- 机床机身；17- 转接板；18 坦克链；19- 直线电机滑台；
20- 压力传感器支架；21- 导轮；22- 压力传感器；23- 燕尾槽竖直滑台；24- 导轮；25- 收线轮；26-

电机；27- 弹簧；28- 大摩擦轮；29- 小摩擦轮；30- 电机。
图 15 分段电镀自动化设备

本设计的设备目标是，拟在金刚石磨头基体上涂上一层具有一定厚度的光敏树脂，

利用紫外光进行光固化，再将非屏蔽层上的树脂去掉，露出电镀区域。

将涂抹好树脂涂层的金刚石磨头装入料库转盘（3）当中，此处为工位一，即上

料工位。由电机（未标号，与 7- 电机同理）带动料库转盘旋转 10°，同时电机（26）

带动齿轮（10）正旋转，“U”型支架与齿条（9）固定，向右移动。此时，磨头工

件与工位一的气动夹头同轴，并慢慢装入夹头。电气液组合滑环（5）作动，抽气，

将工件紧紧地固定在气动夹头里。电机（30）带动大摩擦轮（28）旋转，旋转台（4）

作动，顺时针旋转 90°，将工位一移动到工位二，过程中，小摩擦轮（29）与大摩

擦轮碰撞，进行传动，弹簧（27）起到缓冲作用，直到最终两摩擦轮平稳传动。小摩

擦轮与气动夹具同轴装配，带动工件旋转。

工位二为核心加工中心，直线电机滑台（19）将转接板（17）向工件无限靠近，

直到工件顶点轻微碰撞称重传感器（22）。传感器接触的压力限制为 5 mN，若接触

到的压力值在 2 mN 到 5 mN 之间，则判定为该位置为坐标原点，即工件的零点与设

备零点重合，对刀完成，进入下一步工作。

直线电机滑台作动，紫外光发生器随着转接板移动，直到发生器的中心轴对到需

进行树脂涂层固化的地方。紫外光发生器工作，滑台来回运动，直至树脂涂层完全固化。

直线电机滑台作动，去除装置往后退，直到金属丝对到应去除的屏蔽层正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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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15）带动绕线轮（14）旋转，运丝装置开始工作。经过导轮（21）和导轮（24），

金属丝从收线轮里被抽出，平面涡卷弹簧产生回复力拉紧金属丝，金属丝能够平顺稳

定的运行。燕尾槽竖直滑台（23）作动，将收线轮抬高，直到金属丝碰到树脂涂层。

直线电机滑台移动，屏蔽层的刮除工作开始。直到刮除完毕，滑台回复到原始位置。

工位二内容结束后，电机（26）带动齿轮（10）逆旋转，“U”型支架与齿条（9）

固定，向左移动，旋转台（4）同时作动，顺时针旋转 90°，将工位二移动到工位三，

过程最后，下料转盘上的弹性夹头刚好对准气动夹头的装夹部位卡进去。电气液组合

滑环（5）作动，放气，将工件松开。电机（26）带动齿轮（10）正旋转，“U”型

支架向右移动，将工件从气动夹头中抽出，即加工完成的工件存放到下料转盘里。旋

转台继续旋转 90°，进入空工位。至此，一个工件的加工作业完成。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若磨头为第一次加工，未曾有固化的屏蔽层，需屏蔽

的部位再紫外光固化后，可以直接下料，浸入弱碱性溶液当中，非屏蔽层上的树脂即

可溶解掉，不必进行刮除工作。

四、结论

拟用金刚石磨头，两段电镀，头部电镀 500# 金刚砂，颈部电镀 200# 金刚砂，

图纸如下：

图 16 金刚石磨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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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路线及额定工时如下表：

由表格可以看出，拟计算时间中，完成一个二段电镀磨头，人工需要 115s，本

设计设备仅需 56s，使用本自动化设备可以使生产效率提高约 105%。因此本设计出

来的分段电镀自动化设备不仅能够解放人类双手，还具有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加工精

度、降到成本等优点。

五、创新点

（1）效率高：使用本自动化设备可以使生产效率提高约 105%。

（2）精度高、质量稳定：电机的定位精度为 10μm，屏蔽层的去除干净且不会

损伤工件；人工生产质量参差不齐，自动化生产质量稳定。

（3）成品率高：由于设备的高精度控制，成品率高达 98%。

（4）安全：代替了人力劳动，避免恶劣电镀环境对人体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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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7 分段电镀自动化设备三维装配图                                           图 18 正视图

                                    图 19 左视图                                                         图 20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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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钢机轧辊在线连续自动抛光装置设计

作者：邵聪鹏  指导教师：安琦

华东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轧辊是轧钢机的核心部件，轧辊的表面质量对轧制产品的影响极大。轧钢机工作

时，常会有杂质和氧化物粘附在轧辊表面，影响轧件质量。本课题设计开发出一种专

门应用于轧钢机轧辊表面在线抛光的自动抛光装置，构思了一种可以对砝码压块重量

进行放大的机构，可以实现每一块磨头得的压紧力完全一致，避免了目前的抛光装置

存在的抛光效果不均匀、压紧力调整不方便等问题。有效提高轧辊面光洁度，改善带

钢表面质量。该设计具有明显的创新性，结构合理，制造及安装调试方便，经济性好，

受到合作方企业的高度肯定。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基本原理

利用杠杆原理将砝码配重精确放大，使得每个磨头的压紧力严格均匀，提供切深

力。

增力压紧机构将磨头压靠在轧辊表面，通过轧辊自转与磨头产生切向运动，提供

切向磨削力（主磨削力）。磨头上研磨粒子在轧辊表面磨削，以去除轧辊表面杂质，

提高轧辊表面光洁度。

液压系统带动框架系统在导杆上沿着轴向做往复直线运动，框架的运动使得固定

在其中的增力机构与磨头随之相对于轧辊轴向运动，提供进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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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设计方案

如图 1，本设计中的抛光装置机械部分分为增力压紧机构、支承框架系统、滑动

导向系统、机架系统、轧辊 - 轴承系统等五大部分，另设置液压回路控制系统以控制

轴向运动。

图 1 抛光装置

1）支承框架系统：采用框架式结构，将 8 组增力机构整合在一个框架系统中。

由于框架沿轴向运动，将导致边缘抛光时间比中间正常段少，本设计中采用两个框架

系统，总体对称分布，轴向运动错开，消除边缘漏抛造成的不良后果。

2）导向系统：采用直线轴承与导杆配合，为框架增设滑动导向系统，通过双作

用活塞式液压缸控制框架沿轧辊轴向的运动。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磨头压紧机构设计

1）增力压紧机构

如图 2，盘内安装标准砝码，利用砝码自重将磨头压靠到轧辊表面上，竖直杆与

直线轴承限制压力的方向，通过 2 级杠杆将砝码重力精准放大（放大系数 i=5），在

磨头与辊面获得精确而均匀的压紧力。砝码重量与个数可精确调整，压紧力大小控制

精确，压力分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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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增力机构

2）磨削力与配重计算

磨削分力：切向磨削力 Ft，法向磨削力 Fn，轴向磨削力 Fz。

FkF tn =       

v
bvaì

F
t

zec
t =  

查 文 献 知， 磨 削 比 k=8-10， 比 磨 削 能 μc=60-100J/mm3， 磨 削 深 度

ae=0.001-0.025mm， 轧 辊 线 速 度 vt=1-5m/s。 设 计 参 数 中， 轴 向 速 度 vz=1-

1.641mm/s，磨头宽度 b=30mm。

最大需要 Ftmax=100×0.025×1.641×30/1=123.1N，Fnmax=10×123.1=1231N。

图 3 为增力机构简图。

图 3 增力机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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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磨头偏角 θ=arcsin（e/R）=9.723°，磨头受力正交分解为

Fx=Fnsinθ±Ftcosθ，Fy=Fncosθ±Ftsinθ。

计算得最大磨削竖直分力 Fymax=1234N。

图 4 磨头受力分解示意图

增力机构中零部件自重也能为磨削提供部分压紧力，经过多级杠杆放大，零件自

重在辊面产生的竖直方向总压力

P=i[i(G 托 +G 竖 1)+iG 横 1/2+G 竖 2]+iG 横 2/2+G 竖 3+G 磨 =413N。

砝 码 重 Gmax=（Fymax-P）/i2=32.84N， 砝 码 质 量 Mmax=Gmax/

g=3.35kg。

综上所述，砝码配重范围可取 0-3.5kg，定制多套质量梯度的标准砝码，可精确

控制配重总值，获得合适且均匀的磨削力。

3）横杆校核计算

图 5 为 横 杆 受 力 简 图， 图 6 为 横 杆 危 险 截 面 图。Fy 最 大 1234N 时， 载 荷

P=246.8N，铰支座反力 R=4P=987.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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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横杆受力简图

最 大 剪 力 Fsmax=987.2N， 最 大 弯 矩 Mmax=44424N·mm， 危 险 截 面 在

x=45mm 处。

距离中性层为 y（4 ≤ y ≤ 7.5）的平面上切应力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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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横杆危险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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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弯截面系数 W=Iz/ymax=318.11mm3。

最大弯曲正应力 σmax=Mmax/W=139.65MPa<[σ]=208MPa。

弯曲强度满足要求，不会产生失效。

y=4mm 处有最大切应力

MPa1352270
2

MPa3384
4
15

8323852

2987 2
2

max
==≤=








−

×
= /σ.

.

. s

τ

危险截面处强度足够。

2. 往复运动机构设计

1）液压控制系统与轴向运动参数设计

选用液压缸型号为 Y-HG1-E80/50×150LF3-L1，活塞杆径 φ50mm，缸筒

内径 φ80mm，壁厚 δ=7.5mm，最大行程 150mm，实际运行行程 140mm，腔室

截面积之比 1.641。

设 置 2 位 容 积 式 油 路 分 配 器， 调 节 分 配 器 吐 油 量 q 到 合 适 值 使 推 程 速 度

v1=1mm/s，则返程速度 v2=1.641mm/s。

选用 H 型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以实现活塞杆在行程能自动往复运动。液压回

路图如图 7。

液压缸实际行程 s=140mm，推程时间 t1=140s，返程时间 t2=83.314s。两框

架起始位置在左右极限处，框架中心运动轨迹如图 8。

图 7 液压回路



302 303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a) 框架中心相对轧辊中心距 - 时间图

(b) 两框架中心距 - 时间图
图 8 框架中心运动轨迹图

2）导向系统设计与导杆校核

导向系统如图 9 所示，导杆和直线轴承组成球导轨支承系统，限制框架整体运动

方向，提供良好润滑环境。液压缸带动框架整体在导轨上做轴向运动。

图 9 导向系统局部示意



304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如图 10，为经过简化后的导杆受力模型。导杆受力 Fx 导 max=86.57N，Fy 导

max=1030N，外载荷最大可能 =1732.16N。两根导杆受力略有差异，

设极限分配比例 7:3，单根导杆最大外载荷 Q=1732.16×0.7=1212.51N。导杆自重

为均布载荷 q=ρgπR2=7.8×10-5×9.8×π×17.52=0.058N/mm。

图 10 导杆受力简图

剪力最大值在 x=L/2 时得，FSmax=R2=Q（0.5+x0/L）+qL/2。

弯矩最大值在 x=x0 时得，Mmax=QL（0.25-x0
2/L2）-q（x0+L/2）2/2。

当 x0=L/2=1190mm 时，FS 取得最大值 FSmax=R2=1198.18N。

M 则在 x=x0 且 x0=0 时取得最大值 Mmax=80725.75Nmm。

杆径 35mm，杆横截面对 z 轴惯性矩 Iz=π×17.54/4=73662 mm4。

抗弯截面系数 W=Iz/ymax=4209.3mm3。

最大弯曲正应力 σmax=Mmax/W=19.18MPa<[σ]=300MPa。

故导杆的弯曲强度满足要求。

导杆采用 40Cr 碳钢，屈服极限应力 σs=550MPa， 

故导杆的剪切强度满足要求。

3. 直线轴承寿命计算

为使框架平稳进行轴向运动并保持良好平行度与导向性，选用直线轴承与导杆配

合组成球导轨支承系统。导杆上 3 个轴承总支承力与导杆受力 Q 为反作用力，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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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轴承受力为 Q/3。但各轴承受力大小并非绝对相同，为确保安全，设置修正系数

为 1.5。单个轴承中最大载荷 P=1.5×Q/3=606.26N。

长度寿命 LS 计算式为

( )
Pf

CfffKL
P

rCtH
S

ε+

=  

结合轴承实际工作环境，查阅相关参数，代入得

直线轴承轴向运动完整周期内平均速度

v=2s/（t1+t2）=2×140/223.314=1.254mm/s

该直线轴承的时间寿命为

Lh=LS/v=78.83×106/1.254/3600=17461.9h（按 8 小时工作制，合 6.0 年）。

寿命足够长，能保证长期稳定工作。

四、结论

1. 提出了一种利用配重实现磨头压紧的新型机构。该机构采用两级杠杆放大机构，

实现对砝码配重压力的有效放大，可以使得每个磨头的压紧力严格均匀，并且磨头的

压力调节方便，特别适用于轧辊的在线抛光。

2. 设计确定了轧辊在线抛光装置的总体设计方案，对抛光装置的主要参数进行了

计算，对关键零部件进行了校核，计算了导轨直线轴承的寿命。

3. 拟定了液压回路系统的设计方案，并绘制了框架运动轨迹图。稳定的轴向进给

运动实现了轧辊表面的连续自动抛光，交错的运动轨迹有效降低辊面抛光纹的产生。

4. 利用 Solidworks 绘图展开设计，设计完成轧辊在线抛光装置的三维图。结合

Auto-CAD 软件绘图，绘制完成总装图纸 1 份，局部装配图纸 5 份，零件设计图纸若干，

轧钢机轧辊在线抛光装置的设计说明书 1 份。

五、创新点

1. 设计了一种通过配重对磨头进行压紧的机构。该机构通过一个 2 级杠杆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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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将标准砝码重量进行放大，形成精确的磨头紧力，使每一个磨头的压紧力均匀

可控，从而实现对轧辊的均匀打磨抛光，这样的原理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可以有效解

决原有抛光装置中打磨抛光不均匀的问题。

2. 设计了抛光装置的往复运动机构。将配重压紧机构并联布置在两个框架结构中，

设计了一个利用直线轴承和液压缸实现两个框架交叉往复运动的系统，设计了液压控

制回路，对直线轴承进行了寿命计算，验证了设计的可靠性。

六、设计图

图 11 轧钢机轧辊在线连续自动抛光装置总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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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框架系统装配图

图 13 增力机构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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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机架装配图

图 15 导向系统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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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轧辊 - 轴承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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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 光伏支架结构轻量化设计与焊接连接分析

作者：宋立志  指导教师：袁有录

三峡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大力发展，国家产能的增加导致对电力的消耗越来越大，

传统火力发电技术对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存在较大依赖，由于煤炭资源的燃烧对环境

造成的污染不可避免，能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巨大发展问题促使我们将研究重点转向

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中。光伏发电技术以其结构简单、维护成本低、对环境友好

等优点越来越广泛应用于中小型厂房和自建房中的照明设施中。若光伏支架结构设计

不合理，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时结构发生破坏，造成巨大损失。本文以 10KV 光伏发电

支架为例，通过结构力学算法对结构进行合理的减重设计。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设计方法与结构布置

10KV 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过程中是以钢结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进行设计，结构

的荷载计算按全跨永久荷载 + 全跨可变荷载计算，考虑风载。由于本设计采用了较大

的安全系数，在设计年限和使用年限均为 25 年的情况下，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中规定，不考虑雪荷载和其他荷载。其中永久荷载系数取为1.2、可变荷载系数取为1.4。

按《钢结构设计规范》对结构进行如下荷载计算 :

永久荷载为：组件自重 + 檩条自重 =27*6+7.428*6=206.568Kg。

永久荷载为：=2065.68=2.1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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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支架作用点上的荷载为：PZ1=-0.34KN

活荷载的计算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要求》、《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

中对活载荷的规定进行计算。设计图纸中对风荷载提出了具体要求，现对基本风压为

0.55KN/m2~0.7KN/m2 时进行校核计算，取风荷载为 0.7KN/m2 时为屋面所承受的

活荷载。

其中风荷载的风压 0.55KN/m2~0.7KN/m2 作用方向为垂直于光伏支架的迎

风面，所以将风荷载进行分解，分别分解为垂直方向 PZ2=-0.77KN 和水平方向

Px2=0.36KN。

垂直荷载为：PZ=1.2*PZ1+1.4*PZ2=-1.65KN

水平荷载为：PX=1.4*PX2=1.4*0.36=0.51KN

荷载施加在檩条作用在斜梁的结点上。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实验过程

1. 基于结构力学方式的结构验算

结构力学方式的结构验算方法是基于《钢结构设计规范》进行结构验算与减重，

将光伏支架结构原始设计中的卷边槽钢由 3.5mm 壁厚减重到 2mm，使用 Q355 钢材。

下表 1 为经结构力学计算所得到的各杆件所受的轴力、弯矩、剪力的最大值。

比较经结构力学计算所得到各杆件的内力值与受力图后将杆件中的前后立柱简化

为压弯构件、斜梁简化为受弯构件、斜撑简化为轴心受力构件。简化后的各杆件按照《钢

结构设计规范》中的设计要求进行减重设计。

表 1. 各杆件所受轴力、剪力和弯矩最大值

杆件 轴力 (N) 弯矩 (N·mm) 剪力 (N)

前立柱 2796 225965 709

后立柱 6104 169550 2351

斜梁 1712 717314 2053

斜撑 3176 17635 49

按《钢结构设计规范》、《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中规定，对构件进行强度、

刚度和稳定性校核。经计算简化后光伏支架各杆件发现构件的各个杆件减重后结构均

符合《钢结构设计规范》、《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中要求的各项设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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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分析与轻量化设计

使用结构力学算法对结构进行精准轻量化设计，计算时将结构所受各种荷载与约

束施加到数学建立的模型上。为了充分体现减重目的，使轻量化设计结果在最大程度

上达到减轻结构件重量并且降低成本的要求，减重过程中选用表 2 所示的七种不同尺

寸的截面进行结构验算。

表 2. 截面尺寸选择
构件均使用同种尺寸截面

截面尺寸 槽 41*41*2 槽 41*41*1.6 槽 41*41*1 槽 38*38*2 槽 38*38*1.6

构件使用不同种尺寸截面

立柱、斜撑使用同种截面 槽 41*41*1 槽 38*38*2

斜梁、檩条使用同种截面 槽 41*41*1.6 槽 38*38*1.6

使用结构力学算法进行轻量化设计过程中不仅选用上表 2 所示的七种截面尺寸，

还选用 Q235 和 Q355 钢材对结构进行分析。通过比较结构的最大应力比值和钢材的

使用量和钢材加工费用，来分析轻量化结果。表 3 所示为使用同种截面后轻量化结果，

表 4 为不同截面构建轻量化结果。

表 3 相同截面构件轻量化结果分析
构件均使用同种截面

截面尺寸 材料 材料
应力比 用钢量 应力比 用钢量

槽 41*41*2 85% 0.064 45% 0.064
槽 41*41*1.6 99% 0.052 60 0.052
槽 41*41*1 截面不足 0.033 截面不足 0.033
槽 38*38*2 95% 0.06 65% 0.06

槽 38*38*1.5 截面不足 0.046 截面不足 0.046

表 4 不同截面构件轻量化结果分析
构件使用不同截面

截面尺寸 材料 材料
应力比 用钢量 应力比 用钢量

立柱、斜撑使用同种截面 槽 41*41*1
截面不足 0.048 80% 0.048

檩条、斜梁使用同种截面 槽 41*41*1.6
立柱、斜撑使用同种截面 槽 38*38*2

截面不足 0.051 70 0.051
檩条、斜梁使用同种截面 槽 38*38*1.6

表中用钢量单位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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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光伏支架生产厂家报价，宝钢生产的 Q235 钢材 3850 元 / 吨。Q355 钢材

4250 元 / 吨。考虑到材料加工难度，最终选择应力比最大与用钢量最小两种减重方案，

所以选用 Q235 材料时，支架全使用槽 41*41*1.6 截面的冷弯卷边槽钢，材料利用

率 99%，用钢量为 0.052 吨，单榀花费 200.2 元与选用 Q355 材料，立柱、斜撑使

用槽 41*41*1 截面，檩条、斜梁使用槽 41*41*16 截面，材料利用率为 80%，用钢

量为 0.048 吨的钢材，单榀花费：204 元。

3. 焊接结构分析

光伏支架结构属于大型钢结构支架，在焊接过程中若焊接工艺选择不当，焊接结

构件会产生较大变形，所以焊接过程中需要制定合理的焊接工艺，将焊接结构产生的

残余应力进行相互抵消，以缓解焊接结构件的变形情况。根据焊接手册制定出合理焊

接工艺，使用焊接模拟软件对结构进行焊接仿真验证焊接工艺的可行性，根据焊接结

果修改焊接工艺。

观察焊接模拟软件所得到的结果云图发现。总变形量最大值为斜梁的前后两个端

面，该部位不影响结构件的安装与固定，所以焊接工艺符合光伏支架的焊接要求。

四、结论

1. 本文针对 10KV 光伏支架结构，结合轻量化设计理论，利用结构力学算法对

光伏支架进行轻量化设计，使用多种截面与不同材料相互组合得到各种截面下的用钢

量与应力比。

2. 从轻量化结果看，全结构使用 Q235 材料的槽 41*41*1.6 截面制造的光伏支

架每榀，较原始设计中结构重量为 0.0975 吨，减重 0.0455 吨，每榀结构节约 175 元，

达到预期减重效果。

3. 使用焊接结构仿真软件，对结构进行焊接仿真设计，按照《钢结构焊接规范》

所规定的焊接工艺进行设计，通过软件对结构进行仿真分析，对比结果发现焊接总变

形小于 3mm，符合设计规范。

4. 经减重设计的光伏支架结构与减重设计结论已经投入企业生产，目前光伏支架

年消耗量为 500 万吨，减重后年节约 230 万吨，减少 88 亿元人民币的花费，为企业

带来可观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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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本文采用结构力学算法进行减重设计，使用焊接连接方式代替螺栓连接方式，

减少加工、安装过程保证安装精度，简化加工难度。

2. 减重设计过程中采用多种组合截面与多种材料相互组合的方式进行结构验算，

验算过程中不拘泥于降低结构重量这一简单原则，更直面实际生产中的加工难易、费

用等问题。最终选定全结构使用 Q235 材料的槽 41*41*1.6 截面制造的光伏支架每榀。 

3. 按照焊接手册制定出焊接工艺后使用焊接模拟软件对光伏支架进行焊接工艺验

证，优化焊接工艺参数，简化了实际中的焊接实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加工难度，

减少加工成本。制定加工工艺这一环节不存在于传统钢结构减重设计中，但是降低加

工成本也是减重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本文打破传统钢结构减重设计思路，将

减重后构件的加工工艺的制定也纳入减重设计过程中。本次减重设计从结构减重到构

件加工的各个步骤都降低加工难度，减少加工成本从而在保障安全性的情况下最大程

度降低成本达到减重目的。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

图 1 a. 光伏支架结构设计图 b. 光伏发电板布置图

图 2 焊接结构总变形量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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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ython 的铸造数据图显设计

作者：杨叶  指导教师：赵国平 

江苏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工业 4.0 时代背景下，很多工厂都已经开始了企业生产信息的图表化显示，并主

要关注订单、生产到发货的全生产流程。但是对于铸造企业产品质量管理来说特别重

要的工艺数据处理似乎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而国际主流汽车企业已经把铸造工艺信

息作为铸件产品交付时可追溯信息的最基本要求，所以，铸造工艺信息的采集和处理

应该应得到更多的重视。Python 语法简明，功能强大，本毕业设计使用 python 语

言以及 python 用于数据分析可视化的扩展库，分析探索了铸造厂的铸铝缸盖铸件浇

铸的工艺数据，并以可视化图表形式呈现，从而实现将信息技术融入铸造工艺数据处

理。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针对某缸盖铸造企业生产线上存储的 CSV 文本数据文件，借助 Python 特别丰

富的第三方资源库，实现从数据读取、数据处理，直到最终的数据图显。重点分析探

索了铸件浇铸的相关工艺生产数据，并以可视化图表形式呈现，得出了该铸造厂的基

本生产情况。数据处理与分析过程中主要应用了以下三个扩展库：

1. Numpy扩展库：具备专业的数组功能，配备了可以高效运算功能全面的内置

函数，使用 Numpy 可以有效的存贮和操作数值数组。

2. Pandas扩展库：其包含大量可以高效率处理数据的内置函数，可以迅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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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的处理数据集，也是本次分析铸造工艺数据的主要工具。以三个基本数据结构：

类似数组的数据序列 series、多个 series 组合形成的 dataframe、用于检索的索引

index，Pandas 当中的数组行列带有标签，与 Numpy 相比，Pandas 扩展库数据

的处理方式被极大的丰富了。

3. Matplotlib 扩展库：依靠 Numpy 扩展库带有的数组基础，用来直观显示数据

之间的联系以及发展趋势。数据分析结果的主要展现形式包括，线性图，散点图，箱

型图，热力图等。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数据初始处理

铸造厂提供的每组数据包含 18 种工艺参数，包括日期与时间，班次号，模具代码，

操作员号，流水号，保温炉号，铝液温度，固化时间，模温 1-3，冷却水 1-7，这样

的生产数据共有 902 组，时间跨度由 2020/4/17 7:57 至 2020/4/19 18:33。每一组

生产数据的时间戳代表一次测量时间节点，一次测温可能处于一次铝合金浇铸之后，

重点数据为模具温度，推测每次测量测量的为同一模具的三个测温点得到的三组温度

值。

数据溢出值处理，由于 32767 是逻辑控制器能表达的最大值，显示数据为

32767（267 组）表数据溢出。铝液温度在 720℃左右，高于 720℃（包括 32767）

的模温都计为数据采集错误，清除这些数据。其次排除相关程度低的数据组，铝液温

度在 715℃到 725℃波动；模温 1，2，3 在 180 ～ 181℃之间波动；模温 4，5，6，

7 在 139 ～ 141℃之间波动；包括凝固的时间节拍一直为 240，由此可以判断这几类

数据与模具温度变化无关，故无需分析。

最后，利用 python 按照数据采集的时间按照时间增量排序，将总的工艺过程划

分为 5 个班次。 

2. 数据组相关性判断

由线性图显以及热力图发现：模具温度（T1 ～ 3）与模具代码（MOLD），具

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模具代码（MOLD），操作员号（OPER）两者之间相关性

强，必须加以考虑。班次号，保温炉号，流水号与温度关联小，仅随浇铸次数规律变化，

故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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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可视化比照发现 4 个操作员与 3 个模具代码完全对应：模具 8 对应操作员

号 4；模具 13 对应操作员号 1；模具 16 对应操作员号 2，3，并且模具 8 组 / 操作

员号 4 数据最为平稳完整，波动小；其他组基本都存在大段数据缺失的情况，所以仅

针对模具 8 组 / 操作员号 4 分析工艺平稳性。

3. 工艺平稳性分析

模具 8 组（操作员号 4）数据明显最为平稳完整，波动小，数据质量高。模具 8

这一组数据总体平稳，模温 1，2，3 呈现为近似固定温差，模温 2 大于模温 1 大于

模温 3，三者波动规律相似 , 且总体模温平均值与模温 1 非常接近 .

模温 1，2，3 三者平均温度基本均保持上下 10℃以内的固定温差，数据平稳

（T2>T1>T3）；平均浇铸节拍也基本保持在 8 到 10 分钟。各班次数据当中，班次

5 数据有效值数量最多，为 78 组，平均节拍最短，利用班次 5（shift5）的数据可继

续分析模温与节拍关系。

由热力图可知，班次 5 当中节拍与模具温度正相关系数达到 0.71，可以认为模

具温度与浇铸节拍时长正相关，节拍时间长则模温较高，且两者数据基本平稳 : 节拍

集中于 7~9min; 模温在 250℃上下 25℃的范围内波动，可以认为该铸造班次工艺平

稳规范。

四、结论

1. 利用 python 语言以及 python 的第三方扩展库数据分析得到：该厂一个生产

班次约为 11~12 小时，本次数据采集采集了 5 个班次，其中模具 8 第五班次中浇铸

节拍为 7~9 分钟。

2. 由数据质量最高的模具 8 组来看，班次的浇铸节拍集中于 7~9min；模具温度

波动小，略随浇铸节拍变化，具有一定规律性，与浇铸节拍时长正相关，节拍时间长

则模温较高；模具 8 组当中的班次 5 中，模温在 250℃上下 25℃的范围内波动，可

认为该铸造厂此生产线生产总体平稳，但是也有提升空间。

3. 具有跨平台特性的 Python 语言，可用于现场实时监测工艺参数，并针对异常

数据报警，及时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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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将当今计算机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 python 语言直接应用于实际铸造生产数据

的处理与分析，可以实时显示铸造工艺参数并针对超差数据及时报警，提高工艺现场

工艺监控水平，提高工艺平稳性。

2. 分析了铸造企业现场工艺数据与铸造工艺仿真分析数据之间的对比分析可能

性，为企业进一步提高模拟过程参数设置以及企业工艺开发水平助力。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操作员号（OPER）与模具温度对应关系

图 2 表征模具温度与浇铸节拍时长对应关系的热力图及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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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 高强钢多道次压缩流变应力模型研究

作者：姚贵川  指导教师：陈荣创，曾娇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一、研究目的

300M 高强钢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关键结构件的超高强度

钢（屈服强度≥ 1850MPa），在 300M 高强钢构件的多道次压缩成形中，由于流变

应力模型不够精确，现有的模型未充分考虑再结晶过程中位错密度和晶粒的演化，导

致多道次成形流变应力模型不精确。因此，本研究针对 300M 高强钢的多道次压缩过

程，综合考虑动态再结晶、亚动态再结晶、静态再结晶等微观组织演化过程，用再结

晶体积分数动态修正累积应变和位错密度，从平均位错密度演化的角度建立起高强钢

宏观流变行为与微观组织演化之间的联系，揭示高强钢在多道次变形中的流变行为与

微观组织演化多尺度耦合规律，从而解决了高强钢多道次变形中流变应力精确预测难

题。

二、多道次压缩试验过程

在 Gleeble 3500 试验机上开展双道次热压缩实验，试验流程如图 1a 所示。首先，

以 200° C/min 升温到 1200° C，保温 4min，然后以 200° C/min 降温至变形温

度，保温 4min，开始第一道次变形，变形参数见表 1。第一道次变形、保温结束后，

开始第二道次变形。第二道次变形的应变速率、温度均与第一道次相同。

开展 3 道次的热压缩试验，编号为 T15，试验过程为：首先，以 200° C/

min 升温到 1200° C，保温 4min，然后以 200° C/min 降温至 1050° C，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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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n，开始第一道次变形，应变速率为 0.01s-1、应变为 0.31，变形后保温 30s。

然后，依次开始第二、第三道次变形，第二、第三道次变形的应变速率、温度、应变、

道次间保温时间等均与第一道次相同。

开展 4 道次的热压缩试验，编号为 T16，试验过程为：首先，以 200° C/

min 升温到 1200° C，保温 4min，然后以 200° C/min 降温至 1050° C，保温

4min，开始第一道次变形，应变速率为 0.01s-1、应变为 0.22，变形后保温 30s。

然后，依次开始第二、第三、第四道次变形，第二、第三、第四道次变形的应变速率、

温度、应变、道次间保温时间等均与第一道次相同。3 道次和 4 道次热压缩试验流程

如图 1b 和图 1c 所示。试验过程中记录温度、对数应变、应变速率等数据，最终的应

力应变曲线经过降噪和光滑处理。

三、结果讨论与建模

1. 双道次成形参数对流变应力演化的影响规律分析

从流变应力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变形温度、应变速率、道次间保温时间、打断应变、

道次数等参数均会影响流变应力的大小。双道次压缩中，第二道次的流变应力比第一

道次更低，而且在第二道次变形中引发再结晶所需的应变量更小，这是因为第一道次

的变形为第二道次再结晶的发生提供了部分能量。道次间的保温不仅使位错密度得到

了回复，而且使再结晶体积分数也得到回复，导致第二道次的压缩中动态再结晶再一

次发生。随着打断应变的增加，第二道次压缩的初始应力逐渐减小，第二道次的峰值

应力也逐渐减小。这是因为打断应变越大，第一道次的再结晶体积分数越高，经过道

次间保温和第二道次压缩时，动态再结晶造成的软化效果越明显。随着道次数的增加，

后续道次的应力水平逐渐降低，这表明，通过增加金属压缩变形的道次，可以利用亚

动态再结晶使材料获得部分软化，从而降低材料的变形抗力。

2. 流变应力模型

根据下式计算高强钢临界应变的值：

（1）

其中，、、为待定模型参数，为应变速率（s-1），为温度 (K)，R 为普适气体

常数（8.314 kJ/(mo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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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表示上一道次变形结束时的动态再结晶体积分数，表示当前变形道次等效

的动态再结晶体积分数，那么：

（2）

其中，为累积应变，为模型待定参数，为峰值应变，根据下式计算：

（3）

其中，、、为待定模型参数； 

当上一道次打断应变小于临界应变时，应有：

（4）

其中，为静态回复晶粒的体积分数。按下式计算：

（5）

其中，为模型待定参数，为保温时间（s）, 和按下式计算：

（6）

（7）

其中， 均为模型待定参数。

当上一道次打断应变大于临界应变时，应有：

（8）

其中，为静态再结晶体积分数，为亚动态再结晶体积分数。按下式计算：

（9）

（10）

其中，、为模型待定参数，、按下式计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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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中， 均为模型参数。

在变形道次间，累积应变通过下式计算：

（13）

其中，是上一道次卸载时的累积应变。

变形开始时，初始平均位错密度通过下式计算：

（14）

其中， 为待定模型参数。

如果发生动态再结晶，根据下式更新位错密度 ：

（15）

其中，ρi-1 是第 i-1 次迭代时的平均位错密度值。M、b 为材料常数，d0 为初始

晶粒尺寸（μm）， 是等效塑性应变，k1-k3 根据如下公式计算：

（16）

Ai,ni,Qi 为待定模型参数。

然后，根据 Taylor 公式（6）计算流变应力：

（17）

其中，是常数，是剪切模量，是泰勒因子，b 是博格斯矢量；

道次间保温结束，根据下式修正位错密度：

（18）

3. 参数识别过程与结果

本文采用了基于优化算法的参数识别来求解 300M 钢多道次压缩流变应力模型中

的 34 个参数。先通过 T1-T6 的双道次应力应变曲线求解出前 21 个模型参数，然后

利用 T7-T14 的应力应变曲线求解出后 13 个参数。首先，利用遗传算法获得模型的

初值 P1；将初值 P1 作为无导数优化的初始解，求解出最优解 P2；通过多次迭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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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之后，获得模型的最优解 P3。该模型参数识别过程是在 Matlab 软件平台上实现的，

通过该方法可以快速获得模型的全局最优解，提高建立模型的效率。

将参数识别的结果代入流变应力模型公式，得到流变应力的计算值。计算值与

试验值之间的平均百分偏差为 1.35%，平均绝对偏差为 0.88MPa，因此，该模型可

以较准确的预测 300M 钢在双道次压缩中的流变应力。为了验证该模型是否能准确

预测 300M 高强钢在更多道次压缩中的流变应力，将该模型应用于 3、4 道次流变应

力的计算中。流变应力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显示，计算值与试验值之间的平

均百分偏差为 0.95%，平均绝对偏差为 0.58MPa，因此，该模型可以较准确的预测

300M 钢在多道次压缩中的流变应力。 

四、结论

1. 研究了温度、应变速率、打断应变、道次间保温时间和道次数对 300M 高强

钢多道次压缩流变应力的影响规律。结果发现，道次间的保温不仅使位错密度得到了

回复，而且使再结晶体积分数也得到回复，导致第二道次的压缩中动态再结晶再一次

发生。

2. 通过参数识别建立了 300M 钢的多道次流变应力模型，计算值与试验值之间

的平均百分偏差为 1.35%，平均绝对偏差为 0.88MPa。

3. 该模型耦合了再结晶体积分数，在流变应力模型的求解过程中，可以同时输出

再结晶体积分数的计算结果，从而可以从再结晶动力学的角度解释 300M 高强钢宏观

流变行为。

五、创新点

1. 针对 300M 高强钢的多道次压缩过程，综合考虑动态再结晶、亚动态再结晶、

静态再结晶等微观组织演化过程，用再结晶体积分数动态修正累积应变和位错密度，

从平均位错密度演化的角度建立起高强钢宏观流变行为与微观组织演化之间的联系。

2. 揭示了高强钢在多道次变形中的流变行为与微观组织演化多尺度耦合规律，从

而解决了高强钢多道次变形中流变应力精确预测难题。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SCI 期刊

《Metals》(doi:10.3390/met1004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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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试验过程 . (a) 双道次压缩 , (b) 三道次压缩 , (c) 四道次压缩 .

图 2 300M 钢在 1050° C 下、不同应变速率、道次间保温 30s 时的双道次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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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00M 钢在不同温度下、应变速率为 0.01 s-1、道次间保温 30s 时的双道次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图 4 300M钢在 1050° C、应变速率为 0.01 s-1、道次间保温不同时间的双道次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图 5 300M 钢在 1050° C、应变速率为 0.01 s-1、道次间保温 30s、不同打断应变下的双道次压缩应力应
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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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00M 钢在 1050° C、应变速率为 0.01 s-1、道次间保温 30s 二、三、四道次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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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流变应力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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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多道次变形的流动应力计算值与实验值的对比图

图 9 高强钢在三道次、四道次压缩中流变应力的预测值与实验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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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方案

表 2 模型参数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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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nCrNiCo+TiC 复合高熵合金高温氧化
动力学研究

作者：朱立松  指导教师：蔡养川

天津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高熵合金是由五种或五种以上等量或大约等量金属形成的合金，由于其独特的物

理和化学性能现广受研究者青睐。目前有研究人员采用激光熔覆方法制备复合高熵合

金与陶瓷颗粒复合材料，以显著提高材料的耐磨性、硬度等力学性能，而对实际使用

中的高温氧化等腐蚀性能鲜有研究。为此，本文选择常用的 FeMnCrNiCo 体系高熵

合金与 TiC 陶瓷颗粒制备激光熔覆层，对其高温氧化性能和机理展开深入探讨，并对

该工艺的调整、材料的选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激光熔覆是一种新的表面改性技术，通过在基材表面添加熔覆材料，并利用高能

密度的激光束使之与基材表面薄层一起熔凝的方法，在基层表面形成冶金结合的熔覆

层。该方法已被广泛用于材料表面工程，通过在原始母材表面制备性能优异的材料以

提高其硬度、强度，以及耐磨、抗氧化等性能。

然而在特定的使用条件下（如高温），任何金属材料都可能发生腐蚀（或氧化）

现象，而该现象引起的材料性能改变都将影响着最终产品的质量，因此，本文的研究

内容对该工艺的调整、材料的选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TiC 属于硬质陶瓷的一种，目前已报告的研究显示，向高熵合金中添加陶瓷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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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带来硬度、耐磨性等力学性能的改善，但鲜有研究人员对此类复合高熵合金熔覆

层的高温氧化展开深入研究，而其中关于此类材料高温氧化的研究更是缺少可参考的

资料。故而本文对这一材料的高温氧化行为展开的研究将填补此类材料（陶瓷颗粒复

合型高熵合金、硬质颗粒复合型金属材料）高温氧化研究中的空缺，具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

为此，本课题针对目前研究中常用的 FeMnCrNiCo+xTiC 激光熔覆层在高温条

件下进行氧化处理，对比 TiC 质量分数分别在 5%、10%、15% 和 20% 下的微观形

貌和氧化情况。采用显微表征手段观察试样，分析 TiC 含量改变对微观形貌造成的影

响，并采用氧化动力学方法对氧化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原子扩散、吉布斯自由能的角度，

针对其中的高温氧化机理展开深入探讨。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材料制备

如图 1 所示，本文采用激光熔覆方法，在 4Cr5MoSiV1 模具钢（统一数字代

号 T23353；AISI H13） 基 板 表 面 制 备 FeMnCrNiCo+TiC 熔 覆 层， 母 材 尺 寸 为

80×60×10 mm。

图 1 本研究激光熔覆工艺示意图

采用市场上购买的 FeMnCrNiCo 高熵合金粉末作为激光熔覆层基体粉末，合金

元素的摩尔比为 Fe：Mn：Cr：Ni：Co=1：1：1：1：1。高熵合金粉末的纯度为

99.0-99.5%，粒度为 50-80 μm。本文选用的陶瓷颗粒为 TiC，纯度大于 99.5%，

粒度为 10-20 μm。TiC 陶瓷颗粒在高熵合金涂层中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5 W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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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15 Wt.% 和 20 Wt.%。为了获得均匀的混合物，将 FeMnCrNiCo 粉末和

TiC 陶瓷颗粒在球磨机中混合 1 小时。

采用铣床对 4Cr5MoSiV1 模具钢的表面进行了磨光，后用丙酮清洗去除工件

表面的油污。在基板表面铺匀高熵合金与陶瓷颗粒的混合粉末，采用机械挤压的方

法对粉末进行压制和压平，使预制的熔覆粉末厚度约为 1mm。采用 HANSGS-

RJ0016-F3K 激光机进行激光熔覆，激光熔覆参数如下：激光功率为 1300 W，激

光光斑直径（负离焦）为 3mm，扫描速度为 6 mm/s；采用氩气保护，流量为 25 

ML/min；多道重叠率为 30%。

2. 高温氧化实验

所有试样表面均经研磨、抛光处理，在丙酮中超声清洗 10 分钟，后用酒精进行

清洗，放入分层式烘干炉中在 200-300 ℃下干燥 5 小时。使用精度为 0.1 mg 的数

字天平测量试样的重量，重复干燥过程，直到天平读数恒定。  

将试样放入氧化铝坩埚中进行高温氧化试验，温度设定为 600℃（4Cr5MoSiV1

模具钢的最高使用温度），时间为 100 小时，用数字天平测量试样完全冷却后的重量。

为了减少室内空气和温度对氧化层生成的影响，为每层涂层制备了 20 个试样。

每隔 5 小时取出试样和坩埚，测量重量。

3. 微观表征

采用 S4800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涂层和氧化层的微观结构进行表征，结

合其自带的能谱仪（EDS）测定其中合金元素的含量及分布。涂层金相试样按标准程

序进行制备，包括研磨、抛光、蚀刻。硝酸与盐酸的比例为 1:3 的王水作为腐蚀剂对

试样进行腐蚀，腐蚀时间约为 30 秒。

在室温下，采用 TESCAN MAIA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以 2.5 μm 的步长选

择试样进行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检测，配合 Channel 5 软件进行分析。为减小

样品制备过程中产生的应变，在 6.5 v 和 30 min 的电压下用离子刻蚀法对试样进行

抛光。

为确定本研究所用熔覆层的氧化层试样内相结构与氧化物类型，采用 X 射线衍射

（XRD）对试样进行检测，通过 Jade 软件结合 PDF 卡片对物相进行检索。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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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本研究通过测定试样的氧化增重并计算出每组试样的标准吉布斯自

由能，结合氧化动力学、元素扩散、晶格结构、热力学参数等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并给出本研究中涉及的氧化机理，得出以下结论：

1. 熔覆层高温氧化产生的主要产物为 Mn2O3，其次为 Cr2O3，同时在 TiC 颗

粒与金属的结合处检测到 TiO2；

2. TiC 含量增加导致熔覆层内相界增加，由于相界（结合处）是位错和缺陷的集

中部位，合金元素将相界作为通道加剧向外扩散而导致外部氧化加剧，使材料氧化性

能降低；

3. O 离子能够通过相界向熔覆层内部扩散，导致 TiC 颗粒与金属结合的相界处

TiC 和高温分解出游离的 Ti 被氧化，同时形成内部氧化；

4. 机械磨损导致 TiC 颗粒出现开裂和孔洞的情况，O 能够通过此类缺陷直接向

内扩散，此现象可能导致 TiC 氧化和内部氧化程度加剧；

5. 随着氧化进行，外部氧化层、相界处氧化物逐渐致密，阻碍合金元素和 O 的

进一步扩散，导致氧化速率在 60 小时后放缓。

图 2 高温氧化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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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探索陶瓷颗粒含量对复合高熵合金激光熔覆层高温氧化性能的影响，发现陶瓷

颗粒含量的增加能够加剧材料的氧化程度；

2. 发现 TiC 陶瓷颗粒对合金元素、氧元素的扩散行为的影响，并做出详细解释

和机理性探讨，提出元素在陶瓷颗粒与金属结合处的“扩散通道”；

3. 发现 TiC 陶瓷颗粒与金属基体结合处的严重氧化现象，并从多角度、结合“扩

散通道”对原因和机理做出详细解释；

4. 通过分析和对比不同种类氧化物的晶胞参数，解析材料高温氧化后发生体积膨

胀现象的机理。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3 激光熔覆成品试样

图 4 高温氧化类型及影响因素





            

机械电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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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衣框架自动装配装置研发

作者：陈小涵   指导教师：刘宜胜，钱淼

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一、设计目的

电动晾衣架作为当下热门的智能家居产品，其市场份额扩大迅速，同时对厂家的

生产工艺水平和产能要求也不断提高。目前电动晾衣架主要厂家生产过程自动化水平

较低，特别是晾衣杆框架装配主要依赖工人手工逐个装配，劳动强度大且生产效率低

下。本毕业设计根据厂家需求，在调研晾衣杆框架主要外形尺寸、装配关系以及装配

流程，设计了一种左右对称的晾衣框架自动装配生产流水线装置，并采用 PLC 控制，

保证各工序之间按照既定的顺序完成装配过程，自动化程度高，装配速度快、定位精

确高，为工人减轻了工作强度，改善了现场工作环境，极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根据晾衣框架自动装配的实际生产需求，将晾衣框架自动装配装置分解为晾衣杆

传送带模块、对接装置模块、左右两边的物料库模块等机构模块，使用 SolidWorks

完成主要零部件设计并进行强度校核，完成推料气缸、光电传感器、三相异步电动机、

S7-200 系列的 PLC 控制系统等器件选型。在整体机械装置的设计基础上，进行

PLC 控制系统硬件和软件的设计开发，包括输入 / 输出布线、运行流程、系统电路设

计等，完成电动晾衣机框架自动装配装置整体设计。

晾衣框架自动装配装置通过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传送带运转，将 2m 的晾衣长杆

传输到对接装置上，对接装置上光电传感器来检测晾衣长杆是否到达指定位置，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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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L 型横柄对心；对接装置左右两侧固定有物料库，物料库底各装有光电传感器来检

测是否有 L 型横柄在指定位置，缺料时自动补料。通过自适应对心装置保证在推动 L

型横柄装配时，L 型横柄和晾衣长杆保持同轴心。本装置采用 PLC 作为整体控制方式，

实现传送带运转、左右推料气缸推动 L 型横柄、左右挡板气缸动作落料、对接装置上

的挡板上下运动。并确认当两边物料库底都有料时，左右推料气缸才同时推动 L 型横

柄实现与晾衣杆装配对接。在左右物料库边线都装有光电开关，用来检测装配是否成

功。装置设置有红色报警灯，在对接出现故障时会点亮报警。当左右都对接成功则对

接装置上挡板动作，使晾衣框架自动掉落至指定位置，并启动下一个装配流程。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晾衣框架自动装配装置设计

根据厂家实际生成需求，设计装置机械结构，使晾衣长杆和左右两边 L 型横柄在

各自到达指定位置后完成装配对接步骤。

1）传送带模块设计

前工序到位的 2m 晾衣杆横放在可调速的传送带上，三相异步电机带动传送带运

转。对接装置底部光电传感器如果检测到有晾衣长杆，电机就停止。传送带上的凸起

定位装置能有效地间隔开晾衣长杆，防止传送带的启停使晾衣长杆堆叠；机架两边高

于传送带，有效防止晾衣长杆在传送过程中偏离。

2）对接装置模块设计

对接装置模块用于晾衣长杆与 L 型横柄的定位和对接装配。装置底板和挡板的顶

部设置一定倾斜角度，有利于装配完的晾衣框架滑落；在一定高度设置导向横杠，保

证晾衣长杆滑落到装置上为横放状态。挡板气缸控制实现挡板上下移动。当装配完成

则挡板下降，晾衣框架掉落，并启动下一个装配流程。

3）L 型横柄物料库模块设计

根据实际尺寸和装配精度的要求，不断完善送料装置，舍弃传送带传输，改为固

定物料库，层层叠放 L 型横柄。物料底层可放置一个物料和一个挡板。挡板用来隔离

上方叠放的 L 型横柄，为气缸推动 L 型横柄减少阻力。物料库底层装有两个漫反射型

光电开关，一个检测底层是否有料，另一个位于边沿检测对接是否到位。当底层没有

物料时，挡板移动实现自动补料。物料库底层上还设计有由两个弹簧片构成的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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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装置，保证气缸推动 L 型横柄时不发生偏移，当整个推过后弹簧片复位并抵住 L

型横柄。挡板适当延伸至物料库外，保证 L 型横柄在压缩弹簧片时不向上偏移。在气

缸上还添加了一个推料板，增强推料稳定性。

2. 晾衣框架自动装配装置主要元器件选型

本方案选用 CS1-S 型号的磁性开关来判断气缸运动状态。选用 E3F-DS30C4

系列的漫反射型光电开关来检测物料有无。根据气缸需要推动 L 型横柄移动 60mm，

选用 SC50*100S 系列行程为 100mm 的标准气缸。根据公式计算功率 0.21KW 选

定电机的额定功率大于，所以选用额定功率为 0.55kW 的 Y80M1-4 系列三相异步

电动机。

3. 晾衣框架自动装配装置控制系统设计

装置所需 PLC 控制系统的输入 / 输出点数为 11 点输入 /8 点输出，则采用共 24

点输入和 16 点输出的西门子 S7200-226CN 系列 PLC，并用 STEP 7-MICRO/

WIN V4.0 编写梯形图。控制系统设计包括报警灯模块、晾衣长杆检测模块、左右 L

型横柄检测模块、气缸运动控制模块、传送带运动模块。通过 PLC 实现光电传感器

信号触发的对各个位置气缸单向电磁阀的控制，保证各气缸按顺序配合实现晾衣长杆

和左右 L 型横柄的对接装配。

四、结论

1. 利用 SolidWorks 中的插件 Simulation，对晾衣长杆和底层物料库进行相应

的静强度校核。根据分析其等效应力分布图和等效位移分布图，并计算出晾衣长杆和

底层物料库所受的最大应力均小于许用应力，符合设计要求。

2. 根据工作流程设计程序可实现：按下启动按钮，装置进行初始化，左右报警灯

依次点亮 1 秒。对接装置上的光电传感器检测晾衣长杆到达发送一个动作信号。物料

库底层无料时，对应的挡板气缸动作自动补料。当晾衣长杆和左右 L 型横柄均到指定

位置后，左右推料气缸才同时执行推料动作。对接成功则挡板气缸动作使晾衣框架掉

落。如果检测到哪边对接出错则相应红灯点亮报警。

3. 该晾衣框架自动装配装置具有装配速度快、定位精确等特点，可根据实际需求

应用于不同晾衣杆尺寸和类型的自动化装配生产线中。经过多次改进，该装置可使生

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节约了人力成本，对电动晾衣机生产自动化具有较好现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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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研究成果正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五、创新点

1. 本方案设计了左右对称的装配装置，同时执行推料对接动作，使得晾衣长杆的

等效位移可忽略，并利用自适应对心装置来保证物料移动过程同轴心，大大提高装配

精度。

2. 建立了晾衣框架自动装配装置的三维模型并进行动画模拟，还对主要部件进行

静力学校核，演示并验证了方案可行性。

3. 装置可自动落料、补料、推料，自动控制电机启停，自动检测装配对接是否成

功，并使装配完成的晾衣框架自动落入指定位置，实现了晾衣机框架生产装配自动化。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装置三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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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部件静强度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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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扬声器骨架自动插端子机设计

作者：迟傅轩  指导教师：毛卫平，王驰

江苏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一、设计目的

近年来，电子消费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并有向小型化发展的趋势，造

成产品中电子元器件组装的困难性。为了节省人工，提高装配质量和效率，有必要研

制一种组装特定电子元器件的非标自动化设备。本课题主要针对目前手机或平板电脑

中使用的一种扬声器骨架，所设计自动化组装设备的工作任务是将图 1 (a) 中所示端

子（区分左右）自动插入图 1 (b) 中所示骨架两圆柱导料销上，并经一系列自动化装配、

加工处理过程，最终获得如图 1 (c) 所示成品。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整机基本原理

对原材料与最终成品的结构分析后，将整机工作流程进行划分，具体过程分析如

下：

1）塑胶骨架上料：①将塑胶骨架移动至骨架搬运机构处

2）骨架搬运：①分拣出一个塑胶骨架 ②打开骨架夹具

③将胶骨架置于夹具上 ④夹具闭合，夹紧骨架

⑤将夹具移动至右端子裁切插入机构处

3）右端子上料：①将端子料带移动至右端子插入机构处 

4）右端子裁切插入 : ①右端子夹具打开 ②送入右端子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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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塑料片基体定位（裁切前定位）

④裁切料带，分拣出一个带余边的端子

⑤将带余边端子插入塑胶骨架定位销上

⑥右端子夹具闭合，夹紧塑料片基体

⑦将夹具移动至左端子裁切插入机构处

5）左端子上料：①将端子料带移动至左端子插入机构处 

6）左端子裁切插入：①左端子夹具打开 ②送入料带

③塑料片基体定位（裁切前定位）

④裁切料带，分拣出一个带余边的端子

⑤将带余边端子插入塑胶骨架定位销上

⑥左端子夹具闭合，夹紧塑料片基体

⑦将夹具移动至激光焊接机构处

7）激光焊接：①压紧机构配合夹具压紧骨架及左右两端子 

②激光焊接 ③压紧机构归位

④将夹具移动至热熔固定机构处

8）热熔固定：①移动骨架夹具至热熔机构处

②热熔骨架定位销倒角部分

③移动夹具至裁切余边机构处

9）成品去余边：①裁切连接体余边 ②移动成品至成品搬运处

10）成品搬运：①骨架夹具打开 ②移动成品至成品出料处

11）成品出料：①移动成品下线

2. 整机设计思路

整机设计主要依据以下步骤展开：工件及成品结构属性分析—生产流程分析—整

机布局规划—各机械结构设计—复杂机构 DMU 运动仿真分析以及结构改进—部分承

力零件 Ansys 受力校核—控制系统设计。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整机工位布局设计

选用转盘式多工位布局方式，结合成品装配流程分析，确定整机机构如下：1.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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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夹具 ×8；2. 振动盘 ×1；3. 二维平面运动夹爪 ×2；4. 端子送料机构 ×2；5. 端

子裁切插入机构 ×2；6. 激光焊接机构 ×1；7. 激光焊接夹紧机构 ×1；8. 热熔机构

×1；9. 折余边机构 ×1；10. 传输带 ×2（骨架传输带与成品传输带）。

2. 主要机构结构设计

1）随行夹具设计

随行夹具作用：1. 夹紧骨架；2. 夹紧端子；3. 传输。利用骨架底部四圆柱销使

骨架定位，采用压块夹紧。当骨架垂直于夹具基准面放入时，触碰压块顶部的倒角，

压块受力沿水平方向向后退缩；当骨架放入后，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压块复位，压块

底部与骨架边缘接触，起到夹紧作用。端子插入骨架后，利用骨架圆柱倒角销对端子

定位，采用斜楔夹紧方式。

2）扬声器骨架搬运机构与成品搬运机构设计

两个机构可以采用同一设计，主要原因是成品的最终形态是以骨架为基体，骨架

搬运机构可通过单动力源使气动夹爪实现特定运动轨迹，在轨迹的两终端处，气动夹

爪夹取骨架或成品。

3）左、右端子裁切插入机构设计

左、右端子插入机构主要作用是将端子插入扬声器骨架圆柱倒角销上，左、右端

子插入机构呈装配对称关系，将工作过程分为四步：端子送入，端子定位，端子裁切，

端子插入，第一步采用伺服电机和棘轮机构完成，其余步通过伺服电机和凸轮机构完

成。

3. 部分复杂机构 DMU 运动仿真分析及机构改进

1）骨架搬运 / 成品搬运机构 DMU 运动仿真分析

通过仿真获得轨迹曲线、速度曲线、加速度曲线，并未发现异常。

2）左、右端子裁切插入机构 DMU 运动仿真分析

通过仿真发现，执行端的加速度在 t=1.26s 时出现突然变化，故在冲击方向上加

装矩形螺旋弹簧减震。

4. 部分承力零件 Ansys 有限元受力校核

将端子裁切插入机构模型简化后导入 Ansys Workbench 中进行装配体校核，

通过分析，设计符合要求。

5. 扬声器骨架自动插端子机控制系统设计

1）整机气路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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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路方案设计主要思路为：气源恒压供气、通过电磁换向阀改变执行元件运动方

向，调速阀控制执行元件运动速度。

2）控制系统硬件设计

本设计选用选择晶体管输出类型 PLC：FX3U-80MT，并扩展 3 个 FX3U-

1PG。同时，在设备上的一些重要位置加装传感器，再根据电机种类以及 PLC 输入

输出元器件进行电路连接。

3）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首先确定每一工位程序流程，而后根据自动装配线生产方式、生产节拍设计各工

位程序以及整机程序。

4）人机界面的设计

选用威纶通人机界面（触摸屏），使用 Easy Manager 软件对触摸屏的界面进

行设置，主要有开始、快选、手动、自动、监控、报警、时间设置七个界面。

四、结论

1. 完成一种扬声器骨架插端子机设计，整机采用转盘式布局，有八个工位和十三

个机构，通过三菱 FX3U-80MT PLC 进行控制，以威纶通触摸屏作为人机交互界面。

该设备可自动完成塑胶骨架的上料及搬运、端子上料、料带的裁切及端子插入、以及

端子与骨架的激光焊接、热熔固定、成品搬运、成品出料共十一步生产流程，整机运

动无干涉，运行平稳，且生产节拍≥ 30 件 / 分钟。

2. 采用 CATIA 软件完成整机三维建模，并对部分复杂机构进行 DMU 运动仿真

分析，据分析结果对机构进行二次改进，其后对上述机构中一些承力零件进行 Ansys

受力校核；通过相关软件完成了对该设备的控制系统设计，包括整机气路方案设计、

控制系统硬件选型、控制系统电路设计、控制系统程序设计以及人机界面设计。

五、创新点

1. 设计了一种扬声器骨架自动插端子机，可自动完成十一步生产流程，且生产节

拍≥ 30 件 / 分钟。

2. 通过单动力源 + 凸轮组的方式准确执行多动作复合运动，可实现端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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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裁切—端子横向移动—端子纵向移动（插入）—裁切头横向复位—裁切头纵向复

位。

3. 通过直线动力源 + 齿轮齿条 + 滚轮 + 轨迹凹槽板的方式使执行头能够准确按

预先规划轨迹运动，完成对骨架的拾取与搬运。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a）                                  （b）                                    （c）
                      图 1 端子、骨架与最终成品示意图

图 2 整机装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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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性浇水采光移动花盆托架设计

作者：龚健超  指导教师：杨玉维，薛涛

天津理工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一、设计目的

亲近自然总会令多人神驰向往，尤为在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养殖几盆花草

是众多家庭的选择，但是如果种植方法不恰当或者事物繁忙，最终导致花草失去生机。

虽然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花盆托架或者是自动浇水系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人们

的负担，但是也只能减轻人们的负担，而并没有任何传感器对植物的生长进行检测，

时间一长，植物还是会因为照料不佳而枯萎。

本文在借鉴移动机器人技术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了一种具有智能自主调节湿

度、浇水、采光等功能于一体的移动花盆托架设计。通过智能托架移动盆栽，实现自

主寻找阳光、浇水装置，同时，本装置亦具有自动调节植物的周围空气温度、自动松

土等功能，用以满足盆栽的健康生长需求。由于诸多传感器与智能控制系统的植入，

并引入物联网技术，使本系统具有持续在线实时监控多类植物生长状况的又一重要特

性。从而使人们在繁忙工作之余，可以轻松安享室内绿色盆栽给带来的一丝的自然宁

静与安逸。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基本原理

本研究基于分析植物生长所需要的环境变量，综合市面上现有的智能花盆产品，

进行环境变量的检测设计以及执行设计。



346 347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1）植物生长环境变量分析

影响植物的生长情况的因素，主要有植物所受的光照度、植物的土壤湿度、植物

周围的空气湿度、植物周围的空气温度、植物根茎所能吸收的氧气的多少以及一些其

他因素

2）市场上现有方案分析

在现有技术中，不管是传统机械式还是智能电控式的，都拥有一定的优点以及弊

端，这些优点可以进行融合。传统的机械式花盆，存水量有限，但不受地域限制，可

随意移动。智能花盆，地域限制，但是可以更准确的浇水以及检测花卉的生长状态，

将这两种方案融合，则可以解决现有技术的弊端。由于这些现有的种植系统均只是单

一的控制了植物的水分的多少，并没有对植物整体生长环境进行一个完整的检测，实

际上影响植物生长的其他因素均未被控制。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应先阅读相关文献并实际调研，了解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必备条件以及相关

的条件变量。而后阅读相关文献并实际调研市场上常见的智能花盆，分析优缺点并制

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主控器和元器件的选型，编写机器主体构

架图以及变量表。而后进行硬件和软件的模拟仿真，编写程序，验证并测试方案的可

行性。若拥有一定的可行性，则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下测试方案的稳定性。最后撰写产

品说明书以及技术手册，提交一份能够符合要求的产品设计方案。

3. 设计方案

根据植物所需的生长环境，结合现有市场上的方案及国内外研究现状，本课题准

备设计并制作一款智能式移动采光花盆托架。花盆分为种植功能和辅助功能。种植功

能可以智能检测植物的土壤湿度，光照值，空气温度与空气湿度以及土壤氧气含量，

通过浇水、采光、加温、加湿等功能调节植物的生长变量。辅助功能包含人体检测功能、

底盘移动功能、水位检测功能、电量检测功能、人机交互功能以及空气净化功能。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整体研究分为三部分完成，首先根据需求，确定所需要的传感器，进行硬件选型；

而后进行电路部分的设计并绘制 PCB 电路板，并对功能进行验证；而后进行硬件部

分的设计与实物装配，制作实物模型并对设计的理论进行验证；最后根据实物进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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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检测各个传感器的测量值并根据设定进行智能的判断。

1. 硬件的设计选型

硬件的选型分为花盆主体的硬件选型（表3-1）以及充电桩部分的硬件选型（表3-2）

表 3-1 花盆主体元件设计与选型
位置 功能分类 硬件 目的 型号

智
能
花
盆
主
体

主控器 树莓派 控制核心 树莓派 4b+
采光功能 光强度传感器 检测光照 CY-30

浇水功能
土壤湿度传感器 检测湿度 LM393
ADDA模块 输入转换 PCF8591

水泵 浇水 ——

加湿功能
空气温湿度 检测温湿度 SHT20
超声波雾化器 加湿 ——

加温功能 电热丝 加温 ——
松土功能 振动电机 松土 ——
负离子功能 负离子发生器 净化空气 ——
人体检测 微波雷达模块 检测人体 700 微波雷达

水位检测
水位高度传感器 检测水位 LM393

舵机 开水箱盖 SG90

电量检测
电压检测模块 检测电压 R-Senor
电量显示模块 显示电量 7.4V
无线接收线圈 无线充电 WPC-5V1A

底盘移动

超声传感器 避障 HY-SRF05
红外传感器 检测充电桩 ——
光电门 检测电机转角 ——
干簧管 对准充电桩 ——
陀螺仪 检测花盆姿态 MPU6050
摄像头 辅助定位 ——

GUI
触摸屏

用户数据交互
7inch-HDMI

鼠标键盘 ——
蜂鸣器 报警 3V

表 3-2 充电桩元件设计与选型
位置 功能分类 硬件 目的 型号

充
电
桩

主控器 51单片机 控制核心 STC89C54

补水功能
蓝牙模块 数据交互 HC-05
水泵 为花盆补水 ——

水位检测 水位传感器 检测水位 LM393

信标功能
红外传感器 发射信号 ——

LED 使摄像头定位 LED5050

对接功能
触碰开关

对接检测
KW11-3Z-2

磁体 ——
充电功能 无线发射器 无线充电 QI-5V1A

2. 电路的设计验证

电路部分的设计，根据需要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安装在智能花盆托架上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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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盆电路，以及固定在墙壁角落里的充电桩上的充电桩电路。

1）智能花盆主体电路

图 3-1 智能花盆主体电路板

2）充电桩电路

图 3-2 充电桩电路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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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械的设计装配

机械的设计分为零件的设计以及整体的装配

根据实际安装需要，设计了智能花盆底盘、智能花盆顶棚以及水箱上盖三部分亚

克力激光雕刻零件，设计了电机支架、万向球固定块、光照传感器外壳、扩展板支撑架、

水箱蓄水槽以及震动马达外壳共 6 个 3D 打印零件，进行整体的装配，其爆炸图如图

所示

图 3-3 智能花盆爆炸图

4. 程序的设计编写

花盆的程序比较复杂，涉及到多传感器的同时工作的协调问题，故为了编程与运

行的简易性，并且考虑程序容错率，故使用分布式编程方法，将程序整体功能分为若

干模块，多模块同时运行，通过某些方法进行数据通讯，保证程序之间的协调性，如

果某个程序出现问题，也并不会引起整个系统的报错。

根据需要，第一代程序命名为 plantV1.0，内设九个子程序，分别为：程序初始

化程序、GUI 输入程序、传感器输入程序、主函数程序、采光程序、寻找充电桩程序、

网络程序、数据库读取程序。 

四、结论

本课题经过研究，分析设计并制作了一套全新的智能浇花系统，创新性的提出了

“自主生长”的理念，根据现有市场上智能花盆产品的不足，使用智能传感器，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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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植物的环境生长变量，并能根据情况进行智能调节。其主要的功能有：

1. 花盆拥有 GUI 系统界面，能够与用户进行交互，并且支持修改系统参数，同

时可以将植物实时状态反馈在屏幕上。

2. 花盆能够智能感知土壤干燥度，当植物缺水时，可以为植物浇水。

3. 花盆能够智能感知植物的光照度，当光照度不够的时候，可以驼载植物向阳光

强的地方移动。

4. 花盆能够智能感知植物周围湿度，但控制湿度对植物生长不利且环境相对干燥

的时候，可以为植物加湿。

5. 花盆能够智能感知植物周围温度，当温度过低的时候，可以通过加热电热丝为

植物进行有限的安全的加温。

6. 花盆能够智能感知植物周围温度，当温度过高的时候，可以通过驱动底盘向阴

方式为植物降温。

7. 花盆可以定时通过震动的方式为植物松土。

8. 花盆内置水箱，同时可以在水箱水位不足的情况下前往充电桩为水箱蓄水。

9. 花盆使用锂电池供电，当电量不足的时候，可以前往充电桩为电池充电。

10. 花盆带有人体检测功能，为了安全，在有人经过的时候会停止一切活动。

11. 花盆拥有负离子净化功能，可以辅助植物净化空气。

五、创新点

1. 本课题创新性的提出了“自主生长”的理念，设计一款创新性的可以自主移动

的花盆托架。

2. 本课题充分利用互联网，使设计的花盆托架具有一定的智能性，如：获取未来

天气，当天气为阴天、雨天等恶劣天气时候，即使需要采光也不会执行采光程序。

3. 本课题创新性的可以较为全方位的检测植物的各项生长指标，如：植物光照度、

植物土壤湿度、植物空气湿度、植物空气温度。

4. 本课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创新性的为植物智能浇水、智能采光、智能加湿、

智能加温与自动松土。

5. 本课题同时也引用了充电桩的功能，大大的提高了花盆的工作时间，提高了花

盆的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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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6-1 智能花盆作品实物照片

图 6-2 充电桩作品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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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传感 - 致动异构集成柔性机器人皮肤设计
与研究

作者：衡文正  指导教师：杨赓，王菲

浙江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一、设计目的

随着机器人学研究的深入与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协作型机器人作为机器人发

展的新方向备受关注。协作型机器人对外界非结构化动态环境的智能感知、情景理解

以及安全人机协作均是协作型机器人研究的热点。在安全人机协作方面，现有的解决

方案有电子皮肤包覆，软材料包覆和轻量化设计等；但上述各方案有着功能单一，限

制机器人运动空间和降低有效载荷等问题。本毕业设计提出了一种由致动单元与感知

单元异构集成的柔性电子皮肤，为机器人提供了触觉感知系统的同时提高了人机协作

的安全性。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多孔柔性传感单元的感知原理

多孔柔性传感单元的载体材料为聚氨酯海绵，浸涂有压阻敏感材料的海绵内部呈

多孔结构，海绵内部的粘附有炭黑粒子的非封闭纤维连结构成复杂的导电网络，使得

整个海绵压力感知单元呈现出电阻性的电学性质。在受到外力作用后，纤维表面的炭

黑粒子首先发生翘曲与脱落，导致感知单元整体的电阻会略微上升；然后，粘附有炭

黑粒子的纤维的形变愈加的明显，导致纤维之间逐渐存在接触的现象，导电通路数目

增多，引发整体的感知单元电阻值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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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低碰撞峰值力原理

粘弹性材料的碰撞力学中，碰撞峰值力与碰撞接触界面的刚度密切相关。机器人

连杆通过包覆粘弹性材料可以有效降低接触刚度，增加人机接触面积，从而减小对人

体的伤害。无厚度限制下，粘弹性材料的弹性系数越小、粘性系数越大，人机碰撞的

撞击力越小，弹性、粘性系数越小，接触力上升时间越长，控制系统采取控制措施的

时间越充足。但是，粘弹性材料在选用较小弹性系数、较大粘性系数的基础上，也要

考虑粘弹性材料的力学性质与粘弹性材料厚度对机器人连杆灵活性的影响，在固定粘

弹性材料厚度与碰撞条件的情况下，总会存在最适合的接触界面刚度使得碰撞峰值力

最低。

3. 变传感参数 ( 灵敏度与量程 ) 原理

柔性电子皮肤的传感功能工作于线弹性力学阶段。因此，除去致动单元的柔性电

子皮肤可以被简化为恒定刚度的线性弹簧。而致动单元虽也处于线弹性力学阶段，但

由于其线弹性刚度与致动单元内部气压密切相关，所以，致动单元可以被视为可变刚

度的线弹性弹簧。因此，整体柔性电子皮肤的力学模型可以简化为可控刚度的线弹性

弹簧。在形变相同的情况下，传感单元电学响应相同，通过控制电子皮肤的刚度来改

变相同形变下对应外力的大小，实现控制传感参数的变化。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气动致动单元结构设计

致动单元采用类似于汽车车胎的双层结构，内层为硅胶柔性气囊，其为密封性材

料，能够有效的保证内部高压气体的气密性；同时，硅胶的机械柔软特性为致动单元

的柔性提供了材料力学方面的基础；外层为柔性无弹织布，织布虽然无气密性，但其

包裹在外层，起到限制内部硅胶气囊膨胀与提高致动单元强度的作用。

2. 柔性电子皮肤功能单元阵列排布

柔性电子皮肤采用感知单元与致动单元水平方向并联，垂直方向平行排列为主要

结构与设计框架，以此来满足上述变传感参数的设计。两种功能单元水平方向等间隔

均匀排列。感知单元的间隔平行式排列，便于行列扫描电路的阵列式扫描。功能单元

中间需要同质封装材料将两者集成合并为统一整体。

3. 等电势屏蔽法电阻阵列读取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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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路电流的串扰是影响电阻阵列扫描检测电路准确性的一大因素，即在电阻阵列

中由于电势分布问题，导致各个电阻中都有电流的经过，而使得电阻测量不准确。采

用等电势屏蔽法并根据测量要求设计测试电路，可以将无关电阻两端的电势调节为相

等状态。此时，电路中电流就只通过待测电阻，由此使得电阻测量更加的准确。本读

取电路设计中，将电阻阵列中的无关电阻两端电势调节为输出电势，来实现干扰的消

除。

4. 柔性电子皮肤力学电学测试系统的搭建

将柔性电子皮肤试样固定在万能拉压试验机上，进行力学测试，利用万用表记录

柔性电子皮肤中感知单元的电学数据，通过相连计算机控制万能拉压试验机与数字万

用表进行测试记录。进行包括：不同气压下功能模组力学刚度测试，力学滞回测试，

切割前后力学性能测试，传感性能静态标定，动态循环测试，耐久性实验以及最小力

检测等实验。

5. 柔性电子皮肤系统的碰撞测试平台的搭建

通过设计碰撞平台来模仿人与机器人碰撞的情景，从而模拟人机交互中不同的速

度与力度的人机碰撞。本平台将固定铰链连接的摆杆当作机器人的机械臂，通过刚度

可换，形变量可调的弹簧拉伸方式作为摆杆可受控制的动力源；通过光电门的实时检

测来监控摆杆在撞击瞬间的速度，进而计算出相应的碰撞能量；通过碰撞力学传感器

与快速数据采集卡来收集碰撞瞬间峰值力的大小。将功能模组固定到摆杆上，通过拉

动摆杆带动弹簧拉伸，产生弹性势能，释放摆杆，弹簧弹性势能转化为摆杆的动能。

随后，摆杆上的柔性电子皮肤功能模组与碰撞力学传感器发生碰撞，在经过功能模组

的缓冲作用下，摆杆的动能消散在碰撞中。

四、结论

1. 提出了一种柔性电子皮肤系统的设计构架；提出了感知单元、致动单元与综合

集成的实验制备流程；以及柔性电子皮肤内部的组成单元及空间的排列方式；依据现

有研究成果，分析与解释变刚度柔性电子皮肤在不同应用中的力学原理。针对压阻式

柔性触觉感知阵列，设计并且制作了相应的扫描检测电路系统；包括基于等电势屏蔽

法的阻值扫描检测电路以及控制程序的设计与编写，并进行有关柔性电子皮肤的验证

实验。相关研究结果与设计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学生一作），同时，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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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领域顶级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共同一作）。

2. 针对柔性电子皮肤在复杂的商用机器人外形上进行无隙的物理集成与控制系

统的集成，设计了相关的制备方法与安全策略；并通过一系列的人机实验验证了柔性

电子皮肤在机器人上的相关应用。研究成果已发表于相关领域知名期刊《Advanced 

Intelligent Systems》（一作）。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柔性电子皮肤系统的设计构架，能够实现三种创新功能：可控制调

节的传感参数 ( 量程与灵敏度 )；一定程度上的致动效果；降低碰撞产生的峰值力。

2. 提出了感知单元、致动单元与柔性电子皮肤综合集成的实验制备流程；实现了

感知单元稳定传感功能，致动单元稳定变量程功能，多功能集成柔性电子皮肤的正常

工作。

3. 提出了柔性电子皮肤集成应用到机器人上的模具集成安装方法，将柔性电子皮

肤从物理上与控制系统上与机器人系统相集成，形成紧密贴合于机器人上，并且信息

传输通畅的触觉感知系统。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柔性电子皮肤整体物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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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柔性电子皮肤与机器人安装示意图与实物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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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行星球减速器与伺服电机一体化系统设计

作者：蒋路明  指导教师：平雪良，蒋毅，周忠良

江南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一、设计目的

本课题的题目为精密行星球减速器与伺服电机一体化系统设计，研究内容是将行

星球减速器和伺服电机进行结构组合，对精密传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完成一体化的

设计。课题项目将伺服电机转轴与减速器输入轴进行一体化整合设计，将转子的回转

运动直接带动偏心盘进行行星运动，效率损失更低，拓展行星球减速器的应用范围并

增加减速电机的产品类型，为精密传动领域的高性能驱动需求提供更优的选择。相较

于当前基于齿轮、RV、谐波等减速机构进行一体化设计的减速电机产品，此项目结

构更加地紧凑，一体化程度更深，性能上限更高，更加满足当下精密领域的对于驱动

的小型化、轻量化、高精度、可靠性的需求。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行星球减速器设计

摆线钢球行星传动是一种高效、节能的新型精密摆线传动形式，是少齿差行星传

动中的一种特殊传动形式，是将内、外摆线槽刻在两个平盘的端面上，按一定的偏心

距放置后，利用钢球作为中间传动介质，在内、外摆线槽构成的循环滚道中做无隙啮

合运动，以传递同轴间的运动和动力，并完成运动速度的变换。

本项目中，精密行星球减速机构的参数设计使用传统设计方法和遗传学优化算法

完成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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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伺服电机的原理及控制方案

1）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原理

伺服系统（servo mechanism）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

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

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 U/V/W 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

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伺服电机接收到脉冲，就会旋转脉冲对应的角度，从而实现

位移；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

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

2）控制方案

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控制方式包括：转矩控制、位置

控制、速度模式及三环闭环负反馈 PID 调节系统。

3. 失效形式校核

1）传动的主要失效形式

a) 摆线封闭槽实际齿形与钢球工作表面发生点蚀或胶合

b) 钢球与环形槽工作表面发生点蚀或胶合也是该啮合副的主要破坏形式

c) 转臂轴承的疲劳破坏

2）强度校核就是对材料或设备的力学性能进行检测并调节的一种方式，并且这

种方式以不破坏材料或设备性能为前提。依据主要的失效形式，对精密行星球减速器

与伺服电机一体化系统设计的主要构件进行强度计算和校核。

轴的强度校核计算：进行轴的强度校核计算时，根据轴的具体载荷及应力情况，

一体偏心轴属转轴类型，对于转轴应按弯扭合成强度条件计算。

疲劳强度是指材料在无限多次交变载荷作用而不会产生破坏的最大应力，称为疲

劳强度或疲劳极限。为避免摆线槽和钢球啮合面及环形槽和钢球接触面的失效，其接

触力值应满足接触疲劳强度要求。

4. 三维建模

本设计使用 SOLIDWORKS 软件对一体化减速电机进行三维模型设计。在

SolidWorks 中建零件的三维模型，过程如下：

1）进入零件的创建界面；

2）分析零件，确定零件的创建顺序；

3）按照合适顺序绘制零件的草图，建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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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建和修改零件的其他辅助特征；

5）完成零件所有的特征，保存零件的造型。

精密行星球减速伺服电机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的关键部分是精密行星球减速传动

机构、伺服电机和一体偏心轴。对应关键零件是中心盘、偏心盘、输出盘、永磁转子、

定子、一体偏心轴。利用 SolidWorks 的三维建模及装配功能，创建各零件的三维模型，

实现一体化机构的整体装配。

5. 运动仿真

在 ADAMS 中仿真分析时包括建立模型、设置约束条件、添加载荷、计算结果、

结果后处理、提取数据等步骤，其仿真分析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ADAMS 动态仿真分析过程

6. 有限元分析

利用 SolidWorks 软件进行 FEA（Finite Element Analysis）时，要根据实际

情况来选择正确的分析类型进行运算。利用 SolidWorks Simulation 软件进行分析

的主要过程包括：创建三维部件、创建算例、设置材料、设置夹具、设置外部载荷、

添加连接、划分网格、运行算例、结果处理等多个步骤，其主要分析流程如图 2 所

示。 

图 2 有限元分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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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对精密行星球减速器及伺服电机进行简要概述。分析精密行星球传动的结构类

型；分析伺服电机的结构类型，简单介绍伺服电机的性能优点及控制方式。

2. 选取一体轴式一体化结构方案进行研究设计，对整体的一体化结构及外形结构

尺寸参数进行初步分析确定。根据设计要求中的系列尺寸、传动比、电机额定最大功

率和输出力矩等初始条件要求，确定伺服电机的型号，通过相关资料中的计算方法，

完成精密行星球减速传动的基本设计参数的传统计算。之后，基于多目标遗传学算法

的优化计算数学模型理论，将多目标遗传学函数模型设置为体积最小和计算效率最高，

建立精密行星球之间传动的优化计算数学模型，以此在 Matlab 中可以编写出相对应

的多目标遗传学模型算法程序，优化出精密行星球减速传动机构最优的结构尺寸参数，

将传统设计结果参数与优化设计结果参数、优化修整的结果参数进行比较分析，得到

一组最佳的设计参数。

3. 选取得到的最优结构参数，对减速器伺服电机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整体结构尺寸

进行设计计算，利用 SolidWorks 进行三维建模，建立行星球减速器与伺服电机一体

机零部件实体模型，接着再通过 SolidWorks 的零件组装配合功能，添加相应的配合，

得到减速器伺服电机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装配三维模型，为后面的研究分析内容提供模

型基础。

4. 利用 ADAMS 对减速器伺服电机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装配模型进行运动仿真，

得到短幅内摆线偏心输出盘的角速度曲线和角加速度曲线，并得到的仿真测试数据进

行研究分析，验证一体化系统的传动比和结构可行性。

5. 利用 SolidWorks Simulation 对减速器伺服电机机电一体化系统重要零件完

成有限元分析。以一体化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一体偏心轴的变形、应力分布及接触

情况，进一步验证精密行星球减速器伺服电机一体化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四、结论

1. 根据设计要求、市场需求以及生产制造规范确定精密行星球减速器伺服电机一

体化话系统设计的结构方案。通过传统设计方式和基于遗传学算法的优化设计方法对

减速机构参数分别进行了计算分析；实现了对一体化系统的一体偏心轴的整体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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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完成了一体化偏心轴的强度校核、轴承寿命校核、摆线槽和摆线钢球之间、环形

槽和钢球之间的接触疲劳强度校核。

2. 根据优化圆整的结果作为设计参数，对精密行星球减速及伺服电机一体化系统

的整体结构进行实体建模，并在装配体中对特征之间的几何尺寸进行约束，将精密行

星球减速及伺服电机一体化系统的各零件进行了虚拟装配，得到伺服行星球减速机的

装配模型。

3. 基于 ADAMS 运动仿真软件的仿真流程，对精密行星球减速器伺服电机一体

化结构进行仿真，分析得到短幅外摆线盘的角速度数据曲线与角加速度数据曲线以及

一体偏心轴输入处和输出盘的角速度数据曲线，模拟机构的运行状态，验证减速机构

的减速比。

4. 通过 SolidWorks Simulation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精密行星球减速器与伺服电

机一体化系统设计产品的关键零部件一体偏心轴完成了有限元分析。通过静力学分

析了一体偏心轴结构的变形、应力分布及接触情况；通过自由模态分析得到了其固

有频率的最小值为 7992Hz，远大于一体化机构运行过程中的激振频率 33.33Hz 和

66.67Hz，避免运动过程中的共振现象。

5. 在已有的设计参数、仿真测试及有限元分析结果基础上，对一体化产品的实物

样机进行了生产加工，完成精密行星球减速器与伺服电机一体化系统设计的样机模型。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精密行星球减速器与伺服电机一体化系统设计的新型结构，使电机

的回转运动直接驱动偏心盘的行星运动，大大缩减了减速器—电机联合装置的整体体

积和效率损失。

2. 基于减速电机的计算参数完成了相应的分析校核，建立得三维模型，并对其完

成了运动学仿真测试和一体轴的有限元分析。

3. 减速电机的整体设计拓展了摆线钢球减速器及伺服电机的应用范围，为精密驱

动提供一种更好的产品选择。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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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减速电机结构的剖面图

图 4 减速电机三维装配模型

       

a) 样机正面                   b) 样机侧面
图 5 减速电机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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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爬墙机器人的系统设计

作者：李栋  指导教师：田军营

河南科技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一、设计目的

随着科技进步，高处设施的施工监测、复杂地形的探索等场景在工程中出现的次

数愈发频繁，而具有检测能力的爬墙机器人也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热点之一。爬墙

机器人可以按照吸附方式进行分类：仿生吸附式、磁吸附式、静电吸附式、负压吸附

式和正压吸附式等。也可以按照移动方式进行划分：混合式、轮式、足式和履带式等。

本毕业设计分析了 vertigo 爬墙机器人等国内外各个方案的优缺点，设计了一种以正

压吸附提供吸附力、轮式高效率移动的爬墙机器人搜索侦察平台，希望具有稳定的吸

附力、合适的移动能力、良好的地面和墙面的攀爬过渡能力、合理的尺寸及重量等。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爬墙机器人系统分为机器人本体、软件系统、硬件系统三大部分。车体控制器通

过无线网络模块作为客户端连接至上位机创建的服务器中，根据从上位机接收到的指

令控制前轮转向和螺旋桨转速及方向，将机器人机身推进，从而实现包括爬墙在内的

不同动作。

1. 机器人本体设计

本体部分主要由前轮转向系统、减震悬挂系统、螺旋桨动力系统等组成。前轮转

向由独立舵机控制。螺旋桨由无刷电机带动产生压力，同时螺旋桨安装在倾斜机构上，

除了能够产生垂直于墙面的压力外，还能产生能够产生侧向推力，将机器人机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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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包括爬墙在内的不同动作。

2. 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由上位机控制软件和本体控制软件组成。操作手通过上位机软件向本体

发送指令，本体控制软件将运动指令分解，执行运动控制算法，保证本体在稳定吸附

的同时执行攀爬动作。

3. 硬件系统

主要包括本体控制器、无线通讯、电源等部分，将软件指令转化为本体的稳定运动。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本体设计

对机器人的机械以及动力单元部分进行设计分析以及校核，包括独立前轮设计、

悬挂系统设计、螺旋桨部分结构设计等。

该机器人采用正压吸附式方案提供吸附力，机身安装有两个螺旋桨用以提供推力，

将机器人压在墙面上。机器人采用轮式移动方案，具有高效率高速度的优点，机身安

装有四个轮子，其中两个前轮配有转向机构，可以配合不同方向的推力达到转向的效

果。

2. 动力系统设计

本次设计中螺旋桨部分绕 y 轴所使用的舵机使用小型舵机。螺旋桨部分绕 x 轴转

动部分以及前轮的转角控制中采用高精度大扭矩舵机。

该机器人动力来源于由无刷电机驱动的螺旋桨，其推力大小取决于电机功率大小

和螺旋桨螺距大小。综合多个厂家关于无刷电机的实验数据，分别分析了功率 - 效率

关系和螺距 - 效率关系，最终选择 C3536-kv1100 的外转子无刷电机，搭配 10*6

的螺旋桨。同样根据两个无刷电机的功率和推荐电压，选择 50A 的无刷电机电调和

5200mAh40C 的航模电池。

3. 控制系统设计

引入传感器进行反馈并对机器人建立数学模型，根据数学模型对系统进行分析并

设计合适的控制器进行仿真。

小车部分构成了一组具有一定质量的机械部件，能够在螺旋桨产生的推力下前后

移动，同时轮子支架、地面、空气带来了阻力。由于电机电压-转速的时间常数相对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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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通过系统简化可以得到系统整体近似振荡系统。使用 Simulink 仿真和 PID tuner

设计 PID 控制器，可以得到符合设计要求的控制器参数。

4. 软件系统设计

软件系统由上位机控制软件和本体控制软件组成。二者之间通过 TCP 协议通讯，

上位机是服务器端，小车本体通过 ESP8266 作为 TCP 客户端连接到上位机。

其中上位机控制软件使用 LabVIEW 编写，软件界面主要被划分成操作显示区域、

车体状态显示区域和多轴加速度曲线显示区域。操作方式又分为动作操作和模块操作。

软件在接收到操作人员的指令后，将指令转化为对应数据通过 TCP 通讯发送到机器

人本体。

机器人本体软件部分是在 stm32f4 系列单片机上搭建。软件部分主要由两个功

能组成，一是使用串口中断将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判断并通过控制器控制执行元件使机

器人进行动作，二是使用定时器中断将传感器检测到的小车状态通过 TCP 通讯发送

到上位机。

四、结论

1. 提出了一种正压吸附式的轮式爬墙机器人的结构设计，包括独立前轮设计、悬

挂系统设计、螺旋桨部分结构设计与校核等。该机器人可以实现地面上和墙面上的行

走动作，以及地面和墙面之间的过度动作。其中螺旋桨部分结构可以实现螺旋桨垂直

轴往车身的四个方向倾斜，绕 y 轴所使用金属齿 9g 舵机，螺旋桨绕 x 轴转动部分以

及前轮的转角控制中采用高精度大扭矩 MG995 舵机。整体设计结束后，得到总体质

量为 2.0kg，加上电源电池等，约为 3.0kg。

2. 采用 matlab 中的 Simulink 工具，对小车的数学模型进行模拟仿真。并根据

情况设计了合理的控制器，使用 PID tuner 工具进行调试确定了符合设计要求的控制

器参数。

3. 采用 TCP 通讯协议，以上位机软件作为服务器，小车端作为客户端的构架进

行通讯。

五、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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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精心设计的螺旋桨导向圈，螺旋桨垂直轴可以向车身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倾

斜，产生各方向的推力，配合转向轮，使车身移动更加灵活；

2. 通过激光测距传感器实时测量车体到地面的距离，在螺旋桨倾斜的情况下自动

控制转速产生合适的正压力，保证稳定吸附；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实物照片

图 2 螺旋桨导向圈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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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圆柱桥墩浇筑模具工作液压系统设计

作者：许全文  指导教师：邓晓刚，柴绍平

重庆科技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一、设计目的

桥墩质量直接影响了桥梁的载荷强度和使用寿命。桥墩大多是由钢筋混凝土浇筑

而成，但桥墩进行现浇的施工难度太大，因此常常将桥墩设计为预制件，使用标准的

模具在预制厂内进行浇筑，再现场装配。桥墩模具是由几件有微小锥度的圆筒拼接而

成，内径取决于桥墩设计的直径，数量取决于桥墩的高度，因此组成桥墩模具的每一

件圆筒尺寸都很大，自重约几十吨。在浇筑过程中，模具的对接、调平、内部清洗、

脱模等工作难以人工完成，必须借助液压系统来对桥墩模具组件圆筒进行操作，速度

与压力可调，能准确的控制模具配件的动作，提高生产效率和桥墩浇筑质量。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确定液压系统的实行方案

针对任务书所提出的要求，搞清桥墩模具装配及使用过程中的工艺动作，搞清楚

哪些动作需要液压执行机构来完成，设计出明确的动作顺序，了解清楚每一步动作的

负载、速度、加速度要求，确定每一路液压缸正常工作时的负载、压力、速度及功率，

并绘制循环图；根据动作要求和工况要求，选取适当的基本回路进行搭建；计算液压

缸活塞工作面积、杆径等参数并确定其相应型号；根据系统的压力、流量、动作要求

选定液压控制元件。最终完成液压系统的详细设计。

2. 液压阀块和液压泵站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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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确定哪些回路中的元件需要集成在一个阀组中，再确定各个阀在阀块上的安

装布置位置，注意各阀之间 P 口串并联关系，以及汇成总 T 口的位置不与 P 口干涉。

再查表确定各个阀的安装尺寸，阀块上的油口、螺孔位置必须与阀的安装尺寸对应，

不能超差。

液压泵站的设计需要根据各个油缸的实际工作情况来确定：根据系统压力、最大

流量和控制方式选取泵的型号，根据总功率选取配套电机。由电机、泵的尺寸选取安

装方式；根据最大流量放大 5-7 倍的原则设计油箱容积大小，根据电机 - 泵、阀组

的安装尺寸设计油箱的顶盖尺寸，足以容纳电机-泵和阀组。各个部件之间的位置设计，

还需考虑接油管时的角度不扭曲、空间位置不干涉等问题。这需要在三维设计建模过

程中多次修改完善，最后绘制出液压站结合阀块的三维结构图及二维生产图。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液压系统原理图设计

由于系统属于重载慢速的液压系统，拟采用三相异步电机驱动一个恒压柱塞泵给

系统供油，恒压的压力设定取决于系统中所有油缸中最大的负载压力。进入到每组油

缸的流量取决于对应油缸油路上的节流阀。由于在泵启动时，泵输出的流量要大于油

缸节流阀调节的流量，因此泵输出多余的流量将导致系统的压力上升，直至系统压力

达到泵设定的调压压力，泵就会自动调节斜盘倾角完成变量，以减少流量输出，保持

系统输出压力不变。

液压原理图经 Fluidsim 软件仿真显示，油路动作正确，能实现预期的逻辑设计。

2. 液压系统参数计算

外模合开油缸及清模机构油缸需要推动 3 吨的模板沿轨道水平移动；转模油缸推

动一个 70 吨的机构旋转，沿圆弧水平推进 0.1m；插销油缸推动一个 5 吨的销轴上

下运动，沿圆弧水平推进 0.1m；升降油缸，每个油缸承受负载 42 吨，往复均要调速，

多组油缸可以同时运动又能单独运动。再根据每只油缸的速度、加速度要求，画出负

载循环图和速度循环图。预选每只油缸的工作面积，换算出每个工作状态的系统压力、

工作流量。根据最大的系统压力和工作流量，选择液压泵、电机和液压控制元件的型号。

3. 液压阀块的设计

液压阀块将功能不同的液压阀集成在一起，具有结构紧凑，维护、安装、调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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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液压元件方便等特点。液压阀块内部加工的孔道，便可以作为各液压元件间的连

接管道。液压阀块形状通常为长方体，主要根据液压阀块所支持的功能的复杂程度及

液压元件的数量来确定具体的尺寸大小。液压阀块多采用铸铁、铝合金锻件及 35 号

锻钢作为锻造材料。

阀块设计时，需要确定阀块在系统中的位置和管路的布局；确定各外接油口在阀

块上的相对位置，同时还需根据流量确定接头规格；确定各控制阀在阀块上的安装位

置需根据阀组工作原理、系统布局、各阀本身特性和维护性能；不仅需要考虑系统管

路的走向，同时还需要考虑阀块装配时扳手的工作空间。应选用不同通径的管接头和

胶管来区分位置相近且易接错的油口；设计时需考虑后续阀块的清洁、检查等问题，

在封堵阀块工艺孔时，尽量采用螺塞和法兰等可拆卸方式，并且在封堵阀块的工艺孔

时堵头应低于安装面表面。

4. 液压泵站的设计

液压泵站除了为整个液压系统提供工作的动力，还作为一个安装载体，为电机、

泵、阀组提供了安装位置。液压泵站通常由油箱、电机 - 泵、阀组、过滤器、压力表、

温度传感器等组成，可以视为液压系统的核心动力单元。

液压站底座及框架选用铸铁作为加工原材料，根据设计完成的油箱、底座、垫板、

外罩框架等设计图进行锻造。锻造好的原材料按照设计图所示，开始部分组件焊接和

打磨；焊接和打磨完成后，把各部件送去电镀喷漆。加工顺序：除锈 - 刷底漆 - 干燥 -

抹腻子-干燥-腻子磨平-吹净-喷漆-干燥，在涉及到有外螺纹的部件时螺纹不喷漆，

防止过盈配合。最后进行质量检测，质量检测达标后再开始进行零部件组装。

5. 液压泵站和阀组的测试

通过液压泵站及阀组的测试，可以了解液压系统的整体状况及工作性能。液压泵

站进行试运行，一方面可以检测在液压系统中是否有参数调节错；另一方面是检测各

液压元件是否有损坏的情况。调试完成后，液压系统达到稳定可靠的工作状态，为生

产做好准备。同时将现阶段液压站情况做好备案，以便后续工作进行。

测试内容主要包括：① 检查立式圆柱桥墩浇筑模具工作液压系统中可调节液压

元件是否参数调节错误；② 检查立式圆柱桥墩浇筑模具工作液压系统各运动机构的灵

敏性和可靠性；③ 在液压缸动作时，检查其运动的平稳性、液压冲击和振动噪声等情

况是否对液压缸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④ 调整立式圆柱桥墩浇筑模具工作液压系统各

个动作的压力、速度、行程的始点和终点等参数，使各机构完成的时间在设计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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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内；⑤ 更换损坏和有缺陷的液压元件，试运行整个液压控制系统，记录液压站现

阶段技术情况。

四、结论

1. 在液压缸选择过程中计算了液压缸的有效工作面积、运动速度及负载力，并对

其进行了流量、功率及压力等方面的分析；

2. 对油缸的参数进行了设计计算，对油泵、电机、液压控制元件进行了型号选型

设计。绘制了详细的立式圆柱桥墩浇筑模具工作液压系统原理图。采用 Fluidsim 软

件对液压系统原理图进行了仿真分析，证明了逻辑正确，动作顺序正确。

3. 完成了液压泵站、锁止阀组、蓄能器阀组、多路阀组的三维设计，并生成了二

维加工图纸。

4. 在企业实践过程中，参与阀块、液压站的装配以及液压站框架的焊接，动手调

试液压阀块以及液压站的工作性能。目前这套液压系统已经出厂交付用户现场使用，

据用户反馈，设备运转良好，性能可靠。

五、创新点

1. 油缸的动作采用手动多路阀控制。当所有阀都不动作时，油液通过多路阀直接

流回油箱。当需要那组油缸动作时，对应手动操作相应多路阀的手柄即可。转模油缸

的多路阀串联在整个阀组的最前面，当转模油缸动作时，由于油路被切断，后面所有

的油缸将无法动作。除转模油缸多路阀外，其余的油缸多路阀都是并联油缸，可以单

独工作也可以多个油缸同时动作；

2. 完成了立式圆柱桥墩浇筑模具工作液压系统原理图设计，采用 Fluidsim 软件

对液压系统原理进行了仿真分析；

3. 参与了液压泵站和阀组系统的设计、装配、现场调试的全过程，熟悉了液压泵

站和阀组制造工艺流程。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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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立式圆柱桥墩浇筑模具工作液压系统原理图

图 2 液压泵站三维设计及现场安装调试

1—油箱；2—液位计；3—空滤器；4—吸油过滤器；5—加热器；6—
液位继电器；7—回油过滤器；8—冷却芯片；9—轴向柱塞泵；10—
两联多路阀；11-1、11-2—四联多路阀；12—六联多路阀；13-1、
13-2—节流阀；14—单向节流阀；15—锁止阀组；16—液控单向阀；
17—蓄能器；18—双向液压锁；19—三相异步电机；20-1、20-2、
20-3— 举 升 油 缸；21-1/2/3/4— 插 销 油 缸；22-1、22-2、22-3、
22-4、22-5、22-6— 心 模 油 缸；23— 转 模 油 缸；24-1、24-2、
24-3、24-4—外模合开油缸；25-1、25-2、25-3、25-4—清模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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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零雾型”冷却塔流动与传热特性研究

作者：房加美  指导教师：卜诗，张琳

常州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冷却塔作为高效的热交换设备，广泛用于石油、电力和化工等行业。冷却塔的基

本工作原理是：经预热的循环水和进入塔中的空气进行充分的热量交换，这一过程中，

热量从水传到空气，然后进入大气，实现循环水的降温，循环冷却水系统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循环冷却水系统

冷却过程中，将会发生三个方面的水损失，分别是蒸发损失、漂水损失以及排污

损失。其中，蒸发损失是指发生在循环冷却水与空气之间的因蒸发而转化为蒸汽的水

量损失，占水损失的绝大部分。因循环水与空气热交换等原因产生的小水滴被上升气

流带出塔外导致的水损失，称为漂水损失。排污损失是指在换热过程中，必须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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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水量的方法，减弱蒸发过程中水中盐度增加对循环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上述

水损失方式中，蒸发损失和漂水损失可视为塔系统的被动损失，是需要尽量避免的，

因此本文研究围绕蒸发损失和漂水损失展开。提出一种可用于冷却塔的新型惯性式冷

凝收水器，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同时实现水蒸气冷凝回收和液滴分离回收。通过理论分

析、数值模拟和实验测试相结合的方法，新型收水器内的冷却塔流动与传热特性进行

分析研究，获取多种因素对水蒸气回收率和液滴分离效率的影响。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对于单一成分的饱和蒸汽，蒸汽压力 Pv 与全压 Pg 相等，其温度为该压力下所

对应的饱和温度 Tsat。如果在其中设置一温度均匀的固体壁面，壁面温度为 Tw 且

Tw<Tsat，当发生冷凝时，凝结液膜表面温度则为饱和温度 Tsat，冷凝界面处的压力和

温度变化如图 2-1(a) 所示。在冷凝过程中，对于含有不可冷凝气体的混合气体，冷

凝液膜表面的蒸气分压不断降低，饱和温度也逐渐降低，其冷凝界面处的压力和温度

变化如图 2-1(b) 所示。本文所研究的湿空气冷凝则属于典型的含有不凝性气体的混

合气体冷凝，可以将湿空气看作是干空气与水蒸气的混合物。

图 2-1 冷凝压力与温度的变化

在湿热空气凝结过程中，既有传热又有传质，这给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带来了困

难。湿热空气的冷凝过程如图 2-2 所示，当湿热空气遇到比其饱和温度低的冷却表面

时，其中所含的水蒸气将凝结。靠近壁面的湿热空气首先被降温，水蒸气则发生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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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壁面上形成液滴或液膜。这个时候，在近壁面，压力从远壁面处水蒸气分压 Pv 变

为气液分界面上的水蒸气分压 Pvi。因为近壁面的水蒸气已经完成冷凝了，未凝的气体

体积也随之变大，其分压由远离壁面的 Pg 升高到气液分界面上的分压力 Pgi。在这个

对流形式的换热过程中，带有速度的湿热空气经过壁面，增加了整个过程中的冷凝换

热量，增大了湿热空气的对流换热系数。此外，气膜温度也随之变化，由 tv 变为 tvi，

由于气膜与液膜之间存在温差，两者间也会产生对流换热。因此在整个湿热空气冷凝

过程中包含以对流方式进行热交换的显热换热即与壁面的对流换热和以水蒸气冷凝进

行热交换的潜热换热即水蒸气冷凝放热两部分。显热换热的大小取决于气膜和湿空气

总对流系数，若忽略液膜，则该值取决于湿热空气与换热板的对流换热系数。而潜热

换热过程取决于水蒸气的扩散能力，该能力被称为冷凝推动力，等于湿热空气水蒸气

分压与液膜温度所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之差。

图 2-2 湿热空气的冷凝过程

根据凝结液在冷却面上的流动形态，可将湿热空气中水蒸气的凝结分为膜状凝结

和滴状凝结两种情况，其中，当凝结液在冷却面上形成连续的液膜称为膜状凝结，当

凝结液在冷却面上不扩散开来，凝结液呈滴状分散的情况称为滴状凝结。湿热空气掠

过竖直平面或冷却管时，为滴状凝结，因此本文研究的冷凝状况为滴状凝结。当湿热

空气掠过竖直低温冷却板上时，由于液滴的自重与液滴和冷却面的间的表面张力的平

衡关系，液滴保持原来的状态或者向下流动。此时，由于向下流动的液滴将冷却面上

附着的其他液滴抚去一起向下流动，冷却面暴露于湿热空气中，在冷却板上部重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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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液滴，然后流下，此过程不断往复，该现象可称作传热面的刷新效果。由于这样的

刷新效果，滴状凝结时面换热系数变得非常大。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新型冷凝收水器节水性能数值研究

1）冷凝收水器几何模型建立

本文以冷却塔中的冷凝收水器为研究对象。采用非接触式换热，水平管内通冷水，

含液滴的湿热空气从底部垂直上行，通过水平管间的一系列折流板后从顶部流出收水

器，如图 3-1(a) 所示，考虑到计算时间的合理性和后续模拟经济性，本数值研究采

用二维模型，如图 3-1(b) 所示。两股流体间发生间壁式换热，一方面，湿热空气中

原本夹带的小液滴在惯性作用下撞击到折流板和水平管上，另一方面，湿空气中的水

蒸气散失热量冷凝形成新的小液滴，进一步被补集。折流板一方面起到针对液滴的惯

性拦截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破环边界层起到气侧强化传热的作用，加速水蒸气的

冷凝，实现热量和水资源的高效回收。

(a)                                                                        (b)
图 3-1 冷凝收水器

2）新型冷凝收水器节水性能数值计算方法

采用 ICEM 对模型进行了分块法结构化网格划分，如图 3-2 所示。



378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a) 全域                                 (b) 局部
图 3-2 网格划分

设定边界条件、通过 Fluent 软件进行数值计算，软件中所采用的材料、工作参

数等与实验设计中的相同，从而对其节水性能进行了模拟研究，可得到不同的空气进

口流速和液滴粒径对分离效率的影响，不同空气进口流速和进口温度对水蒸气回收率

的影响。

2. 新型冷凝收水器节水性能实验设计

由于时间的限制，本文设计了拥有新型冷凝收水器的实验系统，只具体展开了测

定分离效率的实验，实验系统如图 3-3 所示。本实验系统主要由：冷却塔系统、温度

测量系统、压力测量系统和分离性能测量系统组成。

图 3-3 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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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系统包括：小型冷却塔、离心风机、喷头、冷凝收水器；温度测量系统包括：

温度探头、干湿球温度仪、温度巡检仪；压力测量系统包括：U 型管压差计；分离性

能测量系统包括：流量计、滤纸、天平、玻璃片、油酸溶液和光学显微镜。

本实验平台在运行时，循环水泵将喷淋储水箱中的热水输送至雾化喷头处，雾化

后的液滴将会在重力作用下沉降，此时打开风机，在风机的作用下液滴会发生纵向移

动从而向冷凝收水器的位置运动。冷凝收水器中的冷水由循环水泵输送至进口，经换

热后温升后的热水从出口进入热水箱。待进出口温度稳定后，开始进行测量。

四、结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冷却塔节水技术研究现状、节水除雾原理及湿热空气的冷凝机理，

并根据节水除雾方法设计了新型冷凝收水器，使湿热空气的温度降低及水蒸气含量减

小，以达到消雾节水的效果。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消雾节水性能进行了分析，并

通过实验对出口粒径分布进行测量。

1. 影响冷却塔雨雾的因素主要有：水蒸发量、环境温度、环境气压、大气尘埃和

环境风速等，为了控制雨雾的生成和减少循环水的损失，按照除雾机理，设计出一种

达到除雾节水效果的冷凝收水器。

2. 按照设计，进行几何模型的建立与网格划分，根据湿热空气掠过换热板的机理，

建立数值计算模型。

3. 通过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分离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大流量与液滴粒径

的方法得到实现，流速为 2.5m/s、液滴粒径为 50μm 时可达 90%。水蒸气回收率

主要受环境空气流量及温度的影响，当在同一环境条件下时，流量越大，水蒸气回收

率越大；流量一定时，空气进口温度越高，水蒸气回收率越高。在夏季工况运行时水

蒸气回收率达 33%，冬季工况下为 24%。

4. 由实验测得通道出口粒径分布，所得分离效率与数值模拟结果相符，数值模拟

结果可靠。

5. 基 于 论 文 工 作， 已 申 请 发 明 专 利 3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3 项、 在 期 刊

Internatio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SCI一区）及 Applied Energy（SCI一区）

各投稿 1 篇。基于成果参加第六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已晋级省赛，

参加第五届常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已晋级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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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点

1. 针对工业冷却塔的蒸发损失和漂水损失问题，提出了一种集成传热和液滴分离

双重功能的新型收水器，能在有限空间内同时实现水蒸气冷凝和液滴收集；

2. 综合采用基于物性参数和传质机理的冷凝过程理论分析、基于计算流体力学和

计算传热学的数值模拟分析、基于风洞台架的两相流滴谱特性测试和分离效率实验，

验证了新结构具有低阻、高效、紧凑的优势；

3. 实现冷却塔的“零雾”运行，为相关工业领域的节能、降耗、减排以及成本控

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际指导。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a） 进口流速为 1m/s 的液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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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b) 进口流速为 1.5m/s 的液滴分布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c) 进口流速为 2m/s 的液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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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d) 进口流速为 2.5m/s 的液滴分布

图 6-1 出口粒径分布图

      

            进口速度 :1m/s                  进口速度 :1.5m/s

             进口速度 :2m/s                 进口速度 :2.5m/s
(a) 通道内速度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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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滴粒径：10μm                   液滴粒径：15μm        

       液滴粒径：25μm                  液滴粒径：35μm

          液滴粒径：45μm                液滴粒径：50μm
(b) 液滴轨迹云图

                     进口速度 :1m/s                      进口速度 :1.5m/s 

            进口速度 :2m/s                      进口速度 :2.5m/s
(c) 水体积分数云图

图 6-2 数值计算结果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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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浸渍改性设备设计

作者：王泽群  指导教师：陈海峰

陕西科技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在天然林全面禁伐、木材供需矛盾紧张的背景下，人工林木材易燃、易腐、易吸湿、

易虫蛀、易形变、径级小等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使用范围。因此，本设备对原

木采取加压浸渍的方法，保留了木材易加工和良好的力学性能，使木材具有高机械强

度、良好的阻燃性高尺寸稳定性和耐腐蚀性。解决了当前浸渍设备浸渍时间长，效率低，

浸渍效果差以及无法全面浸透的缺点，计划实现多根木材的自动化浸渍与快速装卸，

会为我国木材加工业发展提供帮助。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通过自紧密封解决浸渍时木材结疤处的爆裂问题

在浸渍罐上盖设置锥孔，然后在罐体外面一次性将一端加工成锥形并带有销孔的

木材装入该锥形孔中。插上销轴，将装有木材的上盖吊装到浸渍罐上后完成密封。当

浸渍罐注入药液后，木材在浮力的作用下上升，与锥孔配合形成自紧密封，有效解决

了木材在结疤处由于受力不均引起的爆裂问题。

2. 采用三瓣卡箍式快开盲板结构完成浸渍罐的密封

为满足密封，同时每根木材都用卡箍密封不现实。通过开锥孔将多根木材固定在

上盖上，将上盖与浸渍罐体用卡箍连接，同时配备电机带动开关丝杠，卡箍的平移螺

母在丝杠的带动下向外张开或向内收紧，完成卡箍的快速启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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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材浸渍改性设备的使用方法

木材改性设备结构如图所示，其使用方法是，先关闭所有阀门，将一端预先加工

出 350~400 毫米圆柱面的原木由上盖锥孔处装入浸渍罐中，用卡箍将其与上盖固定

并形成密封连接。然后打开阀门，开启药液泵将药液罐中的药液送入浸渍罐中，药液

从原木的下端面进入，驱替其中树液使之从原木的上端面渗流出，通过集液槽流入树

液罐中。当从原木上端面渗流出的液体粘度或色泽发生明显变化时，将原木端面渗流

出的液体回流至药液罐。启动加热器，将进入浸渍罐的药液加热至设定的温度，原木

将被流经其中的药液迅速加热，进一步的浸渍原木。当浸渍达到要求后，关闭药液泵，

关闭阀门，然后打开卡箍，将原木取出。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浸渍改性药液的选取

根据发表于澳大利亚的关于浸渍改性药液专利 AU 2019101692 A4，药液选为

松香基不饱和树脂（C15H20O6），弱酸性，密度为 1.36kg/m³，将松香基不饱和

树脂加热至 50℃时对木材浸渍效果最好。处理后预计原木密度增加 4.76-17.07%，

重 量 百 分 比 (WPG) 增 加 4.90-18.16%， 硬 度 增 加 0.59-1.23%， 接 触 角 增 加

47.41-75.68°。

2. 罐体尺寸结构设计

按照《GB 150-2011 压力容器》规定的壁厚计算公式分别对药液罐和浸渍罐的

尺寸进行计算，并根据运输、装卸等要求确定二者壁厚。按照市面上出售的板材规格，

原则上以使用最少的板材完成筒体的制作，设计后得药液罐高 3.6m，内径 2.3m；浸

渍罐高 7m，内径 1.7m。

3. 罐体附件及选取

按照国标中相关规定对药液罐的附件进行设计，按照《GB/T 25198-2010 压力

容器封头》设计药液罐封头为标准椭圆形封头；液位计按照《QB2112-1995 液位计

用玻璃板》选择 UHZ 型液位计；按照《HG/T20592 ～ 20635-2009 钢制管法兰、

垫片和紧固件》选择接管法兰；按照《HG/T 21514~21535-2005 钢制人孔和手孔》

选择回转盖带颈平焊法兰人孔；按《GB/T35981—018 冶金设备焊接吊耳技术规范》

选择 B 型吊耳；根据市场销售产品，选择带冷凝管压力表和公称直径为 20mm 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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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阀。在浸渍罐中，为达到快速装卸目的，浸渍罐选择三瓣卡箍上盖，上盖厚度参照

按照《GB150-2011 压力容器》第三部分得厚度为 72mm。

图 1 木材浸渍改性设备结构图

4. 管路设计

为确保管路正常工作，除在易摇摆位置设置管路支架外，在频繁开启的管路中设

置截止阀加球阀加截止阀的并联阀门配合方式，保证了密封性，同时若出现故障，在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同时可以达到快速拆装故障管路的目的。

5. 电机及配套设备设计

按 IEC 标准选择 Y 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通过调查市场联轴器规格，拟选用

VSMXD 型梅花形弹性联轴器（便捷拆装型）；按 JB/T 7935-1995 选择单级涡轮

蜗杆减速器；通过对市场产品的调查，选择 DZK 型齿轮泵。

6. 吊耳的三维建模及有限元分析

采用三维建模软件 SolidWorks 建立吊耳结构模型并使用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

件对其进行静力学分析，在模型的仿真结果（Solution）中，可以查看模型的应力、

应变、变形等，对比材料的强度和刚度，判断材料的使用或规格是否满足工况条件。

分析得到了可能出现的危险截面。在设计中对此部位进行了加强，保证了设备的安全

性。

四、结论

1. 通过使用于澳大利亚发表的最新专利 AU 2019101692 A4 中研究的松香基不

饱和树脂改性药液以及对于设备结构的改进，解决了目前药液加压浸注设备中所存在

的药液从原木节痕处渗漏、或者由于较大节疤存在导致原木内压力不均，可能将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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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裂的问题。

2. 本套设备的设计根据相应国家标准进行设计，保证了整体设计的合理性。浸渍

罐采用了三瓣卡箍快开盲板自紧密封结构并配有电机驱动，达到了一次可快速处理七

根高 6.5m，直径 0.5m 的杨木的能力。同时在设计筒节时考虑了市面上板材的售卖

规格，达到了购买最少的板材即可焊接出筒体的效果，实现了经济性原则。在设计管

路中，为保证管路的正常工作，在常开阀的地方设计了截止阀加球阀加截止阀的结构

同时加上支架，使整套设备运行更加平稳。

五、创新点

1. 使用三瓣卡箍快开盲板密封结构对浸渍罐进行密封，同时配备电机使其带动开

关丝杠达到快速启闭卡箍并装卸上盖的目的；

2. 在频繁使用的阀门部分并联了两路截止阀加球阀加截止阀管路，一旦出现故障

在保证设备正常工作的同时可快速拆卸故障管路；

3. 采用三维制图软件及有限元分析软件对部分元件进行分析，分析得到了可能出

现的危险截面。在设计中对该部位进行了加强，保证了设备的安全性。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2 木材浸渍改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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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动三瓣卡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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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选区激光加热装置研发

作者：王志高  指导老师：段成红，罗翔鹏

北京化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在化工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催化剂，而某些催化剂的制备过程需要进行加热。加

热方法及加热设备种类繁多，温度及加热区域往往难以精确控制。常规的加热方法，

加热速率较慢，在需要快速加热催化剂等化学粉末的条件下很难达到要求。激光加热

技术不仅仅加热速度快，而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加热均匀性，因此在有关催化剂的

生产过程中可考虑采用激光加热的方法。

理论上，激光具有高度方向性，且相干性好，但在激光器实际使用过程中，激光

呈条状，均匀性较差；且发出的激光存在发散角，并不是理想的准直状态，因此需要

对激光光束进行整形。

基于此，本课题设计了一种激光加热装置，并对激光光束进行整形，从而实现催

化剂快速加热且能量均匀分布的实验要求。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Zemax 非序列模式

Zemax 是一种可用于设计和分析光学系统的软件，使用光线追迹的方法来模拟

光学系统。针对本课题中的激光光束整形系统，Zemax 序列模式下的入瞳直径、焦距、

F/# 等参数不方便设置，因此本课题采用 Zemax 非序列模式的框架，进行激光光束

整形系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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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器发出的激光为矩形光斑，且存在发散角。在 Zemax 的非序列模式下，可

以设置矩形光源及其发散角；同时可以设置透镜的厚度、边缘孔径、净孔径，用来模

拟实际情况下透镜的前后表面以及边缘。

2. 利用椭圆面柱透镜组对激光光束进行准直

红外二极管激光器发出的子午面光线经过第一块椭圆面柱透镜后变成近似准直光

束，且第二块椭圆面柱透镜对于子午面内激光光束的发散角无影响。同理，弧矢面内

光线经过第一块透镜时，光束会发生折射而偏移，但其发散角不受影响，在经过第二

块透镜时，弧矢面内激光将成为准直光束。

3. 光线追迹

通过发射和跟踪与光学表面发生交互作用的光线，得到光线经过的路径，从而对

所使用的光源、物体和检测器等进行分析。在本课题中，进行光线追迹后，通过矩形

探测器的非相干辐照度的图像来分析光束整形的模拟过程，观察光束经过准直和扩束

后的出光效果，以及检验激光光束的出光面积及能量密度是否满足要求。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本课题设计了一种激光加热装置，利用 Zemax 软件，对激光器发出的激光进行

光束整形，以达到出光面积及能量密度的要求，进一步实现催化剂的有效加热；为满

足实验平台要求，对装置的机械结构进行设计；为保障加热温度稳定，提出一种温度

检测控制方案。具体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 光束整形及优化。利用 Zemax 软件的非序列模式，建立光束整形模拟系统。

整个光束整形系统由二极管光源、准直透镜、标准透镜和矩形探测器等部分组成。

1）在 Zemax 中，采用二极管光源模拟激光器发出的激光，并设置其发散角；

2）用两个弧面相互垂直的柱透镜组成的准直透镜系统对激光光束进行准直，其

中准直透镜的数学模型通过 Matlab 进行计算，并在 Solidworks 中建立准直透镜的

立体模型，最后导入 Zemax 中；

3）采用凹透镜和凸透镜组合的标准透镜组进行激光扩束，最终使激光光束的出

光面积达到要求；

4）对激光光束进行光线追迹，通过矩形探测器生成的图像及曲线，分析准直光

束及最终打在试管上的激光光束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出光面积 200mm2，能量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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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att/cm2）；

5）光束整形是以能量损耗为代价的。在光线追迹过程中，需要考虑菲涅尔反射

带来的激光能量损失。同时，逐渐增加激光光源功率，并进行光线追迹分析，寻找满

足设计要求的光源功率。结果表明，功率在 15W 左右时，符合实际催化剂加工过程

的设计要求。

2. 装置的机械结构设计。为配合光束整形实验，设计了一套承载装置。其主要由

支撑板、激光器连接板、支腿、支撑板连接板、透镜夹持装置、支撑杆和挡板等组成。

三台激光器互为 120°侧向放置，从而提高加热速率以及能量的均匀性。透镜加持装

置可在支撑板上进行定位与安装。三束激光穿过透镜组，共同加热放置在装置中心试

管中的催化剂。

3. 提出了一种温度检测控制的方案。通过温度传感器测量加热温度，利用 PID

控制器对激光器的功率进行控制。

1）利用 ANSYS 模拟高斯光源对催化剂进行加热的过程，不断改变光源功率大小，

得出了加热温度与光源功率近似呈线性关系的结论；

2）在 Matlab 的 Simulink 环境下模拟 PID 控制器，获得了可使加热温度稳定在

设定值附近的 PID 参数。

四、结论

1. 光束整形及优化。利用 Zemax 软件的非序列模式，建立光束整形模拟系统，

整个光束整形系统由二极管光源、准直透镜、标准透镜、矩形探测器等部分组成。通

过准直透镜和标准透镜的组合，对激光进行准直和扩束，以达到出光面积（200mm2）

及能量密度（5W/cm2）的要求；放置矩形探测器，对激光光束进行光线追迹，检验

其最终的出光效果。结果表明，考虑到能量损失和实验过程的影响，激光光源功率取

15W 时，激光光束能够达到实际的设计要求。

2. 对装置进行结构设计。为配合光束整形实验，设计了一套承载装置。其主要由

支撑板、激光器连接板、支腿、支撑板连接板、透镜夹持装置、支撑杆、挡板等组成。

三台激光器互为 120°侧向放置，从而提高加热速率以及能量的均匀性。透镜加持装

置可在支撑板上进行定位与安装。三束激光穿过透镜组，共同加热放置在装置中心试

管中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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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出了一种温度检测控制的方案。通过温度传感器测量加热温度，利用 PID

控制器对激光器的功率进行控制。利用 ANSYS 模拟高斯光源对催化剂进行加热的过

程，得出加热温度与光源功率近似呈线性关系的结论；在 Matlab 的 Simulink 环境下

模拟 PID 控制器，获得了使加热温度稳定在设定值附近的 PID 参数，具体为比例放

大系数 1PK = ，积分时间常数 200IT = ，微分时间常数 40DT = 。

五、创新点

1. 传统加热催化剂的方法为电阻丝加热，但其加热效率较低，不能在短时间内达

到所需温度，且加热温度和加热区域难以精确控制。本课题提出利用激光加热催化剂

的方法，对激光进行光束整形，使激光达到加热催化剂的实验要求，并设计了全套装置；

2. 提出了一种基于 Zemax 非序列模式的光束整形系统及扩束方法，通过椭圆面

柱透镜对激光进行准直，采用标准透镜的组合对激光进行扩束，以达到出光面积和能

量密度的要求，并通过光线追迹的方法，利用矩形探测器的图像定量分析出光效果；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激光加热装置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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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激光加热装置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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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工艺过程平板化设计

作者：杨汕  指导老师：滕海鹏，陈斯果

西北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隔音罩主要用于对噪声大的设备做消音处理。变电站隔音设备装配过程主要以先

搭框架再填充的方式，零件数较多，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物流量大，生产过程中搬运费

时费力。设计针对公司现有生产过程进行系统布局改进设计，以节约物流时间和成本

为目标，优化生产工艺过程。本文从车间布局的角度，使用系统布置设计法（SLP）

对变电站隔音罩这一类产品的生产流程进行优化，在管理过程实现车间平板化显示，

为生产信息的追踪和改进提供借鉴。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车间的布局，即对生产所需设备、物料的位置和作业场地空间进行安排。合理布

局生产设备，使制造更加精细化。其中，基本的要求就是保证生产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等，

同时，还需要尽可能的满足低成本、高生产率、工艺生产需求等多种要求。另外，一

些考虑到人工辅助因素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比物流因素更加重要，如是否方便员工管理、

设备维护等。

本设计依照下列原则：符合工艺需要，尽量使物流运输流畅，避免大量往返或交

叉浪费资源；满足规划纲领的同时，兼顾产品品种或产能变化、技术升级或设备更新

需要；物流联系密切或加工性质相近工序布置在靠近的区域；注重环境、卫生和安全

等车间工作条件，为设备和人员提供方便、安全、舒适的工作场合；结合建设场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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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的自然、气象、交通、能源等条件，避免因功能分区、朝向、出入口等设置与环

境不协调。

设计主要选用 SLP 方法。根据产品设计图纸来确定工艺流程、材料准备数量和

生产设备，然后根据工艺流程来初步设计功能区，根据工艺原则设计初步车间布局。

结合现有实际生产过程，对初始布局进行分析，综合考虑安全因素、环境因素和各种

辅助因素，得到优化的车间布局。最后对前后两个布局进行对比、分析与总结。

系统布置设计（SLP）分别单独考虑产品 P、产量 Q、工艺路线 R、辅助服务部

门 S、生产时间要素 T 五类要素，综合完成设计。首先，对生产布局对象进行基础资

料分析，并分析各作业单元区之间的物流与非物流相互关系，按一定比例绘制得到功

能区综合相互关系表。然后，根据以综合关系表为基础，绘制作业单元位置相关图。

结合各种实际情况的限制因素包括各个作业单元占地面积，设备、人员通道辅助装置

等，在作业单位位置相关图的基础上，将其占地面积与空间几何形状按照一定的比例

加入，从而得到作业单元的面积关系图。结合安全、物料搬运方式等实际条件对作业

单元相关图进行修改，得到初步设计方案。最后，对方案进行技术、费用及其它因素

评价，从而确定最优的生产过程布局方案。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生产目标产品分析

产品属于全封闭式，主要结构可分为隔音罩、散热系统、电力控制系统三大部分。

其中主要的隔音罩部分由侧壁、上盖、轴封、墙壁以及垫圈、垫片、挂钩、吊座、螺栓、

螺钉、螺母、吸声层、阻尼层组合而成。所用材料以 Q235A 号钢为主。

2. 工艺流程分析与设计

制造过程类似于离散制造过程，生产过程中所需材料构件繁多，包含大量重复工

种操作，如金属切割、焊接等。焊接主要集中在总装配的阶段。在工艺过程分析设计

中首要关注备料与下料两个阶段。

备料阶段的设计，根据设计方案所需的材料尺寸与质量，除标准件外，统计需加

工的材料，进行规格查询，增加对应余量，计算分析得到所需材料表。

3. 生产设备分析与设计

生产设备主要是指用于金属切割、钻孔与焊接的设备，考虑工厂实际条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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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钢、方钢、角钢材料，需要加工的零件个数多，且厚度较薄，选用等离子切割方法；

对于板材，尺寸精度要求更高，但需要切割的次数不多，选择水刀切割机；堵块、支板、

封板等尺寸较小的工件，采用普通卧式车床上加工；钻孔选择手动钻孔机操作；焊接

选择埋弧焊和手工焊结合方式；探伤选用超声波和射线结合的方式。

4. 基于车间布局原则的初步布置

基于工艺原则按照倒置 U 型模式，对车间功能区进行重新划分如下：将下料区

分为两部分，下料区Ⅰ布置等离子切割机，下料区Ⅱ布置水刀切割机。且下料区承担

了最主要的工作，所以所占面积应尽量增大。安装区作为主要的工序，在布局时应尽

量往车间中心布置。由于隔音罩主要作用是隔音，对于产品的物理力学性能无特殊要

求，所以探伤室检测无需特别设计，在运用超声波检测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减少所占

面积。机加工区由于承担的任务较少，只需负责小型零件的加工和一些表面精度有要

求的零件的加工，所以可以适当减少所占面积。

5. 生产过程布局分析

基于生产工艺流程对工厂生产作业单位相互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材料准备表和产

品工艺流程分析作业单位相互密切关系等级，确定单位间的物流强度关系。根据强度

越高、距离越近的原则，综合分析得到生产设别布局相对关系图。

在设计布局中，把焊接区细化，增加包装发运区对最后的产品做修改和包装，将

喷漆区细化，并将探伤、喷砂、喷漆工序按照产品布置原则呈流水线方式直线布置；

最后增加必要的通道、走廊。由此得到修改后的区域布局图。对各区域相互间物流量

进行分析。以总物流量作为方案比较依据。设计优化结果对比现有生产过程，物流总

量下降约 31.2%。

四、结论

合理的车间布局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也能改善生产环境。SLP 作为一个成熟

且应用广泛的方法，主要从物流强度来考虑车间的布局优化，可以通过较为简单的图

纸设计和计算，定量分析车间布局的优劣。本设计针对的生产过程具有非标准性和大

量人工操作环节等特点。针对仅从工艺原则来指导生产设计存在的不足，利用 SLP

方法来对类似产品的生产车间和生产过程进行布局分析。基于现有生产环境，以设计

图纸和材料清单分析为基础，确定工艺流程，计算出详细的材料准备量，设计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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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和设计功能区。以平板化形式将每一个生产环节展现给生产管理者，以满足

生产过程管控的需求。以物流量作为生产效率提升的评价指标，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布

局进行优化，优化方案比实际生产过程物流量降低约 31.2%。

五、创新点

以国内中小型制造类企业在生产非标件产品过程为研究对象，尝试从技术装备布

局、生产过程管理调控方式等方向来设计与优化生产过程。期望以生产目标为基础，

注重车间生产过程布局，解决生产资源效率不能有效利用等问题。本设计针对现有企

业生产过程，创新性的从非标产品特性分析、生产设备资源布局和生产效率等角度设

计优化产品生产工艺过程，将车间布局里系统布置设计法（SLP）具体运用到隔音罩

生产过程和车间布局中，提供完整的制造工艺优化路线，为小型企业非标产品生产工

艺设计制订提供参考。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隔音产品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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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产车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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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装置设计

作者：周秦  指导教师：罗利佳，包士毅

浙江工业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CO2 是一种成本低廉、来源丰富的碳资源，但大量排放也会导致温室效应，引发

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经化学法回收利用 CO2 是一种理想的 CO2 减排途径。甲醇如

今是化学工业过程中用途用量极广的化工原料和新能源产品之一，潜力巨大。将自然

界大量存在的 CO2 加以收集，再经催化加氢合成甲醇，这一过程的工业化使用具有

极佳的经济、环保效益。本设计提出一种 CO2 催化加氢制甲醇的工艺流程，并设计

分析了管式静态混合器、板翅式换热器、固定床反应器。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二氧化碳催化加氢制甲醇

CO2 加氢催化制甲醇的反应一般通过以下三个反应步骤完成：

        （1）

     （2）

        （3）

在该反应体系中，主反应为 CO2 与 H2 在催化剂作用下生成甲醇和水，同时发生

CO2 还原为 CO 的副反应。同时，CO 与 H2 也可以发生水煤气变换反应产生甲醇。

CO2 加氢催化制甲醇反应通常使用铜基催化剂，反应温度范围为 200–300℃，反应

压力范围为 5–1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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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CO2 直接催化加氢制甲醇工艺通过使用非化石燃料原料的 CO2 可再生资源，

而非使用昂贵的 CO2 封存资源，并可以通过有效回收 CO2 以缓解温室效应，大大促

进了绿色化工行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上升潜力。

2. 加入尾气循环的加氢制甲醇工艺

根据以往研究，CO2 加氢制甲醇工艺中的 CO2 单程转化率均在 20~30% 范围内，

处于较低水平。针对此工艺体系，提高压力、降低温度、提高原料 H2 比例和加入一

定量 CO 等条件均可以提高 CO2 的转化率。因此，可考虑在加入尾气循环过程，来

提高 CO2 的总体转化率。

建立加入了尾气循环过程的 CO2 加氢制甲醇工艺流程：

1）原料 CO2 和 H2 以及少量 CO 在混合器中与循环气流混合后，得到预混的原

料物流；

2）该物流加热至 200℃后输入反应器内进行反应；

3）反应出口物流初步冷却并将热量用于加热原料物流，然后进一步冷却至约

70℃进入闪蒸室分离；

4）分离得液相产物粗甲醇用于进一步处理，气相产物中按比例取一部分作为循

环气进入下一次循环，其余作为尾气排出系统。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管式静态混合器设计

设计混合装置用于混合 CO，CO2，H2 和循环气体四股物料，使其充分完全混

合之后，进入下一过程进行预热。混合器类型选择管式静态混合器，内装 SV 型混合

单元。设计步骤如下：

1）根据使用条件进行选材后，参考标准《压力容器》计算筒体的厚度并进行强

度校核；

2）进行法兰和接管的选型，并设计相应的开孔补强；

3）设计焊接工艺，选择焊缝类型；

4）校核混合器压降和强度。

通过设计和校核，所设计的管式静态混合器的基本参数为：设计压力为 5.5MPa，

设计温度为 50℃；管内气体流速 8.26m/s；外形尺寸为内径 350mm，壁厚 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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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体长 2800mm。

2. 板翅式换热器设计

设计换热装置用于混合完毕的流股与反应后的流股进行热量交换，混合完毕的流

股被预热后可用于反应，反应后流股得到初步冷却。这种热量利用过程无需外置热源，

大大降低了甲醇装置整体的能源消耗，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换热器类型选择铝制板翅式换热器。设计步骤如下：

1）根据使用条件进行选材；

2）选择冷热流体为逆流，通道采用复叠排列，并设计翅片排布方式，计算相应

的传热系数、传热面积；

3）参考标准《铝制板翅式热交换器》设计计算封头、封条、隔板的厚度，并设

计和选择换热器的各个附件，如支座、接管、法兰等；

4）校核换热器的压力降和强度。

通过设计和校核，所设计的板翅式换热器的基本参数为：冷流体进出口温度为

35℃和 200℃，该侧换热面积为 32.2m2；热流体进出口温度为 220℃和 120℃，

该侧换热面积为 172m2；设计压力为 5.5MPa，设计温度为 250℃；外形尺寸为

1000×750×573mm。

3. 固定床反应器设计

设计反应装置用于使用固体催化剂进行催化的 CO2 加氢制甲醇反应。该过程使

用的催化剂选择 Cu/ZnO/Al2O3 型 CO2 制甲醇用铜基催化剂。该催化剂价格低廉，

并具备大比表面积和高分散度等优点，具有良好的催化性能，使用最为广泛。设计步

骤如下：

1）考虑反应物、催化剂的状态和反应条件，选择固定床反应器；

2）根据使用条件进行选材，参考相关研究选择反应空速，计算筒体尺寸；

3）参考标准《压力容器》计算筒体的厚度，选择封头的形式并计算厚度；

4）参考标准《塔式容器》设计和计算反应塔各个附件，如裙座、接管、法兰、手孔等；

5）设计和校核接管开孔补强；

6）设计焊接工艺，选择焊缝类型；

7）校核反应塔塔体压力降和强度。

通过设计和校核，所设计的管式静态混合器的基本参数为：设计压力为 5.5MPa，

设计温度为 250℃；进口气体流速 16.7m/s，出口气体流速 23.4m/s；塔内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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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装填体积为 60%，一段装填；外形尺寸为内径 650mm，壁厚 14mm，塔体高

3250mm。

4. 反应体系平衡的 Aspen 模拟

本设计使用 Aspen Plus 软件中的吉布斯反应器模型，对二氧化碳加氢合成甲醇

的反应体系进行模拟。

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提高压力、降低温度、增加原料中 n(H2) ／ n(CO2) 比例有

利于反应的进行，有利于提高 CO2 转化率和 CH3OH 选择性。另外，适当添加少量

CO 作为原料，CO 可能从产物转变为反应物，虽然降低了反应过程 CO2 的转化率，

但能增加单位 CO2 的 CH3OH 产率。由于反应过程受热力学平衡的制约，CO2 单程

转化率较低 ( 约 20％ ~30％ )，采用尾气循环的工艺过程能够成倍提高 CO2 总转化率。

四、结论

1. 设计了一种 CO2 加氢制甲醇工艺装置，将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 CO2 转化为

如今化学工业过程中用途极广、用量极大的化工原料甲醇。这不仅可以大幅度利用

CO2，还能促进甲醇产品的生产，具有极佳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此外，还利用尾

气循环增加甲醇的产率，进一步提高装置的经济效益。

2. 根 据 GB150-2011、JB/T 7660-2016、NB/T 47006-2009 等 标 准， 设

计了 CO2 加氢制甲醇装置。该装置能够在设定条件 ( 5.1MPa，220℃ ) 下，达成

865kmol/h 的甲醇目标产量。本设计对所设计的 CO2 加氢制甲醇装置中的混合装置、

换热装置和反应装置进行了详细的设计，经过严谨的推导、计算，对三个装置进行了

选型和设计计算，使其能够在满足一定甲醇产量要求的情况下使用。

3. 借助 Aspen Plus 软件对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的反应平衡体系进行了模拟，分

析了原料组分，反应温度和反应压力对反应体系平衡的影响。为提高反应转化率、降

低反应过程能源消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此外，根据模拟结果表明，采用的尾气循环

工艺过程能够成倍提高 CO2 总转化率。

五、创新点

1. 提出带有尾气循环过程的 CO2 加氢制甲醇工艺流程，完善了 CO2 催化加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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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甲醇反应的工艺流程，通过软件 Aspen 建立模型进行模拟，结果表明尾气循环过

程能够成倍提高 CO2 总转化率，提高了原料利用率；

2. 设计余热回收利用的工艺环节，在所设计的板翅式换热器中，回收反应出口流

股的余热，并将之用于预热已混合的反应原料流股，大大降低整体的能源消耗，提高

了经济效益。

3. 设计了用于二氧化碳加氢合成甲醇反应使用的固定床反应塔，针对进出口气流

中含有较多氢气成分和使用散装颗粒形固体催化剂的特点，对塔体、支承栅板和金属

网压板进行了优化设计，具有创新性。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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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静态混合器  中：板翅式换热器  右：固定床反应塔
图 2 装置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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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轴多桨叶型搅拌釜的设计

作者：周云迪  指导教师：陈建钧

华东理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一、设计目的

搅拌设备凭借其操作方便、运行稳定及能够有效提高流体介质的传质传热效率等

优势，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制药、食品、生物及冶金等工业生产过程中。搅拌釜

工作时，常会因为搅拌效率低，震动大，影响搅拌质量。本课题设计开发一种单轴多

桨叶型搅拌釜，可以增大搅拌效率，改善流场流型，避免简单流场流型流动不佳等问题。

有效提高搅拌效果，改善搅拌质量，缩短搅拌时间。该设计具有明显的创新性，结构

合理，制造及安装调试方便，经济性好，受到合作方企业的高度肯定。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基本原理

搅拌反应器主要由搅拌装置、轴封和搅拌罐三大部分组成。搅拌装置包括传动装

置、搅拌轴和搅拌器。由电动机和搅拌器驱动搅拌轴，按照一定的转速旋转以实现搅

拌的目的。轴封为搅拌罐和搅拌轴之间的动密封，以封住罐内的流体不致泄漏。搅拌

罐包括罐体、加热装置及附件，它是盛放反应物料和提供热量的部件，如夹套、蛇管，

另外还有工艺接管及防爆装置等。

2. 总体设计方案

如图 1，应根据生产规模 ( 即物料处理量 )、搅拌操作目的和物料特性确定搅拌

容器的形状和尺寸，在确定搅拌容器的容积时应合理选择装料系数，尽量提高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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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釜体一般宜选用最常用的立式圆简形容器，并选择适宜的简体高径比。有传

热要求，釜体外设置夹套结构。

搅拌轴应有足够的扭转强度和弯曲强度。通常，搅拌轴均应设计成刚性轴，要求

具有足够的刚性。

在允许液体泄漏量较多、釜内压力较低的场合，可选用填料密封；在允许液体泄

漏量少、釜内压力或真空度较高，并且要求轴与轴套间摩擦动力消耗少的场合，则建

议采用机械密封结构。

应根据工艺要求和操作环境，选配合适的变速器。所选用的变速器除应满足功率

和输出转速的要求外，还应运转可靠，维修方便，并具有较高的机械效率和较低的噪声。

搅拌设备的机架应该使搅拌轴有足够的支承间距，以保证操作时搅拌轴下端的偏

摆量不大。机架应保证变速器的输出轴与搅拌轴对中，同时还应与轴封装置对中。机

架轴承除承受径向载荷外，还应承受搅拌器所产生的轴向力。

图 1 搅拌式反应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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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设计过程

1. 搅拌罐参数设计

筒体内径按下式估算 :

式中 V——全容积，m3

将计算得到的 Di 圆整，得 Di=1800mm。

筒体高度为：

V 封——封头容积，m3

Di——公称直径，mm

圆整并取 H=2000mm，则，结果符合原定范围。

2. 夹套设计计算

夹套高度 H 可按下式估算：

式中：Hj——夹套高度，m

V 封——釜体下封头容积，m2

取 Hj=1.7m。

夹套直径为：

夹套的传热面积为：

式中：A——实际传热面积，m2

F1m——圆筒每米高度表面积，m

确定筒体的材料和壁厚

选用 Q245R 为筒体的材料。 



408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集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静压超过 5% 工作压力时需要被考虑在计算压力内。

筒体的厚度为：

圆整得夹套的壁厚为 ，且 

内筒受内压的同时还受到夹套的外压，需要按照外压校核。

由图算法，A=0.0005，B=63MPa，则筒体许用外压力为：

满足条件，即筒体的厚度。

确定夹套的材料和壁厚 

选用 Q245R 为夹套的材料。

夹套的厚度为：

为 了 设 计 制 造 的 便 利， 同 样 取 壁 厚 为 。 得 夹 套 的 壁 厚 为

，且 。

3. 搅拌器选择与功率计算

搅拌器的直径 D 取搅拌釜内径的三分之一，转速为 120r/min。

对于推进式搅拌器， 。

推进式搅拌器搅拌功率

对于圆盘涡轮搅拌器， 。

圆盘涡轮搅拌器搅拌功率

总搅拌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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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动机的选择

搅拌轴功率为：

电机输出功率为：

传动装置的总效率 η 预先取 0.95，则电机输出功率为

选择 Y160M-6 型号电动机。

5. 零部件设计

1）轴的初步设计

根据扭转刚度条件初选搅拌轴轴径为

式中：A——由轴材料与传动情况决定的系数

由于有键槽，因此轴径放大 20%，取 d=62.59mm。

由于圆盘涡轮搅拌器要求的搅拌轴径为 80mm，则最终轴径选择 80mm。

2）轴承的选择

根据 GB/T 276-2013 预选深沟球轴承 6017

轴承载荷因数取 ，温度因数 。

计算轴承寿命公式

预设搅拌器工作寿命为为 4800 小时。

所选轴承满足搅拌釜使用工况下预计寿命。

轴承静强度校核

校核公式为：

式中：S0——静强度安全因数

           P0——当量载荷，N

根据静强度安全因数表，取 S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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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深沟球轴承：X0=0.6，Y0=0.5.

即轴承静强度满足要求。

3）其他零部件设计

安装底盖选用 RS400-400-90-20-XB。凸缘法兰选用 R400-20。密封选

用 PN0.6 DN90 填料箱。机架选用 B400-90 单支点机架。减速机选用 LPJ240-

23 Ⅱ 型 减 速 机。 联 轴 器 选 用 B70-HT 联 轴 器。 支 座 选 用 B4 耳 座。 人 孔 选 用

Ⅰ b-8.8(NM-XB350)A 500-0.6 型人孔。搅拌器选用 PY600 圆盘涡轮搅拌器和

TXL600 推进式搅拌器。

接管设计表如下表所示

表 1 设计接管表

公称规格 接管规格 /mm 标准号 法兰类型及密封面形式 用途

PN0.6, DN25 HG20592 PL/RF 水蒸汽进口

PN0.6, DN100 HG20592 PL/RF 物料一进口

PN0.6, DN100 HG20592 PL/RF 物料二进口

PN0.6, DN100 HG20592 PL/RF 物料出口

PN0.6, DN25 HG20592 PL/RF 水蒸气出口

PN0.6, DN25 HG20592 PL/RF 压缩空气入口

PN0.6, DN40 HG20592 PL/RF 温度计管口

PN0.6, DN40 HG20592 PL/RF 压力计管口

PN0.6, DN500 HG/T21516 PL/RF 人孔

管口方位图。a 为水蒸气入口；b，c 为物料进口；f 为压缩空气入口管；i 为人孔，

为避免人孔与传动装置互相干扰，所以人孔安装在与釜体法兰相对的位置上，人孔回

转轴与封头的连接处也在∅ 1200 的圆周上，但人孔并不竖直安装；g 为温度计管口；

h 为压力计管口。环绕罐体一周均布的四个部件为四个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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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管口方位图

6. 数值模拟

1）三维建模

对于本设计的搅拌釜，不包含在流动区域内的结构以及零件忽略。对于搅拌器以

及搅拌轴上一些局部结构做了简化。对于推进式搅拌器，重新建模。

图 3 三维建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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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结论

a）圆盘涡轮搅拌器产生的流型会将搅拌釜分为上下两个区域；

b）上下两个区域的流体之间基本不相交；

c）流体速度最大处在涡轮搅拌器的外径处；

d）推进式搅拌器的增加对于流场流型的改善起到的效果有限；

               图 4 涡轮搅拌釜水平速度云图                                        图 5 竖直截面速度云图

图 6 搅拌釜速度矢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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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 提出了一种单轴多桨叶型搅拌釜的设计。该机构再搅拌轴上安装有两个搅拌器，

增大搅拌效率，缩短搅拌时间，适用于中低粘度流体的搅拌。

2. 设计确定了搅拌釜的总体设计方案，对筒体夹套封头的主要参数进行了计算，

对关键零部件进行了校核，计算了轴承的寿命。

3. 使用有限元软件对流场进行了模拟，观察结果得到关于流场特征的一些结论。

4. 利用 Solidworks 绘图展开设计，设计完成搅拌釜的三维图。结合 Auto-CAD

软件绘图，绘制完成总装图纸 1 份，局部装配图纸 3 份，零件设计图纸若干，单轴多

桨叶型搅拌釜的设计说明书 1 份。

五、创新点

设计了一种单轴多桨叶搅拌釜，该搅拌釜在一根搅拌轴上安装有两个不同种类的

搅拌器。通过将两个不同搅拌器的流场相叠加，增强了搅拌效果。

六、设计图

图 7 单轴多桨叶型搅拌釜总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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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单支点机架装配图

图 9 搅拌轴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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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人孔装配图

图 11 填料密封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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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推进式搅拌器零件图

图 13 涡轮式搅拌器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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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安装底盖零件图

图 15 凸缘法兰零件图





            

车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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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tlab 的转向架构架可靠性分析

作者：陈劲松  指导教师：李永华

大连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转向架构架作为轨道车辆结构设计中的主要承载部件，不仅是各组成的安装基础，

而且具有传递载荷、固定车轴的作用。随着列车运营速度的提升以及线路的复杂多变，

对其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以确定性有限元分析为主的构架结构性能分析

方法，忽略了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与试验结果的误差较大。为此，

本毕业设计拟突破传统结构性能分析方法的局限，提出一种将可靠性理论与有限元分

析相结合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轨道车辆结构的静强度评价标准

依据应力 - 强度干涉模型进行结构可靠性分析的前提是获得结构在相应工况下的

结构应力。基于轨道车辆的结构特点及材料力学相关知识，通常采用第四强度理论进

行静强度评价，其表达式为：

( ) ( ) ( )2 22
1 2 1 3 2 3

1
2eσ σ σ σ σ σ σ = − + − + −            (1)

式中， eσ 为等效应力； 1σ 、 2σ 、 3σ 分别为第一主应力、第二主应力、第三主应力。
对其静强度评价时，应满足：最大 Von. Mises 应力不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即：

[ ]eσ 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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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 表示材料的许用应力。
2. 响应面法的基本原理

动车组转向架构架作为复杂的机械结构，其精确的力学模型难以求得。为提高计

算效率，采用响应面法近似获得表征转向架构架结构特征的函数，其基本思想为：运

用数理统计方法对结构特征函数重构，用拟合的响应面函数代替结构输入参数及其响

应的函数关系，其优点在于能够将试验设计和有限元分析相结合，通过较少的计算在

局部范围内比较精确的逼近函数关系。本文中采用含有交叉项的二次多项式，其表达

式为：

( ) 2
1 2 0

1 1 1
, , ,

n n n

n i i i i ij i j
i i i

f x x x a b x c x d x x
= = =

= + + +∑ ∑ ∑        (3)

式中，a、 ib 、 ic 和 ijd 均为待定系数。

3. 结构可靠性分析基础理论

对于轨道车辆结构的可靠性分析需要考虑两类设计参数：一类为结构在载荷作用

下受到的应力，另一类为结构抵抗外力作用的能力。前者主要表现为设计参数的不确

定性对结构应力的影响，例如：结构尺寸偏差、载荷的随机性；后者主要表现为材料

的屈服强度、疲劳强度等。通常利用满足强度的概率来分析计算产品可靠性，达到控

制失效概率的目的。可靠性分析的极限状态方程为：

       (4)

可靠度可定义为：

nZ
N

=                        (5)

式中，n 为 0Z ≥ 的次数；N 为计算总次数。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动车组转向架构架设计方案分析及改进

为了准确分析转向架构架的结构性能，同时提高其可靠性。本文研究了 CR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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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转向架构架的设计方案，并对其局部区域进行了改进。首先，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从刚度协调和应力集中的角度对构架原始设计方案进行分析，确定齿轮箱吊座及

其与构架横梁连接处的焊缝为薄弱部位。其次，根据原设计方案的几何模型利用

HyperMesh 软件建立构架的有限元模型，并对其一致性进行检验；再次，依据定性

分析结果对构架薄弱部位依次提出了 3 种设计方案，分别为：齿轮箱吊座处的垫板厚

度增加 2mm、延长齿轮箱吊座水平筋板至螺栓孔安装板、在齿轮箱吊座上增加垂向

筋板，三种设计方案的实施依次叠加。最后，对原始设计方案和提出的 3 种设计方案

进行了归纳分析。

2. 转向架构架的结构静强度分析及校核

以待分析的三种转向架构架设计方案为对象，依据 UIC615-4 和 EN13749 标

准，分别计算空气弹簧座垂向载荷、牵引拉杆座纵向载荷、电机重心垂 / 横 / 纵向载

荷和齿轮箱吊座垂向载荷，并以 3 种超常载荷组合工况形式施加于有限元模型。利用

ANSYS 软件对其求解，获得三种设计方案在三种组合工况下的 Von.Mises 应力分

布云图和位移云图。结合各受力部位的最大应力值和材料对应的屈服强度，对静强度

分析结果进行校核。

3. 基于响应面法和 Matlab 的转向架构架结构可靠性分析

根据静强度校核结果，确定构架受力最大时的设计方案及工况类型。利用 APDL

语言对转向架构架的有限元模型进行参数化，基于各设计参数的概率分布特征，运

用 ANSYS-PDS 模块中的拉丁超立方随机抽样方法选取 60 个样本点，并计算其对

应的响应值。基于此，以不确定性设计参数为随机输入变量，最大应力为响应，借助

Matlab平台，构建表征转向架构架随机输入和响应函数关系的二次多项式响应面函数，

并对其拟合精度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基于 Matlab 编制可靠度求解程序，计算转

向架构架的结构可靠度，分别获得了转向架构架在参数波动下的最大应力分布图及可

靠度的累积分布函数。最后，为了验证基于响应面法的求解效率和精度，利用 Monte 

Carlo 方法直接对有限元模型进行了可靠度求解计算，并进行了对比分析。

四、结论

1. 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对转向架构架的原始设计方案进行了刚度协调和应力集中

的粗略评估，并针对薄弱部位提出了 3 种结构改进方案。结果表明：提出的 3 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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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均能从一定程度上避免构架的应力集中现象，同时保证了焊接过渡区域的刚度协

调。

2. 采用 HyperMesh 有限元软件，建立了转向架构架在 3 种改进方案下有限元

模型，并对其进行结构静强度分析。结果表明：构架在 3 种改进方案下的最大 Von. 

Mises 应力分别为 308.05 MPa、307.87 MPa 和 308.59 MPa；节点最大位移值

均为 4.30 mm。可见，在保证一定变形量的前提下，设计方案 3 的受力最为恶劣。

3. 基于 Matlab 平台构建了表征不确定性设计参数及其响应的二次多项式响应面

函数，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可靠度求解程序，计算了构架的可靠度。结果表明：建立的

响应面函数测定系数为 0.99，说明拟合精度较高；通过 10000 次抽样得到设计方案

3 的可靠度为 1，说明虽然该方案的 Von. Mises 应力最大，但在不确定性参数的波

动下其最大应力仍未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验证了设计方案 3 的可行性。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满足刚度协调和避免应力集中现象的 3 种转向架构架结构改进方案。

该方案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粗略地对初始结构的性能进行评价，在提高分析效率的同

时节约了计算资源；

2. 建立了转向架构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对构架在多种组合工况下的受力状况进

行了仿真分析；

3. 构建了表征不确定性设计参数关于 Von. Mises 应力的二次多项式响应面函

数，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可靠性分析不仅提高了计算的效率，同时避免了反复调用有

限元模型造成的计算资源浪费。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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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转向架构架的有限元模型

图 2 转向架构架的累积分布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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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平行与垂直车位的自动泊车系统规划
与控制技术研究

作者：梁旺  指导教师：秦兆博

湖南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汽车作为日常出行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这也使

得我国的汽车保有量逐年上涨。而随着城市基础设施以及人口数量的增加，有限的城

市空间正在变得拥挤，每辆车的平均分配空间减小，城市最后一公里的泊车痛点成为

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自动泊车系统成为了国内外研究机构以及相关企业的研究热

点。本毕业设计旨在研究自动泊车规划及控制方法，针对垂直与平行泊车建立起由规

划到控制的完整解决方案，在实现过程中总结所用方法的不足并进行算法改进，最终

通过无人驾驶仿真平台验证方案可行性。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几何曲线路径及三次样条插值优化

圆弧、直线等几何曲线结构简单且易参数化，通过泊车路径几何关系，结合碰撞

约束及车辆最小转弯半径结构约束进行参数（圆心角及直线段长度）求解。三次样条

插值根据给定数据点生成二阶导数连续的多段平滑连接的三次曲线，当给定 N+1 个

数据点，根据各点处插值连续、一阶及二阶导数连续以及端点边界条件建立方程组，

通过求解方程组得到 N 段三次样条曲线的系数。

2. 速度规划中的二次规划（QP）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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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规划是非线性规划中一类特殊的数学规划问题，其目标函数是二次函数，而

约束条件是线性函数，其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1( )
2

. .    

T Tf x x H x f x

Ax b
s t

Aeq x beq

= ⋅ ⋅ ⋅ + ⋅

≤
 ⋅ =

其中H为Hessian矩阵。在速度规划部分针对速度曲线设计代价函数及约束条件，

并转化为标准的二次规划形式，利用内点法、有效集法等进行求解，从而得到最优解。

3. 比例 - 积分 - 微分控制（PID）

PID 控制器是一种线性控制器，它根据给定值 r(t) 与实际输出值 c(t) 构成偏差：

e(t)=r(t)-c(t)。将偏差的比例 (P)、积分 (I) 和微分 (D) 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对

受控对象进行控制。其控制规律为：

( )1 ( )( ) ( ( ) ( ) ) ( ) ( )D
p p i d

T de t de tx K e t e t dt K e t K e t dt K
T dt dt

µ = + ⋅ + = + +∫ ∫
实际应用中无需确定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根据经验在线调节控制参数使系统最

优，结构简单、稳定性及可靠性佳。

4. 模型预测控制（MPC）

模型预测控制算法，也叫滚动时域最优控制。该方法利用控制系统模型、当前状

态以及未来控制量进行未来一段时间内输出量的预测，通过求解单目标多约束优化问

题得到未来预测时域内的最优控制量序列。其实现包括 3 个步骤：

1）预测模型：根据当前状态及未来输入预测未来系统状态； 

2）滚动优化：根据代价函数反复在线求解当前最优控制量；

3）反馈校正：根据反馈的实际值与预测值修正模型预测值。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基于几何方法的泊车路径规划

规划针对平行与垂直车位的单步及多步泊车路径，首先建立车辆运动学模型，依

据选定的车辆参数计算得到后轴中心最小转弯半径作为车辆结构约束。其次根据车辆

与车位、车道边界碰撞分析依次得到满足泊车的最小车位长度、宽度以及道路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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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判断实际车位尺寸是否满足最小泊车位要求。最后根据预设目标点与车辆泊车起

始点等已知条件，求解由圆弧、直线组成的泊车路径，在假设圆弧半径为最小转弯半

径条件下求得圆弧圆心角及直线长度参数，即完成泊车路径规划。

2. 基于二次规划的泊车速度规划 

建立反应车辆运动状态的 S-T 图，将速度优化问题转化为 S-T 曲线优化问题，

以五次多项式作为曲线表达式保证一阶、二阶连续。之后通过建立代价函数，综合考

虑平滑性、安全性以及时间经济性等因素，加入车辆最大速度约束、首末点位姿约束、

单调递增约束完成 QP 模型的建立，利用有效集法求解得到最优五次多项式参数。考

虑到算法中规划时长 T 无法给定，结合梯形速度规划得到参考值 Tref，同时将 T 作为

优化变量进行求解。

3. 基于 PID 控制的纵向速度控制器

根据规划部分所求的最优速度曲线，Simulink 下搭建车辆纵向 PID 控制器，以

期望速度与实际速度的差值作为控制器输入，通过比例、积分、微分三项的线性组合

输出控制量，针对泊车场景下的速度曲线跟踪进行参数在线调节，使速度控制误差达

到泊车要求。

4. 基于 MPC 控制的横向跟踪控制器

横向控制中基于车辆非线性运动学模型建立优化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目标函数

考虑车辆预测时域内的位置误差及横摆角误差，同时加入控制增量项，约束条件中分

别对控制增量及控制量范围进行限制，保证控制量平稳变化。之后求解非线性优化问

题得到控制时域最优控制增量序列，进而得到当前时刻最优控制量用于横向控制，最

后在 Simulink 下搭建 NMPC 控制器。

5. 基于 Prescan/Simulink 联合仿真验证

在 Prescan 无人驾驶仿真平台搭建包含平行与垂直车位的 3D 泊车场景，在其

生成的 Simulink 模型框架中加入参考路径、期望速度信息输入模块、车辆纵向控制

器及横向控制器。最后进行联合仿真验证规划与控制效果。

四、结论

1. 分析了自动泊车过程中车辆结构及避障等约束，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单步平行

泊车场景下的最小车位尺寸要求。基于几何方法进行平行与垂直泊车的单步、多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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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规划，并结合三次样条插值对泊车路径进行优化，仿真结果表明所得路径曲率连续

且满足起始点、目标点位姿约束。

2. 建立速度规划曲线对应得代价函数及约束条件，基于二次规划优化方法求得最

优速度曲线，并针对规划时长 T 结合梯形规划进行算法改进，仿真结果表明所规划的

最优速度曲线满足泊车过程车辆速度要求。

3. 基于 PID 设计的纵向速度控制器能够通过在线调节参数较好地实现泊车纵向

速度控制。同时基于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方法建立车辆横向控制器，通过建立代价函

数及约束以求解单目标多约束问题，针对控制量突变问题对 NMPC 进行改进，从优

化控制量转变成优化控制增量，实现控制量的平稳增加，仿真试验表明所设计的横向

控制器能较好地跟踪泊车路径。

4. 基于 Prescan/Simulink 无人驾驶软件平台搭建 3D 泊车场景，根据所采用的

规划与控制算法在 Simulink 下搭建联合仿真整体模型，仿真结果进一步证明论文所

提方法的可行性。

五、创新点

1. 针对基于 QP 的速度规划方法如何给定规划时长 T，以及保证所给值在不同泊

车方式下的合理性这一问题，结合梯形速度规划方法对 QP 算法改进。根据设定的泊

车期望速度、期望加 / 减速度计算得到合理的泊车所用时长，作为 QP 算法中的规划

时长 T；

2. 针对 NMPC 控制方法中优化目标函数常以控制量作为优化变量，未考虑实际

车辆控制量连续变化要求，可能出现控制量突变现象进而导致路径跟踪不理想的问题，

将控制增量作为优化变量，利用预测时域内的控制增量及上一时刻控制量进行优化目

标函数设计，同时加入控制增量及控制量约束，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保证相邻时

刻间控制量连续变化而不突变，更加符合实车控制要求。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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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rescan/Simulink 联合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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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圆弧 - 直线 - 圆弧平行泊车联合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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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限扭减振器设计

作者：刘翼闻  指导老师：严正峰

合肥工业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随着汽车 NVH 特性越来越引起客户的重视，扭转减振器优化设计得到了行业科

研的重视，汽车传动系的扭转振动是传统汽车动力传动系统中最主要的破坏形式之一，

同样在混合动力汽车中也有此类现象，严重时甚至会造成传动系的轴断裂，进而影响

到整车性能。由于混合动力汽车有内燃机和电动机两个动力源在不同工况下配合提供

动力，为改善整个传动系的振动和噪声，减少动力源的输出冲击，就需要限制输出转矩，

同时通过优化扭转减振器的角刚度和阻尼值，来更好的衰减动力源输出的振动。本设

计拟在传统离合器扭转减振器的基础上，增加限扭结构，采用碟形弹簧为施力机构，

通过滑磨来限制输出转矩，从而设计出来一款可以很好匹配混合动力汽车的限扭减振

器。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混合动力限扭减振器工作原理

本设计的产品结合了传统离合器从动盘式减振器的优点，通过减振器中的弹性元

件和阻尼元件进行减振限扭，具体的工作过程是：发动机启动后，转矩经飞轮传递至

限扭减振器外壳，后经摩擦片传递至减振盘。由于减振盘弹性元件和阻尼元件的存在，

输入的发动机转矩可以明显的衰减其波动，使传动系有更好的 NVH 特性。当限扭减

振器到达极限角度时，传递扭矩已达到峰值，若减振器扭矩进一步增大，由于限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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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减振盘会在旋转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角度限制，在达到预设的极限转角时

会卡在限位块上不在移动，从而帮助减振弹簧限扭，并防止了减振弹簧在过大扭矩的

作用下失效断裂。若发动机输入的转矩过大，为防止对传动系后端元件产生冲击，限

扭减振器的摩擦片打滑，实现限扭的功能，限扭力矩可由碟簧施加在摩擦片上的压力

产生的摩擦力矩确定。

2. 限扭力矩的确定

限扭力矩与离合器最大静摩擦力矩类似，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减振器就会发生打

滑现象，以此保护传动系的零件不过载损坏，所以限扭力矩又称为打滑力矩。的大小

取决于，，，这四个参数的取值，其中静摩擦因数，摩擦面数可直接选取；为作用在

摩擦面上的工作压力，可在碟簧设计中计算得到，为摩擦片平均摩擦半径，可利用摩

擦片内外径，结合相应公式计算。因此在选得好摩擦片材料，数量和面积之后，也就

是一个定值，一旦发动机输出的转矩超过这个数值之后，减振器就会开始打滑，从而

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

综上所述，打滑力矩可以按照离合器最大静摩擦力矩的公式来计算，最后可得，,

打滑力矩可以取平均值为。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减振器关键参数设计

对减振器中的关键参数极限转矩，扭转刚度，阻尼摩擦转矩，预紧转矩，减振弹

簧个数，减振弹簧的位置半径，参照相关公式，进行了设计。

2. 减振器关键零件设计与校核

1）碟形弹簧的设计与校核

对减振器中的关键零件碟形弹簧进行设计，选择了合适的碟簧材料和结构，结合

已选用的参数外径 D，内径 d，厚度 t，自由高度，压平变形量和 A-L 法对碟簧负荷，

刚度进行了设计计算。最后参照 GB/T 1972-2005 碟形弹簧，对设计的碟簧进行了

寿命校核和疲劳强度校核，均符合要求。

2）减振弹簧设计

对减振器中的关键减振零件减振弹簧进行了设计，选用了最为常见的圆柱螺旋弹

簧，选择了 65Mn 作为弹簧的材料，初步选取了弹簧中径，钢丝直径，弹簧节距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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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且参照 GB/T 23935-2009 和减振要求，对减振弹簧中的关键参数弹簧刚度，

有效圈数，曲度系数，自由高度等进行了设计计算。最后对其进行了静应力强度和疲

劳强度校核，也均符合要求。

3）盘芯设计

盘芯是从动盘上最为关键的零件之一，变速器输入轴连接在从动盘盘芯花键孔上，

结合时，从动盘传递给变速器的转矩也需要通过盘芯花键，本设计拟采用渐开线花键

连接变速器输入轴与从动盘。结合 GB/T 1144-1974 花键标准，利用从动盘外径和

发动机转矩选取了渐开线花键的参数。最后进行了挤压应力校核，符合要求。

3. 图纸的绘制

利用三维绘图软件 CATIA，结合设计好的零件参数，绘制出来了限扭减振器中

关键零件的三维图，并将所有零件装配在了一块得到了总装图。最后在三维模型的基

础上结合二维绘图软件 CAXA 得到了相应的二维总成图和关键零件图。

4. 仿真分析

通过建模，采用 MATLAB 进行限扭减振器扭转特性和滑磨力矩的仿真分析。

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选取关键零件中的盘芯，首先对其进行了网格划

分，然后进行了应力，应变，形变的有限元分析，最后得到的分析结果基本能够满足

设计要求。

5. 试验验证

为了验证此次设计减振器的工作合理性，我们将已有的样件放置在扭转疲劳试验

台进行模拟加载试验，由相应的软件得到了实际扭转特性曲线，并与之前 MATLAB

所得到的理论扭转特性曲线进行了比较，二者基本一致，并且关键参数的误差也在 5%

以内，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故而认定本设计十分合理。

四、结论

本文以研究混合动力汽车中限扭减振器为目的，参照了某公司的现有产品，设计

计算了限扭减振器中的各项关键零件参数，绘制了三维模型，并利用仿真软件进行了

仿真分析，与台架试验得到的结果作了对比分析，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设计方

案：

1. 根据某厂家的相关产品参数，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在学习和总结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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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该限扭减振器的关键零件参数设计，并对碟形弹簧，减振弹簧，盘芯渐开线花键，

进行校核，得到结果能够满足要求。在参数设计的基础上，绘制了三维模型和二维图纸，

使得整个产品更加直观易懂。

2. 利用仿真软件模拟分析了本产品。选取了从动盘盘芯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得到

应变，应力以及形变的分析结果，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利用计算好的限扭减振

器相关参数，结合 MATLAB 软件得到了一条合理的扭转特性曲线。

3. 通过实际的试验进一步验证了样件的合理性。将样件放置在实验室扭转疲劳特

性台架上，进行实际仿真测试，得到了实际的扭转特性曲线，并与 MATLAB 得到的

曲线进行对比。各项关键参数的误差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本毕业设计所得到的产品，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款能够合理运用在混合动力汽车上限扭减振器产品，其在传统离合器

从动盘式减振器原理的基础上，增加了限扭机构，实现了减振弹簧和限位块的双重限

扭，能有效的降低振动和噪声，并且匹配混合动力汽车的工况。

2. 利用 MATLAB，结合计算得到的减振器关键参数，建立了限扭减振器的扭转

特性曲线，并利用 ANSYS 对从动盘盘芯进行了应力，应变，形变的有限元分析。

3. 将样件放置在扭转疲劳试验台上进行加载试验，得到了实际的扭转特性曲线，

并与理论所得进行对比。理论与实际的分析对比，更能验证了本设计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六、设计图纸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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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与理论扭转特性曲线对比图

图 2 减振器爆炸图
1- 盖前部 2- 碟形弹簧 3- 压盘 4- 固定板（前） 5- 减振盘 6- 减振弹簧 7- 盘芯 8- 固定板（后） 9，

11- 摩擦片 10- 波形片 11- 盖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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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智能座舱 HMI 人机交互系统设计与研究

作者：刘宇璐  指导教师：杨正才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本次开发了一款基于 Android 系统的具有变道辅助功能的智能座舱 HMI 人机交

互系统，利用蓝牙串口通信方式接收服务器端的相关指令信息并在 HMI 界面端对驾

驶员的行车过程进行辅助提示或警示，本套 HMI 系统将作为使用者与车辆沟通的桥梁，

以明确的变道及跟车提示打破旧式驾驶员经验式换道跟驰策略，增加车辆换道及跟驰

过程的准确性，降低驾驶难度，改善驾驶安全性，提高整体座舱系统的可用性、功能性、

交互性。

二、设计原则及实现原理

1. HMI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原则

车载HMI人机界面设计主要针对可视化具有操作性界面的外观、交互及逻辑设计，

增加用户的体验感，其设计时需遵循①核心元素对齐原则②界面简洁性原则③简化交

互原则④元素亲密性原则⑤用户适应性原则。其设计核心在于要始终以使用者为交互

设计核心，所有的设计都要从交互者的角度出发，让车载 HMI 交互设计融合视觉设

计传达内容的形式法则，呈现一个简洁、明确、具有互动性的交互界面。

2. HMI 人机交互界面实现原理

本次利用 Photoshop 界面软件对车载交互界面进行细节化设计，完成 HMI 界面

设计稿，同时明确各类使用时所需控件，对控件进行分组，明确其内部及相对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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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ndroid 系统自带的 XML 布局绘制文件实现图稿内各控件在实际开发中的图标

及定位。通过 Android 系统编码的方式实现具有提示及警示功能的车载 HMI 人机交

互界面。

3. 服务器端与 HMI 系统端通信原理

服务器端与 HMI 系统的端之间的通信是采用 BLE 通信的方式，其实现通信连接

构建过程即通过检测公用 UUID 的一致性来实现通信连接的构建，服务器端与 HMI

系统端绑定流程如图 2.3.1 所示。

蓝牙状态判断

开启蓝牙

搜索可用设备

否

是

进入程序

（服务器端）

蓝牙状态判断

开启蓝牙

搜索可用设备

否

是

进入程序

（HMI系统）

判断UUID
一致性

UUID（服务器）

UUID（HMI系统）

绑定成功

绑定失败

UUID一致

UUID不一致

图 2.3.1 服务器端与 HMI 系统端绑定流程

当服务器端与 HMI 系统完成绑定后即可构建通信通道，实现各类数据及辅助指

令的实时互通，其通信逻辑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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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服务器端与 HMI 系统通信逻辑

当 UI 层 收 到 相 关 数 据 信 息 且 该 类 信 息 需 要 发 送 时， 业 务 逻 辑 层 会 调 用

sendMessage() 方法，通过底层通讯层，将所需发送的信息转换为二进制字节流，

通过蓝牙通信端口进行交互。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变道辅助界面设计

检测到驾驶员有变道意图时，HMI 系统会根据当前路况分析做出三类提示辅助信

息分别是：当前可向左侧变道（图 3.1.1）并以左箭头闪烁做出提示；当前可向右侧

变道（图 3.1.2）并以右箭头闪烁做出提示；当前状态不可变道（图 3.1.3）中间警示

提示常亮且周围红色边框闪烁。

图 3.1.1 当前可向左侧变道                                              图 3.1.2 当前可向右侧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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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当前状态不能变道

2. 跟车辅助界面设计

1）Safety , Please keep driving

此时本车与前方跟驰车辆之间的距离在雷达检测安全距离之外此时驾驶者可以根

据自身对当前路况的判断进行自主驾驶 HMI 界面设计如图 3.2.7 所示。

图 3.2.7 safety , Please keep driving

2）Attention , Entry distance detection

驾驶车辆与前方跟驰车辆之间的距离已进入雷达的检测安全距离范围内，与前方

跟驰车辆相对较近，驾驶员需时刻注意保持合理的安全车距，其 HMI 界面设计稿如

下图 3.2.8 所示

图 3.2.8 Attention , Entry distanc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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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celerate , Available distance lack

本车与前方跟驰车辆之间的距离已长时间进入雷达检测范围，且车距仍在继续缩

小，此时 HMI 系统将给予驾驶员警示信息，以避免危险驾驶行为，其 HMI 界面设计

稿如下图 3.2.9 所示。

图 3.2.9 Decelerate , Available distance lack

3. 闪烁提示及警示功能实现

闪烁提示及警示功能主要用于在车辆变道及跟车状态下以明确的指令对驾驶员

做出相应的提示及警示，其核心即在于预定控件的闪烁功能，本次是通过新建一个

FlashHelper 动画公共类来实现的。公共类中搭载两个公用方法：①开启闪烁：开启

动画功能，以循环的方式改变控件的透明度 0-1，且每次循环时间为 1000ms ②结

束闪烁：清除控件上的动画效果。该公共类对整个程序有效，其核心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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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MI 系统信息处理

对于接收到车载数据类信息，程序将执行两类方法：①利用程序内部广播对数据

进行实时发送 , 在相关数据界面利用广播适配器进行数据接收，核心代码如下：

②由于本套程序设计到两个界面之间的切换，而程序内部广播具有一次性，为保

证数据的实时可见性，利用程序内部存储类 SharedPreferences，对接收的数据进

行存储，以保证界面回调时数据的可视性，其核心代码如下：

对于辅助指令类信息，HMI 系统首先根据指令信息的类别，将辅助类指令分为三

大类：变道信息类、跟车信息类、屏显信息类，在大类指令中又利用不同的代号区别

具体的状态指令；利用程序内部广播及各界面中的广播适配器筛选有用信息完成相关

提示警示功能，以向右侧变道为例，其核心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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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N 数据处理

本系统还可以实现基于 STM32 单片机 CAN 数据的实时通信。CAN 数据与

Android 系统的 UI 字符型数据不同，它是一个 16 进制的整形数据，Android 无法对

其直接进行读取显示，需要进行一个数据类型及进制的转换，同时还需要进行控件显

示兼容性的设置，其具体流程如图 3.5.1。

处理CAN报文数据

以二进制字

节流发送

绑定蓝牙通信端口

（STM32单片机）

绑定蓝牙通信端口

（HMI系统）

收到二进制
字节流并逆

向拆包

CAN ID判断
16进制CAN数据封

包

取特定位CAN数据

转十进制

结束

图 3.5.1 CAN 数据通信流程

四、结论

本次实现了一款基于Android系统的车载HMI人机交互系统，利用蓝牙通信端口，

进行与服务器端的信息交互，并给予驾驶员合理的跟车及变道提示，提高驾驶的安全

性。

1. 以 STM32 单片机作为服务器端的 HMI 系统通信

STM32 单片机集成了 Basic Extended CAN，具有三个报文发送邮箱，其可通

过软件配置发送报文的优先级；可以自由收发 CAN 报文，支持标准 CAN 报文和具

有扩展 ID 的 CAN 报文收发。当 STM32 单片机完成 CAN 报文的获取解析后，通过

HC-05 蓝牙模块实现与 HMI 系统端之间的绑定及数据流的交互并实现相关提示及警

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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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安卓系统端作为服务器端的 HMI 系统通信

与单片机作为服务器的通信不同，安卓设备之间的通信更为复杂，能够传递的信

息更多功能更为丰富，本次实现的安卓端系统通信基于 BLE 蓝牙通信端口。安卓服

务器端会发送车载数据信息、变道提示辅助指令信息、界面切换信息、跟车辅助指令

信息四类车载提示警示信息，通过蓝牙通信端口以二进制数据流发送给 HMI 系统端，

HMI 系统端进行逆向拆包操作，将数据流还原为 HMI 系统可以识别的 UI 层信息利用

程序内部广播的方式传递至全程序，在特定界面建立广播接收器进行信息接收，筛选

特定信息并执行相关提示及警示操作。

五、创新点

1. 实现了一种基于蓝牙通信端口的车载 HMI 人机交互系统，可以实现服务器端

与 HMI 系统端的实时信息互通交互；

2. 以明确的变道辅助信息提示及警示，取代驾驶员经验式变道过程，降低驾驶难

度提高行驶安全性；

3. 以明确的跟车辅助信息提示及警示，在驾驶员行车过程中，时时检测与前方跟

驰车辆之间的距离，避免驾驶员做出危险驾驶行为，降低驾驶事故的发送概率。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6.1 基于安卓服务器端的 HMI 系统                     图 6.2 单片机服务器端 (STM32 单片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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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冷却槽
结构设计方法研究

作者：吕俊杰  指导教师：杨广雪，金平

北京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人类太空时代开启以来，目前世界上所使用的运载器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可

重复使用新型航天器是现代卫星和载人飞船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和航空技术综合发展

的方向，如果能够实现运载器的可重复使用会大幅降低运输成本，本文所研究的火箭

发动机推力室冷却槽结构设计正是该背景下的一个课题。能否实现可重复使用的一个

重要依据是寿命，目前主要通过仿真方法进行设计，需要的计算量很大。本设计在

Porowski 提出的寿命计算基础理论之上进行简化和公式化并且实现反设计，将理论

寿命与仿真结果对比进行参数修正，使得理论寿命和仿真寿命相统一，最后设计出了

可以重复使用次数为 50 次的推力室。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理论寿命反设计

通过分析冷却槽塑性棘轮效应基本机理，得到一种确定内壁变形的方法，该方法

使用经典的塑性变形和屈服理论，以此确定内壁中心附近永久增加的挠度和变薄量 , 

疲劳和拉伸不稳定性受这些局部几何形状变化的影响。在给定推力室设计寿命之后，

由于其失效有上述两种主要形式，故需要先确定是哪一种，这里的分界点是 NT（达

到内壁变薄极限的推力室工作次数），当设计循环次数小于该值时，为拉伸不稳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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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则为疲劳失效。

2. 推力室传热过程分析

火箭发动机由于工作过程中温度压强很高，所以必须采取一定冷却手段来缓解这

种恶劣工作状况，大推力氢氧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常用再生冷却，其稳态传热有以下几

个过程：由燃气向内壁的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内壁的热传导、内壁向冷却剂进行对

流换热。在整个传热过程中，总热量保持不变，因此可以分析得到燃气侧内壁温度和

冷却剂侧内壁温度。

3. 推力室寿命仿真

首先进行发动机的选型，本文设计所用研究对象为某型号大推力氢氧火箭发动机；

根据混合比、燃烧室压等条件使用 CEA 软件计算热力学参数；而后可以得到用于理

论反推计算需要使用的系数，这样就可以给定设计寿命随机选取一系列设计参数；由

设计的结构参数和 CEA 计算的热力学参数进行再生冷却危险截面条件的求解，这里

用的是 Fortran 程序；最后使用 ANSYS 求解这个危险截面（喉部附近）的寿命。将

仿真寿命与最开始的给定设计寿命进行对比与分析，得到最优的推力室冷却槽结构。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推力室冷却槽参数反设计

对于拉伸不稳定失效，根据寿命计算理论此时需要求解内壁总变形量，总变形量

包括弯曲变形和剪切变形。弯曲变形的求解可以通过变形关系转化为计算轴向应变；

剪切应变则是取剪切应变在 L/2 处的积分进行计算，最终表达式如下：

对于疲劳失效，首先要根据 Manson-Coffin 疲劳寿命公式得到最小截面有效应

变和寿命的关系，该应变由径向应变和轴向应变组成，通过代入上述拉伸不稳定失效

求得的总变形关系式可以分别进行计算，最终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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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个函数关系都十分复杂，为了使结果更加清晰、关系更加明确，这里使

用软件进行作图加以体现。

2. 推力室寿命验证仿真

推力室寿命仿真的关键过程是在 ANSYS 中进行的，仿真过程遵从有限元模型的

建立、传热计算、二维热结构分析、寿命计算四个部分。由于结构对称，故只选用冷

却槽结构的一半进行分析；推力室在工作过程中分为启动、热试、关机、后冷四个阶段，

由于承受着严重的热机械载荷，所以通过传热分析得到推力室热载荷；进而分析二维

热结构以获取内壁危险点的应力应变变化大小，在该过程中需要用到刚刚得到的热载

荷结果和其他机械载荷条件。最后通过线性累积损伤模型计算推力室的棘轮寿命。

3. 仿真结论与分析

对于 OFHC 材料，在给定寿命为 100 次、80 次、130 次的条件下，选取不同

的内壁厚度 2H、冷却通道宽度 L、冷却通道高度 h、肋条厚度 W，然后通过仿真计

算得到危险点 C 和 D 的应变结果，并计算其仿真计算寿命，部分结果如下表和图 1

所示：

给定寿命 设计参数（mm） 残余应变 仿真寿命

100

2H=0.584;L=1.6;W=1.4388;h=4.5 0.007305 37.51

2H=0.562;L=1.5338;W=1.5;h=4.5 0.007194 38.09

2H=0.622;L=1.7338;W=1.3;h=4.5 0.007701 37.54

2H=0.584;L=1.5338;W=1.5;h=4 0.006201 44.19

2H=0.460;L=1.2338;W=1.8;h=4 0.005798 47.26

2H=0.584;L=1.4438;W=1.59;h=3.5 0.004857 56.41

2H=0.618;L=1.5338;W=1.5;h=3.5 0.005062 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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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H=0.530;L=1.7338;W=1.3;h=4.5 0.009918 27.63

2H=0.480;L=15338;W=1.5;h=4.5 0.009011 30.41

2H=0.464;L=1.4338;W=1.6;h=4 0.007016 39.05

2H=0.430;L=1.3338;W=1.7;h=4 0.006859 39.95

2H=0.538;L=1.6038;W=1.43;h=3.5 0.006090 44.99

2H=0.482;L=1.4338;W=1.6;h=3.5 0.005713 47.96

130

2H=0.688;L=1.5338;W=1.5;h=4.5 0.005909 46.37

2H=0.588;L=13338;W=1.7;h=4.5 0.005764 47.54

2H=0.728;L=1.5338;W=1.5;h=4 0.004932 55.56

2H=0.604;L=1.3038;W=1.73;h=4 0.004709 58.19

2H=0.770;L=15038;W=1.53;h=3.5 0.003779 72.51

2H=0.664;L=1.3338;W=1.7;h=3.5 0.003486 78.60

对结果进行分析，在给定设计寿命后，不同参数得到的仿真结果有差别，但是归

类后发现，冷却通道高度 h 的变化是导致产生差别的主要原因，即影响最终仿真寿命

的不只是设计寿命，还有冷却通道高度，对此使用 MATLAB 进行了两个自变量一个

因变量的拟合分析。

最终得到的拟合表达式为：

式中为仿真寿命，为设计理论寿命。在此条件下判定系数，拟合度较好可以使用。

本文也对该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4. 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推力室总体设计

本文设计了使用次数为 50 次的大推力氢氧火箭发动机，其推力室结构参考一般

氢氧火箭发动机的设计特点，分为头部和身部两大部分，而身部则由燃烧室圆筒段和

喷管构成。重点关注了再生冷却槽的尺寸和材料选择，完成了三维建模与工程图绘制

（参见图 2）。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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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了在拉伸不稳定失效和疲劳失效两种不同形式下寿命的计算方法，使用经

典塑性及屈服理论，纯公式推导出了已知寿命后计算冷却槽参数的表达式，并用图表

的形式清晰体现了出来。

2. 给定设计寿命，根据推导的反设计函数选择不同的冷却槽参数，之后对推力室

进行二维热结构仿真，重点求解了 OFHC 材料由于棘轮导致失效的仿真寿命，将设

计寿命与仿真寿命进行比较，发现具有较强的规律性，经过修正以后结果较好可以使

用，修正后的公式如下，同时对误差的原因、适用的条件都进行了分析。

3. 对推力室的头部、燃烧室、喷管进行了分析，选择了合适的类型和参数，完成

了三维建模及图纸的绘制。

本文的最终结论可用于指导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设计，更加高效、快速、简单，

使得参数的选取更有目的性更加准确。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在给定寿命下计算冷却槽参数的理论分析方法，避免了先设计后仿真，

反复修改参数的繁琐步骤，更加有利于推力室的前期设计，且参数选择范围广。

2. 建立了寿命反推公式的验证体系，不仅使研究思路更加清晰而且验证过程合理

可靠，同时完善了推力室仿真分析的步骤和流程。

3. 提出了推力室的理论寿命和仿真寿命的具体关系表达式，将两者进行了结合，

验证了其理论上的共通性、结果的一致性和计算细节上的差异性。

4. 建立了给定寿命为 50 次的推力室模型，这也是本设计在实际中加以应用的体

现。

六、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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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反设计函数关系图及仿真验算结果

图 2 推力室设计三维模型及部分工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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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混合动力电控转向系统设计

作者：潘琼  指导教师：江浩斌

江苏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随着重型商用车电动化、智能化程度提高，转向系统技术也朝着节能、环保、

智能、安全的方向发展。在国内外，商用车混合动力电控转向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模型建立、参数匹配与控制策略优化方面，具体零件设计、控制器设计、关键传动副

强度分析与校核研究较少。本项毕业设计针对重型商用车辅助驾驶系统对自动转向技

术的要求，研究一种带有助力矩耦合装置的混合动力电控转向系统（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Hybrid Power Steering System，ECHBPS），对该新型转向系统的关

键零件和传动副进行静力学分析，以提高转向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自主设计该转

向系统控制器，实现重型商用车转向系统的电动化和智能化。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ECHBPS 结构组成

ECHBPS 主要由机械子系统、液压助力子系统、电动助力子系统三大部分组成。

机械子系统主要由转向盘总成、转向杆系和转向管柱组成；液压助力子系统主要由液

压泵总成、转阀总成、循环球转向器总成、液压管路和助力矩耦合装置组成；电动助

力子系统主要由助力电机、传感器总成、减速机构和电子控制器（ECU）组成。

2. ECHBPS 工作原理

ECHBPS 在转向手力、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共同作用下克服转向阻力。当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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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时，驾驶员转向手力矩信号由转矩传感器传递给车载 ECU，ECU 结合手力矩和

理想助力特性曲线，根据电机的目标电流与实际电流输出 PWM 信号，驱动电机实时

调节转向助力。最终，电动助力矩和转向手力矩在循环球转向器的输入轴耦合为合力

矩。合力矩继续分解为限位块力矩和转阀扭杆力矩。在扭杆力矩作用下，扭杆发生变形，

阀套与阀芯产生偏角，从而控制液压油的进出、方向与流量大小，实现液压助力的实

时调控。限位块力矩与液压助力共同作用推动转向螺杆转动，进而推动转向螺母运动，

带动齿扇来回摆动，最终拉动转向直拉杆实现转向。

3. ECHBPS 工作模式

车辆在不同速度行驶时，ECHBPS 有以下两种工作模式：

1）原地转向和低速转向时，转向阻力达到最大值，需要的转向助力达到最大值。

此时，助力矩耦合装置工作，扭杆变形保持不变，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都达到最大值，

共同作用克服转向阻力。

2）中速转向和高速转向时，转向阻力小，需要的转向助力较小。此时 , 助力矩

耦合装置不工作，转阀扭杆传递转向力矩，液压助力克服转向阻力，电动助力矩用于

调节转向路感。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实验过程

1. ECHBPS 参数匹配与结构设计

计算转向系统阻力矩，匹配液压助力子系统和电动助力子系统的参数。使用能量

法计算主销内倾角产生的转向阻力矩，结合原地转向阻力矩经验公式，计算最大转向

摩擦力矩。使用螺母齿扇副等效助力估算液压缸缸径；选取电动助力子系统助力电机，

计算最大电动助力矩。选取滚珠、螺杆、齿扇的结构参数，使用 CATIA 软件完成滚

珠丝杠副和螺母齿扇副两大关键传动副的零件设计和三维装配。

2. ANSYS 静力学分析

1）零件与传动副静力学分析

为了保证转向系统的设计可靠性，使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对关键零件（螺

杆、螺母、齿扇）和关键传动副（滚珠丝杠副、螺母齿扇副）进行静力学分析与优化。

导入 CATIA 软件设计的三维模型，采用 ANSYS 软件自动生成网格，根据参数匹配

数据，设置仿真载荷和边界条件，分析零件的应力、应变、安全系数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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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向系统优化

初次静力学分析后发现：滚珠丝杠副变形与应力值都较小，35 个滚珠的排布方

式使传动副在最大载荷使用时仍然有性能冗余，为了减少滚珠成本，提升转向系统的

经济性，以滚珠数量为单一变量进行 10 组仿真分析，研究滚珠数量对传动副强度的

影响，优化滚珠数量；螺母齿扇副总体变形较小，但最大应力较大，数值接近材料屈

服强度，长时间使用存在断裂破坏的风险，在结构上增大尺寸突变位置的圆角半径，

并且分析不同材料对传动副强度影响，优化齿扇力学性能。 

3. ECHBPS 控制器设计

以转向助力为控制目标，设计 ECHBPS 控制器。控制器软件从 CAN 总线上

获取车速信号，结合实际转矩和理想助力特性曲线，计算理想目标电流，将目标电

流与实际电流使用 PID 算法处理，输出一定占空比和频率的 PWM 信号，用于调

节电机的电流大小和方向，驱动电机实时调节转向助力。选择具有内置式的控制器

局域网络（CAN）功能和 AD 转换功能的 STM32F407ZE 单片机，稳压电源选用

A4412KLVTR-T，驱动模块采用单极型 H 桥驱动，另外设计温度采集模块、储存模

块、电平转换模块，依据控制器硬件原理图设计并制作 PCB 板，研制了控制器硬件。

4. ECHBPS 台架实验

为了验证混合动力电控转向系统的助力特性和控制效果，通过台架实验对转向器

进行性能分析。转向试验台架在 ECHBPS 输入轴的输入端口输入转动力矩，以模拟

有人驾驶工况下的驾驶员转向手力矩，液压助力子系统的油液输入和输出口以及油压

泄压装置接入台架油路，电动助力子系统接台架试验台的 24V 电源。针对有电动助

力和无电动助力两种工况，分别进行助力特性实验和正向空载实验，并进行对比分析。

四、结论

1. 采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完成转向系统零件和传动副的静力学分析与

优化。初次分析结果表明：滚珠丝杠副静力学分析校核通过，但整体安全系数过高、

滚珠数量较多，性能冗余；齿扇强度较小，不能满足正常使用，需要进一步优化。针

对强度冗余和强度不足问题，分别完成了相应优化，提高了转向系统整体的力学性能。

2. 助力特性台架实验结果表明：所设计的电控转向系统控制器能够正常工作，实

现了电动助力功能，提高了助力特性对称度。在克服相同转向阻力矩时，ECH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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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一步降低驾驶员输入手力矩；在左右转动相同转角时，ECHBPS 使驾驶员左

右转向手感更加接近。转向系统的轻便性和操控性提高，实现了助力控制策略。

3. 正向空载台架实验结果表明：ECHBPS 力矩波动大、平均力矩大，说明加入

了电动助力子系统后 ECHBPS 的总摩擦增加，手感变差。当 ECHBPS 电机工作后，

平均力矩下降、波动力矩下降，说明电动助力子系统的助力作用能够提升转向舒适性，

减小了转向盘力矩抖动，使转向更加平顺。

五、创新点

1. 针对滚珠丝杠副强度冗余问题，优化了冗余滚珠，研究了滚珠数量对传动副强

度的影响。采用不同的滚珠数量进行仿真分析，发现 19 个滚珠为传动副强度受滚珠

数量限制的临界点，若滚珠数量继续增加，传动副强度并不会大幅增加。研究成果已

经在 2020 年 6 月《时代汽车》期刊上发表，本人为第一作者。

2. 针对齿扇强度不足问题，优化了齿扇结构，提高了齿扇力学性能。优化应力较

大的圆角半径，分析不同材料对结构的强度影响，分析后发现 45CrNiMoV 是比较合

适的齿扇材料。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a）滚珠丝杠副三维装配图         （b）螺母齿扇副三维装配图
图 1 ECHBPS 转向器三维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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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优化后的转向器传动副应力应变云图

图 3 ECHBPS 台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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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金属双极板电堆的开发

作者：沈婉婷  指导教师：周鸿波

浙江工业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由于具有工作温度低、启动快、比功率高等优点，

逐步成为现阶段国内外电池行业的主流应用技术。双极板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核

心部件，其流场设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堆性能，是电堆设计的关键。此外，电堆的

良好装配关系也是发挥电堆性能的关键因素。本毕业设计主要针对双极板流场设计和

电堆组装技术两个方面设计一款车用金属双极板电堆。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双极板流场设计

双极板流场结构决定了流场内反应物及冷却剂的流动方式、分布以及双极板

的面积利用率，这会影响电堆的电化学反应效率、水热管理和功率密度。而流场

结构主要包含流道形式、截面形状、流道尺寸和阴阳极流体流动方式等。本次设

计采取数值模拟的研究方法针对流道尺寸进行分析和设计，即通过计算流体动力学

（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 CFD）方法结合 Fluent 流体分析软件进行分

析和设计。根据参考文献及经验设计几种不同的流道方案后，首先使用 CATIA 软

件，对不同的流道设计进行简化并建模；之后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同时兼顾效率，使用 

ANSA 软件对几何模型进行合理的网格划分方式；在确定物性参数以及边界条件以后，

利用 Fluent 软件进行求解及后处理；最后根据模拟结果分析不同流道设计的压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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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反应气体含量合理性。根据分析结果，选用表现最优的流场设计方案。

2. 电堆组装技术

为满足电堆封装的整体性、密封性、抗振性和可靠性，在电堆的在组装过程中，

需要采用合适的定位方法、封装方式以及封装压力。合适的定位方法能够保证组件间

良好的位置关系。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堆选择相应合适的封装方式，才能更好的发挥出

电堆性能。封装压力则会影响电堆内部的质量传输、动量传输、热量传输和电化学反应。

不合理的封装压力将导致电堆性能的降低甚至失效。因此，本次设计针对电堆组装的

定位方法、封装方式以及封装压力进行分析设计。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双极板方案设计

本次设计选择厚度为 0.1mm 的不锈钢 316L 作为双极板的材料，并在不锈钢双

极板表面电镀 CrN，以降低双极板在服役环境中因形成氧化膜而增大的接触电阻。该

双极板采用生产效率高、成型质量好的的液压成形工艺制备而成。本次设计选择由东

方电气生产的膜电极，其功率密度为 1.2W/cm2，在 0.65V 的电压下其电流密度为

1.6A/cm2。根据膜电极性能参数，计算双极板的活性面积为 280cm2，单体节数为

350 节。

2. 双极板结构设计

本次设计的双极板采用氢气与空气逆流、冷却液与氢气和空气垂直交叉流动的方

式，则氢气进出口与空气进出口位于同侧（即左右两侧），而冷却液进出口位于异侧

（即上下两侧）。流体导流则采用阴阳极板配合的方案，导流区由进出口周围的冲压

槽，桥墩式导流区及导流槽共同构成。分配区由点阵式凸起结构构成。密封槽由进出

口周围的冲压槽和外围冲压槽共同形成。安装定位孔有两组，并呈对角分布。本次设

计的阳极、阴极流场均采用平行流道的形式，且流道为周期、振幅一致的波纹形流道，

冷却液流场则由阴、阳极板之间的空腔自然形成。在确定流道尺寸后，计算流道进出

口压降为 1953Pa，符合要求。

3. 电堆封装所需的辅助件设计

为了便于电池组的安装，进行了电池组尾板结构设计，该尾板同时保证了氢气或

空气能顺利流入双极板以及冷却流场的实现。针对包括集流板、绝缘板、端板的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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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进行了结构设计。考虑到双极板和 MEA 之间、尾板和绝缘板之间以及绝缘板和

端板之间需要密封，进行了各组件间的密封件设计。同时，考虑到双极板之间以及集

流板的接线端子和端板之间需要绝缘防护，进行了绝缘件设计。此外，为更好的实现

集流板的定位设计了防转板。

4. 电堆组装技术设计

本次设计在组装过程中，将两组外层套有绝缘套的螺栓穿过两组安装定位孔，并

通过这两组螺栓实现安装定位。本文采用螺栓封装，封装压力确定为 1.5MPa，即每

组螺栓的拧紧力矩为 42.65N·m。

5. 电堆经济性分析

由于双极板成本占电堆总成本 30% 以上，主要针对双极板的材料与工艺进行经

济性分析。此外，也分析了电堆辅助件的经济性以及电堆总体性能。最终得出结论，

双极板、辅助件及整体电堆都具有较好的经济性。

四、结论

1. 进行了双极板的方案设计，在选定双极板的材料为不锈钢 316L、成形工艺为

液压成形以后，选择由东方电气生产的膜电极，并根据膜电极性能参数确定双极板的

活性面积为 280cm2，单体节数为 350 节。

2. 对双极板的各流体进出口布局及结构、导流区结构、分配区结构、流场结构、

密封槽结构以及安装定位孔布局等进行设计。其中流场结构设计为最关键内容，本次

设计采用波纹形流道，并建立有限元模型分析不同尺寸流道的压降及氧气含量，据此

确定了较优的流道尺寸。

3. 对电堆封装所需的辅助件，主要包括电池组尾板、端板组件（包括集流板、绝

缘板、端板等）、密封件和绝缘件等进行结构设计。

4. 对电堆组装过程中的定位方法、封装方式和封装压力等进行分析和设计。

5. 进行电堆的经济性分析，主要针对双极板进行经济性分析，此外也分析了辅助

件经济性和电堆总体性能。

五、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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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极板中氢气和空气的导流采用冲压槽导流区和桥墩式导流区结合的双板配合

方案；

2. 集流板采用中心部位设置接线端子的方案，在降低电流损失的同时，一定程度

上简化了集流板结构；

3. 阳极板和阴极板采用激光胶焊的方式连接，消除了激光焊接因真空度不满足要

求带来的装配间隙而造成脱焊的缺陷，也避免了胶接中采用常温固化胶在高温固化过

程中带来的二次热输入。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阳极板结构

图 2 金属双极板电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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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汽车的总体方案设计

作者：唐东旭  指导教师：汪怡平

武汉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近些年，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私家车数量增多，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同

时也会引起燃油浪费、空气污染等问题。为了应对上述的问题，使用飞行汽车可减轻

交通压力。飞行汽车拥有汽车与飞机二者的双重优势，在交通不拥堵时，可以在道路

上行驶，在交通堵塞时，可以直接化身“飞车”，免遭交通堵塞的困扰。此外，飞行

汽车还可以应用在消防、救援、空中运输等地方。可以说飞行汽车在应对交通堵塞等

问题时有很大的优势，而且也必定会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旋翼工作原理

对于一般的旋翼来说，其上下表面形状不一样，存在一定差异，上表面较下表面

突起程度大。当空气气流流经旋翼时，气流会被分成上下两股，分别沿着机翼的上下

表面流过。受到翼型的影响，上表面流线管比下表面细，即上表面流速更快，由伯努

利原理可知，流速越快，接触面所受压强越小，所以上表面压力 P1 小于下表面压力

P2，此时便产生上下表面压力差，即所谓的空气升力，使飞行器上升。

2. 共轴式双旋翼飞行器原理及优点

共轴式双旋翼通过上下旋翼总距差动产生不平衡扭矩来实现航向操纵，共轴双旋

翼在直升机的行中，既是升力面又是纵横向和航向的操纵面。相对于单旋翼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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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与飞行汽车相配合时会有很多优势，双旋翼上下两对旋翼反向旋转，二者产生的

扭矩相互抵消，这样就不需要尾翼，当其与飞行汽车装配在一起时，既可以减小车身

尺寸，又因不需要安装尾翼而减少了不必要的功率消耗。所以本设计应用共轴式双旋

翼使汽车起飞。

3. 基于 CATIA 软件的建模

本设计主要利用 CATIA 进行三维建模，CATIA 是法国 Dassault System 公司

旗下的 CAD/CAE/CAM 一体化软件，主要用于自动化和航空工业的汽车和飞机等产

品的开发。本次设计主要用到的模块包括以下几点：创成式外形设计、FreeStyle、

Sketch Tracer、Imagine & Shape、零件设计、装配设计。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确定总体设计要求

1）本设计旨在解决城市交通拥挤问题，由于城市区域的地形限制，需要汽车可

以垂直起飞，所以本设计的飞行汽车安装有双旋翼。

2）本设计的飞行汽车要可以像普通汽车一样在陆地上正常行驶，因此汽车尺寸

不能过大，因此需要对旋翼进行折叠。

3）由于飞行时和陆地行驶时的发动机不能共用，所以本设计选择应用双发动机、

双动力系统，行驶模式分为地面模式与飞行模式。

2. 地面模式参数计算

首先确定汽车的满载重量 G=9800N，确定地面模式最高车速 uamax=150km/h；

利用汽车最大重量与最高车速计算出汽车地面行驶时的最高功率 Pe1=106kw；针对

发动机最大功率确定地面模式的发动机规格，本设计选择宝来汽车的 1.4T 直列四缸

涡轮增压发动机；再确定车轮的参数，本设计选择的轮胎型号为 185/55R15 86H；

最后通过综合计算可以得到设计所需的主减速器传动比 i=5。

3. 飞行模式参数计算

首先确定最大起飞重量 G=9800N，确定最高飞行速度 Vmax=160km/h；根据旋

翼飞行器要求，本设计的机翼翼型选择 NACA 8-H-12 翼型；再通过类比相似尺寸

及重量的双旋翼直升机，确定本设计的双旋翼具体参数，如选择旋翼直径 D=8m，

半径 R=4；由计算得出旋翼所能提供的最大拉力 T=10326N，可以看出最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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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于最大重力，故汽车可以正常起飞；之后再计算出整车的匀速起飞功率 P 垂直

=19.6kw，以及汽车以最高飞行速度平飞时的功率 P 总 =190.6kw；再根据飞行时的

最高功率，确定飞行时所需的涡轮发动机型号——莱康明 0-540-A 发动机；最后确

定飞行模式减速比 i2=8.5。

4. 飞行汽车三维模型绘制

1）绘制整车车身。

图 3.1 为车身部分建模图，车顶处的突起部分①内部安置涡轮发动机。

图 3.1 车身建模图

2）绘制旋翼及旋翼折叠机构

旋翼叶片分为外旋翼③与内旋翼②，中间部分为折叠机构，当需要折叠旋翼时，

拔出固定销⑤，让外旋翼绕铰接轴④旋转 180 度，旋翼叶片即实现折叠，如图 3.4。

图 3.2 旋翼叶片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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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旋翼叶片连接机构

图 3.4 旋翼叶片折叠

旋翼叶片折叠过后，为再度减小尺寸，还需要使旋翼整体向车后折叠，此时拔出

固定孔⑥内的固定销，让旋翼体绕铰接销⑦向后旋转 90 度，旋转结束后，在固定孔

⑧内插入固定销使旋翼叶片固定，折叠完毕。

图 3.5 旋翼体折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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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旋翼体折叠 2

3）动力系统布置

如图 3.7，飞行时由涡轮发动机⑩向旋翼系统⑨提供动力，地面行驶时由发动机

12 向车轮提供动力，二者互不影响。

图 3.7 动力系统布置图

4）驱动模式转换

汽车从飞行模式转换到地面模式，首先使旋翼绕旋翼铰旋转 45 度，再进行旋翼

叶片折叠以及旋翼体折叠等操作，最终转换到地面模式，如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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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飞行模式 图                                         图 3.9 模式转换之旋转旋翼

   

                       图 3.10 模式转换之折叠旋翼                                           图 3.11 地面模式

四、结论

1. 对飞行汽车总体参数进行了设计计算。应用汽车理论知识以及航空动力学相关

原理，可以较精确的对飞行汽车的相关参数进行设计，并选择符合设计要求的动力装

置，这为飞行汽车的制造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 对飞行汽车进行了 CATIA 建模，包括车身的建模，旋翼机构及旋翼折叠机构

的建模，还对汽车的动力系统进行相应的布置。该三维模型直观的展示了各部件的构

造以及部件间的装配关系。该模型也进行了运动仿真模拟，更好的展示了飞行汽车的

工作过程。

3. 为未来的飞行汽车产业提供了一定参考。

在技术方面，本设计的车身部分制造方式和传统汽车的车身制造方式相同，国内

已有很完备的车身制造体系。对于双旋翼系统，各国都有很深的研究，这可以为双旋

翼飞行汽车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持。

在市场方面，欧洲已经有国家允许飞行汽车进行售卖，国内也有少量网站开始对

飞行汽车进行宣传和售卖，这说明飞行汽车的销售市场在逐步拓宽，前景可期。



464 465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五、创新点

1. 飞行汽车通过安装双旋翼，可以在无需尾翼的条件下垂直起飞，起到减少汽车

尺寸、减少功率消耗以及减小起飞时地域限制的作用，适合在城市中飞行；

2. 飞行汽车的旋翼叶片以及旋翼整体可以通过特有的折叠机构进行折叠，减小整

车尺寸以适应陆地行驶模式；

3. 飞行汽车使用发动机中置后驱动力系统，使内部结构更加紧凑，有利于轴荷分

配。

4. 飞行汽车设置两套动力系统，在汽车飞行时，利用涡轮发动机供给动力；在陆

地行驶时，利用地面模式发动机为汽车供给动力，两套动力系统互不影响。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6.1 飞行汽车（飞行模式）                                 图 6.2 飞行汽车（地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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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系统残值检测装置设计

作者：王晨旭  指导教师：熊瑞

北京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精确的动力电池剩余寿命预测能够保障动力电池系统安全可靠运行，为动力电池

的维修更换提供决策参考，对保障出行安全和延长动力电池使用寿命有重要意义。受

限于运算能力和成本，现有车载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缺乏对动力电池进行剩余寿命预测

的能力。本文拟提出一种简便易携带的动力电池系统残值检测装置，该装置能从车载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中读取容量和使用工况数据，进行剩余寿命预测，并显示预测结果。

整个检测过程在数分钟内完成，在用户日常维护、维修店进行检测维修时，均可作为

决策参考。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锂离子动力电池每用即衰、每用必衰，容量衰退是动力电池老化的重要标志。

影响动力电池容量衰退速率的外界因素有很多，如充放电倍率、环境温度、截止电压、

放电区间深度等。其中放电倍率和环境温度对动力电池的容量衰退速率影响最为显著。

定量描述外界应力对容量衰退速率的影响，可以为动力电池剩余寿命预测提供新思路。

2. 阿伦尼乌斯公式能够量化环境温度对动力电池容量衰退速率的影响。动力电池

的容量衰退速率与电池内部副反应速率有密切联系。阿伦尼乌斯公式是描述化学反应

速率常数随温度变化关系的经验公式，因此可以量化环境温度对动力电池容量衰退速

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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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逆幂律公式能够量化电应力对动力电池容量衰退速率的影响。电应力对电子器

件寿命的影响符合逆幂律公式，故逆幂律公式可以用来量化放电倍率对动力电池容量

衰退速率的影响。

4. 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以递推形式修正模型参数，逐步逼近状态变量的最优估计。

扩展卡尔曼滤波基于泰勒级数将非线性系统转化为线性系统，比较观测量的真实值和

算法估算值间的误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的状态估计，从而获得最优的状态估计结果。

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对老化机理模型进行实时修正，提高预测精度和鲁棒性。

5. 蒙特卡洛方法能实现对复杂随机过程的统计模拟。分析剩余寿命预测算法的主

要误差来源及其分布规律，利用计算机产生同分布的大量随机数，逐个叠加入误差源，

运行剩余寿命预测算法，可以获得若干剩余寿命预测结果。统计预测结果的分布情况，

以此代替其理论分布。利用蒙特卡洛方法可以评价所提方法对初始误差的敏感性，检

验算法的鲁棒性。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锂离子动力电池老化机理建模及参数辨识

基于阿伦尼乌斯公式和逆幂律公式，建立老化机理模型，量化环境温度和放电倍

率对动力电池容量衰退速率的影响。老化机理模型可以利用工况数据和少量容量数据

实现动力电池剩余寿命的预测，为动力电池剩余寿命预测提供新的解决思路。老化机

理模型有三个待辨识参数，将其线性化后，利用 MATLAB 拟合工具箱的二元线性拟

合函数进行参数辨识。

2. 老化机理和扩展卡尔曼滤波融合驱动方法设计

为了改善老化机理模型的预测效果，将其与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相结合。扩展卡

尔曼滤波算法基于容量衰退轨迹的双指数模型构建状态空间方程，选择双指数模型的

四个系数作为状态变量，利用老化机理模型的容量预测值和实测容量值对模型状态进

行修正，获得模型状态的最优估计。同时，修正后的容量预测结果反馈给老化机理模型，

用以预测下一循环容量。所提方法在算法预测阶段仍能够利用老化机理模型提供的容

量数据修正模型状态，因而可以长期跟踪动力电池老化状态，获得更好的长期预测效

果。

3. Simulink 建模及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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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MATLAB 的 Simulink 工具箱，搭建老化机理和扩展卡尔曼滤波融合驱动

方法的仿真模型。其中，老化机理模型的模型参数存在时变性，故绘制参数表，采用

查表方式计算动力电池容量衰退速率，提高算法的运行速度和精度。仿真结果验证了

所提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时，所建的 Simulink 模型可以导出至 CodeWarrior 中，

进而烧录入单片机，降低算法调试及维护难度，缩短开发周期。

4. 动力电池系统残值检测装置硬件设计

残值检测装置能够与车载动力电池管理系统进行通信，读取数据，进行剩余寿命

预测，并将预测结果展示给用户或反馈给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基于 MC9S12XS128

单片机，设计动力电池残值检测装置样机。通信电路采用 CAN 通信形式实现与车载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间的数据传输；外部接口电路采用 4×4 键盘实现少量数据的输入，

采用 4 位 8 段共阴极数码管进行剩余寿命预测结果显示；其它外围电路包括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电源电路、SCI 通信电路等。

5. 基于 Simulink 和 CodeWarrior 的动力电池系统残值检测装置软件设计

动力电池剩余寿命预测算法采用 Simulink 进行图形化编程，能够将复杂的剩余

寿命预测算法的设计与调试工作与底层代码维护分开，大大降低调试难度、缩短开发

周期。完成仿真模型的搭建与调试后，封装模型的输入输出数据，配置模型参数，导

出 C 语言代码，拷贝入 CodeWarrior 中以供调用。在 CodeWarrior 软件中，采用

C 语言编写 CAN 通信程序、数码管显示程序、键盘输入程序等，最后编写主程序，

协调各模块，实现残值检测装置功能。

6. 动力电池系统三维建模及工程图绘制

参照北汽新能源 BU5 车型的动力电池系统，基于 Solidworks 软件搭建车用动

力电池系统三维模型，绘制车用动力电池系统装配图及主要零件图，支撑动力电池系

统残值检测装置设计工作。

四、结论

1. 提出老化机理和扩展卡尔曼滤波融合驱动方法。试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

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内预测精度比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提高了 71%，剩余寿命预测

的最大绝对误差小于 40 次循环，预测性能稳定，收敛性好。此外，当预测起点小于

150 次循环时，Box-Cox 变换算法和传统的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均发散，而所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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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相对预测误差小于 8%，预测结果精度高，算法鲁棒性好。

2. 搭建了老化机理和扩展卡尔曼滤波融合驱动方法的 Simulink 仿真模型，能够

利用动力电池的使用工况数据进行剩余寿命预测，降低了对历史容量数据的依赖。仿

真结果表明，在历史容量数据匮乏时，所提方法的剩余寿命预测绝对误差小于 40 次

循环，预测性能稳定，鲁棒性好。

3. 设计动力电池系统残值检测装置的硬件结构和相应软件，实现与车载动力电池

系统进行 CAN 通信，读取容量和工况数据，运行剩余寿命预测算法，并用数码管将

预测结果展示给用户的功能。

五、创新点

1. 建立老化机理模型，定量表述外界应力（环境温度、放电倍率）与动力电池容

量衰减速率间的关系，从而可以利用工况数据预测动力电池剩余寿命，为解决容量数

据匮乏时的动力电池剩余寿命预测问题提供新思路。

2. 提出老化机理和扩展卡尔曼滤波融合驱动方法，能够在算法的训练阶段和预测

阶段持续跟踪动力电池老化状态，提高了动力电池剩余寿命长期预测精度。利用扩展

卡尔曼滤波算法修正老化机理模型，解决了模型对容量初始值敏感的问题，提高了所

提方法的鲁棒性。

3. 设计动力电池系统残值检测装置的软硬件结构。该装置能够读取动力电池管理

系统中储存的历史容量数据和使用工况数据，运行动力电池剩余寿命预测程序，并将

预测结果展示给用户或者反馈回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动力电池系统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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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容量衰退轨迹预测 (1C@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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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D1C 电力机车无火回送故障处置
VR 实训系统设计

作者：王慧杰  指导教师：肖乾

华东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对铁路职工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更严格

的要求。机车无火回送作业流程需要机车乘务员熟练掌握，稍有不慎就会引发附挂机

车抱闸甚至脱轨等事故。然而对于轨道交通行业学员来说，课堂教学抽象空泛、外部

因素对现场实训影响大，难以熟练掌握作业流程。本毕业设计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到

机车无火回送培训项目中，设计开发出具有良好仿真性和交互性且维护升级方便的

HXD1C 电力机车无火回送故障处置 VR 实训系统，能极大地提高教育培训的效率。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Maya 创建模型

Maya 创建形状规则的简易模型时，可以直接通过立方体、球体、圆柱体与圆环

等标准体的缩放、拉伸来进行创建。创建形状不规则的、具有空间曲面形态的几何体

时，可以通过挤出、桥接、倒角、合并、焊接等多边形命令来编辑 POLYGON 标准体，

直至模型具有较高的仿真性。

2. 系统串联控制

Unity 3D 引擎中，为尽可能的展示并还原无火回送的试验流程，不仅仅需要模

型去搭建场景，同样需要通过脚本串联整个系统，实现对模型以及相关按钮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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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系统的内容更加丰富、衔接更加自然。系统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控件与脚本的联

系，在制作功能过程中，通过脚本给予控件外接窗口，将相应的素材导入到窗口中，

实现功能。为丰富系统的内容，增加用户的体验，往往需要通过插件，添加特效、制

作动画等，以此增加系统的功能。

3. 沉浸式交互实现

用户使用 HTC Vive 设备的手柄和头盔，按动手柄上不同的按键，可以实现虚拟

现实场景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比如将 PAD 键按住不放时，手柄前端会发射一条射线

指向地面，放开 PAD 键即可传送到指定的位置。当用户转头或者旋转身体时，头盔

的视角也会随之改变，用户的沉浸感也随之提升。3D 抓取技术让用户不仅可以在场

景中游览参观，还可以使用 HTC Vive 手柄抓取场景中的物体进行互动。首先给要拾

取的对象设置一个标签，然后在手柄上添加写好的抓取脚本，这个脚本用于识别物体

上的特定标签；将手柄移动到要抓取的物体上，如果物体识别为可以抓取时，按住手

柄侧边的 Grip Button，就可以抓取物体。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虚拟场景搭建

Maya 的主要功能有模型创建、零件装配、动画仿真以及特效制作等，由于该软

件在建模时可以对模型的点、线、面进行编辑，这使得模型创建更加细致，具有较好

的仿真效果，更加贴近现实的作业对象和工作环境。除此之外，Maya 能通过模型格

式类型的更改来实现与其他建模软件的协作建模，这使得 Maya 能利用其他软件的建

模优势来完善整体模型的创建，进而使整体虚拟仿真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2. UV 贴图处理

为了提高系统的仿真性，在模型导入到 Unity3D 中并生成 Lightmapping 后，

需要将 Maya 中的材质选项、模型贴图文件通过 FBX 导入到 Unity3D 中，对创建的

模型进行材质添加并且贴图。UV 主要是针对多边形与细分表面的一个元素，同时又

是确定 2D 纹理的坐标点。它控制纹理在模型上的对应关系，定义了图片上每个点的

位置的信息，以决定表面纹理贴图的位置。UV 就是将图像上每一个点精确对应到模

型物体的表面，在点与点之间的间隙位置由软件进行图像光滑插值处理，

3. 场景光照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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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3D 利用 lighmapping（光照贴图技术）来烘焙物体，这种技术是一种增强

场景光照效果的技术，它可以通过较低的性能来使得场景看上去更加真实、丰富，以

及更加有立体感。当烘焙物体时，反光和阴影都会记录到模型中，变成新的贴图。在

模型优化、烘焙参数调整后得到了更加逼真的场景效果，使整个系统具有最优的仿真

性能

4. 基于 VRTK 插件的系统搭建

本系统的搭建是基于 VRTK 插件进行开发的，VRTK 的控制器事件的实施主要

是凭借控制器手柄进行控制的，当控制器的手柄按钮被按下后，悬挂在手柄上脚本将

发出一个事件信号，表明按钮被按下了，这就方便了其他脚本对该命令的调用以及进

行逻辑判断。在本系统搭建过程中存在脚本的 Bool 公共类型，使其他脚本可以共同

调用当前命令，而不需要通过其他脚本来进行逻辑判断。在控制器上面存在两种控制

状态，包括触摸控制和按压控制，通过用户在控制手柄上发出的声响来点击，来判断

脚本的是否已经得到触发。

5. 系统调试与优化

在完成系统的功能后，需要对整个系统性能进行优化与调试，保证整个系统的

流畅性。在 Window（Analysis）中调用 Profiler 即可以看到整个系统的性能。其中

CPU Usage 选项中 GC Alloc 代表了系统运行内存堆积的大小。如果内存堆积过大

会导致 Managed Heap 的增大，使得系统在运行时 FPS 过小，造成运行卡顿，在

调试系统时也需要对 20B 以上内存分配的选项进行监控。通过对这些项目的调整，

来实现对内存分配的优化。同样 Physics. Simulate（表示当前帧物理模拟的 CPU

占用量）、Camera. Render（相机渲染准备工作的 CPU 占用量）也需要对该选项

做出监控，这些参数过大，都会造成系统运行问题。通过这些参数的设置，选择合理

的参数设置，使整个运系统的运行流畅。

四、结论

1. 采用 Maya 作为建模工具，以 Unity3D 作为虚拟现实开发引擎，设计开发出

了 HXD1C 电力机车无火回送故障处置 VR 实训系统。结果表明，该系统实现了用户

与虚拟场景设备之间的人机交互，对现场工况进行了高度还原，能够满足无火回送实

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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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系统具有教育培训属性，在 VR 实训过程中通常需要给用户提供一些必要的

提示。本系统基于 UGUI 技术实现一套完整的交互界面，其中包括界面背景、文字标

题、进入按钮、设置页面等内容，提示的形式包括语音、文字、画面等。

3. 本系统包含教学和考核模块，教学模块通过高亮显示配合文字、语音提示的方

式提示用户操作流程，考核模块让用户在无提示的情况下练习整个实训流程，并给出

相应的评分，使用户熟练掌握规范的 HXD1C 电力机车无火回送故障处置作业流程。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套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和轨道交通行业相结合的无火回送故障处置 VR

实训系统，无需真实的电力机车与现场环境，用户便可快速进行 HXD1C 电力机车无

火回送故障处置 VR 实训；

2. 建立了基于 Unity 3D 的 HXD1C 电力机车无火回送作业场景模型，对作业对

象及操作流程进行了仿真设计，高度还原了现场工况，具有较强的仿真性能；

3. 建立了基于 HTC Vive 的沉浸式人机交互功能模块，用户通过对 HTC Vive

设备的手柄和头盔的简单操作，即可在虚拟场景中进行模拟训练，实现在虚拟现实场

景中的沉浸式交互体验。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HXD1C 电力机车无火回送故障处置 VR 实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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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沉浸式 VR 作业场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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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卡车底盘的柴油动力野外宿营车设计

作者：闫相雨  指导教师：郑国君，靳春宁，李宝军

大连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野外宿营车是为了满足野外工作人员的住宿等基本生活保障车，本设计针对该类

人员的保障需求与野外作业环境，参考国标（QC/T776-2007），基于某卡车底盘

开发柴油动力的宿营车，其车厢包含隔热层，车厢内部应该装有座椅、睡具、储藏、

卫生间和必要的照明设施，所设计车型需满足 8 人在野外长期工作的住宿条件。设计

需要利用三维造型软件 NX10.0 和有限元分析软件 Altair HyperWorks 13.0 实现对

车厢内部总布置设计、车厢外造型设计、骨架结构设计以及车厢骨架的静力学分析。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汽车设计理论

针对目标设计车型，根据所学汽车设计理论，确定基本参数与主要结构并进行深

入了解，以确保后期设计准确性，在满足国家相应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控制宿营

车的成本，并使车厢外造形美观，拓宽市场需求。根据国家标准 GB/T 22551-2008

中对旅居车的居住要求对车厢内部进行布置。进行草图绘制和布置设计，并进行人机

工程学的校核。然后根据实用性、美观性设计、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进行造型设计，

最后对宿营车的承载方式以及结构形式进行确定，根据总布置方式进行骨架设计。

2. 结构仿真分析

车身骨架模型建立后的车身结构静动态分析与仿真模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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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于分析骨架性能的分布规律以及基于此规律和后续实验结果进行的骨架拓扑重建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工程实际流程包括：结构静力学

分析、模态分析、碰撞分析等。

三、主要设计过程

1. 基本结构与主要参数的设计

经过分析与设计，确定底盘及参数如下：

参数 尺寸

总长 11000mm

总宽 2500mm

总高 3800mm

整车整备质量 21544kg

总质量 21000kg

接近角 15°

离去角 10°

轴距 5000+1200mm

轮距 2000mm

2. 车厢内部总布置

根据参数进行内部总布置设计，包括主卧室、次卧室、卫生间及会议室等布置设计，

并进行人机工程校核。建模工具及校核均采用 NX10.0，部分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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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厢造型设计

先根据前期的布置方式以及初步确定好的外形尺寸，勾勒出车厢主题轮廓曲线，

然后通过曲面拉伸的方法初步确定车厢的总体造型。然后拉伸出车厢实体模型。之后

对车厢的前部，顶部、侧围进行设计，最后对车厢的门窗进行选择和位置的选定。在

设计过程中由于设计整车比较耗时耗力，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只设计车厢的一半，之后

利用镜像功能对其进行 YZ 平面的对称即可得到整个车厢的外部造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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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车厢骨架结构设计

根据前面确定的总布置方式、和车厢外形的造型设计，为了提高安全强度，所以

本次骨架设计的材料选用矩形钢，车厢骨架结构如图 :

5. 骨架力学性能分析

采用 HyperMesh13.0 软件导入三维模型生成仿真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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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仿真结果如下：

6. 成本核算

所设计部分的成本简单核算如下：

部分 价格（元）

卧室 3000

会议室 2000

卫生间 2000

骨架 13000

门窗 3700

其它 50000

共计 7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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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次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卡车底盘的柴油动力野外宿营车设计，对车厢的总布置、

车厢的外形设计、车厢的骨架设计和有限元分析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在设计过程中

有很多东西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完成的，使设计结果有很好的工程实践水平和较高

的设计价值。

首先是对车厢总体布置进行设计，在这一部分查阅很多相关资料，然后对车厢内

部进行布置，布置完成之后在对其进行人机工程校核，从而有较好的人机友好程度。

第二步是对车厢的外造型进行设计，这一部分的主要设计依据是车厢的总体布置

得到的相关参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微调，在这一过程中是使用 NX10.0 完

成的设计，应用这一软件可使设计过程比较简单，对一些细节部位的处理也比较容易，

最终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外造型。

第三步是对车身骨架的设计，车身骨架的设计依托于总布置和外造型，这一部分

利用 NX10.0 可以很好的实现对梁的建造，在这一部分我们使用不同的梁，使其结构

更加牢固，例如车厢底部是主要承载位置所以我们应用较粗的梁，还有车厢上方安装

部件的位置也对梁的布置进行加密，这样设计比较符合安全要求。

最后是对车厢骨架进行有限元分析，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实现较好的工程模

拟，同时检查所设计的骨架是否符合实际应用水准。并对扭转刚度等进行计算，最终

得到比较满意的仿真结果。

总之，本次毕业设计虽说与工程实际设计与分析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本次毕业

设计也圆满的完成了教学任务，很好的反映了设计者的专业水准，并且从整体上来说

本次设计也有一定价值的设计成果，为设计者之后的设计工作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五、创新点

1. 集成化、数字化设计。借助现代设计软件，把人机工程、结构设计、性能分析

以及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所必须的成本管控进行了一个集成设计，摆脱了之前毕业设计

单一评价指标、单一命题的“算车”模式，实现了一个真正意义的设计与开发；

2. 特种车辆的个性化与人性化设计。充分贯彻人机工程学以及以人为本的结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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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设计，而不单纯的把汽车作为一个机械产品，另外增加了很多新型元素，比如汽车

发电机、空调位置摆放，或者太阳能为辅助电源等等。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设计内容

图 1 人机校核

图 2 结构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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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集成两挡变速双电机电动轮驱动系统设计

作者：周子栋  指导教师：王军年

吉林大学  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纯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的多挡位化、多电机化和电动轮驱动被认为是未来电动汽车

的发展趋势，如多挡位驱动使驱动系统有更宽广的转矩输出范围，同时也可提高电机

的工作效率；多电机驱动可以充分利用电机的高效工作区间，从而提升整车经济性；

而电动轮驱动系统则有底盘结构简化、传动效率高、驱动力分配灵活等优点。目前国

内外研究的电动轮驱动系统多为单电机直接驱动或单一速比的减速驱动，使得整车动

力性和经济性较差。本毕业设计拟突破传统电动轮驱动系统性能表现的局限性，提出

一种具有两挡变速功能、使用双电机驱动的电动轮驱动系统，并对其进行结构设计与

性能仿真。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多挡位驱动可以提升电动汽车的动力性和经济性。

驱动电机的外特性曲线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低转速的恒扭矩段和中高转速的恒

定功率段，理想情况下，电机的输出功率在车辆行驶期间可保持不变，而输出扭矩在超

出临界转速后呈双曲线趋势逐渐减小，电机外特性曲线并不能完全贴合车辆理想转矩特

性，而使用两个挡位将动力分段，可使驱动系统有更宽的转矩覆盖范围，从而符合多种

工况的动力需求，采用多个挡位也可以弥补为提高电机负荷率而降低电机功率所带来的

动力性不足问题；同时，电机的工作效率在不同工作点有很大差别，高效率范围集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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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中低转速且高负荷的工作区间附近，针对不同工况，使用不同挡位，可充分利用电

机的高效率区间，最终实现经济性能的提升。

2. 多电机驱动可以提升电动汽车的经济性。

不同功率的电机高效工作区间有所差别，通常情况下小功率电机的高效区间相较

于大功率电机的高效区间更为集中，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使用多个小功率电机来

代替一个大功率电机，使用其中一个小功率电机调整其他电机的工作点，使得其他电

机工作在高效区间内，最终使总体工作效率得以提升。

3. 行星排的组合可以实现动力耦合与换挡功能。

行星排的基本构件有三个，分别是齿圈、太阳轮和行星轮，其多自由度的特点可

以配合多动力源实现动力耦合的功能；基于行星排的转速方程，当行星排中任一动力

输入构件的转向或转速发生变化，输出构件的转速或转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可

以实现换挡过程。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驱动系统参数匹配

首先进行驱动电机参数匹配，电机种类为永磁同步电机，电机具体参数由匹配车

型的性能要求决定：1）由车辆最高车速、最大爬坡度和百公里加速时间确定电机最

大功率；2）由车辆最高车速确定电机峰值转速。最终确定每个电动轮使用两台峰值

功率为 25kW 的电机。

其次确定变速器速比范围：1）最大转矩比下限受最大爬坡约束；2）最大转矩比

上限受地面附着极限的约束；3）最小转速比受最大车速约束。

2. 挡位方案与动力耦合机构的设计。

本设计使用了一种新式动力耦合机构，这种耦合机构由两级行星排并联组成，一

级行星排的太阳轮和齿圈分别与电机 1、2 相连，行星架与单向离合器相连；二级行

星排的双行星轮行星架和太阳轮分别与一级齿圈和一级太阳轮相连，而齿圈是输出端。

这种机构的特点在于：1）双电机的转向变化配合单向离合器的单向锁止功能，可以

实现多种挡位的切换；2）当单向离合器锁止时两行星排之间形成了循环力矩，这种

力矩与两电机的转矩叠加后再从齿圈输出，可实现更大的输出转矩。

3. 整体结构布置方案的设计。



484 485

卓工联盟
MECHANICAL EDUCATION UN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考虑到匹配车型为两后轮独立驱动的中级轿车，同时考虑到该机构会占用轮辋的

大部分空间，因此选用了多连杆式非独立悬架实现电动轮和车身的连接。考虑到尺寸

约束和拆装维修的便利性，电动轮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以电动轮的悬置系统为界，

分为减速器总成和变速器总成，两总成可以实现单独的拆装。减速器总成包含最后一

级行星排，而变速器总成被拆分为两级行星排和两个电机，这样的模块化设计可以保

证各总成拆装的便利性。

4. 零件的加工工艺分析与装配工艺分析。

选择变速器中的太阳轮轴为典型零件进行工艺性分析。首先分析轴的结构和各个

轴段的尺寸精度，确定各个轴段需要的加工方式和加工精度，汇总各个加工表面，确

定最终工序有车削、铣削、磨削、钻等工序。其次确定生产类型，根据整车厂的生产

能力等确定太阳轮轴为大量生产的生产方式。最后，拟定了工艺路线，共设置 19 步

工序，选择了 9 种工艺装备进行加工。

由于电动轮系统的复杂性，本设计对其装配工艺进行了重点分析，将系统划分为

总成 - 分总成 - 部件 - 零件，将所有零件和总成按照层级一一排布，并为每个总成设

置基准件，其余零件或分总成按照规定的顺序进行装配，保证装配过程无任何干涉情况。

5. 整车动力性和经济性仿真及对比。

整车动力学仿真有两个目的：1）验证装载此电动轮系统的电动汽车能达到预先

设定的性能指标；2）证明多挡驱动相较于单级减速驱动更加节能。

使用 AVL Cruise 软件搭建了整车动力学模型，经过仿真计算，得到该整车模型

最高车速为 180km/h，百公里加速时间为 5.14s，百公里电耗为 14.29kWh，符合

最初整车性能指标的要求。

在本模型的基础上，将变速器模型取消，重新调整主减速器模型，将该整车模型

变为单级减速电动轮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相同的 NEDC 百公里电耗仿真，结果发现，

该模型百公里电耗为 14.93kWh，结果对比来看，两挡变速相较于单级减速在经济性

能上能够提升 4.48%。

四、结论

通过对该电动轮系统的设计计算和仿真分析，得到了一种高集成两挡双电机电动

轮系统。此电动轮可以适配一种两后轮独立驱动的中级轿车，设置了两个前进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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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够实现倒车和空挡滑行的功能，且通过动力耦合机构，能够在低挡位下输出较大

的驱动力，以满足更高的起步加速度，通过合理控制双电机工作模式，能完成无冲击

的换挡过程。设计过程涵盖了对于该系统研究意义的讨论、完成了具体方案的设计分

析，同时对结构的布置方式和整体结构进行了设计，针对重要的典型零件进行了详细

的计算和加工工艺的设计，对典型零件的制造成本进行了定量计算，给出了降低生产

成本的普适性方案，最后，建立了车辆纵向动力学仿真模型，使用不同工况验证了性

能指标，并将具有两挡变速功能的电动轮系统和仅有单级减速的电动轮系统进行比较，

证明了多挡驱动电动轮相对单级减速电动轮系统更节能。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新型动力耦合机构，实现了电动两挡变速驱动功能，可以改善轮毂

电机分布式驱动电动汽车行驶经济性和动力性。

2. 提出了一种新型换挡方案，利用了单向离合器的单向锁止性质和行星排的转速

方程，配合双电机的转向变化，实现了无需额外能量的无冲击换挡过程。

3. 总成采用模块化设计，将系统分为若干小总成，对每个总成中各零件的装配工

艺进行优化设计，总结出一套详尽的装配方案，使得该系统拆装维修方便快捷、互换

性强。

4. 创立了一种成本计算数学模型，对典型零件进行了成本分析，提供了工厂降低

生产成本的普适性方案。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三维总装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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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二维总装剖视图





            

能源与动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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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处理的活塞表面缺陷辨识方法研究

作者：徐宁  指导教师：左哲，苏同翠

北京理工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一、设计目的

缺陷检测是工业生产中控制产品质量的重要环节，传统的缺陷检测基本都由工人

肉眼观察完成。人工检测通常成本较高，且检测效率低，工人易受环境影响。随着生

产任务逐渐繁重，用户对产品质量要求更加严格，人工检测已无法完全满足当下的生

产要求。本设计拟突破传统的检测方法，结合“工业 4.0”与“中国制造 2025”的背景，

提出一种基于图像处理和深度学习的检测算法，可移植在计算机上实现活塞表面缺陷

的自动化检测，有效提高检测效率与生产效率，有助于活塞企业建设“智能工厂”。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活塞缺陷检测

活塞在铸造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表面缺陷，常见的活塞缺陷有缩松、气

孔、划痕等，缺陷的产生会对活塞的质量和性能造成严重的影响。本研究设计了一套

缺陷检测算法，通过计算机对活塞表面图像的处理、分析与识别，完成图像有无缺陷

的判断以及对缺陷的定位及分类工作。

2. 图像预处理

图像分析问题中，图像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最终结果的精确度，因此有必要在

图像分析前对图像进行预处理来改善图像质量。其主要目标是消除图像中的无关信息，

突出有用的真实信息与背景信息的对比度，增加有用信息的可检测性，从而提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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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像素分割、目标识别、目标分类等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常用的图像预处理方法

有灰度变换、直方图均衡化、图像平滑、图像锐化等。

3. 缺陷识别与分类

对活塞的表面缺陷检测是一个多目标多尺度的任务，其难点在于各类缺陷的特征

通常相差较大，可能有不同的外观、大小、形状。另外在成像过程中可能会受光照干

扰或者出现噪声，并且缺陷可能出现在图像的任何位置。本设计采用深度学习中目标

检测模型来实现缺陷检测。模型首先会提取出图像中最可能包含缺陷的候选区域，然

后计算该区域属于不同类型缺陷的概率，选取其中最大值作为最终的缺陷分类结果。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系统构成与工作过程

系统主要由图像采集模块、图像处理模块、图像分析模块、执行机构四个部分组成。

检测的流程分为以下 4 个步骤：第一步，系统通过工业相机以及合适的背景光源获取

清晰的活塞表面图像。第二步，对得到的图像进行图像去噪，图像增强等操作，提升

图像质量。第三步，判断当前图像是否存在缺陷，如果有缺陷则完成对缺陷的定位及

分类工作。第四步，由计算机对缺陷活塞进行报警提示或者控制执行机构完成对活塞

的分拣工作。

2. 图像预处理

活塞的表面缺陷常常比较细微，颜色也与背景对比不够明显，针对这种问题，本

研究采用灰度直方图均衡化来达到突出对比度的效果。

图像的灰度直方图反映的是图像中灰度分布规律，描述了不同的灰度级具有的像

元个数。直方图均衡化目的是为了使灰度直方图覆盖几乎整个灰度值范围且分布近似

均匀，这种情况下图像具有更大的灰度动态范围和更高的对比度，同时图像的细节更

丰富，更利于后续检测。

此外，由于图像在工业现场的获取、传输以及信号转换等过程中，都处在光照、

电磁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因此很可能被不同程度的噪声干扰，噪声源包括电子噪声、

光子噪声等。本研究采用中值滤波对图像进行平滑去噪处理，消除噪声可能带来的影

响。

3. Mask RCNN 检测模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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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Keras 深度学习库搭建 Mask RCNN 网络模型，其检测流程大致为以下 4

个步骤：第一步，模型从原始图像中提取出特征图。第二步，区域生成网络为特征图

上每个点生成一系列矩形检测框，并判断每个框是否包含缺陷，再对包含缺陷的框进

行定位修正获得位置更加精确的候选区域。第三步，RoI Align 层综合前两个步骤的

结果提取出候选区域的特征图。第四步，利用候选区域的特征图计算该区域缺陷的类

别，同时再次进行定位修正生成检测框最终的精确位置。

4. 检测模型优化

本研究采用以下两个方法针对活塞缺陷检测问题进行优化：

1）检测框大小调整：检测框能否较好的适配所有缺陷的尺寸对检测效果也有着

影响，合适的检测框大小可以减少模型的收敛时间，提升生成框的准确性。本研究通

过使用 K-means 聚类算法对样本的的缺陷尺寸进行聚类，得到最能匹配缺陷大小的

检测框尺度。

2）数据增强：数据增强是用来解决训练数据较少的问题，当数据量不够时，模

型会无法得到充分的训练，使得模型性能下降。本研究采用图像翻转、图像剪裁、图

像旋转、图像亮度调整方式对数据进行扩充。

5. 模型测试与应用方案

选用 50 张有缺陷图片与 50 张无缺陷图片对模型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模型对

图像是否包含缺陷的分类正确率为 93%，其中有 3 张被误检为有缺陷，4 张被误检为

无缺陷。

在企业应用中，该系统可以搭配人工检测使用。系统为企业排除大部分的缺陷活

塞，对于无缺陷的活塞使用人工复检。且在运行过程中系统可以提供人机界面，供工

人实时查看当前活塞检测状况与缺陷位置。

四、结论

1. 采用直方图均衡化可以有效解决活塞的表面缺陷比较细微以及缺陷与背景对比

不够明显的问题，在使用直方图均衡化后，图像效果得到了明显改善，活塞缺陷部分

更加清晰，与背景的对比度也得到提高。采用中值滤波对活塞图像中包含的噪声进行

平滑消噪处理，对缺陷部分模糊化程度较小，同时噪声能被有效地被去除，图像处理

的运算时间也较少，并且边缘细节保护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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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数据增强扩展数据集后，模型得到了更充分的训练，模型的鲁棒性及泛化

能力得到了提高。采用聚类算法调整检测框尺度，选用高宽比为 1：1、1：2 的两种

检测框，可以减少收敛时间，提高检测精确度。

3. 在 100 张图片的测试中，模型的分类正确率为 93%。模型误检原因主要有两种，

一是有些活塞发生缺陷的程度较低，以致于表面变化特别小。二是在环槽附近容易光

照不均匀，使图像产生阴影导致误检。后续可以考虑加入阈值分割方法或者改变背景

光源布置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五、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处理和深度学习的表面缺陷辨识方法，可用来帮助活塞企

业实现流水线自动化检测，提高检测效率，建设智能工厂。

2. 针对活塞缺陷特点确定了适合的图像处理算法，并对 Mask RCNN 检测模型

的参数进行优化设计，提升了识别准确率。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基于图像处理的活塞表面缺陷辨识系统

图 2 活塞表面缺陷图像分析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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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一号主泵水力模型设计
与性能预测（非均匀导叶）

作者：徐维聪  指导教师：高波

江苏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一、设计目的

核主泵作为核反应堆的“心脏”，是核电站核岛内唯一的旋转设备，要求其长期

无故障连续运转，也是核电站中耗能的主要设备。现役的核电站里还没有完全国产化

的核主泵，优秀的核主泵水力模型也较少。本毕业设计按照相似比 1：2.5 设计华龙

一号主泵的水力模型，同时对水力模型全流道流场进行 CFD 分析，预测模型泵水力

性能，并研究模型泵内部流动特性，旨在设计出高效核主泵水力模型或对高效核主泵

水力模型的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水力设计

根据水力设计理论，采用旋转机械设计软件 CFturbo 并结合速度系数法，进行

华龙一号核主泵水力模型的设计。CFturbo 是专业的叶轮、导叶及蜗壳设计软件，该

软件结合了成熟的旋转机械理论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基于设计方程与经验函数来开展

设计。模型泵设计参数为：流量 Q=1560m3/h，扬程 H=16m，转速 n=1480rpm。

并将设计好的径向导叶沿圆周方向非均匀布置，进行优化计算，研究非对称径向导叶

对核主泵水力模型能量性能的影响。 

2. CFD 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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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 是除了理论分析方法与试验测量方法之外的又一种新的技术手段。通过

CFD 方法可以模拟和分析几乎所有涉及流体流动、热交换和分子运动等方面的问题。

CFD 数值计算流程如下图所示：

采用 ICEM 对三维水体进行非结构网格的划分，利用 CFD-PRE 对模型泵进行

边界条件的设定，最后利用 CFX 采用 k-ε 湍流模型对模型泵进行定常数值计算，获

得模型泵内流特性，最后通过数据处理得到水力性能曲线。同时对计算结果进行后处

理来分析模型的内部流场分布规律，得到了其压力、速度矢量以及涡量的分布。

3. 结构设计

模型泵采用单级单吸悬臂式结构，其主要组成部件包含水力部件 ( 叶轮、导叶、

球壳 )、支撑部件（轴、轴承、悬架体）和密封部件（机械密封）。按照泵的零部件

强度计算公式，对泵轴强度进行计算，确定其最小轴径；然后再进行叶轮、泵体等的

强度计算，确定壁厚要求；最后校验键、联轴器等零件强度。根据水力图和强度的要

求进行结构设计，绘制出叶轮、导叶、壳体等零件图并完善装配图。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叶轮水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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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一号核主泵叶轮采用混流式叶轮，混流泵的性能介于离心泵和轴流泵之间，

混流泵叶轮的设计可按照离心泵叶轮的设计方法（流线法），也可采用轴流泵叶轮的

设计方法（叶栅法）。本设计选用离心泵叶轮的设计方法，采用三元理论，利用旋转

机械 CFturbo 软件进行叶轮水力模型的设计。

利用速度系数法计算叶轮轴面投影图的主要尺寸，运用 CFturbo 软件设计出了

叶轮的轴面投影图并检查过流面积；在确定叶片的进出口安放角以及包角后，得到叶

片工作面的形状；再按照一定的加厚规律对叶片进行加厚从而生成叶片实体。

2. 径向导叶设计

径向导叶是流体从叶轮流出进入球形壳体之前必经的过流与能量转换部件，其自

身水力损失亦会影响上下游流动。导叶进口部分设计以叶轮结构形式及内部流场特性

为出发点，重点考虑导叶与叶轮的匹配特性；导叶出口部分设计以流体在壳体内形成

的流动结构为依据，重点考虑导叶与壳体的匹配特性。

本设计采用非对称导叶设计，目的是为了改善导叶与球形壳体的水力匹配性能，

提高泵的效率及运行稳定性，还改善了球形壳体出口隔舌处的冲击流动。确定正对球

形壳体出口处的导叶为第一片导叶，第一片导叶的出口所在半径与球形壳体中线所成

的最佳安放角为 0-16°，根据导叶数确定第一片导叶的最佳安放角为 15.69°，每

两度的逐渐增加。

3. 球壳设计

蜗壳的作用是收集从叶轮、导叶中流出的液体并输送到排出口，降低液流速度，

将流体的动能转换为压力能，消除从叶轮、导叶中流出的液体的旋转运动，以避免由

此造成的水力损失。叶片泵的蜗壳通常分为变截面蜗壳和等截面蜗壳两种形式，变截

面蜗壳主要考虑的是效率，安全系数方面则考虑较少；而等截面蜗壳的效率比同等情

况下的变截面蜗壳效率要低，但安全系数高很多。等截面的球形壳体具有最好的承压

能力，而核主泵的流动介质是高温高压液体，泵壳作为主系统的承压边界，不仅要承

受很高的工作压力，还要承受事故工况下由接管传递的各种载荷，为核一级安全部件，

出于安全性要求考虑，因此采用耐压强度高的球形泵壳。

4. CFD 流场分析

针对模型泵内部流动，通过 CFD 技术的实施，能够获得泵内的基本流动物理量（速

度、压力等）在过流通道中各个空间位置上的分布情况及这些物理量随时间变化的情

况等。通过分析泵内速度矢量云图、压力云图、涡量图、三维流线图来全面分析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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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核主泵的水力性能特征，并对设计的模型进行性能验证。

四、结论

1. 通过 CFD 分析，综合采用能量损失理论分析、数值模拟计算对不同水力模型

的水力性能以及内部三维流场进行研究，揭示了混流式核主泵水力模型的内部流动特

性，以及叶轮、导叶对其水力性能的影响。

2. 叶轮的工作面上有高涡量区，随着流量的减小，叶轮工作面上的高涡量区逐渐

减少。而附着在导叶尾缘的高涡量区从叶片尾缘脱落，形成脱落涡进入球形壳体，发

现了典型的射流尾迹结构。

3. 在球形壳体出口管的右侧的漩涡结构比左侧更为复杂，从导叶出口流出的流体

冲击到球形壳体的右侧壁面造成流动分离，且漩涡在右侧堆积，尤其在小流量工况下

更加明显。

4. 相比于对称布置导叶，采用非对称导叶时壳体出口漩涡范围较小，速度矢量分

布较均匀，说明非对称导叶结构能够很好的把流体输送到球形壳体的出口处，改善了

球形壳体的内部流动，减小内部水力损失，提高模型泵的水力效率。

五、创新点

1. 根据经典叶片泵水力设计理论，采用旋转机械三维设计软件 CFturbo 并结合

速度系数法进行叶轮和导叶的水力设计，采用 CFD 技术进行模型泵数值模拟计算和

水力性能验证；

2. 根据导叶设计理论和经验公式，并结合水力部件的水力特性匹配关系来综合考

虑导叶的尺寸选取和结构的设计，研究导叶与叶轮、壳体及其匹配关系对混流式核主

泵水力性能以及内流特性影响；

3. 为了改善导叶与球形壳体的水力匹配性能，采用非对称布置导叶设计，分析和

对比对称导叶与非对称导叶模型泵内流特性及外特性曲线，研究导叶叶片布置对模型

泵的影响，从而提高了设计模型泵的效率及运行稳定性。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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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匀导叶                                                 非均匀导叶 
图 1 均匀与非均匀导叶下泵内三维流线分布对比

图 2 模型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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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轮毂涵道陆空无人车辆设计

作者：王子琛  指导教师：魏巍

北京理工大学  装甲车辆工程

一、设计目的

现有的微 / 小型陆空车辆构型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飞行装置折叠后导致陆地行

驶通过性降低、采用模块化设计导致无法快速切换模式、过于侧重飞行模式导致陆地

行驶效率低下。本设计旨在解决现有构型的上述问题，并且为大型陆空车辆提供一定

的设计思路。

现有微 / 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存在易受气流扰动、不适宜在复杂流场环境中飞行、

续航时间短、噪音较大的问题，导致其不适宜执行狭小室内飞行任务与长时间值守任

务。现有微 / 小型无人车受到体积与功率的限制，通过性较差，不适宜在障碍物过于

复杂的环境下行进，不适宜做长距离快速机动。本设计旨在使二者优势互补，解决现

有缺陷，适应不同任务的需求。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采用四旋翼作为飞行模式构型

四旋翼飞行器机身小、动力足、结构紧凑且简单，极适宜作为微型陆空车辆的飞

行构型。并且 X 型四旋翼的电机布置方式与一分布式驱动的小型无人车极为相似，便

于飞行模式构型与陆地行驶模式构型的结合。因此在本设计中飞行模式采用了四旋翼

构型，在外形上与一将四个开放式螺旋桨替换为小型涵道的微型四旋翼无人机相同。

2. 采用可偏转的涵道作为陆地行驶与飞行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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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已有的涵道风扇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出涵道动力总成，供飞行与陆地行

驶时使用。在飞行模式下，涵道动力总成偏转至轴线竖直状态，共轴电机中的飞行用

无刷电机带动螺旋桨旋转，提供飞行时的升力。飞行方式与一四旋翼无人机相同。在

陆地行驶模式下，涵道动力总成偏转至轴线呈水平状态，共轴电机中的陆地行驶用无

刷电机带动涵道外圈旋转，提供陆地行驶时所需的牵引力。陆地行驶方式与一采用轮

毂电机的分布式驱动无人车相同。

3. 采用共轴电机作为陆地行驶与飞行的发动机

在涵道动力总成中，共轴电机为驱动螺旋桨和涵道外圈的发动机。其由飞行用无

刷电机、定子、陆地行驶用无刷电机三部分构成。飞行用无刷电机为内转子电子，通

过轴与螺旋桨相连，提供飞行时的动力。陆地行驶用无刷电机为外转子电机，通过外

壳与涵道外圈相连，提供陆地行驶时的动力。两个电机相互独立，互不干扰。

4. 采用折叠机构控制涵道动力总成的偏转

每个涵道动力总成均通过折叠机构与机体相连。折叠机构由舵机驱动。折叠机构

可以控制涵道动力总成的姿态，使其偏转以满足不同模式下的需求。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总体布局设计

提出微型轮毂涵道陆空无人车辆的布局方案，在飞行模式下采用四旋翼布局，在

陆地行驶模式下采用四轮分布式驱动布局。然后在 SolidWorks 中对涵道动力总成、

折叠机构、起落架等进行了三维建模，并且对整机进行了装配，以保证各个零部件设

计的合理性。在整机装配体中规定各个零部件的材料，进行总重的预估，为进一步的

动力匹配提供依据。

2. 数学建模与动力匹配

根据目前市面上已有同等量级四旋翼飞行器的性能指标，提出该设计的飞行指标。

先对其飞行原理进行解释，然后建立整机飞行状态的动力学模型，建立整机在三个方

向上的加速度以及绕三个轴的角加速度与四个涵道受到升力与扭矩的关系，为飞行控

制器程序的编写提供了依据。在此之后采用动量理论建立涵道风扇拉力以及涵道风扇

所需功率与桨叶作用盘处诱导速度的关系，根据提出的设计指标并留下充足的动力余

量，对涵道风扇所用电机功率进行匹配，为共轴电机中的飞行用无刷电机的制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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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根据目前各国现役的微 / 小型无人车的性能指标，提出该设计的陆地行驶设计指

标，并且进行了陆地行驶动力系统匹配，为共轴电机中的陆地行驶用无刷电机的制造

提供了依据。

3. 强度与刚度的校核

对飞行模式与陆地行驶模式下的该微型陆空车辆进行受力分析，飞行模式下折

叠机构为关键承力部件，陆地行驶模式下折叠机构与涵道外圈为关键承力部件。采用

SolidWorks 中的 Simulation 插件对关键承力部件进行有限元分析，从而保证其最大

应力不超过所采用材料的极限应力，最大形变在可接受范围内、不影响整机的正常工

作。

4. 样机的试制与试飞

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对自行设计的零部件进行制造，其他零部件根据设计选择合

适的型号，然后进行部分功能样机的试制。在室内进行了有系留的试飞，验证了该构

型飞行模式的合理性。为进一步设计与改进打下基础。

四、结论

1. 相比现有的微 / 小型陆空车辆构型，该设计折叠后结构紧凑，陆地行驶通过性

未受到折叠后的飞行动力系统的影响。陆地行驶时采用车轮提供牵引力，与采用风扇

提供推力前进的构型相比，效率高、噪音低。该设计飞行模式与陆地行走模式之间切

换便利，可以在大部分环境下快速自行完成切换，灵活多变，满足执行复杂任务的需求。

2. 本设计综合了微 / 小型多旋翼无人机与微 / 小型无人车辆的优点，弥补了其各

自的缺点。飞行模式下可以在开阔地进行长距离快速机动，不受复杂地形的影响；陆

地行驶模式下可以在狭小的室内静默行驶，并且长期值守，避免了室内流场复杂对小

型飞行器的干扰。

五、创新点

1. 将倾转后的涵道外圈作为车轮

本设计飞行模式采用涵道风扇作为动力源，陆地行驶模式采用倾转后涵道的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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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车轮。在结构上将二者很好的结合，使整机结构紧凑，极大地降低了消极质量。

相比其他构型，拥有更好的飞行性能和陆地行驶性能。

2. 采用共轴电机作为动力源

本设计采用共轴电机作为动力源，使飞行模式和陆地行驶模式的动力系统相互独

立，可以更好地满足陆域和空域对动力系统的不同需求。因为涵道动力总成中采用了

共轴电机作为发动机，使机体中无需为发动机的布置预留空间，便于布置传感器等任

务载荷。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微型轮毂涵道陆空无人车辆装配体渲染图（左图陆地行驶模式、右图飞行模式）

图 2 涵道动力总成剖面图 其中各部分为：①螺旋桨，②涵道外圈，③陆地行驶用无刷电机，④飞行用无
刷电机，⑤定子，⑥橡胶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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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组装好的部分功能样机

图 4 试飞中的部分功能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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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驱动的无人陆基平台机电系统架构设计方法
与实现

作者：吴绶玄  指导教师：王国新

北京理工大学  工业工程

一、设计目的

无人陆基平台是一种涉及多领域、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杂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

存在紧密关联和耦合关系，需要多种研发软件集成开展设计和验证工作，基于模型的

系统工程（MBSE，Model-base System Engineering）为这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

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本毕业设计拟提出一种基于 MBSE 的无人陆基平台机电系统

架构设计方法，试图解决系统架构建模、异构数据集成的问题，实现模型驱动的系统

建模与仿真验证的一体化。

二、基本原理及方法

1. 系统架构建模方法

系统架构就是对系统中的实体以及实体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抽象描述。需求 -

功能 - 逻辑 - 物理（RFLP）是对系统架构进行描述的经典模型。本项目拟采用

GOPPRR（图、对象、关系、角色、点、属性）方法对 RFLP 进行计算机表达，结

合 EAST-ADL 规范和 BPMN2.0 规范对机电领域模型和过程模型进行建模，实现对

无人陆基平台机电系统架构模型的综合表达。

2. 异构数据服务化方法

系统建模是系统架构设计的基础，模型验证是系统架构设计准确与否的保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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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验证需要综合多种仿真验证软件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一般是异构的，给综合集成带

来了难度。OSLC（Open Services for Lifecycle Collaboration，生命周期开发服

务规范）是对异构数据进行集成和管理的标准规范，通过对异构数据服务化实现异构

数据的统一表征。本项目通过 OSLC 规范，针对无人陆基平台机电系统仿真验证所

需的软件工具，开发支持数据服务化的 OSLC 数据访问适配器，以数据访问适配器

作为访问各类仿真验证软件的数据接口，实现对异构数据的各类操作。

3. 数字总线平台构建

基于 Camunda 流程引擎，实现对系统架构建模过程的转换，形成 XML 文件形

式的流程模型，自动生成无人陆基平台机电系统设计数字总线平台。通过 Java 编译

器将相关的仿真验证工具生成的 OSLC 服务与数字总线平台进行关联，实现协同设

计流程各类设计数据的追溯和基于统一数据的综合验证与决策。

三、主要设计过程或试验过程

1. 多架构建模方法

基于 GOPPRR 元元模型建模方法，通过图、对象、关系、角色、点、属性六个

元元模型，在 MetaGraph 建模软件中构建了无人陆基平台机电系统多架构元模型库，

实现系统在流程级和系统级的两个视角的描述。流程级模型库基于 BPMN2.0 规范构

建；系统级模型库基于 EAST-ADL 规范构建。通过系统级别、车辆级别、分析级别、

设计级别和实施级别 5 个不同抽象层级的系统模型，实现无人陆基平台机电系统需求、

约束和设计解决方案的构建。建立的元模型库包含 12 个图元模型、163 个对象元模型、

30 个关系元模型、17 个点元模型、78 个角色元模型、166 个属性元模型。通过编

写特定的代码生成脚本，将流程图模型、拓展的机械模型和 Simulink 模型分别生成

XML 文件、SCR 脚本文件和 m 文件，支持数字总线平台和 CAD 模型和 Simulink

模型的自动生成。

2. 异构数据服务化方法

基于 OSLC 规范，根据异构数据的数据类型和活动类型定义 OSLC 核心模块

（如服务提供方目录、服务提供方、服务和 OSLC 资源），依此构建 OSLC 服务适

配器。每个服务适配器为单独的 Maven 工程项目，项目框架由服务适配器开发工具

DataLinks 生成，主要由三个模块组成： Resolver 模块用于定义数据资源相关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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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代码的接口和实现类；Templates 模块通过定义可视化模板实现数据资源的前端可

视化；Controller 模块实现具体的数据资源的 OSLC 服务的生成过程，包括生成资

源的 URI 和 RDF 格式文件，以及调用 Resolver 模块的解析代码接口。此外，还定

义了前端访问入口和调用 Templates 模块的可视化模板配置。最终实现异构数据的

OSLC 服务生成和表征。

3. 数字总线平台构建

基于 Camunda 流程引擎的服务器部署转换后的 XML 流程模型文件，自动生成

无人陆基平台机电系统设计数字总线平台。在流程模型中，将对应技术资源的表单页

填写至对应设计任务的表单值属性，基于 Java 编译器在表单页的 HTML 文件中一一

关联相关的技术资源生成的 OSLC 服务，进而实现数字总线平台对设计资源的追溯

以及流程中基于技术资源的自动决策。

4. 案例研究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系统设计方法的可行性和效能，通过无人载具的电动车窗设

计案例，从电动车窗的需求分析、术语定义、架构设计和物理原型设计等生命周期环

节的进行了系统架构的模型化设计。案例基于归纳法的思想，通过代码生成验证了所

构建模型的有效性，此外，通过数字总线平台自动进行设计资源追溯以及车窗位置最

大移动距离的需求指标和仿真结果的符合性验证决策验证了所构建数字总线平台和

OSLC 服务功能的有效性。

四、结论

1. 采用 MetaGraph 多架构建模工具，基于 GOPPRR 方法建立了无人陆基平

台机电系统的多架构特定域模型库，通过映射规则实现架构模型向设计资源的转换。

案例验证结果表明，基于该模型库能够实现不同架构视角下系统架构模型的统一表征，

以及 CAD、Simulink 模型等设计和仿真验证自由的生成和自动转换。

2. 基 于 OSLC 规 范 的 异 构 数 据 服 务 化 方 法。 通 过 服 务 适 配 器 开 发 工 具

DataLinks 开发 OSLC 服务适配器，实现异构数据的统一表征、集成与互操作。目

前支持 Excel、MySQL、CAD、Simulink、OWL 等不同数据格式的异构数据服务化、

网端可视化以及调用生成的 OSLC 服务实现自动决策等功能。

3. 构建了数字总线平台，支持不同设计人员的协同设计和流程管理。通过调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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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计任务的 OSLC 服务集支持对设计资源的追溯以及流程中基于技术资源的自动

决策。

五、创新点

1. 提出一种模型驱动的无人陆基平台机电系统架构设计方法，该方法通过

GOPPRR 方法构建通用模型库，以提高复杂系统架构设计过程中模型的重用性；通

过代码生成和其他映射规则实现统一建模语言下，多架构模型库中的架构模型向仿真

验证工具的生成与转化。

2. 提出基于 OSLC 的异构数据集成方法。该方法基于 OSLC 规范开发服务适配

器，对异构数据进行集成、整合和互操作，实现协同设计过程中对于异构数据的追溯

以及基于集成数据的自动决策。

六、设计图或作品实物图片

图 1 数字总线平台追溯设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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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总线平台实现自动决策

图 3 毕业设计作品视频
（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D4y1D7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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