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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零件的几何特征，将难以加工的部分分割成几个简单的组件，为保证各组件的相互位置关系，采用单边

分中法确定加工定位基准点、定位面和定位标记，完成加工定位结构的设计。 在设计好拼装结构后，即可生成数控
程序分别进行加工，并拼装成形。 以人耳廓支架的制造为例，验证了复杂零件分块制造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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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机床在加工具有复杂内腔的零件时受到限
制，一些死角加工不到，从而影响其最终成形。 如果
采用特殊的加工电极，通过电脉冲来完成死角部位
的加工，将增加成本和工作量；另外，当零件的尺寸
超过机床的工作范围时，其加工同样存在着困难。 本
［１］

再将各部分拼装成整体，便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１

分块制造工艺

１．
１ 分块制造的内涵
分块制造指在零件加工之前，根据其结构特征

文引入快速成形的叠加理念 ，提出了针对复杂零件

将其分割成较小或较简单的易于加工的几个部分

的分块制造工艺。 将复杂零件难以加工部位或影响

（称为组件），每一组件分别加工成形，然后，再将各
组件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原形的制造策略。

加工的部位分割成易于加工的几个部分，加工完成后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９－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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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加工对象是难以在数控机床上成形的复杂结构零
件，或超出机床工作范围而不能一次成形的大型零
件。 分块制造中的拼装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装配，
它是将一个零件经分割并分别加工出来的几部分根
据设计拼合在一起形成所需原形或零件。 拼装时，
首先要保证几何形状的相配，其次要求具有足够的
精度和强度，并减小变形。 采用分块制造得到的原
形可以进行样件展示、功能测试，也可以作为进一步
成形的母模或中间模等。

１．
２ 分块制造的技术路线
分块制造工艺流程见图 １。 首先对逆向工程或
［ ２］
结构设计得到的 ＣＡＤ 模型进行分析 ，对妨碍加工
的部分进行分割，得到互相独立的几个组件，对组件
进行工艺规划并完成加工后，将各组件拼装在一起
得到零件。

图１

２

分块制造工艺流程

Ｆｉｇ．
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ＣＡＤ 模型的几何分割
ＣＡＤ 模型的几何分割是分块制造的关键，是其

成形思想的核心。 只有实现了 ＣＡＤ 模型的合理分

割，才能更好地实现分块制造。 几何分割结果的好
坏，直接影响到分块制造工艺的效果。 几何分割应
综合考虑零件的几何形状及可加工性之间的协调，
尽量使分割后的模型能够易于数控加工，减少加工
时间，提高加工质量，并且易于拼装及后处理。

２．
１ 几何分割原理及定位点的选择
几何分割的基本原理就是根据 ＣＡＤ 模型的几
何特征，将数控机床难以加工的零件分割成几个简

单的组件，即用分割平面将一个 ＣＡＤ 模型分割成若

２５７

干部分，每部分重新构成一个 ＣＡＤ 模型，分割平面
及区域由 ＣＡＤ 模型的几何信息及潜在的加工方式
来确定。 由于零件的复杂性，对于其 ＣＡＤ 模型的几
何分割，采用软件自动实现比较困难，故采用人机交
互方式，仍以透射光线照射 ＣＡＤ 模型，找出内腔的
最大截面，结合现有的 ＣＡＤ 软件来实现。 在进行分
割和拼装设计时，确定各组件的相互位置关系需要
一些定位点。 选择合理的定位点，不仅能方便快速
地进行拼装，而且可保证定位的精度。 在分块制造
工艺中，采用单边分中原理来选择定位点，但不用分
中，只在坯料左下角选定一个坐标点，原则上只要工
件的 Ｘ 轴和 Ｙ 轴不超出坯料尺寸即可。
２．
２ 定位结构设计
在分块制造工艺中，定位结构包括两方面的含
义：第一，因为组件在加工过程中，需要进行正反两
面的加工，因此，正面加工完成后，翻转加工反面时
存在着定位问题，需要设计定位结构，在此将其定义
为加工定位结构；第二，组件在拼装时需要一个基
准，这个拼装基准需要在几何分割时设计出来，与组
件同时加工，因此，在进行几何分割时也要设计定位
结构，在此将其定义为拼装定位结构。 合理设计定
位结构，有利于加工过程的操作，简化加工工艺；同
时，可缩短拼装及工艺准备时间，较好地解决拼装过
程中的随机性、继承性、保留性问题，提高生产率。
２．
２．
１ 加工定位结构的设计 分块制造工艺中组
件的加工可以正反两面进行，加工定位结构主要是
为了保证翻转固定后，组件在整个坐标系中的位置
关系不变。 因为组件的正面在切削完成后处于坯料
的内部，在其上设计加工定位结构不利于反面的定
位操作，因此要在组件的外围设计一个外框，作为辅
助定位结构。 加工定位结构包括三部分的内容：加
工定位基准点、定位面和定位标记。 首先，在加工坯
料的左下角确定一个加工定位基准点；其次将坯料
外框的外壁作为定位面，以保证工件翻转后水平方
向的定位，工件已加工的朝上的表面也是定位面，保
证工件在垂直方向的定位；最后，为保证工件翻转后
的摆放位置不出错，将外框的一个垂直方向的棱边
倒圆，作为定位标记，如图 ２ 所示。 定位基面的设计
要与加工定位面相匹配。 对于分块制造工艺来说，
［ ３］
反面加工的主要技术难题是定位问题 。 在一块
大小与坯料相当的薄板上 （ 薄板固定在工作台面
上）加工一个与正面外框轮廓大小相等、形状相同
的方形槽，将坯料翻转 １８０°嵌入薄板上的方形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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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保证坯料上的定位基准和薄板上的定位基准
对齐。 图 ３ 为已装配好待加工零件的反面示意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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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块制造实例
分块制造的优点在于制造速度快、周期短及精

度高，可以完成任意复杂零件和大型零件的制造。
现以耳廓支架的制造为例，进一步说明分块制造过
程。 由于耳廓支架形状复杂

［ ４－
５］

，加工时必须采用分

块制造，图 ５ 所示为健侧耳廓的石膏模型。 对石膏
模型进行激光扫描、三维重建后，得到其 ＣＡＤ 模型。
图 ６ 所示为按本文所述方法将耳廓支架分割成 ４ 个
图２

定位面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ｋｅｔｃｈ

组件。 在分割过程中考虑了制造工艺，并对其进行
规划，其目的一是最优加工方向的确定。 由于分块
制造过程中，需要进行几何分割、分别加工和拼装成
形，因此，必须考虑分块的层数，它直接关系到加工
时间。 采用不同的加工方向，直接影响到对零件的
分割。 二是是否采用多个组件同时加工的策略。 为
了减少定位次数，在组件形状和毛坯尺寸容许的范
围内，可以考虑一次定位，同时加工多个组件的加工

图３

已装配好待加工零件的反面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ｓｋｅｔｃｈ

２．
２．
２ 拼装定位结构的设计

为保证拼装精度，必

须设计拼装定位结构。 拼装定位结构的设计需要在
ＣＡＤ 模型的几何分割时完成，同组件一起加工出
来。 在此，将各组件的接合面定义为拼装面。 拼装
面确定后，还要设计具体的定位结构，以限制组件拼

策略。 图 ７ 为拼装后的耳廓支架。 原形的拼装就是
将分割并完成加工的组件粘接形成完整的原形。 拼
装时，要确定拼装组件的几何特征，对拼接面的结构
形式和尺寸做到心中有数；了解拼装面的位置特征、
拼装联系特征等，粘接时要保证拼接面和定位结构
对齐，同时，粘接剂不能太厚。 粘接后保持一段时间
以增加原形的牢度。

装时各个方向的自由度。 因此，拼装定位结构的设
计实质上包含了拼装面的设计和拼装定位结构的设
计两部分。 从分块制造工艺角度考虑，分割最好在
零件内腔的最大截面处，因此，拼装面设计在零件内
腔的最大截面处（或较大截面处） 是较为理想的；为
便于拼装时的找正，同时也是为了检验拼装效果，组
件在拼装面上的轮廓形状最好一致。 拼装定位结构
要保证拼装零件的 Ｘ、Ｙ 方向的定位。 为了有利于
加工和拼装，拼装定位结构应设计在拼装面上，且尽
量利用零件本身结构以方便加工和拼装。

在对 ＣＡＤ 模型进行分割时，若把垂直于 Ｚ 轴的
平面作为分割面，定位就变为 ＸＹ 平面上的位移约

图６

耳廓支架分割后的 ４ 个组件

Ｆｉｇ．
６ Ａｕｒｉｃｌ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 ｓｕｂ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

束问题，再用特定轨迹 Ｆ ＝Ｆ（ ｘ，ｙ） 为母线，沿垂直
于分割面的方向拉伸一定的高度便形成拼装面，图
４ 为几何分割示意图。 分割的组件要进行拼装成
形，拼装时往往采用粘接方式，因此，应在分割后的
组件的 Ｚ 方向上减少一个粘接层或焊接层的厚度，
以保证拼装后零件的尺寸精度。

图５

健侧耳廓的石膏模型

Ｆｉｇ．
５ Ｐｌａｓｔｅｒ ｃａｓｔ ｏｆ ａｕｒｉ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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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２５９

语

复杂零件的制造可以采用分块制造的方法。 首

先分析零件的结构，按照一定的规则对零件的 ＣＡＤ
模型进行分割，分割时重点考虑定位点和定位结构
的设计。 然后对各个组件分别加工，加工后拼装在
一起得到完整的零件。 这种加工方法简化了制造工
图７

拼装后的耳廓支架

Ｆｉｇ．
７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ａｕｒｉｃｌ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

艺，因此，大大提高了成形速度，减少了制造时间，实
现了零件快速制造的目的。 这对于形状复杂的零
件，其优势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１］

边秋梅，张玉斌，郑鸿飞，等．基于数控机床分层快速
成型金属零件的关键技术研究［ Ｊ］．太原师范学院学
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１）：３１－
３３．

［２］

袁锋伟，蒋彦．虚拟数控机床的精确建模与加工仿真
研究［Ｊ］．机械研究与应用，２００８（４）：１２－
１４．

［３］

王军，詹华西．数控机床加工坐标系的自动设定［ Ｊ］．
机械工程师，２００７（１０）：１４８－
１４９．

［４］

李一可，迟放鲁．先天性耳廓畸形及全耳再造术的历

史与发展［ Ｊ］．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 ２００９，９（２）：１２５－

１２７．
［５］

国冬军，潘博，郭万厚，等．
先天性小耳畸形数字化三维耳
廓模型的构建［Ｊ］．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４）：３２２．

（上接第 ２３８ 页）
［７］

王东哲，吕东，何丹农，等．
板料成形中压边力的控制理

［１３］

论研究［Ｊ］．
锻压技术，２０００，４：１８－
２０．
［８］

李东平，隋振，蔡中义，等．板材多点成形技术的研究

［Ｊ］．
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０２，１３（２３）：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１４］

［Ｊ］．
塑性工学报，２００１，８（６）：４６－
４８．
［９］

李少平，郑静风，何丹农．利用神经网络及数值模拟获

（６）：２９－
３３．
［１６］

的影响［Ｊ］．
塑性工程学报，２００３，１０（４）：６－
９．
［１１］

［１２］

［１７］

１０８６－
１０９０．

［１８］

余海燕，金隼，孙成智，等．多点变压的压边力控制系
统开发［Ｊ］．
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０４，１５（８）：６５９－
６６１．

施于庆，楼易．筒形件拉深孔成形工艺数值模拟分析
［Ｊ］．
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８，３９（１２）：１９１－
１９５．

孙成智，陈关龙，林忠钦，等．基于数值模拟的变压边

力优化设计 ［ 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３８ （７）：

姚毅，李赞，李建军．
基于拉深孔成形技术的圆筒形件
拉深新工艺的实验研究［ Ｊ］．塑性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１３

（３）：４３－
４５．

孙成智，陈关龙，李淑惠．
变压边力对矩形件成形性能

李赞，董湘怀，李志刚．板料成形过程中的质点变形不
同步效应［Ｊ］．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２００３，３１（６）：１３－
１５．

［１５］

取变压 边 力 控 制 曲 线 ［ Ｊ］．金 属 成 形 工 艺，２００２，２０
［１０］

李赞，董湘怀，李志刚．优化板料成形状态的新技术

翁其金，徐新成．冲压工艺及冲模设计［ Ｍ］．北京：机
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吴勇国．
板材成形过程数值模拟研究［ Ｄ］．武汉：华中
理工大学，１９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