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382180.9

(22)申请日 2015.07.0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31296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2.10

(30)优先权数据

2014-137969 2014.07.03 JP

(73)专利权人 发那科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山梨县

(72)发明人 小山泰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银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43

代理人 曾贤伟　郝庆芬

(51)Int.Cl.

B23Q 15/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240640 A,2013.08.14,

JP 2005034929 A,2005.02.10,

JP 2006065716 A,2006.03.09,

EP 1170647 A2,2002.01.09,

CN 102736559 A,2012.10.17,

审查员 朱羽辰

 

(54)发明名称

机床的控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机床的控制装置，预先存储

根据加工程序使上述机床动作时的该机床的热

位移在饱和状态下的热位移状态(目标热位移状

态)，决定电动机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使得接近

该目标热位移状态。按照预热运行动作模式驱动

电动机，当机床的热位移状态在预定的范围内

时，停止该电动机的预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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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床的控制装置，根据加工程序驱动电动机来驱动主轴和进给丝杠，其特征在

于，具备：

存储部，其将预先根据上述加工程序使上述机床动作时的上述机床的热位移在饱和状

态下的热位移状态存储为目标热位移状态；

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其决定电动机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使得接近上述目标热位移

状态；

热位移状态计算部，其计算上述机床的热位移状态；

电动机驱动部，其根据通过上述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决定的上述预热运行动作模式来

驱动上述电动机；以及

电动机停止部，其通过上述热位移状态计算部针对每个预定的周期计算上述机床的热

位移状态，将该计算出的热位移状态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进行比较，当上述计算出的热

位移状态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之间的差在预定的阈值以内时，停止上述电动机驱动部，

上述热位移状态计算部具备：

温度分布推定部，其将主轴部捕捉为分割为多个区间的模型，推定这些区间的各区间

温度；和

主轴热位移量推定部，其根据上述温度分布推定部来推定热位移量，

上述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根据上述温度分布推定部的推定值、主轴转速以及主轴旋转

频率来决定用于驱动主轴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其中，上述推定值包含热位移饱和的时刻

的上述多个区间的温度合计值和上述多个区间的相邻区间的温度差的平均值，

上述电动机停止部在通过上述温度分布推定部计算出的温度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

下的温度之间的差在预定的阈值以内的情况下，停止上述电动机驱动部。

2.一种机床的控制装置，根据加工程序驱动电动机来驱动主轴和进给丝杠，其特征在

于，具备：

存储部，其将预先根据上述加工程序使上述机床动作时的上述机床的热位移在饱和状

态下的热位移状态存储为目标热位移状态；

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其决定电动机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使得接近上述目标热位移

状态；

热位移状态计算部，其计算上述机床的热位移状态；

电动机驱动部，其根据通过上述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决定的上述预热运行动作模式来

驱动上述电动机；以及

电动机停止部，其通过上述热位移状态计算部针对每个预定的周期计算上述机床的热

位移状态，将该计算出的热位移状态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进行比较，当上述计算出的热

位移状态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之间的差在预定的阈值以内时，停止上述电动机驱动部，

上述热位移状态计算部具备：

发热场所推定部，其将进给丝杠分割为多个区间，推定各区间的热位移量；和

进给丝杠热位移量推定部，其通过相加上述热位移量来推定进给丝杠整体的热位移

量，

上述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根据上述进给丝杠整体的热位移量、进给速度以及折返地点

来决定用于驱动进给丝杠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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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电动机停止部在通过上述进给丝杠热位移量推定部计算出的进给丝杠的热位移

量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下的进给丝杠的热位移量之间的差在预定的阈值以内的情况下，

停止上述电动机驱动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机床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

上述控制装置在停止了上述电动机驱动部后也通过上述热位移状态计算部计算热位

移量，当计算出的热位移状态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不一致时，重新开始由上述电动机驱

动部进行的电动机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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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的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机床的控制装置，特别涉及根据在热位移饱和的时刻的热位移状

态进行高效的预热运行控制的机床的控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机床中，通过电动机驱动进给丝杠和主轴，因此，由于电动机的发热、轴承的旋

转产生的摩擦热、进给丝杠的滚珠丝杠和滚珠螺母的接触部的摩擦热，主轴和进给丝杠膨

胀，机械位置发生变化。即，应该定位的工件和工具的相对位置关系会产生偏差。由该热造

成的机械位置的变化在进行高精度的加工时成为问题。

[0003] 为了去除由于热造成的机械位置的位移，使用根据由位移传感器或温度传感器测

量出的检测位移或检测温度来修正指令位置的技术(热位移修正)、对进给丝杠赋予初始张

力而不受热造成的膨胀的影响的方法、在工件加工前运行设备使精度稳定的预热运行。

[0004] 在预热运行中，使主轴以用于实际的工件加工的转速旋转，或不安装工件而重复

运行加工程序的空运行。通过进行空运行直到机床的热位移稳定为止而能够使加工精度稳

定，不过空运行的内容和时间是基于熟练操作者的经验和直觉，有可能产生无用的预热运

行时间。因此，例如在日本特开平07-124846号公报、日本特开2004-261934号公报、日本特

开平08-215981号公报中提出了判断预热运行的结束定时的方法、高效地进行预热运行的

方法。

[0005] 日本特开平07-124846号公报中记载的机床，在早晨的最先的动作中与通常相比，

液压传动器的运动要差，着眼于在预热运行中对各种异常检测的吸引，在预热运行模式选

择时，增大液压伺服系统的位置容许值、位置到达时间的设定值，省略忽略工件检测开关的

检测信号等预定的动作，从而不产生无用的动作停止，能够顺利地进行预热运行。

[0006] 不过，上述技术通过消除无用的动作停止而缩短预热运行时间，但进行空运行的

加工程序用于实际的加工，作为预热运行，大多例如是加工中进行指示的暂停、低速的加工

动作、工具交换动作等无用的动作，相应地要花费额外的时间。

[0007] 日本特开2004-261934号公报所记载的机床在主轴的预热运行中检测工具的刀尖

位置，如果该工具刀尖位置的变化被收纳到预先设定的容许范围内，则判断为不需要预热

运行，由此不进行无用的预热运行地进行控制，能够缩短预热运行时间。

[0008] 虽然在上述技术中能够判断结束预热运行的定时，但预热运行的效率自身不变，

所以预热运行时间的缩短有极限。另外，预热运行的对象限于主轴，没有说明滚珠丝杠的预

热运行。

[0009] 日本特开平08-215981号公报所记载的机床预先使主轴以用于实际加工的转速旋

转，测量在热位移饱和的时刻的热位移量，在实际的预热运行动作中，使主轴以转速更高的

预备加热转速旋转，直到达到与该测量值相同的热位移量为止，之后返回用于实际加工的

转速，以发生的热位移量修正相对位置后开始加工，由此能够得到与等到热位移稳定为止

开始加工的情况相同程度的高加工精度，能够缩短预热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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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但是，上述技术通过比较热位移饱和状态下的热位移量和当前的热位移量来判断

结束预热运行的定时，不过主轴的热位移量也包括主轴安装台或柱的变形，所述热位移不

单纯地增加而进行复杂的变化，因此会弄错结束预热运行的定时。另外，上述文献只描述了

以一定的预备加热转速进行预热运行的情况，没有描述考虑了主轴的加减速等高效的预热

运行，并且预热运行的对象限于主轴，没有描述滚珠丝杠的预热运行。

发明内容

[0011]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为提供一种机床的控制装置，通过进行省去了无用的动作的

预热运行，能够缩短预热运行时间。

[0012] 本发明的机床的控制装置根据加工程序驱动电动机来驱动主轴和进给丝杠，具

备：存储部，其将预先根据上述加工程序使上述机床动作时的上述机床的热位移在饱和状

态下的热位移状态存储为目标热位移状态；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其决定电动机的预热运

行动作模式，使得接近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热位移状态计算部，其计算上述机床的热位移

状态；电动机驱动部，其根据通过上述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决定的上述预热运行动作模式

来驱动上述电动机；以及电动机停止部，其通过上述热位移状态计算部针对每个预定的周

期计算上述机床的热位移状态，将该计算出的热位移状态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进行比

较，当上述计算出的热位移状态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之间的差在预定的阈值以内时，停

止上述电动机驱动部。

[0013] 上述热位移状态计算部具备：温度分布推定部，其将主轴部捕捉为分割为多个区

间的模型，推定这些区间的各区间温度；和主轴热位移量推定部，其根据上述温度分布推定

部来推定热位移量。并且，上述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根据上述温度分布推定部的推定值来

决定驱动主轴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上述电动机停止部在通过上述温度分布推定部计算出

的温度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下的温度之间的差在预定的阈值以内的情况下，停止上述电

动机驱动部。

[0014] 上述热位移状态计算部具备：发热场所推定部，其将进给丝杠分割为多个区间，推

定各区间的热位移量；和进给丝杠热位移量推定部，其通过相加上述热位移量来推定进给

丝杠整体的热位移量。并且，上述预热运行动作决定部根据上述发热场所推定部的推定值

来决定驱动进给丝杠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上述电动机停止部在通过上述进给丝杠热位移

量推定部计算出的进给丝杠的热位移量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下的进给丝杠的热位移量

之间的差在预定的阈值以内的情况下，停止上述电动机驱动部。

[0015] 上述控制装置在停止了上述电动机驱动部后也通过上述热位移状态计算部计算

热位移量，当计算出的热位移状态与上述目标热位移状态不一致时，能够重新开始由上述

电动机驱动部进行的电动机的驱动。

[0016] 在这样构成的本发明中，为了与在热位移饱和时刻的热位移状态一致而驱动进给

丝杠和主轴，由此进行省去了无用的动作的预热运行，能够缩短预热运行时间。为了针对主

轴以实际的工件加工以上的转速断续地进行加减速，针对进给丝杠部分地进行加热，通过

在一定区间进行往复运动而能够进行高效的预热运行。

[0017] 另外，通过比较热位移饱和时刻的热位移状态和当前的热位移状态来判断结束预

热运行的定时，能够消除无用的预热运行时间，进而能够缩短预热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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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参照附图说明以下的实施方式，明确本发明的上述以及其他的目的和特征。

[0019] 图1是表示本发明的机床的控制装置的框图。

[0020] 图2是表示主轴的二维模型的图。

[0021] 图3是表示主轴上的热量移动的示意图。

[0022] 图4是表示进给丝杠的一维模型的图。

[0023] 图5是表示进给丝杠上的热量移动的示意图。

[0024] 图6A和图6B是表示通过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执行的预热运行动作的处理步骤的流

程图。

[0025] 图7是表示由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执行的主轴的预热运行程序的例子的图。

[0026] 图8是由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执行的、决定主轴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处理的流程

图。

[0027] 图9是表示由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执行的进给丝杠的预热运行程序的例子的图。

[0028] 图10是由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执行的、决定进给丝杠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处理

的流程图。

[0029] 图11是说明由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执行的、进给丝杠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折返

地点的计算方法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使用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的框图说明本发明的机床的控制装置。

[0031] 控制机床的数值控制装置10构成后述的机床的热位移修正装置。数值控制装置10

的处理器(CPU)11经由总线21读出在ROM12中存储的系统程序，根据该系统程序整体地控制

数值控制装置10。在RAM13中存储有暂时的计算数据和显示数据以及操作者经由LCD/MDI单

元(带液晶显示装置的手动输入装置)70而输入的各种数据等。

[0032] SRAM14通过未图示的电池进行备份，构成为即使切断数值控制装置10的电源也保

持存储状态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存储有测量初始位置的程序和进行机床的热位移修正的程

序、经由接口15读入的后述加工程序、经由LCD/MDI单元70输入的加工程序等。另外，在

ROM12中预先写入用于实施为了生成和编辑加工程序所需要的编辑模式的处理和用于自动

运行的处理的各种系统程序。

[0033] 接口15是用于能够与数值控制装置10连接的接口，连接外部存储装置等外部设备

72。从该外部存储装置读入加工程序和热位移测量程序等。可编程控制器(PMC)16通过内置

在数值控制装置10中的时序程序控制机床侧的辅助装置等。即，根据由加工程序进行指示

的M功能、S功能以及T功能，通过这些时序程序在辅助装置侧变换必要的信号，从I/O单元17

输出到辅助装置侧。各种传动器等辅助装置通过该输出信号进行动作。另外，接收配置在机

床本体上的操作盘的各种开关等的信号，进行必要的处理后转给处理器1。

[0034] 机床各轴的当前位置、警报、参数、图像数据等图像信号被发送到LCD/MDI单元70，

显示在该显示器上。LCD/MDI单元70是具备显示器、键盘等的手动数据输入装置，接口18从

LCD/MDI单元70的键盘接收数据后转给处理器11。

[0035] 接口19与手动脉冲发生器71连接，手动脉冲发生器71被安装在机床的操作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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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通过基于手动操作的分配脉冲的各轴控制来精密地定位机床的可动部。使机床的工作

台移动的X轴、Y轴的轴控制电路30、31以及Z轴的控制电路32接收来自处理器11的各轴的移

动指令，将各轴的指令输出到伺服放大器40～42。伺服放大器40～42接收该指令，驱动机床

的各轴伺服电动机50～52。在各轴的伺服电动机50～52内置用于位置检测的位置检测器，

将来自该位置检测器的位置信号作为脉冲列进行反馈。

[0036] 主轴控制电路60接收对机床的主轴旋转指令，对主轴放大器61输出主轴速度信

号。主轴放大器61接收该主轴速度信号，使机床的主轴电动机62以所指示的旋转速度旋转，

驱动工具。在主轴电动机62通过齿轮或传送带等与位置检测器63结合，位置检测器63与主

轴的旋转同步地输出反馈脉冲，由处理器11经由接口20读取该反馈脉冲。符号65是调整为

与当前时刻同步的时钟装置。

[0037] 以下，说明通过上述数值控制装置10执行的各个处理。

[0038] <1.热位移状态的计算>

[0039] 首先，说明通过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10执行的热位移状态的计算方法。热位移状态

表示主轴、进给丝杠等机床的构成要素的热位移量和热位移的分布、温度分布等。

[0040] <1.1主轴热位移状态的计算>

[0041] 作为计算主轴的热位移状态的方法的一例，有从机床的驱动状态推定主轴系的热

位移状态的方法。例如，如图2所示，将由主轴80和主轴安装台81和柱82组成的结构体(主轴

系)捕捉为平面状的二维模型，分割为多个区间(1～9)，根据表现了热的交接的计算式来计

算各区间的温度。由于在区间1和区间2、区间2和区间3这样相邻的区间之间产生热传导，因

此按照每个预定周期进行热传导的计算。

[0042] 作为发热源设想主轴的摩擦和主轴电动机，进行针对它们相邻的区间赋予热的计

算。另外，各区间在大气中进行散热，所以也进行从各区间吸收热的计算。通过组合这些计

算，推定各区间的温度分布。

[0043] 图3是表示区间1的热量Q的移动的示意图。区间1与区间2以及区间3连接并且也与

室外空气连接。另外，作为相邻的热源有主轴电动机和主轴自身的摩擦热。这时候，通过下

述公式(1)表示在区间1和外部之间进行交换的热量Q1。

[0044] Q1＝Q21+Q31+QSM+QSP-Qair    ……(1)

[0045] 另外，热量Q21、热量Q31分别是在区间2、区间3和区间1之间进行交换的热量，热量

Qair是区间1和空气之间进行交换的热量。另外，热量QSM、QSP分别是从作为热源的主轴电动

机、主轴赋予区间1的热量。

[0046] 这里，分别通过各区间之间的温度差来求出热量Q21、热量Q31，通过下述公式(2)表

示。

[0047] Q21＝k21-(T2-T1)

[0048] Q31＝k31-(T3-T1)     ......(2)

[0049] 另外，上述公式(2)的T1、T2、T3分别是区间1、2、3的温度。另外，k21、k31分别是区间2

和区间1之间、区间3和区间1之间的热传导系数，例如预先通过实验等计算并存储在存储器

中。

[0050] 另外，能够通过区间1的温度和室外气温之间的差求出热量Qair，通过下述公式(3)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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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Qair＝f1(Tair-T1)    ……(3)

[0052] 另外，上述公式(3)的f1是表示对室外空气的散热状态的函数，例如通过实验等对

每个区间以函数或表的形式预先求出，存储在存储器等中。

[0053] 进而，关于QSM、QSP，例如通过实验等以表的形式预先求出主轴电动机的绕线温度

和主轴的转速等参数与赋予的热量QSM、热量QSP的关系，存储在存储器等中。

[0054] 如下述公式(4)所示，通过用区间1的热容量q1除上述热量Q1来求出进行了热交换

的区间1的温度变化ΔT1。

[0055]

[0056] 这样，按照每个预定周期对区间1计算ΔT1，如下述公式(5)所示，通过将ΔT1与区

间1的温度T1相加，能够求出区间1的温度T1。

[0057] T1←T1+ΔT1     ……(5)

[0058] 上述公式是用于图2的二维模型的区间1的温度推定的计算式，不过关于其他区间

也同样，考虑二维模型的区间的相邻状态后对每个区间生成计算式，由此能够推定各区间

的温度Ti。这样根据推定的温度Ti，推定各区间的伸缩，计算主轴的伸长和斜率。关于温度变

化引起的各区间的伸缩的推定方法，例如通过实验等预先测量温度变化造成的各区间的变

化量，存储在表等中，或者通过公知的热膨胀模拟等进行计算即可。通过使用该方法，能够

同时推定热位移量和温度分布。

[0059] 另外，图2的区间分割方法是一例，本发明中主轴的热位移状态的推定方法不限于

上述方法。

[0060] 另外，可以不推定热位移状态，而使用位置传感器求出热位移量和热位移分布的

实测值，也可以使用温度传感器求出温度分布的实测值。可以组合两者，求出一部分的热位

移状态的实测值，从中推定剩余部分的热位移状态。

[0061] <1.2进给丝杠热位移状态的计算>

[0062] 作为通过本发明的控制装置执行的进给丝杠的热位移状态的计算方法的一例，有

根据机床的驱动状态推定进给丝杠的热位移状态的方法。例如，如图4所示，将进给丝杠90

的所有冲程捕捉为一维模型，将其分割为多个区间(1～X)，根据表现了热的交接的计算式

来计算各区间的温度。在区间I和区间(I-1)、区间I和区间(I+1)这样相邻的区间之间产生

热传导，因此按照每个预定周期进行热传导的计算。

[0063] 作为发热源，设想由轴移动造成的进给丝杠90和滚珠螺母91之间的摩擦热，进行

针对这些相邻的区间赋予热的计算。另外，各区间在大气中进行散热，因此也进行从各区间

吸收热的计算。通过组合这些计算，推定各区间的温度分布。

[0064] 图5是表示了区间I的热量Q的移动的示意图。区间I与区间(I-1)和区间(I+1)连

接，并且也和室外空气连接。另外，作为相邻的热源有与滚珠螺母的摩擦热。这时候，通过以

下公式(6)表示在区间I和外部之间进行交换的热量QI。

[0065] QI＝QI-1+QI+1+QBNQair     ……(6)

[0066] 另外，热量QI-1、热量QI+1分别是在区间(I-1)、区间(I+1)和区间I之间进行交换的

热量，热量Qair是区间I和室外空气之间进行交换的热量。另外，热量QBN是通过与滚珠螺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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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热赋予区间I的热量。这里，分别通过区间之间的温度差来求出热量QI-1、热量QI+1，通过

下述公式(7)表示。

[0067] QI-1＝kI·(TI-1-TI)

[0068] QI+1＝kI·(TI+1-TI)    ……(7)

[0069] 另外，上述公式(7)的TI、TI-1、TI+1分别是区间I、区间(I-1)、区间(I+1)的温度。另

外，KI是区间I与区间(I-1)、区间(I+1)之间的热传导系数，例如预先通过实验等计算并存

储在存储器中。另外，能够通过区间I的温度和室外气温之间的差求出Qair，通过下述公式

(8)表示。

[0070] Qair＝gI(Tair-TI)    ……(8)

[0071] 另外，上述公式(8)的gI是表示对室外空气的散热状态的函数，例如预先通过实验

等对每个区间以函数或表的形式求出，存储在存储器等中。进而，关于热量QBN，例如通过实

验等以表的形式预先求出滚珠螺母91的移动速度和热量QBN的关系，存储在存储器等中。

[0072] 如下述公式(9)所示，通过用区间I的热容量qI除上述热量QI来求出上述公式(6)所

示的进行了热交换的区间I的温度变化ΔTI。

[0073]

[0074] 这样，按照每个预定周期对区间I计算ΔTI，如下述公式(10)所示，通过将ΔTI与区

间I的温度TI相加，能够求出区间I的温度TI。

[0075] TI←TI+ΔTI       ……(10)

[0076] 另外，在成为计算对象的周期中滚珠螺母91没有和区间I连接的情况下，将上述公

式(6)的热量QBN的项处理为热量0。

[0077] 并且，根据这样推定的温度TI，推定各区间的伸缩，计算进给丝杠的伸长。根据推

定的温度TI由以下公式(11)来推定各区间(区间0～区间X)的热位移量δnI。

[0078] δnI＝αI·WI·(TI-T0)……(11)

[0079] 在上述公式(11)中，T0是初始温度，WI是区间I的长度，αI是线膨胀系数。另外，通过

下述公式(12)来推定进给丝杠的各位置的热位移的分布LnI。

[0080] LnI＝δn0+δn1+...+δnI   ……(12)

[0081] 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同时推定热位移量和热位移的分布。另外，本发明中进给丝

杠的热位移状态的推定方法不限于上述的方法，例如也能够使用日本特开平2002-018677

号公报等公开的公知方法进行推定。

[0082] 另外，可以不推定热位移状态，而使用位置传感器来求出热位移量和热位移分布

的实测值，也可以使用温度传感器求出温度分布的实测值。可以组合两者，求出一部分的热

位移状态的实测值，从中推定剩余部分的热位移状态。

[0083] <2.预热运行动作的整体流程>

[0084] 接着，说明通过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10执行的预热运行动作的整体流程。

[0085] 图6A和图6B是表示预热运行动作的处理步骤的流程图。该预热运行动作的流程由

预先记录进行通常的运行所需要的数据的工序(图6A)、根据记录的数据实际进行高效的预

热运行的工序(图6B)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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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图6A的流程图所示的工序为以下工序，即运行机床直到热位移饱和的时间为止，

将热位移饱和的状态下的热位移状态记录在存储器等中。该工序不需要每天在运行开始前

执行，而是只要加工程序和加工间的间隔不变，最初执行一次即可。

[0087] [步骤SA01]以与实际工件的加工相同的动作进行运行，直到机床的热位移饱和为

止。关于机床的热位移是否饱和，在以与实际工件的加工相同的动作进行运行过程中在每

个预定周期测量各进给丝杠和主轴的位移等，判断为在变位稳定的阶段热位移饱和即可。

[0088] [步骤SA02]根据在机床热位移饱和的阶段机床的驱动状态计算各进给丝杠和主

轴的热位移状态。在本实施方式中，例如通过上述<1.热位移状态的计算>所说明的方法等

计算热位移状态。

[0089] [步骤SA03]将在步骤SA02中计算出的热位移状态存储在存储器中，决定各进给丝

杠和主轴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将在后面描述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决定方法。

[0090] 图6B的流程图所示的工序是根据图6A的流程图的步骤SA03中存储在存储器中的

热位移状态，按照所决定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执行预热运行控制的工序。例如在每天的运

行开始前执行该工序。

[0091] [步骤SB01]按照由图6A的流程图的步骤SA03的处理所决定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

重复预热运行控制。

[0092] [步骤SB02]比较在预热运行动作中计算出的当前各进给丝杠和主轴的热位移状

态、在步骤SA03进行了存储的热位移饱和的时刻的各进给丝杠和主轴的热位移状态。比较

的结果为，在当前的热位移状态与机床的热位移饱和了的时刻的热位移状态之间的差比预

定的阈值大时，转到步骤SB01，另一方面，在预定的阈值以下时，转到步骤SB03。

[0093] [步骤SB03]结束预热运行动作。

[0094] <3.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决定方法>

[0095] 接着，说明通过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10执行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决定方法。

[0096] 在该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决定中，使用预热运行程序，不利用实际的工件加工所

使用的加工程序。在该预热运行程序中记载有各进给丝杠和主轴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通

过变更参数，能够分别个别地运行、停止各进给丝杠和主轴。

[0097] <3.1主轴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决定>

[0098] 在决定再现热位移饱和的状态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时，希望不仅再现主轴的部分

温度，也再现主轴系整体的温度分布。根据主轴系的温度分布主轴安装台和柱的变形不同，

是由于主轴的倾斜引起的热位移量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0099] 主轴一般是高旋转比低旋转容易变热。另外，如果使主轴连续旋转，则主轴电动机

和主轴的温度缓慢上升，成为在接近主轴的区间温度变高，在远离的区间温度下降这样缓

慢的温度分布。不过，如果重复旋转和停止后断断续续地旋转，则主轴电动机特别容易变

热。如果主轴电动机急剧地变暖，则相邻的区间的温度会急剧上升，成为激变的温度分布，

通过预热运行以能够再现带有这些缓急的温度分布的方式决定预热运行动作模式。

[0100] 在本实施方式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中，将主轴转速Rs和频率f设为参数。主轴以频

率f重复旋转和停止，旋转时指示主轴转速Rs。例如使用图7的程序。这里频率f是在一分钟

进行加减速的次数。

[0101] 根据图8所示的流程图，决定预热运行动作模式。按照各个步骤说明图8所示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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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图。

[0102] 另外，在执行本处理之前，通过实验等预先测量温度的合计值TSUM、温度差的平均

值TDIF与主轴转速RS以及主轴旋转频率f之间的关系，将关联了这些各值的表作为数据库存

储在数值控制装置的SRAM14等存储器中，在后述的步骤SC03、步骤SC04中使用该表求出主

轴转速RS、主轴旋转频率f。在实验中，记录例如使主轴以主轴转速RS、主轴旋转频率f断断续

续地旋转时的热位移饱和的时刻的温度合计值TSUM和温度差的平均值TDIF。

[0103] [步骤SC01]计算热位移饱和的时刻的主轴系的所有区间的温度合计值TSUM。如果

设TI为区间I的温度，则在图2所示的二维模型中，通过下述公式(13)表示温度的合计值

TSUM。

[0104] TSUM＝T1+T2+...+T9    ……(13)

[0105] [步骤SC02]计算热位移饱和的时刻的主轴系的相邻区间的温度差的平均值TDIF。

在图2所示的二维模型中，通过以下公式(14)表示温度差的平均值TDIF。

[0106]

[0107] [步骤SC03]根据与主轴转速和温度的合计值TSUM有关的数据，决定与温度的合计

值TSUM对应的主轴转速RS。当温度的合计值TSUM大时决定高的主轴转速RS，当温度的合计值

TSUM小时决定低的主轴转速RS。

[0108] [步骤SC04]根据在步骤SC03决定的主轴转速RS的与主轴转速和温度差的平均值

TDIF有关的数据，决定与温度差的平均值TDIF对应的主轴旋转频率f。当温度差的平均值TDIF

大时决定短的频率f，当温度差的平均值TDIF小时决定长的频率f。

[0109] [步骤SC05]根据主轴转速RS和主轴旋转频率f决定主轴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根

据该决定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生成预热运行程序。

[0110] <3.2进给丝杠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决定>

[0111] 在决定再现热位移饱和的状态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时，不仅希望使进给丝杠整体

的热位移量一致，也希望能再现由于实际的工件加工动作而发热的范围。因为一般进给丝

杠不均等地发热，滚珠螺母移动的场所局部发热，因此存在热位移大的位置和热位移少的

位置。

[0112] 进给丝杠一般不以低速而以高速进行移动的一方的摩擦大，从而容易变热。并且

与滚珠螺母连接的场所发热，热随时间向进给丝杠一端传播。通过预热运行以能够再现这

些热位移的分布的方式来决定预热运行动作模式。

[0113] 在通过图1的数值控制装置10执行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中，将折返地点R1、R2和进

给速度FB设为参数。以进给速度FB使机床的工作台在折返地点R1和R2之间进行往复运行。使

用例如图9那样的程序。这里将X轴的进给速度表现为FBx，将折返地点表现为Rx1和Rx2，将Y轴

的进给速度表现为FBY，将折返地点表现为RY1和RY2，将Z轴的进给速度表现为FBZ，将折返地点

表现为RZ1和RZ2。

[0114] 根据图10所示的流程图，决定预热运行动作模式。按照各个步骤说明图10所示的

流程图。

[0115] 另外，在执行本处理之前，通过实验等预先测量在步骤SD01描述的热位移量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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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LnX和进给速度的关系，将关联了这些各值的表作为数据库存储在数值控制装置的

SRAM14等存储器中，在后述的步骤SD03使用该表，根据热位移量的合计值LnX求出进给速度

FB。例如，记录以进给速度FB使机床的工作台往复运行时的、在热位移饱和的时刻的热位移

量的合计值LnX。另外，决定通过进给丝杠的热传导特性确定的偏移量α。

[0116] [步骤SD01]使用下述公式(15)计算热位移量的合计值LnX。

[0117] LnX＝δn0+δn1+...+δnI+...+δnX    ……(15)

[0118] [步骤SD02]计算折返地点R1、R2。使用图11说明折返地点R1、R2的计算处理。首先，

如图11的图表A所示，连接进给丝杠的相邻区间的热位移量δnI而表现为图表。该图表和X轴

(表示区间的横轴)相交的范围表示进给丝杠的发热范围。接着，如图11的图表B所示，在位

移量变小的方向使图表A偏移预先设定的偏移量α。然后，将图表B和X轴相交的点或进给丝

杠的一端计算为折返地点R1、R2。通过热传导，进给丝杠在比滚珠螺母移动的范围要广的范

围产生热位移。因此，将通过偏移量α而变得比图表A小的范围设为折返地点R1、R2。也考虑通

过加工程序折返地点存在2个以上的情况，所以在该情况下，通过生成用于变更定期往复的

范围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表现热位移的分布。

[0119] [步骤SD03]根据与进给速度和热位移量的合计值LnX有关的数据，决定与热位移量

的合计值LnX对应的进给速度FB。当热位移量的合计值LnX大时，决定快的进给速度FB，当热位

移量的合计值LnX小时，决定慢的进给速度FB。

[0120] [步骤SD04]根据折返地点R1、R2和进给速度FB决定进给丝杠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

生成基于所决定的预热运行动作模式的预热运行程序。

[0121] 另外，为了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变化等的影响，也可以根据预热运行中的温度和

热位移量的计算结果来实时切换预热运行动作模式。

[0122] <4.预热运行的结束判定>

[0123] 接着，说明判定预热运行的结束的单元。

[0124] <4.1主轴的预热运行的结束判定>

[0125] 一边进行预热运行，一边按照每个预定周期进行主轴的热位移状态的计算。将在

步骤SA02计算出的各区间的温度和当前的温度进行比较，如果在所有区间中，当差成为预

先设定的阈值以下时，通过变更参数来停止主轴的预热运行。

[0126] <4.2进给丝杠的预热运行的结束判定>

[0127] 一边进行预热运行，一边按照每个预定周期进行各进给丝杠的热位移状态的计

算。将在步骤SA02计算出的热位移量和当前的热位移量δnI在所有区间0～X进行比较，该比

较结果，如果差成为预先设定的阈值以下时，通过变更参数来停止相应的进给丝杠的预热

运行。

说　明　书 9/9 页

12

CN 105312962 B

1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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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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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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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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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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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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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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