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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旋压机精度控制方法，它

通过两种模式进行控制，一是通过数学分析计算

得出不同位置间隙偏差值，通过旋轮的横向滑枕

位置进行补偿，消除间隙误差。另一种通过定时

监控旋轮横向滑枕液压缸的压力，动态调整旋轮

和主轴的间隙，保证各旋轮的受力基本平衡，从

而满足机床的稳定加工要求。降低了设备由于本

身由于部件加工误差、装配、安装误差等对大型

旋压机床长零件旋压加工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控制系统能实现自适应控制，减小了旋压过

程的设备偏载，避免产生设备振动，确保旋压过

程的稳定性，保证了旋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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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压机精度控制方法，所述旋压机为立式旋压机床，旋压机中心为立式主轴芯

模，芯模有三个均匀分布纵向立柱，每个立柱上配有横向移动的滑枕，旋轮固定在滑枕靠近

芯模的一端设有旋轮，其特征在于，精度控制包括以下步骤：

（1）测量旋压机静态下主轴芯模在不同高度上与三个立柱的间距，建立高度与间隙偏

差值的函数，并由数控系统根据高度和生成函数实时计算出旋压工作点的偏差值，根据计

算出的偏差值对横向滑枕位置进行补偿，用于消除旋轮轴随立柱高度坐标位置的变化而产

生的旋轮与芯模间的间隙误差，实现对旋轮轴移动数据的自动补偿；

（2）通过旋压机工作状态中定时监控旋轮横向滑枕液压缸的压力，动态调整旋轮和主

轴的间隙，保证各旋轮的受力基本平衡；

其中,三个立柱分别为第一立柱、第二立柱、第三立柱，分别配合安装有第一旋轮、第二

旋轮、第三旋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压机精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首先将所

述测量的间距数值，绘出变化曲线，通过数控系统的后置程序编写出数学模型功能块，通过

寻址方式找出工作点的误差区间，再通过数学模型建立的功能数据块，自动计算出旋压工

作点的误差，并将此误差传入数控程序中旋轮轴移动数据的补偿变量中，完成对旋轮轴移

动数据的自动补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压机精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各旋轮横

向滑枕油缸的两端加装压力传感器，随时监控油缸的压力值，将旋轮轴所受压力的动态变

化值传入系统，在系统控制器中设有数据检测、运算程序包及后台自动运行程序，系统将读

入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事先输入的参数模型进行处理运算，当发现各旋轮轴间的相互平

衡超出设定的阀值时，控制器会向控制旋轮横向进给油缸发出数控制令，对受力大的旋轮

进行一定数值的调整补偿，自动调节旋轮和芯模的间隙，从而实现各旋轮的受力保持基本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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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压机精度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控制方法，具体地说是一种旋压机精度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数控强力三旋轮旋压机床，有三个纵向立柱均匀分布，其中心为立式主轴芯

模，零件套在芯模上，每个立柱上配有横向移动的滑枕，旋轮固定在横向移动滑枕的前端，

每个旋轮通过滑枕移动到接触零件的位置，可实现三个旋轮的同步旋压或错距旋压，通过

三个旋轮的上下移动可实现零件的正旋或反旋。

[0003] 在三旋轮旋压过程中，数控系统通过控制各个旋轮和芯模的间隙来确定旋压的旋

压量，每个旋压件，从毛坯厚度旋压到规定的厚度，一般通过多次旋压，而旋压机床的主轴

芯模与三个旋轮间隙的位置准确度会直接影响旋压机床在旋压过程各旋轮的受力程度，从

而影响机床的旋压精度和旋压效率。

[0004] 现有的旋压机一般是通过工艺人员根据工艺要求将各旋轮在旋压过程中的压下

量(即芯模和旋轮的间隙)的理论值直接设定给系统，作为各旋轮在旋压过程中需到达的位

置值进行旋压。而各旋轮轴的位置精度保证只有系统对各自旋轮轴位置精度的补偿，却忽

略了旋轮轴安装于立柱，而立柱本身会有制造、安装精度误差，芯模在旋转过程中会带来偏

心误差等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会造成的旋轮与芯模间的间隙会随旋轮轴在立柱上的上

下移动发生多样性变化的实际影响，这就给在实际旋压过程中设备的稳定性带来不可知的

后果。为了保证零件的旋压加工，工艺人员要通过增加旋活的道次数量，多次测量和在加工

中改变进给率等人为干预的方法来保证设备不出现失稳的现象，从而最终实现零件的加工

精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以上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此提供一种旋压机精度控制

方法。该方法能实现对由立式旋压机床纵向立柱静态精度误差带来的旋轮横向滑枕位置误

差进行自动补偿，同时能对旋轮横向滑枕位置进行动态补偿，从而实现大型旋压机床在旋

压过程中位置精度的自适应的补偿，以避免旋压过程中由于设备机械精度的偏差造成设备

的偏载，产生振动，确保旋压精度。

[0006] 为实现以上技术目的，本发明一种旋压机精度控制方法，所述旋压机为立式旋压

机床，旋压机中心为立式主轴芯模，芯模有三个均匀分布纵向立柱，每个立柱上配有横向移

动的滑枕，旋轮固定在滑枕靠近芯模的一端设有旋轮，精度控制包括以下步骤：

（1）测量旋压机静态下主轴芯模在不同高度上与三个立柱的间距，建立高度与间隙偏

差值的函数，并由数控系统根据高度和生成函数实时计算出旋压工作点的偏差值，根据计

算出的偏差值对横向滑枕位置进行补偿，用于消除旋轮轴随立柱高度坐标位置的变化而产

生的旋轮与芯模间的间隙误差，实现对旋轮轴移动数据的自动补偿；

（2）通过旋压机工作状态中定时监控旋轮横向滑枕液压缸的压力，动态调整旋轮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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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间隙，保证各旋轮的受力基本平衡；

其中,三个立柱分别为第一立柱、第二立柱、第三立柱，分别配合安装有第一旋轮、第二

旋轮、第三旋轮。

[0007]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首先将所述测量的间距数值，绘出变化曲线，通过数控系

统的后置程序编写出数学模型功能块，通过寻址方式找出工作点的误差区间，再通过数学

模型建立的功能数据块，自动计算出旋压工作点的误差，并将此误差传入数控程序中旋轮

轴移动数据的补偿变量中，完成对旋轮轴移动数据的自动补偿。

[0008]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各旋轮横向滑枕油缸的两端加装压力传感器，随时监控

油缸的压力值，将旋轮轴所受压力的动态变化值传入系统，在系统控制器中设有数据检测、

运算程序包及后台自动运行程序，系统将读入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事先输入的参数模型

进行处理运算，当发现各旋轮轴间的相互平衡超出设定的阀值时，控制器会向控制旋轮横

向进给油缸发出数控制令，对受力大的旋轮进行一定数值的调整补偿，自动调节旋轮和芯

模的间隙，从而实现各旋轮的受力保持基本平衡。

[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旋压机的工作过程中降低了设备由于本身由于部件加工误

差、装配、安装误差等对大型旋压机床长零件旋压加工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控制系统

能实现自适应控制，减小了旋压过程的设备偏载，避免产生设备振动，确保旋压过程的稳定

性，保证了旋压精度。

附图说明

[0010] 图1示出了本发明一种旋压机精度控制方法的结构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为了使本发明更容易被清楚理解，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

以详细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一种旋压机精度控制方法的一个实施例的结构原理示意图。本图为

从旋压机上方俯视的结构原理图，旋压机中心为立式主轴芯模4，芯模4有三个均匀分布纵

向立柱，分别为第一立柱101、第二立柱201、第三立柱301，第一立柱101、第二立柱201和第

三立柱301上分别配有横向移动的第一滑枕103、第二滑枕203、第三滑枕303，所述第一滑枕

103、第二滑枕203和第三滑枕303上分别靠近芯模的一端设有第一旋轮102、第二旋轮202、

第三旋轮302，  D1、D2、D3分别代表主轴芯模与三个旋轮之间的间隙。后叙用Z1代表第一滑

枕103+第一旋轮102，Z2代表第二滑枕203+第二旋轮202，Z3  代表第三滑枕303+第三旋轮

302。

[0013] 在此实施例中,由于主轴芯模长1.5米，每个旋轮在立柱上下移动的行程为2.5米。

立式安装的芯模和三个立柱，由于受安装误差及长芯模变形轴线不垂直等因素的影响，在

设备安装后，运行过程中很难保证在三个旋轮与芯模的距离初始相等（D1=D2=D3）的状态

下，移动过程中芯模与三个旋轮的间隙始终保持相等。芯模与三个旋轮的距离会或多或少

的发生一些改变，不仅距离芯模的数值与初始值不一样，而且三个旋轮的中心与芯模的轴

线距离，也不再是等距离。此种数值上的变化若不进行补偿，不仅可能会产生旋压过程中的

偏载力，使同步运行的旋轮受力不均，而且加工出的零件均匀性也会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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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现有的旋压工艺多不考虑设备在旋压过程中主轴芯模与旋轮间隙会随着旋轮上

下移动高度位置的变化，间隙也会发生变化，而是将此影响零件加工精度的因素忽略掉，这

种忽略对于小型旋压或旋短小的零件影响不是很明显，但对于大型旋压机床再旋长薄零件

时，此精度的误差就不可忽略了，正是由于机械上的误差，造成了旋轮压下量数值的不确定

性。下表为通过对大型旋压机床设备测量，统计出的主轴芯模与三个旋压轮的间隙随旋轮

在立柱上的上下移动的位置变化绘制出的精度数据表格。

立柱坐标位置X Z1轴旋轮偏差D1 Z2轴旋轮偏差D2 Z3轴旋轮偏差D3

2200mm 0.250 0.300 0.150

2000mm 0.220 0.270 0.140

1800mm 0.190 0.250 0.120

1600mm 0.170 0.230 0.110

1400mm 0.170 0.220 0.110

1200mm 0.150 0.150 0.070

1000mm 0.100 0.130 0.050

800mm 0.80 0.090 0.040

600mm 0.030 0.050 0.030

400mm 0.020 0.030 0.010

200mm 0.000 0.000 0.000

[0015]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随着高度的增加，芯模与旋轮的间隙偏差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在旋

长薄零件时，此误差不可忽视。

[0016] 上述误差属于旋压静态误差，要想减少此误差对零件加工精度的影响，首先将测

量数值，绘出变化曲线，在数控系统的后置程序中编写出数学模型功能块，通过寻址方式找

出工作点的误差区间，再通过数学模型建立的功能数据块，自动计算出旋压工作点的误差，

并将此误差传入数控程序中旋轮轴移动数据的补偿变量中，用于补偿旋轮轴随立柱高度坐

标位置的变化而产生的旋轮与芯模间的间隙变化，实现对旋轮轴移动数据的自动补偿。

[0017] 三个旋轮的误差补偿值可同时进行运算，并根据各自旋轮的位置变化值分别得出

相应的补偿量，系统将补偿值同步传入系统中为各旋轮的位置设定的补偿变量数据区中，

并通过数控指令，对各自旋轮的位置进行调节，用以保证三个旋轮和芯模的间隙不应随旋

轮垂直位置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而满足旋压工艺的精度要求。测量的数据越多，绘制的曲

线越细密，补偿的精度越高。

[0018] 除了旋压机自身制造和安装等造成的旋轮横向滑枕位置的静态误差外，在大型旋

压过程中，由于芯模的旋转惯量大，在旋转时所产生对旋轮的旋压力作用于其支撑点立柱

上，使立柱产生弹性变形，从而造成主轴芯模与旋轮间隙随着旋轮位置高度的变化，间隙也

会发生改变。表二为旋轮轴Z1在不同旋压力状态下，统计出的主轴芯模与旋压轮Z1的间隙

（D4）随旋轮轴Z1在立柱上的不同位置绘制出的精度数据表格。

立柱坐标位置X 旋压力30吨 旋压力40吨 旋压力50吨 旋压力60吨

2200mm 0.020 0.030 0.040 0.050

1800mm 0.010 0.020 0.020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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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mm 0.005 0.010 0.010 0.010

1000mm 0.005 0.005 0.005 0.005

600mm 0.000 0.005 0.005 0.005

200mm 0.000 0.000 0.000 0.000

0mm 0.000 0.000 0.000 0.000

[0019]

另外在各旋轮横向滑枕油缸的两端加装压力传感器，随时监控油缸的压力值，将旋轮

轴所受压力的动态变化值传入系统，在系统地控制器中可装有设计者开发的数据检测、运

算程序包，并编制了后台自动运行程序，系统将读入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事先输入的参数

模型进行处理运算，当发现各旋轮轴间的相互平衡超出设定的阀值时，控制器会向控制旋

轮横向进给油缸发出数控制令，对受力大的旋轮进行一定数值的调整补偿，自动调节旋轮

和芯模的间隙，最终实现各旋轮的受力保持基本平衡。这种补偿是一种动态补偿，这样不仅

能提高设备的加工效率、零件的加工精度，同时也能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0020] 在立柱上下移动过程中，通过检测立柱位置h的变化，数控系统自动调节D1  、D2、 

D3，使D1、D2、D3的实际数值与程序设定值保持一致，确保精确定位，满足工艺要求。三个旋

轮的旋压力：F1、F2、F3；在旋压力F1作用下，旋轮1距芯模的间隙D4，在旋压过程中，通过测

量旋压力F2、F3，数控系自动调节D2、  D3，使F1、F2、F3保持相等或接近，达到旋压力的自平

衡。

[0021] 在整个旋压过程中，首先采取先选用静态误差方式进行旋轮横向滑枕初始加工位

置的初定位补偿，使由于设备本身加工误差，安装误差等静态误差带来的旋轮与芯模间隙

变化的影响降到最低。然后根据工艺的要求，在旋压过程中，将其中一个旋轮作为加工零件

的精度保证轮（例如，确定Z1轴为精度保证轮），其位置精度补控制方式采用静态精度补偿

和动态补偿的混合式控制，另两个旋轮（Z2、Z3轴）的位置精度补偿控制方式采用切换为动

态补偿的压力监控自适应补偿方式，它俩的作用就是尽量保证各轴旋压力的基本平衡，从

而避免旋轮的受力偏载，抑制芯模的跳动，保证机床在旋压过程中不出现失稳的现象。多旋

轮旋压机床通过这种对机床旋轮横向滑枕位置精度进行的多项多样化的动态自适应补偿

方式最终实现加工出满足工艺要求的高精度零件。

[0022] 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使操作加灵活、方便，更具有人性化，设备配有人机交互

平台，在设备交互平台上可以设置旋压过程的三种工作模式，参数设定、手动调节和自动自

适应调节。利用数控系统的快速反应输入输出I/O接口和交互式操作平台界面，可根据工艺

要求，在加工过程中动态的实现旋轮轴的动、静补偿的自动切换，满足旋压过程的精度调整

要求。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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