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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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008125.7

(22)申请日 2018.01.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95334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4.24

(73)专利权人 大连理工大学

地址 116024 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凌工

路2号

(72)发明人 高航　周天一　鲍永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大连东方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21212

代理人 李洪福

(51)Int.Cl.

B25J 11/00(2006.01)

B25J 9/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586517 A,2014.02.19

CN 202252615 U,2012.05.30

CN 105666844 A,2016.06.15

US 5241732 A,1993.09.07

CN 2619745 Y,2004.06.09

审查员 于淼

 

(54)发明名称

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

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

人式自动加工装置及方法，所述的装置包括装夹

定位装置、输送系统、装夹工作台、加工工作台、

自避让支撑系统、导轨定位抬起系统、夹紧系统、

导轨、加工系统和数控系统；所述的深腔构件为

长宽比大于2的构件。本发明解决了狭长深腔构

件对加工工艺与方法的限制，实现了长跨距导轨

在狭长深腔构件内的定位夹紧，提高了加工系统

的刚性，减小了系统的变形与振动，一次装夹后

全自动定位夹紧也保证了构件定位的准确性，提

高了制孔工艺的加工精度与质量。本发明实现了

从上料到加工等所有工序的完全自动化，并通过

数控系统对工艺参数进行控制，大大提高了狭长

深腔类产品的加工效率与加工质量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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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装夹定位装置

(10)、输送系统(20)、装夹工作台(30)、加工工作台(40)、自避让支撑系统(50)、导轨定位抬

起系统(60)、夹紧系统(70)、导轨(80)、加工系统(90)和数控系统(100)；所述的深腔构件为

长宽比大于2的构件(120)；

所述的装夹定位装置(10)安装在输送系统(20)上，输送系统(20)安装在装夹工作台

(30)上，并与数控系统(100)相连；装夹工作台(30)与加工工作台(40)连接，并通过地脚安

装在地基上；所述的自避让支撑系统(50)由多个相同结构的支撑单元组成，与导轨定位抬

起系统(60)及导轨(80)一同安装在加工工作台(40)上，并与数控系统(100)相连；所述的加

工系统(90)安装在导轨(80)上，并与数控系统(100)相连；所述的夹紧系统(70)安装在导轨

(80)上，并与数控系统(100)相连；所述的自避让支撑系统(50)在加工系统(90)进入构件

(120)前支撑导轨(80)，在导轨(80)陆续进入构件(120)的过程中，支撑单元陆续落下，直到

加工系统(90)完全进入构件(120)；

所述的装夹工作台(30)与加工工作台(40)通过斜孔销与螺栓精确连接；

所述的夹紧系统(70)和加工系统(90)外设置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110)；所述的装夹

定位装置(10)包括装夹机构、装夹台底板(12)、前限位块(15)和后限位块；所述的装夹机构

有多套，沿装夹台底板(12)轴向布置；所述的前限位块(15)和后限位块分别位于装夹台底

板(12)的前后两端；

所述的装夹机构为“凹”形机构，包括定位底板(11)、楔形压板(13)和自定心装置(14)，

所述的定位底板(11)横跨在装夹台底板(12)上，楔形压板(13)和自定心装置(14)各有两

个，左右对称的安装在定位底板(11)的两侧；

所述的定位底板(11)承托构件(120)重量；定位底板(11)设置有定位销，用于保证定位

准确；定位底板(11)设置浮动气缸，所述的浮动气缸具有调整和锁定功能，用于保证构件

(120)水平；所述的装夹台底板(12)承托所有装夹机构及构件(120)，并与输送系统(20)相

连；所述的楔形压板(13)与自定心装置(14)配合，在定心动作完成之后将构件(120)从两侧

面压紧，保证装夹稳定牢固；所述的前限位块(15)和后限位块在构件(120)吊装时起到导向

作用，并作为构件(120)总长的检具；

所述的输送系统(20)包括丝杠、前限位座(21)、后限位座(22)和辅助支撑轮(23)，所述

的丝杠安装在装夹工作台(30)上，对构件(120)与装夹定位装置(10)进行输送，前限位座

(21)和后限位座(22)保证丝杠精确定位；辅助支撑轮(23)安装在导轨(80)上，在装夹动作

阶段，自避让支撑系统(50)支撑整个导轨(80)，在导轨(80)进入构件(120)深腔的过程中，

辅助支撑轮(23)将导轨(80)的支撑从自避让支撑系统(50)逐步转移到构件(120)的内壁

上；

所述的自避让支撑系统(50)由三个相同的支撑单元构成，分别支撑导轨(80)的前部、

中部及后部，每个支撑单元均与数控系统(100)相连；在前中后三个支撑单元的前方设置有

多处传感器，监测构件(120)输送的位置与速度信息，通过数控系统(100)对位置与速度信

息进行处理，并控制支撑单元的自避让动作；

所述的导轨定位抬起系统(60)包括位于导轨(80)前端的前定位抬起支撑(61)和位于

导轨(80)末端的后抬起支撑(62)，前定位抬起支撑(61)和后抬起支撑(62)均安装在加工工

作台(40)上；前定位抬起支撑(61)在初始阶段支撑导轨(80)前端防止窜动，而在输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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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前落下，后抬起支撑(62)与导轨(80)末端相连；所述的前定位抬起支撑(61)设置锥销

定位，保证在导轨(80)的支撑转换后整个导轨(80)相对机床中心无移动，后抬起支撑(62)

与前定位抬起支撑(61)协同动作，保证导轨(80)前后左右水平；

所述的夹紧系统(70)包括下压紧气缸(71)和侧压紧气缸(72)，所述的下压紧气缸(71)

共有5对，按照构件(120)加强筋与法兰特征的位置，均匀分布在导轨(80)矩形钢管座下方；

所述的侧压紧气缸(72)共有4对，按照构件(120)加强筋的位置，均匀分布在导轨(80)矩形

钢管座两侧，左右成对安装，保证夹紧力的平衡稳定；夹紧系统(70)通过对构件(120)内壁

进行压紧，配合装夹机构楔形压块对构件(120)的外部压紧，达到稳定的夹紧动作；

所述的加工系统(90)包括底架(91)、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和加工模块；所述的底架

(91)与导轨(80)通过滑轨块相连，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和加工模块均安装在底架(91)

上；所述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安装在底架(91)的中部，通过齿轮与导轨(80)矩形钢管座 

内侧的齿条连接，实现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的精确移动和定位；所述的加工模块包括功

能模块A(93)和功能模块B(9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加工模块包括多个具有不同工作方式的功能模块。

3.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将构件(120)吊装在装夹定位装置(10)上进行定位夹紧，其中装夹定位装置(10)设

计有自动定心机构，保证构件X轴即机床横轴处于中心位置，前限位块(15)和后限位块保证

构件Y轴即机床纵轴处于设计位置，完成构件(120)相对于机床坐标系的定位及构件(120)

在装夹定位装置(10)上的夹紧；

B、输送系统(20)将构件(120)连同装夹定位装置(10)从装夹工作台工位移动到加工工

作台工位，机床处于初始位置时，自避让支撑系统(50)支撑整个导轨(80)，避免导轨(80)刚

度不足导致形变，在输送过程开始后，为保证导轨(80)在穿越构件(120)内腔时不发生较大

形变，输送系统(20)与自避让支撑系统(50)通过数控系统(100)协同控制，将对导轨(80)的

支撑从自避让支撑系统(50)通过辅助支撑轮(23)逐步转移到构件(120)内壁上；

C、在输送系统(20)将构件(120)送入加工工作台工位后，导轨定位抬起系统(60)通过

前定位抬起支撑(61)完成导轨(80)在转换支撑后的定位，并通过前定位抬起支撑(61)和后

抬起支撑(62)将导轨(80)抬升，完成导轨(80)的校准；夹紧系统(70)在导轨定位抬起系统

(60)完成抬起和定位动作后进行夹紧，完成构件(120)的最终装夹；

D、构件(120)定位夹紧后，由位于导轨(80)上的加工系统(90)进行加工，加工系统(90)

根据不同的加工需求灵活选择所需的加工模块种类；所述的加工模块包括功能模块A(93)

和功能模块B(94)，功能模块A(93)为垂直钻削模块，功能模块B(94)为垂直镗铣模块，在钻

削加工中，加工系统(90)中的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对加工孔进行精确定位；在铣削加工

中，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则与垂直镗铣模块的横轴进给机构协同完成圆弧插补运动，避

免纵轴转换误差；

E、加工过程由数控系统(100)全程自动化控制，并通过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110)中的

辅助视觉监控系统与加工系统(90)组合，实现加工状态实时反馈；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

(110)中的吸尘系统在加工与待机时均对设备内粉尘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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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航空航天加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式自动加工装置

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航空航天领域大型构件一体式加工需求越来越多，如舱段与筒体等构件在整体成

型后通常需要进行铣槽及制孔加工工艺，从而满足构件的连接装配要求，但此类构件的加

工位置通常位于狭小空间的深腔内壁中，不便于自动化加工，通常采用工人手工加工的方

式进行加工，构件内腔狭小，工人工作环境恶劣。

[0003] 目前针对此类加工特征的加工工具大多针对特定的产品构件进行设计。如狭窄内

腔结构加工的夹具设计，基本都依靠构件自身的结构特征进行支撑与夹紧，如壳体类零件

工具倚靠内壁进行支撑，窄口类零件采用内外夹紧进行固定等；而针对深腔加工的自动化

设备有两种主要的设计形式，悬臂式与贯穿式。悬臂式设备主要采用长悬臂结构深入内腔，

并在悬臂上设置加工单元进行加工，此类设备需要考虑悬臂的刚度与变形，因此在需要大

切削力及精确加工的场合难以满足要求；贯穿式加工设备则通常采用一横穿构件内腔的主

轴作为设备主体，在主轴上设计夹紧定位及加工系统，此类设备在需要较大切削力及系统

刚度的条件下应用较多，但由于主轴较为笨重，拆装工时较长，难以实现完全自动化加工，

导致此类设备加工效率低下，在实际生产中使用较少。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要设计一种加工效率高、加工精度高、自

动化程度高、适用范围广泛的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装置及方法，以解决悬

臂式设备刚度不足的的问题，从而实现狭长深腔构件高质高效自动化加工。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装置，包括装夹定位装置、输送系统、装

夹工作台、加工工作台、自避让支撑系统、导轨定位抬起系统、夹紧系统、导轨、加工系统和

数控系统；所述的深腔构件为长宽比大于2的构件；

[0007] 所述的装夹定位装置安装在输送系统上，输送系统安装在装夹工作台上，并与数

控系统相连；装夹工作台与加工工作台连接，并通过地脚安装在地基上；所述的自避让支撑

系统由多个相同结构的支撑单元组成，与导轨定位抬起系统及导轨一同安装在加工工作台

上，并与数控系统相连；所述的加工系统安装在导轨上，并与数控系统相连；所述的夹紧系

统安装在导轨上，并与数控系统相连；所述的自避让支撑系统在加工系统进入构件前支撑

导轨，在导轨陆续进入构件的过程中，支撑单元陆续落下，直到加工系统完全进入构件。

[0008] 所述的装夹工作台与加工工作台通过斜孔销与螺栓精确连接。

[0009] 所述的夹紧系统和加工系统外设置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

[0010] 所述的装夹定位装置包括装夹机构、装夹台底板、前限位块和后限位块；所述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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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机构有多套，沿装夹台底板轴向布置；所述的前限位块和后限位块分别位于装夹台底板

的前后两端；

[0011] 所述的装夹机构为“凹”形机构，包括定位底板、楔形压板和自定心装置，所述的定

位底板横跨在装夹台底板上，楔形压板和自定心装置各有两个，左右对称的安装在定位底

板的两侧；

[0012] 所述的定位底板承托构件重量；定位底板设置有定位销，用于保证定位准确；定位

底板设置可调可锁定浮动气缸，用于保证构件水平；所述的装夹台底板承托所有装夹机构

及构件，并与输送系统相连；所述的楔形压板与自定心装置配合，在定心动作完成之后将构

件从两侧面压紧，保证装夹稳定牢固；所述的前限位块和后限位块在构件吊装时起到导向

作用，并作为构件总长的检具；

[0013] 所述的输送系统包括丝杠、前限位座、后限位座和辅助支撑轮，所述的丝杠安装在

装夹工作台上，对构件与装夹定位装置进行输送，前限位座和后限位座保证丝杠精确定位；

辅助支撑轮安装在导轨上，在装夹动作阶段，自避让支撑系统支撑整个导轨，在导轨进入构

件深腔的过程中，辅助支撑轮将导轨的支撑从自避让支撑系统逐步转移到构件的内壁上；

[0014] 所述的自避让支撑系统由三个相同的支撑单元构成，分别支撑导轨的前部、中部

及后部，每个支撑单元均与数控系统相连；在前中后三个支撑单元的前方设置有多处传感

器，监测构件输送的位置与速度信息，通过数控系统对位置与速度信息进行处理，并控制支

撑单元的自避让动作；

[0015] 所述的导轨定位抬起系统包括位于导轨前端的前定位抬起支撑和位于导轨末端

的后抬起支撑，前定位抬起支撑和后抬起支撑均安装在加工工作台上；前定位抬起支撑在

初始阶段支撑导轨前端防止窜动，而在输送阶段开始前落下，后抬起支撑与导轨末端相连；

所述的前定位抬起支撑设置锥销定位，保证在导轨的支撑转换后整个导轨相对机床中心无

移动，后抬起支撑与前定位抬起支撑协同动作，保证导轨前后左右水平；

[0016] 所述的夹紧系统包括下压紧气缸和侧压紧气缸，所述的下压紧气缸共有10个5对，

按照构件加强筋与法兰特征的位置，均匀分布在导轨矩形钢管座下方；所述的侧压紧气缸

共有4对，按照构件加强筋的位置，均匀分布在导轨矩形钢管座两侧，左右成对安装，保证夹

紧力的平衡稳定；夹紧系统通过对构件内壁进行压紧，配合装夹机构楔形压块对构件的外

部压紧，达到稳定的夹紧动作；

[0017] 所述的加工系统包括底架、纵轴移位进给机构和加工模块；所述的底架与导轨通

过滑轨块相连，纵轴移位进给机构和加工模块均安装在底架上；所述纵轴移位进给机构安

装在底架的中部，通过齿轮与导轨矩形钢管内侧的齿条连接，实现纵轴移位进给机构的精

确移动和定位。

[0018] 所述的加工模块包括多个具有不同工作方式的功能模块。

[0019] 所述的加工模块包括功能模块A和功能模块B。

[0020] 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1] A、将构件吊装在装夹定位装置上进行定位夹紧，其中装夹定位装置设计有自动定

心机构，保证构件X轴即机床横轴处于中心位置，前限位块和后限位块保证构件Y轴即机床

纵轴处于设计位置，完成构件相对于机床坐标系的定位及构件在装夹定位装置上的夹紧；

[0022] B、输送系统将构件连同装夹定位装置从装夹工作台工位移动到加工工作台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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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处于初始位置时，自避让支撑系统支撑整个导轨，避免导轨刚度不足导致形变，在输送

过程开始后，为保证导轨在穿越构件内腔时不发生较大形变，输送系统与自避让支撑系统

通过数控系统协同控制，将对导轨的支撑从自避让支撑系统通过辅助支撑轮逐步转移到构

件内壁上；

[0023] C、在输送系统将构件送入加工工作台工位后，导轨定位抬起系统通过前定位抬起

支撑完成导轨在转换支撑后的定位，并通过前定位抬起支撑和后抬起支撑将导轨抬升，完

成导轨的校准；夹紧系统在导轨定位抬起系统完成抬起和定位动作后进行夹紧，完成构件

的最终装夹；

[0024] D、构件定位夹紧后，由位于导轨上的加工系统进行加工，加工系统根据不同的加

工需求灵活选择所需的加工模块种类；所述的加工模块包括功能模块A和功能模块B，功能

模块A为垂直钻削模块，功能模块B为垂直镗铣模块，在钻削加工中，加工系统中的纵轴移位

进给机构对加工孔进行精确定位，在铣削加工中，纵轴移位进给机构则与垂直镗铣模块的

横轴进给机构协同完成圆弧插补运动，避免纵轴转换误差；

[0025] E、加工过程由数控系统全程自动化控制，并通过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中的辅助视

觉监控系统与加工系统组合，实现加工状态实时反馈；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中的吸尘系统

在加工与待机时均对设备内粉尘量进行控制。

[0026] 本发明的效果和益处是：

[0027] 1、本发明解决了狭长深腔构件对加工工艺与方法的限制，实现了长跨距导轨在狭

长深腔构件内的定位夹紧，提高了加工系统的刚性，减小了系统的变形与振动，一次装夹后

全自动定位夹紧也保证了构件定位的准确性，提高了制孔工艺的加工精度与质量，理论上

不论长宽比多大，在保证导轨精度和构件定位准确的情况下，均可实现构件内孔的高质高

效加工。

[0028] 2、本发明实现了从上料到加工等所有工序的完全自动化，并通过数控系统对工艺

参数进行控制，使用视觉监控系统对加工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大大提高了狭长深腔类产品

的加工效率与加工质量稳定性。

[0029] 3、本发明采用全自动数控设计，工艺参数与加工过程由数控系统控制，可根据产

品不同加工需求对工艺参数和工艺流程进行调整，提高了设备使用的通用性，扩展了设备

的适用范围，自动化控制系统也降低了工人的操作难度，提高了设备的易用性，降低了操作

人员的培训成本。

[0030] 4、本发明的加工系统可配置多个功能模块，可提供最高四工位同时钻孔或三工位

钻孔与螺旋铣复合加工形式，加工系统通过数控系统进行控制，可实现功能模块的最高三

轴联动加工。

[0031] 5、本发明在依照工艺流程运动过程中采用了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提供多种软硬

件开关保护，保证了设备运转时动作的准确性与安全性，整体设计的除尘与辅助系统保证

了切屑粉尘不会对电气系统产生安全影响，同时改善了工人的操作环境。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的加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是本发明的加工装置的外观示意图(包括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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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3是本发明的装夹工位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是本发明的加工工位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是本发明的加工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0038] 图中：10、装夹定位装置，11、定位底板，12、装夹台底板，13、楔形压板，14、自定心

装置，15、前限位块，20、输送系统，21、前限位座，22、后限位座，23、辅助支撑轮，30、装夹工

作台，40、加工工作台，50、自避让支撑系统，60、导轨定位抬起系统，61、前定位抬起支撑，

62、后抬起支撑，70、夹紧系统，71、下压紧气缸，72、侧压紧气缸，80、导轨，90、加工系统，91、

底架，92、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3、功能模块A，94、功能模块B，100、数控系统，110、防护及辅

助监控系统，120、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结合技术方案和附图详细叙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如图1-5所示，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装置，包括装夹定位装置

10、输送系统20、装夹工作台30、加工工作台40、自避让支撑系统50、导轨定位抬起系统60、

夹紧系统70、导轨80、加工系统90和数控系统100；所述的深腔构件为长宽比大于2的构件

120；

[0041] 所述的装夹定位装置10安装在输送系统20上，输送系统20安装在装夹工作台30

上，并与数控系统100相连；装夹工作台30与加工工作台40连接，并通过地脚安装在地基上；

所述的自避让支撑系统50由多个相同结构的支撑单元组成，与导轨定位抬起系统60及导轨

80一同安装在加工工作台40上，并与数控系统100相连；所述的加工系统90安装在导轨80

上，并与数控系统100相连；所述的夹紧系统70安装在导轨80上，并与数控系统100相连；所

述的自避让支撑系统50在加工系统90进入构件120前支撑导轨80，在导轨80陆续进入构件

120的过程中，支撑单元陆续落下，直到加工系统90完全进入构件120。

[0042] 所述的装夹工作台30与加工工作台40通过斜孔销与螺栓精确连接。

[0043] 所述的夹紧系统70和加工系统90外设置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110。

[0044] 所述的装夹定位装置10包括装夹机构、装夹台底板12、前限位块15和后限位块；所

述的装夹机构有多套，沿装夹台底板12轴向布置；所述的前限位块15和后限位块分别位于

装夹台底板12的前后两端；

[0045] 所述的装夹机构为“凹”形机构，包括定位底板11、楔形压板13和自定心装置14，所

述的定位底板11横跨在装夹台底板12上，楔形压板13和自定心装置14各有两个，左右对称

的安装在定位底板11的两侧；

[0046] 所述的定位底板11承托构件120重量；定位底板11设置有定位销，用于保证定位准

确；定位底板11设置可调可锁定浮动气缸，用于保证构件120水平；所述的装夹台底板12承

托所有装夹机构及构件120，并与输送系统20相连；所述的楔形压板13与自定心装置14配

合，在定心动作完成之后将构件120从两侧面压紧，保证装夹稳定牢固；所述的前限位块15

和后限位块在构件120吊装时起到导向作用，并作为构件120总长的检具；

[0047] 所述的输送系统20包括丝杠、前限位座21、后限位座22和辅助支撑轮23，所述的丝

杠安装在装夹工作台30上，对构件120与装夹定位装置10进行输送，前限位座21和后限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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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保证丝杠精确定位；辅助支撑轮23安装在导轨80上，在装夹动作阶段，自避让支撑系统50

支撑整个导轨80，在导轨80进入构件120深腔的过程中，辅助支撑轮23将导轨80的支撑从自

避让支撑系统50逐步转移到构件120的内壁上；

[0048] 所述的自避让支撑系统50由三个相同的支撑单元构成，分别支撑导轨80的前部、

中部及后部，每个支撑单元均与数控系统100相连；在前中后三个支撑单元的前方设置有多

处传感器，监测构件120输送的位置与速度信息，通过数控系统100对位置与速度信息进行

处理，并控制支撑单元的自避让动作；

[0049] 所述的导轨定位抬起系统60包括位于导轨80前端的前定位抬起支撑61和位于导

轨80末端的后抬起支撑62，前定位抬起支撑61和后抬起支撑62均安装在加工工作台40上；

前定位抬起支撑61在初始阶段支撑导轨80前端防止窜动，而在输送阶段开始前落下，后抬

起支撑62与导轨80末端相连；所述的前定位抬起支撑61设置锥销定位，保证在导轨80的支

撑转换后整个导轨80相对机床中心无移动，后抬起支撑62与前定位抬起支撑61协同动作，

保证导轨80前后左右水平；

[0050] 所述的夹紧系统70包括下压紧气缸71和侧压紧气缸72，所述的下压紧气缸71共有

10个5对，按照构件120加强筋与法兰特征的位置，均匀分布在导轨80矩形钢管座下方；所述

的侧压紧气缸72共有4对，按照构件120加强筋的位置，均匀分布在导轨80矩形钢管座两侧，

左右成对安装，保证夹紧力的平衡稳定；夹紧系统70通过对构件120内壁进行压紧，配合装

夹机构楔形压块对构件120的外部压紧，达到稳定的夹紧动作；

[0051] 所述的加工系统90包括底架91、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和加工模块；所述的底架91

与导轨80通过滑轨块相连，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和加工模块均安装在底架91上；所述纵轴

移位进给机构92安装在底架91的中部，通过齿轮与导轨80矩形钢管内侧的齿条连接，实现

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的精确移动和定位。

[0052] 所述的加工模块包括多个具有不同工作方式的功能模块。

[0053] 所述的加工模块包括功能模块A93和功能模块B94。

[0054] 如图1-6所示，一种深腔构件轨道爬行机器人式自动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5] A、将构件120吊装在装夹定位装置10上进行定位夹紧，其中装夹定位装置10设计

有自动定心机构，保证构件X轴即机床横轴处于中心位置，前限位块15和后限位块保证构件

Y轴即机床纵轴处于设计位置，完成构件120相对于机床坐标系的定位及构件120在装夹定

位装置10上的夹紧；

[0056] B、输送系统20将构件120连同装夹定位装置10从装夹工作台工位移动到加工工作

台工位，机床处于初始位置时，自避让支撑系统50支撑整个导轨80，避免导轨80刚度不足导

致形变，在输送过程开始后，为保证导轨80在穿越构件120内腔时不发生较大形变，输送系

统20与自避让支撑系统50通过数控系统100协同控制，将对导轨80的支撑从自避让支撑系

统50通过辅助支撑轮23逐步转移到构件120内壁上；

[0057] C、在输送系统20将构件120送入加工工作台工位后，导轨定位抬起系统60通过前

定位抬起支撑61完成导轨80在转换支撑后的定位，并通过前定位抬起支撑61和后抬起支撑

62将导轨80抬升，完成导轨80的校准；夹紧系统70在导轨定位抬起系统60完成抬起和定位

动作后进行夹紧，完成构件120的最终装夹；

[0058] D、构件120定位夹紧后，由位于导轨80上的加工系统90进行加工，加工系统90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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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加工需求灵活选择所需的加工模块种类；所述的加工模块包括功能模块A93和功能

模块B94，功能模块A93为垂直钻削模块，功能模块B94为垂直镗铣模块，在钻削加工中，加工

系统90中的纵轴移位进给机构92对加工孔进行精确定位；在铣削加工中，纵轴移位进给机

构92则与垂直镗铣模块的横轴进给机构协同完成圆弧插补运动，避免纵轴转换误差；

[0059] E、加工过程由数控系统100全程自动化控制，并通过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110中的

辅助视觉监控系统与加工系统90组合，实现加工状态实时反馈；防护及辅助监控系统110中

的吸尘系统在加工与待机时均对设备内粉尘量进行控制。

[0060] 本发明不局限于本实施例，任何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的等同构思或者改

变，均列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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