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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包括

中央控制单元以及与中央控制单元连接的刀补

数据传输单元、物料传输单元和加工制造单元；

其中，刀补数据传输单元用于将刀补数据传输至

中央控制单元；中央控制单元用于将刀补数据指

派至相应的加工制造单元；物料传输单元用于根

据中央控制单元的搬运命令将物料搬运至指定

位置和姿态；加工制造单元包括3台数控龙门加

工中心，用于根据刀补数据对物料进行加工。本

发明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3台数控龙门加工中

心所获得的的生产量是单机作业车间环境下用

同等数量机床所获得的生产量的1.5‑2倍，且机

床作业由中央控制单元进行调度，当某一机床空

闲，中央控制单元便调一零件到该机床，能够大

大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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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中央控制单元以及与所述中央控制单

元连接的刀补数据传输单元、物料传输单元和加工制造单元；

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用于将刀补数据传输至所述中央控制单元；所述中央控制单元

用于将所述刀补数据指派至相应的加工制造单元；

所述物料传输单元用于根据所述中央控制单元的搬运命令将物料搬运至指定位置和

姿态；

所述加工制造单元包括3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用于根据所述刀补数据对所述物料进

行加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控制单元建制在

所述生产线的中控室内；所述中央控制单元包括监控电脑和操作电脑；所述监控电脑用于

监控所述生产线内各工位的运转情况；所述操作电脑用于通过所述操作电脑内装载的可控

系统来进行各个工位的派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各个工位的派工包括

托盘的开进开出、所述刀补数据的指派、运输小车的移动以及工件翻转机的夹取与翻转。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采

用美国帕莱克精密柜式全自动刀具预调仪；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与所述中央控制单元采

用有线网络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包

括ISO50主轴以及PGC7全自动刀具管理与网络通讯系统，最大可测直径420mm，最大可测高

度40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传输单元采用

FANUC  35i系列系统；所述物料传输单元与所述中央控制单元采用有线网络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传输单元包括导

轨、设置在所述导轨上的运输小车、设置在所述导轨两端的传感器以及设置在所述导轨一

端的工件翻转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制造单元的所述

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采用FANUC  31i‑B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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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构架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现轨道交通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生产企业必须根据不同的用户进行新产品开发，

加工产品品种日益增多，对于转向架的功能、质量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构架作为转向架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担了骨架作用又有着检具的功能，一代一代的构架从生命周期

五十年、二十年、十年，更新迭代明显加快产品，生命周期明显缩短。并且随着国内地铁行业

井喷式发展，如何快速拿下大量订单，成为了各大主机厂考虑的问题，也纷纷拿出各家优势

进行竞争，而交货周期缩短成为了一个赢得客户的重中之重的条件。原有构架加工采用的

是单台设备独立加工，多个设备互不相连，每个机床都有1到2名操作人员，人员之间无法建

立及时沟通，且机床占用厂房面积大，生产效率极低。因此，为适应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和多

变性，以及产品生命周期和交货周期缩短的现状，急需一种应变力强、生产效率高、能快速

生产新产品的生产形式，解决单价小批量生产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以提供一种应变力强、生产效率

高、能快速生产新产品的新型生产线。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5] 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包括中央控制单元以及与所述中央控制单元连接的刀

补数据传输单元、物料传输单元和加工制造单元；

[0006] 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用于将刀补数据传输至所述中央控制单元；所述中央控制

单元用于将所述刀补数据指派至相应的加工制造单元；

[0007] 所述物料传输单元用于根据所述中央控制单元的搬运命令将物料搬运至指定位

置和姿态；

[0008] 所述加工制造单元包括3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用于根据所述刀补数据对所述物

料进行加工。

[0009] 可选地，所述中央控制单元建制在所述生产线的中控室内；所述中央控制单元包

括监控电脑和操作电脑；所述监控电脑用于监控所述生产线内各工位的运转情况；所述操

作电脑用于通过所述操作电脑内装载的可控系统来进行各个工位的派工。

[0010] 可选地，所述各个工位的派工包括托盘的开进开出、所述刀补数据的指派、运输小

车的移动以及工件翻转机的夹取与翻转。

[0011] 可选地，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采用美国帕莱克精密柜式全自动刀具预调仪；所

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与所述中央控制单元采用有线网络连接。

[0012] 可选地，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包括ISO50主轴以及PGC7全自动刀具管理与网络

通讯系统，最大可测直径420mm，最大可测高度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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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可选地，所述物料传输单元采用FANUC  35i系列系统；所述物料传输单元与所述中

央控制单元采用有线网络连接。

[0014] 可选地，所述物料传输单元包括导轨、设置在所述导轨上的运输小车、设置在所述

导轨两端的传感器以及设置在所述导轨一端的工件翻转机。

[0015] 可选地，所述加工制造单元的所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采用FANUC  31i‑B系统。

[0016]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例，本发明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

[001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包括中央控制单元以及与所述中央控制

单元连接的刀补数据传输单元、物料传输单元和加工制造单元；其中，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

元用于将刀补数据传输至所述中央控制单元；所述中央控制单元用于将所述刀补数据指派

至相应的加工制造单元；所述物料传输单元用于根据所述中央控制单元的搬运命令将物料

搬运至指定位置和姿态；所述加工制造单元包括3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用于根据所述刀补

数据对所述物料进行加工。通常情况下，本发明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3台数控龙门加工

中心所获得的的生产量是单机作业车间环境下用同等数量机床所获得的生产量的1.5‑2

倍，且机床作业由中央控制单元进行调度，当某一机床空闲，中央控制单元便调一零件到该

机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0018] 进一步地，由于设备的生产效率和利用率高，因而在加工同样数目的零件时，本发

明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所需要的机床台数少于单机情况的机床数量，降低了主要设备成

本。并且由于作业机床由中央控制单元来控制，仅需一名系统管理人员和1‑2名非技术操作

工进行装卸工件即可，大大降低了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布置效果示意图。

[0022] 符号说明：1中央控制单元，2刀补数据传输单元，3物料传输单元，301导轨，302运

输小车，303工件翻转机，4加工制造单元，401工作台液压推送系统，5作业区，6托盘存放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以提供一种应变力强、生产效率

高、能快速生产新产品的新型生产线。

[0025]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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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1为本发明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

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包括中央控制单元1以及与所述中央控制单元1连接的刀补数据

传输单元2、物料传输单元3和加工制造单元4。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2用于将刀补数据传

输至所述中央控制单元1；所述中央控制单元1用于将所述刀补数据指派至相应的加工制造

单元4。所述物料传输单元3用于根据所述中央控制单元1的搬运命令将物料搬运至指定位

置和姿态。所述加工制造单元4包括3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用于根据所述刀补数据对所述

物料进行加工。

[0027] 图2为本发明一种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布置效果示意图。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

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主要由中央控制单元1、刀补数据传输单元2、物料传输单元3和加工制

造单元4四大单元组成，用于轨道交通中构架的加工。其中加工制造单元4由3台数控龙门加

工中心A、B、C(也称为数控机床)组成。整个生产线具有高度柔性和自动化的加工能力，适应

产品多样化的要求，在智能工厂建设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意义。

[0028] 本发明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专门用作转向架系统中构架的加工，包括自动区和

作业区5两部分，作业区5包括上下料装夹工位，其余均为自动化区。整个自动化加工柔性生

产线由中央控制单元1、刀补数据传输单元2、物料传输单元3以及加工制造单元4等组成。其

中加工制造单元4由3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A、B、C组成，高度、高效的集成并通过一定的网络

通讯手段由中央控制单元1进行控制，而且生产线中的单元设备具有“联机/单机”两种操作

模式，所有的单元设备的软硬件均可独立操作。

[0029] 具体地，本发明的中央控制单元1建制在所述生产线的中控室内，作为整个生产线

的大脑，具备半自动模式与全自动模式。所述中央控制单元1包括监控电脑和操作电脑。其

中所述监控电脑用于监控所述生产线内各工位的运转情况。所示操作电脑内装有可控系

统，所述操作电脑用于通过所述可控系统来进行各个工位的派工，例如托盘的开进开出、所

述刀补数据的指派、运输小车的移动以及工件翻转机的夹取与翻转等。并且由于不同托盘

高度不同，导致机床主轴端面距离工作台面开口高度不统一，中央控制单元1可以对不同的

托盘的高度进行补偿，当不同托盘进入机床时可以自动将该托盘的补偿补进去。另外除了

所有单元在此中央控制单元1的控制下以外，生产线在出现运行问题时，各个其他单元也可

由独立配置的控制单元进行控制。

[0030] 具体地，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2采用美国帕莱克精密柜式全自动刀具预调仪，包

括ISO50主轴以及PGC7全自动刀具管理与网络通讯系统，最大可测直径420mm，最大可测高

度400mm，并配备有打印机。所述刀补数据传输单元2与所述中央控制单元1采用有线网络连

接，以实现刀补数据的传输，然后再由中央控制单元1分别指派到各个机床。例如测量钻头

时，先对刀具进行命名处理，将其命名为FZ32B，其中F为设备名称，Z为钻头简称，32为直径

尺寸，B为加工制造单元数控中心；然后将待检测刀具放入对刀仪设备主轴座，摄像头捕捉

到刀具检测部分，与系统内存有图形进行匹配，主轴自动旋转实现最大外径尺寸及其他数

据测量，形成一个数据包，传输单元通过网线将数据传输到生产线中央控制单元1，再将数

据传至加工制造单元3的某个数控加工中心中，不需要进行刀补输入。

[0031] 具体地，所述物料传输单元3采用FANUC  35i系列系统，受中央控制单元1控制。所

述物料传输单元3与所述中央控制单元1采用有线网络连接。所述物料传输单元3包括导轨

301、设置在所述导轨上的运输小车302、设置在所述导轨两端的传感器(图中未示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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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所述导轨一端的工件翻转机303。所示导轨301可以为一条8080mm的长导轨，导轨301

两端的停止与起始位置均配备有传感器，以防止小车运输超程。工件变位翻转机303位于导

轨一侧尽头，负责将构架从A托盘抓起，并翻转180度，然后放入B托盘。导轨301由齿条与直

线轨组成，定位精度高，运输小车302位于导轨301上进行移动，运输小车302负责托盘的横

向搬运，进给方式为直线导轨+齿轮齿条+伺服电机，并附带托盘纵向推送功能。运输小车

302将托盘推入机床的纵向推送顺序为：运输小车302的滚珠丝杠从纵向正方向向负方向推

送工作台，推送至工作台液压推送系统401的1号爪位置，然后1号爪升起，由1号爪沿导轨

301开始接替推送，推送至导轨301尽头，此时1号爪下降，2号爪升起，然后推送至3号爪位

置，此时2号爪下降，3号爪升起，并推送至4号爪位置，此时3号爪下降，4号爪升起，最终由4

号爪将托盘完全推送至机床内，4号爪下降，完成一次推送任务，托盘退出时，顺序恰好相

反。

[0032] 具体地，所述加工制造单元4的所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采用FANUC31i‑B系统。所述

数控龙门加工中心A、B、C为型号相同的3台日本本间数控龙门铣床，具有单工作台，其滑枕

的结构为四面支持型结构，其床身、工作台、立柱、横梁、滑枕头、滑枕等的制造采用铸铁，其

采用FANUC  31i‑B系统。其中，单台工位的加工中心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受中央控制单元1

的3台集成控制。所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A、B、C采用的刀柄规格为ISO50，彼此之间可以互

换，并且具有链条式刀库，容量60把。每台机床A、B、C配5个角度头，其中两个直角头、两个垂

直头、一个为万能角度头(C轴2.5分度、A轴1分度、A轴极限正负91度)。

[0033] 本发明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物料工艺路线为根据工作计划输入生产订单号

码、工件号、交期和产量。零件加工程序可实现加工程序的下载和管理等，同时也可实现程

序指令离线编辑，即，加工程序可以直接在控制室内的监控电脑上用编辑器进行编辑，编辑

完成再传回中央控制单元1，中央控制单元1会将此程序同步到机床。工件上下料和转运依

靠托盘作为载体，以实现加工零件的交换和转运。每个托盘设置特定的编码，零件的装夹按

托盘编码和零件种类进行，加工零件程序的调用同样按托盘编码和零件种类进行。托盘运

输小车302302根据中央控制单元1发出的指令，可自动识别搬运托盘的正确与否，确保整套

系统的正常运行。

[0034] 本发明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5] 作为全新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在整个生产线开始前，刀补数据传输单元2首先

通过有线网络将刀补数据传输到中央控制单元1，中央控制单元1再分别将具体的刀补数据

发送到各个机床A、B、C。操作人员通过刀柄上的二维码将刀具装到相应机床相应刀槽位置，

并将各工件夹具提前装入托盘，并调试好位置，然后准备开始作业任务。

[0036] 开始前，设定好整个系统的加工顺序和优先工件型号；用吊车将待加工构架吊到

作业区5；然后运输小车302把(12个自动的/2个手动的)托盘放置区的托盘搬入到作业区5

开始装载工件至夹具上，并将工件进行找正，且用高度尺测出车轴中心线距离工作台距离，

通过不同工作台开口高度数值进行计算，得出Z向坐标值(X、Y坐标始终为工作台中心线坐

标值)，并将此数值手动输入至中央控制单元1，最终确认好G54(一号工件坐标系)。可以随

时重复此作业过程。

[0037] 待工件安装完以后，通过扫描方式将工件的信息输入到托盘控制装置，并将该工

件信息传送到中央控制单元1，在指定的R地址处写入相应地址。运输小车302将带有工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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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具的托盘自动的直接搬入到机床A开始反面加工。运输小车302再根据指令程序自动的将

托盘同样的搬运到机床B或机床C。工作台到位后，机床CNC系统收到中央控制指令开始进行

加工。

[0038] 反面加工完成后，CNC发出完工信号(一组信号，包括机床程序执行状态、机床报警

信息、工作台开出信息等)并在指定的R地址上写入1，自动生产线会根据生产队列(在制品

工件顺序)，自动线其他机床、缓存工位状态以及小车状态等进行工位选择，然后将目标工

位发送至运输小车302，在R地址处写入相应地址并保持搬运信号，运输小车302执行搬运，

推送至翻转机303。翻转机303接收到中央控制单元1指令将工件抓起并翻转180度。然后运

输小车302先将反面加工托盘送回托盘存放区6的空工位，然后将下一工序(工件正面)用的

托盘从托盘缓存区拉出并运送到翻转机303下。将下一工序用的夹具的安装在托盘上(如果

夹具已经提前安装好的话不需要此步骤)，翻转机303将已翻转好(此时工件已经从反面翻

转至正面)的工件放入装有正面夹具的托盘上。

[0039] 安装完成后，运输小车302自动的将托盘搬入到作业区5进行找正，此时的Z向不需

要再用高度尺测量，因为反面时已经加工出Z向基准，每件的G54的Z向坐标值都是相同的，

工件每次只需要将X、Y找正即可，然后按照反面时的步骤开展作业直至送入机床等待加工。

待正面加工完成后，此时运输小车302将工件不再送入翻转机303，而是直接运至作业区5，

使用天车将工件吊至打磨区，进行毛刺打磨，完成一个工件作业循环。

[0040] 此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控制单元1可以根据生产任务将不同工件进行优先等级

进行设定，将优先型号的工件优先加工。当优先型号的工件完成数达到程序指令的个数时，

机床切换到次优先等级模式，运输小车302将次优先型号的工件自动搬入到空闲的机床进

行加工。

[0041] 本发明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工序集中，无固定的生产节拍以及物料的非顺序输

送，能够根据制造任务或生产环境的变化迅速进行调整，适用于多品种、中小批量生产，所

产生的技术效果重点有以下三条：

[0042] (1)生产效率高，通常情况下，本发明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的3台机床A、B、C所获得

的的生产量是单机作业车间环境下用同等数量机床所获得的生产量的1.5‑2倍，且机床作

业由中央控制单元1进行调度，当某一机床空闲，中央控制单元1便调一零件到该机床，大大

提高了生产效率。

[0043] (2)降低主要设备成本，由于设备的生产效率和利用率高，因而在加工同样数目的

零件时，本发明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所需要的机床台数少于单机情况的机床数量。

[0044] (3)降低直接人工成本，作业机床由中央控制单元1来控制，仅需一名系统管理人

员和1‑2名非技术操作工进行装卸工件即可。

[0045] 此外，传统的构架加工为正反两面的加工，在单机作业时需要天车往复进行吊取

翻转作业，由于构架为焊接件，刚性差，翻转时一侧需要提前落地，容易导致构架变形或损

坏，且天车翻转效率低下，存在很多危险源。而本发明的构架加工柔性生产线中，采用运输

小车302执行构架搬运，仅在反面加工完成后由翻转机303进行一次翻转，无需天车往复进

行吊取翻转作业，极大程度避免了构架变形或损坏以及天车翻转效率低下的问题。

[0046] 构架加工时，由于采用不同型号、不同软件的机床加工，导致经常出现工艺人员需

要做多个工艺方案并且编制多套程序，而操作人员也无法做到灵活换岗，机动性差，不同软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13182935 A

7



件、不同型号机床加工出的产品问题或解决方案无法互相借鉴。而本发明的构架加工柔性

生产线中，3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A、B、C为型号相同的日本本间数控龙门铣床，并且由统一

的中央控制单元1进行协调控制，应变力强、生产效率高、能快速生产新产品，解决了单价小

批量生产的问题。

[0047]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048]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

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

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

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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