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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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739173.9

(22)申请日 2017.08.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58433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16

(73)专利权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地址 210016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

29号

(72)发明人 李迎光　刘长青　华家玘　牟文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天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32218

代理人 瞿网兰

(51)Int.Cl.

B23Q 17/09(2006.01)

G06N 3/04(2006.01)

G06N 3/08(2006.01)

审查员 汪娅骅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加工

刀具状态实时监测方法

(57)摘要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加工

刀具状态实时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构建了包含

深度置信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两级深度学习模

型，基于大量数控加工监测信号训练深度学习网

络，进而实现刀具状态的实时监测；首先采用大

量监测信号数据训练深度置信网络，实现监测信

号特征的自动提取，并构建信号特征输入矩阵，

然后建立监测信号与工艺信息和几何信息的关

联关系，构建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大量样本数据

对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建立监测信息与刀具

状态的映射关系，最后根据数控加工过程中的实

时监测信息，通过训练后的深度学习模型判断刀

具状态。本发明既适用于大批量零件生产，也适

用于小批量甚至是单件生产时复杂结构件的数

控加工刀具状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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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加工刀具状态实时监测方法，通过构建包含深

度置信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两级深度学习模型，基于大量数控加工监测信号训练深度学习

网络，进而实现刀具状态的实时监测，它包括以下步骤：

首先，采用大量数控加工监测信号数据训练深度置信网络，实现数控加工监测信号特

征的自动提取，并构建信号特征输入矩阵；

其次，建立数控加工监测信号与工艺信息和几何信息的关联关系，构建卷积神经网络，

通过大量样本数据对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建立监测信息与刀具状态的映射关系；

最后，根据数控加工过程中的实时监测信息，通过训练后的深度学习模型判断刀具状

态；

其特征是所述的深度置信网络的构建方法为：堆叠k个受限玻尔兹曼机，k的值取决于

输入原始监测信号的个数数量级a和输出信号特征提取结果的个数数量级b， 对

某一类监测信号的原始信号数据构建向量P＝{p1,p2,……pc}，作为第一个受限玻尔兹曼机

的显层神经元，通过无监督学习方法对P进行编码，输出向量 即

监测信号第一次特征提取结果，构成隐层神经元；通过Gibbs采样和对比散度算法，采用大

量无标签的监测信号训练集数据对网络进行训练，得到权重矩阵W1，以Q1作为下一个受限玻

尔兹曼机的输入，重复上述步骤，进行监测信号的二次特征提取；经过k个受限玻尔兹曼机，

得到最终的监测信号特征提取结果 和深度置信网络的权重W；对

不同的监测信号分别构建深度置信网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数控加工监测信号包括：切削物理量、

切削参数信息、刀具信息、加工特征几何信息，其中切削物理量包括三向切削力信号、声发

射信号、振动信号、主轴功率信号，切削参数信息包括切深、切宽、进给速度、主轴转速，刀具

信息包括刀具直径、圆角半径、刀具材料，加工特征几何信息包括直线和圆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样本数据库构建方法为：采集不同种类的监测

信号Sm，其中m表示监测信号类型，分别存储t时间段内的信号数据 其对应的切削参数信

息、加工特征几何信息和刀具信息，以及代表其刀具状态的样本标签，其中t可以取0.5s～

1s内的时间段，以每一段时间t存储的监测信息作为一个训练样本；对不同种类的监测信号

数据进行分层采样，得到每一类监测信号数据对应的训练集S、验证集V和测试集T。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信号特征输入矩阵的构建方法为：把深

度置信网络提取的各类信号特征向量分别排列成s×s的信号特征矩阵簇M m：

其中s×s＝l；以信号特征矩阵簇Mm作为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即C1层

监测信息特征图谱，数量为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卷积神经网络的构建方法为：建立u个

卷积层和v个池化层，其中u和v通过验证集V进行参数调整获得；对C1层的m个监测信息特征

图谱进行池化操作，得到池化层S2，实现监测信息与刀具状态关联特征的抽象化；选择x个

大小为n×n的卷积核，与S2层中池化过后的m个监测信息特征图谱进行卷积运算，得到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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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C3的y个监测信息特征图谱，实现监测信息与刀具状态关联特征的提取，其中x，y，n通过

验证集V进行参数调整获得；重复上述步骤；提取训练样本对应的切削参数、刀具信息和几

何信息，构建工艺信息向量b，并添加至最后一层的监测信息特征图谱；对包含最后一层的

监测信息特征图谱和工艺信息向量b的网络层与刀具状态分类结果层进行全连接；通过反

向传播算法，采用大量有标签的监测信号训练集数据对网络进行训练，得到网络的参数，建

立输入监测信息矩阵与刀具状态的映射关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刀具状态的实时监测是指：以样本数据

的信号采集频率采集数控加工过程中的各类传感器信号和对应的切削参数、刀具信息和几

何信息，以t时间间隔离散信号数据，输入训练后的深度置信网络中进行信号预处理，构建

监测信息矩阵；把监测信息矩阵输入训练后的卷积神经网络中，输出刀具状态辨识结果，判

断刀具状态，若刀具正常，则继续加工，反之则报警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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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加工刀具状态实时监测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数控加工刀具状态监测领域，涉及一种数控加工刀具状态实时监测技

术， 具体地说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加工刀具状态实时监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数控加工过程中的刀具状态包括正常状态，磨损、断裂、意外掉落等非正常状态，

非  正常状态的刀具会导致零件表面质量变差，尺寸超差、引起颤振，影响加工精度，增加加 

工成本。在单件小批量生产模式下零件报废带来的成本和生产周期问题远比大批量零件生 

产时严重。据调研，使用装备监控系统的数控机床可以保证加工质量，提高加工效率，节  约

生产费用达30％。

[0003] 传统的数控加工刀具状态监测方法通过监测加工过程中传感器采集的各类信号，

间接  判断刀具状态。由于受到加工过程中的加工参数、零件材料等因素影响，刀具状态的

监测  需要人为经验的干预，导致监测结果不准确以及适用性不广泛，特别是对于单件、小

批量  生产的复杂结构件，传统的刀具监测方法无法适用。目前，这类系统软件有德国的

ARTIS  系统以及以色列的OMAT系统等。它们主要适用于大批量生产时数控加工状态监测，

在单  件小批量生产时机床数控加工状态监测时尚有误报警的问题未能解决。

[0004] 近年来，由于数据量的不断积累以及计算机性能的极大提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领域  得到了重大的突破。在数控加工过程中，海量传感器信号数据的积累，以及大型计算

机的 强大计算能力，为刀具监测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加工刀具状态实时监测方法，其

特征  在于构建了包含深度置信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两级深度学习模型，基于大量数控加

工监测  信号训练深度学习网络，进而实现刀具状态的实时监测；首先采用大量监测信号数

据训练  深度置信网络，实现监测信号特征的自动提取，并构建信号特征输入矩阵，然后建

立监测  信号与工艺信息和几何信息的关联关系，构建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大量样本数据对

卷积神  经网络进行训练，建立监测信息与刀具状态的映射关系，最后根据数控加工过程中

的实时  监测信息，通过训练后的深度学习模型判断刀具状态。本发明不仅能够适用于大批

量零件  生产时数控加工刀具状态监测，也能够适应于小批量甚至是单件生产时复杂结构

件的数控  加工刀具状态监测，适用范围更广。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监测学习工作量大，模型泛化能力差，零件适应性

差的 问题，为了实时掌握数控加工刀具状态，发明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加

工刀 具状态实时监测方法。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加工刀具状态实时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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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  包含深度置信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两级深度学习模型，基于大量数控加工监测信号

训练深  度学习网络，进而实现刀具状态的实时监测；首先采用大量监测信号数据训练深度

置信网  络，实现监测信号特征的自动提取，并构建信号特征输入矩阵，然后建立监测信号

与工艺  信息和几何信息的关联关系，构建卷积神经网络输入矩阵，通过大量样本数据对卷

积神经 网络进行训练，建立监测信息与刀具状态的映射关系，最后根据数控加工过程中的

实时监  测信息，通过训练后的深度学习模型判断刀具状态。

[0009] 具体步骤如下：

[0010] 步骤1：训练样本数据库建立。选择典型传感器信号数据，对每一类信号数据进行

离  散并分别存储，并贴上相应的刀具状态标签，作为训练样本。

[0011] 步骤2：深度学习模型的构建与训练。构建深度置信网络，输入原始信号数据，输出 

信号特征提取结果，采用无标签的训练集样本训练网络。构建卷积神经网络，输入监测信 

息矩阵，输出刀具状态辨识结果，采用有标签的训练集样本训练网络。

[0012] 步骤3：数控加工刀具状态监测。在数控加工过程中，监测步骤1所述的传感器信号 

数据，输入步骤2中训练好的两个深度网络，通过深度置信网络进行预处理，提取信号特 

征，通过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刀具状态辨识，判断刀具状态，异常则报警或停机，正常则继  续

监测直到加工完成。

[0013] 所述采集的监测信息有：切削物理量、切削参数信息、刀具信息、加工特征几何信

息  等，其中切削物理量包括三向切削力信号、声发射信号、振动信号、主轴功率信号等，切 

削参数信息包括切深、切宽、进给速度、主轴转速等，刀具信息包括刀具直径、圆角半径、  刀

具材料等，加工特征几何信息包括直线和圆弧。

[0014] 所述样本数据库构建方法为：采集不同种类的监测信号Sm，其中m表示监测信号类 

型，分别存储t时间段内的信号数据 其对应的切削参数信息、加工特征几何信息和刀  具

信息，以及代表其刀具状态的样本标签，其中t可以取0.5s～1s内的时间段，以每一段时 间

t存储的监测信息作为一个训练样本；对不同种类的监测信号数据进行分层采样，得到  每

一类监测信号数据对应的训练集S、验证集V和测试集T。

[0015] 建立监测信号与工艺信息和几何信息的关联关系指的是将监测信号与加工对象

的工  艺信息即切深、切宽等以及几何信息即直线或者圆弧等信息关联对应起来，构建输入

向量。

[0016] 所述深度置信网络的构建方法为：堆叠k个受限玻尔兹曼机，k的值取决于输入原

始  监测信号的个数数量级a和输出信号特征提取结果的个数数量级b， 对某一类 

监测信号的原始信号数据构建向量P＝{p1,p2,……pc}，作为第一个受限玻尔兹曼机的显层 

神经元，通过无监督学习方法对P进行编码，输出向量 即监测  信

号第一次特征提取结果，构成隐层神经元；通过Gibbs采样和对比散度算法，采用大量  无标

签的监测信号训练集数据对网络进行训练，得到权重矩阵W1，以Q1作为下一个受限  玻尔兹

曼机的输入，重复上述步骤，进行监测信号的二次特征提取；经过k个受限玻尔兹  曼机，得

到最终的监测信号特征提取结果 和深度置信网络的权  重W＝

{W1，W2，……Wk}；对不同的监测信号分别构建深度置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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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所述监测信息的卷积神经网络输入矩阵构建方法为：把深度置信网络提取的各类

信号 特征向量分别排列成s×s的信号特征矩阵簇Mm：

[0018]

[0019] 其中s×s＝l；以信号特征矩阵簇Mm作为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即C1层监测信息特

征图谱， 数量为m。

[0020] 所述卷积神经网络的构建方法为：建立u个卷积层和v个池化层，其中u和v通过验 

证集V进行参数调整获得；对C1层的m个监测信息特征图谱进行池化操作，得到池化层  S2，

实现监测信息与刀具状态关联特征的抽象化；选择x个大小为n×n的卷积核，与S2  层中池

化过后的m个监测信息特征图谱进行卷积运算，得到卷积层C3的y个监测信息特  征图谱，实

现监测信息与刀具状态关联特征的提取，其中x，y，n通过验证集V进行参数  调整获得；重复

上述步骤；提取训练样本对应的切削参数、刀具信息和几何信息，构建工  艺信息向量b，并

添加至最后一层的监测信息特征图谱；对包含最后一层的监测信息特征 图谱和工艺信息

向量b的网络层与刀具状态分类结果层进行全连接；通过反向传播算法，  采用大量有标签

的监测信号训练集数据对网络进行训练，得到网络的参数，建立输入监测  信息矩阵与刀具

状态的映射关系。

[0021] 所述刀具状态的实时辨识方法为：以样本数据库中的信号采集频率采集数控加工

过程 中的各类传感器信号和对应的切削参数，以相同的时间间隔离散信号数据，输入训练

好的  深度置信网络中进行信号预处理，构建监测信息矩阵；把监测信息矩阵输入训练后的

卷积  神经网络中，输出刀具状态辨识结果，判断刀具状态，若刀具正常，则继续加工，反之

则  停机。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发明在大数据背景下基于深度学习方法进行数控加工刀具状态的实时监测，建

立包  含深度置信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的两级深度学习模型，通过深度置信网络提取信号

敏感特  征量，通过卷积神经网络融合信号特征、切削参数、几何形状，建立切削物理量、切

削参  数、刀具信息、加工特征几何信息与刀具状态的关联，实现刀具状态的实时监测。不仅

能  够适用于大批量零件生产时数控加工状态监控，也能够适应于小批量甚至是单件零件

生产 时的数控加工状态监控，适用范围更广。

[0024] 本发明实现数控加工状态在线监控，无需停机占用加工时间。有效缩短生产周期，

降  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刀具加工状态实时监测方法流程

图。

[0026] 图2是典型飞机结构件的俯视图。

[0027] 图3是示例的深度置信网络的结构图，RBM代表受限玻尔兹曼机，两个RBM堆叠  成

深度置信网络。

[0028] 图4是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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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构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0]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加工刀具状态实时监测方法，如图1所示，它

包 括以下具体步骤如下：

[0031] 步骤1：训练样本数据库建立；选择典型传感器信号数据，对每一类信号数据进行

离  散并分别存储，并贴上相应的刀具状态标签，作为训练样本；

[0032] 步骤2：深度学习模型的构建与训练；构建深度置信网络，输入原始信号数据，输出 

信号特征提取结果，采用无标签的训练集样本训练网络；构建卷积神经网络，输入监测信 

息矩阵，输出刀具状态辨识结果，采用有标签的训练集样本训练网络；

[0033] 步骤3：数控加工刀具状态监测；在数控加工过程中，监测步骤1所述的传感器信号 

数据，输入步骤2中训练好的两个深度网络，通过深度置信网络进行预处理，提取信号特 

征，通过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刀具状态辨识，判断刀具状态，异常则报警或停机，正常则继  续

监测直到加工完成。

[0034] 下面以图2所示的飞机结构件作为具体实施案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5] 根据图1所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结构件数控刀具加工状态实时监测方法流程

图，  它主要由深度学习模型训练、数控加工刀具状态监测两部分组成。具体步骤如下：

[0036] 1、以侧铣该零件的槽内型为例，选择3600HZ频率下的四类传感器监测信号：切削

力  信号、声发射信号、振动信号、主轴功率信号，并采集对应的切削参数信息、加工特征几 

何信息和刀具信息。

[0037] 2、以1s的时间间隔离散各类信号数据，与其相应的刀具状态标签一起分别存储，

每  个样本包含3600个数据，其中正常状态刀具信号样本数10000，磨损状态刀具信号样本

数  10000，断刀状态信号样本数5000，掉刀状态信号样本数5000，以此构建训练样本数据

库；  采用分层采样方法，得到训练集S、验证集V和测试集T所占百分比分别为70％、20％和 

10％。

[0038] 3、堆叠2个受限玻尔兹曼机构建深度置信网络，第一个受限玻尔兹曼机显层神经

元  个数为3600，隐层神经元个数为1024，即第二个受限玻尔兹曼机的显层神经元，第二个 

受限玻尔兹曼机的隐层神经元个数为784，即最终的特征提取结果，以切削力合力信号为 

例，原始信号数据构建向量P＝{F1,F2,……F3600}，其中Fi表示监测到的原始切削力大小，  P

为第一个受限玻尔兹曼机的输入，输出向量 通过Gibbs采  样

和对比散度算法，采用样本数据库中的无标签训练集数据对网络进行训练，得到权重矩 阵

W1，以Q1作为第二个受限玻尔兹曼机的输入，输出向量 采用同

样的方法和训练数据训练网络，得到权重W2，对其他三类监测信号分别构建深度  置信网络

并训练。

[0039] 3、把深度置信网络提取的四类信号特征向量排列成28×28的信号特征矩阵簇Mm

(m＝1，  2，3，4)：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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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以信号特征矩阵簇Mm作为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即C1层监测信息特征图谱，数量

为4。

[0042] 4、建立卷积神经网络对刀具状态进行分类，如图4所示，卷积神经网络共有6层， 

输入的每个监测信息矩阵大小为28×28，构成卷积层C1；S2层是池化层，有4个大小为  14×

14的特征图谱，特征图谱中的每个单元与C1中相对应的特征图谱的2×2领域相连接，  领域

不重叠，S2层每个单元的4个输入相加，乘以一个可训练的参数，再加上一个可训练  的偏

置，结果通过sigmoid函数计算；C3层也是一个卷积层，通过16个大小为5×5的不 同卷积核

与S2层的4个特征图谱分别作卷积运算，采用部分连接，得到16个大小为10  ×10的特征图

谱；S4层是池化层，有16个大小为5×5的特征图谱，连接方式与C1层和  S2层相同；C5层是一

个卷积层，有108个5×5的卷积核，对应108个特征图谱，每个单  元与S4层的全部16个单元

的5×5领域相连接，由于S4层的特征图谱大小也为5×5，所 以C5层是特征图谱大小为1×

1，这构成了S4与C5之间的全连接；提取训练样本对应的  切削参数、刀具信息和几何信息，

构建工艺信息向量b，并添加至C5层；F6层有80个单  元，与C5层全连接，F6层计算输入向量

和权重向量之间的点积，再加上一个偏置，然后  将其传递给sigmoid函数产生单元i的一个

状态；输出层由欧式径向基函数单元组成，每  类一个单元，每个单元80个输入，输出4个单

元，分别表示4类刀具状态，{1，0，0，  0}表示正常状态，{0，1，0，0}表示磨钝状态，{0，0，1，0}

表示断刀状态，{0，0，0，  1}表示掉刀状态；最后通过反向传播算法，采用样本数据库中的有

标签训练数据对网络进 行训练。测试结果表明泛化误差达到2.4％。

[0043] 5、对飞机结构件的典型槽特征做刀具状态实时监测实验，分别用正常状态刀具和

磨  钝状态刀具侧铣槽内型；以3600Hz的频率实时采集切削过程中的切削力合力信号、振动 

信号、声发射信号和主轴功率信号以及对应的切削参数，每隔1s把采集到的信号数据输入 

训练好的深度置信网络中进行预处理，对预处理后的信号数据构建输入矩阵，并输入训练 

好的卷积神经网络中进行刀具状态辨识。分别对正常刀具和磨钝刀具进行50组实验，其 中

两组正常刀具实验被误判为磨钝状态，一组磨钝刀具被误判为正常状态，辨识准确率达  到

97％。

[0044] 本发明未涉及部分与现有技术相同或可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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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9

CN 107584334 B

9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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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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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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