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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件槽特征加工路径优化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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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分治法思想的加工路径优化算法。该算法将槽特征k_z-路径的优化近似 

为旅行商问题(TSP)，根据槽的分布对 TSP路径进行几何分区，分别应用正交路径法、最近邻算法 

等求解，并将结果合并为完整路径。最后通过实际应用验证了该算法实现简单，求解速度快，优化 

结果同人工编排的加工路径非常接近，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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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Pockets Machining Path of Aircraft Structures 

Li Ning，Tian Xitian，Huang Lijiang 
(Institute of CAPP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s0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 art 710072)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C machining efficiency of frame sharp aircraft structures and reduce idle run— 

ning of milling cutter when machining multiple pockets，we propose an optimization method of machining path based 

on the idea of divide—and—conquer．The optimization of pockets machining path is approximated to Traveling Sales— 

man Problem(TSP)，and geometric regions are marked off according to pockets distribution．Each path of a region 

is separately optimized by perpendicular path algorithm or 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etc，an d then the paths are 

combined into a complete one．Finally，practical印plication proves that this method is easy to be implemented，the 

optimization is fast and the result is close to manual solution，so the method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Key words：feature machining；optimization of machining path；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飞机结构件包括机身、机翼、隔板和肋条等，是 

构成飞机机体骨架和气动外形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了减轻重量，进行等强度设计，往往在结构件上形成 

各种复杂型腔。与一般机械零件相比，加工难度大， 

制造水平要求高。例如壁板、梁、框、座舱盖骨架等 

结构件由构成飞机气动外形的流线型曲面、各种异 

形切面、结合槽口、交点孔等组合成复杂的实体 ]̈。 

框类零件为机身蒙皮提供弹性支持，属于典型 

的薄壁零件。其外形上多处涉及飞机理论外型，内 

形包含有大量槽、筋、孔等制造特征。在对槽特征进 

行数控加工时，一般可分为粗铣和精铣两道工序。 

粗铣一般采用型腔铣一次加工成型；而在精铣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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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人要对槽腔进行铣腹板、铣侧壁、铣转角和清 

根等操作，有些操作还要采用不同直径、底角和工作 

长度的铣刀多次进行切削。因此，每道工步都会涉 

及到大部分甚至全部槽特征。在实际加工过程中， 

这些工步的加工效率不仅取决于铣刀对单个槽腔的 

切削时间，还取决于铣刀从一个槽腔移动到另一个 

槽腔的辅助时间；尤其是当槽特征很多时，后者所耗 

费的时间更不可忽视。因此，安排合理的槽特征加 

工路径对于提高加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目前飞机结构件 CIMS制造系统中，通常由 

CAD系统按照设计特征来构造零件的三维模型[2】， 

然后按照工艺系统对制造特征的定义进行自动特征 

识别 J，得到特征的初始列表(即初始路径)，并将 

识别结果传递给 CAPP系统进行工艺决策；而后者 

被要求实时对特征的初始路径进行重排或优化，以 

实现快速的工艺决策。对特征的初始加工路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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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传统方法是，由工艺人员参照零件工艺模型， 

逐一点选进行排序。这种方法耗时长，不规范，限制 

了工艺设计效率的提高，而使用计算机技术辅助计 

算加工路径并进行优化就成为一个重要手段。 

加工路径优化的目标是减少刀具空走行程，寻 

找最短路径，抽象出来可以近似为旅行商问题(trav— 

eling salesman problem，TSP)。TSP问题是一个 NPC 

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常采用启发式算法求其近似 

解。近些年来，常用的启发式算法有 10多种，其中 

比较著名的有遗传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5】、蚁群 

算法 等，另外还有国内学者周培德针对图形的几 

何特点提出的几何算法【7 等。应用启发式算法对 

TSP问题求解，通用性强，且一般可以得到一个较好 

的近似解，目前在城市规划，孔加工路径规划 ．8 等 

应用中比较常见；但启发式算法对大规模问题的求 

解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不能很好地满足实时加工 

路径规划的要求。 

本文吸取了人工编排加工路径的经验，在对飞 

机结构件框类零件的槽特征分布状况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TSP复合算法。该算法应用分治法思想 

将TSP路径分解为多个局部路径；并分别采用相应 

的方法进行求解，然后合并结果，得到完整的槽特征 

加工路径。通过实际应用，验证了该方法可极大地 

提高加工效率和工艺设计效率。 

1 飞机结构件槽特征分布特点分析 

框类零件的槽腔腹板与筋条厚度均较小，一般 

为1．2 rflrn一2 rain左右，槽侧壁之间以转角平滑过 

渡。沿着槽腹板法向的相反方向进行观察，可以将 
一 个槽的4个转角在腹板上的圆心相连构成四边 

形，如图 1所示。 

图1 框类零件槽腔示意图 

图2以一个圆环代表一个四边形(即一个槽特 

征)的几何中心，显示了某框类零件 A所包含的88 

个槽特征的分布状况，并以3种虚线框将所有特征 

划分为不同的分区。分析图2可知，绝大部分框类 

零件的槽特征分布具有如下4个特点： 

(1)整体上各分区成对称分布。框类零件通常 

为飞机机身的横截面，中间部位为飞机风道，故槽特 

征整体按圆周排列，并且各分区成对称分布。 

(2)局部阵列分布。大多数槽特征的排列通常 

被设计为平行于或垂直于零件水平坐标轴，故呈现 

阵列分布，如图2矩形虚线内所示。 

(3)局部线性分布。靠近零件边缘的槽特征， 

为了和零件轮廓拟合，通常呈现单排的线性分布，如 

图2椭圆虚线内所示。 

(4)局部不规则分布。个别部位因为设计需 

要，如管路或接口，使得槽特征呈现不规则分布，在 

图2中以三角形虚线框区分。 

在实际工艺设计过程中，工艺人员一般按照最 

短路径原则，沿零件内形以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 

安排槽特征的加工路径。 

图2 框类飞机结构件的槽特征分析 

2 复合算法求解加工路径 

本文将槽特征的路径优化问题近似为TSP问 

题，后者通常被描述为：给定一个城市的集合以及各 

城市之间的距离，求经过所有城市恰好一次的最短 

回路。采用启发式算法不能满足自动工艺设计的实 

时性要求，而针对槽特征分布图的一些几何特点，抽 

取最终TSP路径中隐含的共性，则可以采用一些实 

现简单，时间复杂度低的算法，简化计算量，高效率 

地求解。本文应用分治法思想，结合多种小规模 

TSP的近似解法，提出对槽特征加工路径进行优化 

计算的复合算法。 

(1)分治法求解。分治法的主要思想是，将一 

个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较小问题进行求解；为了得 

到原始问题的解，还必须找到一种途径能将各子问 

题的解组合成原始问题的一个完整答案。鉴于上述 

槽特征的分布特点，按照工艺人员人工安排加工路 

径的习惯，本算法首先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进 

行几何分区，确定分区内的起点和终点，然后对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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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分别求解：对于阵列分布，可以按照正交路径法 

求出最短路径的近似解；对于线性分布和其他分布， 

则可以按照最近邻法或直接使用穷举法求得其最短 

路径。在所有局部路径得到优化之后，再将各条路 

径首尾相接，合并为一条完整的加工路径。 

复合算法的关键在于如何划分合理的分区，如 

何安排局部路径，使得合并后的局部路径在全局路 

径中仍然为较优解。为了描述方便，按照图1所示 

方法，以槽特征在分型面上的二维几何中心点的位 

置表示槽的位置，以两个中心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表 

示实际加工过程中铣刀在槽与槽之间的移动距离， 

建立相应的无向图。求槽特征的最短加工路径，就 

是求经过图中所有中心点恰好一次且长度最短的一 

条路径。算法的流程图如图3所示。 

图3 复合算法流程图 

(2)几何分区的划分。因为飞机结构件的大部 

分槽特征都是按照阵列分布来设计的，所以对几何 

分区的划分最主要的就是对阵列区的划分，这直接 

影响到路径优化的结果。因为对于一个槽特征来说， 

其各个转角的半径不尽相同，所以使用前述方法计 

算得到的特征几何中心和实际腹板面的几何中心有 
一 定误差，记为 ；实际应用中可根据转角的极大极 

小值之差来设置0的大小，这样就可以对阵列分区 

中的点作如下定义： 

定义l 行邻点。和P 位于同一行的点即满足 

方程f 一 I≤ 的点p，，称为P 的行邻点。 

定义2 列邻点。和P 位于同一列的点即满足 

方程I 一‰ J≤ 的点P。，称为P 的列邻点 。 

阵列区的划分方法为：选取图中的一个点P ，判 

断其是否至少有，1个行邻点p，和n个列邻点P 同时 

存在。满足条件的P ，p 和PI被划分为同一个阵列 

区。然后继续寻找p 和P 的行邻点和列邻点加入该 

阵列区；依次类推，即可得到属于该阵列区的所有 

点。其中n值用于标定阵列区的最小尺寸，一般取经 

验值 3。考虑到实际零件上的阵列区中包含有少量 

局部不规则点，可以将不满足上述条件但位于某阵 

列区矩形内部的点也加入该阵列区中。 

通过上述方法自动划分阵列区后，可以建立以 

零件中心为坐标原点的极坐标系，根据极角判断剩 

余点的密集程度，划分出其他分区；对于某些特殊结 

构的零件，则可以用人工方式划分几何分区。 

(3)正交路径法。正交路径法就是仅沿着 向 

或，，向进行路径的规划。 向正交路径法的排序原 

则，是将所有槽特征中心点按 坐标值从小到大或 

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当 值相等或差值在某 

个很小的范围内时，按，，值排序；y值的排序原则取 

决于上一点的)，值；当上一点的，，值大于等于当前点 

的，，值时，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否则按从小到大的顺 

序 ；’，向路径法与此类似。可以看出，正交路径法 

实现简单，时间复杂度和基本的排序算法相同(例 

如冒泡排序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0(r／, ))，求解速度 

快，特别适合于前述阵列分布的槽特征。 

在阵列区所处矩形内，无论以4个顶点的哪一 

个为起点，对于同一种方向的正交路径，其路径总长 

都是相同的，因此要首先判断正交路径法的排序方 

向。设阵列区中行与列上的点数目分别为 和 ， 

点之间的平均距离分别为 和Y，龙向和Y向正交路 

径的总长分别为 和 ，则 

=(，I 一1) +(，l，一1)，，n (1) 

=(1't，一1)X／'I,，+(，l，一1)，， (2) 

可得： 一 =(n，一1)(n，一1)(，，一 ) 

由此可见，应选择 和Y中较大者，即点之间平 

均距离较大的方向作为正交路径的排序方向。确定 

排序方向后，以阵列区的4个顶点为起点的路径都 

为最短路径；究竟选择哪一个点作为该路径的起点， 

主要依据的是在以该点为起点的分区路径中，加入 

上一分区的终点以及下一分区的起点组成新的路 

径，比较其是否最短，这样就可以保证正交路径法求 

得的局部较优路径在全局路径中仍然较优。 

(4)穷举法和最近邻法。穷举法是把待排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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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所有排列情况全部列出，逐一进行对比，选出其 

中加权最小的一条路径。若采用简单的递归来实现 

全排列算法，虽然简单，但时间复杂度太高(为 O 

( !))，在对大量特征进行排序时，所耗费的时间会 

呈 n!递增，故只能用于排序点少的情况。最近邻 

法是从待排序特征点中选择合适的起点，然后依次 

加入与上一个点距离最近的点到路径中，形成完整 

路径。可以看出，最近邻法对于线性分布的槽特征 

求得的路径就是最短路径；对于其他多种情况也能 

求得近似最优解。 

要保证这两种算法所求得的局部最优路径在全 

局路径中仍然较优，就需要在求解前确定合适的路 

径起点和终点。对于采用最近邻法排序的分区，顺 

时针排序时选择极角最大的点为起点，逆时针排序 

时相反。对于采用穷举法排序的不规则区，选取与 

上一分区距离最近的点为起点，与下一分区距离最 

近的点为终点即可。 

(5)合并路径。在所有分区都求得局部路径较 

优解之后，按照各分区中心点的极角大小，从大到小 

(顺时针)或者从小到大(逆时针)首尾相接，即可得 

到一条回路。因为实际加工中，铣刀在开始一道工 

步之前和完成一道工步之后都会处在一个安全位 

置，所以在回路中搜索相邻距离最大的两点，将其断 

开，分别连接铣刀的安全位置，即可得到一条全局最 

短路径的较优解。 

3 计算实例分析 

我们对图2所示零件 A进行测试，首先得到 

CAD系统进行特征识别后的初始特征列表，即特征 

定义产生的初始路径，如图4所示。采用自动分区 

的复合算法获得如图5所示几何分区。按照工艺人 

员人工安排加工路径的经验进行辅助分区获得如图 

6所示几何分区。图5中黑点表示最终得到的优化 

路径的起点。 

由图中可以看出，自动分区获得了和人工分区相 

同的阵列区数目(4个)和分区总数(8个)；自动分区 

获得的阵列区面积稍大，但最终获得的优化路径长度 

和工艺人员人工安排的加工路径长度相差无几。然 

后我们又对另一个含有64个槽特征的框类零件 进 

行测试，计算结果表明，无论自动分区还是人工分区， 

该复合算法得到的优化路径都比特征识别后产生的 

初始路径缩短了9o％左右，自动分区比人工分区所 

获得的优化路径略长；不考虑人工分区所占用的时 

间，算法实际运算耗时在l s以内，这和以前工艺人员 

需要花费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相比，明显具有优势。 

由此可见，该复合算法在提高飞机结构件数控加工效 

率和工艺设计效率方面效果明显。 

图4 零件 A特征定义产生的初始路径 

图5 自动分区获得的加工路径 

图6 人工分区获得的加工路径 

(下转第 1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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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跃响应时间提高 10％以上，稳态误差减小 16％以 [4] 

上，如图6(c)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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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实验控制效果 

5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自适应脉动 PID控制器，并且通过 

仿真和实验对设计的控制器进行了验证。该控制器 

参数少，简单实用，可以弥补传统PID控制算法的一 

些不足，适合于工程应用。通过在某型航空用活塞 

式发动机上应用，该控制器取得了较好的工程应用 

效果。 

[1] 

[2] 

[3] 

[参考文献】 

ConateerR，Wagner J，Ganta S，Walker I．Diagnosis ofautomo- 

five dectmnic throttle control systems[J]．Control EnOneerlng 

Prac~ce，2004，12：23-30 

Dupout P E．Avoiding stick—slip th~ugh PD conWol[J]．IEEE 

Transactioils on Automatic Control，1994，39(5)：1094—1097 

Carlos Canudas de Wit． a1．Adaptive plll8e control of electronic 

thro~e[A]．PI_oc话d缸 oftheAmc~clmCont~ Conference 

[C]，Arlington，VA June2001：25—27 

[5] 

Yang S S，TomizukaM．Adaptive pulsewidth controlfor precise 

position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iction and coulomb friction 

[J]．ASMEJournal ofDynamicSystems。Measurement，and 

Control，1988，110：221—227 

Pavkovic D．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0f Electronic Throttle 

Driver[D]．Faculty ofFAectrical E晒neerlng and Computing， 

University 0fZagreb，Croatia，2003 

(上接第 1256页) 

4 结束语 

本文所讨论的TSP复合算法，建立在对槽特征 

分布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在求解包含大量槽 

特征的框类零件的加工路径时，具有算法实现简单， 

求解速度快的优点，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大量 

槽特征的近似优化路径，并满足实际工艺需求。但 

同时，该算法将局部的优化路径近似为全局的优化 

路径，这和启发式算法得到的优化结果仍然有一定 

的差距。总之，该算法有效地解决了人工安排加工 

路径效率低、容易出错的问题，提高了加工效率和工 

艺设计效率，并对孔、筋等其他特征的加工路径优化 

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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