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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D模式下的飞机结构零件工艺设计研究 
The research of airplane structure part process design based on M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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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新机项目全数字化MBD模型定义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基于模型的定义MBD~IJ造技术的特 

点。结合项目研制进程，梳理MBD模式下的工艺设计流程，详细阐述了项目工艺审查、总体 

方案设计、详细工艺方案设计、工艺资料编制、项目技术状态控制等方面的方法实施，并在 

新项目研制中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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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飞机新研项目更迭速率的加快 ，项 目研 

制周期 日益缩短，如何在短期内高效高质量的完 

成工艺设计成为了零件加工车间研 究的课题 。 

当前三维数字化设计技术和数字化样机技术随着 

航空制造业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得到了深入应 

用。同时，随着计算机和数控加工技术的发展， 

传统以模拟量传递的实物标工协调法被数字量传 

递为基础的数字化协调法代替，缩短了新机研制 

周期，提高了产品质量  ̈J。但是，在当前我国的 

三维数字化技术并未完全成熟，MBD模式下的飞 

机结构零件工艺设计依然是航空制造业亟待解决 

的课题，而随着装备技术的快速发展，工艺设计 

已经成为飞机制造新的瓶颈。 

本文在简要介绍MBD以及零件工艺设计的基 

础上，结合飞机中小结构零件特点，论述了MBD 

模式下的工艺设计流程及具体方法实施，并在新 

机项目研制进程中取得了实效。 

1 MBD模式下工艺设计概述 

1．1 MBD的内涵 

MBD(Model Based Definition)，即基于模型的 

工程定义，是一个用集成的三维实体模型来完整 

表达产品定义信息的方法体 I。MBD数据涵盖了 

产品后续加工、装配、检测等环节的所有几何信 

息与非几何信息，其包含的内容主要由以下元素 

构成：相关设计基准数据、实体模型、毛坯、零 

件坐标系统、三维标注、工程注释、材料信息、 

标注集以及其他定义数据。其内容构成如图1所 

示。MBD使三维实体模型作为生产制造过程中的 

唯一依据，改变了传统以工程图纸为主，而以三 

维实体模型为辅的制造方法。MBD在2003年被 

ASME批准为机械产品工程模型的定义标准，是 

以三维实体模型作为唯一制造依据的标准体 。 

MBD技术的目标是规范产品数字化定义的信息， 

实现产品数字化定义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其 

核心和基础是产品的数字化定义技术，即用三维 

数字化定义工具 (CAD系统平台)定义出能够为 

下游各应用环节所使用的准确、完善、规范和有 

效地产品信息。因此，MBD技术是实现数字化产 

品定义的手段，也是实现产品研制体系转变的技 

术基础 。 

回  

图1 MBD数据集的组成元素 

1．2工艺设计 

工艺设计是指工艺人员在产品设计的基础 

上，从参加新产品的设计、工艺调研开始，经过 

产品结构工艺性审查和工艺设计，直至完成工艺 

验证、总结与整顿等一系列的工艺工作。工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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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质量与效率不仅直接影响产品质量，而且对 

生产组织、生产效率、制造成本和生产技术准备 

周期等都有直接影响，是生产技术准备工作的重 

要阶段，也是工艺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 

在设计资料以二维图纸为主的传统工艺设计 

流程中，产品设计、工艺审查、方案设计、工艺 

资料编制及试制一直以串行模式展开，项 目研制 

周期长 ，且以常规机加 占主导地位 。随着MBD 

技术的成熟，传统工艺设计流程也随之发生巨大 

变革 ，工艺设计流程由传统的串行模式向并行模 

式转变 (如图2所示)，工艺审查与产品设计在 

进程上融为一体，方案设计在工艺审查阶段即可 

进行，同时由于设计资料的三维化，工艺资料编 

制时间大幅减少，大大缩短项目研制周期，并且 

数控机加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提高了项目产品质 

量，降低了项 目研制成本。对比传统工艺设计及 

MBD模式下的工艺设计 (如表1所示)，能明显看 

出MBD模式下工艺设计具有更快的反应能力，对 

于项目研制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2 MBD模式下的工艺设计流程 
MBD技术的应用对飞机产品的数据管理、信 

息传递、工艺规划、工艺文件编制与仿真、零部 

传统工艺设计 

MBD模式下工 

艺设计 

件制造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前需要三维数模 

和二维图纸同时表达的各种信息，现在全部集中 

到MBD数据集中，各部门获得信息的来源只有 

MBD数据集。在MBD数据集中获取零件信息对制 

造、装配的各个环节中至关重要。工艺人员在工 

艺设计规范的指导下，直接依据三维实体模型开 

展工艺开发工作，改变了以往同时依据二维工程 

图纸和三维实体模型来设计产品装配工艺和零件 

加工工艺的做法，缩短了项 目研制周期，提高了 

产品质量。图3是MBD模式下的飞机零件工艺设计 

流程。 

从零件工艺设计流程可以看出，在初期工艺 

审查，项 目总体规划，到具体零件工艺方案制 

定，工艺规程 、NC程序编制及仿真 ，直至现场 

加工以及资料归零，MBD技术始终贯穿于零件工 

艺设计的整个流程。由于MBD技术的引入，流程 

各阶段存在较多的交叉并行作业，在产品设计成 

熟度M3阶段，工艺人员通过VPM平台参与工艺 

审查，就产品数模问题与设计进行沟通，在产品 

数模正式发布前完成审查；在零件工艺方案制定 

完成后，即可启动三表两单编制以及工艺规程编 

制，同时根据工艺规程要求并行启动生产资源配 

置及生产排程，有效提高新机项目的推进速度。 

产品设计 工艺审查 方案设计 工艺资料编制及试制 

产品设计 

图2 工艺设计流程示意图 

表1 工艺设计模式比较 

比较对象 传统模式工艺设计 MBD模式下工艺设计 

工作模式 串行工作方式为主 并行工作方式为主 

数据源 二维图纸为依据，基于图纸检查模型 MBD模型为唯一依据 

工程更改 工程更改多，纸质更改单管理成本高 电子数据更改，管理方便 

需要工艺人员掌握MBD相关数据标准，并掌握相 工艺设计人员 需要工艺人员掌握产品相关数据标准 

关设计方法，有较高的要求。 

工艺技术条件 纸质技术条件，不方便修改与技术条件共享 电子数据方便更改与共享 

基于单一数据源，数据保存在服务器上，方便更新 工艺数据的发放与保存 维护管理成本高
， 数据追溯繁琐 查阅 

数据管理方式 纸质资料保存繁琐 单一数据源方便管理 

现场加工 常规机加为主，质量、进度不易保证 数控机加为主，方便控制质量、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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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MBD模式下的飞机零件工艺设计流程 

3 MBD模式下的工艺设计方法实施 
MBD模式下技术的产品制造以MBD零件模型 

作为制造唯一依据，使产品的工艺设计活动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工艺设计与仿真将在三维数字化 

环境中进行。一般的，从原材料到成品零件的工 

艺过程包括加工、成形、改性、检验等多种类型 

工序，共同组成工艺链 l。工艺设计贯穿于产品工 

艺链的整个活动流程中，工艺设计的质量及进度 

影响到整个项目的研制质量与进度。下文将以项 

目研制为载体，详细阐述MBD模式下的工艺设计 

方法实施。 

3．1基于成熟度的项目工艺审查 

当新项 目设计数模进入成熟度M3阶段 (即 

设计MBD模型进入校对阶段)时，工艺人员通过 

VPM平台参与到数模设计环节进行工艺审查，主 

要针对零件三维数模结构、工艺性、材料信息、 

特种信息、附注信息等进行审查，确定零件的可 

加工性。当产品数模不利于加工工艺或者存在明 

显设计缺陷时，工艺人员可直接与设计沟通，围 

绕零件工艺性、结构符合性、设计初始意图进行 

讨论，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同时，尽量使产品利于 

机械加工与检测。基于VPM平台的工艺审查界面 

如图4所示。 

图4 基于VPM平台的工艺审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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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D模式下的三维设计数模，具有更强的表 

现力，能够更真实地表现设计制造特征，更好、 

更准确地表达设计意图，也容易进行工程信息的 

抽取和知识的挖掘。因此在工艺审查阶段，借用 

VPM平台，可轻松在MBD三维数模中确定零件特 

征 (如图5所示)为后续工艺设计做准备。在分析 

零件特征基础上，对零件附注信息、材料信息、 

特种信息等通过三维数模结构树可清晰的明确知 

悉，如图6所示。通过项 目工艺审查，使工艺部门 

初步明确项 目研制情况，以便尽早进入项 目工艺 

设计阶段。 

孔 

内瞎～  詹霎一  

图5 零件特征信息 图6 三维模型结构树 

3．2 车间级项目方案制定及实施 

新研项 目正式研制阶段，需要由项目技术管 

理团队制定项 目研制方案，确定项目总体目标， 

明确项目任务情况及任务难点，从技术创新、进 

度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控制方面入手，对项 目 

研制提出具体要求。 

以某民机项 目研制为例，在项 目正式研制阶 

段，项目技术管理团队负责召开项目工艺技术准 

备工作会，明确项目任务情况，从零件项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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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结构、零件材料、典型零件简介等方面对项目 

进行介绍。同时建立专业化团队 (如表2所示)， 

针对技术创新、进度、质量、成本控制方面，由 

专业化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在技术创新方面，主 

要针对机床应用、工艺凸台设计、工艺方案设 

计、通用工装应用等方面开展工作；在进度控制 

方面，落实工艺分工，制定阶段任务节点，确保 

项 目节点 目标；在质量控制方面，落实工艺总方 

案，控制工艺源头质量，同时各职能部门各司其 

职控制技术状态：在成本控制方面，通过应用新 

技术提高数控加工能力，降低常规加工成本，规 

范刀具应用，提高刀具使用效率，同时大量采用 

套裁方案提高材料利用率。 

表2 项目专业化团队分工 

主要负 工作分工 内容要求 
责人员 

工艺方案示范验证及推 DMC机床卧式加工技术 XXX 
广使用 

铝锂合金加工工艺方法 XXX 工艺试验／参数选择 

通用工装推广应用 XXX 工艺方案／程编注意事项 

数控无凸台交付方案设计 XXX 工艺方案／程编注意事项 

倒锥刀、弯头等新刀具 三坐标加工能力拓展 XXX 

新方法应用 

工艺方案功口工及检测注 铸件类零件加工方案 XXX 

意事项 

项目管理 XXX 内外部资源协调 

简化校对流程，vT仿真的 无人工干预团队 XXX 

使用 

在制定项 目总体研制方式的同时，需要将项 

目零件按照零件族分类标准分为框、梁、接头、 

肋、型材、角盒等不同类型，同时将难加工材料如 

钛合金零件单独进行分类。在完成零件族分类后， 

按照专业化团队的理念将同类型零件分工给擅长的 

工艺团队，同时按照数控机床选用原则确定零件加 

工机床，使车间生产资源达到有效利用。 

3．3详细工艺方案设计及工艺资料编制与仿真 

在零件方案设计阶段，由方案设计团队成员 

根据零件制造工艺方案设计指导原则及工艺凸台 

设计规范针对项 目典型零件设计工艺方案，包括 

带凸台工艺数模，零件具体加工流程，特殊刀量 

具需求等方面内容。待工艺方案评审后正式启动 

零件工艺资料编制，包括基于CAPP、PDM系统 

的订货单、工艺规程等工艺资料的编制与审签， 

以及基于UG／CATIA的NC编制，基于CGTech 

VERICUT的NC仿真。在工艺资料编制过程中，工 

艺部门编制了各类规范标准，诸如零件工艺规程编 

制规范、工艺草图绘制规范、铝合金程编规范等， 

规范标准的引入，使得工艺人员在工艺资料编制时 

有章可循，使工艺设计工作规范化、模式化。 

MBD数据集包含的相关设计基准数据、零部 

件坐标系、实体模型、毛坯、标注集、附注集及 

其他信息对工艺方案设计以及工艺资料编制有重 

要的作用。设计基准即零件基准面及装配所需的 

工艺孔、协调孔等设计特征，这些设计特征需要 

在工艺方案设计及加工工序安排时用最可靠的手 

段进行保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零件方案及 

加工流程。毛坯信息包括零件加工的毛坯尺寸及 

材料信息，在方案设计阶段确定后可以用于材料 

的先期准备，已达到工艺设计与生产准备并行。 

标注集中包含的零件形位公差、重要尺寸等设计特 

征也同样限制了零件加工流程。附注集中包含的零 

件热表处理信息、特种检查信息、标记信息等定义 

了零件机加后的工序流程。总之，MBD数据集中 

包含的数据信息对方案设计提出了要求，同时也规 

范了工艺规程的编制及工艺流程的安排。 

3．4零件资料归零 

待现场试制完成后，需要对零件制造过程中 

所有工艺资料归零，包括设计MBD模型、工艺 

MBD模型、NC程序、工艺规程、工序说明书、 

VT仿真模型、测量工艺规划等，归零数据形成如 

图7所示的压缩文件包。 

田 碧 Il53zs24o—oo2瑚l归挡文件r xxs珊  002啪1日挡文件一吣 压麓文件 馨乜丈小 

名称 畚 丈小 压麓后走 

J  

E—n s3252o -002L叩 】 

5．Ⅷ ．∞l I．̈ ‘．2剐 

E 43'1 801 1．M4 2剐 

3昕．1甜 445．8划 

313 ‘1‘ 165．铡  

图7 数控加工零件归零数据集 

3．5项目技术状态控制 

在新项 目研制过程中，技术状态控制尤为重 

要。一方面需要将现场试制合格的工艺资料归 

零，同时新项 目工程更改较为频繁，需要严格控 

制工程更改的执行情况，避免技术状态失控 。 

MBD模型在设计部门采用构型批次管理，即不同 

状态的零件构型模型对应不同的批架次，每份工 

程更改对应一项MBD零件模型。零件加工车间即 

根据数模版本与工程更改进行对应，获得相应架 

次的零件数模信息。图8所示的工程更改下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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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模型表示出了MBD模型、工程更改、数模版 

本及有效架次的关系。 

【．．．． ．．．．．．．． ． ．．．．． 

L ：：：：：： I 二。： I 

厂丽 1
． ． ． ． ．  ． ． ． ． ． 。 ． 。 ．  ． ， ． ． ． ．_J 【 ．，，．．．．．．．．．．．．．．．．．．． ．．，．， 

图8 工程更改 F的零件制造模型 

根据图8所示的工程更改下的零件制造模型构 

建可以看出，节点数据 (对应零件制造过程中某 

个状态的MBD零件模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前 
一 节点通常是后一节点的输入，将制造模型按照 

时序关系组织成制造模型树，每个树节点对应一 

个MBD零件模型，每个MBD零件模型对应相应 

的工程更改及对应版本的数模，根据有效架次的 

管理，不同版本数模应用于后续不同架次的零件 

生产。通过制造模型树的建立，便于对制造状态 

所包含的各种数据进行管理，在工艺设计阶段根 

据不同状态的MBD模型建立对应批架次的工艺规 

程、NC等工艺设计资料，在生产制造阶段同样基 

于批架次进行工艺资料发放并指导生产。基于此 

模型树可有效解决零件制造过程中不同有效架次 

的工艺设计及生产制造的需要。 

3．6项目成效 

通过MBD技术在新机项 目研制中的应用， 

提高了项 目工艺设计效率及质量，同时提升了整 

个项 目的技术管理水平。以C919项目工艺设计为 

例，整个项目根据PBOM分工有697项零组件，通 

过MBD技术的应用，整个项目在4个月内完成了工 

艺设计工作。在工艺设计效率方面，项目工艺设 

计时间较之前项目相比提升了30％；在工艺设计质 

量方面，各类工艺规范的建立，使工艺工作规范 

化、模式化，提高了项目质量，在项目试制过程 

中因工艺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下降了近40％；在项 

目技术管理方面，MBD模型的电子数据作为唯一 

依据，简化了管理幅度，特别在项目技术状态控 

制方面，以构型批次管理的工程更改更加利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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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技术提升方面，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对工 

艺规范进行了实际运用，将工艺规范不合理的要 

求进行了更改，使规范标准趋于实用化。 

4 结束语 
MBD技术使三维实体模型成为制造过程中的 

唯一依据，通过三维数字化协调建模、三维工艺 

仿真设计与三维数字化工艺现场应用，真正实现 

了无图纸三维设计制造技术。但是MBD模式下 

的工艺设计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仍 

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在设计／工艺协同方 

面，国内航空工业普遍存在着厂所分离的情况， 

设计、工艺分属不同的单位，交流和沟通存在天 

然的屏障，设计、工艺之间无法充分沟通。其 

次，MBD标准不统一，各机型项 目各自制定自己 

的MBD标准，给下游制造厂的工艺设计带来较大 

困难 。再次，零件制造车间长期处于传统的工 

艺设计模式中，对于MBD技术的认识与熟悉程度 

仍然不够，现场生产时一直存在三维与二维转化 

的问题。当然，随着MBD的技术成熟，设计工艺 

化，工艺设计化的实现，零件车间工艺设计工作 

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诸如三维CAPP的应用，无 

纸化工程的开展，在线测量的普遍应用，企业知 

识工程的开发应用等都将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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