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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结构件结构复杂、壁薄易变形、加工精度要求高、特征类型和数量多等特点引起的加工 

特征排序困难，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飞机结构件加工特征排序方法。首先，该方法通过 

扩展加工元构建优先权系数矩阵，然后建立符合系数矩阵的初始种群，以机床变换、装夹变换和刀 

具变换最少为优化目标，最后通过选择、交叉、变异等遗传操作完成加工序列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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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ing of M achining Features Using Genetic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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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sequencing difficulties caused by complicated structures，a method for machining features 

sequencing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is proposed．In this method，we first set the least machine changing num— 

ber，use the changing number and tool changing number as optimization objective，and estabhsh the initial popula- 

tion restricted by priority coefficient matrix．Then genetic operations such as reproduction，crossover and variation 

are used to evolve process sequence．Finally，optimized sequence can be obtained．Based on these studies，the 

feature based process planning system is developed，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 certain large aviation enter- 

pri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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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件是构成飞机机体骨架和气动外形的 

重要组成部分，占飞机机加零件 80％以上 。与一 

般机械零件相比，飞机结构件在结构形状和加工工 

艺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和难点 』： 

(1)零件结构复杂，包含大量相交特征、自由曲 

面及特殊加工区域，大量使用多轴加工，加工工艺复 

杂，特征排序困难。 

(2)零件尺寸大，加工特征类型和数目多，人工 

排序运算量大，效率低且容易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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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零件尺寸及位置精度要求高，常采用特殊 

加工顺序。 

(4)作为主要承力构件的整体结构件壁薄，槽 

腔间壁厚仅有3 mm一5 mm，加工易变形，对加工特 

征的顺序安排有着严格的要求。 

加工特征排序的目标是尽量减少机床、夹具和刀 

具的更换，寻找最短的加工路径，提高资源利用率，降 

低生产成本。因此，加工特征排序属于典型的多目标 

优化问题。Philip Chen C L、Salomons O W 等首先 

使用 SOSG(self-organized setup generation)方法产生 

初始规划方案，然后使用 EAM(episodal associative 

memory)方法对族内的关联特征进行排序；张冠伟 

等【5 以辅助加工时间最短为优化目标，运用遗传算 

法对加工工步进行优化排序；李宁等 应用分治法 

思想对飞机结构件框类零件槽特征排序，以达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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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非切削行程最短的目的；王忠宾等 利用遗传算 

法进行加工方法排序决策，同时实现相关的机床和 

刀具的选择。 

由于特征排序优化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以 

上工作基本上只实现了某些特定的加工工序或工步 

的局部优化，忽略了加工设备、刀具等因素对加工序 

列的影响。针对以上不足，笔者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 

的飞机结构件加工特征排序方法。该方法首先建立 

符合优先权系数矩阵的初始种群，以机床变换、装夹 

变换和刀具变换为目标，通过选择、交叉、变异等遗传 

操作不断进化加工序列，最后获得优化的加工序列。 

1 优先权系数矩阵 

特征是零件信息的载体。一个零件的全部特征 

构成零件特征的集合，可表示为 

F=( ，⋯ ) (1) 

式中：n表示零件特征的数目。在零件实际加工过 

程中，特征 (i=1，2，⋯，n)通常需要多次加工操作 

才能最终完成，每个加工操作都是一个加工元(ma— 

chining element，ME) J。但是，文献[2]中的加工元 

不包含加工元之间的加工顺序，因此笔者对加工元 

进行扩充，得到扩展加工元(extensive machining ele- 

ment，EME)。扩展加工元包括加工特征、该特征的 

加工操作、优先权系数、加工该特征所需的机床、夹 

具、刀具以及其他工艺信息，表示为 

eme={f，op，P，IDM，IDF，IDT，s} (2) 

式中：厂表示该扩展加工元所属的特征；op表示加工 

特征的操作；p表示扩展加工元的优先权系数；IDM 

表示加工特征的机床；IDF表示加工特征的夹具； 

IDT表示加工特征的刀具；s表示其他工艺信息。 

扩展加工元优先权系数矩阵的建立依赖于特征 

间的加工顺序和扩展加工元间的加工顺序。 

1．1 加工特征的工艺约束 

加工特征之间的加工顺序直接影响到零件的加 

工质量和加工成本。合理的加工优先关系应包含以 

下几方面： 

(1)定位约束。定位特征必须优先于其它相关 

特征加工。简单阶梯轴的加工，阶梯面必须利用端 

面进行定位，因此，端面要优先于阶梯面进行加工。 

(2)基准约束。当两个加工特征之间存在形位 

公差关系时，包含基准的加工特征应当被首先加工。 

(3)装夹约束。当一个特征的加工影响到另一 

个特征的装夹时，则该特征应先加工。 

(4)非破坏性约束。非破坏性约束保证了后面 

的加工不能够破坏前面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属性，应 

先加工。 

(5)先主后次约束。工作表面和装配表面的主 

要加工表面应当安排在其他特征之前加工。 

零件特征的优先权系数由三位自然数编码组成， 

大小则由上述的规则决定。如，最先加工特征的编码 

为101，次之的为102，以此类推。同类加工特征之间 

难以确定先后加工顺序的，采用相同的编码。因此， 

零件的加工过程用特征之间的加工顺序可表示为 

Part={ ，⋯ } (3) 

式中： 表示零件特征的数目。 

1．2 加工特征的标准加工序列 

每类加工特征都有标准加工序列 SMS(standard 

machining sequence)。不同加工特征的标准加工序 

列有所不同，特征尺寸、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形状 

位置精度等工艺要求都是影响标准加工序列的因 

素。如：加工普通精度的孔特征时，若孔的直径小于 

8 mm，其标准加工序列为：点钻．钻．铰；若孔的直径 

在 8 mm和 20 mm之间，标准加工序列为：点钻一钻- 

扩-铰；若孔的直径在20 mm以上，标准加工序列变 

更为：铣一镗。 

扩展加工元的优先权系数由五位自然数编码组 

成，前三位是所在特征 的优先权系数，后两位是扩 

展加工元在特征 标准加工序列中的顺序。如，优先 

权系数为 108的特征 ，其标准加工序列为：点钭 钻． 

扩 铰，则钻扩展加工元的优先权系数为 10802。 

特征 用扩展加工元可表示为 

= {emel，eme2，⋯，eme } (4) 

式中：|l}表示特征 所含扩展加工元的个数。 

标准加工序列以规则的形式存储在企业的工艺 

规则库中。当企业的制造资源发生改变，工艺人员 

只需修改工艺规则库中的规则，相应加工特征的标 

准加工序列也随之更新。 

式(3)确定了零件加工特征之间的加工顺序； 

式(4)确定了加工特征的扩展加工元之间的加工顺 

序。综合以上两点，零件的加工序列可表示为 

Part={eme1，eme2，⋯，eme } (5) 

式中：a表示零件扩展加工元的总个数。 

1．3 优先权系数矩阵的建立 

从式(5)能够得出结论，零件的加工排序实际 

是扩展加工元之间的排序。为得到定量的加工序列 

描述，同时方便计算机的处理和简化，笔者建立了扩 

展加工元优先权系数矩阵。 

假设某零件有 n个扩展加工元，定义一个 n阶矩 

阵 来表示这些扩展加工元之间的加工顺序。 

矩阵的行和列代表不同的扩展加工元，扩展加工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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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之间的关系和元素 ⅢM存在以下转换规则 

Ⅲ M = 』 eme~．p mey． (6) ⅢM={ () 
⋯ LO others 

式中：e／he ．P表示扩展加工元 e 的优先权系数。 

M[f][ =1表示扩展加工元 emei在 eraej之前加工； 

M 『f_=0则扩展加工元 erlie 在 ern~j之后加工或者 

之间没有确定的加工顺序。由此，可得到优先权系 

数矩阵各元素的值。 

对于一个待排序的零件扩展加工元序列 s[n]， 

若两扩展加工元之间没有确切的顺序关系，其元素 

『】和 l『1l订都为零；若是确定的扩展加工元序 

列，这两个元素中一定有一个为 1。因此，实际加工 

序列矩阵中各元素的值不小于待排序加工序列矩阵 

中对应的元素值。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加工序列 

是否符合优先权系数矩阵的约束。 

对于扩展加工元序列 s[n]，其约束函数为 

s n ，={三 ： 妻蓁箨 7 
图1是判断某扩展加工元序列 s[n]约束函数 

值的流程。 

否 

图 l 矩阵判断算法流程图 

2 基于遗传算法的加工特征排序优化 

遗传算法是一种概率搜索最优解的方法，它的 

基本思想是模拟生物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优胜劣 

汰的法则，通过对可能包含最优解的初始种群进行 

选择、交叉、变异等遗传操作，得到新一代适应度更 

高的种群，然后再对新种群进行上述遗传操作，使种 

群的解空间不断地进化，适应度到达预定值或到达 

预定代数时即认为得到最优解。 

基于遗传算法的加工特征排序的流程如图2 

所示 。 

厂 

生成符合优先系数矩阵的初始种群 

选择操作 

计算个体的适应值 I 

／ ＼  

瑟 ÷露 ＼ 止规贝 ≯／ I最高的个体l。 
否 

是否满足优先 
权系数矩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一  

插入到新种群 

图2 遗传算法流程图 

否 

2．1 适应度函数 

加工特征排序应考虑加工成本、加工精度、加工 

时间等因素的影响[8]。笔者综合考虑机床变换、装 

夹变换和刀具变换，以它们最小的加权值为目标，得 

到最优／次优的排序结果。 

(1)机床变换 

机床变换次数 的减少，将大大减少工件在 

机床之间来回运输的时间和成本，提高加工效率，降 

低成本。 

遍历扩展加工元序列，得到加工该零件所需全 

部机床的集合 

Machine：{Machine 一，Machine6} (8) 

式中：b表示所需机床的数目。 

显然，加工完一个扩展加工元换一次机床，max 

(M )=a；扩展加工元随机床变换依次加工时，min 

( )=b。对于机床变换指标，须将机床变换次数 

归一化，归一化公为 

c = =等  
(2)装夹变换 

装夹变换次数 ．s 的减少，将减少工件的装夹时 

间，提高加工质量和效率。 

遍历扩展加工元序列，得到加工该零件所需全 

部装夹的集合 

Setup= {Setupl，⋯，Setup } (zo) 

式中：C表示所需机床的数目。显然，加工完一个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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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工元后换一次装夹，max(S )=a；扩展加工元 

随装夹变换依次加工时，rain(S )=C。对于装夹变 

换指标，须将装夹变换次数归一化，归一化公式为 

㈨Sc= =等 c 11 ()． ( 
(3)刀具变换次数 

刀具变换次数 的减少，将减少工件的换刀时 

间和刀具成本，提高加工效率，降低成本。 

遍历扩展加工元序列，得到加工该零件所需全 

部刀具的集合 

Tool={Tool1，⋯，Toold} (12) 

式中：d表示所需刀具的数目。显然，加工完一个扩 

展加工元后换一次刀，ma_x( )=a；扩展加工元随 

刀具变换依次加工时，rain( )：d。对于刀具变换 

指标，须将刀具变换次数归一化，归一化公式为 

c = 筹 =等 
(4)综合评价 

排序过程中，工艺人员既要满足机床变换次数的 

要求，又要满足装夹变换次数的要求，还要满足刀具 

变换次数的要求。因此，协调好这3者之间的关系是 

获得最优加工序列的前提。因此，适应度函数为 

F(戈1， 2， 3) =W l× ( 1)十 

W 2× ( 2)+加3× ( 3) (14) 

式中： ，W：，加 分别表示加床变换次数、夹具变换 

次数和刀具变换次数的权重系数。根据某大型航空 

企业积累的实际数据，采用神经网络求取权重的方 

法 J，求得 Wl， 2， 分别为 0．5，0．3和0．2。 

2．2 基因编码方式 

常用的基因编码方法可以分为 3类 ：二进制编 

码、浮点编码和符号编码。二进制编码适合于自变 

量为数值的优化问题 ，且遗传操作简便，但它无法表 

达工艺排序问题，笔者采用 自然数字链进行基因 

编码。 

假设某零件有 n个扩展加工元，则对应的编码 

长度也为 n。显然，其可能的工艺元序列总数为 n!。 

对于同一类加工特征，若其使用的机床、夹具和刀具 
一 样 ，可以特征合并，等排序完成后再分解为多个特 

征进行子排序，这样可以显著地减小解空间，降低排 

序的难度。 

2．3 初始种群 ‘ 

通常遗传算法通过随机产生的初始群体来作为 

优化问题的初始解，考虑到众多加工规则的约束，随 

机生成的个体平均适应度偏低，增加遗传进化的代 

价。因此，无论初始种群还是进化得到的种群，都应 

该满足优先权系数矩阵。这样生成的个体的基因系 

列大致符合最优解的序列，提高了算法的运行效率。 

遗传算法中，初始种群的数量是一定的。种群 

数量较少时，可提高遗传算法的运行速度，但降低了 

群体的多样性，可能引起早熟现象；种群数量较多 

时，会引起遗传算法的运行效率降低。根据以往经 

验，笔者的种群数量设为 100。 

2．4 选择 (selection) 

遗传算法中的选择操作确定从父代种群选取哪 

些个体遗传到下一代群体中。 

对种群中的每个个体计算适用度 F，，值越大， 

表明对应的工艺路线满足的约束条件越多，因而也 

就越合理，被遗传到下一代的概率就越大。 

常用的选择方法有轮盘赌选择法、随机遍历抽样 

法、局部选择法、截断选择法和锦标赛选择法等 引̈。 

轮盘赌选择法原理简单，实现也比较容易，笔者 

采用轮盘赌选择法。 

2．5 交叉(crossover) 

自然 数 编码 的交叉 操作 有部 分 匹配 交叉 

(PMX)、顺序交叉 (OX)和循环交叉 (CX)等方 

法 。。。笔者采用部分匹配交叉方法。 

例如，对以下两个父体的表示，随机选择两交 

叉点。 

P。：(1，2，3 l4，5，6，7 I8，9) 

P2：(7，4，2I1，3，8，9I6，5) 

首先，交换交换交叉点的中间部分，有 

0l：( ， ， l1，3，8，9I ， ) 

02：( ， ， J4，5，6，7I ， ) 

其中，z表示暂时未定的编码(以下相同)，得到 

中间段的对应关系：1H4，5H3，6—8，7—9。 

然后，对于子体 1和子体 2中的 部分，分别保 

留从其父体继承的未定义的扩展加工元编码，有： 

01：( ，2， I1，3，8，9I ， ) 

02：( ， ，2I4，5，6，7I ， ) 

最后，根据中间段的映射关系，得到交叉后的两 

个子体： 

01：(4，2，5，i，3，8，9，6，7) 

02：(9，i，2，4，5，6，7，8，3) 

如果映射关系中存在传递关系，则选择此前未 

确定的一个扩展加工元代码作交换。 

2．6 变异(mutation) 

以一定概率选择父代种群中的个体，随机交换 

其中两个基因点位的位置。 

例如，有父体： 

P：(3，8，5，9，4，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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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择第 3和第 8个基因位进行交换，得到 

变异后的子体： 

O：(3，8，1，9，4，2，7，5，6) 

如果子体满足优先权系数矩阵的约束，则加人 

下一代种群，否则重新选取交换位置的基因点位。 

变异操作是影响遗传算法性能的一个关键因素。 

变异概率过小，不易产生新的个体；过大，上一代种群 

的杰出个体得不到继承，遗传算法变成纯粹的随机搜 

索算法。根据以往经验，变异概率取0．01。 

2．7 终止条件 

若连续若干代种群最优个体的适应度保持不 

变；或者遗传代数达到一定的数值；或群体平均适应 

度与最优个体适应度之差小于任意小的正实数；以 

上三种情况，只要满足其中一条，遗传算法就终止， 

适应度最大的个体作为最优个体输出。 

3 应用实例 

笔者选用图3所示的结构件为例说明排序过 

程。其中C代表轮廓， 代表筋，尸代表槽， 代表 

孔，F代表非圆孑L。加工特征对应的基因码、特征 

码、加工操作、优先权系数等信息见表 l。 

图3 典型结构件 

图3共有7个轮廓，17条筋，15个槽，4个孔和 

2个非圆孔。C 、c4、C6的加工方法相同，使用同样 

的机床、夹具和刀具，排序时合并为特征 C。。同理， 

C 、C，、合并为特征 C9；R 、R 、R 合并为特征 R。 ； 

R2、尺5合并为特征 R19；R3、R7、R8、R9、R10、R11、R12、 

R13、Rl4、R15、Rl6、Rl7合并为特征 R20；Pl、P2、P3、P4、 

P 、P 、P 、P。、P 、p。。、P。，合并为一个特征 Pl6；P 

尸13、Pl4、尸l5合并为特征 JPl7；日l、t／2合并为特征 t／5； 

、  合并为特征 H6；F 、F 合并为特征 F，。 

表 1 ]ja-r特征对应的基因码、特征码、加工操作、优先权系数信息 

基 因码 1 2 3 4 5 6 7 8 

特征码 c2 c3 c8 c8 G日 Gq 

加工操作 粗铣轮廓 精铣轮廓 粗铣轮廓 精铣轮廓 粗铣轮廓 精铣轮廓 粗铣轮廓 精铣轮廓 

优先权系数 10101 l0102 1010l 10102 lO101 l0102 101Ol 10102 

机床号 MO1 MO1 MO1 M01 M0l M01 M0l MO1 

夹具号 S01 S01 S01 S01 S01 S0l S0l2 S02 

刀具号 ID1 TO2 1、Dl T03 1101 rI104 11D1 IU4 

基因码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特征码 R18 R J8 Rl9 l9 R2o R20 P坫 尸I6 

加工操作 粗铣 精铣筋顶 粗铣 精铣筋顶 粗铣 精铣筋顶 粗铣 精铣腹板 

优先权系数 10lO1 10102 10101 10102 10101 10102 10201 102O2 

机床号 M02 M02 M02 MO2 M02 M02 M02 M02 

夹具号 S0l S01 S02 S02 S01 S01 S01 S01 

刀具号 1 ID2 TO5 阳6 ID5 ID6 11Dl ID7 

基 因码 l7 18 19 20 21 22 23 24 

特征码 Pl6 Pl6 Pl6 Pl7 Pl7 尸l7 Pl7 Pl7 

加工操作 精铣内形 精铣转角 精铣转角 粗铣 精铣腹板 精铣内形 精铣转角 精铣转角 

优先权系数 10203 102O4 10205 10201 10202 l0203 102o4 lO205 

机床号 MO2 M02 M02 M02 M02 M01 M02 l̂02 

夹具号 S01 S01 SO1 SO1 SO1 SO1 S01 SO1 

刀具号 TO8 TD9 T1O I 8 T11 TO8 ID9 T1O 

基 因码 25 26 27 28 29 30 3l 

特征码 

加工操作 粗铣 镗孔 点钻 钻孔 铰孔 粗铣 精铣 

优先权系数 1O2Ol 10301 10301 10302 10303 l0201 l0202 

机床号 M02 MO2 Mo2 M02 M02 M02 MO2 

夹具号 S01 S01 S01 S0l S01 S0l S0l 

刀具号 1101 T12 T13 T14 T15 1D1 r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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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科学与技术》在线投稿系统的使用方法 

作者可在 IE地址栏输人 www．jxkx．cb．cnki．net进行在线投稿。 

(1)新作者注册 

① 在该刊作者投稿区下点“注册”。 

② 填写作者用户、密码、个人基本信息、学术信息、联系信息(带 号的项为必选项，所填信息可生成作 

者学术简历)提示：输入用户名，作者可以点“检测用户名”检验是否该用户已被他人注册过，已经使用的用 

户名不能重复注册。 

③ 最后点“注册”，作者即可完成注册，获得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2)登陆期刊在线投稿系统 

在“作者投稿区”输入作者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 ，点登陆即可。平台提供了规范的投稿程序。首先阅读 

投稿须知，然后开始投稿。投稿分5步：1填写作者及通讯信息；2填写稿件题录摘要；3填写稿件扩展信息； 

4提交稿件全文(Word格式)及相关附件；5完成投稿。 

带 号的字段为必须填写。 

(3)查询稿件 跟踪审稿进度 

作者投稿后，可以通过“稿件箱”跟踪自己稿件的审理情况及稿件状态。点“稿件标题”打开“稿件信 

息”页，查询稿件状态和稿件审理过程。 

作者可在站内消息中查看编辑部的相关通知，也可在此平台进行询问和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