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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飞机结构件数控加．．T-．NC 

程序管理，重点讨论了建立生命周期管理模式 

的状态转换流程，提出了三级状态控制的思路 

和现代集成制造环境下的NC程序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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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NC程序(Numerical Control Code，通常 

称为 NC程序)是用于控制数控设备运动进 

行加工的指令集。在飞机结构件数控加工中， 

NC程序承载了大部分切削工艺知识，如切削 

加工流程、切削方式、切削参数等，这些知 

识都将通过 NC程序传递到工件加工。让工 

艺知识准确、适当地融人 NC程序是 NC程 

序生成时的重要管理内容。 

据统计，在影响飞机结构件数控加工的 

各种因素中，与NC程序相关的占70％以上。 

它们所造成的质量事故后果也严重，轻则降 

低工件质量级别，重则直接报废工件，甚至 

损坏设备，发生人员伤亡。因此，NC程序质 

量稳定性是飞机结构件数控加工生产管理重 

点关注内容。保证 NC程序质量稳定、提高 

NC程序质量是 NC程序管理的另一重要方 

面。 

按照控制论的观点，负反馈闭环控制才 

是自优化、稳定的系统控制。飞机结构件数 

控加工是典型的单件小批生产，一套成熟的 

NC程序将会多次重复使用。将负反馈闭环控 

制用于飞机结构件数控加工 NC程序管理， 

以加强 NC程序使用监控，让 NC程序的生 

成和使用形成一个负反馈闭环，不断提高NC 

程序质量和效能。这样，工件实物质量会更 

高、更稳定，工件加工效率也会不断提高。 

图1为NC程序质量改进原理图。 

2 飞机结构件NC程序管理历程 

自从数控加工技术用于飞机结构件加工 

以来，其 NC程序的管理方式大致经历了以 

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穿孔纸带存储和传递为特 

征。在数控加工技术刚刚兴起的时候，一般 

用穿孔纸带作为保存和传递NC程序的载体。 

这种方式存储的 NC程序数据量小，存取非 

常不便，且纸带易损坏，数据安全陛非常差。 

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数控加工并非主流加 

工方式，飞机结构件数控加工件少，因此没 

有对 NC程序的生成和使用管理提出更高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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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图 1 NC程序质量改进原理图 

第二阶段，以移动介质存储和传递为特征。 

在 20世纪 80、90年代的较长时期，移动存 

储介质 (如软磁盘)成为 NC程序存储和传 

递的主流。移动存储介质用于NC程序管理， 

一 般采用双介质方式，一个移动存储介质用 

于 NC程序传递，另一个移动存储介质用于 

NC程序备份。采取这种管理方式，NC程序 

存取速度较快。但这种方式也不够方便，存 

储介质多，给 NC程序维护和介质管理带来 

较大困难。在我国，这一时期的飞机结构件 

数控~n-r_件也不多，NC程序的管理仍然处于 

摸索阶段。 

第三阶段，以硬盘存储、网络传递为特 

征。20世纪末 21世纪初，计算机网络技术 

和硬盘存储技术获得快速发展，在我国，数 

控加工技术广泛用于飞机结构件加工。部分 

飞机制造企业采取硬盘存储、网络传递的方 

式来管理 NC程序，并在 NC程序的数据质 

量管理方面采取了较为有效的校验措施。采 

取这种方式，数据存取方便快速，存储介质 

不易损坏，数据质量大幅度提高，但需要专 

人进行存储管理，存在数据管理质量不稳定 

的隐患，且历史数据管理较困难。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几种管理模式 

满足了当时我国飞机结构件数控~n-r_生产管 

理对 NC程序管理的需求。但在现代集成制 

造环境下，原有的 NC程序管理方式已经不 

能完全适应生产管理要求，也不满足现代产 

品质量管理要求。 

3 基于生命周期的飞机结构件 NC程序管 

理模式 

现代产品质量管理要求在产品全生命周 

期中，其制造过程可追溯，要求 NC程序的 

生成和使用过程可监控；而在现代集成制造 

环境下，生产管理要求生产过程中各部门能 

协同作业，要求 NC程序技术状态稳定、质 

量可靠。为了满足飞机结构件数控加工 NC 

程序管理新的要求，需要采取基于生命周期 

的NC程序管理模式。 

3．1 NC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所谓生命周期管理是指对事物从出生到 

消亡整个生命周期中一系列有序状态的动态 

变化过程的管理。从一种生命周期状态转变 

到另一种生命周期状态时应进行的操作或处 

理的规则集合称为过程。 

基于生命周期的飞机结构件数控加工 

NC程序管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NC程序数 

据对象的生命周期管理和融入产品生命周期 

管理中的NC程序管理。 

根据飞机结构件数控加工NC程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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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NC程序数据对象生命周期的状态分为开 

发、预发放、发放、废除等 4个序列状态， 

状态转变过程如图2所示共7个过程。NC程 

序在可投放到现场使用之前处于开发状态， 

主要在工艺技术部门内部进行一些技术管 

理；在预发放之后，进行现场实物试切验证， 

验证过程需要跟踪，以便不断优化NC程序； 

现场验证合格之后，NC程序正式发放，正式 

发放后的 NC程序如需更改，则必须经过一 

系列审批，以利于生产现场的稳定和产品质 

量控制；废除后的 NC程序只供查阅，不可 

再用于生产使用配置。 

图2 NC程序生命周期状态转换图 

3．2 NC程序生命周期管理主要工作流程 

3．2．1 NC程序开发流程 

包含图2所示过程①。NC程序开发流程 

一 般包括建立加工模型并获得NC程序、NC 

程序数字仿真、校对验证、转为预发放状态 

四个节点。工艺员根据设计数字模型，经过 

工艺设计，建立加工数字模型，然后通过后 

置处理工具产生机床使用的 NC程序，并进 

行数字仿真切削自验证。自验证合格后，提 

交给校对员进行数字仿真切削他验证，以提 

高 NC程序数据质量。通过他验证的 NC程 

序，才能提交给生产现场作实物加工验证， 

NC程序从开发状态转变为预发放状态。为了 

控制 NC程序从开发状态到预发放状态的转 

变过程，并使之可追溯，需要对加工模型、 

数字仿真参数文件、数字仿真验证过程信息、 

预发放信息进行关联管理。NC程序开发流程 

如图3所示。 

图3 NC程序开发流程 

3．2．2 NC程序现场加工验证流程 

包含图2所示过程②、⑦。NC程序现场 

加工验证流程一般包括NC程序配置、调用、 

记录、QA检查、转为正式发放、转为开发状 

态六个节点。根据 NC程序的工艺属性和状 

态，进行 NC程序配置管理，以保证在某一 

时刻、某一机床、某一工件使用 NC程序的 

唯一正确性。现场加工通过网络调用 NC程 

序，并记录加工使用情况，反馈给工艺部门， 

以作为NC程序改进的依据之一。而车间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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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NC程序现场验证过程是否符合相关管 

理文件、NC程序验证记录与工件实物状态是 

否相符，以确定 NC程序应转为正式发放状 

态还是应转为开发状态。转为开发状态的NC 

程序进入开发流程管理，转为正式发放状态 

的NC程序将由车间质控部门监控管理。NC 

程序现场加工验证流程如图4所示。 

叵 圆 橱  

匿 兰> l开麓状态i ＼ ／ I正=l莲教敞技客l 
3．2．3 NC程序更改控制流程 

包含图2所示过程⑥、⑦。NC程序更改 

来源于现场加工情况反馈、零件设计更改、 

工艺更改。在NC程序正式发放之前，NC程 

序的管理维护的主要责任还在工艺技术人员 

手中，其更改流程不需要特别严格的控制要 

求，可直接根据现场加工反馈、零件设计更 

改、工艺更改要求进行更改。在本文中，只 

讨论较为复杂的、处于正式发放状态的 NC 

程序因零件设计更改、工艺更改、现场加工 

情况反馈所引起的NC程序更改的控制流程。 

对已经正式发放的 NC程序进行更改，可能 

引起生产现场管理、质量管理、工艺管理等 

的协调问题，因此，在经过车间工艺技术主 

管、生产主管、质量主管共同审核认可、工 

艺技术厂长批准后，才允许 NC程序更改发 

生。经过更改批准后，NC程序进入开发流程 

管理。NC程序更改控制审签流程如图 5所 

示。 

更改申请 H 上艺挫术墨管常棱卜_-．'{生产童管窜拔H 厩星生管审援 H 更改批准 

图 5 NC程序更改控制审签流程 

3．3 NC程序生命周期管理的状态控制 

在现代集成制造环境下，Nc程序往往需 

要跨部门进行数字化管理维护。为了协调工 

艺技术部门、质量管理部门、生产部门对 NC 

程序的管理维护工作，基于生命周期的 NC 

程序管理模式通过三级状态管理来进行协调 

控制。除了前面述及的四个生命周期状态外 ， 

还需要两个次级的状态管理层次。图6是NC 

程序三级状态模型。 

第兰缀状态 

第二缎秋悉 

第一缓扶卷 

图 6 NC程序三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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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级状态为NC程序生命周期状态， 

NC程序各管理阶段主要职责根据该级状态 

划分。在开发状态，NC程序及其相关信息由 

工艺技术部门维护；在预发放状态，NC程序 

及其相关信息主要维护责任在工艺技术部 

门，生产、质量部门参与，但 NC程序的更 

改必须有相关信息作为更改依据；在正式发 

放状态，NC程序及其信息的主要维护责任由 

质量管理部门承担，其更改将进行严格的更 

改流程控制。 

(2 二级状态控制NC程序是否可用， 

分为可使用、不可使用两个状态。生产部门 

在安排生产时将提取该层次的状态控制标 

识。NC程序处于不可使用状态时，不可安排 

该零件的生产；NC程序处于可使用状态时， 

可安排该零件的生产。NC程序可否使用状态 

由技术部门设置，在开发状态设置为不可使 

用，在预发放状态或者正式发放状态转换为 

开发状态之前设置为不可使用；经过技术校 

验后设置为可使用。一般将 NC程序加锁设 

置为可使用状态，取消锁设置为可使用状态。 

(3)第三级状态标示NC程序当前是否 

正在使用，分为在使用、未使用两个状态。 

当生产部门调用 NC程序时，将该 NC程序 

状态设置为在使用状态，否则，设置为未使 

用状态。如处于在使用状态，质量管理部门 

将对 NC程序的使用状况进行监控，工艺技 

术部门也可安排技术跟踪工作；如处于未使 

用状态，质量管理部门重点督促技术部门加 

强整改优化工作。 

(4)NC程序状态管理反映在 NC程序 

文档的版本控制上。目前，有线性模型、树 

型模型和有向无环图模型三种版本管理模 

型，NC程序文档管理采用线性模型、大小版 

本管理方式。大版本管理 NC程序文档的生 

命周期状态，小版本管理文档的可否使用和 

是否正在使用状态。生命周期状态的改变需 

要经过较为严格的管理审签流程，而可否使 

用和是否正在使用状态的改变只需要经过技 

术校验就可实行。每经过一次正式发放，NC 

程序文档的大版本变化一次，一般用A、B、 

c等英文字母顺序表示。在同一个大版本下， 

每一个小版本代表一次成功更改，一般牌0、 

I、2、3等阿拉伯数字顺序表示，处于正式 

发放状态时，小版本为0。图7所示为NC程 

序文档版本升级模型，横向为大版本变化， 

竖向为小版本变化。例如，NC程序文档开始 

时大版本为A．0，处于正式发放状态，当有一 

个更改时，文档处于预发放状态，版本变为 

A．I，A．I版本再有一次更改，版本变为A．2。 

A．1或者A．2版本经过现场验证、QA检查等 
一 系列过程活动，确认合格，文档从预发放 

状态转变为正式发放状态，版本转变为B．0， 

即大版本为B，小版本为0。 

图 7 NG程序文档版本升级模型 

3．4 建立NC程序与PBOM的关系 

为使 NC程序管理与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模式相适应，需要建立它与 PBOM (企业产 

品制造工艺计划BOM)之间的关系。如图8 

所示。 

NC程序是一种工艺数据，附属于零件加 

工工序。通过上图所示的数据管理结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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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命周期中，飞机零件的任何设计更改 

对制造所产生的影响，都能准确地传达到工 

艺数据层。由PBOM转化而来的MBOM(产 

品制造 BOM)是企业 ERP的主导数据，在 

ERP 中，生产批架次等生产计划信息与 

MBOM数据密切相关。通过PBOM与MBOM 

(产品制造 BOM)的关系，以及 ERP生产 

计划，再根据 NC程序使用跟踪记录，能够 

追溯到任何一个版本的 NC程序所用于哪一 

架或者哪些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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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基于 PBOM的工艺数据管理示意图 

在基于生命周期的管理模式下，一般采 

用大型数据库进行数据管理。与以前的飞机 

结构件数控加工 NC程序管理相比，基于生 

命周期的 NC程序管理具有数据安全性好、 

存储方便快速、NC程序质量可靠、产品质量 

可追溯等显著优点。 

采用基于生命周期的NC程序管理模式， 

车间多部门协同作业，使 NC程序的生成、 

使用过程管理完全融入产品制造的整体管理 

流程，满足现代产品质量管理的可追溯性要 

求和维护生产管理的稳定性要求，是现代集 

成制造环境下数字化车间建设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l】1 童秉枢，李建明．产品数据管理 (PDM) 

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 

【2】王秀伦，孙丽，马自勤．全生命周期工艺 

数字化系统功能的研究．大连铁道学院学 

报，2002．6 

【3】方进涛，蔡颖等．面向过程的产品数据生 

命周期管理．机械设计与制造，2002．2 

[4]逄淑明，蒋辉，范玉青．以 BOM 为主线 

组织企业CIMS信息流制造业自动化， 

200】．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