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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XA 软件在机械数控加工技术中的应用探析
任博

( 长春工业技术学校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为充分发挥 CAXA 软件应用作用，提高机械数控加工质量，对 CAXA 软件在机械数控加工中的应
用进行探析。本文以机械数控加工技术及 CAXA 软件技术引进分析为切入点，分析 CAXA 软件的应用优
势，其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完善加工功能。以象棋棋子加工为例，阐述软件应用流程为确定加工思路→
仿真加工→实际加工。最后从做好程序设计工作、积极采用编程技术、深化应用软件技术这三个方面提出
CAXA 软件的深化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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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处理，该功能主要体现在多轴数控、代码验证等方面。

尤其是在机械数控加工中，可以实现曲面组合及造型，极

大提高了机械数控加工效率。具体而言，CAXA 软件技术

在机械数控加工中的应用，主要有以下 4 个步骤：

（1）对加工工件结构、设计参数及图纸信息进行充分

了解和分析；

（2）以图纸参数为标准，开展工件设计工作，并确定

设计方案；

（3）基于机械加工精细度、状态、加工手法等差异性

分析，结合工件加工具体要求，明确实际加工的轨迹参数、

加工手段、加工步骤等；

（4）为提高工件加工质量，可以通过编辑结果的方

式进行试验加工，并生成仿真加工代码。在此过程中，

CAXA 软件技术人员可以利用相应程序，对加工类型进行

设计和确定，并选择最为适宜的工艺参数进行程序编写，

同时针对工件的轨迹参数进行优化选择，确保 CAXA 软

件技术在机械数控加工中发挥出最大应用价值，最终实现

机械加工生产效率及质量有效提升。

2    CAXA 软件在机械数控加工技术中应用的优势

与其他同类软件相比，CAXA 软件做到了将曲面与

实体相结合，是一款效率高、应用范围广、功能全面的

CAD 一体化软件。特别是在现代化生产制造中，CAXA
软件的应用，可以提高机械数控加工的针对性，并可以构

建有利于现代化生产的三维实体模型。以实践应用为视角，

CAXA 该软件在机械数控机械加工中的实践应用具有以下

两点优势。

2.1    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

CAXA 软件在实际运用中，特别是在曲面模型的加工

中，具有代码使用效果好且具备轨迹参数化等性能优势，

能够使机床加工的质量得以保障。同时，使用 CAXA 软

0    引言

机械数控加工技术是现代化加工的重要基础内容，而

CAXA 软件在机械数控加工中的应用，在有效完善加工功

能的基础上，提升了机械数控加工生产效率，在实现产品

综合效益等方面体现出极高的应用价值。为深化 CAXA
软件应用，有必要对该软件在机械数控加工中的实践应用

进行深度探析。本文基于机械数控加工技术与 CAXA 软

件技术引进分析，分析该软件的应用优势，并以象棋棋子

加工为例，阐述 CAXA 软件的实际应用流程，并提出该

软件的深化应用策略，以期为其他机械数控加工提供参考

和借鉴。

1    机械数控加工技术及 CAXA 软件技术引进分析

1.1    机械数控加工技术
机械数控加工技术是将编程控制技术合理的运用到机

械生产技术上，实现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进程的现代化加

工技术。该技术的时间应用可以在保证机械设备准确无误

作业的同时，有效提高加工效率。在运用机械数控技术的

实际操作中，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计算机

编程，可实现自动化控制相关生产及工艺流程，减少了对

人力、物力及其他资源的依赖，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为获

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奠定基础。同时，应用机械数控加工技

术可以对工艺参数进行实时优化和调整，有利于新产品开

发和生产，有效满足了时代发展需求。

1.2    CAXA 软件技术引进

CAXA 软件是将实体与曲面进行一体化连接的软件技

术，具有功能性强、使用效果好、工作效率高等优势。近

年来，CAXA 软件已经成为我国机械数控加工的重要技术

组成，有效增强了机床加工效率与质量，并实现了实体程

序实时调整与设定。同时，CAXA 软件的应用，可以实现



2022 年    第 08 期 机械制造与智能化

29

MACHINE    CHINA

件可以充分结合实际加工需求，采取多元化的工作

模式，有效突破传统机械加工过程中的局限性，简

化加工流程，在减少不必要的加工失误和误差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最终极大提高了机械数控加工的

效率与质量。

2.2    有助于完善加工功能

CAXA 软件具备实现后置处理等使用功能，可

以在多轴工作的状态下，编写准确的轨迹参数。同时，

CAXA 软件具有代码验证功能，能有效地完成包括

曲面造型等各种造型加工工作，以及较为复杂的组

合造型加工工作，有利于改变当前的机械数控加工

现状，为提升机械数控加工实效、实现产品综合效

益奠定坚实基础。

3    CAXA软件在机械数控加工技术中的具体应用

在机械数控加工中应用 CAXA 软件可以有效提

升程序生成效率，且在形状复杂工件加工中体现出良好应

用价值。为更直观、具体地探索 CAXA 软件在机械数控加

工技术中的应用，以象棋棋子加工为例，应用 CAXA 制造

工程师 2016 大赛版软件，对软件的具体应用进行探析。

3.1    确定加工思路
应用 CAXA 软件进行象棋棋子加工的加工步骤如下：

（1）应用软件草图绘制功能，确定出棋子的轮廓；

（2）应用软件的实体特征功能，对工件进行旋转除料

等操作，并生成初始工件模型；

（3）建立模型并选择具体加工方式，对实物进行加工。

3.2    仿真加工

3.2.1    建模与仿真过程

（1）打开软件，单击软件左侧的轨迹树中的零件特

点，选择 XY 平面，并点击鼠标右键创建草图。再单击

曲线命令中的直线，更改菜单状态为水平线，直线中点

选择（0,0），并将菜单改为“圆心—半径”，画出半径为

19.5mm 的圆。

（2）对画出的圆执行曲线剪切命令，保证剩余部分与

直线能够形成一个封闭式曲线，随后退出编辑程序，并单

击直线命令，生成实体旋转轴。在此基础上，对程序实行

单击旋转增料命令，生成实体。

（3）选择一个平面 YZ，在Z 轴的正向方向和负向方

向上分别画出长度为 7.5mm 的直线，并选择“曲面—导

动面—平行导动”，生成与已选择平面相平行的两个面。

随后，对生成的曲面进行裁剪除料处理，去掉多余实体，

并对表面进行优化处理。再通过曲线命令，将菜单改为“圆

心—半径”，画出半径为 19.26mm 的圆。

（4）选择平移命令，将平移距离设置为 3mm，并在 Z
轴上方和其下方分别复制粘贴画出的圆；将菜单改为“曲

线—曲线”，构建出象棋模型（图 1）。

3.2.2    仿真加工过程

以（0，0）为圆心，以距离模型上表面 0.3mm 为基点，

画出半径为 15mm 的圆，并在曲线命令下确定编辑文字基

准点。文字编辑后，对文字的字体及大小进行修改和确定，

并将文字放置在适宜的位置上。随后，应用加工命令，设

置加工参数，如将加工精度设置为 0.01 ；将刀具半径设置

为 2mm。在具体加工前，应根据加工工件特征，选择适

宜的毛坯，通过刀具轨迹设置，对实体进行仿真加工（图 2）。
在开始加工前，技术人员应确定加工参数等设置无误，

具体加工流程为：应用轨迹命令的后置处理生成代码→在

保存对话框中选择信息数据保存地址，并输入文件名称→

完成数据信息导出。

3.3    实际加工过程分析

3.3.1    确定方案与工具

在象棋棋子材料选择方面，基于车间现有材料需求分

析，应选择铝棒。由于椭圆形的象棋加工中，用虎口钳装

夹时，象棋的受力面积小，易出现装夹不牢、象棋表面损

坏等问题。为有效解决此问题，在应用 CAXA 软件加工

象棋过程中，将象棋棋子的外形设置成中间水平的形式，

同时在装夹加工时，选择自制夹具，并应用三爪卡盘固定

棋子，在保证棋子加工稳定的基础上，提高加工精度。

3.3.2    实际加工工艺流程

在应用 CAXA 软件加工棋子过程中，应将 U 盘中的数

据信息传输到机械数控加工机床控制程序中，并应用专用夹

具将棋子毛坯安装在卡盘上进行实物加工。在实际加工中，

选择应用了适宜的球头铣刀进行加工。具体加工步骤如下：

（1）在加工象棋棋子过程中，应结合加工需求选择适

宜刀具，如外形加工选择外圆车刀；切断加工选择切断刀；

（2）形成棋子毛坯后，将棋子固定在卡盘上，并选择

刀具进行精细加工；

 图 1    建模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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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数控设备中输入 CAXA 软件已编程程序，完

成准备工序；

（4）点击启动按钮进行实物加工，最终得到实物。

由于象棋棋子毛坯轮廓粗糙，且轮廓简单，具有易

编程性，所以在象棋棋子加工过程中，应在 CAXA 软件

上人工输入加工程序代码。但在字体加工时，可以应用

软件上自动生成的程序代码，提高字体及整体工件加工

的精准性。

4    CAXA 软件在机械数控加工技术中深化应用策略

基于上述实践应用分析可知，CAXA 软件在机械数控

加工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加工效率与质量。为进一步

提升 CAXA 软件应用效果，机械数控加工技术人员应掌

握以下深化应用策略。

（1）做好程序设计工作。在应用系统开展实际加工前，

应根据加工精度要求，优化程序设计，并编制完善的控制

工作计划。同时，设计人员应充分应用系统的仿真加工功

能，以自动生成相应数据信息和代码程序，在减少程序设

计压力的基础上，为工件加工质量提升奠定基础。

（2）积极采用编程技术。技术人员应充分应用 SIN、

AND 等技术措施，在程序中应用高级编程语言，充分发

挥系统功能作用，特别是在复杂的机械数控加工过程中，

应用高级编辑语言，可以保证相关程序运行的协调行和联

动性。为保证工件可以批量化加工生产，并降低加工成本，

技术人员应灵活调整系统参数。

（3）深化应用软件技术。首先，技术人员应充分应用

CAXA 软件功能，并搭配应用互补性软件，全面提升加工

效率；其次，技术人员应以轨迹实现参数化为目标，以实

现多轴数控处理等为目标，通过 CAXA 软件的三维模型

展示功能，全面掌握工件加工数据信息，并调整加工参数

和代码信息，以降低加工工作的复杂性，提升加工实效。

5    结语

CAXA 软件的应用质量直接影响机械数控加工效率与

质量。在实际加工中，技术人员应对加工需求等进行综合

分析，确定加工参数和程序代码。

本文以象棋棋子加工为例，详细探析了 CAXA 软件

在机械数控加工技术中的应用，确定具体加工思路；根据

加工需求，构建仿真模型进行仿真加工；结合仿真结果，

对实际加工参数进行调整和优化，并确定实际加工刀具和

流程。为进一步深化 CAXA 软件的应用，技术人员应做

好程序设计工作，并通过编程技术、软件技术的深化应用，

不断提升机械数控加工实效。

但综合而言，本次研究未以 CAXA 软件更新、软件

应用的经济效益等视角对 CAXA 软件在机械数控加工中

的应用进行研究，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行补充，以丰富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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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体仿真加工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