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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控机械加工可适时增强生产效率，借助自动化加

工形态可精准处理多项复杂程度高的零部件，当前的制

造行业内，数控机械加工带有极强的作用与地位，也极

大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为增进机械加工精度，

工作人员应采取适宜举措，在保证机械加工质量的前提

下缩减数控机械加工成本。

1    数控机械加工的主要特征与内在机理

1.1    数控机械加工的主要特征

相较于普通车床加工，数控车床机械加工内持有较

高的零件性能需求，其内部性能将为该类机械加工带来

更大优势。具体来看，在进行数控机械加工的过程中，

受其内部先进技术影响，带有适宜的加工精度，与传统

车床加工相比，数控加工过程较为稳定，不会产生强烈

振动，因而更加凸显出其加工工作的稳定性、安全性。

同时，当前的数控机械加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与生产质

量要求，内部的 CNC 系统不仅能合理保障产品质量，还

能适时促进加工速度。在应用数控机械加工内的 CNC 系

统时，该车床可实行不同程度的坐标连接，利用对加工

过程的控制来增强工件复杂度。随着数控机械内部加工

能力的提升，仅需调整 CNC 程序内部的各项参数即可完

成对应性加工。此外，数控机械加工在实际应用中还带

有一定的自动化特征，即利用较少成本来获取更大生产

效率，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1.2    数控机械加工的内在机理

在进行数控机械加工的过程中，企业内部应适时探

寻该加工工作的内在机理。一般来讲，数控机床带有高

效率、高柔性与高精度等特征，其内部系统有传感器、

伺服系统、电子控制、动力与机体等，可加工复杂类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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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详细介绍数控机械加工的主要特征与内在机理，通过专业的研究与调查，精准找出影响数控机
械加工精度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五项提升数控机械加工精度的有效措施，包括提升机床加工精度、大力缩
减加工误差、科学挑选刀具、完善热变形误差及合理完善数据模块设计，从而有效增强数控机械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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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螺杆、凹槽、螺纹、斜圆柱与直圆柱等。与普通车

床相比，数控机械加工的内在机理有较大不同，技术人

员需合理编译零部件的加工程序，并将该程序内容输入

CNC 设备，在进行恰当的数据处理与计算后，可发送对

应性命令，也就是说，数控机械加工的整套过程都要由

伺服系统完成推动，并在零件运行时合理控制其加工精

度。

2    影响数控机械加工精度的主要因素

2.1    机床误差

在探究影响数控机械加工精度的主要因素时，研究

人员可精准发现机床内部的精度存在误差。一般来讲，

针对数控机械加工工作而言，需使用 CNC 开放类系统，

该类系统在使用过程中需确保一定的性能与精度，部分

工作人员在安装该系统时，操作手段与操作步骤都存在

些许失误，在该项数据信息的影响下，机床使用期间极

易因该系统的误差而影响加工精度，无形中给机床加工

带来误差。此外，在部分数控机床的内部的 CNC 系统

应用时还存在传输组件差异，只有消除该项差异才能真

正解决对应的误差，切实提升数控机械加工的整体精度。

比如，在进行数控机械加工的过程中，若该机械内的齿

轮存在间隙，则可说明机床内部持有特定误差，在该类

误差难以消减的情况下，数控机械加工的精度将难以得

到切实保证。

2.2    加工误差

数控机械加工过程中，工作人员若使用相似的方式

开展对应性操作，则会给其他零部件带来不同形式的加

工误差，部分操作内容需与刀具、工件等取得对应联系，

即严格依照该机械加工的实际情况运转，若仍采用单一

且固定的操作原理，极大地削减数控机械加工的精准度，

难以保障该设备运行的安全性。针对数控机械加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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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形成的加工误差，若相关人员选择的刀具轮廓相似

也会生成加工误差，鉴于刀具内部的复杂曲面角度，若

想让刀具内部的复杂角度与曲线轮廓保持一致，要在日

常工作中挑选出与其轮廓相似度较高的刀具，无形中会

增加数控机械加工中的加工误差。

2.3    刀具磨损

夹具或刀具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受内部磨损程度的影

响，也会给数控机械加工带来一定的误差。在探究刀具

或夹具引发的误差时，相关人员需明确夹具或刀具的类

型，根据类型来判断可能产生的误差。一般来讲，普通

刀具不会对数控机械加工的精度产生太大影响，定制刀

具会改变数控机械加工的整体精度，当出现误差时，零

部件尺寸的精度将遭受较大影响，影响加工精准性。当

工作人员开展数控机械加工的夹具操作时，在未夹紧的

情况下会改变加工零部件的精准度。对于数控机械加工

所使用的刀具来说，经过长时间使用会产生些许磨损，

在刀具产生磨损的情况后，零部件加工位置将发生极大

改变，切实缩减机械加工的准确性。

2.4    热变形误差

一方面，数控机械加工引发的热变形误差会产生严

重后果，比如，当数控机床温度较高时会带来热变形，

而作业运转速度太快又会提升温度，机床内部的零部件

将产生不同程度的磨损，加工位置也会产生对应性偏移，

该工件的精度就会遭受影响。当刀具温度逐步提升时，

也会给让数控机械加工内的操作系统产生热变形，刀具

加工期间会极大提升内部温度，刀具内部的韧性也会逐

渐降低，在刀具锋利程度下降后，加工切割质量将遭受

较大影响。另一方面，工件温度过高也会引发数控机械

加工系统的热变形，部分工件在加工时将始终处热状态，

而在执行冷却步骤后，其直径与长度又会受冷缩热胀原

理的影响而发生较大改变，当工件在加工时未能获得均

匀受热，其冷却后实际尺寸就会与此前的尺寸形成误差，

继而给数控机械加工工作带来一定的外形误差。

2.5    加工模块设计不合理

一般来讲，若想切实完善数控机械加工的整体精度，

操作人员需为机械加工工作设置适宜的信息模型，透过

对该模型的精准设计来提升加工模块设计的精度。当前

部分数控机械加工在进行整体设计时，工作人员没能设

置较专业的加工模块，对拆卸与加工的流程设置不合理，

直接影响该机械加工的准确性，降低对该加工内容的控

制性。鉴于数控机械加工业务流程较多，工作人员需适

时明确加工模块内的多项内容，对加工流程进行合理控

制，而当前的部分业务流程未能合理设置，严重影响数

控机械加工的合理性，无形中缩减内部精度。

3    提升数控机械加工精度的有效措施

3.1    提升机床加工精度

在改进数控机械加工精度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及

时提升机床加工精度。比如，在日常作业中，在面对

CNC 开放类机床控制性系统时，需严格控制系统内部的

组件性能与质量，利用对该项数据指标的合理控制来达

成车床系统的具体需求。工作人员还要控制机身内部电

路，在搭建补偿电路的过程中，若想更好地控制闭环系统，

要及时关注安装过程与反馈系统内的精度现象，对可能

产生的问题进行及时探究，在发现该问题形成的原因后，

采取适宜的解决性对策，通过对该项内容的合理控制来

增强数控机械加工的精准度。其次，针对数控机械加工

生成的系统错误，技术人员需采取适宜的技术改造来完

善机械加工精度，比如，可在日常操作中适时改进传动

元件的内部刚度，来解决可能存有的起落或过冲等问题。

同时，相关人员还应借用传输组件内的对应性差异来找

出合适的解决方案，利用该项管理举措来消除各传输组

件间的差距，当齿轮内含有一定程度的间隙时，对其调

整需尽量使用弹性调整法或固定调整法，在该类方法的

应用下数控机床内的整体精度将得到极大提升。最后，

在开展数控机械加工的过程中，对于传动系统的运行控

制来说，机械传动链在使用期间常因热变形而产生变形

状态，在实际工作中，技术人员需缩减数控机械加工的

振动频率，尽量缩减发生摩擦的次数，在摩擦力逐步降

低的情况下提升传动链的整体刚度。

3.2    减小加工误差

为更好地减小数控机械加工的加工误差，操作人员

应依照项目的实际情况来编制适宜的加工程序。具体来

看，针对数控机械加工而言，在进行实际操作时该设备

具体的操作水准将极大地改变该类器械的具体运行状况，

无论是编程人员还是技术人员都应依照该趋势设计出合

适的数控机械加工程序。在设计数控机械加工程序期间，

技术人员要合理设定不同类型的指令，借助各项指令的

合理融合来缩减加工周期，并极大改进加工质量。在编

制适宜的加工程序时，技术人员可运用多种类型的编程

手段来逐渐完善加工过程，可将与刀具指令相关的各项

操作实行科学结合，如准备工作、执行过程、问题处理

等，透过对该项问题的处理可有效解决加工工作的程序

问题，切实提升数控机械加工效果。此外，在缩减加工

误差的过程中，技术人员还应利用该加工程序及时选择

合适的工具，对该工具的选择进行严格审查，尽量挑选

出与该加工形式相近的工具，提升该工具执行的精准度，

不仅利用该复合类工具缩减执行时间，还可借助该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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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来提升作业效率，保障数控机械加工操作的安全性、

合理性。

3.3    科学挑选刀具

在科学选择数控机械加工的刀具前，相关人员需依

照数控机械加工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宜的加工材料。针

对数控机械加工材料的选择，若想在加工期间挑选出合

适的生产材料，复合型材料为理想选择，原因在于该类

材料的内部性能与整体强度较高，导轨材料与防护罩在

日常工作中也要使用梯度类功能型材料。技术人员根据

数控机械加工过程中的内部结构形态实行科学设计，其

内部配比应达到较高水准，也就是说，将生产材料填入

数控机械加工形态内，能精准适应该加工部位的各项需

求，这样不仅能缩减材料的使用数量，还能适时增强加

工精度，保障数控机械加工的整体效果。此外，在完成

数控机械加工内生产材料的选择后，相关人员还需科学

挑选刀具，在挑选刀具的过程中需严格控制内部质量，

利用刀具质量的提升来增强加工效率。针对数控机械加

工工作而言，其内部刀具要带有极强的切削功能，运用

内部较强的承受力来增强数控机械加工的稳定度。对于

刀具的选择而言，耐磨类刀具与硬质合金刀具都为较佳

选择，在完成刀具的选择后，需将该刀具的应用方法融

入当前的数控机械加工流程内，提升该项加工的整体精

度。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刀具的使用后与使用前，相

关人员都应及时检查其内部质量，只有在确保刀具质量

较合理的情况下，其开展的数控机械加工工作才会变得

更为有效。

3.4    完善热变形误差

在控制热变形误差期间，操作人员应严格控制数控

机械加工过程。比如，针对温度控制问题来说，可在数

控机械加工内依照特定温度来挑选出适宜的加工尺寸，

利用这种方法将有效控制空气温度给零部件尺寸带来

的影响，其误差可控制在适宜范围内。同时，针对数

控机械加工出现的热变形现象，要采用适当的方法来

增强 CNC 内部结构的稳定度，改善传动体系的内部性

能，在该类状态的影响下，适时增强传动系统的热稳

定度与刚度。工作人员在控制热变形误差期间，还需

及时校正丝杠螺距游隙间的误差，若想增强该误差校

正的准确性，可合理运用计算机系统，切实完善该类

工作的整体质量与效率。此外，数控机械加工工作内

的重要内容为电机建设，在电机运行期间，电机内部

的转子旋转脉冲与衰减振动会生出不同形态的当量误

差，该类振动频率与单独的电动机相似，在频率接近的

情况下会生出 CNC 系统与电动机的共振，切实保障该

电动机的运行频率，保障数控机械加工工作的科学性。

为提升电机内部运行效果，在日常工作中可利用电动

机电阻的增加来完善电机运行过程，切实保障电机使

用效果。

3.5    合理完善数据模块设计

首先，若想增强数控机械加工的整体质量，满足加

工工作的各项基本需求，技术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合理

挑选机床结构，该结构的内部材料要尽量使用纤维钢板

类混凝土机床，该机床内部的力学结构性能与热力学性

能都有极强的稳定性，继而有效达成适宜的生产效率与

精度。其次，在开展数控机械加工的过程中，其内部刀

具要尽量适宜电主轴驱动类刀具，这样可适时缩减其内

部零件，不仅有效减低零部件的应用频率，还能控制项

目建设成本。在设计机械加工模块的过程中，还可利用

齿轮的缩减来满足该项目执行效果。最后，针对各项数

据模块的内部设计，若要完善该模块设计的内部流程，

应及时控制数控机械加工的过程，而在探究机械加工的

过程时，还要适时关注加工拆卸内容，无论是刀具的选

择还是夹具的合理应用都要切实达成数控机械加工的具

体目标，利用对该目标的合理控制来提升加工效果，真

正提升数控机械加工的精准度。值得一提的是，在探究

数控机械加工内的开放类模块，即 CNC 系统的研究时，

技术人员在设置该项模块内容时依照相关用户的具体需

求而定，通过对不同用户需求的有效控制来增进机械加

工的处理水平，并及时处理该运行过程中检测出的故障，

增强零部件加工精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操作人员应全面考量改变数控机械加工

精度的各项数据指标，透过对加工操作的各项误差控制，

有效加强了机械加工的精准度，并运用合适的措施来控

制与缩减对应性误差，切实改善数控机械加工精度，保

障该类产品的整体质量与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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