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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化数控机床技术的特征

根据国际主流标准认为，智能化的数控机床应具有

感知功能、决策功能、控制功能、通信功能、学习功能

五大主要特征。

1.1    感知功能
感知功能是指数控机床能够对加工的零部件、自身

所处环境以及加工能力进行空间立体的位置信息感知，

并且这些参数能够被通信系统传输至主控机器，用于分

析机床在不同的状态下所能达到的加工精度，同时这些

信息也能够被技术人员查询，以便技术人员的特定用途。

1.2    决策功能
决策功能是指数控机床能够根据高精度传感器所收

获的多维度信息对加工工艺、加工方式进行决策，当加

工状态发生偏移时能够动态地进行自校准、自诊断、自

修复和自调整等一些误差补偿操作，当机床出现故障或

不可调节等问题时能够智能决策运行的启停。

1.3    控制功能
控制功能是对加工过程中的一系列高速、高精度加

工的控制。智能机床与一般数控机床的不同在于，智能

机床有自动防止刀具和工件碰撞的功能、自动补充润滑

油和抑制噪声的功能、自动抑制振动的功能以及自动测

量和自动补偿。

1.4    通信功能
通信功能是数控机床智能化的重要特征，其主要功能

是将数据通过各种网络或定向通信技术向外传输。这极大

地改变了传统数控机床的单机化、离线化工作模式，为数

控机床的并行化工作与集约化管理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1.5    学习功能
学习功能是现代智能化数控机床的另一大重要特

征，学习能力不仅继承了计算机的高储存性能，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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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对数据的高自动化整合能力。拥有学习能力的

数控机床系统能够实现快速的系统迁移，即能够在同平

台的其他数控机床上快速部署并工作，工业界长期积累

的工业数据能够得到更为高效的利用。

2    智能机床的技术组成

德国、日本、瑞士等发达国家是数控机床与自动化

技术的领军者，同时也产出了众多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技

术与方案设计，成熟的智能机床包含了 APS 高级工艺

控制、OSS 操作者辅助、SPS 主轴保护、ITC 智能热控制、

RNS 移动通信、SIGMA 工艺链管理六个部分。

2.1    APS 高级工艺控制

APS 系统是对机床运行中的主轴振动进行动态监

测，其实现方式是通过对主轴电动机驱动模块加入高精

度传感器，从而实现对每一条编程语句的断点查看并计

算主轴振动量。该系统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加工误差，

还能够有效地提高刀具与主轴的使用寿命。

2.2    OSS 操作者辅助

OSS 系统是简化智能化机床使用复杂度的有效方

式，OSS 系统能够提供通用的解决方案以及更为灵活的

加工侧重点，使得数控机床的操控从完整的编程配置变

为了更为简易的参数调节，简化操作难度的同时也规范

了加工方式，提高了加工效果。

2.3    SPS 主轴保护

SPS 主轴保护是智能化机床自动故障检测的重要实

现模块。SPS 系统通过对主轴的动态监测，预测主轴在

当前工作状态下的耐久度，并且对热衰减等性能进行预

测，以实现对机床的预防性保护。此外，当故障发生时，

SPS 系统还能够对故障点进行精细化直观描述，简化故

障排查流程并缩短故障排查时间，从而避免主轴失效后

的长时间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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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TC 智能热控制

ITC 系统能够实现对机床的外部环境与加工环境下

的温度进行感应与控制。高速加工过程中由于摩擦会产

生极高的热量，不仅对刀具的使用寿命产生影响，零部

件也有发生热形变的风险。ITC 系统的引入能够实现动

态化的转速调节，并在加工过程中人为地输入补偿值来

调整热漂移，以改变传统解决过热问题的空载或停机冷

却方案，也替代了传统人工预热操作。

2.5    RNS 移动通信

RNS 系统通过对机床内嵌 SIM 卡实现机床与移动

设备的通信，并能够实现移动设备对机床的控制。但目

前以工业互联网（以太网）作为主要通信方式，其中我

国数控机床的主要通信协议是 NC-Link（图 1），同时能

够兼容国际上应用的 OPCUA、MTConnect 通信协议。

2.6    SIGMA 工艺链管理

SIGMA 系统是对整个生产流程的创新管理，能够

实现端到端的输入输出，即只需要把零部件原材料输入

系统，并对相关的生产数量、零部件规格等参数进行设

置，生产端即可以实现一个设备的多工序加工或多个设

备的连续流水线型加工，最终全自动化地得到产品。

现代智能化机床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信息技术的融

合与机械制造结构的优化使得智能机床的性能更好，同

时实现了更为丰富的人机交互方式，如语音提示、安全

屏障等，智能机床在生产效率、功能丰富度以及安全性

上都大幅提高。

3    智能机床技术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

数控机床的智能化发展目的在于更好地完成机械制

图 1    NC-Link 的实现结构

造任务，目前智能机床的关键技术聚焦于误差补偿、智

能控制、刀具管理、装配工艺以及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

3.1    误差补偿
由于对加工的高速和高精度要求越来越高，现代数

控加工的过程要进行更为精细化的检测与控制。在数控

机床的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三个方面的过热精度变化：

一是电动机的过热现象对电动机寿命与电动机运行稳定

度的影响；二是原料给进系统过热导致的低使用寿命与

稳定性问题；三是主轴、刀具与原材料的热形变问题。

这些问题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加工的精度产生影响。此

外，过低的温度也会对设备造成冷启动、硬摩擦的问题，

影响使用寿命。因此在高速加工下维持精度需要对加工

温度精准控制。现代温控系统在传统的 ITC 的基础上，

改进了进度控制策略并部署了更多的传感器，其控温逻

辑也从单一的最高生产效率向着更符合绿

色生产的最优能耗效率指标发展，并为用

户提供“数据采集、智能控制、数据交互

与分析管理、节能服务”等完整智能节能

型服务。

3.2    智能控制
智能控制是机床运行逻辑与工艺进程

的综合优化，传统的数控机床进行机械制

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床内部结构

碰撞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机床内部结构

设计不合理或加工过载导致的刀具、夹具、

支架、内部的电动机轴承等部分的形变与

干涩；另一方面是由于高速加工产生的高

频振动无法得到有效抑制。碰撞问题不仅

会影响机床的使用寿命，并有可能导致机

床的故障，而且还会发生不可修复的形变、

断裂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现代

智能化数控机床在 SPS 系统的基础上，进

一步利用三维仿真技术，实现了机床结构优化。在物理

引擎与三维仿真技术的高速发展下，对于机床的建模越

来越精细，在设计阶段能够实现现实空间中无法实现的

空间轴固定仿真与差分时间仿真，在运行阶段能够实现

对运行流程的低延时动态仿真，当机床发生故障时技术

人员能够查询模拟动画进行快速的故障排查或对转速等

相关参数进行调节实现碰撞避免。

3.3    刀具管理
刀具管理是优化成效最大的数控机床加工效率提升

方式。现代数控机床大多呈现复合化与多功能结构，内

部刀具的数量能够达到二百到五百个，刀具管理的人工

实现极为困难，因此引入刀具的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对

每个刀具独立的控制与调节。系统还支持数据实时传输

到云端，技术人员能够较为灵活地实现对每个刀具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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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调节与检查。此外，由于刀具在切削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会产生磨损，刀具管理还能对刀具的使用寿命进行

预测，从而避免生产部件受损等现象的发生。

3.4    装配工艺
装配工艺对于机床的性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保

证产品质量的关键。传统人工装配工艺时常出现一系列

由于人为失误导致的润滑油中含有杂质、润滑油变质、

机床轨道杂质未被清理干净、零部件没有拧紧等问题。

人工装配工艺中，工人长时间的体力消耗不仅会对装配

效果产生影响，还有可能对员工造成伤病。此外，更为

主要的问题是灵活装配低效性与固定装配对于人力、物

力、时间资源需求大的问题。

智能化装配管理的引入通过对整个装配过程实时

的、点对点的监测，解决了人为失误问题。此外人工介

入的减少极大地节约了人工成本，并提高了生产效率。

智能化装配工艺的核心技术在于全量全要素与数字孪

生，全量全要素中的“全量”是指对装配过程中的每一

个环节、每一个零件的全生命周期掌握；“全要素”是指

对每一个装配工序的多维度管理，例如拧紧工序中的拧

紧角度、时间、操作工信息、作业节拍、拧紧设备校准

信息等。全量全要素本质上是一种多维传感器技术与大

数据技术处理的融合；数字孪生是指对物理空间的数字

化建模，同时能够实现真实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单一映射。

全量全要素是数字孪生实现的基础，而数字孪生是全量

全要素技术的一种最优工业解决方案，数字孪生集成多

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

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

周期过程。

3.5    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于数控机床智能化的方方面面。

在装配工艺中，智能装配技术主要分为数据采集、模型

构建两个方面，其流程如图 2 所示。以拧螺栓工序为例，

其具体步骤分为对于自动化装配设备的转矩确定，对装

配涉及的原材料批次管理，对自动化装配设备的螺栓连

接检查，对整个自动化装配流程的安全性检验。在数字

孪生技术的加持下，数字化工具、质量检测、数据分析、

线体防错、数字化服务等均被融入智能装配。在转矩确

定中，一般性的等转矩加工无法应对不同摩擦系数下夹

紧力差异问题，即同样转矩下有的螺栓可能还未被拧紧，

而有的螺栓可能已经被拉伸超过屈服极限的问题，因此

就需要智能化的装配管理对于拧紧状况进行检测与判

别；在装配环节，上百个同功能不同型号的零件需要被

分别安装到合适的位置，同时其装配工艺也有着明显的

差异，以数字孪生作为基础的操作辅助系统与质检系统

则能够对装配环节进行引导、检测与评价，并能够对装

配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储存；在安全性检测中，流水

线的大批量零件连续加工会不断叠加缺陷风险，基于数

字孪生的工作站防错系统则能够在工序与工序交接的部

分进行误差检测，实现零缺陷传输；在装配质量评价与

后续的维护中，传统方式对于装配质量的评价不够系统，

同时缺陷率还有待进一步降低，而智能化装配评价的引

入通过统计学方式对潜在风险进行概率评判，取代了传

统的合格与不合格二值化界定，并对存在风险的设备进

行层级管理，在装配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加入等级化的

质量评价。

4    我国智能机床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4.1    技术发展
近年来，我国对高端智能机床的投入不断提高，对

智能机床与智能制造的研究不断深入，我国机械制造与

智能机床技术已经取得了多层面的突破。例如沈阳机床

集团研发的高精度坐标镗床实现了十分成熟的五轴联

动，并能够精准地实现热补偿与形变补偿；泰川机床集

团发明的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能够实现自动装卡、自动

对刀、自动磨削及修正砂轮自动控制。

对于智能机床技术而言，我国数控机床智能化的发

展将高速、高精度、高效人机交互与绿色化作为发展目

标与技术导向，进一步深化数字孪生技术、可视化技术

在智能机床中的应用；统筹发展智能机床中的软硬件，

图 2    数字孪生下的工程机械产品装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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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更高层次的软硬件适配，将软件与硬件之间的协作

类推于人的大脑与肢体，使得智能化的软件系统能够更

好地控制与学习机床加工过程，而技术人员在整个工程

中由执行者转变为决策者与控制者；在提高智能机床的

自主执行能力时充分提供人工介入的接口，使得机床的

自我检测、自主诊断与自我优化能够被技术人员实时监

控；注意数控系统设计的开放性与扩展性，构建更为系

统且通用的软硬件平台标准，同时注意软件的可移植性

与跨平台性，确保软件系统能够对不同代差的智能设备

进行兼容；对智能机床更加系统化与智能化的调节提高

机床使用效率，减少机床内部设备的磨损并降低加工缺

陷率，且对能耗进行有效降低，实现绿色制造的要求。

4.2    产业发展
目前以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代数控机床技术革新浪

潮也愈演愈烈，我国针对智能机床的理论研究也位于世

界前列，但在高端机床的商业化层面仍存在与国际顶尖

品牌的差距。如图 3 所示，在高端机床的产业布局中，

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与数控金属成型机床发展迅速，加工

中心机床有待提高，这与我国当前制造业发展与产业结

构水平密切相关。

未来，智能机床行业将随着下游应用不断拓宽实现

更为多样性的布局，产品发展将更加精密化，并逐步形

成设备制造定制化与产品、服务一体化。我国智能机床

品牌也将从目前中端产品的激烈竞争走向高端，并实现

国内国际更高的市场占有率。

5    结语

智能机床与机械制造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投入不断

扩大，且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

字孪生等技术的加持下，我国迎来了数控机床领域弯道

超车的重要机遇。数控机床的发展要始终把握高性能、

多功能、定制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原则，为新的工业

革命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更强大、更便利和更有效的制

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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