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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数控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数控系统已不能适应当今制造业市场的变
化与竞争，也不能满足现代制造业向信息化、敏捷模式发展的需要。因此，随
着 PC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开放式数控系统技术开始发展。开放式数

库

控系统不依赖特定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平台，采用模块化和标准化的结构体
系，允许用户进行二次开发。

要

开放式数控系统有三种实现方式：PC 嵌入 NC 型、NC 嵌入 PC 型和纯软

摘

件式。其中，纯软件开放式数控系统充分利用 PC 微机丰富的硬件资源，系统
的全部核心功能--包括插补运算、加减速运算、PLC 等实时任务，均由运行在

文

PC 硬件平台上的软件实现，是开放程度最高的一种实现方式。

论

ServoWorks 是基于 PC-based 解决方案的软件 CNC 技术，它对硬件体
现了很高的兼容性，可以运行在目前通用的 PC 微机操作系统平台之上，通过

士

RTX 软件扩展了 Windows 系统的实时性，使之符合数控系统的实时性要求。

硕

本论文基于纯软件式 ServoWorks CNC 技术的全面理论研究，在三轴立式
加工中心上实现了开放式数控系统 S100M 和配套的整机 PLC 程序。随后，介

博

绍了工程规范的制定以及电气、基本参数和伺服调试的过程。

学

本课题接下来的工作围绕五轴联动机床和人机界面及功能扩展两方面展

大

开，此外，智能化、网络化也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厦

门

关键词：纯软件开放式数控系统；ServoWorks；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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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要

库

With the unceasing development of numeric control technology, traditional
CNC systems already neither suitable for the change and competi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markets nowadays, nor satisfied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rowing to informationization and agile mode.
Therefore, open CNC system starts to develop along with the PC technology
that has extensive popularization and rapid growth. Open CNC system is
independent of specific hardware and operating system platform; it adopts the
architecture of modular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and allows the user to make
the secondary development.

论

文

摘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the Open CNC system: NC-based PC-embedded,
PC-based NC-embedded and Pure-Soft Open CNC. Among them, Pure-Soft
open CNC, which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abundant hardware source of PC,
and make the whole kernel system function(including the real time task of
interpolation,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calculation and PLC) come true by
the software running on the PC hardware platform, is a realization method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of openness.

博

硕

士

ServoWorks is a soft CNC technology based on PC-based solution. It has
good compatibility to the hardware. It can run on the conventional PC
operation system platform and extend the real time capability of Windows
system using RTX software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CNC system.

门

大

学

This paper which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ServoWorks CNC technology, brought into effect the open CNC system
S100M and the assorted PLC programs. Soon after,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planning of engineering standard and the debugging process of electricity,
essential parameters and the servo amplifiers.

厦

The following tasks will carry on from two aspects: five-axle linkage machine
tool and the extension of HMI and functions. Moreover,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networking are also the future evolving directions.
Key Words: Pure-Soft Open CNC System; ServoWorks; Machin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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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数控系统及数控机床的发展

1.1

数控系统和数控机床的概念

1.1.1

数控系统是计算机技术在机械制造领域的一种典型应用，它集计算机、机械

库

加工、电子和自动控制等多项技术于一体，是近年来应用领域中发展十分迅速的

要

一项高新技术。数控系统能够逻辑地处理具有控制编码或其他符号指令规定的程
序并将其译码，从而使机床动作并加工零件。

摘

我国国家标准（GB8129-87）对“机床数控技术”做了如下定义：“用数字

文

化信号对机床的运动及其加工过程进行控制的一种方法，简称数控(NC)”[1]。

论

数控机床是数字控制机床的简称，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床。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数控机床为代表的现代基础机械已成为制造工业最

士

重要的技术特征，数控机床水平的高低和机床数控化率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

硕

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数控技术的发展和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传
统的机械工业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加工精度和速度

博

提高，生产效率大幅度增长，加工品质得到了极大完善，并实现了人工很难做到

学

的对各种复杂工件的自动加工。数控系统的发展也奠定了柔性制造系统(FMS)

大

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基础[2]。
数控系统的发展历程

门

1.1.2

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1952 年研制出第一台试验性数控铣床，到现在已历经半

个世纪。随着电子技术和控制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的数控系统功能已经非常强
大，与此同时，加工技术及其他一些相关技术的发展对数控系统的发展和进步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纵观这五十多年间，影响数控技术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科学技
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制造业市场需求的驱动，总结起来分为两个阶段和
六个时代[3]：
NC（数字控制）阶段

一、

1. 1952 年 MIT 的第一台数控铣床标志着基于电子管和继电器的电子管
NC 时代的开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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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固定布线的晶体管元器件电路取代了电子管，成
为了数控系统的核心，数控技术的发展进入了晶体管 NC 时代。
3. 1965 年出现了第三代数控系统－小、中规模集成电路 NC。集成电路可
靠性高，批量生产成本很低，广泛被采用在数控系统上。
CNC（计算机数字控制）阶段

二、

4. 1970 年，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小型通用电子计算机技术诞生，从此开创

库

了 CNC 时代。
5. 1974 年起，微处理器开始应用于数控系统，标志着 MNC（微型计算机

要

CNC）时代的开始。微型计算机性价比高，实现了计算机核心部件的高

摘

度集成，可靠性高、功能强大、速度快。微型计算机技术应用在数控技

文

术上，使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代流行的数控系统大部分还是以微型
计算机为核心。

论

6. 随着 PC 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的发展，1994 年起美国首次出现了基

士

于 PC 的 ONC（开放式 CNC），从此数控技术进入了开放式数控时代。
数控机床的发展趋势

硕

1.1.3

博

现代数控机床综合应用机械设计与制造工艺、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精密测
量与检测、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中的最新成果，将朝着高速化、精密

学

化、复合化、柔性化、极端化等方向发展[4]。

大

面临剧烈的市场竞争，制造企业的核心在于高效快速地生产出高质量的能满
足消费者动态变化的需求的产品。作为制造企业的基本设备－数控机床也朝着这

厦

门

个核心目标发展，呈现出以下发展情况和趋势：
1. 高精度、高速度、高可靠性
提高生产率是机床技术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最主要、最直接的方法就
是提高切削速度。这就要求机床向高速化方向发展，不仅要提高主轴转速和
进给速度，还要提高移动速度与加速度，缩短主轴起动、制动时间，减少换
刀时间等。高速加工的实现是机床、刀具、夹具、数控编程技术以及人员素
质的集成。此外，当代工业产品对加工精度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些
零件的尺寸精度要求在微米、亚微米级，因此，加工这些零件的机床也受到
需求的牵引而必须向高精度发展，从精密加工发展到超精密加工（特高精度
加工），是世界各工业强国致力发展的方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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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和速度是数控机床的两个基本指标。精度关系到产品的质量，而速
度是生产率的保证。然而，这两项技术指标是互相制约的[5]。也就是说，要
达到越高的速度，就越难保证精度；要获得越高的精度，越难达到高的速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大工业国都注重在高速高精方面的研究，高速
主轴单元（电主轴技术，15000~100000rpm）、高速高加减速进给（快移
60~120m/min，切削 60 m/min）和其他高性能数控伺服系统、超精密加工

库

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6]。
数控机床的可靠性是数控机床产品质量的另一项关键性指标。数控机床

要

能否发挥其高性能、高精度、高效率，关键取决于可靠性。提高数控机床的

摘

可靠性是建立现代制造业的必要条件，而数控系统的可靠性要高于被控设备

文

的可靠性一个数量级以上。
2. 工艺复合化

论

数控技术的工艺复合化是指工件在一台机床上一次装夹后，通过自动换

士

刀、旋转主轴头或转台等各种措施，完成多工序、多表面的复合加工；数控
技术的多轴化是以减少工序、辅助时间为主要目的的复合加工[7]。

硕

增加数控机床的复合加工功能，进一步提高其工序集中度，不仅可减少

博

多工序加工零件上下料的时间，而且可以减少零件在不同机床上进行工序转
换而增加的工序间输送和等待时间，易于保证加工过程的高可靠性。此外，

学

复合加工还缩短了加工过程链和辅助时间，减少了机床台数，简化了物料流

大

动，提高了生产设备的柔性。

门

3. 柔性化

产品更新换代和人们对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使得市场对具有良

厦

好柔性和多样加工能力的制造系统的需求超过了对大型单一制造系统的需
求，这就使得数控机床朝着模块化、可重构、可扩充的柔性化方向发展，也
要求在多品种、变批量的环境下保持高效生产。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和电子通
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对生产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制造过程自动化
程度的提高，要求机床不仅能完成通常的加工功能，而且还要具备自动测量、
自动上下料、自动换刀、自动误差补偿、自动诊断、进线和联网等功能。柔
性化包含数控系统本身的柔性和群控系统的柔性。数控系统采用模块化设
计，功能覆盖面大，可裁剪性强，便于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而群控系统能
依据不同生产流程的要求，使物料流和信息流自动进行动态调整，从而最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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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地发挥群控系统的效能。
4. 网络化
随着全球范围内信息化进程的推进，新的诸如柔性制造系统（生产线、
流水线）、柔性制造工厂、自动化工厂、虚拟企业、全球制造等制造模式越
来越多地被制造业企业所采用。这种新的制造环境对于数控机床的要求就不
再是一个独立功能点的存在，而应该是一个网络节点，这就要求数控机床必

库

须具备网络通讯能力。网络化的发展方向促进了数控机床的网络硬件接口技
术、网络传输协议技术和网络制造模式技术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要

5. 智能化、开放性

摘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机床朝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采用智能技术

文

来实现多信息融合下的重构优化的智能决策、过程适应控制、误差补偿智能
控制、复杂曲面加工运动轨迹优化控制、故障自诊断和智能维护以及信息集

论

成等功能，将大大提升成形和加工精度。

士

智能机床的出现，为未来装备制造业实现生产全盘自动化创造了条件。
通过自动抑制振动、减少热变形、防止干涉、自动调节润滑油量、减少噪声

硕

等，可提高机床的加工精度和效率。数控系统的开发创新，对于机床智能化

博

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它能够收容大量信息，并对各种信息进行储存、分析、
处理、判断、调节、优化、控制。智能化新一代数控系统将计算机智能技术、

学

网络技术、CAD/CAM、伺服控制、自适应控制、动态数据管理及动态刀具

大

补偿、动态仿真等高新技术融于一体，形成严密的制造过程闭环控制体系。
随着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基于微机的开放式数控系统是数控技

门

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传统数控技术方面，我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开放

厦

式数控为我国数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6. 环保和极端结构机床
随着能源危机的加剧和日趋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的出台，人们对机床的
效率、运行成本、环境污染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减少机床冷却液
排放和利用复合新材料或者新结构实现机床轻量化来满足环保和节能的需
求是未来的一大趋势。
此外，极端化是指数控机床有朝着极小化和极大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在
国防、航空、航天等行业中大型化装备的制造方面，需要大型数控机床，而
微纳米技术的发展需要有能适应微小型尺寸加工的新型制造工艺和装备，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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