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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技术在机械加工制造中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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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控加工技术也在不断完善，其应用范围不断拓展，目前已经在机械加工制

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机械加工制造水平和效率的提升，同时也促进了机械加工制造自动化以及
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借助数控加工技术的功能和优点，可以更好地保证机械工业制造过程的品质，对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了数控加工技术，并就该技术在加工生产过程中的运用策略
进行探讨，旨在能够为机械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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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制造是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

避因人为失误造成生产质量问题。数控加工技术以计

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机械加工制造也提出了更

算机程序为核心，这可以更好地保障机械加工制造的

高的要求，因此机械加工亟需引入新技术，实现技术

精确性，工作人员只需结合加工工件的尺寸、参数等

创新。数控加工技术的作用和优势十分显著，将数控
加工技术应用于机械加工制造之中，可以为机械加工

够更好地保障机械加工制造的质量 [2]。

制造提供有力的支持，极大地提升了机械加工制造的

1.3 数控加工技术应用现状

效率与精确性，同时推动了机械加工制造的自动化与

近年来，我国在机械加工制造领域的发展十分迅

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特征进行计算机程序编程即可实现精确加工，因此能

速，这使得传统的技术形式已经难以满足行业发展的

1 数控加工技术概述

需求，因此急需引进和推广新技术。在此背景下，数

1.1 数控加工技术原理

控加工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机械加工制
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操作，数

数控加工技术是指借助计算机程序对机床进行控
制，使机床能够自动进行零件加工，提升了机械加工

控加工技术的优势更为显著，数控加工技术具有更高

制造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可以替代大量的人工操

的精确性，可以有效规避人工操作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作，缓解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

极大地提升了机械加工制造的精确性与质量，同时应

需要有相关硬件设施的支持，其中数控机床便是核心
硬件设施。相较于传统机床，数控机床的自动化水平

用数控加工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机械加工制
造的自动化，替代了更多的人工操作，因此能够有效

更高。传统机床需要通过工作人员进行操作才能完成

规避风险因素，保障生产的安全性。由于数控加工技

相关生产任务，而数控机床则可以在计算机程序的作

术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在机械加工制造

用下自动完成相应的生产工作。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
除了需要有相关硬件设施支持之外，还需要借助相关

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就我国而言，目前对数控

软件才能发挥作用。在技术应用之前，要根据实际需

工技术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机械加工制造

求进行计算机程序编码，借助计算机程序来控制数控
[1]

机床进行自动化的生产加工 。

加工技术的应用已经比较成熟，在多个领域中数控加
领域中对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数控加工技术的优势和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

1.2 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特征

我们应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技术应用措施，推动机械

数控加工技术是新型现代化技术形式之一，其具

加工制造行业的发展。

有数字化、精准化以及自动化等方面的特点。应用数
控加工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机械加工的自动化水平，

1.4 影响数控加工技术应用的因素

既能替代人工完成大量的生产加工任务，也能有效规

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虽然能够极大地提升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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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制造的自动化水平，但是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
尚不能完全摒弃人工操作，依然需要人工操作的支持。

数控加工技术进行机械加工制造，还可以更好地保障
机械加工制造的精确性，这对于提升机械加工制造质

比如这对设备的养护以及设备的调节等方面依然需要

量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采用人工的方式，因此这方面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3 数控加工技术在机械加工制造中的应用措施

在操作过程中，需要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数控机床的运
行机理，同时掌握数控加工技术，这样才能保障各项

数控加工技术的优势十分显著，将其应用在机械

操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4]。但随着数控加工技术的引进
和应用，部分工作人员对数控加工技术的掌握不全面、
不深入，进而在操作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操作不规范现
象，不仅会影响数控加工技术作用的发挥，而且也会
对机械加工制造效率和质量带来不利影响。
1.4.2 程序因素
鉴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数控加工技术是
指借助计算机程序对机床进行控制，通过事先编制好
的计算机程序控制机床进行自动化生产，因此程序是
数控加工技术应用的关键，程序因素必然会对数控加
工技术的应用产生重要影响。设备的生产操作是由输
入到设备操作系统中的程序决定的，如果程序存在偏
差或者缺乏科学性，则必然会导致设备生产出现偏差，
影响机械加工制造的精确性，甚至会导致发生产品性
能与质量问题。

2 数控加工技术在机械加工制造中的应用优势

加工制造之中，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机械加工制造
的效率和质量，对于行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
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导致数控加工技术的作用和优
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针对这种情况，需要我们积极
探索数控加工技术在机械加工制造中的合理应用措施，
进一步提升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效果，推动机械加工
制造水平的提升 [7]。

3.1 数控加工技术在汽车工业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汽车工业发展十分迅速，但在以
往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往往更加注重自身经济效益以
及生产规模的提升。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
汽车的质量和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企业为了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需要不断改善自身的生产工艺，在
保障汽车的基础性能的前提下，还要不断提升汽车各
零部件生产的精确性。在此背景下，数控加工技术在
汽车工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数控加工技术能够为

2.1 促进机床工作效率提升

汽车生产提供有力的支持，不仅可以更好地保障汽车

机床是机械加工制造的核心设备，其自身的性能

零部件生产的精确性，而且还能极大地提升汽车生产

会对机械加工制造质量和效率等产生重要影响。将数
控加工技术应用到机床之中，可以提升机床生产的自

效率。例如，在连杆汽缸以及活塞曲轴等汽车零部件
的生产加工过程中，由于对这些零部件的精确性要求

动化，同时可以极大地提升机床工作效率。数控加工

较高，因此传统的加工技术难以满足生产需求，借助

技术的应用，极大地简化了机械加工制造生产模式，

数控加工技术实现自动化生产加工，可以更好地保障

只需工作人员在机床操作系统中输入编制好的程序即
可使数控机床进行自动生产加工，并且在此过程中无

生产加工的精确性。除此之外，数控加工技术还可以
用于冲压以及焊接涂装等汽车生产工艺之中，极大地

需工作人员的操控，只需对生产加工的产品进行质量

提升了生产工艺水平与工作效率。另外，在数控加工

检验即可。通过这种方式，既能更好地保障机械加工

技术的支持下，工业机器人在汽车工业中也得到了广泛

制造的质量，也能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 [5]。

的应用，借助工业机器人可以替代人工完成那些危险系
数较高的工作，这极大地提升了汽车生产的安全性。

2.2 促进机械加工制造质量的提升

3.2 数控加工技术在采煤机械生产中的应用

在以往的机械加工制造过程中，往往会受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尤其以人为因素的影响

煤炭是重要的能源之一，近年来随着对煤炭资源

最为明显，因人为失误或者操作不当导致的质量受损

需求量的不断提升，采煤过程中需要借助更多的机械

问题屡见不鲜。而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则可以更好地

设备来提升工作效率，以便保障煤炭资源的供应。数

规避相关影响因素，有助于保障机械加工制造的质量。
应用数控加工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机械加工制造的自

控加工技术可以为采煤机械生产提供有力的支持，例
如，可以将数控加工技术应用到采煤机械生产的下料

动化水平，机械加工制造是在相关程序控制下自动完

环节以及毛坯制作等环节之中。除此之外，采煤机械

成的，在此过程中无需进行人工操作，因此能够有效

生产过程中还会涉及浮动油封结构的加工制造，对浮

规避人工操作失误导致的质量问题 [6]。除此之外，借助

动油封结构的精确性要求较高，传统的人工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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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保证外环凹曲面以及内环突出面二者之间的密封
圈压缩量相同。这便需要借助数控加工技术，通过数
控切割的方式进行加工制造。这不仅能够确保精确度
符合要求，而且还可以极大地提升工作效率，由此可见，
数控加工技术在采煤机械生产中的应用效果十分显著。

实现对风险的自动识别，甚至还可以实现自动修复故
障，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工维修的压力，保障
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4.2 推动机械加工的创新

近年来，我国在航空航天领域中取得了十分显著

未来，数控加工技术在机械加工制造中的作用将
会更加显著，必将推动机械加工制造的创新。未来，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机械产品的质量要求也

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以及我国航空航天的发展，
均离不开数控加工技术的支持。在航空航天领域中，
对精确度的要求更高，因此数控加工技术的作用更加

会越来越高，这便需要机械加工不断创新 [9]。而在数控
加工技术的支持下，则可以提升机械加工制造技术水
平，实现技术创新，在保障机械产品质量的同时，促

凸显。航空设备所应用的材料多为钛合金或者铝合金
等轻质材料，此类材料虽然自身质量较轻，但是加工
难度更大。例如在对其进行切割加工过程中，很容易

进经济效益的提升。

3.3 数控加工技术在航空航天中的应用

导致相关零部件发生变形，导致加工制造的精确性降
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借助数控加工技术进行
航空设备的加工制造。近年来，在航空航天设备制造
过程中，除了对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比较广泛之外，
同时还融入了人工神经网络技术以及模糊控制技术等，
在多种先进技术的支持下，使得航空航天设备加工的
精确性不断提升，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

3.4 数控加工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在工业生产中对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升
了工业生产效率。工业机器人便是工业生产中应用数
控加工技术的典型代表，工业机器人可以根据设定的
相关程序替代人工进行自动化生产，如在焊接环节、
装配环节、机械加工等环节之中均可以借助工业机器
人来完成相关工作任务。除此之外，在工业生产过程
中，很多生产环节都会涉及恶劣的环境，如高温环境、
有毒环境等，在这些环境下生产会严重威胁工作人员
的身体健康 [8]。而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则可以通过工
业机器人来替代人工在恶劣的环境下完成生产任务。
这样一来，既能保障工业生产的顺利开展，也能更好
地规避生产风险，有助于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4 数控加工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4.1 数控加工技术自动化程度更高
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智能化技术以及自动
化技术的支持下，数控加工技术的自动化程度也将不
断提升，同时将数控加工技术应用到加工制造之中，
也将推动机械加工制造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在未
来的机械加工制造过程中对人工的需求量将会越来越
少，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不仅机械加工制造的精
度和质量会有所提高，而且应用数控加工技术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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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数控加工技术的作用和优势十分显著，这使得数
控加工技术在很多领域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将数控加工技术应用于机械加工制造之中，可以为机
械加工制造提供有力的支持，极大地提升了机械加工
制造的效率与精确性。未来，随着数控加工技术的发
展与完善，其优势也会更加显著，在机械加工制造领
域中将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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