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tair 2014 技术大会论文集 

- 1 - 

基于等效静态载荷法的机床溜板箱结构优化* 

Structural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machine tool slide 

based on Equivalent Static Loads method 

 

 张横 丁晓红 段朋云  

(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上海 200093) 

摘  要：高速高精密机床要求运动部件在满足一定的自振频率及静刚度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质量，以提高

机床的加工精度与加工效率，减小驱动功率，降低机床的能耗。本文以某型号锥齿轮磨齿机溜板箱为研究

对象，采用分层优化方法对结构进行轻量化设计。首先在 Altair OptiStruct 软件中采用等效静态载荷法，以

结构静刚度最大为优化目标，设计结构的筋板最优布局；然后再用尺寸优化方法，以溜板箱的质量为优化

目标，约束溜板箱的自振频率，以筋板的厚度为设计变量进行优化设计。与原模型相比，优化后的溜板箱

质量减少了 3.4%，而一阶固有频率增加了 30.8%，结构静刚度基本不变。研究表明，采用提出的分层优

化方法，综合应用结构拓扑优化和尺寸优化技术，可得到具有良好动静态性能的轻量化运动部件结构。 

关键词：机床运动部件 轻量化 结构拓扑优化 等效静态载荷 

Abstract: High speed and high precision machine tool require high-speed actuator of mechanical 

structures with minimize weight under certain natural frequency and stiffness, it can improve the 

precision and efficiency, reduce driving power and power consumption of the machine tool. This paper 

based on a slide of Bevel gear grinding mach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 Layere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ethod to lightweight the structure. Firstly, based on equivalent static loads metho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maximum the structural stiffness, it generate rib layout of the 

structure; then use the size optimization to minimize the mass of the structure, the lower rank natural 

frequencies as the constraint, the thickness of rib as the design variable, get the detailed design of Apron. 

Compare with the original model, the mass of the new structure reduces by 3.4%, the first natural 

frequency increase by 30.8%, the static stiffness unchang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using Layere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ethod, combination with topology optimization and size optimization, obtain 

lightweight structure of the moving parts with good dynamic and static performance. 

Key words: Machine tool’s moving parts, Lightweight, Structural topology optimization, Equivalent 

Static Load(ESL) 

 

0 前言 

高速运动的机床部件，如机床上连接主轴箱与立柱的溜板箱结构，其动静态性能直接影响到机床的加

工精度和加工效率，因此在保证溜板箱动、静刚度的前提下，合理减轻溜板箱的重量，可以有效地提高结

构在运动过程中的运动性能，提高机床的加工精度与加工效率，还可减小驱动功率，降低机床的能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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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优化设计技术是实现轻量化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得到最优结构，需综合应用结构拓扑优化和尺寸

优化技术。结构拓扑优化是指在一定的载荷及边界约束的条件下，寻求结构材料分布的最优拓扑形态，其

结果可通过结构尺寸优化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设计。 

在机床工作过程中，溜板箱主要承受来自主轴箱的切削载荷、本身自重及安装在它上面的部件结构自

重等载荷的作用。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一般承受动态载荷，但在分析设计中动态载荷往往难以处理，一

般的方法是用静态载荷替代
[1]
。在结构拓扑优化设计中，基于静态载荷的设计方法理论比较完善，计算效

率高；当结构承受动态载荷时，常用的方法是确定一个动态载荷因子来实现设计结果的可靠性。然而动态

载荷因子的大小大多根据设计者的经验估计，从而导致设计结果可能不准确
[2]
。国外学者 CHOI 和 PARK

提出了等效静态载荷方法[3,4]，在进行结构分析或优化时，用等效静态载荷代替动态载荷来进行结构优化设

计。PARK、KANG 对等效静态载荷法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数学证明，证明了该方法的正确性及可行性[5]；

KANG、PARK、ARORA 运用等效静态载荷法对柔性体多体动力学进行了结构优化设计[6]；KIM、PARK

运用等效静态载荷法对非线性动态响应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7]；CHOI、PARK 运用等效静态载荷法对桁架

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
[8,9]

 ，这些优化设计最后都得到了良好的设计方案。 

本文以某锥齿轮磨床中高速运动的溜板箱结构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优化的方法，首先建立考虑结构

运动过程的多体动力学模型，以静刚度最大为设计目标，运用基于等效静态载荷法的拓扑优化方法对其进

行优化，得到溜板箱结构的最优筋板分布形态；然后运用尺寸优化方法，以质量为设计目标，约束结构自

振频率，对结构进行详细设计。 

1 溜板箱原型结构动静态性能 

某锥齿轮磨齿机溜板单元如图 1a 所示，主轴箱由安装在溜板中心线上的滚珠丝杠副驱动，沿溜板导

轨垂直运动（Z 轴），最大行程 1000mm；溜板通过双丝杠双电机驱动，沿立柱导轨水平运动（Y 轴），最

大行程 1500mm；溜板箱的快速移动速度为 40m/min，移动加速度最大为 0.5g。图 1（b）为溜板箱的结

构示意图，其筋板布局主要为横筋与纵筋的交错布局形式。 

溜板箱所受的载荷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溜板箱自重及安装在其上的主轴箱重力，另一部分是

来自于主轴箱的电主轴磨头在磨削过程中产生的磨削力。不同的机床加工方式不同，切削力的计算方法也

各不相同，本文采用磨削力的计算方法，切向磨削力的大小可由式（1-1）确定： 

      Fy=1000P/v                                    （1-1） 

式中：Fy——切向磨削力，N；P——主电机的功率，kw；v——砂轮线速度，m/s； 

将该型号锥齿轮磨齿机的主电机功率和砂轮线速度代入式（1-1）计算得到切向磨削力大小为 1000N。

根据金属切削原理[11]中关于磨削力的论述，一般沿工件轴向进给方向的磨削力 Fz 很小，可忽略不计；而

沿工件径向进给方向的磨削力 Fx 则大于切向磨削力 Fy。在磨削铸铁时，沿工件径向和进给方向的磨削力

Fx / Fy比值最大[12]，取 Fx/Fy=3，经计算取 Fx= 3×Fy = 3000N。 

溜板箱结构采用的材料为 QT600，弹性模量为 170Mpa，泊松比为 0.286，密度 7300kg/m3，抗拉强

度 60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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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模型进行有限元分析，得到其动静态性能如表 1所示，其质量为 832kg，第一阶固有频率为 93Hz，

振型为整体扭动；第二阶固有频率为 232Hz，振型为上下弯曲；第三阶固有频率为 308Hz，振型为右半部

分的扭动，其具体振型如图 2 所示。表征结构整体刚度的结构应变能为 15.43J。 

 

 

为了满足溜板箱结构的高刚度轻质量的设计要求，本文采用了分层优化方法对结构进行优化设计。首

先为了保证结构的静刚度，采用等效静态载荷法，以结构静刚度最大为优化目标，体积分数为约束条件，

生成结构的筋板布局；然后为了保证结构的动刚度，同时使结构的质量最小，采用尺寸优化方法，以溜板

箱的质量为设计目标, 自振频率为约束条件，筋板的厚度为设计变量对结构进行优化设计，最后得到溜板

箱的详细设计方案。 

表 1 溜板箱原型的性能参数 

质量 一阶频率 二阶频率 三阶频率 应变能 

832kg 93Hz 232Hz 308Hz 15.43J 

2 基于等效静态载荷法的溜板箱结构筋板分布设计 

2.1 溜板箱结构拓扑优化设计模型 

对于溜板箱的结构拓扑优化设计，其载荷边界条件可处理为静态约束下承受动态载荷。溜板箱固定不

动，在双丝杠与溜板接触处建立两个固定副，滚珠丝杠由电机驱动而旋转，用一旋转副模拟，丝杠通过滚

珠使丝杠螺母与主轴箱沿 Z 轴方向来回往复移动，在丝杠螺母与主轴箱连接处的中心位置用一移动副模拟，

同时四个滑块沿导轨同主轴箱一起运动，每个滑块与导轨接触部分的中心位置处用移动副模拟，丝杠螺母

与主轴箱处的移动副施加位移驱动。在上下丝杠处添加 Y 向及 X 向转动约束，在四个滑块处添加 X、Z 移

动和 Y、Z 转动约束。研究对象为溜板箱，溜板箱作为柔性体，其余部件为刚体。由此建立的溜板箱刚柔

(a)原模型第一阶振型 (b)原模型第二阶振型 (c)原模型第三阶振型 

图 2 原模型振型图 

丝杠 

主轴箱部件 

溜板箱 

丝杠 

滑块 

图 1 溜板箱原型结构 

（a）溜板单元结构示意图 （b）溜板箱设

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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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多体动力学有限元模型如图 3 所示，这也是进行后续结构优化的基本有限元模型。 

 

2.2 基于等效静态载荷理论的溜板箱结构拓扑优化 

拓扑优化技术是在给定的设计空间内寻求最佳的材料分布。根据设计要求设定溜板箱结构的初始设计

空间如图 4 所示，将箱体分为设计区域和非设计区域两部分，其中设计区域为原模型设置筋板的部分，非

设计区域为安装主轴箱、丝杠以及溜板箱的外壳部分。 

 

按照图 4 定义的溜板箱初始优化设计空间，并结合图 3 中溜板箱多体动力学模型，建立溜板箱拓扑优

化的多体动力学有限元模型。等效静态载荷就是当结构承受动态载荷时，在某一时刻，结构会发生变形，

从而产生一个位移场。如果在这一时刻存在一个静态载荷作用于结构之上，该载荷产生与动态载荷作用下

相同的位移场，那么称该静态载荷为这一动态载荷在某一时刻的等效静态载荷[10]。 

结构的优化过程如下。  

(1) 赋初值，令 p=0，Xp=X0，p 为迭代次数，X 为设计变量； 

(2) 溜板箱瞬态动力学分析 

根据结构运动时间将结构的运动过程等分为一定的时间步，对结构进行瞬态动力学分析。无阻尼情况

下，动态载荷作用按式(1)所示的结构运动方程为进行分析。 

                                                       (1) 

其中 t 为时间，M 为质量矩阵，K 为刚度矩阵，y 为动态位移矢量，      为加速度矢量，    为位移矢

量，r 为结构所受外部动态载荷。 

(3) 等效静态载荷计算 

将式（1）移项可得 

图 4 溜板箱初始优化三维模型 

非 设 计 空

间 

设计空间 

图 3 溜板箱多体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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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或 

                                                                                               (3) 

根据式(2)计算结构在某一时刻的等效静态载荷其中，feq为 t 时刻的等效静态载荷，即 

                                                                                            (4) 

由式（4）可以看出，等效静态载荷包括外力和结构的惯性力，通过计算每个离散时间步可以得出。

一般地，可以在每个时间步通过数值计算得出方程（1）式的解，即在离散的时域中可求解（1）式，因此

在离散的时域内也可以求解等效静态载荷。在 i 时刻，等效静态载荷可以在进行柔性多体动力学瞬态分析

后求得 

   
                                                               (5) 

式中，n 为瞬态分析中所截取的时间点的个数，即等效静态载荷的数目。 

(4) 使用计算所得的等效静态载荷求解线性静态响应优化问题 

根据设计要求，溜板箱要有足够的刚度且同时希望其质量尽可能小，建立了如式（6）所示的优化数

学模型：   

                                                              

                                                                    

            
                                                                                                               (6) 

式中，Umax为溜板箱部件运动过程中最大应变能；Vf为优化后溜板箱的体积；V0溜板箱设计区域体积；

f 为体积分数；feq是等效静态载荷，n 为瞬态分析中所截取的时间点数。 

(5)比较设计变量 

当 p=0，令 p=p+1，转到第 2 步。 

当 p＞0，如果                  ，优化终止；否则令 p=p+1，转到第 2 步。ε 是一个极小的数。 

图 5 是体积分数 f 分别为 0.3 和 0.35 时拓扑优化后的材料分布云图，综合考虑体积分数分别为 0.3、

0.35 时优化材料分布云图，得到如图 6 新设计的溜板箱模型，将其筋板分为 I，II，III，IV，V 组。第 I 组

为溜板箱导轨位置处布置的两块纵向垂直筋板。第 II 组为溜板箱的中心轴线位置处纵向垂直筋板。第 III

组为在垂直方向 1/3、2/3 位置处与溜板箱箱壁之间布置四组交叉的筋板，以及 2 块水平方向筋板；第 IV

组为中间位置两组横筋以及边缘处两组交叉筋；第 V 组为边缘加强肋。这样型式的组合筋板能保证溜板箱

在减重的同时满足一定的动静态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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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溜板箱结构的尺寸优化 

尺寸优化是设计人员对模型有了一定的设计思路后所进行的一种详细设计，目的是通过改变模型的各

种参数后达到改变模型的力学性能，以满足设计目标的要求。 

对于高速高精密机床，零部件的动态性能对机床的加工精度起着主要的作用，合理有效地提高机床零

部件的动态性能对于提高机床加工精度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移动部件而言，其质量对该加工系统的

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不减少自振频率的情况下合理有效地减少移动部件的质量，对于整机性能的提升

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尺寸优化设计中采用全局优化算法对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在不减少溜板箱前三阶固有频率的基

础下减轻结构的质量。经分析选取如图 5b 所示的 I，II，III，IV，V 组筋板的厚度为设计变量，建立如式（7）

的优化数学模型： 

                                                         

                                                               

                                                                                                                                        (7) 

式中：M 为溜板箱的质量；ki、[ki]分别为优化后溜板箱和原溜板箱的低阶固有频率；Xj 为设计变量筋

板的厚度，Xmin 为 10mm，Xmax 为 30mm。 

通过优化求解，得到如表 2 所示的优化结果。第 I，II 组筋板的尺寸从 16mm 提高到 17mm；第 III 组

筋板厚度从 16mm 减少到 12mm，减小量较大，而第 IV 组筋板厚度减少最多，从 16mm 减少到 11mm，

III、IV 组筋板厚度的变化与在图 5a 中所示拓扑优化体积分数从 f=0.3 到 f=0.35 的演化过程中才出现了相

应筋板的现象相吻合；第 V 组筋板厚度增加较多，可见边缘加强肋对于箱体结构刚度提高效果明显。 

表 2 溜板箱筋板厚度尺寸优化结果 

设计变量

(mm) 

初始值(mm) 优化值

(mm) 

圆整后

（mm） 

I 16 16.5 17 

II 16 17.3 17 

III 16 12.2 12 

图 6 溜板箱筋板布置新设计方案 

 

I

 

II 

II

I 
I

V 
V 

f=0.3         f=0.35 

图 5 拓扑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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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16 10.8 11 

V 16 26.8 27 

优化前后溜板箱结构的性能比较如表 3 所示，优化后溜板箱的质量为 804kg，第一、二、三阶固有频

率分别为 122.3Hz、233.6Hz、307.8Hz，应变能为 15.4J。优化后溜板箱质量与原模型相比减少了 3.4%，

而第一阶固有频率增加了 30.8%，第二阶固有频率增加了 0.69%，第三阶固有频率保持不变，第一、二、

三阶固有频率的振型保持不变；优化前后溜板箱的应变能基本保持不变。 

表 3 溜板箱结构优化前后性能对比 

 
重量

(kg) 

一阶频率

(Hz) 

二阶频率

(Hz) 

三阶频率

(Hz) 

应

变能 

原始 832 93.5 232 308 15.4 

优化后 804 122.3 233.6 307.8 15.4 

百分比 3.4% 30.8% 0.69% 0% 0% 

 

4 结论 

1、本文针对高速高精密机床的运动部件，在结构性能分析的基础上，对运动部件进行了轻量化设计，

探索出了一种适用于运动部件结构优化的分层优化方法。第一层优化为了保证结构的静刚度，以结构静刚

度最大为设计目标，对结构进行拓扑优化设计；第二层优化为了保证结构的动刚度，同时使结构质量最小，

以质量为设计目标，以自振频率为约束条件，对结构进行尺寸优化设计，最后得到新的满足要求的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分层设计方法既保证了高速运动部件对于结构动静态性能要求，又减少结构的质量。 

2、对于移动部件而言，基于等效静态载荷理论的结构拓扑优化方法在多体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上对结

构进行拓扑优化设计，可考虑移动部件在运动过程中不同状态下的性能，更加适用于运动部件的优化设计。

更轻质量的部件结构可以降低快速移动时的惯性力与空转时的能耗，使系统更加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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