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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激光放大器支承装置”为主要研究对象，以 CAD 软件

PRO/E、CAE 软件 ANSYS 以及工程制图软件 AUTOCAD 为工具，

探讨了精密机械的 CAD 优化设计技术，完成了放大器支承装置的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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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laser light magnifier bearing device”, the CAD

optimization-design technology of exact mechanism is discussed and the design of

"magnifier bearing device" by using CAD software "PRO/E", CAE software

"ANSYS" and engineering drawing software "AUTOCAD" as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tool is accomp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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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国家重点高科技项目神光Ⅲ中涉及许多精密机械的设计，用先进的 CAD/CAE 软件

去逐一实现是我们已经启动并将持续若干年的工作，因此，研究精密机械的 CAD 优化设

计技术就成为我们目前必须面对的课题。机械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需要一

个从总体设计、零件设计到装配、分析，由分析结果再到总体设计的反复优化过程，即

CAD/CAE 过程，直到 CAM 产生 NC 代码或投影标注生成工程图；需要用到我们已有的

机械原理、零件、制造、材料、公差、力学等专业知识；也需要优秀的 CAD/ CAE 软件

作工具。选用美国参数技术有限公司的参数化 CAD/CAE/CAM 软件 PRO/E 作设计，其全

参数化的特点恰能满足我们反复优化的需要；配以分析软件 ANSYS 等，以便优化设计，

且为设计结果提供力学保证。

    课题以“激光放大器支撑架”为研究对象。对该装置的研究无论在机械设计技术、

力学技术、CAD/CAE 应用技术方面都使我们受益匪浅。

1  放大器支撑架设计

1. 1  主要指标

    外形尺寸： 按任务书要求，三个底面尺寸为 682 mm×923 mm 的放大器以 5 mm 间

隙并排放置于高 1600 mm 的支撑架上，易求得支撑架外廓尺寸应为：长×宽×高=2056 mm
×923 mm×1600 mm。

    受力：① 受并排放置的 3 个放大器的重力作用。力由支撑架纵向两侧面平分，沿架

长方向均匀分布，大小为 1500 kg；② 激光打靶时的瞬间冲击力。

    以上两力中，重力是影响支撑架刚度的主要因素，故本设计以重力计算为主。

    要求：最大变形量小于 0.035 mm，且强度高、稳定性好。保证支撑架下部有较大的

操作空间，便于在激光打靶有限的停歇时间内快速有效地完成线路操作。

1. 2  设计构思

    材料：非大批量生产，不宜用铸件，故采用管件焊接。按设计任务书要求，材料应

有较好的刚度、强度、稳定性，且成本低、易加工，故选择上海异型钢管厂生产的 45 号

空心矩形钢管。

    截面尺寸：根据支撑架总体受力情况，选取空心矩形钢管的截面尺寸为：外廓 80 mm
×60 mm，壁厚 10 mm。

    总体结构：用矩形钢管焊接为由桁架、立柱、横撑、斜撑等组成的支撑架，具体尺

寸按任务书要求预设初步值，通过力学分析不断调整结构、尺寸。

1. 3  总体结构的力学优化

    作为精密机械，放大器的位置精度要求很高，相应要求其支撑架有很好的刚度，即

在放大器重力作用下的最大变形量很小，小于 0.035 mm。这是本设计的力学重点。

    为同时兼顾刚度和操作方便等因素，取得优化设计尺寸，在力学分析软件 ANSYS 上

对几种不同整体结构的支撑架刚度作了有限元分析。由于三个放大器 1500 kg 重力均匀分

布在支撑架纵向两侧面，故其力学模型可简化为一纵向侧面上部均匀分布 750 kg 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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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是在该静态均布力作用下四种不同结构支撑架纵向侧面的刚度分析图及变形量数据。

        (a) 桁架结构                                             (b) 增加斜撑

          (c) 再增加横撑                                           (d) 再增加绗架杆数

图 1  结构优化

    图 1 (a) 为单纯的桁架结构，从图中分析结果数据可知，其最大变形点在横梁中部，

变形量为 −0.113 708 mm (“−”表示向下变形)，不能满足变形量绝对值小于 0.035 mm 的要

求，须作修改；依次增加斜撑、横撑、改变桁架杆数如图 1 (b)、(c)、(d)，最大变形值分别

为−0.075 354 mm、−0.047 604 mm、−0.017 078 mm， (d) 的变形量明显小于其它几种且满

足刚度要求，故选择这种结构；但其斜撑、横撑使支撑架下部空间变小，不利于操作。

    将 (d) 中斜撑下端点从 200 mm 上移至 450 mm 高处，横撑下移至 150 mm 高，为避

免移动后最大变形量超过许用值，先将立柱移至距梁端 320 mm，然后沿支架纵向逐次调

整立柱、斜撑位置，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中 (1)～(3) 三种情况，立柱位置逐次外移，其最大变形分别为：−0.021 765 mm、

−0.022 353 mm、−0.032 962 mm，绝对值均在 0.035 mm 以下，可再考虑增大操作空间。

图中（4）在（3）的基础上将斜撑上端外移 100 mm，其最大变形量为 −0.032 965 mm，

仍然满足要求。

    以上四种情况均能满足支撑架刚度要求，其中 (4) 支撑架中部留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故选定这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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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立柱距梁端 320 mm                                  (2) 立柱距梁端 280 mm

                (3) 立柱距梁端 110 mm                          (4) 立柱距梁端 110 mm、斜杆外移 100 mm

图 2  尺寸优化

                  (a) 3D 实体图                                               (b) 2D 视图

图 3  支撑架设计结果

1. 4  设计结果

从最初的设计构思开始，用全参数化机械设计软件 PRO/E 的造型模块对支撑架作了

3D 造型，随着设计的不断优化，造型不断修改，最终按图 2 (4)得到了如图 3 所示的设计

结果，图 3 (a) 和 (b) 分别为支撑架 3D 实体图和 2D 视图，2D 视图是在 PRO/E 的工程

制图模块 DRAW 中由三维实体图直接投影并标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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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附件——放大器与支撑架联接件

    支撑架上并排放置 3 个放大器，当放大器与

支撑架对中并用插销定位后，用 12 个铰链支座将

两者固联。图 4 为铰链支座部件。

    铰链支座与带槽角板用螺钉分别固接在支撑

架和放大器上。联接时，向上转动铰链支钉至竖

直位置，用蝶形螺母压住带槽角板并与支钉拧紧；

拆卸时，拧松蝶形螺母，向下转动铰链支钉至水

平位置。

2  优化设计技术

利用 CAD/CAE 软件作精密机械的 CAD 优化设计，主要用到以下几方面的技术：

(1) 机械设计：按设计任务书的主要尺寸、受力情况等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初定材

料、加工方式、总体结构、尺寸等，并在设计的整个过程中不断综合应用机械原理、零

件、制造、材料、公差、力学等知识以确保设计质量。精密机械的设计对零部件精度、

刚度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

(2) CAD：以 CAD 软件作为设计的辅助工具，能使设计过程生动直观、快捷易改。

尤其是 PRO/E 这样全参数化的软件，使我们能从设计最初的构思开始，作 3D 实体造型，

随后每有一点新的思想，都能迅速准确地用实体去体现，使抽象的思维变得实实在在；

而直观的造型，又能使我们不断产生新的设计灵感。

(3) CAE：所有的机械设计，都希望材料价廉、尺寸小、重量轻，但又必须保证刚

度、强度、可靠度、耐磨度、寿命等要求，这是一对矛盾，利用 CAD 技术作优化设计，

就是要寻求一个兼顾这些方方面面的“较优点”。具体作法是：在 CAE 软件上对若干设

计方案作有限元分析，以分析结果评估设计的正确性，并反复修改直到满意。

3  结  论

    本研究还仅局限于较传统的优化方式，即：设计-分析-再设计-再分析直至满意，而

“满意”并非“最优”。支撑架的优化内容也仅限于整体结构的优化。如果能进一步应

用系统的数学方法，比如最优化设计、模糊优化设计方法，将使我们的设计更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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