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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装配是当前制造业大变革中亟待攻克的难题。 计算机辅助装配建模是其重要支撑技术

之一，但面临人工干预量大、智能化程度低的问题。 前期发展了基于设计意图（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ｔｅｎｔ，ＤＩ）的计

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方法，但缺乏系统的产品信息模型作为支撑。 为此，以前期发展的交互特征偶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ａｉｒ，ＩＦＰ）概念为基础，建立了面向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 ＤＩ 捕获的新型产品信

息模型，并采用面向对象的技术建立了匹配的类模型。 阐明了产品信息模型的实现流程及支持计算

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过程的算法，包括 ＩＦＰ 同一性判断算法和零件智能配合算法。 基于产品信息模

型的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原型系统和实例验证了所提技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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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配是产品生命周期的关键环节，其按规定的

技术要求将零件组装成合格的产品；据统计，在现代

航空、航天、船舶等复杂产品制造过程中，装配工作

量占整个研制工作量的 ２０％ ～７０％，平均为 ４５％，装
配时间占整个制造时间的 ４０％ ～ ６０％，装配成本则

占总成本的 ４０％以上［１⁃３］。 当前，新一代智能制造

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正在引发制造业

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其中智能装配成为亟待突破的

瓶颈［１］：一方面，零件的加工精度和一致性显著提

高，产品性能的保障正在由设计加工环节逐渐向装

配环节转移；另一方面，装配的工艺性基础研究进展

目前仍然缓慢，大部分复杂产品的装配都是以经验

指导的手工操作为主完成，费用高、效率低、装配质

量一致性差。 因此，实现复杂产品智能装配，在现代

制造业大变革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１］。
数字化装配是计算机技术和传统装配技术结合

的产物，是智能装配建模的重要支撑技术，包括计算

机辅助装配建模、序列规划、路径规划与仿真等多方

面［１］。 其中，计算机辅助装配建模通过指定零件三

维模型之间的配合约束，将离散的零件三维模型组

合成能被计算机识别的三维装配模型，可以为其他

数字化装配技术提供模型输入，因此是数字化装配

技术的基础之一。 然而，当前计算机辅助装配建模

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建模过程人工干预量大、智能化

程度低［４］。 其直接原因是：设计意图（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ＤＩ）在零件建模阶段丢失、难以被一致性地传递到

下游环节，致使设计者不得不对其进行重复表

达［５⁃６］。 例如，在零件建模时设计者已经知道零件

将如何配合，但是这一 ＤＩ 在零件建模完成之后，并
未被捕获到零件模型中；因此，在装配建模阶段，零
件模型并不“知道”该如何配合，设计者不得不手动

拾取几何元素、选择装配约束类型和设置约束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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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需要缩放、旋转视图，隐藏 ／显示零件等辅助操

作，才能完成零件的配合，并最终建立产品的装配

模型［７］。
当前，对于 ＤＩ 的描述和捕获，国内外研究者已

经提出了大量的方案，包括装配接口［７⁃８］、装配语

义［９⁃１０］、基于几何表面交互的行为模型［１１］、功能表

面［１２］、 接 触 和 通 道 模 型［１３］、 配 合 面 偶［１４］、 特

征［１５⁃１６］、标注［１７］等，通过在零件模型上明确待匹配

几何区域，即可在装配建模阶段推理装配特征和装

配约束，进而实现零件的智能配合。 以这些工作为

基础，研究者进一步探索了相应的产品信息模型，以
便在数字化装配系统中建立匹配的装配信息存储机

制，从而支持整个数字化虚拟装配过程［１８］。 但这些

方案在零件建模阶段无法完整地捕获 ＤＩ 信息［５］，
致使装配建模推理时容易产生 ＤＩ 冲突，因而需要大

量的人工干预以确定合理的 ＤＩ、解决 ＤＩ 冲突［１９］。
鉴于此，装配导航［２０］、装配特征识别［２１］、装配

约束识别［２２］等技术得到了发展。 当待装配零件被

移动到已装配零件附近时，装配建模系统能够自动

识别 ２ 个零件的装配区域、推理区域之间的约束关

系、重建 ＤＩ，从而实现它们的配合。 这类方法可以

大幅减少手动输入工作量，但由于其基本思路是

“从头开始”识别、重建 ＤＩ，而不是在产品信息模型

中捕获 ＤＩ，因此并不解决 ＤＩ 在零件建模阶段丢失、
在装配建模阶段重复表达的问题，而且零件较多时

人工干预量相当可观［６］。
针对上述问题，课题组受已有研究的启发前期

提出了交互特征偶（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ａｉｒ，ＩＦＰ）的

概念［２３］，形成了基于 ＩＦＰ 描述设计者头脑中的

ＤＩ［６］、在零件建模阶段基于 ＩＦＰ 捕获 ＤＩ、在装配建

模阶段基于 ＩＦＰ 实现 ＤＩ、完成零件智能配合的方

案［５］。 在该方案中，ＤＩ 的定义为：设计者脑中所构

想的零件配合模式，包括配合元素、元素类型、配合

类型和配合参数等。 “智能”是指通过在零件三维

模型中关联 ＩＦＰ、捕获 ＤＩ，零件三维模型可以成为设

计者在计算机中的“代理”，能够自主“感知”其他零

件，并以类人思维的方式与其他零件配合，即自主确

定需要配合的几何元素和配合约束。 为叙述方便，
本文将能够智能地确定配合元素和配合约束，实现

装配建模的技术，称为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

技术。
尽管取得了积极效果，前期工作并未以 ＩＦＰ 为

基础，系统地建立面向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 ＤＩ

捕获的产品信息模型，不利于基于 ＩＦＰ 捕获 ＤＩ 的智

能装配建模技术的深入发展。 为此，以前期 ＩＦＰ 工

作为基础，构建捕获 ＤＩ 的产品信息模型，并阐明其

实现过程、探讨其支持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全

过程的具体机制，使设计者头脑中隐式表达的 ＤＩ，
在零件建模阶段得到更为系统的显性表达，进而更

为一致性地传递到装配建模等后续环节，为计算机

辅助智能装配建模提供支撑。

１　 ＩＦＰ 及基于 ＩＦＰ 的计算机辅助智能
装配建模

ＩＦＰ 的概念借鉴了已有研究中“在零件建模时

考虑与其他零件配合”，以及或显或隐采用的“偶”
的思想［５］，可由公式（１）进行表示［２３］：

ＩＦＰ ＝ （（ＩＦ１，ＩＦ２） ｜ Ｃ，Ｂ）
Ｂ ＝ （Ｓ，ＳＴＦ）
ＩＦ１ ∈ ｐ１，ＩＦ２ ∈ ｐ２

ì

î

í

ïï

ïï

（１）

式中：ＩＦ１ 和 ＩＦ２ 为属于 ２ 个不同零件 ｐ１ 和 ｐ２ 上的

交互特征（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Ｆ）；Ｃ 为 ＩＦ１ 和 ＩＦ２ 之

间的配合约束关系，如同轴、距离、角度等；Ｂ 是描述

ＩＦＰ 形成过程的行为模型，由 ＩＦＰ 的状态集合 Ｓ 和

状态之间的迁移函数集合 ＳＴＦ组成。
图 １ａ）是 ＩＦＰ 的示例，其由一对柱面 ＩＦ 组成，ＩＦ

之间为同轴约束。 这可以将设计者头脑中的抽象孔

轴配合结构，即“２ 个零件将通过圆柱面进行同轴配

合”的 ＤＩ，描述到计算机环境中。 由于 ＩＦＰ 此时表

达的是抽象的 ＤＩ，因此该 ＩＦＰ 的 ２ 个 ＩＦ 没有确定的

值，但其约束 Ｃ 确定为同轴。
零件建模时，可以通过关联 ＩＦＰ 捕获 ＤＩ。 例

如，图 １ｂ）中的螺栓和螺母都包含了一个圆柱面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ｆａｃｅ，ＣＦ）。 螺栓建模时，可在其中关联

ＩＦＰ１，并将 ＩＦＰ１ 的 ＩＦ１ 映射为 ＣＦ１，ＩＦ２ 保持抽象；
螺母建模时亦关联同类型的 ＩＦＰ２，并将 ＩＦ１ 映射为

ＣＦ２，ＩＦ２ 保持抽象。 这样，２ 个零件都具备了预先

“知道”自己应该跟具有 ＣＦ 的零件进行同轴配合的

能力［５，２４］，因而成为设计者在计算机环境中的“代
理”。

装配建模时，基于捕获的 ＤＩ 即可实现零件的智

能配合。 例如，在图 １ｃ）所示的装配建模环境中，加
载螺栓和螺母之后，通过提取螺栓 ＩＦＰ１ 中 ＩＦ１ 的

值，螺母模型 ＩＦＰ２ 中 ＩＦ１ 的值，以及 ＩＦＰ１ 或 ＩＦＰ２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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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约束 Ｃ 的值，即可让螺栓和螺母“感知”其应通过

ＣＦ１ 和 ＣＦ２ 进行同轴配合。 此时，直接调用装配建

模系统的约束求解功能即可建立实际的同轴约束，
实现孔轴配合。 显然，设计者头脑中的 ＤＩ 通过 ＩＦＰ
被一致性地从零件建模传递到了装配建模。

图 １　 交互特征偶及基于交互特征偶的智能装配建模策略

２　 面向 ＤＩ 捕获的产品信息建模

上文介绍了 ＩＦＰ 的概念，以及基于 ＩＦＰ 捕获

ＤＩ、实现智能装配建模的思路。 但如前所述，前期工

作并未系统地建立捕获 ＤＩ、支持计算机辅助智能装

配建模过程的产品信息模型。 为此，首先提出基于

ＩＦＰ 的产品信息模型框架，进而采用面向对象的思

想设计相应的类模型。
２．１　 基于 ＩＦＰ 的产品信息模型框架

提出的基于 ＩＦＰ 的产品信息模型框架如公式

（２）和图 ２ 所示。
Ａ ＝ （Ａｓｕｂ，Ｐ，Ｃ）
Ｐ ＝ （Ｓ，Ｇ，｛ＩＦＰ｝）
ｆ（｛ＩＦＰ｝） → Ｃ

ì

î

í

ïï

ïï

（２）

式中： Ａ为装配体；Ａｓｕｂ 为子装配体的集合；Ｐ为零件

集合；Ｃ 为各 Ａｓｕｂ 和 Ｐ 之间配合约束的集合；Ｓ 为实

体模型集合；Ｇ 为几何元素集合； ｛ＩＦＰ｝ 为 ＩＦＰ 集

合；ｆ 是基于 ＩＦＰ 对关联特征施加配合约束的函数，
从而实现 ＤＩ 的表达。

图 ２ａ） ～２ｂ）分别是公式（２）第一行和第二行的

图形化展示。 可以看到，提出的产品信息模型框架

与传统模型框架类似，主要包括装配体和零件。 其

中，装配体包含子装配体集合、零件集合和约束集

合；零件包含实体集合，图形集合。 但如公式（２）第
二行和图 ２ｂ）所示，与传统模型框架不同的是，提出

的模型框架在零件中包括了 ＩＦＰ 集合，以便对 ＩＦＰ
所描述的 ＤＩ 进行捕获。 同时，图 ２ａ）中的配合约束

将不再通过手动指定配合元素和配合约束来实现，
而是通过对 ＩＦＰ 所描述和捕获的 ＤＩ 的实例化来智

能完成，如公式（２）第三行和图 ２ｅ）所示。
以此为基础，提出的产品信息模型即可支持图

１ 所述的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全过程。 比如，
图 ２ｄ）的 ＩＦＰ 是图 １ａ）和图 ２ｇ）中 ＩＦＰ 的图形化展

示，描述了设计者头脑中抽象的孔轴配合结构。 当

在零件建模阶段关联 ＩＦＰ，即将 ＩＦＰ 的一个 ＩＦ 映射

为图 ２ｃ）中螺栓或螺母中的柱面 ＣＦ 之后，即可将该

ＩＦＰ 描述的 ＤＩ 捕获到螺栓或螺母的零件信息模型

中，如图 ２ｂ）和 ２ｆ）所示。 此时，螺栓或螺母模型中

ＩＦＰ 的一个 ＩＦ 被赋予了实际的值，另外一个 ＩＦ 仍然

保持抽象。 在此基础上，装配建模系统直接调用约

束求解功能，即可基于 ＩＦＰ 建立螺栓 ＣＦ１ 和螺母

ＣＦ２ 之间的同轴约束 Ｃ，如图 ２ｅ）及公式（２）第三行

所示。

图 ２　 基于交互特征偶的产品信息模型框架

２．２　 面向对象的产品信息类模型构建

提出的产品信息模型中的主要概念包括：装配

体、零件、约束集合、约束、ＩＦＰ 集合和 ＩＦＰ。 为此，采
用面向对象技术设计了对应的类，包括构件类 Ｉｔｅｍ、
装配体类 Ｐｒｏｄｕｃｔ、零件类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约束集合类

·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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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Ｇｒｐ、约束类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ＩＦＰ 集合类 ＩＦＰＧｒｐ
和 ＩＦＰ 类。 各类的核心成员及各类之间的关系如图

３ 所示，具体说明如下：
１） Ｉｔｅｍ 是 Ｐｒｏｄｕｃｔ 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的父类，包含 ２

个类的共同属性和方法；
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 代表总装配体或子装配体，主要包

含零件类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约束集合类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Ｇｒｐ 以及

进行约束求解的 Ｓｏｌｖｅｒ 求解器；
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表示零件，主要包含代表实体模

型的 Ｍｏｄｅｌ 和 ＩＦＰ 集合 ＩＦＰＧｒｐ；
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是配合约束，主要包括约束的类

型 Ｔｙｐｅ，分别属于 ２ 个零件的配合元素 Ｆｉｒｓｔ 和 Ｓｅｃ⁃
ｏｎｄ、约束值 Ｖａｌｕｅ 及约束方向 Ｏｒｉｅｎｔ 等，这些成员

的赋值都依赖于零件模型中关联的 ＩＦＰ；
５） ＩＦＰ 描述 ＤＩ，主要包括 ＩＦＰ 的基本类型

Ｔｙｐｅ，属于 ２ 个不同零件的交互特征 ＩＦ１ 和 ＩＦ２、２ 个

ＩＦ 之间的约束类型 ＣＴｙｐｅ、约束值 ＣＶａｌｕｅ 及约束方

向 ＣＯｒｉｅｎｔ 等； 其 主 要 方 法 是 构 建 ＩＦＰ、 形 成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的行为函数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如坐标变换、顺
序 ／路径规划等；

６） 约束集合类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Ｇｒｐ 和 ＩＦＰ 集合类

ＩＦＰＧｒｐ较为简单，不再赘述。

图 ３　 产品信息模型的类模型

３　 产品信息模型的实现流程及对计算
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过程的支持

作为一种底层的数据结构，提出的产品信息模

型框架本身是抽象的，独立于零件建模和装配建模

过程本身。 但作为支持零件建模和装配建模的信息

存取机制，其中各类抽象数据元素都是在零件建模

和装配建模过程中具体实现的。 产品信息模型的实

现流程及对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过程的支持，
如图 ４ａ）所示。 梳理了基于 ＩＦＰ 的智能装配建模流

程，可以看出，产品信息模型的实现由零件建模（见
图 ４ｂ））和装配建模 ２ 个阶段组成（见图 ４ｃ））。 其

中，零件建模阶段通过关联 ＩＦＰ （包括指定交互特

征、指定配合约束值和约束方向），在图 ２ｂ）所示的

零件信息模型框架中填充了 ＩＦＰ 信息，即在零件的

三维模型中通过 ＩＦＰ 完成了对 ＤＩ 的捕获（存储）。
装配建模阶段通过提取存储在零件三维模型中的

ＩＦＰ 信息，并基于 ＩＦＰ 实现零件之间配合约束的智

能构建，即可在图 ２ａ）所示的装配体信息模型中添

加配合约束信息和装配体模型信息。

图 ４　 产品信息模型实现流程及对计算机

辅助装配建模过程的支持

由于在零件建模阶段关联 ＩＦＰ 的方法已经较为

成熟［５］，下文仅对产品信息模型对计算机辅助智能

装配建模过程的支持进行介绍。 其具体内容是基于

零件三维模型中存储的 ＩＦＰ 支持零件之间配合约束

的智能构建，包括 ＩＦＰ 同一性判断算法和基于 ＩＦＰ
的零件智能配合算法。
３．１　 ＩＦＰ 同一性判断算法

ＩＦＰ 同一性判断算法用于判断 ２ 个零件关联的

ＩＦＰ 是否属于同一类型，进而判断对应的几何元素

是否可以配合，如算法 １ 所示。
算法 １　 ＩＦＰ 同一判断算法

输入：零件 ｐ１ 的 ＩＦＰ１，零件 ｐ２ 的 ＩＦＰ２；
输出：具有同一性的 ＩＦＰ 对（ＩＦＰ１，ＩＦＰ２）。
１．　 ｉｆ ＩＦＰ１．Ｔ≠ＩＦＰ２．Ｔ
２．　 　 ｔｈｅｎ ｒｅｔｕｒｎ ｆａｌ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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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ｅｌｓｅ ｉｆ ＩＦＰ１．ＣＴ≠ＩＦＰ２．ＣＴ
４．　 　 ｔｈｅｎ ｒｅｔｕｒｎ ｆａｌｓｅ
５．　 ｅｌｓｅ ｉｆ ＩＦＰ１． ＳＴ ＝ ＩＦＰ２． ＳＴ ＝ 平面 ＆＆ ＩＦＰ１． Ｖ ＝

ＩＦＰ２．Ｖ
６．　 　 ｔｈｅｎ 记录这一对 ＩＦＰ
７．　 ｅｌｓｅ
８．　 　 ｉｆ ＩＦＰ１．ＳＴ＝ ＩＦＰ２．ＳＴ＝柱面 ＆＆ 柱面半径差＜ε
９．　 　 　 ｔｈｅｎ 记录这一对 ＩＦＰ
１０．　 　 ｅｌｓ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ｆａｌｓｅ
１１．　 　 ｅｎｄ ｉｆ
１２．　 ｅｎｄ ｉｆ

算法 １ 的输入是零件 ｐ１ 的 ＩＦＰ１ 和零件 ｐ２ 的

ＩＦＰ２。 算法首先判断 ＩＦＰ１ 和 ＩＦＰ２ 的类型 Ｔ 是否相

同。 Ｔ 有 ６ 种类型［１９］：点－点、点－边、点－面、边－边、
边－面和面－面。 目前，Ｔ 不相同的 ２ 个 ＩＦＰ 不能进

行匹配。 若 Ｔ 相同，算法进一步判断 ２ 个 ＩＦＰ 包含

的约束类型 ＣＴ 和关联的几何面类型 ＳＴ 是否相同。
目前 ＳＴ 只关注最常见的平面与柱面，若 ＳＴ 都是平

面，则判断约束值 Ｖ 是否相同；若 ＳＴ 都是柱面，则
判断 ２ 个柱面的半径差是否在容差范围 ε 之内。 若

上述条件都满足，ＩＦＰ１ 和 ＩＦＰ２ 可以匹配，否则，不
能匹配。 算法的输出是 ２ 个零件中所有具有同一性

的 ＩＦＰ 对（ＩＦＰ１，ＩＦＰ２）。
３．２　 基于同一性 ＩＦＰ 的零件智能配合算法

获得所有具有同一性的 ＩＦＰ 对之后，即可基于

这些 ＩＦＰ 对创建配合约束、实现零件的智能配合，如
算法 ２ 所示。
算法 ２　 基于同一性 ＩＦＰ 的零件智能配合算法

输入：所有具有同一性的 ＩＦＰ 对及其对数 ｎ；
输出：配合约束，零件配合。
１．　 ｆｏｒ （ ｉ＝ ０； ｉ＜ｎ； ｉ＋＋）
２．　 　 Ｃｎｓｔ←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３．　 　 Ｃｎｓｔ．Ｆｉｒｓｔ←ＩＦＰｉ－１．ＩＦ（）
４．　 　 Ｃｎｓｔ．Ｓｅｃｏｎｄ←ＩＦＰｉ－２．ＩＦ（）
５．　 　 Ｃｎｓｔ．Ｔｙｐｅ←ＩＦＰｉ－１．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Ｔｙｐｅ
６．　 　 Ｃｎｓｔ．Ｖａｌｕｅ←ＩＦＰｉ－１．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Ｖａｌｕｅ
７．　 　 Ｃｎｓ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ＦＰｉ－１．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８．　 ｅｎｄ ｆｏｒ

算法 ２ 遍历所有具有同一性的 ＩＦＰ 对。 对于第

ｉ 对中的 ＩＦＰｉ－１ 和 ＩＦＰｉ－ ２，其配合约束是相同的，因
此只需根据一个 ＩＦＰ 创建配合约束即可。 为此，算
法首先新建一个配合约束 Ｃｎｓｔ，其关联的 ２ 个零件

上的配合元素 Ｆｉｒｓｔ 和 Ｓｅｃｏｎｄ 可通过调用 ＩＦＰｉ－ １ 和

ＩＦＰｉ－２ 的 ＩＦ（）函数获得。 以图 ４ｂ）为例，可获得螺

栓和螺母上的配合元素为 ｂｏｌｔ ／ ＣＦ 和 ｎｕｔ ／ ＣＦ。 此

后，可提取 ＩＦＰｉ－１ 或 ＩＦＰｉ－２ 中的约束类型、约束值、
约束方向等的值，并赋给 Ｃｎｓｔ 对应的属性即可完配

合约束 Ｃｎｓｔ 的实例化。 最后，算法调用图 ３ 所示的

约束求解器 Ｓｏｌｖｅｒ 可计算并更新零件的配合位姿。

４　 原型系统与实例验证

４．１　 原型系统

基于产品信息模型，在 ＦｒｅｅＣＡＤ 平台上完善了

前期开发的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原型系统。
ＦｒｅｅＣＡＤ 是一个开源参数化 ＣＡＤ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平台，使用了 ＣＡＤ 实体建模内核 ＯｐｅｎＣａｓ⁃
ｃａｄｅ［２５］，但缺乏装配建模模块。 原型系统当前已经

具备了在零件建模阶段关联 ＩＦＰ 和在装配建模阶段

基于 ＩＦＰ 实现零件智能配合的功能。 其中，前者界

面和流程如图 ５ 所示，可以通过在零件模型中关联

ＩＦＰ 对 ＤＩ 进行捕获。

图 ５　 关联交互特征偶捕获设计意图的界面及示例

４．２　 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实例验证

通过简单的齿轮（ｇｅａｒ） －轴（ｓｈａｆｔ）装配说明提

出的产品信息模型对计算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的支

撑效果。 从图 ６ 中可以看到，齿轮和轴 ２ 个零件模

型都已经按照图 ５ 所示方法关联了 ＩＦＰ。 其中，齿
轮的 ２ 个 ＩＦＰ 分别关联实际的柱面 ＣＦ１ 和平面

ＰＦ１；轴分别关联实际的柱面 ＣＦ２ 和平面 ＰＦ２。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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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 ＩＦＰ 在产品信息模型中的展现形式如图 ６ 左侧

所示。 由于齿轮和轴关联的每个 ＩＦＰ 中都有一个

ＩＦ 是抽象的，因此它们只“知道”自己将与具有柱面

和平面的零件配合，配合约束分别是同轴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和贴合 Ａｌｉｇｎ，但具体配合零件未知。

图 ６　 关联了交互特征偶的齿轮和轴模型

由于具有“感知”能力，这些零件模型被加载到

装配建模环境之后，即可在图 ７ａ）中首先通过“读取

ＩＦＰ”按钮获取所有零件的 ＩＦＰ，然后通过 “匹配

ＩＦＰ”按钮激活算法 １，从而对 ｇｅａｒ 的 ２ 个 ＩＦＰ 与

ｓｈａｆｔ 的 ２ 个 ＩＦＰ 进行同一性判断；进而通过“装配”
按钮激活算法 ２，创建同轴配合约束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和贴

合配合约束 Ａｌｉｇｎ，并实现齿轮和轴的智能装配建

模。 创建的配合约束信息，以及产生的整体产品信

息模型如图 ７ｂ）左侧所示。

图 ７　 基于设计意图的齿轮－轴智能装配建模

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提出的产品信息模型可

以在零件建模阶段捕获 ＤＩ，并在装配建模阶段避免

对 ＤＩ 的重复表达。 更重要的是，零件建模阶段捕获

的 ＤＩ 可以进一步向装配建模等下游设计活动一致

性传递，因而使零件建模、装配建模与后续设计活动

进行更高层次的融合。 例如，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
基于提出的产品信息模型可以产生以下可能性：产
品运动学仿真、装配序列规划、装配路径规划、装配

过程仿真等下游设计活动可以与装配模型融合完

成，而非目前分阶段完成。 亦即，可以最大程度地将

这些设计活动融为一体，而不仅仅是集成。 这将是

后续重点突破的方向。 在此过程中，将完善提出的

产品信息模型，使其可以支持更高层次的智能装配

建模及其与其他设计活动的融合。
图 ８ 是基于 ＩＦＰ 实现简化机械臂装配建模和装

配序列规划一体融合的示例。 简化机械臂由 ６ 个零

件组成。 在装配建模阶段，为了确定零件的配合顺

序，首先根据体积从大到小对所有零件进行排序，形
成了初始装配序列：底座→长臂→旋转台→短臂→
腕部→末端，基准件为底座，如图 ８ａ）所示。 其中，
长臂和旋转台的装配顺序是错误的。 但是，通过执

行 ＩＦＰ 同一性判断算法和基于 ＩＦＰ 的零件智能配合

算法之后，在机械臂装配体模型构建完成的同时，输
出了正确的装配序列：底座→旋转台→长臂→短臂

→腕部→末端，即，旋转台和长臂的装配顺序被调整

正确，如图 ８ｂ）所示。 显然，基于提出的产品信息模

型，装配建模和装配序列规划呈现出相互支撑、相互

交织的一体融合关系。 而在传统的装配建模和装配

序列规划中，后者是以前者的完全建立为基础的，而
且还需要手动输入零部件之间的邻接关系、干涉关

系或者支撑关系等。

图 ８　 简化机械臂一体化装配建模和装配序列规划

尽管提出的产品信息模型和对计算机辅助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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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建模过程的支持技术初步显示出融合下游环节

的潜力优势，但这是另一个主题，因此将在后续工作

中进一步研究。

５　 结　 论

１） 以前期发展的 ＩＦＰ 智能装配建模方法为基

础，系统地建立了捕获 ＤＩ、支持智能装配建模的产

品信息模型框架；采用面向对象的技术，建立了对应

的类模型；介绍了产品信息模型的实现流程。
２） 阐明了基于提出的产品信息模型对智能装

配建模进行支持的具体机制，设计了基于 ＤＩ 的零件

智能装配算法，包括 ＩＦＰ 同一性判断算法和零件智

能配合算法。
３） 基于产品信息模型，完善了前期开发的计算

机辅助智能装配建模原型系统。 可行性实例验证表

明：所提信息模型可以捕获 ＤＩ，支持智能装配建模

过程、避免 ＤＩ 的重复表达。
４） 后续工作将完善提出的产品信息模型，使其

可以支持更高层次的智能装配建模及与其他设计活

动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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