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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逆向技术的采煤机导向滑靴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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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托实体为研究对象，利用逆向技术对产品进行测绘、建模、仿真、优化及新产品开发是现代设计的重
要手段之一。研究应用逆向技术对某导向滑靴进行优化设计。利用 3D 扫描技术获取某导向滑靴的点云数据和
空间几何形状，通过逆向软件 Imageware 对其点云数据进行处理并建立三维参数化模型，为产品的升级换代提
供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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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trapping shoe for shearer based on
reverse technology
ZHENG Xiaochun, DENG Juan, YANG Lizhao
(Produc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Xi’an Coal Mining Machinery Co., Ltd., Xi’an 710032, China)
Abstract: Relying on entity as research object, reverse technology which is used for mapping, modeling,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modern design.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reverse technology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a trapping shoe and 3D scanning
technology to obtain point cloud data and spatial geometry of a trapping shoe. The cloud data are
processed by the reverse software Imageware and the 3-dimensional parameterized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the upgrading of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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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逆向技术的不断发展，逆向工程已经成为新产品设计过程中各种先进技术的纽带，被广泛应用

于汽车、考古、人体扫描、飞机、模具等行业。自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人们对产品的设计与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市场需要，逆向技术成为企业缩短设计到生产的周
期、提升产品设计和制造质量、提高企业对市场需求响应速度的重要技术手段。
导向滑靴为采煤机行走机构的关键零部件之一，它的使用寿命和质量对采煤机在井下采煤的生产能
力有直接影响；同时，导向滑靴也是一种易损件，煤炭生产企业每年都有可观的消耗和需求。为加快进
口产品国产化的进程，逆向工程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技术储备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逆向技术
逆向工程又称为反求工程或反向工程[1~2]。它将数据采集设备获取的实物表面或内腔数据，输入专业

逆向软件中进行处理和三维模型重建，在计算机上再现原始实物的几何形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原样复
制、修改或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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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个公司乃至一个国家，要
想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不断创新。逆向技术与传统的
正向设计方式不同，是对已有的新产品进行解剖，获得产品的
设计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设计，很大程度地缩短了新产
品的开发周期。因此，逆向技术在新产品的快速创新设计上占
有绝对的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重大的研究意义。
本文以采煤机导向滑靴为例，介绍逆向技术的一般设计流
程，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2

数据采集
采用非接触式测量方法，使用 Creaform 公司的 REVscan

扫描仪[3]，其工作原理是激光三角测距法。数据采集装置为一
套手持式自定位 REVscan 扫描仪，如图 2 所示。扫描仪下端
小圆孔为十字激光发射口；中间黑色按钮为触发器，即开关；
上端两个大圆孔为电荷耦合器（charge coupled device，CCD）
镜头，用于接收反射回来的激光；每个 CCD 镜头周围有 4 个

图1

LED 发光点，用于屏蔽周围环境光对扫描精度的影响。

Fig. 1

逆向工程流程图

Reverse engineering flow chart

按住触发器后，激光发射孔发射十字激光，LED 发射红色屏蔽光。同时，至少需要有 3 个定位点在
系统的识别范围内，系统才能开始接收数据，其工作原理如图 3 所示。

图2
Fig. 2

REVscan 扫描仪
REVscan scanner

图3
Fig. 3

3D 扫描仪原理图

3D scanner principle diagram

导向滑靴属于大型铸造零件，为非规则形状，手工测量误差大，不能满足设计要求。3D 扫描仪能很
好地解决异形零件的测量测绘难题。导向滑靴由于其铸造属性，表面颜色较深，不利于激光反射；同时
其加工表面明亮，对于激光的反射较强，使扫描仪难以捕捉到零件的外形定位，因此首先对该实体进行
着色。着色剂的作用是增强零件表面的漫反射，使扫描仪的 CCD 镜头能够较好地捕捉到零件的空间位
置，如图 4 所示。
为创建相关的扫描数据，3D 扫描仪以空间坐标系作为参考。将反光的目标定位点置于扫描仪视场中，
扫描仪通过三角测量及计算传感器确定目标的相对位置。粘贴定位标点时应注意标点间距不宜过大，也
不宜过密，控制在 20～100 mm 之间，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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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导向滑靴实体

Object of trapping shoe

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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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标点间距（控制在 20～100 mm 之间）
Spacing of orientatian points (between 20-100 mm)

将导向滑靴点云数据采集完成后，以*.stl 文件格式保存。*.stl 格式的多边形文件格式是已经进行点
云三角化的多边形结构形式，包含点云和线框信息，从而可以更直观地观察数字模型，如图 6 所示。由
于导向滑靴为左右对称结构，故在逆向时只需处理一半数据即可。

3

数据处理

3.1

点云数据的预处理
点云数据在采集过程中除了有导向滑靴数据外，往往还会有一些不需要的噪点，这些噪点是由于设

备校准不佳或操作不当引起的，因此在模型重建前一定要进行数据的预处理。
数据简化是点云处理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海量的点云会使计算机的处理时间偏长，而且点云
的摆放位置不合理，这会给逆向造型带来不便。
利用专业软件 Imageware 对数据点云进行预处理[4~6]，将点云进行去噪、平滑、精简及对齐等处理，
预处理后点云数量由原始的 120 万减少至 106 万。
3.2

导向滑靴模型的重建
由于导向滑靴为异形结构，无法进行整体曲线拟合，通常采用将点云分片拟合曲面，最后以整体拼

接的方式来完成模型的重建，如图 7 所示。

图6
Fig. 6

图7

*.stl 文件格式的导向滑靴
*.stl file format trapping shoe

Fig. 7

点云数据的处理

Processing of point clou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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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点云拟合出网格样条曲线，再利用系统提供的
混合、扫掠、曲线延伸等曲面造型功能进行曲面模型重建，
最后通过延伸、求交、过渡等操作，将各曲面光滑拼接或缝
合成整体的复合曲线模型。
在逆向软件 Imageware 中将关键曲面设计完成后，考虑
到后续的结构设计、数控加工等问题，将曲面导出到 UG、
Pro/E 系统中。再对曲面进行适当修剪、倒圆角及其他细节
处理后得到最终的产品模型，如图 8 所示。
3.3

导向滑靴模型的拟合精度
点云偏差度检查逆向建模的重构精度，它可以查看模型与

原始点云的偏差大小，从而判别其曲面重构成功与否。

图8
Fig. 8

3D 数字化模型的创建

Creation of a 3D digital model

导向滑靴为铸造零件，如图 9 所示，通过云图发现其误差范围为−0.963 1～0.999 8 mm，平均误差为
0.179 1 mm. 以±0.5 mm 为控制偏差，拟合曲面与原始点云的重合率达 94%，符合导向滑靴模型和点云
数据的误差数值，满足设计要求。

图9
Fig. 9

4

点云云图偏差图

Point clouds deviation chart

优化设计
根据用户反馈，该导向滑靴在使用过程中连接耳根部时容易出现过断裂事故，如图 10 所示。将逆向

重建的导向滑靴利用 SolidWorks 软件[7~8]进行有限元分析。
图 11 为逆向建模的导向滑靴在受最大冲击载荷时的应力云图，由图 11 可知，最大 von Mises 应力为
268.1 MPa，已经大于该材料的屈服应力 241.3 MPa，冲击安全系数仅为 0.90，故出现断裂事故。
在逆向后导向滑靴模型基础上进行结构优化，将应力集中部位的铸造圆角由 R10 mm 增加至 R30 mm，
再利用 SolidWorks 软件进行有限元分析，结果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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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Fig. 11
图 10
Fig. 10

改进前导向滑靴应力云图

Pre-improved stress cloud of trapping shoe

导向滑靴断裂图片

Trapping shoe break picture

改进后导向滑靴最大 von Mises 应力降低至 210.7 MPa，
冲击安全系数达 1.15，比原始设计安全系数提升约 28%，
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5

结论
1）基于逆向技术的采煤机导向滑靴设计优化是可

行的。
2）由于导向滑靴是异形、铸造壳体，逆向技术获取
的数据更全、更准确，特别是对于复杂曲面，逆向技术

图 12
Fig. 12

改进后导向滑靴应力云图

Improved stress cloud of trapping shoe

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3）将逆向技术应用于采煤机的产品设计中，能加快产品研发和升级改造的效率，使企业更具有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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