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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专家系统和人工神经网络的各自特点，将传统专家系统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artificial neural 

net,ANN）相结合的思想用于点焊工艺设计智能系统中，把点焊工艺求解过程分解为不同的求解子模块。在点焊工艺主要

参数的求解子模块中，以焊接时间来表征规范强度，作为求解焊接电流的人工神经子网络的输入参数之一，充分适应点焊

工艺设计的复杂求解特征。以点焊焊接性作为神经网络输入参数，将材质的物理性质对点焊过程的影响引入到焊接工艺规

范的求解过程中，深层次模拟了人类专家在进行点焊工艺设计中的思维过程，并以此作为材质的辨识特征，增加了系统的

推理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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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电阻点焊是薄板连接中应用最广的方法，遍

及车辆制造、航空、航天、家用电器以及电子工

业等。与其它大多数连接工艺相比较，点焊的最

大特点是其高度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点焊工艺设

计作为点焊质量控制的前期准备，这使得点焊工

艺参数的优化设计显得尤为重要而实用。随着智

能工程的发展，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等人工

智能技术在焊接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得到了深入的

研究，点焊工艺设计智能处理的研究引起了焊接

领域内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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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神经网络是在现代神经科学的基础上提

出和发展起来的，目的在反映人脑结构及功能的

一种数学模型
[3]
。其从结构上模仿人脑，具有强

大的联想功能，对于没有学习的事例也可进行预

测，知识获取较为容易，具有传统专家系统所不

具备的优势。 

 

1. 模块总体设计 
 

点焊工艺设计是一个复杂的多输入、多输出

的病态问题求解过程
[4]
。分析点焊工艺设计参数

可分为工艺参数、焊机型号、接头的点距和边距、

电极特性以及操作要求等五种求解目标。其中焊

机型号——焊接波形、焊机容量和电极特性——

电极材料和电极形状的选取都对点焊工艺参数的

选取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焊接工艺参数设计主

要为焊接电流、焊接时间和电极压力。不同材质

类别、材质牌号，其点焊工艺参数则不同；甚至

同一材料，其点焊工艺参数也有软硬之分。其求

解空间巨大，难以用恰当的知识进行表示，或难

以用基于产生式的规则进行推理。而其是一个相

对独立的空间和丰富的样本数据集，适合人工神

经网络进行处理，而这一部分正是传统专家系统

的软肋所在。接头的点距和边距可根据材质的类

别不同可划分为不同的神经网络。其余的则以字

符处理为主，或者有着相应的经验处理公式，采

用专家系统处理技术则较为容易。其模型如图 1

所示。 

 

2. 人工神经网络求解模块 

 

2.1 神经网络子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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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专家系统

 

 

2.1.1 点焊工艺参数求解模块设计 

 

在点焊工艺设计过程中，输出变量一般会考

虑为焊接电流、焊接时间以及电极压力。且在同

一板厚，其他限制条件相同，其点焊工艺也可根

据焊接时间的不同分为强弱不同的规范，这种一

对多的映射关系实现起来比较困难。焊接规范的

强弱量度是以反映焊接区加热速度快慢为主要特

征，以焊接时间作为焊接规范的相对强弱的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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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适当。本系统把焊接时间作为输入参数，这

样焊接时间到焊接电流的映射就变为一对一映

射，容易应用专家系统技术或者人工神经网络技

术实现。以点焊时间来表征规范强度，使铝合金

电阻点焊规范参数的选择更加灵活。在一般情况

下，电阻率越小的材质，其点焊性则越差。点焊

过程中，熔核形成所需要的能量来源于焊接电流

流经电极与板材，板材与板材之间的接触电阻及

板材本身的电阻所产生的电阻热。因此，材质的

导电性是衡量其点焊性的一个重要因素。选取导

电率、材质强度等材质的物理参数为入口参数可

以更加符合电阻点焊过程的物理本质。点焊工艺

参数设计模块的结构如图 2 所示。 

2.1.2 点焊接头尺寸参数求解模块的设计 

 

点焊接头尺寸参数包括最小工艺点距及最小

搭边点距，其主要影响因素为材质所属类别和板

材厚度。在材质类别相同的情况下，随着板厚的

变化，工艺点距和搭边距离曾现出单调函数关系。

在本系统中，其求解过程为首先根据材质的类别

所属，确定相应人工神经子网络，然后以板厚为

子网络的输入参数变量，分别以点距和搭边作为

输出参数变量，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完成问题求解

过程。其模块如图 3 所示。 

 

2.2 神经网络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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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能力是指经过训练后的网络对未在训练

集中出现的（但来自同一分布的）样本作出正确

反映的能力，是衡量一个网络结构确定是否合理

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公认的指导原则是在没

有其他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能与给定样本符合一

致的最简单（规模最小）的网络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相当于使样本点的偏差在允许范围条件下，用

最平滑的函数去逼近未知的非线性映射
[5]
。本模

块所有的BP网络都采用三层结构，即一个输入层，

一个中间隐含层和一个输出层。其中隐含层选用

sigmoid函数作为处理函数，而输出层选用线性函

数作为处理函数。BP网络的隐含层单元的数目的

确定如上所述，没有确定可循的方法。只能在一

定的训练次数条件下，在误差允许的情况下，求

得最小的隐层单元数。例如，当隐含层的数目不

同时，点焊电流子网络对样本集的训练收敛速度，

方差有较大的差异，其训练方差曲线如图 4 所示。

其中，(a)为隐含层节点数目为 10；(b) 为隐含

层节点数目为 11；(c) 为隐含层节点数目为 12；

(d) 为隐含层节点数目为 13。通过比较可知，电

流子网络的隐含层数目为 11 较为合适。 

 

 

 

表 1  点距和搭边距离神经网络输出值与给定值的比较 

        厚度（mm） 

说明 
神经网络输出(mm) 规范参数给定值(mm) 

不锈钢点距 1.2 10.7 11 

铝合金搭边 2.0 17.8 18 

 

图 2 ANN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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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 

 

表 1 是点距和搭边距离输出值与给定值的比

较，由表可以看出点距和搭边的子网络精度很高，

这是因为点距和搭边距离的数值分布较为有规

律，而且训练样本数量充分。

表 2  焊接电流子网络输出值与给定值的比较 

厚度（mm） 

材质类说明 

神经网络输出 

电流值（A） 

规范参数给定值 

电流值（A） 

0.5       5860       6000 
A 类 

1.0       9020       8800 

0.5       5090       5000 
B 类 

1.0       7050       7200 

0.5       3760       4000 

低
碳
钢 

C 类 
1.0       5540       5600 

不锈钢 18-8 0.5       3470       3900 

LY12CZ 0.8       23670      24500 

LF2 0.6       21320      21000 

(b)  隐含层单元数为 11

(c)                                      (d)

图 4 不同隐含层结构的比较 

(a)  隐含层单元数为 10 

(d)  隐含层单元数为 13(c)  隐含层单元数为 12



65Mn 0.9       7630          7000 

 

表 2 是检验样本与神经网络输出值的对比。

由上表对比可知，各个神经网络的输出值与给定

值较为接近，表明训练后的神经网络具有一定的

泛化推理能力。在焊接电流网络输出对比表中，

最后一行是对训练样本中没有的材质 65Mn，根据

其材质物理特性、板厚和焊接规范强度作为网络

输入变量进行推理的，其网络输出值与已知值间

的误差为 9％。 

 

4.结论 

 

本系统通过分析专家系统和人工神经网络的

各自特点，提出了将传统专家系统与人工神经网

络技术相结合的思想用于点焊工艺设计智能系统

中。并根据点焊工艺参数的特点，将点焊工艺参

数分解细化，把点焊工艺求解过程分解为不同的

求解子模块，并按照各模块的具体特点，具体应

用相应的智能技术。以焊接时间来表征规范强度，

作为求解焊接电流的输入参数之一，充分适应点

焊工艺设计的复杂求解特征；以点焊性作为神经

网络输入参数将材质的物理性质对点焊过程的影

响引入到焊接工艺规范的求解过程中，深层次模

拟了人类专家在进行点焊工艺设计中的思维过

程，并以此作为材质的辨识特征，改变了以往类

似系统中以材料库中材料名称来识别材质的方

式，增加了系统的推理灵活性。通过验证表明，

本系统所设计的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专家系统的

求解策略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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