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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布式无线传能的旋转超声加工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分布式无线传能的旋转

超声加工装置。压电陶瓷装于刀柄内腔，并通过

铝垫、压帽固定在变幅杆上；初级磁芯与机床电

主轴外缘相连，与次级磁环通过松耦合系统相连

并留有一定间隙；次级磁环由多个线圈结构串联

而成，每个线圈分别在一定角度范围内与初级磁

芯相对。本发明通过合理的设计实现超声能量的

非接触传输，使旋转超声加工不再受限于接触式

传输的低速状态；采用合理的发射块尺寸参数使

得装置可应用于加工中心等大型机床设备的自

动换刀要求；分布式的次级磁环结构使得初级磁

芯与次级磁环相对面积始终保持一致，极大提高

了非接触传能的耦合系数，提升了传能效率，解

决了旋转超声加工非接触传能的能量损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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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布式无线传能的旋转超声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超声磨头(1)、变幅杆

(3)、初级磁结构(5)、次级磁结构(4)和刀柄壳体(6)，变幅杆(3)的中部通过法兰连接结构

密封连接到刀柄壳体(6)的开口端面，位于刀柄壳体(6)内外的变幅杆(3)两端分别作为变

幅杆(3)的内端和外端，法兰与内端之间的变幅杆(3)上固定有压电陶瓷(8)，变幅杆(3)的

外端同轴固定连接超声磨头(1)；刀柄壳体(6)的外周面沿轴线方向依次套设有初级磁结构

(5)和次级磁结构(4)，初级磁结构(5)固定在机床上且不随刀柄壳体(6)运动，次级磁结构

(4)固定在刀柄壳体(6)上随刀柄壳体(6)同步运动；

次级磁结构(4)包括次级磁环保护壳(41)、次级磁芯(42)和次级线圈(43)，次级磁环保

护壳(41)的内周面固定连接在刀柄壳体(6)的外周面，

次级磁环保护壳(41)沿周向开有环形开口空腔，多个相同的次级磁芯(42)沿次级磁环

保护壳(41)的完整周向依次嵌装在环形开口空腔中，多个次级磁芯(42)依次紧密连接形成

完整的次级磁环，每个次级磁芯(42)均绕设有次级线圈(43)，所有次级线圈(43)依次串联

后再与压电陶瓷(8)连接；

初级磁结构(5)包括初级磁芯保护壳(51)、初级磁芯(52)和初级线圈(53)，初级磁芯保

护壳(51)沿周向开有弧形开口空腔，弧形开口空腔和次级磁环保护壳(41)的环形开口空腔

的开口面相对，单独一个初级磁芯(52)固定嵌装在弧形开口空腔中，初级磁芯(52)的结构

与单个次级磁芯(42)的结构相同，初级线圈(53)绕设在初级磁芯(52)的方式与次级线圈

(43)绕设在次级磁芯(42)的方式相同，初级磁芯(52)朝向弧形开口空腔的开口面的端面作

为初级磁环面，次级磁环朝向环形开口空腔的开口面的端面作为次级磁环面，次级磁环面

与初级磁环面之间具有间隙，刀柄壳体(6)带动次级磁环旋转的任意时刻下，次级磁环面中

正相对于初级磁环面的面积始终保持相同；

次级线圈(43)绕设在次级磁芯(42)的具体方式为：每个次级磁芯(42)均开有周向贯通

的弧形凹槽，次级线圈(43)沿凹槽的周向延伸方向缠绕在次级磁芯(42)的凹槽底部；弧形

凹槽的槽口方向与次级磁环保护壳(41)的开口空腔的开口方向相同，相邻的弧形凹槽两两

连通形成完整的环形槽，环形槽将次级磁环的环形端面分割为同心的内圆环和外圆环，内

圆环和外圆环构成同心双圆环面，同心双圆环面作为次级磁环面；

每一个磁芯线圈的端部磁芯形状与初级磁芯的磁芯线圈保持一致，保证在主轴旋转的

任意时刻初级磁芯与次级磁环的相对面积保持一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布式无线传能的旋转超声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位于

内端与法兰之间的变幅杆(3)部分依次套装压电陶瓷(8)后再依次套装铝垫(81)和压帽

(82)，变幅杆(3)的内端与中心固定杆(83)螺纹紧固连接，从而对压电陶瓷(8)进行压紧固

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布式无线传能的旋转超声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变幅杆(3)的另一端通过螺母夹簧件(2)与超声磨头(1)同轴固定连接，螺母夹簧件(2)包

括螺母(21)和夹簧(22)，夹簧(22)轴向两端分别夹持超声磨头(1)的端部和变幅杆(3)的端

部，螺母(21)再对变幅杆(3)和超声磨头(1)进行夹紧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布式无线传能的旋转超声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初级磁结构(5)和次级磁结构(4)之间的轴向间距通过初级磁结构(5)固定在机床上的位

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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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布式无线传能的旋转超声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刀柄

壳体(6)的开口端面沿周向开有螺纹孔(61)作为法兰连接孔，变幅杆(3)的中部套装有法兰

连接结构，变幅杆(3)通过法兰连接结构固定连接到刀柄壳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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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布式无线传能的旋转超声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旋转超声加工领域，尤其是涉及了一种分布式无线传能的旋转超声加

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旋转超声加工在刀具进行高速旋转与进给的同时，通过超声换能器对刀具施加高

频超声振动，进而实现刀具与工件的周期性分离与材料的断续切除。该加工方法被证明在

单晶硅、蓝宝石等硬脆材料切削中具有良好的效果，并在光学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疗等

领域广泛应用。

[0003] 旋转超声加工中刀具的高频超声振动信号需要通过超声波发生器传入位于刀柄

中的超声换能器中。如何将高频超声电信号传输至随机床高速旋转的超声换能器中一直是

旋转超声加工中的关键技术难点。

[0004] 目前比较常见的传能技术有：通过碳刷滑环与超声换能器接触，此方法存在滑环

与换能器之间的摩擦，导致碳刷滑环的发热量较大，且机床转速无法做到无限制提高；通过

非接触电磁耦合的方式传输电能，此方法可有效解决接触式传能的摩擦生热、转速限制等

问题，但由于加工中心自动换刀的限制，两个互相接触的电磁耦合器之间有效相对面积较

小，存在电能传输效率不高、非接触电磁耦合器易发热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中的缺失，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高能量传输效率的

分布式旋转超声非接触能量传输装置，既可以满足加工中心自动换刀的需求，实现高频转

动下的超声无线传能；也可以实现高效电能传输，并解决非接触电磁耦合器发热等问题。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本发明包括超声磨头、变幅杆、初级磁结构、次级磁结构和刀柄壳体，变幅杆的中

部通过法兰连接结构密封连接到刀柄壳体的开口端面，位于刀柄壳体内外的变幅杆两端分

别作为变幅杆的内端和外端，法兰与内端之间的变幅杆上固定有压电陶瓷，变幅杆的外端

同轴固定连接超声磨头。

[0008] 刀柄壳体的外周面沿轴线方向依次套设有初级磁结构和次级磁结构，初级磁结构

固定在机床上且不随刀柄壳体运动，次级磁结构固定在刀柄壳体上随刀柄壳体同步运动。

次级磁结构包括次级磁环保护壳、次级磁芯和次级线圈，次级磁环保护壳的内周面固定连

接在刀柄壳体的外周面，次级磁环保护壳沿周向开有环形开口空腔，多个相同的次级磁芯

沿次级磁环保护壳的完整周向依次嵌装在环形开口空腔中，每个次级磁芯与对应嵌装处的

开口空腔的弯曲弧度相匹配，每个次级磁芯的两个侧表面分别与相邻的次级磁芯的侧表面

接触连接。多个次级磁芯依次紧密连接形成完整的次级磁环，每个次级磁芯均绕设有次级

线圈，所有次级线圈依次串联后再与压电陶瓷连接。

[0009] 初级磁结构包括初级磁芯保护壳、初级磁芯和初级线圈，初级磁芯保护壳的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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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固定在机床，初级磁芯保护壳的内周面与刀柄壳体的外周面不连接，初级磁芯保护壳沿

周向开有弧形开口空腔，弧形开口空腔和次级磁环保护壳的环形开口空腔的开口面相对，

单独一个初级磁芯固定嵌装在弧形开口空腔中，初级磁芯的结构与单个次级磁芯的结构相

同，初级线圈绕设在初级磁芯的方式与次级线圈绕设在次级磁芯的方式相同，初级磁芯朝

向弧形开口空腔的开口面的端面作为初级磁环面，次级磁环朝向环形开口空腔的开口面的

端面作为次级磁环面，次级磁环面与初级磁环面之间具有间隙，刀柄壳体带动次级磁环旋

转的任意时刻下，次级磁环面中正相对于初级磁环面的面积始终保持相同。面积始终保持

相同中的相同是指次级磁环面旋转过程中，次级磁环面中的正相对于即初级磁环面的端面

部分与初级磁环面始终互为镜像对称，即始终保持相对重合的面积大小、面积形状完全相

同。

[0010] 次级线圈绕设在次级磁芯的具体方式为：每个次级磁芯均开有周向贯通的弧形凹

槽，次级线圈沿凹槽的周向延伸方向缠绕在次级磁芯的凹槽底部；弧形凹槽的槽口方向与

次级磁环保护壳的开口空腔的开口方向相同，弧形凹槽的深度至少能够容纳次级线圈，相

邻的弧形凹槽两两连通形成完整的环形槽，环形槽将次级磁环的环形端面分割为同心的内

圆环和外圆环，内圆环和外圆环构成同心双圆环面，同心双圆环面作为次级磁环面。

[0011] 每一个磁芯线圈的端部磁芯形状与初级磁芯的磁芯线圈保持一致，保证在主轴旋

转的任意时刻初级磁芯与次级磁环的相对面积保持一致。所述的次级磁芯周向的两端底部

均加工有用于绕线的梯形倒角，使得相邻的次级线圈的绕线互不影响。如图3所示，次级磁

环内每一个分布式磁芯的底部留有绕线的梯形倒角，允许线圈从串联的分布式磁芯底部通

过。

[0012] 位于内端与法兰之间的变幅杆部分依次套装压电陶瓷后再依次套装铝垫和压帽，

变幅杆的内端与中心固定杆螺纹紧固连接，从而对压电陶瓷进行压紧固定。初级线圈将超

声能量传输至次级线圈，次级线圈通过导线将超声能量传输至压电陶瓷，压电陶瓷产生高

频振动，变幅杆将压电陶瓷的高频振动放大后传递至超声磨头。

[0013] 所述的变幅杆的另一端通过螺母夹簧件与超声磨头同轴固定连接，螺母夹簧件包

括螺母和夹簧，夹簧轴向两端分别夹持超声磨头的端部和变幅杆的端部，螺母再对变幅杆

和超声磨头进行夹紧固定。

[0014] 所述的初级磁结构和次级磁结构之间的轴向间距通过初级磁结构固定在机床上

的位置进行调整。

[0015] 刀柄壳体的开口端面沿周向开有螺纹孔作为法兰连接孔，变幅杆的中部套装有法

兰连接结构，变幅杆通过法兰连接结构固定连接到刀柄壳体。

[0016] 本发明设置初级磁芯和次级磁环，构成非接触电磁耦合的布置方式；将次级磁环

拆分为多个串联相接的磁芯线圈，多个次级磁芯构成了分布式次级磁环。装置的特点在于

实现了电能的非接触传输的同时极大提升了能量传递效率，解决了因加工中心自动换刀导

致的非接触电磁耦合器无法对称设计，从而无法最大限度输出能量的问题。非接触式的能

量传输形式相比碳刷滑环等旋转超声加工结构避免了电能传输过程中超声电源与加工中

心电主轴的直接接触，使得机床转速可以不限制提高，分布式次级磁环的结构设计可以保

证加工中心主轴高速旋转的任意时刻初级磁芯和次级磁环的相对面积保持一致，从而极大

提高非接触能量传输的传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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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通过非对称式的无线能量传输结构，既实现了超声能量的无线传输，也满足了

加工中心等特异性加工设备的自动换刀需求，同时解放加工设备的转速限制，使得主轴转

速可以不限制提高。

[0019] (2)通过分布式的磁环内部结构设计，解决了在非对称式的无线能量传输结构下

初级磁芯与次级磁芯相对面积不等所导致的能量传输效率低、磁芯发热量大等问题，使得

整体能量传输能力提高，旋转超声加工工作状态更稳定。

[0020] (3)分布式结构的设计弧度与加工设备紧密相关，可根据不同加工设备的换刀需

求对分布式磁芯结构的弧度进行调整，使得本发明可不限制使用于加工中心，也可适用其

它加工设备中。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非接触能量传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超声磨头、2‑螺母夹簧件、3‑变幅杆、4‑次级磁结构、5‑初级磁结构、6‑刀

柄壳体、7‑固定螺母、8‑压电陶瓷、21‑螺母、22‑夹簧、81‑铝垫、82‑压帽、83‑中心固定杆、

41‑次级磁环保护壳、42‑次级磁芯、43‑次级线圈、51‑初级磁芯保护壳、52‑初级磁芯、53‑初

级线圈、61‑螺纹孔、62‑卡刀槽、63‑刀柄顶端。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图2所示，刀柄6的顶端63是与加工中心主轴相连的固定结构，刀柄6的顶部

设有拉钉结构，拉钉结构用于与主轴固连。拉钉结构取决于不同加工中心。刀柄6的外周面

自上而下依次安装有初级磁结构5和次级磁结构4；刀柄6的下部有轴向阶梯式的限位结构，

用于限制次级磁环保护壳41的轴向移动。次级磁环保护壳41通过AB胶与刀柄固定同时顶部

与刀柄6的限位结构相连。所述刀柄6的中间开有用于自动换刀的卡刀槽62，满足加工中心

自动换刀的要求。

[0027] 刀柄6的底部预留有螺纹孔61，该螺纹孔61用于所述变幅杆3的固定，通过固定螺

母7与刀柄底部螺纹孔的配合，将变幅杆3法兰上的预制孔与刀柄6固连，所述刀柄6的底部

内径与所述变幅杆3法兰外径保持紧配合关系，保证变幅杆3装配后整体装置的密封性。所

述次级磁环4内部的5个分布式磁芯结构42用AB胶封装于次级磁环保护壳41内，刀柄6的下

部有阶梯式的限位结构，次级磁环保护壳41通过AB胶与刀柄固定同时顶部与刀柄6的限位

结构相连，初级磁芯5内部的初级磁芯52用AB胶封装于初级磁芯保护壳51内，初级磁芯保护

壳51通过固定于加工中心主轴外缘的固定装置固定，初级磁芯5下沿与次级磁环4上沿留有

一定气隙，保证次级磁环4随主轴旋转时初级磁芯5可固定不动，并可通过主轴外缘的固定

装置调整该气隙大小，所述四片压电陶瓷8和用于散热的铝垫81通过中心固定杆83和压帽

82固连于变幅杆6上，变幅杆3下端开有配合夹簧22夹持的斜槽，夹簧22轴向两端分别夹持

变幅杆3和磨头1，变幅杆3上加工有螺纹，螺母21通过内外螺纹配合紧固到变幅杆3上，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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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簧22夹紧收缩，使得磨头1通过螺母夹簧2与换能器固连。

[0028] 如图2所示，超声波变幅杆3与磨头1相连一端为下端，超声波变幅杆3的下端直径

向下逐渐减小，下端的底部开有夹簧槽，变幅杆3末端并通过ER系列螺母及夹簧与磨头1等

刀具相连。

[0029] 连接法兰与上端之间的超声波变幅杆3留有与压电陶瓷配合安装的凸起，其表面

形状与压电陶瓷一致，压电陶瓷8上端装配用于散热的铜垫，所述铜垫上端装配用于固定的

压帽82，压电陶瓷8、铝垫、压帽依次安装后，用中心固定杆4拧紧进行固定。

[0030] 如图2和图3所示，初级磁芯5通过固定装置固定于机床主轴定子上，并于次级磁环

保持一定的间隙。所述初级磁芯5包括初级磁芯保护壳51，初级磁芯52和初级线圈53，所述

初级磁芯52在周向的截面为U型，且相对刀柄轴心所围成的弧度为72度，所述初级线圈53周

向绕制于U型槽的底部，并与初级磁芯52一同内嵌于初级磁芯保护壳51内，所述初级磁芯保

护壳51外侧壁留有导线孔将超声电能传入初级线圈53，

[0031] 次级磁环4包括次级磁环保护壳41，分布式磁芯42和次级线圈43，所述分布式磁芯

42在周向的截面为U型，且相对刀柄轴心所围成的弧度为72度，共5块所述分布式磁芯42共

同围成一个整圆，所述次级线圈43周向绕制于每个分布式磁芯42的U型槽底部，且相邻线圈

之间的保持串联关系，所述次级磁环保护壳41内侧壁留有导线孔将超声电能传入压电陶

瓷。额外的，所述初级磁芯52和分布式磁芯42均采用相对电导率为2000的PC40铁氧体材料，

所述初级线圈53和次级线圈43均采用直径为0.5mm的漆包线绕制而成，匝数均为80匝。

[0032] 具体实施中，初级磁芯保护壳51与次级磁环保护壳41均采用铝制保护壳，避免在

机床高速旋转中因烧结铁芯脱落产生的安全性问题。次级磁芯42通过AB胶固定在刀柄6上，

初级磁芯52通过外接于机床主轴外缘的固定装置固定。

[0033] 如图3所示，次级磁结构4由五块弧形铁氧体磁芯42、次级线圈43、铝制壳体41组

成，每块磁芯42所围弧度为72度，磁芯42底部留有四度使线圈43通过的余量，使相邻磁芯不

干涉，底部线圈沿铁氧体磁芯U型底部绕行，并通过内孔与机床刀柄内压电陶瓷连接，相邻

线圈之间串联连接，所述次级磁环及线圈外部有铝制壳体保护，壳体通过粘连固定于机床

刀柄。

[0034] 次级磁芯42和初级磁芯52均采用相对磁导率1500以上的磁性材料，优选PC40铁氧

体磁芯材料，其相对磁导率为2000。每一个次级磁芯42和初级磁芯52上绕制的线圈均采用

直径0.5mm的漆包线绕制，其中初级磁芯52上绕制80匝，次级磁环内每一个次级磁芯42上绕

制80匝。

[0035] 初级磁结构5由一块弧形铁氧体磁芯52、初级线圈53、铝制壳体51组成，磁芯弧度

为72度，与次级磁芯单块所围弧度一致，次级磁芯42和初级磁芯52间留有气隙，保证主轴旋

转时二者不发生干涉，初级磁芯52的顶部沿周向进行线圈绕制，所述初级磁芯52及初级线

圈53外部有铝制壳体保护，壳体通过固定装置固连于机床主轴外缘。

[0036] 每个次级磁芯42的弧度与面积与初级磁芯52的弧度与面积均保持一致，即保证次

级磁环与初级磁芯所对面积始终保持一致。每个次级磁芯42和初级磁芯52对应的弧度相

等，均为五分之一圆弧，该相等关系适用于次级磁环与初级磁芯的其它角度关系，即三分之

一圆弧、四分之一圆弧、六分之一圆弧等。

[0037] 工作时，超声电源的高频超声信号通过初级磁芯保护壳51的导线孔进入初级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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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在初级磁芯52内部产生交变磁场，磁场穿过分布式磁芯42后在次级线圈中产生感应电

动势，完成超声能量的非接触传输，特别地，初级磁芯52与每一块分布式磁芯42的相对面积

均保持一致，保证在次级磁环4随主轴旋转过程中初级磁芯52与分布式磁芯42接触的总面

积相等。

[0038] 本发明将次级磁环拆分为多个串联相接的磁芯线圈，多个次级磁芯构成了分布式

次级磁环，次级磁环的分布式结构的分布数量取决于特定加工设备，即在满足加工设备自

动换刀要求下的最大初级磁芯所对应的弧度与次级磁环内单个分布式磁芯线圈所对应的

弧度应该相等，在此基础上可做三分之一圆弧设计、四分之一圆弧设计、六分之一圆弧设计

等，以此类推。

[0039] 本发明的分布式旋转超声无线传能装置通过分布式磁芯结构的设计，不仅在满足

加工中心自动换刀要求的情况下实现了电能的非接触传输，使得机床转速可以不限制提

高，同时分布式的结构设计实现了磁能的高效率传输，解决了一般非对称结构的旋转超声

非接触传能装置中磁环耦合系数不高、发热现象显著的问题，为加工中心长时间稳定工作

提供了保障。

[0040] 以上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

的，本发明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指导下做出的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改动及变

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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