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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

作方法，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包括机架，在机架

上设有Y轴平移组件，在Y轴平移组件上设有X轴

平移组件，在X轴平移组件上设摆动及旋转组件；

通过Y轴平移组件驱动摆动及旋转组件沿Y轴做

往复运动；通过X轴平移组件驱动摆动及旋转组

件沿X轴做往复运动；摆动驱动装置驱动设在摆

动支架上的摆动及旋转单体摆动；工件旋转驱动

装置驱动摆动及旋转单体上的工件旋转轴旋转；

工件可轻易实现Y轴和X轴方向的移动、实现以摆

动轴的旋转中心为轴心的摆动和实现自身的旋

转，配合花键轴的旋转和升降，能轻易实现工件

平面和弧面的抛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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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包括机架，

在机架上设有Y轴平移组件，在Y轴平移组件上设有X轴平移组件，在X轴平移组件上设摆动

及旋转组件，摆动及旋转组件包括设在X轴平移组件上的摆动支架，在摆动支架上可旋转地

设有一个以上的摆动及旋转机构；

摆动及旋转机构包括一个以上的摆动及旋转单体，摆动及旋转单体包括座体，在座体

的顶部可旋转地设有工件旋转轴，在工件旋转轴上设有工件夹具，在座体上设有为工件旋

转轴传递动力的工件旋转传动装置，工件旋转传动装置包括传动输入轴；在摆动支架的外

部设有驱动工件旋转传动装置运行的工件旋转驱动装置；在座体上还设有驱动座体旋转的

摆动装置，摆动装置包括摆动轴，摆动轴与传动输入轴同轴设置，在摆动支架的外部设有驱

动摆动轴旋转的摆动驱动装置；

在机架上设有主轴支架，在主轴支架上设有一个以上的与摆动及旋转单体对应的主轴

机构，主轴机构包括设在主轴支架上的旋转式滚珠花键，旋转式滚珠花键包括法兰外圈、花

键外筒和花键轴；在主轴支架上设有与花键轴平行的一个以上的滑动装置，在滑动装置上

滑动地设有滑动块，花键轴的顶部可旋转地与滑动块相连，在滑动装置的顶部固定设有安

装板，在安装板上设有升降驱动装置，升降驱动装置驱动滑动块沿滑动装置运动；在主轴支

架上设有驱动花键外筒旋转的主轴旋转驱动装置；在花键轴的底端设有抛光头组件；

两套主轴机构为一组，一个主轴旋转驱动装置同时驱动两套主轴机构上的花键外筒旋

转；所述滑动装置为导柱导套结构，滑动块与导套相连；所述升降驱动装置的固定端与安装

板相连，升降驱动装置的滑动端与滑动块相连；

Y轴平移组件包括沿机架的Y轴方向平行设置的两条以上的Y轴滑轨，在单条Y轴滑轨上

设有一个以上的Y轴滑块，在Y轴滑块上设有Y轴平移架，在机架上设有与Y轴滑轨平行的Y轴

丝杆，在Y轴平移架上设有与Y轴丝杆配合的Y轴螺母，在机架上设有驱动Y轴丝杆旋转的Y轴

驱动马达；

X轴平移组件包括沿Y轴平移架的X轴方向平行设置的两条以上的X轴滑轨，在单条X轴

滑轨上设有一个以上的X轴滑块，摆动支架设在X轴滑块上，在X轴平移架上设有与X轴滑轨

平行的X轴丝杆，在摆动支架上设有与X轴丝杆配合的X轴螺母，在X轴平移架上设有驱动X轴

丝杆旋转的X轴驱动马达；

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升降驱动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上升，抛光头组件远离工件夹具；

（2）.在工件夹具上安装待加工工件；

（3）.启动主轴旋转驱动装置，主轴旋转驱动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转动；升降驱动装置

驱动抛光头组件下降，抛光头组件靠近待加工工件；

（4）.抛光头组件对待加工工件进行抛光；

（5）.若需要沿Y轴方向移动工件，则进行步骤（6），若需要沿X轴方向移动工件，则进行

步骤（7），若需要旋转工件，则进行步骤（8），若需要摆动工件，则进行步骤（9）；当工件抛光

完成后进行步骤（10）；

（6）.启动Y轴驱动马达，Y轴驱动马达控制Y轴平移架沿Y轴做往复运动；然后重复步骤

（5）；

（7）.启动X轴驱动马达，X轴驱动马达控制摆动支架沿X轴做往复运动；然后重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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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启动工件旋转驱动装置，旋转驱动马达带动从动齿轮旋转；工件进行旋转运动；然

后重复进行步骤（5）；

（9）.启动摆动驱动装置，带动摆动蜗轮旋转，摆动蜗轮带动摆动轴旋转；工件进行摆动

运动；然后重复进行步骤（5）；

升降驱动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上升，抛光头组件远离工件夹具；停止主轴旋转驱动装

置，抛光头组件停止转动；

（11）.取出加工完成的工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五轴联动

数控抛光机还包括抛光液循环系统，抛光液循环系统包括设在摆动支架底部的上接水槽，

在机架上且位于上接水槽的下方设有储液罐，上接水槽的出水口与储液罐相通，在储液罐

上设有为抛光头组件提供抛光液的水泵。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抛光

液循环系统还包括设在机架上且位于上接水槽与储液罐之间的下接水槽，在机架上且位于

下接水槽的出水口的下方设有液体导流装置，液体导流装置包括设在储液罐顶部的导流气

缸，在导流气缸的活塞杆上设有接水斗固定板，在接水斗固定板上设有抛光液活动接水斗

和清洗液活动接水斗，在机架上且位于清洗液活动接水斗的出水口处设有接废水槽；所述

花键轴为空心结构，在花键轴的顶端设有旋转接头，水泵的出水口与旋转接头通过水管相

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机架上设

有抛光液主管和清洗液主管，抛光液主管的一端与水泵相连，抛光液主管的另一端与进抛

光头头组件相连；清洗液主管的一端与进清洗液接头相连，清洗液主管的另一端与自来水

管相连；在抛光液主管的顶端与清洗液主管的顶端之间依次连接有第一阀门、第一三通、第

二三通和第二阀门，在第一三通上还设有第三阀门；在第二三通上还设有第四阀门，第三阀

门与进抛光液接头之间通过水管相连；第四阀门与进清洗液接头之间通过水管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抛光液循

环系统的抛光液循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2.1）.关闭第五阀门，往储液罐中加入抛光液；

（12.2）.打开第一阀门和第三阀门，关闭第二阀门和第四阀门；

（12.3）.启动双头气缸，移动接水斗固定板，当接水槽的出水口对准抛光液活动接水

斗，进行步骤（12.4）；

（12.4）.启动水泵和搅拌电机，水泵从储液罐中泵起的抛光液经过抛光头组件、工件夹

具；然后从上接水槽底部的出水口落至下接水槽，抛光液从下接水槽的出水口经抛光液活

动接水斗落回储液罐中。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抛光液循

环系统的清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3.1）.打开第六阀门，关闭第一阀门和第三阀门；

（13.2）.启动双头气缸，移动接水斗固定板，当接水槽的出水口对准清洗液活动接水

斗，进行步骤（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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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打开第二阀门、第四阀门和进清洗液接头；自来水对工件夹具进行冲洗；自来

水落至上接水槽，从上接水槽底部的出水口落至下接水槽中，流入接废水槽然后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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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抛光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越来越普及，智能手机正向着高品

质的方向发展，高品质不仅包括手机的硬件配置，还包括外观的美观程度和质感手感等，现

在手机外壳基本上是金属或玻璃，由于金属外壳会屏蔽信号，采用金属外壳时需要加一两

条塑料边，这会让机身产生一种割裂感，影响外观，而玻璃外壳基本上不会阻碍信号，因此

能将外壳做成一个整体，由于玻璃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使得玻璃外壳更加美观，且能提

升手机的档次感和质感，而且玻璃还能够进行眩光处理，另外采用玻璃外壳，尤其是玻璃后

壳，还可在手机的背面设置显示屏，拓展手机的功能用途。

[0003] 然而不管是金属外壳还是玻璃外壳，在生产时都需要进行抛光处理，且为了手机

的造型更美观，手感更好，现在很多的手机在设计时会采用大圆弧面过渡，尤其是在手机的

背面，将手机后壳的边处直接设计成圆弧形状，但是弧形外壳在加工时难度较大，手工加工

效率低，质量难控制，易损坏外壳，因此有人发明了自动的抛光机来对外壳进行抛光处理。

[0004] 在申请号为201620084673.4，授权公告日为2016.09.21的专利文件中公开了一种

五轴联动3D数控抛光装置，该装置的磨头由电力驱动自转，该磨头组装在一由第一电机驱

动转动的翻转架上，翻转架及第一电机组装在升降架上，磨头在工作软件控制下呈现曲面

偏转的特性；匹配磨头抛光作业的工作台位于磨头的下方并可相对磨头做横向和纵向的平

面移动，工作台上组装有旋转的治具。本发明通过机械抛光代替手工作业，可以使手机壳的

研磨品质与作业人员的熟练程度无关地维持为预定水平以上，且可以缩短表面处理所需的

时间，配合电脑系统等即可实现3D曲面抛光，还可利用翻转架实现不同磨头交换工作，从而

减少换磨头的时间，使加工连续进行，提升工作效率。

[0005] 但是，该抛光装置在抛光工件的弧面时需要通过翻转架使磨头偏转，而翻转架是

设在升降架上的，且该方案中，安装翻转架的支架为悬臂结构，该方案只适合设置少量抛光

工位的机器，因为抛光工位数一旦增加，就需要增加主轴电机的数量，这样会增加翻转架的

重量，使安装翻转架的支架承受大的力矩，安装翻转架的支架就容易变形，影响加工的精

度；另外如果在一个翻转架上设置过多的主轴电机，那么机器的横向尺寸会很大，增加制造

的成本；还有，翻转架的重量增加后，还需要增大第一电机的额定功率，也就是需要更大型

号的第一电机，这样会更进一步使安装翻转架的支架容易变形；翻转架重量增加后，第一电

机驱动翻转架旋转时，翻转架的惯性大，难保证翻转架的定位精度，使得加工的精度差；另

外这种偏转磨头的设计，磨头在旋转时会将抛光液往上甩，容易将抛光液甩至机器外，影响

工作的环境，且不利于抛光液的收集。

[0006] 另外，该方案中为磨头提供旋转动力的主轴电机直接驱动磨头旋转，主轴电机处

于高湿度的工作环境中，甚至在工作时会沾染抛光液，这样极易损坏主轴电机，导致维修费

用高，并耽误加工的时间，降低加工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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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

法，该方法对工件的抛光效果好，适合设置多个加工工位，可有效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抛光机

加工效率低、加工精度差的问题；还可解决驱动工件旋转和摆动的驱动装置容易损坏的问

题。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五

轴联动数控抛光机包括机架，在机架上设有Y轴平移组件，在Y轴平移组件上设有X轴平移组

件，在X轴平移组件上设摆动及旋转组件，摆动及旋转组件包括设在X轴平移组件上的摆动

支架，在摆动支架上可旋转地设有一个以上的摆动及旋转机构。

[0009] 摆动及旋转机构包括一个以上的摆动及旋转单体，摆动及旋转单体包括座体，在

座体的顶部可旋转地设有工件旋转轴，在工件旋转轴上设有工件夹具，在座体上设有为工

件旋转轴传递动力的工件旋转传动装置，工件旋转传动装置包括传动输入轴；在摆动支架

的外部设有驱动工件旋转传动装置运行的工件旋转驱动装置；在座体上还设有驱动座体旋

转的摆动装置，摆动装置包括摆动轴，摆动轴与传动输入轴同轴设置，在摆动支架的外部设

有驱动摆动轴旋转的摆动驱动装置。

[0010] 在机架上设有主轴支架，在主轴支架上设有一个以上的与摆动及旋转单体对应的

主轴机构，主轴机构包括设在主轴支架上的旋转式滚珠花键，旋转式滚珠花键包括法兰外

圈、花键外筒和花键轴；在主轴支架上设有与花键轴平行的一个以上的滑动装置，在滑动装

置上滑动地设有滑动块，花键轴的顶部可旋转地与滑动块相连，在滑动装置的顶部固定设

有安装板，在安装板上设有升降驱动装置，升降驱动装置驱动滑动块沿滑动装置运动；在主

轴支架上设有驱动花键外筒旋转的主轴旋转驱动装置；在花键轴的底端设有抛光头组件。

[0011] 两套主轴机构为一组，一个主轴旋转驱动装置同时驱动两套主轴机构上的花键外

筒旋转；所述滑动装置为导柱导套结构，滑动块与导套相连；所述升降驱动装置的固定端与

安装板相连，升降驱动装置的滑动端与滑动块相连。

[0012] Y轴平移组件包括沿机架的Y轴方向平行设置的两条以上的Y轴滑轨，在单条Y轴滑

轨上设有一个以上的Y轴滑块，在Y轴滑块上设有Y轴平移架，在机架上设有与Y轴滑轨平行

的Y轴丝杆，在Y轴平移架上设有与Y轴丝杆配合的Y轴螺母，在机架上设有驱动Y轴丝杆旋转

的Y轴驱动马达。

[0013] X轴平移组件包括沿Y轴平移架的X轴方向平行设置的两条以上的X轴滑轨，在单条

X轴滑轨上设有一个以上的X轴滑块，摆动支架设在X轴滑块上，在X轴平移架上设有与X轴滑

轨平行的X轴丝杆，在摆动支架上设有与X轴丝杆配合的X轴螺母，在X轴平移架上设有驱动X

轴丝杆旋转的X轴驱动马达。

[0014] 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升降驱动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上升，抛光头组件远离工件夹具；

（2）.在工件夹具上安装待加工工件；

（3）.启动主轴旋转驱动装置，主轴旋转驱动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转动；升降驱动

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下降，抛光头组件靠近待加工工件；

（4）.抛光头组件对待加工工件进行抛光；

（5）.若需要沿Y轴方向移动工件，则进行步骤（6），若需要沿X轴方向移动工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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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步骤（7），若需要旋转工件，则进行步骤（8），若需要摆动工件，则进行步骤（9）；当工件

抛光完成后进行步骤（10）；

（6）.启动Y轴驱动马达，Y轴驱动马达控制Y轴平移架沿Y轴做往复运动；然后重复

步骤（5）；

（7）.启动X轴驱动马达，X轴驱动马达控制摆动支架沿X轴做往复运动；然后重复步

骤（5）；

（8）.启动工件旋转驱动装置，工件旋转驱动装置带动从动齿轮旋转；工件进行旋

转运动；然后重复进行步骤（5）；

（9）.启动摆动驱动装置，带动摆动蜗轮旋转，摆动蜗轮带动摆动轴旋转；工件进行

摆动运动；然后重复进行步骤（5）；

（10）.  升降驱动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上升，抛光头组件远离工件夹具；停止主轴

旋转驱动装置，抛光头组件停止转动；

（11）.取出加工完成的工件。

[0015] 以上方法，通过Y轴平移组件驱动摆动及旋转组件沿Y轴做往复运动；通过X轴平移

组件驱动摆动及旋转组件沿X轴做往复运动；摆动驱动装置驱动设在摆动支架上的摆动及

旋转单体摆动；工件旋转驱动装置驱动摆动及旋转单体上的工件旋转轴旋转；工件可轻易

实现Y轴和X轴方向的移动、实现以摆动轴的旋转中心为轴心的摆动和实现自身的旋转，配

合花键轴的旋转和升降，能轻易实现工件平面和弧面的抛光加工；使工件摆动和旋转的摆

动及旋转单体设在摆动支架上，而摆动支架设在X轴平移组件上，X轴平移组件上又设在Y轴

平移组件上，Y轴平移组件直接设在机架上，这种设置结构稳定，摆动及旋转单体工作时对

机器的冲击小，加工的精度高；摆动支架能承受较大的载荷，利于设置多个抛光工位，从而

提高加工的效率；另外，摆动驱动装置和工件旋转驱动装置均设置在摆动支架的外部，均不

处于抛光作业的区域，因此摆动驱动装置和工件旋转驱动装置能有效避开抛光液的侵蚀，

防止被损坏，从而能间接节省维修的成本，并提高加工的效率。

[0016] 进一步的，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还包括抛光液循环系统，抛光液循环系统包括设

在摆动支架底部的上接水槽，在机架上且位于上接水槽的下方设有储液罐，上接水槽的出

水口与储液罐相通，在储液罐上设有为抛光头组件提供抛光液的水泵。

[0017] 以上设置，通过设置抛光液循环系统，实现抛光液的循环，在抛光液的作用下，减

少抛光头组件对工件的冲击，同时能提升抛光效果。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抛光液循环系统还包括设在机架上且位于上接水槽与储液罐之间

的下接水槽，在机架上且位于下接水槽的出水口的下方设有液体导流装置，液体导流装置

包括设在储液罐顶部的导流气缸，在导流气缸的活塞杆上设有接水斗固定板，在接水斗固

定板上设有抛光液活动接水斗和清洗液活动接水斗，在机架上且位于清洗液活动接水斗的

出水口处设有接废水槽；所述花键轴为空心结构，在花键轴的顶端设有旋转接头，水泵的出

水口与旋转接头通过水管相连。

[0019] 以上结构，设置液体导流装置可在抛光机正常工作时将抛光液导入储液罐中，循

环利用抛光液；在清洗摆动及旋转单体时，通过启动导流气缸移动清洗液活动接水斗，将废

水导入接废水槽中；在空心的花键轴的顶端设置旋转接头后，水泵泵出的抛光液可通过花

键轴直接到达工件表面，这种设置，结构简单紧凑，供抛光液的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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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进一步的，机架上设有抛光液主管和清洗液主管，抛光液主管的一端与水泵相连，

抛光液主管的另一端与进抛光头头组件相连；清洗液主管的一端与进清洗液接头相连，清

洗液主管的另一端与自来水管相连；在抛光液主管的顶端与清洗液主管的顶端之间依次连

接有第一阀门、第一三通、第二三通和第二阀门，在第一三通上还设有第三阀门；在第二三

通上还设有第四阀门，第三阀门与进抛光液接头之间通过水管相连；第四阀门与进清洗液

接头之间通过水管相连。这样能实现抛光液、清洗液分别对工件的冲洗。

[0021] 进一步的，抛光液循环系统的抛光液循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2.1）.关闭第五阀门，往储液罐中加入抛光液；

（12.2）.打开第一阀门和第三阀门，关闭第二阀门和第四阀门；

（12.3）.启动双头气缸，移动接水斗固定板，当接水槽的出水口对准抛光液活动接

水斗，进行步骤（12.4）；

（12.4）.启动水泵和搅拌电机，水泵从储液罐中泵起的抛光液经过抛光头组件、工

件夹具；然后从上接水槽底部的出水口落至下接水槽，抛光液从下接水槽的出水口经抛光

液活动接水斗落回储液罐中。

[0022] 进一步的，抛光液循环系统的清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3.1）.打开第六阀门，关闭第一阀门和第三阀门；

（13.2）.启动双头气缸，移动接水斗固定板，当接水槽的出水口对准清洗液活动接

水斗，进行步骤（13.3）

（13.3）.打开第二阀门、第四阀门和进清洗液接头；自来水对工件夹具进行冲洗；

自来水落至上接水槽，从上接水槽底部的出水口落至下接水槽中，流入接废水槽然后排出。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移除了整体护罩组件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图2的俯视图。

[0026] 图4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Y轴平移组件和X轴平移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摆动及旋转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摆动及旋转机构移除防水护罩组件、左侧板外罩和

右侧板外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摆动及旋转单体的分解图。

[0030] 图8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摆动及旋转机构的俯视图。

[0031] 图9为图8中A‑A截面的剖面图。

[0032] 图10为图8中B‑B截面的剖面图。

[0033] 图11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主轴机架和主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2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主轴机架和主轴机构另一个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3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主轴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4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主轴机构的俯视图。

[0037] 图15为图14中C‑C面剖视图。

[0038] 图16为图15 中D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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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图17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位于机架上的抛光液循环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18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抛光液循环系统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9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分流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20为使用本发明的抛光机的储液罐上各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2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5] 如图1至图21所示，一种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包

括机架1，本实施例中，机架1沿水平方向的截面为矩形形状，在机架1底部的四个脚处设有

水平调节支撑脚轮101。

[0046] 在机架1上设有Y轴平移组件2，Y轴平移组件2包括沿机架1的Y轴方向平行设置的

两条以上的Y轴滑轨，在单条Y轴滑轨上设有一个以上的Y轴滑块，本实施例中，Y轴平移组件

2包括沿机架1的Y轴方向平行设置的两条Y轴滑轨21，在单条Y轴滑轨21上设有两个Y轴滑块

22，在Y轴滑块22上设有Y轴平移架23，在机架1上设有与Y轴滑轨21平行的Y轴丝杆24，在Y轴

平移架23上设有与Y轴丝杆24配合的Y轴螺母25，在机架1上设有驱动Y轴丝杆24旋转的Y轴

驱动马达26，本实施例中，Y轴驱动马达26为伺服电机，在机架1上设有防护Y轴平移组件2的

Y轴风琴防护罩27，Y轴丝杆24与Y轴驱动马达26之间通过联轴器相连。

[0047] 在Y轴平移组件2上设有X轴平移组件3，X轴平移组件3包括沿Y轴平移架23的X轴方

向平行设置的两条以上的X轴滑轨，在单条X轴滑轨上设有一个以上的X轴滑块，本实施例

中，X轴平移组件3包括沿Y轴平移架23的X轴方向平行设置的两条X轴滑轨31，在单条X轴滑

轨31上设有三个X轴滑块32，在X轴滑块32上设有摆动及旋转组件4，摆动及旋转组件4包括

设在X轴滑块32上的摆动支架40，在Y轴平移架23上设有与X轴滑轨31平行的X轴丝杆33，在

摆动支架40的底部设有与X轴丝杆34配合的X轴螺母(未示出)，在Y轴平移架23上设有驱动X

轴丝杆33旋转的X轴驱动马达34，本实施例中，X轴驱动马达34为伺服电机，  X轴丝杆33与X

轴驱动马达34之间通过联轴器相连。

[0048] 在摆动支架40上可旋转地设有一个以上的摆动及旋转机构。摆动及旋转机构包括

一个以上的摆动及旋转单体5，摆动及旋转单体5包括座体50，在座体50的顶部可旋转地设

有工件旋转轴51，在座体50上设有由工件旋转轴51驱动旋转的工件夹具52，在座体50上设

有为工件旋转轴51传递动力的工件旋转传动装置53，工件旋转传动装置53包括传动输入轴

531和传动输出轴532，传动输入轴531水平设置；在摆动支架40的外部设有驱动工件旋转传

动装置运行的工件旋转驱动装置；在座体50上还设有驱动座体50旋转的摆动装置，摆动装

置包括摆动轴551，摆动轴551与传动输入轴531同轴设置，摆动轴551的一端与座体50相连，

摆动轴551的另一端可旋转地设在摆动支架40上并伸出摆动支架40，摆动装置还包括设在

摆动支架40的外部用来驱动摆动轴551旋转的摆动驱动装置。

[0049] 本实施例中，座体50包括左轴承座板501、右轴承座板502、上轴承座板503和下轴

承座板504，左轴承座板501、上轴承座板503、右轴承座板502和下轴承座板504依次连接形

成矩形框架，工件旋转轴51设在上轴承座板503上，工件旋转轴51的一端伸出上轴承座板

503，工件夹具52设在工件旋转轴51伸出上轴承座板503的一端，在座体50的内部设有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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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轴下支撑板507，工件旋转轴51位于座体50内部的一端通过轴承可旋转地设在工件旋

转轴下支撑板507上。

[0050] 本实施例中，传动输出轴532与工件旋转轴51平行设置，传动输出轴532的一端通

过轴承设在上轴承座板503上，传动输出轴532的另一端通过轴承设在下轴承座板504上，在

工件旋转轴51位于座体50内部的一端设有从动齿轮511，在传动输出轴532上设有与从动齿

轮511啮合的主动齿轮5321，在传动输出轴532上还设有工件旋转蜗轮5322；本实施例中，所

述传动输入轴531为工件旋转蜗杆，工件旋转蜗杆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固定在左轴承座板

501和右轴承座板502上；

除这种传动方式外，还有另外一种常用的传动方式：在工件旋转轴51的底部设有

从动锥齿轮，在传动输入轴531上设有主动锥齿轮，从动锥齿轮与主动锥齿轮啮合，当传动

输入轴531旋转时，主动锥齿轮即可驱动从动锥齿轮旋转，通过工件旋转轴51进而带动工件

夹具旋转。

[0051] 工件旋转驱动装置和摆动驱动装置既可以是驱动马达驱动蜗轮蜗杆的结构，也可

以是驱动马达驱动锥齿轮的结构。

[0052] 工件旋转驱动装置包括可旋转地设在摆动支架40上的从动内传动轴541，从动内

传动轴541与工件旋转蜗杆同轴设置，从动内传动轴541的一端与工件旋转蜗杆通过联轴器

相连，从动内传动轴541的另一端伸出摆动支架40，在从动内传动轴541伸出摆动支架40的

一端设有从动锥齿轮542，在摆动支架40的外壁上可旋转地设有主动外传动轴543，在主动

外传动轴543上设有与从动锥齿轮542啮合的主动锥齿轮544；在摆动支架40上还设有驱动

主动外传动轴543旋转的旋转驱动马达545；在摆动支架40上设有防护工件旋转驱动装置的

左外罩402，在左外罩402的底部设有左接油槽（未示出），左外罩402能防止水汽和有害物质

侵蚀工件旋转驱动装置，保证工件旋转驱动装置的精度。

[0053] 摆动驱动装置包括设在摆动轴551伸出摆动支架40的一端的摆动蜗轮560，在摆动

支架40的外壁上设有与摆动蜗轮560啮合的摆动蜗杆561；在摆动支架40上还设有驱动摆动

蜗杆561旋转的摆动驱动马达562，在摆动支架40上设有防护摆动驱动装置的右外罩403，在

右外罩403的底部设有左接油槽（未示出），右外罩403能防止水汽和有害物质侵蚀摆动驱动

装置，保证摆动驱动装置的精度。

[0054] 在上轴承座板503顶部设有与工件旋转轴51同轴的轴承座510，在轴承座510内设

有轴承，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座510相连，轴承的内圈与工件旋转轴51相连；在工件夹具52的

底部设有防护轴承的防水罩520，防水罩520随工件夹具52一起旋转，防水罩520具有向下延

伸的凸缘，凸缘的内径大于轴承座510的外径。

[0055] 在左轴承座板501的前部与右轴承座板502的前部之间设有前盖505；前盖505的顶

部与上轴承座板503固定连接，前盖505的底部与下轴承座板504固定连接；在左轴承座板

501的后部与右轴承座板502的后部之间设有后盖506；后盖506的顶部与上轴承座板503固

定连接，后盖506的底部与下轴承座板504固定连接，这种设置能有效加强座体50的强度，且

能封闭座体50，保护座体50内部的传动部件；在工件旋转蜗杆与左轴承座板501的内侧之间

设有单向推力球轴承（未示出）；在工件旋转蜗杆与右轴承座板502的内侧之间设有单向推

力球轴承508，单向推力球轴承508能补偿工件旋转蜗杆与轴承座板之间的误差，提高传动

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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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本实施例中，在摆动支架40上可旋转地设有三组摆动及旋转机构，三组摆动及旋

转机构平行设置；每组摆动及旋转机构包括六个摆动及旋转单体，相邻的摆动及旋转单体

的座体50之间通过连接轴5111相连，连接轴5111为空心轴结构；相邻的工件旋转蜗杆之间

通过联轴器相连，相邻的座体50之间的联轴器位于连接轴5111内，相邻的座体50之间的联

轴器的外径小于连接轴5111的内径；本实施例中，由于设置了六个摆动及旋转单体，因此用

一块整体的顶部轴承座板来替代六块上轴承座板503，这种设置能有效加强摆动及旋转机

构的结构强度。

[0057] 在摆动支架40上设有防水护罩组件，防水护罩组件包括可收折的风琴罩404，风琴

罩404水平方向的横截面与摆动支架40水平方向的横截面一致，风琴罩404的底端与摆动支

架40的顶端固定连接；在摆动支架40上设有驱动风琴罩404顶端升降的风琴罩升降驱动装

置，本实施例中，风琴罩升降驱动装置为风琴罩升降驱动气缸405，风琴罩升降驱动气缸405

的数量为四个，相对地设在风琴罩404的两侧。

[0058] 该方案，启动Y轴驱动马达26，Y轴丝杆24旋转驱动Y轴螺母25和Y轴平移架23一起

沿Y轴滑轨移动，通过主电箱和操作控制盒组件的控制，Y轴驱动马达26的正反转可以控制Y

轴平移架23沿Y轴做往复运动；启动X轴驱动马达34，X轴丝杆34驱动X轴螺母和摆动支架40

一起沿X轴滑轨移动，通过主电箱和操作控制盒组件的控制，X轴驱动马达34的正反转可以

控制摆动支架40沿X轴做往复运动；当需要工件旋转时，只需要启动旋转驱动马达545，主动

锥齿轮544驱动从动锥齿轮542旋转，通过从动内传动轴541和联轴器驱动工件旋转蜗杆旋

转，工件旋转蜗杆的旋转带动工件旋转蜗轮5322旋转，通过传动输出轴532带动主动齿轮

5321旋转，主动齿轮5321带动从动齿轮511旋转，工件旋转轴51随从动齿轮511一起旋转，则

工件夹具52旋转，待加工的工件通过真空吸附在工件夹具52上，则工件能随工件夹具52一

起旋转；当需要工件摆动时，启动摆动驱动马达562，摆动蜗杆561旋转，带动摆动蜗轮560旋

转，摆动蜗轮560旋转带动摆动轴551旋转，由于摆动轴551与座体50固定连接，因此座体50

能被摆动驱动马达562驱动旋转，以上结构，工件的旋转运动和摆动运动互不干涉，工件旋

转轴51和工件旋转传动装置隐藏在座体和摆动轴551内，工件旋转轴51和工件旋转传动装

置能得到有效保护，且这种设置适合扩充工件夹具的数量，有利于提高生产的效率。

[0059] 在机架1上设有主轴支架6，在主轴支架6上设有一个以上的与摆动及旋转单体5对

应的主轴机构7，主轴机构7包括设在主轴支架6上的旋转式滚珠花键70，旋转式滚珠花键70

包括法兰外圈700、花键外筒702和花键轴701；旋转式滚珠花键70为成熟的现有技术，在此

不累述其具体结构，在主轴支架6上设有与花键轴701平行的一个以上的滑动装置71，在滑

动装置71上滑动地设有滑动块72，花键轴701的顶部可旋转地与滑动块72相连，在滑动装置

71的顶部固定设有安装板74，在安装板74上设有升降驱动装置，升降驱动装置驱动滑动块

72沿滑动装置71运动；在主轴支架6上设有驱动花键外筒702旋转的主轴旋转驱动装置76；

在花键轴701的底端设有抛光头组件73。

[0060] 本实施例中，主轴支架6的顶部设有主轴基板60，主轴机构7设在主轴基板60上，两

套主轴机构为一组，一个主轴旋转驱动装置76同时驱动两套主轴机构上的花键外筒702旋

转。

[0061] 本实施例中，滑动装置71为导柱导套结构，滑动装置71包括导柱711和与导柱711

配合的导套712，本实施例中，使用四条竖直设置的导柱711，在导柱711的底部设有法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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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板704，法兰安装板704固定在主轴基板60的上表面上，旋转式滚珠花键70的法兰外圈700

固定设在法兰安装板704上，在主轴基板60的下表面上设有主轴下固定法兰703；在花键外

筒702的底部设有轴承，轴承的内圈与花键外筒702相连，轴承的外圈与主轴下固定法兰703

相连；这种设置可从主轴基板60的顶部和底部固定旋转式滚珠花键70，使旋转式滚珠花键

70的安装更稳固，能提高花键轴701在旋转时的稳定性。

[0062] 滑动块72与导套712相连，花键轴701的顶部通过轴承与滑动块72相连，花键轴701

的顶部伸出滑动块72，本实施例中，花键轴701为空心结构，在花键轴701的顶端设有旋转接

头705，在滑动块72的顶部设有可容置旋转接头705的连接架720；本实施例中，安装板74固

定在导柱711的顶端，升降驱动装置为气缸75，气缸75设在安装板74的顶部，气缸75的缸体

与安装板74相连，气缸75的活塞杆与连接架720相连。

[0063] 在花键外筒702的顶部设有从动同步轮764；主轴旋转驱动装置76包括主轴旋转驱

动马达761，本实施例中，主轴旋转驱动马达761为步进马达，主轴旋转驱动马达761通过主

轴旋转驱动马达支架760固定在主轴基板60的上表面上，在主轴旋转驱动马达761的输出轴

上设有主动同步轮762，在主动同步轮762与从动同步轮764之间设有同步带763。

[0064] 抛光头组件73包括设在花键轴701底端的抛光头安装座730，在抛光头安装座730

上设有抛光头731，本实施例中，抛光头组件73还包括主轴上连接夹头732、主轴下连接夹头

733和挡水盘734，主轴上连接夹头732与主轴下连接夹头733之间通过螺纹连接，挡水盘734

夹在主轴上连接夹头732与主轴下连接夹头733之间，主轴上连接夹头732与花键轴701相

连，抛光头安装座730设在主轴下连接夹头733的底部，本实施例中，抛光头731为硅胶抛光

头，在抛光头731的底面粘贴有抛光片7310。

[0065] 以上结构，当需要加工工件时，先启动主轴旋转驱动马达761，主动同步轮762旋

转，通过同步带763带动从动同步轮764旋转，从动同步轮764的旋转带动花键外筒702旋转，

花键轴701随花键外筒702一同旋转，本方案，一个主轴旋转驱动马达761同时驱动两套主轴

机构上的花键外筒702旋转，即可平衡主轴旋转驱动马达761的输出扭矩，有可节省主轴旋

转驱动马达761的用量，便于控制，又能节省成本；当需要抛光头组件73升降时，只需要启动

气缸75，气缸75的活塞杆推动滑动块72沿导柱711滑动，由于花键轴701的顶部可旋转地与

滑动块72连接，而抛光头组件73设在花键轴701的底部，因此通过控制气缸75即可控制抛光

头组件73的升降。

[0066] 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还包括抛光液循环系统，抛光液循环系统包括设在摆动支架

40底部的上接水槽80，在机架1上且位于上接水槽80的下方设有储液罐82，上接水槽80的出

水口与储液罐82相通，在储液罐82上设有为抛光头组件73提供抛光液的水泵86。

[0067] 抛光液循环系统还包括设在机架1上且位于上接水槽80与储液罐82之间的下接水

槽81，在机架1上且位于下接水槽81的出水口的下方设有液体导流装置83，液体导流装置83

包括设在储液罐82顶部的导流气缸，本实施例中，导流气缸为双头气缸831，在双头气缸831

的活塞杆上设有接水斗固定板832，在接水斗固定板832上设有抛光液活动接水斗833和清

洗液活动接水斗834，在机架1上且位于清洗液活动接水斗834的出水口处设有接废水槽84；

本实施例中，在主轴基板60上设有分流器组件85，分流器组件85包括双排分水座

850，在双排分水座850上设有数量与花键轴701一致的分水管851，分水管851通过阀门设在

双排分水座850上，分水管851与旋转接头705之间通过软水管相连；分流器组件85双排分水

说　明　书 8/10 页

12

CN 112548834 A

12



座850还包括设在双排分水座850一端的进抛光液接头852和设在双排分水座850另一端的

进清洗液接头853，本实施例中，分水管851与旋转接头705之间通过螺旋软水管相连。

[0068] 在机架1上设有抛光液主管861和清洗液主管862，抛光液主管861的一端与水泵86

相连，抛光液主管861的另一端与进抛光液接头852相连；清洗液主管862的一端与进清洗液

接头853相连，清洗液主管862的另一端与自来水管相连。

[0069] 本实施例中，抛光液主管861的顶端与清洗液主管862的顶端之间依次连接有第一

阀门863、第一三通864、第二三通865和第二阀门866，在第一三通864上还设有第三阀门

867；在第二三通865上还设有第四阀门868，第三阀门867与进抛光液接头852之间通过水管

相连；第四阀门868与进清洗液接头853之间通过水管相连。

[0070] 在储液罐82的底部设有第一排水管820，在第一排水管820上设有第五阀门821；在

接废水槽84的底部设有第二排水管（未示出），在第二排水管840上设有第六阀门841，本实

施例中，第一排水管820和第二排水管通过第三三通840相连，第六阀门841的一端与第三三

通840相连，在第六阀门841的另一端设有总排水管842。

[0071] 在储液罐82上设有抛光液搅拌装置87，抛光液搅拌装置87包括设在储液罐82底部

的搅拌支架873，在搅拌支架873上设有搅拌电机870，在搅拌电机870的输出轴上设有搅拌

叶片872，搅拌电机870驱动搅拌叶片872旋转，搅拌抛光液，防止抛光液分层沉淀，在储液罐

82上还设有液位控制器874和加热管875。

[0072] 以上结构的抛光液循环系统的设置，工作时，先关闭第五阀门821，往储液罐82中

加入抛光液，打开第一阀门863和第三阀门867，关闭第二阀门866和第四阀门868，先启动双

头气缸831，移动接水斗固定板832，使下接水槽81的出水口对准抛光液活动接水斗833，再

启动水泵86和搅拌电机870，水泵86从储液罐82中泵起的抛光液依次经过抛光液主管861、

第一阀门863、第三阀门867和进抛光液接头852到达双排分水座850，经过双排分水座850的

分流，抛光液经过分水管851和螺旋软水管到达旋转接头705，再依次通过空心的花键轴

701、主轴上连接夹头732、主轴下连接夹头733、抛光头安装座730、抛光头731和抛光片7310

到达待加工的工件处，然后，抛光液落至上接水槽80，从上接水槽80底部的出水口落至下接

水槽81中，抛光液从下接水槽81的出水口经抛光液活动接水斗833落回储液罐82中，形成循

环。

[0073] 由于抛光液中含有固体的抛光材料，当加工完一个批次的工件或交班时，需要对

抛光机进行清洗，防止抛光材料堵塞管道，此时，先打开第六阀门841，再关闭第一阀门863

和第三阀门867，启动双头气缸831，移动接水斗固定板832，使下接水槽81的出水口对准清

洗液活动接水斗834，再打开第二阀门866、第四阀门868和进清洗液接头853到达，则自来水

依次经过清洗液主管862、第二阀门866和第四阀门868到达双排分水座850，经过双排分水

座850的分流，自来水经过分水管851和螺旋软水管到达旋转接头705，再依次通过空心的花

键轴701、主轴上连接夹头732、主轴下连接夹头733、抛光头安装座730、抛光头731和抛光片

7310到达工件夹具52，对工件夹具52进行冲洗，自来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对所到之处进

行冲洗，然后，自来水落至上接水槽80，从上接水槽80底部的出水口落至下接水槽81中，自

来水从下接水槽81的出水口经清洗液活动接水斗834流入接废水槽84中，自来水从接废水

槽84底部的第二排水管流经第三三通840和第六阀门841后从排水管842流出。

[0074] 在机架1上设有整体护罩组件9，整体护罩组件9包括设在机架1左侧的左框架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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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机架1右侧的右框架（未示出）；设在机架1的后侧用来连接左框架91和右框架的后框架

（未示出）；设在机架1的前侧用来连接左框架和右框架的前框架94；设在左框架91、右框架、

后框架和前框架94顶部的顶框架95；在左框架91、右框架和后框架上均设有检修门；在前框

架94上设有折叠门；在整体护罩组件上除检修门和折叠门以外的位置设有透明有机玻璃

板；在整体护罩组件内设有主电箱97；在前框架94上设有操作控制盒组件96，操作控制盒组

件96包括显示屏、电源开关、急停开关和电源指示灯等；X轴驱动马达34、Y轴驱动马达26、旋

转驱动马达545、摆动驱动马达562、主轴旋转驱动马达761、水泵86和搅拌电机870均与主电

箱97电连接，主电箱与操作控制盒组件96内的控制器电连接。

[0075] 如图21所示；五轴联动数控抛光机的工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升降驱动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上升，抛光头组件远离工件夹具；

（2）.在工件夹具上安装待加工工件；

（3）.启动主轴旋转驱动装置，主轴旋转驱动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转动；升降驱动

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下降，抛光头组件靠近待加工工件；

（4）.抛光头组件对待加工工件进行抛光；

（5）.若需要沿Y轴方向移动工件，则进行步骤（6），若需要沿X轴方向移动工件，则

进行步骤（7），若需要旋转工件，则进行步骤（8），若需要摆动工件，则进行步骤（9）；当工件

抛光完成后进行步骤（10）；

（6）.启动Y轴驱动马达，Y轴驱动马达控制Y轴平移架沿Y轴做往复运动；然后重复

步骤（5）；

（7）.启动X轴驱动马达，X轴驱动马达控制摆动支架沿X轴做往复运动；然后重复步

骤（5）；

（8）.启动工件旋转驱动装置，旋转驱动马达带动从动齿轮旋转；工件进行旋转运

动；然后重复进行步骤（5）；

（9）.启动摆动驱动装置，带动摆动蜗轮旋转，摆动蜗轮带动摆动轴旋转；工件进行

摆动运动；然后重复进行步骤（5）；

（10）.升降驱动装置驱动抛光头组件上升，抛光头组件远离工件夹具；停止主轴旋

转驱动装置，抛光头组件停止转动；

（11）.取出加工完成的工件。

[0076] 以上方法，通过Y轴平移组件驱动摆动及旋转组件沿Y轴做往复运动；通过X轴平移

组件驱动摆动及旋转组件沿X轴做往复运动；摆动驱动装置驱动设在摆动支架上的摆动及

旋转单体摆动；工件旋转驱动装置驱动摆动及旋转单体上的工件旋转轴旋转；工件可轻易

实现Y轴和X轴方向的移动、实现以摆动轴的旋转中心为轴心的摆动和实现自身的旋转，配

合花键轴的旋转和升降，能轻易实现工件平面和弧面的抛光加工；使工件摆动和旋转的摆

动及旋转单体设在摆动支架上，而摆动支架设在X轴平移组件上，X轴平移组件上又设在Y轴

平移组件上，Y轴平移组件直接设在机架上，这种设置结构稳定，摆动及旋转单体工作时对

机器的冲击小，加工的精度高；摆动支架能承受较大的载荷，利于设置多个抛光工位，从而

提高加工的效率；另外，摆动驱动装置和工件旋转驱动装置均设置在摆动支架的外部，均不

处于抛光作业的区域，因此摆动驱动装置和工件旋转驱动装置能有效避开抛光液的侵蚀，

防止被损坏，从而能间接节省维修的成本，并提高加工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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