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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

伤的双面车床，其结构包括箱兜槽、控制机箱、抛

光盘头，箱兜槽底端与底托座上表面相连接，让

抛光盘头调整到所需的位置，抵住工件，开始对

其进行转动其外磨环与沙石吞球将抵在工件上，

被吹入的沙石较容易粘附于上方，跟随对工件一

同打磨，其软外壳将会通过沙石自身的凸出感自

行凹陷，从而在凹陷的过程中对托衔角进行拉

扯，当其在软外壳凹陷到一定程度时，让其回抖

条是处于紧绷的状态下进行摆动的，让外凸胶体

的倾向摆动，推动外层的软外壳对沙石进行包

裹，带动弹弧条弯曲到所需的程度，能够在对工

件进行抛光打磨时，有沙石混入一同运行的同

时，对其沙石进行包裹，让其不会再运行的过程

中与工件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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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其结构包括箱兜槽(11)、控制机箱(22)、

抛光盘头(33)、固定中端(44)、底托座(55)，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兜槽(11)底端与底托座(55)上表面相连接，所述箱兜槽(11)远离底托座(55)的

一端与控制机箱(22)相连接，所述抛光盘头(33)贯穿于控制机箱(22)内部，所述固定中端

(44)底端焊接于底托座(55)上表面；

所述抛光盘头(33)包括外磨环(aa1)、外聚环(aa2)、沙石吞球(aa3)、中固芯(aa4)，所

述外磨环(aa1)贴合于外聚环(aa2)内壁，所述外聚环(aa2)与中固芯(aa4)位于同一轴心

上，所述沙石吞球(aa3)安装于中固芯(aa4)与外磨环(aa1)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沙石吞球(aa3)包括延层(mm1)、内扩卡角(mm2)、中柱(mm3)、压吞球(mm4)、耐磨托层(mm5)，

所述内扩卡角(mm2)安装于延层(mm1)内部，所述内扩卡角(mm2)远离延层(mm1)的一端与中

柱(mm3)相连接，所述压吞球(mm4)嵌入于耐磨托层(mm5)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压吞球(mm4)包括主球(g1)、兜凹口(g2)、倾向合口(g3)，所述倾向合口(g3)与主球(g1)相

连接，所述主球(g1)外表面安装有兜凹口(g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倾向合口(g3)包括软外壳(a1a)、凹陷条(a2a)、卡偏球(a3a)、托衔角(a4a)、内软层(a5a)，

所述软外壳(a1a)与内软层(a5a)相连接，所述凹陷条(a2a)抵在卡偏球(a3a)外表面，所述

托衔角(a4a)贴合于内软层(a5a)外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卡偏球(a3a)包括固托囊(ww1)、回抖条(ww2)、外凸胶体(ww3)、回向弧(ww4)，所述回向弧

(ww4)安装于固托囊(ww1)内部，所述回抖条(ww2)贯穿于固托囊(ww1)内部，所述回抖条

(ww2)与外凸胶体(ww3)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凹陷条(a2a)包括弹弧条(p11)、固点球(p22)、内托芯(p33)、渐进球(p44)，所述内托芯

(p33)嵌入于弹弧条(p11)内部，所述渐进球(p44)安装于内托芯(p33)内部，所述内托芯

(p33)远离渐进球(p44)的一端与固点球(p22)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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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车床领域，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涉及到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

的双面车床。

背景技术

[0002] 当车床所处的工厂由于设备较多在运行温度会比较高，需要对内部进行通风散

热，便需要与外界空气相贯通，外界空气中的粉尘沙石将与流通的空气一起跑入，着附在车

床表面与工厂内部空气中。

[0003] 基于上述本发明人发现，现有的新型数控双面车床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比如：

[0004] 当车床在对铝合金板进行打磨时，落于车床表面的沙石，会伴随着缠绕软状的打

磨面一并被带起，从而跟随着对铝合金板面打磨抛光，其沙石的硬度会对铝合金造成一定

的凹损与划伤。

[0005]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当车床在对铝合金板进行打磨时，落于车床表面的沙石，会伴

随着缠绕软状的打磨面一并被带起，从而跟随着对铝合金板面打磨抛光，其沙石的硬度会

对铝合金造成一定的凹损与划伤的问题。

[0007] 本发明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

手段所达成：

[0008] 其结构包括箱兜槽、控制机箱、抛光盘头、固定中端、底托座。

[0009] 所述箱兜槽底端与底托座上表面相连接，所述箱兜槽远离底托座的一端与控制机

箱相连接，所述抛光盘头贯穿于控制机箱内部，所述固定中端底端焊接于底托座上表面。

[0010] 所述抛光盘头包括外磨环、外聚环、沙石吞球、中固芯，所述外磨环贴合于外聚环

内壁，所述外聚环与中固芯位于同一轴心上，所述沙石吞球安装于中固芯与外磨环之间。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沙石吞球包括延层、内扩卡角、中柱、压吞球、耐磨

托层，所述内扩卡角安装于延层内部，所述内扩卡角远离延层的一端与中柱相连接，所述压

吞球嵌入于耐磨托层内部，所述内扩卡角设有两个，所述压吞球设有八个且四个为一组。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吞球包括主球、兜凹口、倾向合口，所述倾向合

口与主球相连接，所述主球外表面安装有兜凹口，所述兜凹口设有三个，所述主球为球体结

构。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倾向合口包括软外壳、凹陷条、卡偏球、托衔角、内

软层，所述软外壳与内软层相连接，所述凹陷条抵在卡偏球外表面，所述托衔角贴合于内软

层外表面，所述卡偏球设有六个，所述凹陷条设有五个，所述托衔角设有两个。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卡偏球包括固托囊、回抖条、外凸胶体、回向弧，所

述回向弧安装于固托囊内部，所述回抖条贯穿于固托囊内部，所述回抖条与外凸胶体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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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回抖条设有两个，所述外凸胶体为半弧形结构，所述回向弧呈弧条结构。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凹陷条包括弹弧条、固点球、内托芯、渐进球，所述

内托芯嵌入于弹弧条内部，所述渐进球安装于内托芯内部，所述内托芯远离渐进球的一端

与固点球相连接，所述渐进球为球体结构，所述内托芯设有两个，所述固点球设有两个。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让抛光盘头调整到所需的位置，抵住工件，开始对其进行转动其外磨环与沙石吞

球将抵在工件上，对其进行抛光打磨，由于抛光盘头内部的些许材质是缠绕而成，被吹入的

沙石较容易粘附于上方，跟随对工件一同打磨，其软外壳将会通过沙石自身的凸出感自行

凹陷，从而在凹陷的过程中对托衔角进行拉扯，当其在软外壳凹陷到一定程度时，让其回抖

条是处于紧绷的状态下进行摆动的，让外凸胶体的倾向摆动，推动外层的软外壳对沙石进

行包裹，带动弹弧条弯曲到所需的程度，由渐进球对内部起到膨胀与防护的作用让软外壳

能够顺利的包裹住沙石，能够在对工件进行抛光打磨时，有沙石混入一同运行的同时，对其

沙石进行包裹，让其不会再运行的过程中与工件接触到。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一种抛光盘头的右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一种沙石吞球的俯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一种压吞球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一种倾向合口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一种卡偏球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一种凹陷条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箱兜槽－11、控制机箱－22、抛光盘头－33、固定中端－44、底托座－55、外

磨环－aa1、外聚环－aa2、沙石吞球－aa3、中固芯－aa4、延层－mm1、内扩卡角－mm2、中

柱－mm3、压吞球－mm4、耐磨托层－mm5、主球－g1、兜凹口－g2、倾向合口－g3、软外壳－

a1a、凹陷条－a2a、卡偏球－a3a、托衔角－a4a、内软层－a5a、固托囊－ww1、回抖条－ww2、

外凸胶体－ww3、回向弧－ww4、弹弧条－p11、固点球－p22、内托芯－p33、渐进球－p44。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7] 实施例：

[0028] 如附图1至附图7所示：

[0029] 本发明提供一种新型数控抛光防石子划伤的双面车床，其结构包括箱兜槽11、控

制机箱22、抛光盘头33、固定中端44、底托座55。

[0030] 所述箱兜槽11底端与底托座55上表面相连接，所述箱兜槽11远离底托座55的一端

与控制机箱22相连接，所述抛光盘头33贯穿于控制机箱22内部，所述固定中端44底端焊接

于底托座55上表面。

[0031] 所述抛光盘头33包括外磨环aa1、外聚环aa2、沙石吞球aa3、中固芯aa4，所述外磨

环aa1贴合于外聚环aa2内壁，所述外聚环aa2与中固芯aa4位于同一轴心上，所述沙石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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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3安装于中固芯aa4与外磨环aa1之间。

[0032] 其中，所述沙石吞球aa3包括延层mm1、内扩卡角mm2、中柱mm3、压吞球mm4、耐磨托

层mm5，所述内扩卡角mm2安装于延层mm1内部，所述内扩卡角mm2远离延层mm1的一端与中柱

mm3相连接，所述压吞球mm4嵌入于耐磨托层mm5内部，所述内扩卡角mm2设有两个，所述压吞

球mm4设有八个且四个为一组，所述中柱mm3固定了整体转动的点与转动的位置，内扩卡角

mm2让衔接部位在安装时，有较大的受力面，让其安装的更为稳固，耐磨托层mm5能够限制住

衔接部件的活动范围，并且将其兜住，让其不会过分活动。

[0033] 其中，所述压吞球mm4包括主球g1、兜凹口g2、倾向合口g3，所述倾向合口g3与主球

g1相连接，所述主球g1外表面安装有兜凹口g2，所述兜凹口g2设有三个，所述主球g1为球体

结构，所述兜凹口g2能够在两侧衔接端挤压受到力时，给予其缓冲与弯角防护作用，在失去

阻力时，起到回位的作用，主球g1给予整体一个固定的安装方位，倾向合口g3根据外界所接

触的沙石或者部件产生一定的变化。

[0034] 其中，所述倾向合口g3包括软外壳a1a、凹陷条a2a、卡偏球a3a、托衔角a4a、内软层

a5a，所述软外壳a1a与内软层a5a相连接，所述凹陷条a2a抵在卡偏球a3a外表面，所述托衔

角a4a贴合于内软层a5a外表面，所述卡偏球a3a设有六个，所述凹陷条a2a设有五个，所述托

衔角a4a设有两个，所述内软层a5a限制了物体整体安装的位置，托衔角a4a在两侧衔接物受

力拉扯时，起到反力的作用，卡偏球a3a根据外侧的沙石挤压方向而改变自己的方向，对其

沙石进行吞没，凹陷条a2a辅助衔接端进行变向弯曲，让沙石能够更好的被吞没。

[0035] 其中，所述卡偏球a3a包括固托囊ww1、回抖条ww2、外凸胶体ww3、回向弧ww4，所述

回向弧ww4安装于固托囊ww1内部，所述回抖条ww2贯穿于固托囊ww1内部，所述回抖条ww2与

外凸胶体ww3相连接，所述回抖条ww2设有两个，所述外凸胶体ww3为半弧形结构，所述回向

弧ww4呈弧条结构，所述外凸胶体ww3主要承受外界的力，来对内部进行施展，回抖条ww2在

外侧受力摆向时，能够起到反向冲力的作用，回向弧ww4给予外界一定固定的阻力，让其不

会过分的摆动。

[0036] 其中，所述凹陷条a2a包括弹弧条p11、固点球p22、内托芯p33、渐进球p44，所述内

托芯p33嵌入于弹弧条p11内部，所述渐进球p44安装于内托芯p33内部，所述内托芯p33远离

渐进球p44的一端与固点球p22相连接，所述渐进球p44为球体结构，所述内托芯p33设有两

个，所述固点球p22设有两个，所述固点球p22给予其一个固定的受力点，内托芯p33兜住外

侧的主要动向，渐进球p44给予其衔接层一个膨胀的力，往外层弯曲时，起到选择弯曲角与

缓冲的作用。

[0037]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38] 本发明中，将所需处理的工件放置于固定中端44上方，通过对控制机箱22的操控，

让抛光盘头33调整到所需的位置，抵住工件，开始对其进行转动其外磨环aa1与沙石吞球

aa3将抵在工件上，对其进行抛光打磨，由于抛光盘头33内部的些许材质是缠绕而成，被吹

入的沙石较容易粘附于上方，跟随对工件一同打磨，由中柱mm3对其延层mm1进行大体位置

的固定，由延层mm1托住耐磨托层mm5，对其工件进行抛光，让有沙石混入压吞球mm4内部时，

其处于兜凹口g2凹槽的沙石，对工件不会有所影响，当沙石卡于倾向合口g3与工件之间时，

其软外壳a1a将会通过沙石自身的凸出感自行凹陷，从而在凹陷的过程中对托衔角a4a进行

拉扯，当其在软外壳a1a凹陷到一定程度时，其相对应的卡偏球a3a将会有所倾向，由外凸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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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ww3像沙石靠近，当外凸胶体ww3开始摆动时，内部的回抖条ww2将会一同受力往同个方向

倾去，与回抖条ww2抵在一起的回向弧ww4将会起到防护的缓冲作用，给予其一个反向的力，

让其回抖条ww2是处于紧绷的状态下进行摆动的，让外凸胶体ww3的倾向摆动，推动外层的

软外壳a1a对沙石进行包裹，当卡偏球a3a整体摆动时，衔接在一起的固点球p22将会受到挤

压退的力时，让其内托芯p33产生一定的弯曲，带动弹弧条p11弯曲到所需的程度，由渐进球

p44对内部起到膨胀与防护的作用让软外壳a1a能够顺利的包裹住沙石。

[0039]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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