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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刀具成本的圆弧打磨

方法，主要应用于机器人自动打磨钛合金领域。

方法包括以下几步：首先对刀具材料进行选择，

并对冷却系统进行设计，结合所采用的刀具和加

工的材料对冷却液进行选择并计算冷却液压力、

流量；然后通过力控系统对刀具进行磨损补偿，

且根据待加工的材料和表面粗糙度控制机器人

打磨时的进给速度以延长刀具寿命。本发明在机

器人自动打磨钛合金环形铸造件过程中，能有效

地降低对刀具的材料要求，减少刀具的磨损，增

加刀具的寿命，从而实现在打磨时降低刀具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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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刀具成本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选择刀具型号，根据所需要打磨的圆弧的圆角半径大小选择选择硬质合金旋转

锉的型号；

步骤2：将圆弧g0(x,y,z)进行分段，分成N段；

步骤3：在将每段圆弧分成A、B、C和D四个控制点，通过机器人使用力控传感器控制刀具

依次靠近圆弧段上的A、B、C和D四个控制点，分别获得坐标点A、B、C和D四个控制点的坐标；

步骤4：以点A、B和圆弧段半径R计算弧AB圆弧方程g1(x,y,z)，弧BC段方程g2(x,y,z)，弧

CD段方程g3(x,y,z)；

步骤5：通过力控传感器控制刀具在设定的打磨力下沿方程g1(x ,y ,z)、g2(x ,y ,z)、g3

(x,y,z)进行打磨；

步骤6：调整机器人的姿态使刀具轴线和圆弧所在平面呈θ角；

步骤7：选择进给速度，按照打磨圆弧的节拍要求和打磨表面质量要求控制旋转锉的进

给速度，对圆弧段进行打磨，打磨完一个圆弧段后，按照步骤3至步骤6方法进行下一个圆弧

段打磨，直至完成整个圆弧的圆角打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圆弧按照弧度大小分段，每隔

50°-70°分为一段。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在获取控制点坐标时，先通

过机器人带动刀具向圆弧的圆心靠拢，直至接触到圆弧内切圆柱侧面，然后带动刀具向圆

弧待打磨的圆角靠拢，通过机器人获取控制点坐标。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打磨过程中，打磨力在圆弧

向心方向的分力为15-20N，在圆弧轴线向着圆角方向的分力为15-20N。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刀具轴线与圆弧所在平面

夹角θ范围为10-2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刀具采用硬质合金旋转锉，所

述硬质合金旋转锉为球形锉刀；且使用硬质合金旋转锉打磨过程中采用高压双管射流冷却

液冷却，冷却液喷出压力为0.5-0.9Mpa，流量不低于10L/min。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中，按照打磨圆弧的节拍要求

和打磨表面质量要求控制旋转锉的进给速度，进给速度为3～5mm/s。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硬质合金旋转锉通过ER夹头安

装在电主轴末端，电主轴和机器人六轴法兰之间安装有力控传感器；所述力控传感器为六

维传感器，可测量直角坐标系中六个方向的力并进行控制力的大小。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硬质合金旋转锉的转速可通过

电主轴和变频器进行控制；在打磨钛合金时，电主轴转速为：5000-70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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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刀具成本的圆弧打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打磨领域，涉及一种环形倒圆打磨，具体涉及一种低刀具成本的圆弧

打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采用机器人进行自动化作业已经成为趋势，在打磨钛合

金领域，由于打磨粉尘对人体有害，所以现在通常采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来对零件进行自动

化打磨，但是按照传统的打磨方法对钛合金进行打磨时，由于钛合金硬度高、导热性差，不

管是人工打磨还是机器人打磨都需要使用大量的刀具，使成本增加，且容易造成零件打磨

部位烧伤，所以一种降低刀具成本的圆弧打磨方法及工艺是十分有必要的。

[0003] 现有的技术中，打磨钛合金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由于钛合金在进行打磨时切削热量高、导热性能差，所以对刀具要求较高，导

致刀具成本高；

[0005] (2)钛合金在铸造后会在圆角部位表面或亚表面存在裂纹，所以需要打磨去除圆

角部位的表面氧化层以进行检查，但是现有的打磨方式都是将整个面进行打磨，极大的增

加了刀具成本；

[0006] (3)传统的硬质合金旋转锉在进行打磨时使用干磨，无冷却液，刀具磨损严重，寿

命短；

[0007] (4)由于钛合金摩擦系数大、导热性能差，在进行高速打磨时会由于打磨部位温度

过高造成烧伤；

[0008] (5)现有的机器人打磨无力控传感器，打磨时不能对刀具磨损进行实时检测和补

偿，刀具磨损后即无法继续使用；

[0009] (6)使用机器人沿绝对路径进行圆弧段打磨容易造成刀具切削颤振，使其磨损加

快，甚至造成折断。

发明内容

[0010] 本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低刀具成本的圆弧打磨方法及工艺，用于对大型环形

铸造件中的长圆弧进行打磨，减少刀具磨损，提高刀具寿命，降低刀具成本。

[0011]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2] 一种低刀具成本的圆弧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1：选择刀具型号，根据所需要打磨的圆弧的圆角半径大小选择选择硬质合金

旋转锉的型号；

[0014] 步骤2：将圆弧g0(x,y,z)进行分段，分成N段；

[0015] 步骤3：在将每段圆弧分成A、B、C和D四个控制点，通过机器人使用力控传感器控制

刀具依次靠近圆弧段上的A、B、C和D四个控制点，分别获得坐标点A、B、C和D四个控制点的坐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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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步骤4：以点A、B和圆弧段半径R计算弧AB圆弧方程g1(x,y,z)，弧BC段方程g2(x,y,

z)，弧CD段方程g3(x,y,z)；

[0017] 步骤5：通过力控传感器控制刀具在设定的打磨力下沿方程g1(x,y,z)、g2(x,y,z)、

g3(x,y,z)进行打磨；

[0018] 步骤6：调整机器人的姿态使刀具轴线和圆弧所在平面呈θ角；

[0019] 步骤7：选择进给速度，按照打磨圆弧的节拍要求和打磨表面质量要求控制旋转锉

的进给速度，对圆弧段进行打磨，打磨完一个圆弧段后，按照步骤3至步骤6方法进行下一个

圆弧段打磨，直至完成整个圆弧的圆角打磨。

[0020] 作为优选，所述圆弧按照弧度大小分段，每隔50°-70°分为一段。

[0021] 作为优选，步骤3中在获取控制点坐标时，先通过机器人带动刀具向圆弧的圆心靠

拢，直至接触到圆弧内切圆柱侧面，然后带动刀具向圆弧待打磨的圆角靠拢，通过机器人获

取控制点坐标。

[0022] 作为优选，步骤5中打磨过程中，打磨力在圆弧向心方向的分力为15-20N，在圆弧

轴线向着圆角方向的分力为15-20N。

[0023] 作为优选，步骤6中，刀具轴线与圆弧所在平面夹角θ范围为10-20°。

[0024] 作为优选，所述刀具采用硬质合金旋转锉，所述硬质合金旋转锉为球形锉刀；且使

用硬质合金旋转锉打磨过程中采用高压双管射流冷却液冷却，冷却液喷出压力为0.5-

0.9Mpa，流量不低于10L/min。

[0025] 作为优选，步骤7中，按照打磨圆弧的节拍要求和打磨表面质量要求控制旋转锉的

进给速度，进给速度为3～5mm/s。

[0026] 作为优选，所述硬质合金旋转锉通过ER夹头安装在电主轴末端，电主轴和机器人

六轴法兰之间安装有力控传感器；所述力控传感器为六维传感器，可测量直角坐标系中六

个方向的力并进行控制力的大小。

[0027] 作为优选，所述硬质合金旋转锉的转速可通过电主轴和变频器进行控制；在打磨

钛合金时，电主轴转速为：5000-7000RPM。

[0028]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优点如下：

[0029] 1、采用成本较低的硬质合金旋转锉代替金刚石磨头进行长圆弧打磨，旋转锉刀头

上有环绕一圈的刀刃，刀刃之间有缝隙散热、排屑；

[0030] 2、对待打磨圆弧段的圆角坐标进行采集，对圆弧段轨迹进行规划，只对关键的圆

角部位进行打磨，提高打磨效率，减少刀具成本；

[0031] 4、采用大流量冷却液辅助加工后可提高刀具转速，降低刀具和铸件打磨部位的温

度，带走切屑，减小刀具磨损，避免零件烧伤；

[0032] 5、使用力控传感器对打磨压力进行控制，使刀具始终保持恒定压力打磨，对轻微

磨损后的刀具进行补偿使其能继续加工；且使用机器人和力控传感器控制加工路径，不会

发生切削颤振，从而降低刀具磨损；

[0033] 6、为保证刀具效率最大化和打磨表面质量最佳，使刀具和待加工圆弧切线方向呈

一定角度，保证刀具以最大线速度和最佳打磨部位进行打磨。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5] 1、降低了打磨铸件长圆弧所需要的刀具要求，使用硬质合金旋转锉即可进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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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2、对关键的圆角部分进行轨迹规划和打磨，降低了打磨工作量，提高了打磨效率并降低

了刀具成本；3、在使用硬质合金旋转锉进行打磨时增加冷却液，可适当提高刀具转速，避免

零件烧伤粘刀，降低打磨时的刀具磨损，使打磨零件所需要的刀具数量减少，；4、使用力控

传感器对打磨压力进行控制，避免了切削颤振，降低了刀具磨损；5、对打磨速度和方向进行

选取，使刀具的效率和寿命达到最大化。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发明的自动化打磨系统示意图；

[0037] 图2为本发明的末端工具示意图；

[0038] 图3为本发明所用的硬质合金旋转锉示意图；

[0039] 图4为本发明打磨时刀柄方向的示意图；

[0040] 图中：1-机器人底座，2-机器人，3-力控传感器，4-连接法兰，5-电主轴，6-硬质合

金旋转锉，7-冷却液阀块，8-冷却液竹节管，9-末端工具，10-圆弧，11-内切圆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

明，以下实施例，机器人基于采用ABB  IRB  6700-200/2.60型号六轴机器人来说明，力控传

感器采用六轴力传感器。

[0042]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低刀具成本的圆弧打磨方法及工艺的较佳实施方式适用

于钛合金自动化打磨系统，所述打磨系统包括机器人底座1、机器人2、末端工具9，其中末端

工具9如图2所示，包括力控传感器3、连接法兰4、电主轴5、硬质合金旋转锉6、冷却液阀块7、

冷却液竹节管8，其中硬质合金旋转锉6如图3所示。机器人2通过六个螺栓和三个销固定安

装于机器人底座1上，机器人2六轴法兰盘上安装有力控传感器3，力控传感器3另一端与连

接法兰4通过螺栓固定连接，连接法兰4上通过六个螺栓固定安装有电主轴5，连接法兰4另

一侧安装有冷却液阀块7，冷却液阀块7有一个进口和两个出口，两个出口分别安装有一个

竹节管。本发明打磨对象工件外表面环形零件与其内切圆柱11的柱面之间的内凹圆角组成

环形的圆弧10，如图4所示。

[0043] 本发明低刀具成本圆弧打磨方法的较佳实施方式包括以下步骤：

[0044] 步骤1：根据所需要打磨圆弧的圆角半径大小选择合适大小的硬质合金旋转锉型

号，例如圆角半径为8mm的长圆弧使用D12型号硬质合金旋转锉进行打磨；

[0045] 步骤2：将待打磨的圆弧段进行分段，每60°为一段进行单独打磨，打磨完成后使工

作台转动60°打磨下一圆弧段；

[0046] 步骤3：在圆弧段0°位置使用力控传感器控制刀具在高于待打磨部位向圆弧的圆

心方向步进，如图4所示，为水平方向，直至检测到刀具接触到圆弧的内切圆柱侧面，然后使

刀具在竖直方向(圆弧或者内切圆柱11的轴向)向待打磨圆角步进，图4中垂直向下方向，直

至检测到刀具在竖直方向靠近圆弧的圆角，记录当前坐标点A；依次在20°、40°、60°重复上

述步骤，分别获得坐标点B、C、D；

[0047] 步骤4：以A、B、C、D四个坐标点以及圆弧段半径对圆弧打磨路径进行重新规划，使

实际打磨路径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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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步骤5：计算打磨钛合金时最佳的冷却液流量和冷却液压力(冷却液喷出压力为

0.5-0.9Mpa，流量不低于10L/min)，并通过调节冷却系统的节流阀和溢流阀对冷却液的流

量和压力进行调节，然后通过调整竹节管的来调整冷却液的流向，使刀具切削时前后均有

冷却液喷到；在打磨时即可通过冷却液来降低切削温度，带走切屑，防止钛合金烧伤，降低

刀具在打磨时的磨损速度；

[0049] 步骤6：控制刀具在打磨时，打磨力在圆弧向心方向的分力大小为15～20N，在向下

方向(即圆弧轴线向着圆角方向)的分力大小为15～20N，使硬质合金旋转锉始终与待打磨

的圆弧相贴，可避免刀具发生颤振、减少刀具磨损，且在刀具轻微磨损后仍可通过控制力控

传感器的输出压力以补偿刀具磨损继续加工，而传统的采用绝对轨迹进行打磨的方式则无

法进行实时刀具补偿；如图4所示，调整机器人的姿态使刀具轴线和圆弧所在平面呈15°角，

使刀具始终以最大直径切削刃进行打磨，提高刀具使用寿命和打磨效率；控制刀具沿打磨

路径打磨，进给速度为3～5mm/s。

[0050] 本实施例中，所述旋转锉的转速可通过电主轴和变频器进行控制；在打磨钛合金

时，最佳电主轴转速为：6000RPM。所述硬质合金刀具通过ER夹头安装在电主轴末端，电主轴

和机器人六轴法兰之间安装有力控传感器；所述力控传感器可测量直角坐标系中六个方向

的力并进行控制力的大小，力控传感器的最大量程为2500N；在进行圆弧打磨时通过力控传

感器控制打磨压力为15～20N。

[0051] 上述一种低刀具成本的圆弧打磨方法及工艺通过降低打磨刀具的要求、降低刀具

的磨损速度、对刀具进行补偿以提高刀具寿命、优化打磨姿势几个步骤降低了钛合金自动

打磨系统中的长圆弧段打磨的刀具成本，并减少了换刀次数，提高了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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