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45777.3

(22)申请日 2018.11.29

(71)申请人 李配灯

地址 51600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红

星居委会崇雅公寓7栋501号

(72)发明人 李配灯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细软智谷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责任公司 11471

代理人 张丹

(51)Int.Cl.

B24B 19/00(2006.01)

B24B 5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弧面抛光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弧面抛光装置，涉及弧面

加工技术领域，包括：用于抛光的加工装置和用

于放置工件的载物台，所述加工装置通过用于控

制所述加工装置位置的控制装置与底座连接，所

述载物台通过旋转装置与所述底座连接。通过控

制工件旋转，配合工件两侧设置的加工装置不断

移动进行抛光，能够单独对工件侧边的弧面进行

抛光，避免材料的浪费，生产效率高，具有较高的

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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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抛光的加工装置(1)和用于放置工件的

载物台(2)，所述加工装置(1)通过用于控制所述加工装置(1)位置的控制装置(3)与底座

(4)连接，所述载物台(2)通过旋转装置(5)与所述底座(4)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装置(1)设置为两个，两

个所述加工装置(1)分别设置于工件的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3)包括用于控制

所述加工装置(1)上升和下降的升降装置(301)和用于控制加工装置(1)在水平方向靠近和

远离工件移动的移动装置(30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装置(302)包括滑动箱

(6)，所述滑动箱(6)与所述加工装置(1)连接，所述滑动箱(6)下部设置有第一滑块，所述第

一滑块套设在所述底座(4)上设置的第一滑轨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301)包括第二滑

块，所述第二滑块套设在所述滑动箱(6)侧壁上设置的第二滑轨上，所述第二滑块与所述加

工装置(1)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装置(1)与所述第二滑

块通过支撑座(7)连接，所述加工装置(1)通过转轴(8)与所述支撑座(7)形成可转动连接，

所述转轴(8)由第一伺服电机(9)驱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装置(5)包括支座(501)

和第二伺服电机(502)，所述支座(501)设置在所述底座(4)上，所述第二伺服电机(502)通

过第一传动轴(10)与所述载物台(2)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4)上设置有用于取放

工件的机械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装置(1)包括抛光轮

(101)和第二伺服电机(102)，所述抛光轮(101)通过第二传动轴(103)与所述第二伺服电机

(102)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弧面抛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抛光轮(101)设置为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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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弧面抛光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弧面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弧面抛光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手机的要求也日益增多，为了追求更好的触感及视觉体

验，手机屏幕由平面逐渐演变为2.5D弧面结构,在2.5D弧面结构加工过程中，抛光加工是光

学深加工中最重要的工序之一。2.5D弧面结构抛光机拥有很庞大的市场空间。

[0003] 现有的2.5D弧面结构抛光机，只能整体进行抛光，即同时加工中间的平面和两侧

的弧面，当平面抛光度满足要求而弧面不满足时，只能整体重新抛光，不能单独抛光弧面，

造成材料的浪费，生产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弧面抛光装置，通过控制工件旋转，配合工件两侧设

置的加工装置不断移动进行抛光，能够单独对工件侧边的弧面进行抛光，避免材料的浪费，

生产效率高，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弧面抛光装置，包括：用于抛光的加工装置和用于放置工件的

载物台，所述加工装置通过用于控制所述加工装置位置的控制装置与底座连接，所述载物

台通过旋转装置与所述底座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加工装置设置为两个，两个所述加工装置分别设置于工件的两侧。

[0008] 优选地，所述控制装置包括用于控制所述加工装置上升和下降的升降装置和用于

控制加工装置在水平方向靠近和远离工件移动的移动装置。

[0009] 优选地，所述移动装置包括滑动箱，所述滑动箱与所述加工装置连接，所述滑动箱

下部设置有第一滑块，所述第一滑块套设在所述底座上设置的第一滑轨上。

[0010] 优选地，所述升降装置包括第二滑块，所述第二滑块套设在所述滑动箱侧壁上设

置的第二滑轨上，所述第二滑块与所述加工装置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加工装置与所述第二滑块通过支撑座连接，所述加工装置通过转轴

与所述支撑座形成可转动连接，所述转轴由第一伺服电机驱动。

[0012] 优选地，所述旋转装置包括支座和第二伺服电机，所述支座设置在所述底座上，所

述第二伺服电机通过第一传动轴与所述载物台连接。

[0013] 优选地，所述底座上设置有用于取放工件的机械手。

[0014] 优选地，所述加工装置包括抛光轮和第二伺服电机，所述抛光轮通过第二传动轴

与所述第二伺服电机连接。

[0015] 优选地，所述抛光轮设置为多个。

[0016]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17] 现有的2.5D弧面结构抛光机，只能整体进行抛光，即同时加工中间的平面和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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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弧面，当平面抛光度满足要求而弧面不满足时，只能整体重新抛光，不能单独抛光弧面，

造成材料的浪费，生产效率低。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弧面抛光装置，应用于弧面加工技术领域

中,通过控制工件旋转，配合工件两侧设置的加工装置不断移动进行抛光，能够单独对工件

侧边的弧面进行抛光，避免材料的浪费，生产效率高，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0018] 本发明的优选方案中，底座上设置有机械手，利用工件旋转一周的倍数后位置不

变的特性，使用机械手进行取放工件，避免了人为操作带来的危险和浪费，能够精确控制工

件位置，加工效果好，生产效率高。

[0019]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并不

能限制本申请。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弧面抛光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弧面抛光装置的控制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弧面抛光装置的加工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弧面抛光装置的旋转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加工装置；101、抛光轮；102、第二伺服电机；103、第二传动轴；2、载物台；

3、控制装置；301、升降装置；302、移动装置；4、底座；5、旋转装置；501、支座；502、第二伺服

电机；6、滑动箱；7、支撑座；8、转轴；9、第一伺服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27]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弧面抛光装置,如图1-图4所示，一种弧面抛光装

置，包括：用于抛光的加工装置1和用于放置工件的载物台2，加工装置1通过用于控制加工

装置1位置的控制装置3与底座4连接，载物台2通过旋转装置5与底座4连接。将工件固放在

载物台2上，加工装置1由安装在底座4上的控制装置3控制其移动从而接触工件进行抛光，

此时旋转装置5驱动载物台2旋转从而带动工件旋转，同时控制装置3不断控制加工装置1的

位置发生改变，保证加工装置1正常接触工件进行抛光。其中，旋转装置1旋转一圈即完成对

一个工件一圈的加工，根据工艺需求控制旋转装置1的旋转圈数。如此设置，通过控制工件

旋转，配合工件两侧设置的加工装置1不断移动进行抛光，能够单独对工件侧边的弧面进行

抛光，避免材料的浪费，生产效率高，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0028] 作为可选地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图4所示，加工装置1设置

为两个，两个加工装置1分别设置于工件的两侧。控制装置3对应设置为两个，均设置在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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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工件固放在载物台2后，两侧的加工装置1均有由对应的安装在底座4上的控制装置3控

制其移动从而接触工件进行抛光，然后旋转装置5驱动载物台2旋转从而带动工件旋转，同

时两个控制装置3不断控制其对应的加工装置1的位置发生改变，保证两个加工装置1同时

进行抛光。如此设置，工件旋转一周即对工件边缘的加工了两圈，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

[0029] 作为可选地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图3所示，控制装置3包括

用于控制加工装置1上升和下降的升降装置301和用于控制加工装置1在水平方向靠近和远

离工件移动的移动装置302。利用升降装置301控制加工装置1上升和下降，从而控制加工装

置1对弧面工件的压缩量，利用移动装置302控制加工装置1在水平方向靠近和远离工件移

动，移动装置302和升降装置301配合使用，如此设置，可达到更好的抛光效果。

[0030] 作为可选地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图3所示，移动装置302包

括滑动箱6，滑动箱6与加工装置1连接，滑动箱6下部设置有第一滑块，第一滑块套设在底座

4上设置的第一滑轨上，第一滑轨水平设置。如此设置，滑动箱6通过第一滑块在底座4上的

第一滑轨上滑动，带动加工装置1在水平方向靠近和远离工件移动，实现对加工装置1水平

位置的控制。其中，在第一滑块上设置丝杆螺母，丝杆螺母套设在丝杆上，丝杆通过伺服电

机驱动。如此设置，伺服电机驱动丝杆转动，带动套设在丝杆上的丝杆螺母移动，从而带动

第一滑块乃至滑动箱6移动，进而实现对加工装置1水平位置的控制，便于操作者精确控制

加工装置1的水平位置。

[0031] 作为可选地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图4所示，升降装置301包

括第二滑块，第二滑块套设在滑动箱6侧壁上设置的第二滑轨上，第二滑块与加工装置1连

接，第二滑轨竖直设置。如此设置，加工装置1通过第二滑块在滑动箱6侧壁上的第二滑轨上

滑动，实现对加工装置1竖直位置的控制，配合滑动箱6水平方向的移动，实现对加工装置1

所在位置的整体控制。其中，第二滑块连接套设在丝杆上的丝杆螺母，丝杆通过伺服电机驱

动。如此设置，伺服电机驱动丝杆转动，带动套设在丝杆上的丝杆螺母移动，从而带动第二

滑块移动，进而实现对加工装置1竖直位置的控制，便于操作者精确控制加工装置1的竖直

位置。

[0032] 作为可选地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图3所示，加工装置1与第

二滑块通过支撑座7连接，加工装置1通过转轴8与支撑座7形成可转动连接，转轴8由第一伺

服电机9驱动。如此设置，通过第一伺服电机9驱动转轴，可控制加工装置1相对于竖直方向

的倾斜角度，配合控制装置3对加工装置1位置的控制，达到更好的抛光效果。

[0033] 作为可选地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图4所示，旋转装置5包括

支座501和第二伺服电机502，支座501设置在底座4上，第二伺服电机502通过第一传动轴10

与载物台2连接。如此设置，通过伺服电机驱动传动轴，从而驱动载物台2旋转，配合加工装

置1的移动进行抛光，利用工件旋转一周后位置不变的特性，使用机械手进行取放工件，便

于操作者精确控制载物台2旋转。

[0034] 作为可选地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图4所示，底座4上设置有

用于取放工件的机械手。通过机械手将工件固放在载物台2上，加工工件时，工件旋转以一

圈为基数成倍进行旋转，保证工件放置时和取下时位置不变，使得机械手可顺利将工件拿

取下来。减少了人力的浪费，减轻了人工操作的危险性，避免了人工失误导致材料资源的浪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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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作为可选地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图4所示，加工装置1包括

抛光轮101和第二伺服电机102，抛光轮101通过第二传动轴103与第二伺服电机102连接。如

此设置，通过第二伺服电机102驱动第二传动轴乃103至抛光轮101，便于操作者精确控制抛

光轮101的转速，达到更好的抛光效果。

[0036] 作为可选地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图4所示，抛光轮101设置

为多个，其中，每个抛光轮101均连接一个第二传动轴103，每两个第二传动轴103之间通过

同步带连接，第二伺服电机102可同时驱动所有第二传动轴103乃至所有抛光轮101，载物台

2和旋转装置5对应抛光轮101的数量设置。如此设置，可设置多个的抛光轮101对多个工件

进行加工，大大增加了加工效率。

[003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弧面抛光装置，应用于弧面加工技术技术领域中，通过

控制工件旋转，配合工件两侧设置的加工装置1不断移动进行抛光，能够单独对工件侧边的

弧面进行抛光，避免材料的浪费，生产效率高，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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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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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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