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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专利涉及一种机械加工机床，更具体

而言，涉及一种双工位模块化打磨抛光机床。当

前铸件打磨抛光可采用打磨抛光机器人或打磨

抛光专用机床。打磨抛光机器人的优点是打磨抛

光精度高，缺点是打磨抛光机器人示教时间长，

企业投入成本大。而打磨抛光专用机床则具有效

率高、成本低、一次投入少、维修易等优点。随着

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工业产品生产节奏的

加快，急需设计一种具有双工位的高效铸件打磨

抛光机床。设计一种具有双工位的打磨抛光机

床，同一个工位负责工件的不同打磨抛光位置，

两个工位流水线作业，显著提高铸件打磨抛光的

效率。同时，本双工位机床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大

幅缩短机床的制造周期，降低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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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工位模块化打磨抛光机床，包含床身模块、左工作台模块、右工作台模块、左

主轴模块、右主轴模块；其中床身模块可一体铸造而成，也可分为水平床身和竖直床身而分

体铸造，再进行机械联接。

2.左工作台模块旋转工作台和右工作台模块旋转工作台可在水平床身的水平导轨上

进行水平方向的移动，同时左工作台模块旋转工作台电机的转动可带动左工作台水平模块

旋转工作台进行转动。

3.左主轴模块和右主轴模块可分别连接于竖直床身左右两侧，可沿竖直床身的竖直导

轨进行升降运动。

4.左主轴模块与右主轴模块可安装铸件打磨刀具对铸件进行打磨，也可安装抛光刀具

对铸件进行抛光。

5.左主轴模块和右主轴模块中的旋转电机可带动铸件打磨刀具或铸件抛光刀具旋转

到指定位置。

6.左主轴模块和右主轴模块中的竖直电机可带动铸件打磨刀具或铸件抛光刀具升降

到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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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工位模块化打磨抛光机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专利涉及一种机械加工机床，更具体而言，涉及一种双工位模块化打磨抛

光机床。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大批量生产的零件或形状复杂的需要打磨抛光处理的零件，采用人工打磨抛

光的话，打磨抛光质量无法保证，同时随着人工成本不断上升，工作环境恶劣对人身体的伤

害也必须考虑。

[0003] 当前铸件打磨抛光可采用打磨抛光机器人或打磨抛光专用机床。打磨抛光机器人

的优点是打磨抛光精度高，缺点是打磨抛光机器人示教时间长，企业投入成本大。而打磨抛

光专用机床则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一次投入少、维修易等优点。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

发展，工业产品生产节奏的加快，急需设计一种具有双工位的高效铸件打磨抛光机床。

[0004] [CN  201520372094.5]发明了一种双工位磨抛一体机，实现粗抛加工与精抛加工，

提高夹具抛光的工作效率。但此机床只能用来打磨抛光木质家具，不能用来打磨抛光金属

铸件。

[0005] [201610756990.0]发明了一种具有双工位工作台的机床，包括底座以及安装在底

座上的龙门架，采用两个加工台，实现加工不同规格的工件。此发明的特点采用龙门框架，

配备一套驱动动力装置和两个加工台，结构上与本专利提出的结构相差较大。

发明内容

[0006] 设计一种具有双工位的打磨抛光机床，同一个工位负责工件的不同打磨抛光位

置，两个工位流水线作业，显著提高铸件打磨抛光的效率。同时，本双工位机床采用模块化

设计，可大幅缩短机床的制造周期，降低维护成本。

[0007] 一种双工位模块化打磨抛光机床，包含床身模块1、左工作台模块2、右工作台模块

3、左主轴模块4、右主轴模块5。

[0008] 此双工位打磨抛光机床，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将一个能完成复杂打磨抛光任务

的机床，分解成多个具有独立功能的子模块，各模块互相协调配合，完成所有的打磨抛光动

作需求。采用这种设计思想是基于机床功能的扩展及使用过程中某个模块快速维修更换两

方面原因来考虑的。

[0009] 此双工位机床，其床身模块包含水平床身和竖直床身两部分，可采用统一铸造的

方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铸造也可对水平床身和竖直床身单独铸造，然后再进行机械装配。

采用一体铸造，加工较难，但床身的稳定性较好；水平床身和竖直床身采用单独铸造，可使

加工方便，两者各有优缺点。

[0010] 此双工位机床，设计有左工作台模块和右工作台模块，此两个模块共用两条水平

导轨，左工作台模块和右工作台模块都可沿着水平导轨移动，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既保证了

工作台模块具有足够的水平移动空间，又可使得左右工作台模块可共用水平导轨，增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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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抛光工艺稳定性，进而提高打磨抛光质量。左工作台模块和右工作台模块上分别装有旋

转工作台，在旋转电机的带动下，可将需要打磨抛光的铸件旋转至指定的角度。

[0011] 此双工位机床，在竖直床身的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左主轴模块和右主轴模块。左

主轴模块和右主轴可沿竖直导轨上下移动。左主轴模块中的左水平移动电机及左旋转电机

可分别带动打磨抛光刀具进行水平移动及旋转。这样打磨抛光刀具本身相当于具有3个自

由度，待打磨抛光铸件本身具有2个自由度，故本双工位模块化打磨抛光机床的每个工件实

则为一个5自由度打磨抛光单元，可完成任意复杂零件的打磨抛光要求。

[0012] 此双工位机床，左主轴模块、右主轴模块根据打磨或抛光的要求，可分别安装打磨

刀具或抛光刀具，进而对铸件完成指定的打磨任务或抛光任务。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该双工位、双主轴的机床，不但可以一次性同

时对两个铸件进行打磨或抛光作业，也可以按照需要依次加工或仅加工一个铸件，整体机

床在满足刚度要求的前提下，占地面积小，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加工效率。同时在机床床身

方面，可根据实际的加工工艺条件，水平床身和竖直床身既可采用统一铸造的方式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铸造也可单独铸造，然后进行机械装配。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双工位模块化打磨抛光机床轴侧图；

图2为一体化床身轴侧图；

图3为一体化床身后视图；

图4为分体床身轴侧图；

图5为分体床身中的水平床身轴侧图；

图6为分体床身中的竖直床身轴侧图；

图7为左工作台模块正视图；

（右工作台模块正视图与图7对称，工作原理相同，此处略）；

图8为左工作台模块轴侧图；

图9为左主轴模块正视图；

图10为左主轴模块左视图；

图11为左主轴模块轴俯视图；

图12为左主轴模块轴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图11和图12所示，该双工位打磨抛

光机床由床身模块1、左工作台模块2、右工作台模块3、左主轴模块4、右主轴模块5组成。

[0016] 床身模块1包含水平床身9和竖直床身10，既可整体铸造，也可在分体铸造后经机

械联接为一体。在水平床身9下部有地脚螺栓槽7，借助地脚螺栓将床身固定于地基上。水平

床身9上的水平床身导轨槽6固定有水平导轨20。竖直床身10上的竖直床身导轨槽8固定有

左主轴模块竖直导轨47。

[0017] 以左工作台模块2为例说明工作台模块的实施方式（因右工作台模块3与左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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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2对称，故此处略）。左工作台模块水平移动电机13前端连有左工作台模块减速器14，左

工作台模块减速器14通过螺栓固定于左工作台模块电机座15上。左工作台模块联轴器16穿

过左工作台模块电机座15以及左工作台模块水平滑枕22将左工作台模块减速器14输出轴

与左工作台模块丝杠21连在一起。左工作台模块水平滑枕22通过螺栓与左工作台模块滑块

18相连。左工作台模块滑块18可在水平床身9的水平导轨20上滑动。左工作台模块旋转工作

台电机24与左工作台模块旋转工作台23相连，左工作台模块旋转工作台23通过螺栓固定于

左工作台模块水平滑枕22上。左工作台模块旋转工作台23可借助夹具固定待打磨或抛光的

铸件。

[0018] 以左主轴模块4为例说明主轴模块的实施方式（因右主轴模块5与主轴模块4对称，

故此处略）。左主轴模块主轴电机25与左主轴模块电机座26通过螺栓相连。左主轴模块电机

座26固定于左主轴模块旋转工作台27上。左主轴模块旋转电机31与左主轴模块旋转电机减

速器32相连，左主轴模块旋转电机减速器32的输出轴与左主轴模块旋转工作台27相连。左

主轴模块主轴滑枕28的右侧安装有左主轴模块水平导轨29，左主轴模块水平导轨29穿过左

主轴模块竖直移动滑块38。左主轴模块水平移动电机33与左主轴模块水平移动电机减速器

34相连，左主轴模块水平移动电机减速器34输出轴通过左主轴模块水平移动电机联轴器35

与左主轴模块水平丝杠39相连，左主轴模块水平丝杠39上装有左主轴模块水平丝母40，左

主轴模块水平丝母40与左主轴模块滑枕28通过螺栓固定。这样左主轴模块水平丝杠39将带

动左主轴模块主轴电机25等部分进行水平方向的运动。左主轴模块竖直电机45与左主轴模

块竖直减速器44相连，左主轴模块竖直减速器44输出轴通过左主轴模块竖直联轴器43与左

主轴模块竖直丝杠41相连，左主轴模块竖直丝杠41穿过左主轴模块竖直丝母46，左主轴模

块竖直丝母45与左主轴模块竖直滑枕37通过螺栓固定。这样左主轴模块竖直丝杠41的转动

将带动左主轴模块主轴电机25等部分进行竖直方向的运动。

[0019] 以上优选的实施方式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和特点，目的在于让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是根据本

发明实质所作出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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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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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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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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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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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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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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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2

CN 110640593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