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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57)摘要
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包括底座和打磨
臂，
所述的底座上设置有支撑板，
所述的支撑板
的顶端设置有打磨臂，
所述的打磨臂与支撑板之
间设置有导向板，
在所述的打磨臂的末端设置有
打磨头，
所述的打磨头上设置有双排打磨辊。在
所述的打磨机器人上设置有打磨头，
能够让零部
件的打磨工效更加的好，
可以进行自动化的零部
件的打磨作业，
在打磨头上设置有打磨辊，
可以
通过打磨辊的旋转将零部件外表面的杂质进行
清理打磨掉，
让打磨的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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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包括底座和打磨臂，
所述的底座上设置有支撑板，
所述的支
撑板的顶端设置有打磨臂，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打磨臂与支撑板之间设置有导向板，
在所述
的打磨臂的末端设置有打磨头，
所述的打磨头上设置有双排打磨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打磨臂上设置有
电机，
电机带动打磨头上的打磨辊旋转动作，
在所述的打磨辊上内穿接有滚轴。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打磨辊外表面设
置有打磨层，
所述的打磨层上设置有细打磨颗粒。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打磨层上的细打
磨颗粒为刚玉颗粒。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底座旁设置有电
气控制箱，
所述的电气控制箱控制打磨臂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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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打磨装置，
具体涉及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在零部件加工的时候会需要进行多道工序的加工，
这样加工的零部件才能够达到
合格的使用效果，
在零部件加工的时候会需要进行零部件的打磨，
打磨零部件能够消除零
部件外表面的杂质，
可以将一些铁锈进行清除，
可以保持零部件外表面的光滑，
让零部件的
使用更加的方便，
但是很多企业都是使用人工进行打磨，
这样的打磨效果不好，
粉尘容易被
人体吸收造成工人身体受到影响，
打磨的效率也比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自动控制，
打磨高效的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包括底座和打磨臂，
所述的底座上
设置有支撑板，
所述的支撑板的顶端设置有打磨臂，
所述的打磨臂与支撑板之间设置有导
向板，
在所述的打磨臂的末端设置有打磨头，
所述的打磨头上设置有双排打磨辊。
[0005] 所述的打磨臂上设置有电机，
电机带动打磨头上的打磨辊旋转动作，
在所述的打
磨辊上内穿接有滚轴。
[0006] 所述的打磨辊外表面设置有打磨层，
所述的打磨层上设置有细打磨颗粒。
[0007] 所述的打磨层上的细打磨颗粒为刚玉颗粒。
[0008] 所述的底座旁设置有电气控制箱，
所述的电气控制箱控制打磨臂的运动。
[0009] 本发明的优点是：
在所述的打磨机器人上设置有打磨头，
能够让零部件的打磨工
效更加的好，
可以进行自动化的零部件的打磨作业，
在打磨头上设置有打磨辊，
可以通过打
磨辊的旋转将零部件外表面的杂质进行清理打磨掉，
让打磨的效率提高。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打磨辊示意图。
[0012] 图中：
1为底座，
2为打磨臂，
3为支撑板，
4为导向板，
5为打磨头，
6为打磨辊，
7为打
磨层，
8为电气控制箱，
9为安装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实施例1
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包括底座1和打磨臂2，
所述的底座1上设置有支撑板3，
所述的
支撑板3的顶端设置有打磨臂2，
所述的打磨臂2与支撑板3之间设置有导向板4，
在所述的打
磨臂2的末端设置有打磨头5，
所述的打磨头5上设置有双排打磨辊6。
[0014] 所述的打磨2臂上设置有电机7，
电机7带动打磨头上的打磨辊6旋转动作，
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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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磨辊6上内穿接有滚轴。
[0015] 所述的打磨辊6外表面设置有打磨层7，
所述的打磨层7上设置有细打磨颗粒。
[0016] 所述的打磨层7上的细打磨颗粒为刚玉颗粒。
[0017] 所述的底座1旁设置有电气控制箱8，
所述的电气控制箱8控制打磨臂的运动。
[0018] 实施例2
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包括底座1和打磨臂2，
所述的底座1上设置有支撑板3，
所述的
支撑板3的顶端设置有打磨臂2，
所述的打磨臂2与支撑板3之间设置有导向板4，
在所述的打
磨臂2的末端设置有打磨头5，
所述的打磨头5上设置有双排打磨辊6。
[0019] 所述的打磨2臂上设置有电机7，
电机7带动打磨头上的打磨辊6旋转动作，
在所述
的打磨辊6上内穿接有滚轴。
[0020] 所述的打磨辊6外表面设置有打磨层7，
所述的打磨层7上设置有细打磨颗粒。
[0021] 所述的打磨层7上的细打磨颗粒为刚玉颗粒。
[0022] 所述的底座1旁设置有电气控制箱8，
所述的电气控制箱8控制打磨臂的运动。
[0023] 所述的底座1下设置有安装架9，
所述的安装架9分布在底座下端，
所述的安装架9
下端设置有波纹状槽。
[0024] 实施例3
一种打磨用打磨机器人，
包括底座1和打磨臂2，
所述的底座1上设置有支撑板3，
所述的
支撑板3的顶端设置有打磨臂2，
所述的打磨臂2与支撑板3之间设置有导向板4，
在所述的打
磨臂2的末端设置有打磨头5，
所述的打磨头5上设置有双排打磨辊6。
[0025] 所述的打磨2臂上设置有电机7，
电机7带动打磨头上的打磨辊6旋转动作，
在所述
的打磨辊6上内穿接有滚轴。
[0026] 所述的打磨辊6外表面设置有打磨层7，
所述的打磨层7上设置有细打磨颗粒。
[0027] 所述的打磨层7上的细打磨颗粒为刚玉颗粒。
[0028] 所述的底座1旁设置有电气控制箱8，
所述的电气控制箱8控制打磨臂的运动。
[0029] 所述的底座1下设置有安装架9，
所述的安装架9分布在底座下端，
所述的安装架9
下端设置有波纹状槽
所述的打磨臂2在电气控制箱的控制下进行多角度的旋转，
在打磨臂2为旋转臂，
所述
的旋转臂可以进行360 °
的旋转，
所述的打磨层7上可以设置有打磨片，
所述的打磨片上设置
有打磨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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