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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修边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修边机，它包括机架，

所述机架的工作台面上设有升降机构、多轴机械

臂、治具定位机构、对刀机构以及出料机构；所述

多轴机械臂包括固定底座、转动连接在固定底座

上部的内节臂以及转动连接在内节臂外端的外

节臂；所述内节臂和外节臂的转动轴竖向设置，

且相互平行；所述外节臂的外端设有安装板，安

装板上间隔设置有铣刀和气动夹爪A；所述固定

底座连接在升降机构上，其通过升降机构驱动进

行竖向位移。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操

作自动化且可适用于高强度作业的修边机。本实

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可自动完成工件

的上料定位、修边以及下料操作；并且可以对铣

刀进行修边后冷却、对刀补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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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修边机，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的工作台面上设有升降机构

(2)、多轴机械臂(3)、治具定位机构(4)、对刀机构(5)以及出料机构(6)；

所述多轴机械臂(3)包括固定底座(31)、转动连接在固定底座(31)上部的内节臂(32)

以及转动连接在内节臂(32)外端的外节臂(33)；所述内节臂(32)和外节臂(33)的转动轴竖

向设置，且相互平行；所述外节臂(33)的外端设有安装板(34)，安装板(34)上间隔设置有铣

刀(35)和气动夹爪A(36)；所述固定底座(31)连接在升降机构(2)上，其通过升降机构(2)驱

动进行竖向位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修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治具定位机构(4)包括固定底板

(41)，固定底板(41)的上侧设有支撑杆(42)、定位销(43)以及气动夹爪B(4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修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机构(6)包括斜向设置的出料

滑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修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机构(6)、治具定位机构(4)以

及对刀机构(5)由左至右依次设置；所述多轴机械臂(3)的固定底座(31)设于治具定位机构

(4)的后侧，其上的内节臂(32)和外节臂(33)的活动范围覆盖出料机构(6)、治具定位机构

(4)以及对刀机构(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修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2)为伺服升降滑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修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的工作台面上还设有用于

冷却铣刀(35)的冷却槽，所述冷却槽内装有冷却液。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修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对刀机构(5)包括用于

检测铣刀(35)磨损度并控制升降机构(2)进行长度补偿的对刀仪(5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修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对刀机构(5)还包括中心冲针(52)

以及驱动中心冲针(52)水平位移的线轨滑台(53)；所述中心冲针(52)的底部固定在线轨滑

台(53)上，其顶部支撑在铣刀(35)底端，用于固定铣刀(35)的安装高度。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修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对刀仪(51)设置在线轨滑台(53)

上，且线轨滑台(53)的初始工位上设有用于罩设对刀仪(51)的防尘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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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边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修边机。

背景技术

[0002] 铸造工艺生产的铸件边缘通常都会存在凸台和毛刺，后期需要用铣刀进行修边处

理。现有的修边机都是在多轴机械臂末端设置丝杆升降机构，通过丝杆升降机构控制铣刀

的Z轴行程，由于丝杆结构较细，处理高强度铸件或者铣削量大的铸件，十分不稳定，容易损

坏。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操作自动化且可适用于高强度作业的修边机。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修边机，它包括机架，所述机架的

工作台面上设有升降机构、多轴机械臂、治具定位机构、对刀机构以及出料机构；所述多轴

机械臂包括固定底座、转动连接在固定底座上部的内节臂以及转动连接在内节臂外端的外

节臂；所述内节臂和外节臂的转动轴竖向设置，且相互平行；所述外节臂的外端设有安装

板，安装板上间隔设置有铣刀和气动夹爪A；所述固定底座连接在升降机构上，其通过升降

机构驱动进行竖向位移。

[0005] 较之现有技术而言，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06] 1 .本实用新型包括升降机构、多轴机械臂、治具定位机构、对刀机构、冷却槽以及

出料机构，可自动完成工件的上料定位、修边以及下料操作；并且可以对铣刀进行修边后冷

却、对刀补偿处理。

[0007] 2.本实用新型的多轴机械臂固定连接在升降机构上，通过升降机构带动多轴机械

臂末端的铣刀升降运动，伺服升降滑台相比于传统的丝杆结构稳定性高，可处理高强度铸

件或者铣削量大的铸件。

[0008] 3.本实用新型设置有对刀仪，每次铣刀修边后，可通过对刀仪检测铣刀的磨损度

并控制升降机构进行长度补偿，以保证后续修边的精度。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修边机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修边状态)。

[0010] 图2是修边机的俯视图。

[0011] 图3是多轴机械臂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4是对刀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5是治具定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6是修边机的工作状态图(下料抓取状态)。

[0015] 图7是修边机的工作状态图(出料状态)。

[0016] 图8是修边机的工作状态图(对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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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9是修边机的工作状态图(换刀状态)。

[0018] 标号说明：1机架、2升降机构、3多轴机械臂、31固定底座、32内节臂、33外节臂、34

安装板、35铣刀、36气动夹爪A、4治具定位机构、41固定底板、42支撑杆、43定位销、44气动夹

爪B、5对刀机构、51对刀仪、52中心冲针、53线轨滑台、54防尘盖、6出料机构、7工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0020] 如图1至图9所示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修边机的实施例示意图。

[0021] 一种修边机，它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的工作台面上设有升降机构2、多轴机械臂

3、治具定位机构4、对刀机构5以及出料机构6；

[0022] 所述多轴机械臂3包括固定底座31、转动连接在固定底座31上部的内节臂32以及

转动连接在内节臂32外端的外节臂33；所述内节臂32和外节臂33的转动轴竖向设置，且相

互平行；所述外节臂33的外端设有安装板34，安装板34上间隔设置有铣刀35和气动夹爪

A36；所述固定底座31连接在升降机构2上，其通过升降机构2驱动进行竖向位移。

[0023] 所述治具定位机构4包括固定底板41，固定底板41的上侧设有支撑杆42、定位销43

以及气动夹爪B44。

[0024] 所述出料机构6包括斜向设置的出料滑道。

[0025] 所述出料机构6、治具定位机构4以及对刀机构5由左至右依次设置；所述多轴机械

臂3的固定底座31设于治具定位机构4的后侧，其上的内节臂32和外节臂33的活动范围覆盖

出料机构6、治具定位机构4以及对刀机构5。

[0026] 所述升降机构2为伺服升降滑台。

[0027] 所述机架1的工作台面上还设有用于冷却铣刀35的冷却槽，所述冷却槽内装有冷

却液。

[0028] 所述对刀机构5包括用于检测铣刀35磨损度并控制升降机构2进行长度补偿的对

刀仪51。

[0029] 所述对刀机构5还包括中心冲针52以及驱动中心冲针52水平位移的线轨滑台53；

所述中心冲针52的底部固定在线轨滑台53上，其顶部支撑在铣刀35底端，用于固定铣刀35

的安装高度。

[0030] 所述对刀仪51设置在线轨滑台53上，且线轨滑台53的初始工位上设有用于罩设对

刀仪51的防尘盖54。

[003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2] 1.通过多轴机械臂3上的气动夹爪A36(或者配套的机械臂)将工件7移动至治具定

位机构4上，治具定位机构4的气动夹爪B44抓取定位工件7；

[0033] 2.多轴机械臂3配合升降机构2，带动铣刀35对上述工件7进行修边处理；

[0034] 3.修边处理后，气动夹爪A36抓取工件7并转移至出料机构6，工件由出料滑道滑动

至外接的输送带；

[0035] 4.多轴机械臂3带动铣刀35移动至冷却槽，通过冷却液冷却铣刀35；

[0036] 5.多轴机械臂3带动铣刀35移动至对刀机构5，线轨滑台53驱动对刀仪51滑出防尘

盖54，并正对铣刀35的下方，升降机构2驱动铣刀35下降，对刀仪51根据铣刀35的下降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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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铣刀35是否磨损，并反馈信息，使下一次修边操作补偿误差距离；

[0037] 6.当需要更换铣刀35时，先拆下损坏的铣刀，并将新铣刀插置在安装孔内，用手顶

住铣刀，接着线轨滑台53驱动中心冲针52滑动至铣刀35的下方，松开铣刀，使其下降并支撑

在中心冲针52上，从而定位铣刀35的安装高度，最后锁定铣刀。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5315930 U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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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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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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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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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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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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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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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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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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