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955224.3

(22)申请日 2020.09.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077615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2.15

(73)专利权人 东北大学

地址 110819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三巷11号

(72)发明人 孟凡伟　于涛　贺亚杰　陈新　

于天彪　赵继　

(74)专利代理机构 大连东方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21212

代理人 李洪福

(51)Int.Cl.

B23Q 1/01(2006.01)

B23Q 1/25(2006.01)

B23Q 3/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9848767 A,2019.06.07

CN 109848767 A,2019.06.07

CN 209887154 U,2020.01.03

CN 110695746 A,2020.01.17

CN 111451880 A,2020.07.28

CN 206263736 U,2017.06.20

CN 207577946 U,2018.07.06

CN 204843524 U,2015.12.09

CN 210139203 U,2020.03.13

WO 9718918 A1,1997.05.29

审查员 胡静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

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

系统的加工装置，机床底座，所述机床底座上安

装有工作台，且所述工作台上安装有用于装夹离

轴多反成像系统的专用夹具，所述机床底座上安

装有移动框架，所述移动框架内安装有提升架，

所述提升架内安装有提升板，且所述提升板上设

有转动轴，转动轴的底部通过U型板连接有小型

超声电主轴和摆动电机，所述小型超声电机主轴

可进行X、Y、Z三轴运动且可发生旋转和摆动运

动。在进行复杂面型加工时，能够多自由运动的

小型超声电主轴能够加工复杂曲面，且有较高的

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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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机床底座，所述机床底座

上安装有工作台，且所述工作台上安装有用于装夹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专用夹具，所述机

床底座上安装有移动框架，所述移动框架通过驱动所述移动框架沿所述移动框架的宽度方

向运动的Y轴驱动装置与所述机床底座连接，所述移动框架内安装有提升架，所述移动框架

的侧壁上安装有驱动所述提升架沿所述移动框架的长度方向运动的X轴驱动装置，所述提

升架内安装有提升板，且所述提升架的顶部上安装有驱动所述提升板沿所述移动框架的高

度方向运动的Z轴驱动装置，所述提升板上安装有竖直设置的转动轴，所述转动轴的底部固

定有U型板，所述U型板内安装有小型超声电主轴，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的端部安装有刀具，

所述U型板内安装有驱动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在所述U型板内摆动的摆动电机，所述提升板

上安装有驱动所述转动轴沿其轴线转动的转动电机；

所述专用夹具包括固定底盘，所述固定底盘呈圆盘型，且所述固定底盘的上表面固定

有多组围绕其轴线均匀分布的支座组，且所述支座组包括加工在所述底盘上的多个位置固

定孔组和一个支座，所述位置固定孔组包括两个位置固定孔，所述支座通过其中一个所述

位置固定孔组和固定螺栓与所述固定底盘固定连接；所述支座的侧壁上固定有夹爪安装

块，所述夹爪安装块上设有夹爪，且所述夹爪安装块上设有竖直穿过所述夹爪安装块和所

述夹爪的紧定螺钉，所述紧定螺栓的轴线与所述底盘的轴线平行，所述夹爪呈人字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小型超声电主轴的外壁上固定有用于喷洒辅助液的喷洒装置，所述喷洒装置包括喷头和

将所述喷头固定在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外壁上的固定夹持装置，所述U型板的底部安装有

用于实时检测被加工光学元件面型参数的激光检测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工作台的外沿加工有环形收集槽，且所述环形收集槽的底部设有收集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夹爪安装块的中部通过紧固螺栓与所述支座的侧壁固定连接，且所述夹爪安装块在所述

紧固螺栓的上部和下部均设有穿过所述支座的侧壁的光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固定底盘通过底盘固定螺栓与所述工作台连接，且所述工作台上加工有多个倒置的T形

通槽，所述底盘固定螺栓的拧动端安装在所述T形通槽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机床底座包括床身，所述床身的底部四角处均固定有用于调节所述床身高度的床身支

架，所述床身包括床身基体和分别固定在所述床身基体宽度两端的固定板，且两个所述固

定板之间固定有横梁，所述Y轴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两个所述固定板之间的Y轴高精度滚珠

丝杠、设置在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两侧的Y轴滑轨和固定在其中一个所述固定板上用于

驱动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运动的Y轴高精度步进电机和Y轴联轴器，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

丝杠和所述Y轴滑轨的轴线与所述移动框架的宽度方向平行，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的输

出端与固定在所述移动框架底部的滑座固定连接，且所述移动框架的底部设有与所述Y轴

滑轨滑动连接的Y轴滑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移动框架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立板和设置在所述立板顶端连接两个所述立板的顶部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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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所述顶部横梁的延伸方向为所述移动框架的长度方向，所述X轴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安装

在两个所述立板之间的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安装在两个所述立板之间并设置在所述X轴高

精度滚珠丝杠上方和下方的X轴滑轨和驱动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运动的X轴高精度步进

电机和X轴联轴器，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和所述X轴滑轨的延伸方向与所述移动框架的

宽度方向平行，所述提升架与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的输出端固定连接，且所述提升架上

固定有与所述X轴滑轨滑动连接的X轴滑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提升架包括两个横板和设置在两个所述横板之间固定所述横板的竖板，所述竖板的延伸

方向为所述移动框架的高度方向，所述Z轴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两个所述横板之间的Z

轴高精度滚珠丝杠、安装在两个横板之间并设置在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左右两侧的Z轴

滑轨和驱动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运动的Z轴高精度步进电机和Z轴联轴器，所述Z轴高精

度滚珠丝杠和Z轴滑轨的延伸方向与所述移动框架的高度方向平行，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

杠的输出端与所述提升板固定连接，且所述提升板上安装有与所述Z轴滑轨滑动连接的Z轴

滑块。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小型超声电主轴通过摆动转轴与所述U型安装板转动连接，所述摆动电机安装在所述U型

安装板上，且所述摆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摆动转轴固定连接，所述摆动转轴的轴线垂直

于所述转动轴的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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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光学元件机械加工装置，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

系统的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在工农业、国防、航天等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及其产业的升

级，空间光学系统在农林业、海洋监测、地形测绘、军事侦察、资源普查、灾情防救中的应用

显著提高，空间光学系统主要是利用光学元件通过多次反射或折射对目标进行成像，在各

种光学结构中，由于反射式光学系统具有无色差、便于光路折叠、易于轻量化等特点，在空

间光学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使得空间光学系统朝着高分辨率、大视场的方向发展。

[0003] 离轴反射式光学系统具有没有中心遮拦、大视场和成像质量高等优点，广泛应用

于各种空间光学系统中，常用的离轴反射系统有离轴二反、离轴三反系统，随着加工技术和

调试精度的不断提升，出现了离轴四反、五反系统，采用离轴反射光学系统可以折叠光路，

有效的减小光学系统元件的尺寸，尤其是离轴反射系统采用自由光学曲面时，可以有效地

减小像差。

[0004] 但是离轴多反系统存在着镜片加工精度高、装配调试难度大等缺点，一直没有得

到广泛的应用。

[0005] 专利CN108466107A提供了一种用于离轴三反成像系统加工装置，采用一体加工方

式实现离轴三反系统的加工，但反射镜必须分布在同一圆周上，受到的约束性较大，不能自

由的适用于较为复杂的离轴光学系统加工。

[0006] 专利CN110126101A提供了一种用于离轴多反成像系统加工装置，加工时必须确定

光学系统中心位置和回转半径了，加工效率不高且受到的约束性较大，不能自由的适用于

较为复杂的离轴光学系统加工。

发明内容

[0007] 根据上述提出的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手段如下：

[0008] 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包括机床底座，所述机床底座上安

装有工作台，且所述工作台上安装有用于装夹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专用夹具，所述机床底

座上安装有移动框架，所述移动框架通过驱动所述移动框架沿所述移动框架的宽度方向运

动的Y轴驱动装置与所述机床底座连接，所述移动框架内安装有提升架，所述移动框架的侧

壁上安装有驱动所述提升架沿所述移动框架的长度方向运动的X轴驱动装置，所述提升架

内安装有提升板，且所述提升架的顶部上安装有驱动所述提升板沿所述移动框架的高度方

向运动的Z轴驱动装置，所述提升板上安装有竖直设置的转动轴，所述转动轴的底部固定有

U型板，且所述U型板内安装有小型超声电主轴，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的端部安装有刀具，所

述U型板内安装有驱动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在所述U型板内摆动的摆动电机，所述提升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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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驱动所述转动轴沿其轴线转动的转动电机。

[0009] 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的外壁上固定有用于喷洒辅助液的喷洒装置，所述喷洒装置

包括喷头和将所述喷头固定在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外壁上的固定夹持装置，所述U型板的

底部安装有用于实时检测被加工光学元件面型参数的激光检测仪。

[0010] 所述工作台的外沿加工有环形收集槽，且所述环形收集槽的底部设有收集孔。

[0011] 所述专用夹具包括固定底盘，所述固定底盘呈圆盘型，且所述固定底盘的上表面

固定有多组围绕其轴线均匀分布的支座组，且所述支座组包括加工在所述底盘上的多个位

置固定孔组和一个支座，所述位置固定孔组包括两个位置固定孔，所述支座通过其中一个

所述位置固定孔组和固定螺栓与所述固定底盘固定连接；所述支座的侧壁上固定有夹爪安

装块，所述夹爪安装块上设有夹爪，且所述夹爪安装块上设有竖直穿过所述夹爪安装块和

所述夹爪的紧定螺钉，所述紧定螺栓的轴线与所述底盘的轴线平行，所述夹爪呈人字形。

[0012] 所述夹爪安装块的中部通过紧固螺栓与所述支座的侧壁固定连接，且所述夹爪安

装块在所述紧固螺栓的上部和下部均设有穿过所述支座的侧壁的光杆。

[0013] 所述固定底盘通过底盘固定螺栓与所述工作台连接，且所述工作台上加工有多个

倒置的T型通槽，所述底盘固定螺栓的拧动端安装在所述T形通槽内。

[0014] 所述机床底座包括床身，所述床身的底部四角处均固定有用于调节所述床身高度

的床身支架，所述床身包括床身基体和分别固定在所述床身基体宽度两端的固定板，且两

个所述固定板之间固定有横梁，所述Y轴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两个所述固定板之间的Y轴高

精度滚珠丝杠、设置在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两侧的Y轴滑轨和固定在其中一个所述固定

板上用于驱动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运动的Y轴高精度步进电机和Y轴联轴器，所述Y轴高

精度滚珠丝杠和所述Y轴滑轨的轴线与所述移动框架的宽度方向平行，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

丝杠的输出端与固定在所述移动框架底部的滑座固定连接，且所述移动框架的底部设有与

所述Y轴滑轨滑动连接的Y轴滑块。

[0015] 所述移动框架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立板和设置在所述立板顶端连接两个所述立

板的顶部横梁，所述顶部横梁的延伸方向为所述移动框架的长度方向，所述X轴驱动装置包

括固定安装在两个所述立板之间的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安装在两个所述立板之间并设置

在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上方和下方的X轴滑轨和驱动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运动的X

轴高精度步进电机和X轴联轴器，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和所述X轴滑轨的延伸方向与所

述移动框架的宽度方向平行，所述提升架与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的输出端固定连接，且

所述提升架上固定有与所述X轴滑轨滑动连接的X轴滑块。

[0016] 所述提升架包括两个横板和设置在两个所述横板之间固定所述横板的竖板，所述

竖板的延伸方向为所述移动框架的高度方向，所述Z轴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两个所述

横板之间的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安装在两个横板之间并设置在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左

右两侧的Z轴滑轨和驱动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运动的Z轴高精度步进电机和Z轴联轴器，

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和Z轴滑轨的延伸方向与所述移动框架的高度方向平行，所述Z轴

高精度滚珠丝杠的输出端与所述提升板固定连接，且所述提升板上安装有与所述Z轴滑轨

滑动连接的Z轴滑块。

[0017] 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通过摆动转轴与所述U型安装板转动连接，所述摆动电机安

装在所述U型安装板上，且所述摆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摆动转轴固定连接，所述摆动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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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轴线垂直于所述转动轴的轴线。

[0018] 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的两

端均通过法兰端盖分别与所述立板、所述固定板、所述横板安装。所述X轴滑轨、所述Y轴滑

轨、所述Z轴滑轨的两端分别通过滑轨固定块与所述立板、所述固定板、所述横板安装。

[0019] 所述固定板上安装有整个装置的控制系统。

[0020] 使用状态下：加工前先将各个反射镜毛坯安装在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结构框架上，

通过所述专用夹具对要加工的所述离轴多反光学系统进行装夹固定，所述夹爪的“人”型夹

块可以实现对所述不同形状的离轴多反光学系统进行装夹，之后，小型超声电主轴可进行X

轴方向、Y轴方向、Z轴方向上的移动，且在所述转动电机带动所述转动轴转动的情况下，能

够带动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的旋转运动，并且摆动电机的作用下能够发生摆动，进而实现

小型超声电主轴的多自由度加工，可按设计要求加工不同的形面，所述喷洒装置可按加工

类型自由喷洒抛光液或冷却液，抛光液/冷却液通过所述环形收集槽进行回收二次利用，激

光检测装置可实时对加工表面进行检测，做到检测——加工——再检测，直至加工出符合

要求的离轴多反光学系统。

[0021]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2] 1、所述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能够实现一体化加工，在加工

前先将各个反射镜毛坯安装在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结构框架上，而后进行一体化加工，避

免了反射镜装调，即省略了装调过程又提高了成像质量。

[0023] 2、在进行复杂面型加工时，能够多自由运动的小型超声电主轴能够加工复杂曲

面，且有较高的加工精度。

[0024] 3、对离轴多反光学系统的各个反射镜的位置要求范围较大，可实现不同尺寸，不

同形状的离轴多反光学系统的加工，更好的满足光学系统设计需求。

[0025] 4、采用小型超声电主轴对工件进行加工，可获得较高的表面质量，可有效地提高

加工效率。

[0026] 5、使用激光检测装置可实时对加工表面进行检测，做到检测——加工——再检

测，减小由装夹、对刀所引入的二次误差，直至加工出符合要求的离轴多反光学系统。

[0027] 6、设计了所述专用夹具，所述夹爪的“人”型夹块可以实现对所述不同形状(例如

平面、圆柱和棱柱面等)的离轴多反光学系统的装夹面进行装夹，装夹范围大，可调节程度

高等优点。

[0028] 7、环形收集槽收集的液体可以通过导管进入液体处理装置，所述液体处理装置可

以处理废液并可以进行二次利用，减少抛光液的浪费，有效的减少加工成本。

[0029] 8、喷洒装置装夹在小型超声电主轴上，所述喷头可以通过控制系统自由旋转，可

从不同的角度对刀具加工点喷洒抛光液/冷却液，提高了抛光/冷却效果。

[0030] 基于上述理由本发明可在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等领域广泛推广。

附图说明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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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以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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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前提下，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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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2] 图1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主视

图。

[0033] 图2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背视

图。

[0034] 图3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专用夹具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提升架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是图4中A部放大图。

[0037] 图6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移动框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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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9] 如图1～图6所示，一种用于加工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加工装置，包括机床底座1，

所述机床底座1上安装有工作台2，且所述工作台2上安装有用于装夹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的

专用夹具3，所述机床底座1上安装有移动框架4，所述移动框架4通过驱动所述移动框架4沿

所述移动框架4的宽度方向运动的Y轴驱动装置5与所述机床底座1连接，所述移动框架4内

安装有提升架6，所述移动框架4的侧壁上安装有驱动所述提升架6沿所述移动框架4的长度

方向运动的X轴驱动装置7，所述提升架6内安装有提升板8，且所述提升架6的顶部上安装有

驱动所述提升板8沿所述移动框架4的高度方向运动的Z轴驱动装置9，所述提升板8上安装

有竖直设置的转动轴801，所述转动轴801的底部固定有U型板802，且所述U型板802内安装

有小型超声电主轴803，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803的端部安装有刀具811，且所述U型板802内

安装有驱动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803在所述U型板802内摆动的摆动电机804，所述提升板8

上安装有驱动所述转动轴801沿其轴线转动的转动电机805。

[0040] 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803的外壁上固定有用于喷洒辅助液的喷洒装置，所述喷洒

装置包括喷头806和将所述喷头806固定在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803外壁上的固定夹持装置

807，所述U型板802的底部安装有用于实时检测被加工光学元件面型参数的激光检测仪

808。

[0041] 所述工作台2的外沿加工有环形收集槽201，且所述环形收集槽201的底部设有收

集孔。

[0042] 所述专用夹具3包括固定底盘301，所述固定底盘301呈圆盘型，且所述固定底盘

301的上表面固定有多组围绕其轴线均匀分布的支座组，且所述支座组包括加工在所述底

盘301上的多个位置固定孔组和一个支座302，所述位置固定孔组包括两个位置固定孔303，

所述支座302通过其中一个所述位置固定孔组和固定螺栓与所述固定底盘301固定连接；所

述支座302的侧壁上固定有夹爪安装块304，所述夹爪安装块304上设有夹爪305，且所述夹

爪安装块304上设有竖直穿过所述夹爪安装块304和所述夹爪305的紧定螺钉306，所述紧定

螺栓306的轴线与所述底盘301的轴线平行，所述夹爪305呈人字形，采用多组位置固定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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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根据选择调整支座302位置，夹爪305可围绕紧定螺栓306旋转，其当所述紧定螺栓306拧

紧时，固定所述夹爪305位置。

[0043] 所述夹爪安装块304的中部通过紧固螺栓307与所述支座302的侧壁固定连接，且

所述夹爪安装块304在所述紧固螺栓307的上部和下部均设有穿过所述支座302的侧壁的光

杆308。

[0044] 所述固定底盘301通过底盘固定螺栓与所述工作台2连接，且所述工作台2上加工

有多个倒置的T型通槽202，所述底盘固定螺栓的拧动端安装在所述T形通槽202内。

[0045] 所述机床底座1包括床身101，所述床身101的底部四角处均固定有用于调节所述

床身101高度的床身支架102，所述床身101包括床身基体和分别固定在所述床身基体宽度

两端的固定板103，且两个所述固定板103之间固定有横梁104，所述Y轴驱动装置7包括固定

在两个所述固定板103之间的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701、设置在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701

两侧的Y轴滑轨702和固定在其中一个所述固定板103上用于驱动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

701运动的Y轴高精度步进电机703和Y轴联轴器704，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701和所述Y轴

滑轨702的轴线与所述移动框架4的宽度方向平行，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701的输出端与

固定在所述移动框架4底部的滑座401固定连接，且所述移动框架4的底部设有与所述Y轴滑

轨702滑动连接的Y轴滑块402。

[0046] 所述移动框架4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立板403和设置在所述立板顶端连接两个所

述立板403的顶部横梁404，所述顶部横梁404的延伸方向为所述移动框架4的长度方向，所

述X轴驱动装置5包括固定安装在两个所述立板403之间的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501、安装在

两个所述立板403之间并设置在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501上方和下方的X轴滑轨502和驱

动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501运动的X轴高精度步进电机503和X轴联轴器504，所述X轴高

精度滚珠丝杠501和所述X轴滑轨502的延伸方向与所述移动框架4的宽度方向平行，所述提

升架6与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50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且所述提升架6上固定有与所述X

轴滑轨502滑动连接的X轴滑块601。

[0047] 所述提升架6包括两个横板602和设置在两个所述横板602之间固定所述横板602

的竖板603，所述竖板603的延伸方向为所述移动框架4的高度方向，所述Z轴驱动装置9包括

固定安装在两个所述横板602之间的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901、安装在两个横板602之间并设

置在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601左右两侧的Z轴滑轨902和驱动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

901运动的Z轴高精度步进电机903和Z轴联轴器904，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901和Z轴滑轨

902的延伸方向与所述移动框架4的高度方向平行，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杠901的输出端与

所述提升板8固定连接，且所述提升板8上安装有与所述Z轴滑轨902滑动连接的Z轴滑块

809。

[0048] 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803通过摆动转轴810与所述U型安装板802转动连接，所述摆

动电机804安装在所述U型安装板802上，且所述摆动电机804的输出轴与所述摆动转轴810

固定连接，所述摆动转轴810的轴线垂直于所述转动轴801的轴线。

[0049] 所述X轴高精度滚珠丝杠501、所述Y轴高精度滚珠丝杠701、所述Z轴高精度滚珠丝

杠901的两端均通过法兰端盖705分别与所述立板403、所述固定板103、所述横板602安装。

所述X轴滑轨502、所述Y轴滑轨702、所述Z轴滑轨902的两端分别通过滑轨固定块706与所述

立板403、所述固定板103、所述横板602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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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所述固定板103上安装有整个装置的控制系统105。

[0051] X轴高精度步进电机503、Y轴高精度步进电机703和Z轴高精度步进电机903均通过

电机支架707分别与所述固定板103、所述立板403和所述横板602固定连接。

[0052] 使用状态下：加工前先将各个反射镜毛坯安装在离轴多反成像系统结构框架上，

通过所述专用夹具3对要加工的所述离轴多反光学系统进行装夹固定，所述夹爪305的“人”

型夹块可以实现对所述不同形状的离轴多反光学系统进行装夹，之后，小型超声电主轴803

可进行X轴方向、Y轴方向、Z轴方向上的移动，且在所述转动电机805带动所述转动轴801转

动的情况下，能够带动所述小型超声电主轴803的旋转运动，并且摆动电机804的作用下能

够发生摆动，进而实现小型超声电主轴803的多自由度加工，可按设计要求加工不同的形

面，所述喷洒装置可按加工类型自由喷洒抛光液或冷却液，抛光液/冷却液通过所述环形收

集槽201进行回收二次利用，激光检测装置808可实时对加工表面进行检测，做到检测——

加工——再检测，直至加工出符合要求的离轴多反光学系统。

[005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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