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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和方

法，装置包括基座、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打磨

头、工作台、夹具，所述打磨头可拆卸地安装在六

自由度工业机器人的主轴上，可随主轴高速旋

转，所示工作台安装在基座侧面，工作台上设置

有两个工位，工作位于所述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

工作行程内。所示夹具可拆卸地安装在工作台上

表面，所述夹具有两组，每个工作内设置一组，夹

具安装在工作台上，对称设置，每组夹具有两个，

朝向两个夹具之间的一侧设置有凹槽；每组夹具

上可平稳放置一个砂芯工件，所述凹槽与砂芯工

件的两端配合。砂芯毛刺打磨方法包括调试、建

立工作坐标系、编程、安装砂芯、刀长补偿、双工

位切换。本发明进行不停机的去毛刺工作提高成

品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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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座(1)，所述基座(1)为立体体，底部固定在地面或工作基础上，上表面调校水平，

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2)，安装在所述基座(1)上，包括底座(201)(3)、下转台(202)、下

臂(203)、上转台(204)、上臂(205)、摆动手腕(206)、回转主轴(207)，所述底座(201)(3)安

装在基座(1)上，底座(201)(3)上安装有可回转的下转台(202)，下转台(202)侧面安装有可

摆动的下臂(203)，下摇为长条状，下臂(203)顶部侧面安装有可摆动的上转台(204)，所述

上转台(204)上安装有可回转的上臂(205)，所述上臂(205)为细长杆；所述上臂(205)前端

为叉状体，叉状体中心安装有可转动一定角度的的摆动手腕(206)，所述摆动手腕(206)上

安装有主轴(207)，

打磨头(3)，所述打磨头(3)可拆卸地安装在主轴(207)上，可随主轴(207)高速旋转，

工作台(4)，安装在基座(1)侧面，工作台(4)上设置有多个工位，工位位于所述六自由

度工业机器人(2)工作行程内，

夹具(5)，可拆卸地安装在工作台(4)上，所述夹具(5)有多组，每个工位内设置一组，夹

具(5)安装在工作台上，每组夹具(5)上可平稳放置一个砂芯工件，所述夹具根据砂芯不同

形状进行匹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高度可调

节。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头(3)为柱

状，前端为金刚砂材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4)为一个

整体式，或为多个分体式，可在所述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2)四周呈90°夹角水平布置，或环

状均匀布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工位内的每组夹具(5)

可为以下任一结构：对称设置的，带有凹坑与砂芯配合；对称设置的，顶部带有斜楔的立柱，

立柱托举砂芯；对称设置的，顶部带有芯轴的立柱，芯轴插入砂芯工艺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5)通过螺栓

螺钉在所述工作台(4)上表面，夹具(5)之间的间距可调节。

7.一种砂芯毛刺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安装调试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2)，连接主电源，校准机器人六个轴机械原点，对主

轴(207)进行调试，

S2.在工作台(4)上找到工作坐标系原点，建立工作坐标系，

S3.根据要去毛刺的砂芯的形状，通过数字模型，设定余量，进行编程，并进行仿真；

S4.在夹具(5)上安装砂芯，使砂芯平稳放置，

S5.安装打磨头(3)，对打磨头(3)进行刀长补偿，

S6.启动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2)，主轴(207)带动打磨头(3)高速旋转，将砂芯毛刺去

除，

S7.调试完成后进行加工，加工完当前工位的砂芯后，打磨头(3)加工其他工位的砂芯，

此时将已去毛刺的砂芯取下，放上一个新的同规格砂芯，循环往复，做到不停机运行。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砂芯毛刺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两个工位上的砂芯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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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规格、形状，也可为不同规格、形状。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砂芯毛刺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砂芯的去毛刺部位可为

直孔、斜孔、外形、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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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砂芯是铸造生产中用于制造型芯的材料，砂芯主要用于形成铸件的内孔、腔。某些

妨碍起模、不易出砂的外形部分可用砂芯形成。砂芯的工作条件较为恶劣，因此对砂芯的要

求：1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2排气性好；3退让性好；4收缩阻力小；5溃散性好，易出砂。砂芯

在汽车、拖拉机等大批量生产的工厂中获得广泛应用。砂芯的形成方式有热芯盒、冷芯盒等

方法，采用的设备是射芯机。砂芯在成型后，用于铸造的孔、边缘存在毛边，在模具开模时沿

着分模面处会产生毛刺，目前行业内普遍采用人工去毛刺的方式，对于大批量的生产来说，

工作效率较低，熟练度不够容易损坏砂芯，造成成型部位“掉肉”。

[0003] 目前中国发明专利CN  109396989  A，采用了一种机械臂可带动所述浮动喷头全方

位的运动的方式，通过浮动喷头去除砂芯毛边，但是浮动喷头产生范围性气动压力，精确度

不够，同时对气源的湿度、气压要求较高，气压不稳，容易损坏砂芯。

[0004] 而CN  109954840  A铸造用砂芯的毛刺去除方法，使插入于所述毛刺去除对象部的

所述袋体膨胀，通过膨胀的该袋体将在所述毛刺去除对象部的周面上形成的毛刺压断。该

方法对控制设备的自动化和准确度要求较高，导致去毛刺成本较高，也容易因毛刺部分较

坚硬损坏正常成型部位。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及

方法，在机器人活动部安装驱动轴，驱动磨头高速旋转，通过双工位的方式，做到砂芯不停

机精确去毛刺。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包括：

[0007] 基座，所述基座为立体体，底部固定在地面或工作基础上，上表面调校水平，

[0008] 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安装在所述基座上，包括底座、下转台、下臂、上转台、上臂、

摆动手腕、回转主轴，所述底座安装在基座上，底座上安装有可回转的下转台，下转台侧面

安装有可摆动的下臂，下摇为长条状，下臂顶部侧面安装有可摆动的上转台，所述上转台上

安装有可回转的上臂，所述上臂为细长杆；所述上臂前端为叉状体，叉状体中心安装有可转

动一定角度的的摆动手腕，所述摆动手腕上安装有主轴，

[0009] 打磨头，所述打磨头可拆卸地安装在主轴上，可随主轴高速旋转，

[0010] 工作台，安装在基座侧面，工作台上设置有多个工位，所述工位位于所述六自由度

工业机器人工作行程内，

[0011] 夹具，可拆卸地安装在工作台上，所述夹具有多组，每个工位内设置一组，夹具安

装在工作台上，每组夹具上可平稳放置一个砂芯工件，所述夹具根据砂芯不同形状进行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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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所述基座高度可调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打磨头为柱状，前端为金刚砂材质。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工作台为一个整体式，或为多个分体式，可在所述六自由度工业机

器人四周呈90°夹角水平布置，或环状均匀布置。

[0015] 进一步地，工位内的每组夹具可为以下任一结构：对称设置的，带有凹坑与砂芯配

合；对称设置的，顶部带有斜楔的立柱，立柱托举砂芯；对称设置的，顶部带有芯轴的立柱，

芯轴插入砂芯工艺孔。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夹具通过螺栓在所述工作台上表面，夹具之间的间距可调节。

[0017] 相应地，提供一种砂芯毛刺打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S1 .安装调试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连接主电源，校准机器人六个轴机械原点，对

主轴进行调试，

[0019] S2.在工作台上找到工作坐标系原点，建立工作坐标系，

[0020] S3 .根据要去毛刺的砂芯的形状，通过数字模型，设定余量，进行编程，并进行仿

真；

[0021] S4.在夹具上安装砂芯，使砂芯平稳放置，

[0022] S5.安装打磨头，对打磨头进行刀长补偿，

[0023] S6.启动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主轴带动打磨头高速旋转，将砂芯毛刺去除，

[0024] S7 .调试完成后进行加工，加工完当前工位的砂芯后，打磨头加工其他工位的砂

芯，此时将已去毛刺的砂芯取下，放上一个新的同规格砂芯，循环往复，做到不停机运行。

[0025] 进一步地，两个工位上的砂芯可为同一规格、形状，也可为不同规格、形状。

[0026] 进一步地，砂芯的去毛刺部位可为直孔、斜孔、外形、凹槽。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8] 本发明所述砂芯毛刺打磨的装置，可以通过双工位，进行不停机的去毛刺工作，去

毛刺采用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配合打磨头，定位和轨迹运行精确，打磨头高速旋转，改传统

碰撞方式为高速磨削方式，适合于砂芯松散的结构，减少对砂芯成型部位的作用力，避免

“掉肉”现象，提高成品合格率。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砂芯毛刺打磨装置的侧视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砂芯毛刺打磨装置的俯视示意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砂芯毛刺打磨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砂芯毛刺打磨方法的步骤示意图。

[0033] 图中：1、基座；2、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201、底座；202、下转台；203、下臂；204、上

转台；205、上臂；206、摆动手腕；207、主轴；3、打磨头；4、工作台；5、夹具。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详细描述一下本发明的具体内容。

[0035] 如图1所示，一种砂芯毛刺打磨装置，包括

[0036] 基座1，所述基座1为立体体，底部固定在地面或工作基础上，上表面调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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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如图1、3所示，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2，安装在所述基座1上，包括底座2013、下转台

202、下臂203、上转台204、上臂205、摆动手腕206、回转主轴207，所述底座2013安装在基座1

上，底座2013上安装有可回转的下转台202，下转台202侧面安装有可摆动的下臂203，下摇

为长条状，下臂203顶部侧面安装有可摆动的上转台204，所述上转台204上安装有可回转的

上臂205，所述上臂205为细长杆；所述上臂205前端为叉状体，叉状体中心安装有可转动一

定角度的的摆动手腕206，所述摆动手腕206上安装有主轴207，

[0038] 打磨头3，所述打磨头3可拆卸地安装在主轴207上，可随主轴207高速旋转，

[0039] 如图2所示，工作台4，安装在基座1侧面，工作台4上设置有两个工位，工作位于所

述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2工作行程内，

[0040] 夹具5，可拆卸地安装在工作台4上，所述夹具5有多组，每个工位内设置一组，夹具

5安装在工作台上，每组夹具5上可平稳放置一个砂芯工件，所述夹具根据砂芯不同形状进

行匹配。在实际应用中，所述基座1高度可调节。

[0041]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打磨头3为柱状，前端为金刚砂材质。

[0042]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工作台4为一个整体式，或为多个分体式，可在所述六自由度

工业机器人2四周呈90°夹角水平布置，或环状均匀布置。

[0043] 在实际应用中，工位内的每组夹具5可为以下任一结构：对称设置的，带有凹坑与

砂芯配合；对称设置的，顶部带有斜楔的立柱，立柱托举砂芯；对称设置的，顶部带有芯轴的

立柱，芯轴插入砂芯工艺孔。

[0044]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夹具5通过螺栓螺钉在所述工作台4上表面，夹具5之间的间距

可调节。

[0045] 如图3所示，一种砂芯毛刺打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S1.安装调试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2，连接主电源，校准机器人六个轴机械原点，对

主轴207进行调试，

[0047] S2.在工作台4上找到工作坐标系原点，建立工作坐标系，

[0048] S3 .根据要去毛刺的砂芯的形状，通过数字模型，设定余量，进行编程，并进行仿

真；

[0049] S4.在夹具5上安装砂芯，使砂芯平稳放置，

[0050] S5.安装打磨头3，对打磨头3进行刀长补偿，

[0051] S6.启动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2，主轴207带动打磨头3高速旋转，将砂芯毛刺去除，

[0052] S7.调试完成后进行加工，加工完当前工位的砂芯后，打磨头3加工其他工位的砂

芯，此时将已去毛刺的砂芯取下，放上一个新的同规格砂芯，循环往复，做到不停机运行。

[0053] 在实际应用中，两个工位上的砂芯可为同一规格、形状，也可为不同规格、形状。

[0054] 在实际应用中，砂芯的去毛刺部位可为直孔、斜孔、外形、凹槽。

[0055] 综上所述：本发明进行不停机的去毛刺工作，减少对砂芯成型部位的作用力，避免

“掉肉”现象，提高成品合格率。

[0056] 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上述实施方式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

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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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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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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