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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

一体机，包括底座，底座上设有上下料机构、硅棒

夹持机构、硅棒定位机构和磨削机构，其中，上下

料机构包括机架及分别滑动连接在机架两端的

上料机构和下料机构，硅棒夹持机构包括输送滑

台和浮动夹头，浮动夹头包括固定连接在夹头连

接座上的第一夹头以及滑动连接在夹头连接座

上的第二夹头，硅棒定位机构包括设置在支架上

的定位座以及分别滑动连接在定位座两端的左

定位头、右定位头，磨削机构包括设置在底座两

侧的工作台以及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两个相对设

置的粗磨动力头和两个相对设置的精磨动力头，

本实用新型同时具备粗磨、精磨、单面、单弧单独

加工功能，具有自动化运行、工作效率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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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上设有：

上下料机构(2)，包括机架(21)及分别滑动连接在机架(21)两端的上料机构(3)和下料

机构(4)；

硅棒夹持机构，包括输送滑台(5)和浮动夹头，所述输送滑台(5)包括设置在底座(1)上

的支架(51)、设置在支架(51)顶部的滑轨(52)和滑动连接在滑轨(52)上的滑台座(53)，所

述滑台座(53)底部设置有夹头连接座(54)，所述浮动夹头包括固定连接在夹头连接座(54)

上的第一夹头(6)以及滑动连接在夹头连接座(54)上的第二夹头(7)，所述第一夹头(6)和

第二夹头(7)相对设置；

硅棒定位机构(8)，包括设置在支架(51)上的定位座(81)以及分别滑动连接在定位座

(81)两端的左定位头(85)、右定位头(86)，所述定位座(81)设置在上下料机构(2)的正上

方；

磨削机构(9)，包括设置在底座(1)两侧的工作台(91)以及安装在工作台(91)上的两个

相对设置的粗磨动力头(92)和两个相对设置的精磨动力头(9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21)长

度方向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滑轨(211)和第二滑轨(212)，所述第一滑轨(211)的下方设

置有第一滚珠丝杠(213)，所述第二滑轨(212)下方设置有第二滚珠丝杠(214)；

所述上料机构(3)包括分别滑动设置在第一滑轨(211)和第二滑轨(212)上的上料台支

撑板(215)以及第一驱动电机(216)，所述第一驱动电机(216)驱动第一滚珠丝杠(213)转

动，位于第一滑轨(211)上的上料台支撑板(215)与第一滚珠丝杠(213)的滚珠螺母固定连

接；

所述下料机构(4)包括分别滑动设置在第一滑轨(211)和第二滑轨(212)上的下料台支

撑板(217)以及第二驱动电机(218)，所述第二驱动电机(218)驱动第二滚珠丝杠(214)转

动，位于第二滑轨(212)上的下料台支撑板(217)与第二滚珠丝杠(214)的滚珠螺母固定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构

(3)还包括设置在上料台支撑板(215)上的上料底座(301)、分别设置在上料底座(301)两端

的移动夹持机构和固定夹持机构以及设置在移动夹持机构和固定夹持机构之间的载料机

构；

所述移动夹持机构包括顶紧气缸(302)、气缸支架(303)、移动夹板(304)、移动夹板支

架(305)和滑座(306)，所述顶紧气缸(302)通过气缸支架(303)固定安装在上料底座(301)

上，所述移动夹板(304)通过移动夹板支架(305)与顶紧气缸(302)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滑座

(306)与上料底座(301)滑动连接，所述移动夹板支架(305)的底部固定连接在滑座(306)

上；

所述固定夹持机构包括固定夹板支架(307)和设置在固定夹板支架(307)顶部的固定

夹板(308)，所述固定夹板(308)和移动夹板(304)相对设置；

所述载料机构包括料托(309)、高度调整座(310)和高度调整电缸(311)，所述高度调整

电缸(311)固定连接在上料底座(301)上，所述料托(309)通过高度调整座(310)固定安装在

高度调整电缸(311)的输出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夹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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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305)靠近载料机构的一端设置有宽度测量探针(31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滑台

(5)还包括设置在支架(51)顶部两端的支撑座(55)、设置于所述支撑座(55)上的进给丝杠

(56)和串接在所述进给丝杠(56)上的减速机(57)，所述减速机(57)上设置有驱动电机

(58)，所述减速机(57)固定连接在滑台座(53)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夹头

(7)包括夹头部以及与加头部连接的旋转电机(71)，所述夹头部包括夹头前板(72)、夹头后

板(73)以及设置于所述夹头前板(72)和夹头后板(73)之间的膜片(74)和球头(75)，所述球

头(75)的两端与所述夹头前板(72)和夹头后板(73)的中心位置接触，所述膜片(74)位于所

述球头(75)的周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座(81)

上设置有两条轨道(82)，所述左定位头(85)通过左滑座(83)安装在轨道(82)上，所述右定

位头(86)  通过右滑座(84)安装在轨道(82)上，所述定位座(81)中间位置设置有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的输出端设置有齿轮(87)，两条轨道(82)之间设置有第一齿条(88)和第二齿条

(89)，所述第一齿条(88)一端与左滑座(83)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齿轮(87)相啮合，所述第二

齿条(89)一端与右滑座(84)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齿轮(87)相啮合。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座(81)

下端设置硅棒高度测量探针(8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粗磨动力头

(92)包括支撑框架(921)、设置在支撑框架(921)内的磨头体、设置在支撑框架(921)顶部的

升降气缸(922)和设置在支撑框架(921)底部的进给组件，所述磨头体包括第二旋转电机

(923)、主轴(924)和砂轮(925)，所述主轴(924)的一端与第二旋转电机(923)的输出端连

接，其另一端连接砂轮(925)，所述砂轮(925)的外周上设有毛刷(926)，所述升降气缸(922)

沿着垂直方向设置，所述升降气缸(922)的输出端与磨头体固连。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给组件

包括固定座(927)、进给电机(928)和第三滚珠丝杠(929)，所述固定座(927)与支撑框架

(921)的底部固连，所述进给电机(928)固设于工作台(91)上，且其输出端与第三滚珠丝杠

(929)连接，所述固定座(927)底部与第三滚珠丝杠(929)上的丝杠螺母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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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晶硅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光伏发电是当前最重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制约光伏行业发

展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是光电转化效率低，另一方面是成本偏高。光伏硅片是生产太阳能电

池和组件的基本材料，用于生产光伏硅片的晶硅纯度必须在6N级以上(即非硅杂质总含量

在1ppm 以下)，否则光伏电池的性能将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随着光伏发电技术的

发展，光伏产业生产成本逐渐下降，转换效率逐步提高。

[0003] 实际生产过程中，晶硅是目前光伏产业中最重要的材料，产业链涉及到太阳能级

晶硅制备、铸锭、切边皮、切方、磨面、抛光、倒角、切片、电池片、组件等。其中，磨面、抛光和

倒角是对开方后不同规格单晶、晶硅方棒进行弧或者角、面一体抛光，将方锭打磨成待切片

的标准规格，现有技术中，磨面、抛光和倒角的设备在不同的工作区，因此，当通过开方机完

成硅棒开方作业之后，需将硅棒转移至其他工作区、其他车间甚至是其他单位进行其他的

工序作业，相对而言，操作繁琐，效率低下，且在硅棒转移过程中提高了硅棒损伤的风险。基

于此，特提出本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该硅棒磨面抛光倒角

一体机可实现对硅棒粗磨、精磨、抛光、倒角的一体化作业，自动化运行、工作效率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设有：

[0007] 上下料机构，包括机架及分别滑动连接在机架两端的上料机构和下料机构；

[0008] 硅棒夹持机构，包括输送滑台和浮动夹头，所述输送滑台包括设置在底座上的支

架、设置在支架顶部的滑轨和滑动连接在滑轨上的滑台座，所述滑台座底部设置有夹头连

接座，所述浮动夹头包括固定连接在夹头连接座上的第一夹头以及滑动连接在夹头连接座

上的第二夹头，所述第一夹头和第二夹头相对设置；

[0009] 硅棒定位机构，包括设置在支架上的定位座以及分别滑动连接在定位座两端的左

定位头、右定位头，所述定位座设置在上下料机构的正上方；

[0010] 磨削机构，包括设置在底座两侧的工作台以及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两个相对设置的

粗磨动力头和两个相对设置的精磨动力头。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机架长度方向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滑轨和

第二滑轨，所述第一滑轨的下方设置有第一滚珠丝杠，所述第二滑轨下方设置有第二滚珠

丝杠；

[0012] 所述上料机构包括分别滑动设置在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上的上料台支撑板以及

第一驱动电机，所述第一驱动电机驱动第一滚珠丝杠转动，位于第一滑轨上的上料支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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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滚珠丝杠的滚珠螺母固定连接；

[0013] 所述下料机构包括分别滑动设置在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上的下料台支撑板以及

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驱动第二滚珠丝杠转动，位于第二滑轨上的下料支撑板

与第二滚珠丝杠的滚珠螺母固定连接。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上料机构还包括设置在上料台支撑板上的上

料底座、分别设置在上料底座两端的移动夹持机构和固定夹持机构以及设置在移动夹持机

构和固定夹持机构之间的载料机构；

[0015] 所述移动夹持机构包括顶紧气缸、气缸支架、移动夹板、移动夹板支架和滑座，所

述顶紧气缸通过气缸支架固定安装在上料底座上，所述移动夹板通过移动夹板支架与顶紧

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滑座与上料底座滑动连接，所述移动夹板支架的底部固定连接在

滑座上；

[0016] 所述固定夹持机构包括固定夹板支架和设置在固定夹板支架顶部的固定夹板，所

述固定夹板和移动夹板相对设置；

[0017] 所述载料机构包括料托、高度调整座和高度调整电缸，所述高度调整电缸固定连

接在上料底座上，所述料托通过高度调整座固定安装在高度调整电缸的输出端。

[0018]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移动夹板支架靠近载料机构的一端设置有宽

度测量探针。

[0019]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输送滑台还包括设置在支架顶部两端的支撑

座、设置于所述支撑座上的进给丝杠和串接在所述进给丝杠上的减速机，所述减速机上设

置有驱动电机，所述减速机固定连接在滑台座上。

[0020]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二夹头包括夹头部以及与加头部连接的旋

转电机，所述夹头部包括夹头前板、夹头后板以及设置于所述夹头前板和夹头后板之间的

膜片和球头，所述球头的两端与所述夹头前板和夹头后板的中心位置接触，所述膜片位于

所述球头的周边。

[0021]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定位座上设置有两条轨道，所述左定位头通

过左滑座安装在轨道上，所述右定位头通过右滑座安装在轨道上，所述定位座中间位置设

置有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输出端设置有齿轮，两条轨道之间设置有第一齿条和第二齿条，

所述第一齿条一端与左滑座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齿轮相啮合，所述第二齿条一端与右滑座

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齿轮相啮合。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定位座下端设置硅棒高度测量探针。

[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粗磨动力头包括支撑框架、设置在支撑框架

内的磨头体、设置在支撑框架顶部的升降气缸和设置在支撑框架底部的进给组件，所述磨

头体包括旋转电机、主轴和砂轮，所述主轴的一端与旋转电机的输出端连接，其另一端连接

砂轮，所述砂轮的外周上设有毛刷，所述升降气缸沿着垂直方向设置，所述升降气缸的输出

端与磨头体固连。

[0024]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进给组件包括固定座、进给电机和第三滚珠

丝杠，所述固定座与支撑框架的底部固连，所述进给电机固设于工作台上，且其输出端与第

三滚珠丝杠连接，所述固定座底部与第三滚珠丝杠上的丝杠螺母固连。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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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1、本实用新型为对开方后不同规格单晶、晶硅方棒进行弧或者角、面一体抛光的

设备，同时具备粗磨、精磨、单面、单弧单独加工功能，具有自动化运行、工作效率高的特点；

[0027] 2、本实用新型的上下料机构公用两条滑轨，采用两个驱动电机和两个滚珠丝杠分

别驱动上料机构、下料机构单独运行，不但减少了移动行程，而且采用滚珠丝杠和滑轨共同

支撑上料机构、下料机构的方案，支撑刚性好，承载力大，且减少了上料机构、下料机构同时

移动造成的故障概率；

[0028] 3、本实用新型的上料机构通过高度调整电缸使硅棒处在磨削中心位置，通过移动

夹板和固定夹板的配合将硅棒夹紧上料，具有结构简单、上料位置精准、工作效率高的特

点；

[0029] 4、本实用新型在移动夹板支架靠近载料机构的一端设置有宽度测量探针，在定位

座下端设置硅棒高度测量探针，在左定位头和右定位头各设置有长度测量探针，能够对硅

棒宽度、高度和长度进行测量，从而计算出硅棒的中心，以便硅棒夹持结构对硅棒进行精确

夹持。

[0030] 5、本实用新型的硅棒夹紧机构可以带动硅棒旋转，达到对棒料不同侧面进行磨削

的目的，同时磨削机构上的升降气缸和进给组件能够带动磨头体在水平面和垂直面内上产

生位移，使磨头体实现任意角度的磨削，加工范围广，适应性强。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上下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为本实用新型机架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4]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上料机构的轴测结构示意图；

[0035]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上料机构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36]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上料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7]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定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8为本实用新型硅棒夹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9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夹头的剖面图；

[0040]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粗磨动力头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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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2]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硅棒磨面抛光倒角一体机，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

上设有上下料机构2、硅棒定位机构8、硅棒夹持机构和磨削机构9，所述上下料机构2用于硅

棒的上料及下料，硅棒上料后通过硅棒定位机构8进行定位并测出硅棒中心，硅棒夹持机构

夹住硅棒后输送至磨削机构9处进行粗磨和精磨，以实现对硅棒粗磨、精磨、抛光、倒角的一

体化作业，自动化运行、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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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具体地，如图2所示，所述上下料机构2包括机架21及分别滑动连接在机架21两端

的上料机构3和下料机构4，上料时，所述上料机构3滑动到机架21的中部进行上料，上料结

束后，上料机构3 回到原始位置，下料时，下料机构4滑动到机架21中部进行下料，并回到原

始位置将加工好的硅棒卸下。

[0044] 如图3所示，所述机架21长度方向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滑轨  211和第二滑轨

212，所述第一滑轨211的下方设置有第一滚珠丝杠  213，所述第二滑轨212下方设置有第二

滚珠丝杠214，所述上料机构3包括分别滑动设置在第一滑轨211和第二滑轨212上的上料台

支撑板215以及第一驱动电机216，所述第一驱动电机216通过第一皮带219驱动第一滚珠丝

杠213端部的第一驱动轮220转动，从而带动第一滚珠丝杠213转动，位于第一滑轨211上的

上料台支撑板215与第一滚珠丝杠213的滚珠螺母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驱动电机216工作时，

可带动上料台支撑板215在机架21上来回滑动，所述下料机构  4包括分别滑动设置在第一

滑轨211和第二滑轨212上的下料台支撑板217以及第二驱动电机218，所述第二驱动电机

218通过第二皮带  222驱动第二滚珠丝杠214端部的第二驱动轮221转动，从而带动第二滚

珠丝杠214转动，位于第二滑轨212上的下料台支撑板217与第二滚珠丝杠214的滚珠螺母固

定连接，所述第二驱动电机218工作时，可带动下料台支撑板217在机架21上来回滑动，上下

料机构2公用两条滑轨，采用两个驱动电机和两个滚珠丝杠分别驱动上料机构、下料机构单

独运行，不但减少了移动行程，而且采用滚珠丝杠和滑轨共同支撑上料机构、下料机构的方

案，支撑刚性好，承载力大，且减少了上、下料台同时移动造成的故障概率。

[0045] 如图4和图5所示，所述上料机构3还包括设置在上料台支撑板  215上的上料底座

301、分别设置在上料底座301两端的移动夹持机构和固定夹持机构以及设置在移动夹持机

构和固定夹持机构之间的载料机构，所述移动夹持机构包括顶紧气缸302、气缸支架303、移

动夹板304、移动夹板支架305和滑座306，所述顶紧气缸302通过气缸支架303固定安装在上

料底座301上，所述移动夹板304通过移动夹板支架305与顶紧气缸302的输出端连接，所述

滑座306与上料底座301滑动连接，所述移动夹板支架305的底部固定连接在滑座  306上，所

述固定夹持机构包括固定夹板支架307和设置在固定夹板支架307顶部的固定夹板308，所

述固定夹板308和移动夹板304相对设置，所述载料机构包括料托309、高度调整座310和高

度调整电缸311，所述高度调整电缸311固定连接在上料底座301上，所述料托309通过高度

调整座310固定安装在高度调整电缸311的输出端，通过移动夹持机构和固定夹持机构的配

合可对硅棒在水平方向固定，通过高度调整电缸311的工作可使硅棒带动高度调整座310上

下移动，从而使料托309的高度调节，确保硅棒处在磨削中心位置。

[0046] 如图7所示，所述硅棒定位机构8包括设置在支架51上的定位座81以及分别滑动连

接在定位座81两端的左定位头85、右定位头  86，所述定位座81设置在上下料机构2的正上

方，具体地，所述定位座81上设置有两条轨道82，所述左定位头85通过左滑座83安装在轨道

82上，所述右定位头86通过右滑座84安装在轨道82上，所述定位座81中间位置设置有伺服

电机，伺服电机的输出端设置有齿轮87，两条轨道82之间设置有第一齿条88和第二齿条89，

所述第一齿条88一端与左滑座83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齿轮87相啮合，所述第二齿条89一端

与右滑座84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齿轮87相啮合，所述伺服电机工作可带动左定位头85和右

定位头86同时向中心移动，对上料机构3上的硅棒进行定位，在左定位头85和右定位头86各

设置有长度测量探针，能够对硅棒的长度进行精确测量，所述定位座  81下端设置硅棒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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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探针80，能够对硅棒的高度进行精确测量，如图6所示，所述移动夹板支架305靠近载料

机构的一端设置有宽度测量探针312，当硅棒置于料托309上时，可对硅棒的宽度进行测量，

通过对硅棒长度、宽度和高度的测量，能够计算出硅棒的中心，以便硅棒夹持结构对硅棒进

行精确夹持。

[0047] 如图1和图8所示，硅棒夹持机构包括输送滑台5和浮动夹头，所述输送滑台5包括

设置在底座1上的支架51、设置在支架51顶部的滑轨52和滑动连接在滑轨52上的滑台座53、

设置在支架51顶部两端的支撑座55、设置于所述支撑座55上的进给丝杠56和串接在所述进

给丝杠56上的减速机57，所述减速机57上设置有驱动电机  58，所述减速机57固定连接在滑

台座53上，所述驱动电机58工作，带动滑台座53沿进给丝杠56移动，所述滑台座53底部设置

有夹头连接座54，所述浮动夹头包括固定连接在夹头连接座54上的第一夹头6以及滑动连

接在夹头连接座54上的第二夹头7，所述第一夹头6  和第二夹头7相对设置，硅棒夹在第一

夹头6和第二夹头7之间，所述第一夹头6和第二夹头7均为浮动夹头结构，其中，所述第二夹

头  7可进行主动的轴向旋转，所述第一夹头6作为从动旋转。

[0048] 如图9所示，所述第二夹头7包括夹头部以及与加头部连接的旋转电机71，所述夹

头部包括夹头前板72、夹头后板73以及设置于所述夹头前板72和夹头后板73之间的膜片74

和球头75，所述球头75 的两端与所述夹头前板72和夹头后板73的中心位置接触，所述膜片 

74位于所述球头75的周边，在使用时，根据所夹硅棒端面的不同弧度，夹头前板72端面可以

轻微调整角度来适应晶棒，实现与晶棒端面完全贴合，更加稳固的夹住需要切割的晶棒，旋

转电机71转动可带动硅棒旋转，从而调整磨削角度。

[0049] 如图1和图10所示，磨削机构9包括设置在底座1两侧的工作台91以及安装在工作

台91上的两个相对设置的粗磨动力头92和两个相对设置的精磨动力头93，粗磨动力头92和

精磨动力头93的结构大体相同，不同的是所用的砂轮粗细不同，两个粗磨动力头92可以硅

棒进行粗磨，粗磨之后，再由两个精磨动力头93对硅棒进行精磨。

[0050] 具体地，所述粗磨动力头92包括支撑框架921、设置在支撑框架921内的磨头体、设

置在支撑框架921顶部的升降气缸922和设置在支撑框架921底部的进给组件，所述升降气

缸922沿着垂直方向设置，所述升降气缸922的输出端与磨头体固连，升降气缸922可带动磨

头体上下移动，所述磨头体包括第二旋转电机923、主轴924和砂轮925，所述主轴924的一端

与第二旋转电机923的输出端连接，其另一端连接砂轮925，第二旋转电机923工作带动砂轮

925旋转，对硅棒进行磨削，本实施例中，所述旋转电机采用最高转速6000r/min，额定

4500r/min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下砂轮最大线速度可以达到60m/s，砂轮极限线速度可达

80m/s，能够实现高速磨削，所述砂轮925的外周上设有毛刷926，以防止冷却水外溅，所述进

给组件包括固定座927、进给电机928和第三滚珠丝杠929，所述固定座927与支撑框架921 

的底部固连，所述进给电机928固设于工作台91上，且其输出端与第三滚珠丝杠929连接，所

述固定座927底部与第三滚珠丝杠929上的丝杠螺母固连，所述进给电机928工作可带动磨

头体在水平方向上移动，以调节相对设置的2个粗磨动力头92的间距，通过升降气缸  922和

进给组件能够带动磨头体在水平面和垂直面内上产生位移，使磨头体实现任意角度的磨

削，加工范围广，适应性强。

[0051]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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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

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52]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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