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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其特征在于：主要是将一圆盘针织机的一环

形零件安装于一加工机，先利用该加工机对环形零件的内、外侧或端面进行加工，再对该环

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的加工，且视加工的类别控制该环形零件的转动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其特征在于：将该环形零件倾

斜预定角度后，再对该环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的加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其特征在于：该加工机的一工

作台上设置有一旋转式工作台，该环形零件安装于旋转式工作台上，该旋转式工作台可带

动环形零件转动或旋转任意角度。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其特征在于：该旋转式工作台

与工作台之间设置有一倾斜机构，该倾斜机构可促使旋转式工作台相对工作台倾斜预定角

度。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其特征在于：该环形零件的

内、外侧或端面是利用加工机所设的一附加头的刀具进行加工，该附加头是可拆卸地设置

于加工机的一主轴底端，该环形零件的倾斜角度加工是拆下附加头后将一刀具安装于主

轴，再对该环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的加工。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其特征在于：该环形零件的

内、外侧或端面及倾斜角度的加工是利用加工机所设的一附加头进行加工，该附加头可拆

卸地设置于加工机的一主轴底端，包含水平、垂直与倾斜三加工方向的立卧头。

7.一种实施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的加工机构，其特征

在于：包含有一倾斜机构、一旋转式工作台、一附加头与若干刀具，该倾斜机构设置于一加

工机的一工作台上，并位于该加工机的一头部本体下方，该头部本体底端设有一主轴，该旋

转式工作台设置于倾斜机构上，可供安装一环形零件，用以可带动该环形零件旋转任意角

度，该倾斜机构可将旋转式工作台倾斜任意角度，该附加头可拆卸地设置于主轴底端，预定

刀具可装设于附加头或附加头拆下后装设于主轴；借此，该附加头可对该环形零件的内、外

侧或端面进行加工，利用该倾斜机构将旋转式工作台倾斜预定角度，并拆下该附加头、将预

定刀具装设于主轴，即可对该环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的加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机构，其特征在于：该倾斜机构包含

一底座，该底座设置于工作台，一承载台，可倾斜移动地设置于该底座上，该旋转式工作台

设置于承载台上。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机构，其特征在于：该承载台的一端

枢接底座、另一端可受一驱动机构驱动而相对底座倾斜预定角度。

10.一种实施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的加工机构，其特征

在于：包含有一旋转式工作台、一附加头与若干刀具，该旋转式工作台设置于一加工机的一

工作台上，并位于该加工机的一头部本体下方，可供安装一环形零件，用以可带动该环形零

件旋转任意角度，该头部本体底端设有一主轴，该附加头可拆卸地设置于主轴底端，包含水

平、垂直与倾斜三加工方向的立卧头，可供装设不同加工方向的刀具；借此，该附加头可对

该环形零件的内、外侧或端面及具有倾斜角度的三方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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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与加工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与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技术有关，更详而言之是指一种甚具经济效

益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与加工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如中国发明第I331637号『倾斜式双面圆盘针织机』所示，现有的圆盘针织机中包

含有多数相同型式的零件，例如圆盘的内、外针筒座或内、外凸轮调整件等零件，此等零件

的加工方式，基于加工效率的考量，通常是将一环形零件安装于一加工机的工作台，先于该

加工机将环形零件的内、外侧或端面进行铣削或/及钻孔等加工，再将环形零件拆下、安装

于另一加工机，此加工机之工作台上已预先设置有可将环形零件倾斜预定角度的固定座，

再进行倾斜加工(加工机的刀具仍是垂直工作台，由于环形零件倾斜预定角度，因此刀具是

对环形零件进行倾斜加工)，加工后再将环形零件进行切割，供作为圆盘针织机的零件之

用。

[0003] 由上可知，于不同机台进行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加工(当然亦可于同一机台上

进行，惟进行环形零件的倾斜加工后需拆卸固定座，重复安装、拆卸固定座显然更为费时、

没效率)，会产生环形零件的拆解、移动与安装的不便及工时增加等缺点。

[0004] 当然，现有部分高阶加工设备具有可同时旋转与倾斜的两轴头主轴，可供进行工

件的旋转与倾斜加工，惟，此等两轴头主轴价格昂贵，会提高制造成本，显然不具经济效益，

且部分两轴头主轴的体积较大，无法置入环形零件内加工内侧，空间、使用范围有所限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即在提供一种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与加工机构，其

可将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内、外侧环形加工与外侧倾斜加工整合在同一加工机上进行，

解决现有的环形零件的加工需于不同机台进行所产生的拆解、移动与安装不便与工时增加

等缺点，甚具经济性、实用价值。

[0006] 为达成前述之目的，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主要是

将一圆盘针织机之一环形零件安装于一加工机，先利用该加工机对环形零件的内、外侧或

端面进行加工，再对该环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的加工，且视加工的类别控制该环形零

件的转动状态。

[0007] 较佳地，将该环形零件倾斜预定角度后，再对该环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的加

工。

[0008] 较佳地，该加工机的一工作台上设置有一旋转式工作台，该环形零件安装于旋转

式工作台上，该旋转式工作台可带动环形零件转动或旋转任意角度。

[0009] 较佳地，该旋转式工作台与工作台之间设置有一倾斜机构，该倾斜机构可促使旋

转式工作台相对工作台倾斜预定角度。

[0010] 较佳地，该环形零件的内、外侧或端面是利用加工机所设的一附加头之刀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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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该附加头可拆卸地设置于加工机的一主轴底端，该环形零件的倾斜角度加工是拆下

附加头后将一刀具安装于主轴，再对该环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的加工。

[0011] 较佳地，该环形零件的内、外侧或端面及倾斜角度的加工是利用加工机所设的一

附加头进行加工，该附加头可拆卸地设置于加工机的一主轴底端，包含水平、垂直与倾斜三

加工方向的立卧头。

[0012] 此外，本发明更提供一种实施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的加工机构，包含

有一倾斜机构、一旋转式工作台、一附加头与若干刀具，该倾斜机构设置于一加工机的一工

作台上，并位于该加工机的一头部本体下方，该头部本体底端设有一主轴，该旋转式工作台

设置于倾斜机构上，可供安装一环形零件，用以可带动该环形零件旋转任意角度，该倾斜机

构可将旋转式工作台倾斜任意角度，该附加头可拆卸地设置于主轴底端，预定刀具可装设

于附加头或附加头拆下后装设于主轴；借此，该附加头可对该环形零件的内、外侧或端面进

行加工，利用该倾斜机构将旋转式工作台倾斜预定角度，并拆下该附加头、将预定刀具装设

于主轴，即可对该环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的加工。

[0013] 较佳地，该倾斜机构包含一底座，该底座设置于工作台，一承载台，可倾斜移动地

设置于该底座上，该旋转式工作台设置于承载台上。

[0014] 较佳地，该承载台的一端枢接底座、另一端可受一驱动机构驱动而相对底座倾斜

预定角度。

[0015] 再者，本发明更提供一种实施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的加工机构，包含

有一旋转式工作台、一附加头与若干刀具，该旋转式工作台设置于一加工机的一工作台上，

并位于该加工机的一头部本体下方，可供安装一环形零件，用以可带动该环形零件旋转任

意角度，该头部本体底端设有一主轴，该附加头可拆卸地设置于主轴底端，包含水平、垂直

与倾斜三加工方向的立卧头，可供装设不同加工方向的刀具；借此，该附加头可对该环形零

件的内、外侧或端面及具有倾斜角度的三方向加工。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与加工机构，其透

过各该旋转式工作台与附加头、刀具或/及倾斜机构的配合，可将该环形零件的内、外侧环

形加工与外侧倾斜加工整合在同一加工机上进行，解决现有环形零件的加工需于不同机台

进行所产生的拆解、移动与安装不便与工时增加等缺点，甚具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7] 以下，兹举本发明数个较佳实施例，并配合图式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如后：

[0018] 图1是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加工机构的立体图，并显示对环形零件的内侧进行加

工的状态。

[0019] 图2是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加工机构中倾斜机构、旋转式工作台与环形零件的相

对关系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加工机构对环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加工的状态

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另一较佳实施例加工机构的立体图，并显示对环形零件的内侧进行

加工的状态。

[0022] 图5是本发明另一较佳实施例加工机构对环形零件进行具有倾斜角度加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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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主要将

一圆盘针织机的一环形零件1安装于一加工机2，先利用该加工机2对概呈圆筒状的环形零

件1的内、外侧或端面进行铣削或/及钻孔等加工，再利用该加工机2对环形零件1进行具有

倾斜角度的铣削或/及钻孔等加工，且视加工的类别控制该环形零件1的转动状态，可获得

不需更换加工机即可进行加工效果。

[0024] 详言之，该环形零件1加工后进行切割，作为圆盘针织机的零件之用，例如圆盘的

内、外针筒座或内、外凸轮调整件等零件。该加工机2是现有的，包含一工作台3、一头部本体

4与一主轴5等机构，可供对工件进行铣削与钻孔等加工程序的加工设备，此处不予赘述该

加工机2的详细构成与运作方式，该工作台3上预先设置一倾斜机构12与一旋转式工作台

14，另备置一附加头16与数刀具18，该倾斜机构12设置于工作台3上而位于头部本体4下方，

该主轴5设于头部本体4底端，该旋转式工作台14是现有的旋转式工作台，可受马达驱动而

转动预定角度或旋转，设置于该倾斜机构12上，可供安装该环形零件1，该倾斜机构12可将

旋转式工作台14倾斜任意角度，该附加头16现有的加工设备的附加头，可拆卸地设置于该

主轴5底端，各该刀具18为铣刀与钻孔刀等刀具，可装设于该附加头16或附加头16拆下后装

设于主轴5。

[0025] 对该加工机2对环形零件1的内、外侧或端面进行铣削或/及钻孔等加工时，该倾斜

机构12未动作，该环形零件1呈水平状态(开口上、下延伸)，可利用安装于该主轴5底端的附

加头16对环形零件1进行铣削或/及钻孔加工，如图1所示。进行铣削加工时，该附加头16安

装铣刀，该旋转式工作台14间歇旋转，使该附加头16可对环形零件1进行铣削，而进行钻孔

加工时，该旋转式工作台14则间断地转动预定角度，供该附加头16安装的钻孔刀进行钻孔，

该旋转式工作台14之间断转动角度则可由马达控制。

[0026] 而对该环形零件1进行具有倾斜角度的铣削或/及钻孔等加工时，该倾斜机构12受

驱动而可使旋转式工作台14相对工作台3倾斜预定角度(视环形零件1需进行之加工角度而

定)，使该环形零件1亦呈倾斜状态，此时，拆下该附加头16，直接将各该刀具18安装于主轴5

底端，如此一来，即可利用安装于该主轴5底端的刀具18对倾斜的环形零件1进行铣削或/及

钻孔加工，如图3所示。进行铣削加工时，该刀具18为铣刀，该旋转式工作台14持续旋转，使

该刀具18可对环形零件1进行铣削，而进行钻孔加工时，该刀具18为钻孔刀，该旋转式工作

台14则间断地转动预定角度，供该刀具18可进行钻孔。

[0027] 此外，该头部本体4可带动主轴5与附加头16移动，该工作台3移动式工作台，可带

动该倾斜机构12、旋转式工作台14与环形零件1移动，而该附加头16可与头部本体4固锁与

卸除，以达到改变刀具加工方向，以上属现有技术。

[0028] 其次，该倾斜机构12包含一底座22，该底座22设置于工作台3上，一承载台24，可倾

斜移动地设置于该底座22上，以一端枢接该底座22、另一端可受一驱动机构驱动而相对底

座22倾斜预定角度，该旋转式工作台14设置于承载台24上。该驱动机构可为现有油压、气压

或其他驱动设备，本实施例包含二油压缸26与油压供应、控制机构之油压设备(图中未示)。

[0029] 此外，如图4与图5所示，是本发明实施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的另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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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机构30，其构成大体上与该加工机构10相同，相同元件沿用相同的元件符号，不同处在

于：其不需使用该倾斜机构12，且其附加头32是包含水平、垂直与倾斜(相对主轴5而言)三

加工方向的现有立卧头(本实施例是90度与45度二加工方向)，可供装设不同加工方向之刀

具18。借此，该加工机构30仍利用该旋转式工作台14带动环形零件1旋转或转动预定角度，

先利用该附加头32上水平垂直方向的刀具18对该环形零件1的内、外侧或端面加工，接着，

不需拆下该附加头32，再利用该附加头32上倾斜方向的刀具对环形零件1进行具有倾斜角

度的加工。

[0030] 由上可知，本发明圆盘针织机环形零件的加工制法与加工机构，其透过各该旋转

式工作台与附加头、刀具或/及倾斜机构的配合，可将该环形零件的内、外侧环形加工与外

侧倾斜加工整合在同一加工机上进行，解决现有环形零件的加工需于不同机台进行所产生

的拆解、移动与安装不便与工时增加等缺点，甚具实用价值。

[0031] 必须一提的是，虽然现有部分高阶加工设备的两轴头主轴或许可同时旋转与调整

倾斜角度，而供进行工件的倾斜加工，但，此等两轴头主轴价格高昂，且部分两轴头主轴的

体积较大，无法置入环形零件内侧进行加工，空间、使用范围有所限制，本发明不需使用此

等价格高昂的主轴即可获致前述功效，更显得本发明具经济效益，且无体积较大的两轴头

主轴空间、使用范围受到限制的缺点。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二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任何所属技术

领域中具通常知识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些许之修改、更动与润饰，

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后附的申请专利范围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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