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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在机架的基板上设置一

次能装夹两个工件的夹具，以夹具为中心，位于

夹具的横向两侧对称设置两套车削装置，每套车

削装置包括两套主轴装置，只需一次装夹，即可

四轴同时运转加工两个工件，特别适合两端都需

要加工的工件，能实现批量快速生产，极大地提

高了生产的效率。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7页

CN 108436107 B

2019.12.27

CN
 1
08
43
61
07
 B



1.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包括机架，其特征在于：在机架上设有基板，在基板上设有夹具；

以夹具为中心，位于夹具的横向两侧对称设有两套车削装置；在基板的下方设有切削液过

滤循环装置；在机架上还设有控制箱、控制面板和操作装置，

所述夹具包括安装板，安装板设在基板上，安装板上设置有基座，在基座上设置有第一

工件主体定位装置和第二工件主体定位装置，在第一工件主体定位装置的一端设置有第一

工件端面定位装置，第一工件端面定位装置位于基座上，在第二工件主体定位装置的一端

设置有第二工件端面定位装置，第二工件端面定位装置位于基座上，在基座的下面设有旋

转夹持装置，旋转夹持装置包括旋转轴和旋转驱动，旋转轴的一端设置在旋转驱动上，旋转

轴的另一端穿过基座，穿过基座的一端设置有压板，在基座的两侧设有导套座，导套座上设

有导套；

所述车削装置包括安装在基板上的滑轨，滑轨上设有可沿滑轨滑动的滑座，滑座上靠

近夹具的一端设有第一主轴座和第二主轴座，第一主轴座上设有第一主轴装置，第二主轴

座上设有第二主轴装置，滑座的另一端设有驱动装置，第一主轴装置靠近夹具的一端设有

第一刀座，第一刀座上设有三个刀具安装孔，第一主轴装置的另一端为第一驱动端，第一驱

动端与驱动装置相连；第二主轴装置靠近夹具的一端设有第二刀座，第二刀座上设有三个

刀具安装孔，第二主轴装置的另一端为第二驱动端，第二驱动端与驱动装置相连；在滑座上

还设有导柱座，导柱座上设有导柱；在滑座和基板之间设有进给装置；

所述切削液过滤循环装置包括过滤筐、储液箱和水泵，过滤筐设在储液箱的上面，水泵

安装在机架上，水泵的泵头设置在储液箱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工件主体定位装置

和第二工件主体定位装置均为V形块，第一工件主体定位装置为第一V形块，第二工件主体

定位装置为第二V形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工件端面定位装置

包括第一滑轨、第一滑块、第一定位块、第一连接块、第一卡扣和第一推拉气缸，第一滑轨设

置在基座上，第一滑块滑动地设置在第一滑轨上，第一定位块设置在第一滑块上，第一连接

块设置在第一定位块上，第一卡扣设置在第一连接块上，第一推拉气缸的活塞杆与第一卡

扣连接，第一推拉气缸的缸体设置在安装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工件端面定位装置

包括第二滑轨、第二滑块、第二定位块、第二连接块、第二卡扣和第二推拉气缸，第二滑轨设

置在基座上，第二滑块滑动地设置在第二滑轨上，第二定位块设置在第二滑块上，第二连接

块设置在第二定位块上，第二卡扣设置在第二连接块上，第二推拉气缸的活塞杆与第二卡

扣连接，第二推拉气缸的缸体设置在安装板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夹持装置还包括第

一夹持气缸、第二夹持气缸、第三卡扣、第四卡扣、推拉板和固定块，第一夹持气缸的缸体和

第二夹持气缸的缸体设置在基座上，第三卡扣和第四卡扣设置在推拉板上，第一夹持气缸

的活塞杆和第三卡扣连接，第二夹持气缸的活塞杆和第四卡扣连接，固定块设置在推拉板

上，旋转驱动为马达，马达设置在固定块上，马达的输出轴与旋转轴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为电动马达，

电动马达的输出轴上设有主动皮带轮；第一驱动端上设有第一从动皮带轮；第二驱动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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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第二从动皮带轮，主动皮带轮和第一从动皮带轮之间设有第一皮带；主动皮带轮和第

二从动皮带轮之间设有第二皮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进给装置包括伺服电

机、丝杠、螺母和固定块，固定块设置在滑座上，螺母设置在固定块上，伺服电机固定在基板

上，丝杠的一端与伺服电机相连，丝杠的另一端与螺母配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三个刀具安装孔分别是

外圆车刀安装孔、内孔车刀安装孔和端面车刀安装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筐底部为多孔网状

结构；所述基板上围绕夹具设有回形斜板，在基板上回形斜板围绕的区域内开有落料孔，在

基板的底面上围绕落料孔设有落料管，落料管底部落料口的投影面位于过滤筐内。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设有机罩，机罩

内顶部设有照明灯，在机架的前面设有安全光幕，在机架的底部设有旋转脚轮和固定脚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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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四轴精密车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四轴精密车床。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车床是将工件装夹在三爪卡盘上，车刀安装在刀架上，通过工件的旋转运

动，车刀的直线运动来对工件的内外表面或端面进行切削的，一般在车外圆的时候可以用

外圆车刀车端面，但是车内圆的时候必须更换车刀，且加工完工件的一端后，需要将工件拆

下重新装夹才能加工工件的另一端，拆装工件会导致出现误差，降低加工的精度，二次装夹

容易使加工好的一端被夹伤。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四轴精密车床，通过在基板上设置夹具，以夹具为中心，

位于夹具的横向两侧对称设置两套车削装置，夹具能一次装夹两个工件，每套车削装置设

置了两套主轴装置，只需一次装夹，即可四轴同时运转加工两个工件，特别适合两端都需要

加工的工件，能实现批量快速生产，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包括机架，在机架上

设有基板，在基板上设有夹具；以夹具为中心，位于夹具的横向两侧对称设有两套车削装

置；在基板的下方设有切削液过滤循环装置；在机架上还设有控制箱、控制面板和操作装

置，

[0005] 所述夹具包括安装板，安装板设在基板上，安装板上设置有基座，在基座上设置有

第一工件主体定位装置和第二工件主体定位装置，在第一工件主体定位装置的一端设置有

第一工件端面定位装置，第一工件端面定位装置位于基座上，在第二工件主体定位装置的

一端设置有第二工件端面定位装置，第二工件端面定位装置位于基座上，在基座的下面设

有旋转夹持装置，旋转夹持装置包括旋转轴和旋转驱动，旋转轴的一端设置在旋转驱动上，

旋转轴的另一端穿过基座，穿过基座的一端设置有压板，在基座的两侧设有导套座，导套座

上设有导套。第一工件主体定位装置和第二工件主体定位装置为放置工件设置，工件通过

第一工件端面定位装置和第二工件端面定位装置来限制轴向自由度，这种设置操作方便，

只需要将工件放到第一工件主体定位装置和第二工件主体定位装置上，再将工件靠到第一

工件端面定位装置和第二工件端面定位装置即可，工件放置好后，用旋转夹持装置驱动旋

转轴转动带动压板压紧和松开工件，结构简单，运行可靠。

[0006] 所述车削装置包括安装在基板上的滑轨，滑轨上设有可沿滑轨滑动的滑座，滑座

上靠近夹具的一端设有第一主轴座和第二主轴座，第一主轴座上设有第一主轴装置，第二

主轴座上设有第二主轴装置，滑座的另一端设有驱动装置，第一主轴装置靠近夹具的一端

设有第一刀座，第一刀座上设有三个刀具安装孔，第一主轴装置的另一端为第一驱动端，第

一驱动端与驱动装置相连；第二主轴装置靠近夹具的一端设有第二刀座，第二刀座上设有

三个刀具安装孔，第二主轴装置的另一端为第二驱动端，第二驱动端与驱动装置相连；在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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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上还设有导柱座，导柱座上设有导柱；在滑座和基板之间设有进给装置。设置滑轨，进给

装置能驱动车削装置沿滑轨运动，完成进刀与退刀的动作；设置第一主轴装置和第二主轴

装置，驱动装置可以同时驱动第一主轴装置和第二主轴装置，提高了生产的效率；第一刀座

和第二刀座上分别设了三个刀具安装孔，能同时安装三把刀具，能使工件加工一次成型，提

高生产效率；滑座上设置的导柱与夹具基座上的导套配合，以提高加工的精度。

[0007] 所述切削液过滤循环装置包括过滤筐、储液箱和水泵，过滤筐设在储液箱的上面，

水泵安装在机架上，水泵的泵头设置在储液箱内。经过滤筐过滤掉废料的切削液流回储液

箱，由水泵抽出供切削时冷却工件和刀具，构成一个循环。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工件主体定位装置和第二工件主体定位装置均为V形块，第一

工件主体定位装置为第一V形块，第二工件主体定位装置为第二V形块。采用V形块定位工

件，V形块生产制造成本低，定位准确。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工件端面定位装置包括第一滑轨、第一滑块、第一定位块、第

一连接块、第一卡扣和第一推拉气缸，第一滑轨设置在基座上，第一滑块滑动地设置在第一

滑轨上，第一定位块设置在第一滑块上，第一连接块设置在第一定位块上，第一卡扣设置在

第一连接块上，第一推拉气缸的活塞杆与第一卡扣连接，第一推拉气缸的缸体设置在安装

板上。在基座上设置第一滑轨，在第一滑块上设置第一定位块、第一连接块和第一卡扣，第

一卡扣与第一推拉气缸的活塞杆连接，通过驱动第一推拉气缸，第一推拉气缸的活塞杆能

驱动第一定位块沿第一滑轨运动，当工件定好位，压板压住工件后，第一推拉气缸的活塞杆

驱动第一定位块沿第一滑轨远离第一V形块，解除对工件端面的阻挡，为刀具腾出加工空

间。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工件端面定位装置包括第二滑轨、第二滑块、第二定位块、第

二连接块、第二卡扣和第二推拉气缸，第二滑轨设置在基座上，第二滑块滑动地设置在第二

滑轨上，第二定位块设置在第二滑块上，第二连接块设置在第二定位块上，第二卡扣设置在

第二连接块上，第二推拉气缸的活塞杆与第二卡扣连接，第二推拉气缸的缸体设置在安装

板上。在基座上设置第二滑轨，在第二滑块上设置第二定位块、第二连接块和第二卡扣，第

二卡扣与第二推拉气缸的活塞杆连接，通过驱动第二推拉气缸，第二推拉气缸的活塞杆能

驱动第二定位块沿第二滑轨运动，当工件定好位，压板压住工件后，第二推拉气缸的活塞杆

驱动第二定位块沿第二滑轨远离第二V形块，解除对工件端面的阻挡，为刀具腾出加工空

间。气缸结构简单，维修更换方便，是满足本结构的功能要求的最佳选择。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夹持装置还包括第一夹持气缸、第二夹持气缸、第三卡扣、第

四卡扣、推拉板和固定块，第一夹持气缸的缸体和第二夹持气缸的缸体设置在基座上，第三

卡扣和第四卡扣设置在推拉板上，第一夹持气缸的活塞杆和第三卡扣连接，第二夹持气缸

的活塞杆和第四卡扣连接，固定块设置在推拉板上，旋转驱动为马达，马达设置在固定块

上，马达的输出轴与旋转轴连接。第一夹持气缸和第二夹持气缸通过推板和旋转轴为压板

压紧工件提供压力，选择气缸为动力来源，结构简单，维修更换方便，是满足本结构功能要

求的最佳选择。旋转驱动为马达，工件放置好后，第一夹持气缸和第二夹持气缸驱动推板和

旋转轴带动压板远离工件，马达带动旋转轴旋转一个角度，第一夹持气缸和第二夹持气缸

驱动推板和旋转轴带动压板接近工件直至将工件压紧，马达运行可靠，即简化结构，又能满

足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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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装置为电动马达，电动马达的输出轴上设有主动皮带轮；第一

驱动端上设有第一从动皮带轮；第二驱动端上设有第二从动皮带轮，主动皮带轮和第一从

动皮带轮之间设有第一皮带；主动皮带轮和第二从动皮带轮之间设有第二皮带。选用电动

马达作为驱动装置，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噪音小；主动皮带轮和从动皮带轮之间选用皮带

作为传动件，结构简单，成本低，运行噪音小。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进给装置包括伺服电机、丝杠、螺母和固定块，固定块设置在滑座

上，螺母设置在固定块上，伺服电机固定在基板上，丝杠的一端与伺服电机相连，丝杠的另

一端与螺母配合。进给装置选用伺服电机作为动力，伺服电机运行精度高，能提高工件加工

的精度；传动件选用丝杠，运行可靠，精度高。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三个刀具安装孔分别是外圆车刀安装孔、内孔车刀安装孔和端面

车刀安装孔。在外圆车刀安装孔内安装外圆车刀、在内孔车刀安装孔内安装内孔车刀、在端

面车刀安装孔内安装端面车刀，主轴装置旋转可同时加工工件的外圆、内孔和端面，可极大

提到加工的效率。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筐底部为多孔网状结构；所述基板上围绕夹具设有回形斜板，

在基板上回形斜板围绕的区域内开有落料孔，在基板的底面上围绕落料孔设有落料管，落

料管底部落料口的投影面位于过滤筐内。过滤筐底部为多孔网状结构，能过滤切削下来的

废料，回形斜板具有导流的作用，落料管底部落料口的投影面位于过滤筐内能使从过滤筐

流下的切削液完全流入储液箱。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机架上设有机罩，机罩内顶部设有照明灯，在机架的前面设有安全

光幕，在机架的底部设有旋转脚轮和固定脚蹄。机罩能防止切削液甩出，隔离加工区，防止

发生安全事故，安全光幕能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在机架的底部同时设置旋转脚轮和固定脚

蹄，旋转脚轮能方便移动车床，移动到预定的位置后，调整固定脚蹄的高度，使用固定脚蹄

支撑车床，并可通过固定脚蹄调整车床的水平度，确保车床加工的精度。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去除机罩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中夹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中夹具的右视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中夹具的俯视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中车削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如图1至图8所示，一种四轴精密车床，包括机架1，在机架1上设有基板2，在基板2

上设有夹具3；以夹具3为中心，位于夹具3的横向两侧对称设有两套车削装置4A和4B，这两

套车削装置4A和4B结构相同；在基板2的下方设有切削液过滤循环装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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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所述夹具3包括安装板31，安装板31设在基板2上，在安装板31上设置有基座32，在

基座32上设置有第一V形块33和第二V形块34，在第一V形块33的一端且位于基座32上设置

有第一工件端面定位装置35，在第二V形块34的一端且位于基座32上设置有第二工件端面

定位装置36。

[0028] 第一工件端面定位装置35包括第一滑轨351、第一滑块352、第一定位块353、第一

连接块354、第一卡扣355和第一推拉气缸350，第一滑轨351设置在基座32上，第一滑块352

滑动地设置在第一滑轨351上，第一定位块353设置在第一滑块352上，第一连接块354设置

在第一定位块353上，第一卡扣355设置在第一连接块354上，第一推拉气缸350的活塞杆

3501与第一卡扣355连接，第一推拉气缸350的缸体3502设置在安装板31上。活塞杆3501驱

动第一卡扣355、第一连接块354、第一定位块353和第一滑块352沿第一滑轨351上下运动给

工件310提供定位。

[0029] 第二工件端面定位装置36包括第二滑轨361、第二滑块362、第二定位块363、第二

连接块364、第二卡扣365和第二推拉气缸360，第二滑轨361设置在基座32上，第二滑块362

滑动地设置在第一滑轨361上，第二定位块363设置在第二滑块362上，第二连接块364设置

在第二定位块363上，第二卡扣365设置在第二连接块364上，第二推拉气缸360的活塞杆

3601与第二卡扣365连接，第二推拉气缸360的缸体3602设置在安装板31上。活塞杆3601驱

动第二卡扣365、第二连接块364、第二定位块363和第二滑块362沿第二滑轨361上下运动给

工件311提供定位。

[0030] 在基座32的下面设有旋转夹持装置37，旋转夹持装置37包括旋转轴371、马达372、

第一夹持气缸373、第二夹持气缸374、第三卡扣375、第四卡扣376、推拉板377、固定块378和

压板379。第一夹持气缸373和第二夹持气缸374的缸体均固定在基座32上，第一夹持气缸

373的活塞杆3731通过第三卡扣375与推拉板377相连，第二夹持气缸374的活塞杆3741通过

第四卡扣376与推拉板377相连，固定块378安装在推拉板377上，马达372的本体安装在固定

块378上，马达372的输出轴3720与旋转轴371的下端相连，压板379安装在旋转轴371的上

端。第一夹持气缸373的活塞杆3731和第二夹持气缸374的活塞杆3741推动推拉板377带动

第三卡扣375、第四卡扣376、推拉板377、固定块378、旋转轴371、压板379和马达372上下运

动为压板379压紧工件310和工件311提供压力，马达372带动旋转轴371旋转，方便放置和取

出工件310和工件311。

[0031] 在基座32的横向两侧对称设有导套座38，导套座38上设有导套39。

[0032] 车削装置4B包括安装在基板2上的滑轨41，滑轨41上设有可沿滑轨41滑动的滑座

42，滑座42上靠近夹具3的一端设有第一主轴座43和第二主轴座44，第一主轴座43上设有第

一主轴装置45，第二主轴座44上设有第二主轴装置46，滑座42的另一端设有电动马达47，电

动马达47的输出轴上设有主动皮带轮470。

[0033] 第一主轴装置45靠近夹具3的一端设有第一刀座451，第一刀座451上设有外圆车

刀安装孔、内孔车刀安装孔和端面车刀安装孔，在外圆车刀安装孔内安装外圆车刀4511、在

内孔车刀安装孔内安装内孔车刀4512、在端面车刀安装孔内安装端面车刀4513；第一主轴

装置45的另一端设有第一从动皮带轮450，第一从动皮带轮450与主动皮带轮470之间设有

第一皮带471；第二主轴装置46靠近夹具3的一端设有第二刀座461，第二刀座461上设有外

圆车刀安装孔、内孔车刀安装孔和端面车刀安装孔，在外圆车刀安装孔内安装外圆车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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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在内孔车刀安装孔内安装内孔车刀4612、在端面车刀安装孔内安装端面车刀4613，第

二主轴装置46的另一端设有第二从动皮带轮460，第二从动皮带轮460与主动皮带轮470之

间设有第二皮带472。通过在外圆车刀安装孔内安装外圆车刀、在内孔车刀安装孔内安装内

孔车刀、在端面车刀安装孔内安装端面车刀，主轴装置旋转可同时加工工件的外圆、内孔和

端面，可极大提到加工的效率。选用电动马达作为驱动装置，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噪音小；

主动皮带轮和从动皮带轮之间选用皮带作为传动件，结构简单，成本低，运行噪音小。

[0034] 在滑座42上还设有导柱座48，导柱座48上设有导柱49。工作时，滑座上设置的导柱

与夹具的基座上的导套配合，以提高加工的精度。

[0035] 在滑座42和基板2之间设有进给装置40，进给装置40包括伺服电机400、丝杠401、

螺母402和固定块403，固定块403设置在滑座42上，螺母402设置在固定块403上，伺服电机

400固定在基板2上，丝杠401的一端与伺服电机400相连，丝杠401的另一端与螺母402配合。

进给装置选用伺服电机作为动力，伺服电机运行精度高，能提高工件加工的精度；传动件选

用丝杠，运行可靠，精度高。

[0036] 所述切削液过滤循环装置5包括过滤筐51、储液箱52和水泵53，过滤筐51设在储液

箱52的上方，过滤筐51底部为多孔网状结构，水泵53安装在机架1上，水泵53的泵头530设置

在储液箱52内，基板1上围绕夹具3设有回形斜板54，在基板1上回形斜板54围绕的区域内开

有落料孔55，在基板1的底面上围绕落料孔55设有落料管56，落料管56底部落料口的投影面

位于过滤筐51内。过滤筐底部为多孔网状结构，能过滤切削下来的废料，回形斜板具有导流

的作用，落料管底部落料口的投影面位于过滤筐内能使从过滤筐流下的切削液完全流入储

液箱。

[0037] 所述机架1上设有机罩9，机罩9内顶部设有照明灯(未示出)，在机架1的前面设有

安全光幕10，在机架1的底部设有旋转脚轮11和固定脚蹄12；在机架上还设有控制箱6、控制

面板7和操作装置8，操作装置8上设有启动按钮80和急停按钮81。机罩能防止切削液甩出，

隔离加工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安全光幕能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在机架的底部同时设置旋

转脚轮和固定脚蹄，旋转脚轮能方便移动车床，移动到预定的位置后，调整固定脚蹄的高

度，使用固定脚蹄支撑车床，并可通过固定脚蹄调整车床的水平度，确保车床加工的精度，

控制箱内安装控制车床的电器元件，控制面板用来设置各项参数来控制车床，操作装置上

设置的启动按钮和急停按钮方便操作车床，紧急情况下可快速停机。

[0038] 当需要加工工件时，准备好工件、外圆车刀、内孔车刀和端面车刀，在外圆车刀安

装孔内安装外圆车刀4511、在内孔车刀安装孔内安装内孔车刀4512、在端面车刀安装孔内

安装端面车刀4513，通过控制面板7设定好各项参数，启动第一推拉气缸350，第一推拉气缸

350的活塞杆3501推动第一卡扣355、第一连接块354、第一定位块353和第一滑块352沿第一

滑轨351向上运动；启动第二推拉气缸360，第二推拉气缸360的活塞杆3601推动第二卡扣

365、第二连接块364、第二定位块363和第二滑块362向上运动，将工件310放在第一V形块33

上，工件310的一端与第一定位块353接触；将工件311放在第二V形块34上，工件311的一端

与第二定位块363接触，启动第一夹持气缸373和第二夹持气缸374，第一夹持气缸373的活

塞杆3731通过第三卡扣375、第二夹持气缸374的活塞杆3741通过第四卡扣376同时将推拉

板377往上拉，固定块378和马达372跟推拉板377同时上移，旋转轴371推动压板379上移；马

达372启动，马达372的输出轴3720旋转90度后，启动第一夹持气缸373和第二夹持气缸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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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夹持气缸373的活塞杆3731通过第三卡扣375、第二夹持气缸374的活塞杆3741通过第

四卡扣376同时将推拉板377往下拉，旋转轴371推动压板379下移，直至压板379将工件310

和工件311压紧，工件310和工件311被压紧后，第一推拉气缸350的活塞杆3501推动第一卡

扣355、第一连接块354、第一定位块353和第一滑块52沿第一滑轨351向下运动，使第一定位

块353远离工件310；第二推拉气缸360的活塞杆3601推动第二卡扣365、第二连接块364、第

二定位块363和第二滑块362向下运动，使第二定位块363远离工件311，启动切削液过滤循

环装置5，切削液喷淋到工件和刀具上，启动电机47，车削装置4A和4B运行，外圆车刀4511、

内孔车刀4512和端面车刀4513同时切削工件，车削完成后，启动气缸373和374，松开工件，

取出加工好的工件，放入待加工的工件，开机继续加工工件。一套主轴装置就能将工件一端

的外圆、内孔和端面加工完成，本车床设置了四套主轴装置，夹具能同时装夹两个工件，通

过一次装夹即可完成对工件两端的外圆、内孔和端面的加工，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装

夹和拆卸工件方便，使用本车床能较好的保证工件的同轴度，同一批产品的一致性好，特别

适合需要加工两端的工件的大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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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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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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