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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车床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车床，所述车床包括机

架、上料装置、环形刀架、转动电机和旋转夹持装

置，所述机架为矩形框架结构，矩形机架的一端

设有旋转夹持装置，旋转夹持装置的上方设有上

料装置，所述旋转夹持装置通过转动电机驱动转

动，电机固定在机架上，在矩形机架的侧壁滑动

安装有环形刀架，环形刀架与旋转夹持装置保持

垂直，旋转夹持装置的轴心与环形刀架的轴心共

线。本发明实现自动上料，驱动电机转动则带动

旋转夹持装置高速转动，环绕工件设置的环形车

刀架可以根据需要落下所需加工的车刀头进行

车削加工，在不用时缩回，无需频繁的更换刀具，

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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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床包括机架(6)、上料装置(1)、环形刀架(3)、转动电

机(7)和旋转夹持装置(2)，所述机架(6)为矩形框架结构，矩形机架(6)的一端设有旋转夹

持装置(2)，旋转夹持装置(2)的上方设有上料装置(1)，所述旋转夹持装置(2)通过转动电

机(7)驱动转动，转动电机(7)固定在机架(6)上，在矩形机架(6)的侧壁滑动安装有环形刀

架(3)，环形刀架(3)与旋转夹持装置(2)保持垂直，旋转夹持装置(2)的轴心与环形刀架(3)

的轴心共线；旋转夹持装置(2)包括机架臂(201)、转动轴承(204)、环形齿轮(205)和活动夹

持头(206)，机架臂(201)垂直安装在机架(6)一端的端面，朝向机架(6)的另一端，机架臂

(201)与地面保持水平，机架臂(201)内设有推料孔，推料孔的底部垂直设有电动推杆

(202)，机架臂(201)的侧壁设有放料孔(203)，放料孔(203)与推料孔相连通，放料孔(203)

朝上，在机架臂(201)的前端安装有活动夹持头(206)，活动夹持头(206)通过轴承转动与机

架臂(201)连接，机架臂(201)上的推料孔与活动夹持头(206)相连通，活动夹持头(206)外

侧壁设有环形齿轮(205)，转动电机(7)上设有齿轮，转动电机(7)上的齿轮与环形齿轮

(205)相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夹持头(206)包括夹持基体环

(2061)、压紧块(2062)、自锁推顶环(2064)、复位弹簧和齿条(2063)，夹持基体环(2061)通

过轴承转动连接在机架臂(201)上，夹持基体环(2061)可以在机架臂(201)前端沿轴心转

动，夹持基体环(2061)的内壁与机架臂(201)的推料孔相连通，在夹持基体环(2061)的内壁

同一平面上均匀开设有压紧块(2062)安装孔，压紧块(2062)竖直滑动安装在压紧块(2062)

安装孔内，在压紧块(2062)和压紧块(2062)安装孔内之间设有复位弹簧，压紧块(2062)朝

向夹持基体环(2061)内壁一面设有用于增大摩擦力的压纹，在压紧块(2062)朝向夹持基体

环(2061)外壁的一面为一个斜坡，夹持基体环(2061)外壁上设有自锁推顶环(206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自锁推顶环(2064)包括推顶环体和自

锁扣，推顶环体滑动套在夹持基体环(2061)的外侧壁，推顶环体与压紧块(2062)的斜坡面

相互接触，在推顶环体与夹持基体环(2061)的外侧壁之间设有沿夹持基体环(2061)轴线方

向设置的齿条(2063)，齿条(2063)固定在夹持基体环(2061)的外侧壁，推顶环体侧壁开设

有齿条(2063)凹槽，齿条(2063)滑动连接在齿条(2063)凹槽内，在推顶环体设有自锁扣，自

锁扣卡合在齿条(2063)上，齿条(2063)为斜齿，用于实现推顶环体的紧固定位，自锁扣包括

按压环、活动连杆、顶出弹簧和活动卡头，按压环安装在推顶环体朝向床身轴线的一侧，按

压环通过活动连杆与活动卡头连接，顶出弹簧顶着活动卡头与齿条(2063)接触，活动连杆

为直角结构，直角位置转动连接在推顶环体内，活动连杆的一端与按压环滑动接触，活动连

杆的另一端固定有活动卡头，活动卡头上方安装有顶出弹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1)包括储存仓(101)、电动

阀门(102)和电动液压杆(103)，储存仓(101)底部设有控制物料(105)依次下落的电动阀门

(102)，所述电动阀门(102)位于机架臂(201)放料孔(203)正上方，储存仓(101)侧壁设有推

拉杆，推拉杆包括电动液压杆(103)和卡头(104)，电动液压杆(103)垂直固定在储存仓

(101)的侧壁，在电动液压杆(103)的前端设有卡头(104)，所述卡头(104)内设有通孔，通孔

壁设有环状凹槽，环状凹槽包裹在推顶环体的外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刀架(3)包括环形架(301)、丝杠

(4)、丝杠电机(5)、推进装置和刀头(305)，丝杠(4)有两根，两丝杠(4)分别水平对称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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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6)两侧，丝杠(4)与丝杠电机(5)相连接，丝杠电机(5)驱动丝杠(4)转动，丝杠电机(5)

固定在机架(6)上，环形架(301)两侧与丝杠(4)转动连接，环形架(301)与丝杠(4)垂直，在

环形架(301)的内侧壁垂直设有推进装置，所述推进装置的前端设有刀头(30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进装置包括滑块(304)和电动升降

杆(303)，在环形架(301)内壁设有沉孔(302)，滑块(304)安装在沉孔(302)内，在滑块(304)

与沉孔(302)之间设有电动升降杆(303)，在滑块(304)朝向环形架(301)轴心的一面固定有

刀头(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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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车床。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车床是人工的将工件固定在转盘上，再带动车刀进行车削，一种车刀只能进

行一种形式的加工。利用传统的车床加工零件时只能一个一个的加工，在需要不同的加工

刀具时还需要频繁的更换刀具非常的费时费力，在一道工序加工完成后才能继续进行下一

步的操作，不仅费事费力还容易造成失误，增加废品率，在更换刀具或零件的过程中不仅容

易造成危险，还容易造成误差的扩大，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新型的加工车床。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以上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出一种车床，通过床

身的设计和自动上料装置，实现自动的上下料，并使用盘状车刀架实现了快速加工，解决了

传统车床需要加工效率低需要频繁的跟换刀具和需要手工装卸零件的问题，具有使用方

便，高效快捷的特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车床包括机架、上料装

置、环形刀架、转动电机和旋转夹持装置，所述机架为矩形框架结构，矩形机架的一端设有

旋转夹持装置，旋转夹持装置的上方设有上料装置，所述旋转夹持装置通过转动电机驱动

转动，电机固定在机架上，在矩形机架的侧壁滑动安装有环形刀架，环形刀架与旋转夹持装

置保持垂直，旋转夹持装置的轴心与环形刀架的轴心共线。

[0005]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旋转夹持装置包括机架臂、转动轴承、环形齿轮和

活动夹持头，机架臂垂直安装在机架一端的端面，朝向机架的另一端，机架臂与地面保持水

平，机架臂内设有推料孔，推料孔的底部垂直设有电动推杆，机架臂的侧壁设有放料孔，放

料孔与推料孔相连通，放料孔朝上，在机架臂的前端安装有活动夹持头，活动夹持头通过轴

承转动与机架臂连接，机架臂上的推料孔与活动夹持头相连通，活动夹持头外侧壁设有环

形齿轮，转动电机上设有齿轮，转动电机上的齿轮与环形齿轮相啮合。活动夹持头包括夹持

基体环、压紧块、自锁推顶环、复位弹簧和齿条，夹持基体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机架臂上，

夹持基体环可以在机架臂前端沿轴心转动，夹持基体环的内壁与机架臂的推料孔相连通，

在夹持基体环的内壁同一平面上均匀开设有压紧块安装孔，压紧块竖直滑动安装在压紧块

安装孔内，在压紧块和压紧块安装孔内之间设有复位弹簧，压紧块朝向夹持基体环内壁一

面设有用于增大摩擦力的压纹，在压紧块朝向夹持基体环外壁的一面为一个斜坡，夹持基

体环外壁上设有自锁推顶环。自锁推顶环包括推顶环体和自锁扣，推顶环体滑动套在夹持

基体环的外侧壁，推顶环体与压紧块的斜坡面相互接触，在推顶环体与夹持基体环的外侧

壁之间设有沿夹持基体环轴线方向设置的齿条，齿条固定在夹持基体环的外侧壁，推顶环

体侧壁开设有齿条凹槽，齿条滑动连接在齿条凹槽内，在推顶环体设有自锁扣，自锁扣卡合

在齿条上，齿条为斜齿，用于实现推顶环体的紧固定位，自锁扣包括按压环、活动连杆、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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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和活动卡头，按压环安装在推顶环体朝向床身轴线的一侧，按压环通过活动连杆与活

动卡头连接，顶出弹簧顶着活动卡头与齿条接触，活动连杆为直角结构，直角位置转动连接

在推顶环体内，活动连杆的一端与按压环滑动接触，活动连杆的另一端固定有活动卡头，活

动卡头上方安装有顶出弹簧。上料装置包括储存仓、电动阀门和电动液压杆，储存仓底部设

有控制物料依次下落的电动阀门，所述电动阀门位于机架臂放料孔正上方，储存仓侧壁设

有推拉杆，推拉杆包括电动液压杆和卡头，电动液压杆垂直固定在储存仓的侧壁，在电动液

压杆的前端设有卡头，所述卡头内设有通孔，通孔壁设有环状凹槽，环状凹槽包裹在推顶环

体的外侧。环形刀架包括环形架、丝杠、丝杠电机、推进装置和刀头，丝杠有两根，两丝杠分

别水平对称设置在机架两侧，丝杠与丝杠电机相连接，丝杠电机驱动丝杠转动，丝杠电机固

定在机架上，环形架两侧与丝杠转动连接，环形架与丝杠垂直，在环形架的内侧壁垂直设有

推进装置，所述推进装置的前端设有刀头。推进装置包括滑块和电动升降杆，在环形架内壁

设有沉孔，滑块安装在沉孔内，在滑块与沉孔之间设有电动升降杆，在滑块朝向环形架轴心

的一面固定有刀头。

[0006]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先将物料批量放置在自动上料装置的储存仓内，当其

中一个机架臂转动到自动上料装置的正下方时，电动阀门打开，物料落入指定位置，推拉杆

前推自锁推顶环松开压紧块，位于推料孔内的电动推杆推动待加工的物料穿过旋转夹持装

置，推拉杆推动自锁推顶环移动带动压紧块收紧，将待加工物件固定，实现自动上料，转动

电机转动则带动旋转夹持装置高速转动，环绕工件设置的环形车刀架可以根据需要落下所

需加工的车刀头进行车削加工，在不用时缩回，无需频繁的更换刀具，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

率。

附图说明

[0007] 下面对本说明书附图所表达的内容及图中的标记作简要说明：

[0008] 图1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车床结构图；

[0009] 图2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上料装置结构图；

[0010] 图3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旋转夹持装置结构图；

[0011] 图4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活动夹持头结构图；

[0012] 图5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环形刀架结构图。

[0013] 其中，1、上料装置，2、旋转夹持装置，3、环形刀架，4、丝杠，5、丝杠电机，6、机架，7、

转动电机，101、储存仓，102、电动阀门，103、电动液压杆，104、卡头，105、物料，201、机架臂，

202、电动推杆，203、放料孔，204、转动轴承，205、环形齿轮，206、活动夹持头，2061、夹持基

体环，2062、压紧块，2063、齿条，2064、自锁推顶环，301、环形架，302、沉孔，303、电动升降

杆，304、滑块，305、刀头，306、螺纹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如所涉及的各构件的形状、构

造、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位置及连接关系、各部分的作用及工作原理、制造工艺及操作使用方

法等，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以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发明构思、技术方案有更完

整、准确和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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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如图1-5所示，一种车床包括机架6、上料装置1、环形刀架3、转动电机7和旋转夹持

装置2，所述机架6为矩形框架结构，矩形机架6的一端设有旋转夹持装置2，旋转夹持装置2

的上方设有上料装置1，所述旋转夹持装置2通过转动电机7驱动转动，电机固定在机架6上，

在矩形机架6的侧壁滑动安装有环形刀架3，环形刀架3与旋转夹持装置2保持垂直，旋转夹

持装置2的轴心与环形刀架3的轴心共线。旋转夹持装置2包括机架臂201、转动轴承204、环

形齿轮205和活动夹持头206，机架臂201垂直安装在机架6一端的端面，朝向机架6的另一

端，机架臂201与地面保持水平，机架臂201内设有推料孔，推料孔的底部垂直设有电动推杆

202，机架臂201的侧壁设有放料孔203，放料孔203与推料孔相连通，放料孔203朝上，在机架

臂201的前端安装有活动夹持头206，活动夹持头206通过轴承转动与机架臂201连接，机架

臂201上的推料孔与活动夹持头206相连通，活动夹持头206外侧壁设有环形齿轮205，转动

电机7上设有齿轮，转动电机7上的齿轮与环形齿轮205相啮合。活动夹持头206包括夹持基

体环2061、压紧块2062、自锁推顶环2064、复位弹簧和齿条2063，夹持基体环2061通过轴承

转动连接在机架臂201上，夹持基体环2061可以在机架臂201前端沿轴心转动，夹持基体环

2061的内壁与机架臂201的推料孔相连通，在夹持基体环2061的内壁同一平面上均匀开设

有压紧块2062安装孔，压紧块2062竖直滑动安装在压紧块2062安装孔内，在压紧块2062和

压紧块2062安装孔内之间设有复位弹簧，压紧块2062朝向夹持基体环2061内壁一面设有用

于增大摩擦力的压纹，在压紧块2062朝向夹持基体环2061外壁的一面为一个斜坡，夹持基

体环2061外壁上设有自锁推顶环2064。自锁推顶环2064包括推顶环体和自锁扣，推顶环体

滑动套在夹持基体环2061的外侧壁，推顶环体与压紧块2062的斜坡面相互接触，在推顶环

体与夹持基体环2061的外侧壁之间设有沿夹持基体环2061轴线方向设置的齿条2063，齿条

2063固定在夹持基体环2061的外侧壁，推顶环体侧壁开设有齿条2063凹槽，齿条2063滑动

连接在齿条2063凹槽内，在推顶环体设有自锁扣，自锁扣卡合在齿条2063上，齿条2063为斜

齿，用于实现推顶环体的紧固定位，自锁扣包括按压环、活动连杆、顶出弹簧和活动卡头，按

压环安装在推顶环体朝向床身轴线的一侧，按压环通过活动连杆与活动卡头连接，顶出弹

簧顶着活动卡头与齿条2063接触，活动连杆为直角结构，直角位置转动连接在推顶环体内，

活动连杆的一端与按压环滑动接触，活动连杆的另一端固定有活动卡头，活动卡头上方安

装有顶出弹簧。上料装置1包括储存仓101、电动阀门102和电动液压杆103，储存仓101仓底

部设有控制物料105依次下落的电动阀门102，所述电动阀门102位于机架臂201放料孔203

正上方，储存仓101侧壁设有推拉杆，推拉杆包括电动液压杆和卡头104，电动液压杆垂直固

定在储存仓101的侧壁，在电动液压杆的前端设有卡头104，所述卡头104内设有通孔，通孔

壁设有环状凹槽，环状凹槽包裹在推顶环体的外侧。环形刀架3包括环形架301、丝杠4、丝杠

电机5、螺纹孔306、推进装置和刀头305，丝杠4有两根，两丝杠4分别水平对称设置在机架6

两侧，丝杠4与丝杠电机5相连接，丝杠电机5驱动丝杠4转动，丝杠电机5固定在机架6上，环

形架301两侧与丝杠4转动连接，环形架301与丝杠4垂直，丝杠4穿过螺纹孔306，在环形架

301的内侧壁垂直设有推进装置，所述推进装置的前端设有刀头305。推进装置包括滑块304

和电动升降杆303，在环形架301内壁设有沉孔302，滑块304安装在沉孔302内，在滑块304与

沉孔302之间设有电动升降杆303，在滑块304朝向环形架301轴心的一面固定有刀头305。

[0016] 工作原理：先将物料105批量放置在自动上料装置1的储存仓101内，当其中一个机

架臂201转动到自动上料装置1的正下方时，此时自动上料装置1的电动阀门102对准机架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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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上的放料孔203，同时推拉杆上的卡头正好卡在自锁推顶环2064，电动阀门102打开，待

加工的物料105通过放料孔203落入推料孔，推拉杆通过卡头前推自锁推顶环2064松开压紧

块2062，位于推料孔内的电动推杆202推动待加工的物料105穿过旋转夹持装置2，推拉杆推

动自锁推顶环2064移动带动压紧块2062收紧，将待加工物件固定，转动电机转动则带动旋

转夹持装置2高速转动，环形刀架3通过丝杠4横向移动到制定位置，并根据需要选择放下刀

头305与工件切削，当需要使用其他刀头305时，只要推伸出制定的刀头305即可，无需频繁

的更换刀头305，并能在自动上料的同时将加工好的零件推出，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0017] 上面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的限制，

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发

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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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07511490 B

9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0

CN 107511490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