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827160.0

(22)申请日 2020.08.27

(73)专利权人 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

地址 100076 北京市丰台区南大红门路1号

(72)发明人 黄玉平　何理论　徐强　杨增辉　

郑继贵　张晋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航天科技专利中心 

11009

代理人 胡健男

(51)Int.Cl.

B24B 25/00(2006.01)

B24B 41/02(2006.01)

B24B 41/00(2006.01)

B24B 41/04(2006.01)

B24B 53/14(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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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包括：床身、工

作台、立柱、工件头架，尾座，修整器等，当待加工

零件为直齿轴类零件时，调整X轴整砂轮高度，以

及调整X轴砂轮在X轴的位置，使X向砂轮的中型

面与待加工零件的轴线共面后，再通过Y轴和Z轴

联动，实现对X轴砂轮轨迹的插补，进而实现插直

齿轴类零件的齿轮磨削；当待加工零件为螺母零

件时，工作台上不布置尾座，调整砂轮X轴方向和

Y轴方向位置，实现内圆磨削，即对螺母零件的内

环槽加工或内孔加工；当待加工零件为凸轮类零

件或法兰零件时，通过X轴、Y轴方向联动实现对

凸轮类零件或法兰零件进行非圆轨迹和分布孔

的磨削，具备坐标镗的功能；当待加工零件为螺

母时，实现螺母内螺纹的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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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其特征在于包括：床身(1)、工作台(22)、立柱(15)、工件头架

(5)，尾座(13)，修整器(11)、Y向导轨(17)、Y向丝杠(18)和Y向伺服电机(16)、Y向平动台

(24)、X轴导轨(25)、L型支座(10)、X向丝杠(20)、X向伺服电机(19)

床身(1)上布置有工作台(22)和立柱(15)；工作台(22)上布置有工件头架(5)、修整器

(11)，可选择的设有尾座(13)，当设有尾座(13)时，尾座(13)位于工件头架(5)和修整器

(11)之间；立柱(15)位于工作台(22)旁；

工作台(22)在床身(1)上的移动方向为沿Z轴方向；

立柱(15)侧面布置有Y向导轨(17)、Y向丝杠(18)和Y向伺服电机(16)，Y向导轨(17)上

固定有Y向平动台(24)，Y向平动台(24)沿Y轴运动；Y向导轨(17)沿立柱(15)竖直方向布置，

即Y轴方向；Y向丝杠(18)的螺母与Y向平动台(24)固定连接，Y向丝杠(18)的螺母与Y向丝杠

(18)螺纹配合，Y向平动台(24)在Y向导轨(17)沿Y轴方向移动；

Y向平动台(24)上固定有X轴导轨(25)，X轴导轨(25)沿X方向布置；X轴方向垂直于Z轴

方向和Y轴方向；X轴导轨(25)为燕尾导轨，利用螺栓将X轴导轨(25)与Y向平动台(24)固连；

X轴导轨(25)靠近工件头架(5)一侧布置有L型支座(10)，

X向丝杠(20)的丝杆固定在Y向平动台(24)上；X向丝杠(20)的螺母与L型支座(10)面向

X轴导轨(25)一侧固定，L型支座(10)面向X轴导轨(25)一侧还设有滑轨，滑轨与X轴导轨

(25)配合，L型支座(10)在X轴导轨(25)上沿X方向滑动；

利用螺栓固连L型支座(10)和X向丝杠(20)的螺母，X向丝杠(20)  与X向伺服电机(19)

连接，X向伺服电机(19)固定在Y向平动台(24)上；

L型支座(10)上布置用于安装X向电主轴(21)的X向电主轴支座(14)，X向电主轴(21)与

X向砂轮(26)连接，X向砂轮(26)用于磨削待加工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其特征在于：床身(1)为T形，包括横部

和竖部，立柱(15)位于工作台(22)旁是指：工作台(22)位于床身(1)的横部，立柱(15)位于

床身(1)的竖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其特征在于：还包括Z向导轨(2)、Z向丝

杠(4)和Z向伺服电机(3)；

床身(1)为T型床身，用于同时支承工作台(22)、立柱(15)；立柱(15)与床身(1)固联不

移动，工作台(22)与床身(1)之间布置Z向导轨(2)、Z向丝杠(4)和Z向伺服电机(3)，工作台

(22)依赖Z向伺服电机(3)驱动Z向丝杠(4)带动工作台(22)沿Z轴水平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其特征在于：还包括：X向电主轴支座

(14)、Z向电主轴支座(9)、Z向电主轴(8)；

L型支座(10)为L型，在L型支座(10)长边需要安装X向电主轴支座(14)的一侧布置有螺

栓孔，用于安装X向电主轴支座(14)，面向X轴导轨(25)的一侧设有滑轨和螺母座，螺母座用

于固定X向丝杠(20)的螺母，L型支座(10)的两个直边的内侧拐角处设置有加强筋板，用于

增加L型支座(10)的刚性，L型支座(10)的短边布置有安装Z向电主轴支座(9)的螺纹孔，用

于固定Z向电主轴支座(9)；Z向电主轴支座(9)上能够安装Z向电主轴(8)，Z向电主轴(8)用

于驱动Z向砂轮(27)旋转，磨削待加工零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其特征在于：L型支座(10)长边沿X方向

布置，L型支座(10)的短边沿Z轴方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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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其特征在于：修整器(11)与在工作台

(22)之间设置有过渡支撑台，过渡支撑台为板状，过渡支撑台底部与工作台(22)可拆卸连

接；过渡支撑台顶部设计有突出的旋转销轴；绕旋转销轴中心线旋转呈0°和90°的位置设置

两个销孔；修整器(11)底部设有配合旋转销轴的轴孔，与销孔配合的位置设置有可插拔的

定位销，在修整器(11)旋转到0°或90°的位置时，能够通过定位销定位，再通过螺栓将修整

器(11)和过渡支撑台固定；

修整器(11)上设有金刚碟轮，在0°位置时，金刚碟轮的旋转轴线与Z轴方向平行；在90°

位置时，金刚碟轮的旋转轴线与X轴方向平行；从而调整修整器(11)的金刚碟轮轴线分别与

Z轴平行或垂直的不同位置状态，实现对Z轴和X轴砂轮进行轮廓修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其特征在于：0°的位置位于沿Z轴方向，

90°的位置位于沿X轴方向。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顶尖(23)；

在工作台(22)上布置尾座(13)时，尾座(13)位于工件头架(5)与修整器(11)之间，工件

头架(5)上的旋转轴为C轴，用于装卡待加工零件；工件头架(5)的旋转轴上安装顶尖(23)，

与尾座(13)上设置的顶尖配合，通过拨叉将待加工零件(12)的一端顶在工件头架(5)的顶

尖(23)上，将待加工零件(12)另一端顶在尾座(13)设置的顶尖上，驱动待加工零件(12)绕C

轴旋转，工件头架(5)具有分度定位功能，能够使待加工零件(12)在固定的旋转角度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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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属于机械制造类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成形磨床属于精密加工设备，典型有齿轮磨床、螺纹磨床、转子磨床等，一般均为

专用设备，即常针对某一项功能设计，实现一种特征的加工，在实际生产中通过数量组线形

成大批量生产能力。但随着设备需求增大和更新周期缩短，模块化设计成为商用机床发展

趋势。模块化设计的优势在于单台设备通过更换不同的配件，可实现功能便捷转换，对于产

业化而言，每个模块皆结构近似，因此有利于批量化生产，降低设备生产成本。此外另有一

类需求，与组成生产线专用机床的需求点不同，这类设备重点针对样机和单品的研制，对精

度要求高，要求占用较小的占地面积，满足更多特征加工需求，降低设备数量，其更为重视

模块多样化的多用途设计，现有大部分商用设备均受到布局和结构局限，不能达到多用途

目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

该磨床通过设计固结的立柱，具有Y轴运动自由度，设计的L型支座可以便捷安装Z轴电主轴

和X轴电主轴，实现砂轮轴线平行和垂直于工件轴线的两种磨削方式，由于增加了Y轴自由

度，该磨床可通过X轴、Y轴和Z轴联动实现分布孔镗削或磨削、内圆和多列内环槽磨削、插刀

修磨以及凸轮非圆轮廓磨削等较多类型特征的加工。

[0004]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包括：床身(1)、工作台(22)、立

柱(15)、工件头架(5)，尾座(13)，修整器(11)、Y向导轨(17)、Y向丝杠(18)和Y向伺服电机

(16)、Y向平动台(24)、X轴导轨(25)、L型支座(10)、X向丝杠(20)、X向伺服电机(19)

[0005] 床身(1)上布置有工作台(22)和立柱(15)；工作台(22)上布置有工件头架(5)、修

整器(11)，可选择的设有尾座(13)，当设有尾座(13)时，尾座(13)位于工件头架(5)和修整

器(11)之间；立柱(15)位于工作台(22)旁；

[0006] 工作台(22)在床身(1)上的移动方向为沿Z轴方向；

[0007] 立柱(15)侧面布置有Y向导轨(17)、Y向丝杠(18)和Y向伺服电机(16)，Y向导轨

(17)上固定有Y向平动台(24)，Y向平动台(24)可进行Y轴运动；Y向导轨(17)沿立柱(15)竖

直方向布置，即Y轴方向；Y向丝杠(18)的螺母与Y向平动台(24)固定连接，Y向丝杠(18)旋

转，带动Y向丝杠(18)的螺母运动，从而带动Y向平动台(24)在Y向导轨(17)沿Y轴方向移动；

[0008] Y向平动台(24)上固定有X轴导轨(25)，X轴导轨(25)沿X方向布置；X轴方向垂直于

Z轴方向和Y轴方向；X轴导轨(25)为燕尾导轨，利用螺栓将X轴导轨(25)与Y向平动台(24)固

连；X轴导轨(25)靠近工件头架(5)一侧布置有L型支座(10)，

[0009] X向丝杠(20)的丝杆固定在Y向平动台(24)上；X向丝杠(20)的螺母与L型支座(10)

面向X轴导轨(25)一侧固定，L型支座(10)面向X轴导轨(25)一侧还设有滑轨，通过滑轨与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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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导轨(25)配合，使L型支座(10)能够在X轴导轨(25)上沿X方向滑动；

[0010] 利用螺栓固连L型支座(10)和X向丝杠(20)的螺母，X向丝杠(20)依赖X向伺服电机

(19)驱动，X向伺服电机(19)固定在Y向平动台(24)上；

[0011] L型支座(10)上(没有安装滑轨的一侧)布置X向电主轴支座(14)，用于安装X向电

主轴(21)，电主轴(21)能够带动X向砂轮(26)旋转，用于磨削待加工件。

[0012] 优选的，床身(1)为T形，包括横部和竖部，立柱(15)位于工作台(22)旁是指：工作

台(22)位于床身(1)的横部，立柱(15)位于床身(1)的竖部。

[0013] 优选的，还包括Z向导轨(2)、Z向丝杠(4)和Z向伺服电机(3)；

[0014] 床身(1)为T型床身，用于同时支承工作台(22)、立柱(15)；立柱(15)与床身(1)固

联不移动，工作台(22)与床身(1)之间布置Z向导轨(2)、Z向丝杠(4)和Z向伺服电机(3)，工

作台22依赖伺服电机(3)驱动Z向丝杠(4)带动工作台(22)沿Z轴水平移动。

[0015] 优选的，还包括：X向电主轴支座(14)、Z向电主轴支座(9)、Z向电主轴(8)；

[0016] L型支座(10)为L型，在L型支座(10)长边需要安装X向电主轴支座(14)的一侧布置

有螺栓孔，用于安装X向电主轴支座(14)，面向X轴导轨(25)的一侧设有滑轨和螺母座，螺母

座用于固定X向丝杠(20)的螺母，L型支座(10)的两个直边的内侧拐角处设置有加强筋板，

用于增加L型支座(10)的刚性，L型支座(10)的短边布置有安装Z向电主轴支座(9)的螺纹

孔，用于固定Z向电主轴支座(9)；Z向电主轴支座(9)上能够安装Z向电主轴(8)，Z向电主轴

(8)用于驱动Z向砂轮(27)旋转，磨削待加工零件。

[0017] 优选的，L型支座(10)长边沿X方向布置，L型支座10的短边沿Z轴方向布置.

[0018] 优选的，修整器(11)与在工作台(22)之间设置有过渡支撑台，过渡支撑台为板状，

过渡支撑台底部与工作台(22)可拆卸连接；过渡支撑台顶部设计有突出的旋转销轴；绕旋

转销轴中心线旋转呈0°和90°的位置设置两个销孔；修整器(11)底部设有配合旋转销轴的

轴孔，与销孔配合的位置设置有可插拔的定位销，在修整器(11)旋转到0°或90°的位置时，

能够通过定位销定位，再通过螺栓将修整器(11)和过渡支撑台固定；

[0019] 修整器(11)上设有金刚碟轮，在0°位置时，金刚碟轮的旋转轴线与Z轴方向平行；

在90°位置时，金刚碟轮的旋转轴线与X轴方向平行；从而调整修整器(11)的金刚碟轮轴线

分别与Z轴平行或垂直的不同位置状态，实现对Z轴和X轴砂轮进行轮廓修整。

[0020] 优选的，0°的位置位于沿Z轴方向，90°的位置位于沿X轴方向。

[0021] 优选的，还包括：顶尖(23)；

[0022] 在工作台(22)上布置尾座(13)时，尾座(13)位于工件头架(5)与修整器(11)之间，

工件头架(5)上的旋转轴为C轴，用于装卡待加工零件；工件头架(5)的旋转轴上安装顶尖

(23)，与尾座(13)上设置的顶尖配合，通过拨叉将待加工零件(12)的一端顶在工件头架(5)

的顶尖(23)上，将待加工零件(12)另一端顶在尾座(13)设置的顶尖上，驱动待加工零件

(12)绕C轴旋转，工件头架5具有分度定位功能，能够使待加工零件12在固定的旋转角度固

定；

[0023]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12)为直齿轴类零件时(直齿轴类零件是指轴上设有一个

或多个直齿轮)，X向电主轴(21)旋转，带动X向砂轮(即小直径砂轮，优选直径在35mm以下)

转动，通过Y向平动台(24)在Y轴方向运动，调整砂轮高度(即在Y轴的位置)，通过L型支座

(10)的运动，调整X向砂轮在X轴的位置，即调整X向砂轮向相对待加工零件在X轴方向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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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X向砂轮的中型面与待加工零件的轴线共面后，保持X向砂轮的中型面与待加工零件

的轴线共面状态，再调整Y轴和Z轴联动，实现对X轴砂轮轨迹的插补，进而实现插直齿轴类

零件的齿轮磨削。

[0024] 优选的，直齿轴类零件是指轴上设有一个或多个直齿轮。

[0025]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为螺母零件(7)时，工作台(22)上不布置尾座(13)，工件头

架(5)的旋转轴上安装卡盘(6)，通过卡盘(6)夹持螺母零件(7)，Z向电主轴(8)旋转，驱动Z

轴砂轮旋转，通过Z轴砂轮在X轴方向和Y轴方向位置联动，实现内圆磨削，即对螺母零件(7)

的内环槽加工或内孔加工；

[0026]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12)为凸轮类零件(包括：外凸轮和内凸轮零件)或法兰零

件时，通过X轴、Y轴方向联动实现对凸轮类零件或法兰零件进行非圆轨迹和分布孔的磨削。

[0027]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12)为法兰零件时，工作台(22)上不布置尾座(13)，工件头

架(5)的旋转轴上安装卡盘(6)，通过卡盘(6)夹持法兰零件，在Z向电主轴(8)上安装镗刀，

通过X轴、Y轴与Z轴方向的联动，对卡盘6夹持的法兰零件端面的分布孔进行镗削，即具备坐

标镗的功能。

[0028]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12)为螺母(带有内螺纹)时，L型支座(10)与Z向电主轴支

座(9)之间安装一半封闭回转头架，具有小于6°的角度调整能力，使Z轴电主轴8绕X轴摆动

一定角度(小于6°)，实现螺母内螺纹的磨削。

[002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

[0030] (1)本发明磨床采用模块化设计，布置简洁，L型磨头支座，分别安装两个方向(Z轴

和X轴)电主轴磨头，可快速调整实现多用途磨削功能，安装的X向电主轴磨头可以完成直齿

类零件的磨削(行星丝杠滚柱两端齿、拉刀齿槽、滚刀齿槽、插刀齿槽、花键轴、RV减速器外

摆线轮)；且在工装配合下，通过X、Y轴坐标插补运动，可磨制谐波减速器用凸轮轴和RV减速

器用轴承座孔；Z向电主轴磨头可磨制轴承差动丝杠螺母多列内环槽、轴承内外环槽；

[0031] (2)本发明修整器可以0度、90°调整方向，X向和Z向砂轮都可由金刚滚轮修整器进

行修型。

[0032] (3)本发明磨床通过设计固结的立柱，具有Y轴运动自由度，设计的L型支座可以便

捷安装Z轴电主轴和X轴电主轴，实现砂轮轴线平行和垂直于工件轴线的两种磨削方式，由

于增加了Y轴自由度，该磨床可通过X轴、Y轴和Z轴联动实现分布孔镗削、内圆和多列内环槽

磨削、插刀修磨以及凸轮非圆轮廓磨削等较多类型特征的加工。

附图说明

[0033] 图1本发明Z向电主轴磨头加工螺母俯视图；

[0034] 图2本发明X向电主轴磨头加工轴齿轮零件主视图；

[0035] 图3本发明X向电主轴磨头砂轮修型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7] 如图1、2、3所示，附图标记为：1、床身，2、Z向导轨，3、Z向伺服电机，4、Z向丝杠，5、

工件头架，6、卡盘，7、螺母零件，8、Z向电主轴，9、Z向电主轴支座，10、L型支座，11、修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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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轴类零件，13、尾座，14、X向电主轴支座，15、立柱，16、Y向伺服电机，17、Y向导轨，18、Y向

丝杠，19、X向伺服电机，20、X向丝杠，21、X向电主轴，22、工作台，23、顶尖，24、Y轴平动台，

25、X轴导轨，26、X向砂轮，27、Z向砂轮

[0038] 本发明的多用途磨床，主要用于具有外齿轮特征、内圆特征、内环槽特征等零件的

磨削。该磨床采用模块化设计，布置有固结的立柱，具有Y轴运动自由度，设计的L型支座可

以便捷安装Z轴电主轴和X轴电主轴(即X向电主轴)，如图3所示，具有了X轴和Z轴自由度，可

实施砂轮轴线平行和垂直于工件轴线的两种磨削方式，由于增加了Y轴自由度，砂轮的中心

高可以便捷调节，设置有X轴，砂轮轴线与工件轴线也可以便捷调节对中，这对于包含直齿、

凸轮、外环槽等特征的轴类零件，可以一次装夹实施加工；还可对插齿刀进行修磨。

[0039] 本发明一种多用途数控磨床，包括：床身(1)、工作台(22)、立柱(15)、工件头架

(5)，尾座(13)，修整器(11)、Y向导轨(17)、Y向丝杠(18)和Y向伺服电机(16)、Y向平动台

(24)、X轴导轨(25)、L型支座(10)、X向丝杠(20)、X向伺服电机(19)；

[0040] 床身(1)上布置有工作台(22)和立柱(15)；工作台(22)上布置有工件头架(5)、修

整器(11)，可选择的设有尾座(13)，当设有尾座(13)时，尾座(13)位于工件头架(5)和修整

器(11)之间；立柱(15)位于工作台(22)旁；

[0041] 工作台(22)在床身(1)上的移动方向为沿Z轴方向；

[0042] 立柱(15)侧面布置有Y向导轨(17)、Y向丝杠(18)和Y向伺服电机(16)，Y向导轨

(17)上固定有Y向平动台(24)，Y向平动台(24)可进行Y轴运动；Y向导轨(17)沿立柱(15)竖

直方向布置，即Y轴方向；Y向丝杠(18)的螺母与Y向平动台(24)固定连接，Y向丝杠(18)旋

转，带动Y向丝杠(18)的螺母运动，从而带动Y向平动台(24)在Y向导轨(17)沿Y轴方向移动；

[0043] Y向平动台(24)上固定有X轴导轨(25)，X轴导轨(25)沿X方向布置；X轴方向垂直于

Z轴方向和Y轴方向；X轴导轨(25)为燕尾导轨，利用螺栓将X轴导轨(25)与Y向平动台(24)固

连；X轴导轨(25)靠近工件头架(5)一侧布置有L型支座(10)，

[0044] X向丝杠(20)的丝杆固定在Y向平动台(24)上；X向丝杠(20)的螺母与L型支座(10)

面向X轴导轨(25)一侧固定，L型支座(10)面向X轴导轨(25)一侧还设有滑轨，通过滑轨与X

轴导轨(25)配合，使L型支座(10)能够在X轴导轨(25)上沿X方向滑动；

[0045] 利用螺栓固连L型支座(10)和X向丝杠(20)的螺母，X向丝杠(20)依赖X向伺服电机

(19)驱动，X向伺服电机(19)固定在Y向平动台(24)上；

[0046] L型支座(10)上(没有安装滑轨的一侧)布置X向电主轴支座(14)，用于安装X向电

主轴(21)，电主轴(21)能够带动X向砂轮(26)旋转，用于磨削待加工件。

[0047] 优选的，床身(1)为T形，包括横部和竖部，立柱(15)位于工作台(22)旁是指：工作

台(22)位于床身(1)的横部，立柱(15)位于床身(1)的竖部。

[0048] 优选的，还包括Z向导轨(2)、Z向丝杠(4)和Z向伺服电机(3)；

[0049] 床身(1)为T型床身，用于同时支承工作台(22)、立柱(15)；立柱(15)与床身(1)固

联不移动，工作台(22)与床身(1)之间布置Z向导轨(2)、Z向丝杠(4)和Z向伺服电机(3)，工

作台22依赖伺服电机(3)驱动Z向丝杠(4)带动工作台(22)沿Z轴水平移动。

[0050] 优选的，还包括：X向电主轴支座(14)、Z向电主轴支座(9)、Z向电主轴(8)；

[0051] L型支座(10)为L型，在L型支座(10)长边需要安装X向电主轴支座(14)的一侧布置

有螺栓孔，用于安装X向电主轴支座(14)，面向X轴导轨(25)的一侧设有滑轨和螺母座，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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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用于固定X向丝杠(20)的螺母，L型支座(10)的两个直边的内侧拐角处设置有加强筋板，

用于增加L型支座(10)的刚性，L型支座(10)的短边布置有安装Z向电主轴支座(9)的螺纹

孔，用于固定Z向电主轴支座(9)；Z向电主轴支座(9)上能够安装Z向电主轴(8)，Z向电主轴

(8)用于驱动Z向砂轮(27)旋转，磨削待加工零件。

[0052] 优选的，L型支座(10)长边沿X方向布置，L型支座10的短边沿Z轴方向布置.

[0053] 优选的，修整器(11)与在工作台(22)之间设置有过渡支撑台，过渡支撑台为板状，

过渡支撑台底部与工作台(22)可拆卸连接；过渡支撑台顶部设计有突出的旋转销轴；绕旋

转销轴中心线旋转呈0°和90°的位置设置两个销孔；修整器(11)底部设有配合旋转销轴的

轴孔，与销孔配合的位置设置有可插拔的定位销，在修整器(11)旋转到0°或90°的位置时，

能够通过定位销定位，再通过螺栓将修整器(11)和过渡支撑台固定；

[0054] 修整器(11)上设有金刚碟轮，在0°位置时，金刚碟轮的旋转轴线与Z轴方向平行；

在90°位置时，金刚碟轮的旋转轴线与X轴方向平行；从而调整修整器(11)的金刚碟轮轴线

分别与Z轴平行或垂直的不同位置状态，实现对Z轴和X轴砂轮进行轮廓修整。

[0055] 优选的，0°的位置位于沿Z轴方向，90°的位置位于沿X轴方向。

[0056] 优选的，还包括：顶尖(23)；

[0057] 在工作台(22)上布置尾座(13)时，尾座(13)位于工件头架(5)与修整器(11)之间，

工件头架(5)上的旋转轴为C轴，用于装卡待加工零件；工件头架(5)的旋转轴上安装顶尖

(23)，与尾座(13)上设置的顶尖配合，通过拨叉将待加工零件(12)的一端顶在工件头架(5)

的顶尖(23)上，将待加工零件(12)另一端顶在尾座(13)设置的顶尖上，驱动待加工零件

(12)绕C轴旋转，工件头架5具有分度定位功能，能够使待加工零件12在固定的旋转角度固

定；

[0058]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12)为直齿轴类零件时(直齿轴类零件是指轴上设有一个

或多个直齿轮)，X向电主轴(21)旋转，带动X向砂轮(即小直径砂轮，优选直径在35mm以下)

转动，通过Y向平动台(24)在Y轴方向运动，调整砂轮高度(即在Y轴的位置)，通过L型支座

(10)的运动，调整X向砂轮在X轴的位置，即调整X向砂轮向相对待加工零件在X轴方向的位

置，使X向砂轮的中型面与待加工零件的轴线共面后，保持X向砂轮的中型面与待加工零件

的轴线共面状态，再调整Y轴和Z轴联动，实现对X轴砂轮轨迹的插补，进而实现插直齿轴类

零件的齿轮磨削。

[0059] 优选的，直齿轴类零件是指轴上设有一个或多个直齿轮。

[0060]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为螺母零件(7)时，工作台(22)上不布置尾座(13)，工件头

架(5)的旋转轴上安装卡盘(6)，通过卡盘(6)夹持螺母零件(7)，Z向电主轴(8)旋转，驱动Z

轴砂轮旋转，通过Z轴砂轮在X轴方向和Y轴方向位置联动，实现内圆磨削，即对螺母零件(7)

的内环槽加工或内孔加工；

[0061]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12)为凸轮类零件(包括：外凸轮和内凸轮零件)或法兰零

件时，通过X轴、Y轴方向联动实现对凸轮类零件或法兰零件进行非圆轨迹和分布孔的磨削。

[0062]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12)为法兰零件时，工作台(22)上不布置尾座(13)，工件头

架(5)的旋转轴上安装卡盘(6)，通过卡盘(6)夹持法兰零件，在Z向电主轴(8)上安装镗刀，

通过X轴、Y轴与Z轴方向的联动，对卡盘6夹持的法兰零件端面的分布孔进行镗削，即具备坐

标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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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优选的，当待加工零件(12)为螺母(带有内螺纹)时，L型支座(10)与Z向电主轴支

座(9)之间安装一半封闭回转头架，具有小于6°的角度调整能力，使Z轴电主轴8绕X轴摆动

一定角度(小于6°)，实现螺母内螺纹的磨削。

[0064] 本发明的床身优选采用铸铁或人造花岗岩材料，提高磨床的抗振性能，降低对热

源敏感性；立柱采用铸铁材料，设计成中空桁架结构的四面锥结构，增加立柱刚性。Y轴、Z轴

和X轴驱动丝杠采用G1级以上精度行星滚柱丝杠，采用全闭环光栅尺，实现高位置精度控

制。

[0065] 优选的，L型支座设计成L形，布置在X轴导轨上，X向行程较短，不大于100mm；

[0066] 优选的，修整器可以调整0°和90°两个位置，分别对Z向电主轴和X向电主轴上的砂

轮进行修型。

[0067] 磨床主体由床身1、工作台22、立柱15、工件头架5，尾座13，修整器11几个部件组

成；床身1上布置有工作台22和立柱15；工作台22上布置有工件头架5、尾座13、修整器11。立

柱15侧面布置有Y向导轨17、Y向丝杠18和Y向伺服电机16，Y向导轨17上固定有Y向平动台

24，Y向平动台24可进行Y轴上下运动；

[0068] Y向平动台24一侧固定有X轴导轨25，该导轨为凸燕尾导槽，利用螺栓与Y向平动台

24固连；X轴导轨25左侧布置有L型支座10，L型支座10右侧方有凹燕尾导槽和与X向丝杠20

连接的螺母座，利用螺栓固连X向丝杠20螺母，X向丝杠20端部依赖X向伺服电机19驱动，X向

伺服电机19固定在Y向平动台24上，与X轴导轨25燕尾导槽配合，L型支座10左侧面可布置X

向电主轴支座14，用于安装X向电主轴21；

[0069] 图1所示机床中采用一种T型床身，用于同时支承工作台22、立柱15；立柱15与床身

1固联不移动，工作台22与床身1之间布置Z向导轨2、Z向丝杠4和Z向伺服电机3，工作台22依

赖Z向丝杠4带动沿Z轴左右水平移动；

[0070] 磨床的L型支座10为L型，固连X向电主轴支座14的一侧布置有螺栓孔，与X轴导轨

25接触的一侧有凹燕尾导槽和螺母座，L端部内侧设计有加强筋板，外侧布置有安装Z向电

主轴支座8的螺纹孔。

[0071] 修整器11与在工作台22之间有个过渡支撑台，支撑台底部中心位置设计有旋转销

轴，底面径向上有两个圆柱销，相对旋转销轴中心线呈在0°或90°，可调整修整器11的金刚

碟轮轴线分别与Z轴平行或垂直的不同位置状态，实现对立柱上Z轴和X轴砂轮进行轮廓修

整；

[0072] 多用途数控磨床，在工作台22上布置尾座13时，工件头架5上安装顶尖23，与尾座

13顶尖配合，通过拨叉驱动轴类零件12绕C轴旋转，与X向电主轴21配合，安装小直径砂轮，

实现轴类零件12上齿轮磨削，亦可通过Y轴和Z轴联动实现插齿刀的齿形修磨；

[0073] 亦可在工作台22上不布置尾座13，工件头架上安装卡盘6，通过卡盘6夹持螺母零

件7，与Z向电主轴8配合，安装内磨削砂轮，调节X轴向运动，实现螺母内环槽加工或内孔加

工；也可以通过X轴、Y轴联动实现凸轮类非圆轨迹和分布孔的磨削；

[0074] Z向电主轴8端部亦可以安装镗刀，通过X轴、Y轴与Z轴的联动，对卡盘6夹持的零件

端面分布孔进行镗削，具备坐标镗的功能；

[0075] L型支座10与Z向电主轴支座9之间可安装一半封闭回转头架，具有小于6°的角度

调整能力，实现Z轴电主轴8绕X轴摆动一角度，也可实现螺母内螺纹的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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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本发明磨床优选的工作过程如下：1)多列环槽加工：工作头架5换装卡盘6夹持螺

母零件7，将磨杆和砂轮装在Z向电主轴8上，Z向伺服电机3工作，使工作台22移动，当工作台

22上的修整器11移动到砂轮下方时，Y向伺服电机16工作，此时如果修整器11装有成形金刚

滚轮，可在Y向移动下，修整砂轮，如果修整器11装有金刚碟轮，可通过Y向和Z向插补运动，

对砂轮进行CNC修整。随后，工件头架5带动工件转动，Z向电主轴8砂轮通过Z向进给和Y向进

给加工螺母7多列内环槽或内圆。2)轴齿轮加工：工件头架5换装顶尖23，在尾座13配合下，

夹持轴类零件12；修整器相对与加工多列环槽时，转过90度；X向电主轴14的砂轮在X向伺服

电机19和X向丝杠的20带动下，依靠燕尾导轨的导向，沿X向移动到轴类零件12的中心面上

方，通过工作台22的Z向移动和X向电主轴21的Y向移动，在工件头架5的分度下，磨削轴类零

件12的齿槽；同样，通过X向和Y向插补，修整器11的金刚碟轮可以对X向电主轴21上的砂轮

进行CNC修型，也可通过修整器11的金刚滚轮进行成形修型。

[0077] 本发明实现加工精度提高的方案：对于上述描述的直齿特征、凸轮特征集于一体

的轴类零件，可通过一次装夹实现工件多种特征加工，提高加工精度。

[0078] 待加工零件，优选为：直齿类零件、凸轮轴零件，法兰类零件或内环槽螺母或轴套

类零件

[0079] 如图2所示，采用本发明的多用途数控磨床对待加工零件进行加工，优选方法如

下：

[0080] (1)加工直齿轴类零件时，工作台22上需要配置安装工件头架5、尾座13和修整器

11，L型支座10上需要安装X向电主轴21，驱动X向砂轮26旋转，工件头架上安装顶尖和拨叉，

工件通过工件头架和尾座上的顶尖顶持，工件头架带动拨叉旋转，驱动工件旋转；

[0081] 加工内环槽、内孔、或法兰类零件时，工作台22上需要配置安装工件头架5和修整

器11，工件头架上安装卡盘，工件通过工件头架上的卡盘夹持，卡盘带动工件旋转，L型支座

10上需要安装Z向电主轴8，驱动Z向砂轮27旋转；

[0082] 加工内螺纹零件时，工作台22上需要配置安装工件头架5和修整器11，工件头架上

安装卡盘，工件通过工件头架上的卡盘夹持，卡盘带动工件旋转，L型支座10短边上需要安

装一半封闭回转头架，回转头架上固定Z向电主轴8，使Z向电主轴整体可摆动一定角度，Z向

电主轴驱动Z向砂轮27旋转；

[0083] (2)加工直齿类零件前，旋转修整器11，使金刚碟轮的轴线与X向电主轴21上X向砂

轮26轴线平行，通过驱动Z轴和Y轴运动，调整修整器11上金刚碟轮与X向砂轮的相对位置，

启动驱动电机使金刚碟轮和X向砂轮旋转，保持一定的旋转速比(优选0.6‑1.2)，通过X轴和

Y轴运动，对X向砂轮进行修形；

[0084] 加工内环槽、内孔、或法兰类零件前，旋转修整器11，使金刚碟轮的轴线与Z向电主

轴8上Z向砂轮27轴线平行，通过驱动驱动Z轴和X轴运动，调整修整器11上金刚碟轮与Z向砂

轮的相对位置，启动驱动电机使金刚碟轮和X向砂轮旋转，保持一定的旋转速比(优选0.6‑

1.2)，通过Z轴和Y轴运动，对X向砂轮进行修形；

[0085] 加工内螺纹零件前，旋转修整器11，使金刚碟轮的轴线与Z向电主轴8上Z向砂轮27

轴线平行，通过驱动驱动Z轴和X轴运动，调整修整器11上金刚碟轮与Z向砂轮的相对位置，

启动驱动电机使金刚碟轮和X向砂轮旋转，保持一定的旋转速比(优选0.6‑1.2)，通过Z轴和

Y轴运动，对X向砂轮进行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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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3)对于加工直齿类零件，砂轮修型结束后，通过Z轴、Y轴和X轴方向运动驱动X向

砂轮运动至与工件保持一定距离，启动X向电主轴电机使X向砂轮保持旋转，利用C轴分度定

位，通过Z轴和Y联动控制X向砂轮与工件的相对位置，实现轴类零件直齿加工；

[0087] 对于加工内环槽、内孔类零件零件，砂轮修型结束后，通过Z轴、Y轴和X轴方向运动

驱动Z向砂轮运动至与工件保持一定距离，启动工件头架和Z向电主轴电机使工件和砂轮保

持一定旋转速度，通过Z轴和Y联动控制Z向砂轮与工件的相对位置，实现内环槽、内孔类零

件直齿加工；在加工法兰类零件时，通过C轴、Y轴和X轴运动控制X向砂轮(可换成镗刀)轴线

位置与法兰孔位置共轴，通过X轴、Y轴、Z轴插补运动或Z轴运动(镗刀)实现法兰孔加工；

[0088] 对于加工内螺纹零件，砂轮修型结束后，Z向电主轴整体可摆动一与螺纹升角相同

的角度，启动Z向电主轴驱动Z向砂轮旋转，利用C轴和Z轴的联动，实现螺纹加工。

[0089] 本发明磨床采用模块化设计，布置简洁，L型磨头支座，分别安装两个方向(Z轴和X

轴)电主轴磨头，可快速调整实现多用途磨削功能，安装的X向电主轴磨头可以完成直齿类

零件的磨削(行星丝杠滚柱两端齿、拉刀齿槽、滚刀齿槽、插刀齿槽、花键轴、RV减速器外摆

线轮)；且在工装配合下，通过X、Y轴坐标插补运动，可磨制谐波减速器用凸轮轴和RV减速器

用轴承座孔；Z向电主轴磨头可磨制轴承差动丝杠螺母多列内环槽、轴承内外环槽；且本发

明修整器可以0度、90°调整方向，X向和Z向砂轮都可由金刚滚轮修整器进行修型。

[0090] 本发明磨床通过设计固结的立柱，具有Y轴运动自由度，设计的L型支座可以便捷

安装Z轴电主轴和X轴电主轴，实现砂轮轴线平行和垂直于工件轴线的两种磨削方式，由于

增加了Y轴自由度，该磨床可通过X轴、Y轴和Z轴联动实现分布孔镗削、内圆和多列内环槽磨

削、插刀修磨以及凸轮非圆轮廓磨削等较多类型特征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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