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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

(57)摘要

一种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第一

研磨机构的第一研磨轮与第二研磨机构的第二

研磨轮用以对工件的两侧端面进行研磨加工，且

第三研磨机构的第三研磨轮用以对工件的顶侧

端面进行研磨加工。本发明将第三研磨机构设于

与龙门式的支撑结构相互独立的第三座体上，只

要透过变更第三座体的位置便能选择性地让第

三研磨机构位于主座体的左侧或右侧，线上操作

员可以依据工件进给方向，选择左侧或右侧的第

三研磨机构对工件执行研磨加工处理，从而加工

效率更高，操作更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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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主座体，具有一容置空间；

一进给机构，设于该容置空间中；

一工件携载单元，设于该主座体上且连接该进给机构，用以携载至少一工件；其中，该

进给机构用以带动该工件携载单元沿着Z轴方向而移动于该主座体之上；

一第一座体，邻设于该主座体的一第一侧，该第一座体设置一第一组装件；

一第二座体，邻设于该主座体的一第二侧，且隔着该主座体而与该第一座体彼此相对，

该第二座体上设置一第二组装件；

一第三座体，邻设于该主座体的该第一侧，该第三座体的上设置一第三组装件；

一第一研磨机构，设于该第一座体上，且该第一研磨机构的一第一研磨轮位于该工件

携载单元的上方；

一第二研磨机构，设于该第二座体上；其中，该第二研磨机构的一第二研磨轮位于该工

件携载单元的上方，且以相距一距离的方式与该第一研磨轮彼此相对；以及

一第三研磨机构，设于该第三座体上；其中，该第三研磨机构的一第三研磨轮位于该工

件携载单元的上方，且相对地位于该第一研磨轮与该第二研磨轮之间；

其中，该第一研磨轮与该第二研磨轮用以对该工件的两侧端面进行研磨加工，且该第

三研磨轮用以对该工件的顶侧端面进行研磨加工；更包括一支撑结构，其包括：

一第一主体；

二组装柱，以一端连接至该第一主体的底部，且该二组装柱的另一端分别组设至该第

一座体的该第一组装件与该第二座体的该第二组装件；

其中，该二组装柱与该第一主体的底部共同形成一通道，供该工件携载单元及由该工

件携载单元所携载的该工件通过；

其中，所述第三座体与支撑结构相互独立从而能选择性地让该第三研磨机构位于该主

座体的左侧或右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该第一侧为该主

座体的左侧或右侧，该第二侧为该主座体的右侧或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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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系关于工具机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指应用于对一工件进行磨床加工的一种

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时下的机械加工作业中，磨床加工设备(Grinding  machine)为最常使用的精密

加工工具机的一种，其主要是利用磨具对一工件进行磨削，进而将该工件加工成一具有特

定形状或尺寸的物件。图1显示习知的一种具三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的立体图，其主

要结构包括：一座体10’、一进给机构11’、一支撑结构12’、一工件乘载机构13’、一第一研磨

机构14’、一第二研磨机构15’、一第三研磨机构16’、以及二侧边座体17’。其中，该进给机构

11’系设于该座体10’上，用以携载该工件乘载机构13’沿着Z轴方向而移动于该座体10’之

上。

[0003] 承上述说明，该二侧边座体17’分别设置在邻近该座体10’的两侧边之处，且该支

撑结构12’系以连接至该二侧边座体17’的方式而横跨在该座体10’的上方。如图1所示，该

第一研磨机构14’与该第二研磨机构15’系连接至该支撑结构12’，且两个研磨机构(14’,

15’)以彼此相对之势而位于该工件乘载机构13’的一上方位置，以利用此二研磨机构(14’,

15’)对设置于该工件乘载机构13’之上的一工件2’的两侧端面进行研磨加工。另一方面，该

第三研磨机构16’亦透过连接至该支撑结构12’的方式而位于该工件乘载机构13’的上方

处，进而用于对该工件2’的顶侧端面进行研磨加工。

[0004] 实务经验指出，同时将第一研磨机构14’、第二研磨机构15’、和第三研磨机构16’

连接至该支撑结构12’使得习知的磨床加工设备1’于实际的操作应用中显示出以下缺陷：

[0005] (1)如图1所示，该支撑结构12’的一主体121’必须具有一定的高度与宽度才能够

同时连接且支撑该第一研磨机构14’、该第二研磨机构15’、与该第三研磨机构16’，以令此

三组研磨机构(14’,15’,16’)同时位于该工件乘载机构13’的上方处。然而，体积过于庞大

的该支撑结构12’不利于习知的磨床加工设备1’的拆、装，同时也限制习知的磨床加工设备

1’的应用场所。

[0006] (2)已知的，配合该工件2’的一进给方向，线上操作员可以透过设定三组研磨机构

(14’,15’,16’)的研磨头的研磨方向的方式，令习知的磨床加工设备1’能够稳定且精准地

完成对该工件2’的研磨加工。然而，当该第一研磨机构14’(或第二研磨机构15’)与该第三

研磨机构16’同时执行研磨工作时，势必造成该支撑结构12’的该主体121’具有一定程度的

震动，因而影响该工件2’的研磨加工精度。

[0007] (3)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将该第一研磨机构14’、该第二研磨机构15’、与该第三研

磨机构16’同时连接至该支撑结构12’系限制了该第三研磨机构16’的配置位置。更详细的

说明，图1显示该第三研磨机构16’的主体架构系配置在该座体10’的左侧，因此，若线上操

作员需要对该第三研磨机构16’进行调整之时，其必须先走至该座体10’的左侧才能够接触

到该第三研磨机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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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由此，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其结构

简单，能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可选择左侧或右侧的第三研磨机构进行加工，加工效率更

高，操作更为便捷。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其特征在

于包括：

[0010] 一主座体，具有一容置空间；

[0011] 一进给机构，设于该容置空间中；

[0012] 一工件携载单元，设于该主座体上且连接该进给机构，用以携载至少一工件；其

中，该进给机构用以带动该工件携载单元沿着Z轴方向而移动于该主座体之上；

[0013] 一第一座体，邻设于该主座体的一第一侧，该第一座体设置一第一组装件；

[0014] 一第二座体，邻设于该主座体的一第二侧，且隔着该主座体而与该第一座体彼此

相对，该第二座体上设置一第二组装件；

[0015] 一第三座体，邻设于该主座体的该第一侧，该第三座体的上设置一第三组装件；

[0016] 一第一研磨机构，设于该第一座体上，且该第一研磨机构的一第一研磨轮位于该

工件携载单元的上方；

[0017] 一第二研磨机构，设于该第二座体上；其中，该第二研磨机构的一第二研磨轮位于

该工件携载单元的上方，且以相距一距离的方式与该第一研磨轮彼此相对；以及

[0018] 一第三研磨机构，设于该第三座体上；其中，该第三研磨机构的一第三研磨轮位于

该工件携载单元的上方，且相对地位于该第一研磨轮与该第二研磨轮之间；

[0019] 其中，该第一研磨轮与该第二研磨轮用以对该工件的两侧端面进行研磨加工，且

该第三研磨轮用以对该工件的顶侧端面进行研磨加工。

[0020] 其中，该第一侧为该主座体的左侧或右侧，该第二侧为该主座体的右侧或左侧。

[0021] 其中，更包括一支撑结构，其包括：

[0022] 一第一主体；

[0023] 二组装柱，以一端连接至该第一主体的底部，且该二组装柱的另一端分别组设至

该第一座体的该第一组装件与该第二座体的该第二组装件；

[0024] 其中，该二组装柱与该第一主体的底部共同形成一通道，供该工件携载单元及由

该工件携载单元所携载的该工件通过。

[0025] 通过上述结构可知，本发明将该第三研磨机构设于与龙门式的支撑结构相互独立

的该第三座体上。如此，只要透过变更该第三座体的位置便能选择性地让该第三研磨机构

位于该主座体的左侧或右侧。如此方式，线上操作员便可以依据一工件进给方向，选择左侧

或右侧的该第三研磨机构对一工件执行研磨加工处理，从而能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加工

效率更高，操作更为便捷。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显示习知的一种具三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的立体图。

[0027] 图2：显示本发明的一种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的第一实施例的立体图。

[0028] 图3：显示本发明的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的第一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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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4A：显示本发明的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的一支撑结构、一第一研磨

机构和一第二研磨机构的一视角的组合立体图。

[0030] 图4B：显示支撑结构、第一研磨机构和第二研磨机构的另一视角的组合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图2显示本发明的一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1的第一实施例的立体图，且

图3显示本发明的该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1的第一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如图2

与图3所示，本发明的该具多组研磨机构的磨床加工设备1系包括：一主座体10、一进给机构

F1、一工件携载单元11、一支撑结构18、一第一座体12、一第二座体13、一第三座体14、一第

一研磨机构15、一第二研磨机构16、以及一第三研磨机构17。其中，该主座体10具有一容置

空间101，且该进给机构F1设于该容置空间101中。另一方面，该工件携载单元11设于该主座

体10上且连接该进给机构F1，用以携载至少一工件。于本发明中，该进给机构F1系用以带动

该工件携载单元11沿着Z轴方向而移动于该主座体10上。

[0032] 继续地参阅图3，且同时参阅图4A与图4B。其中，图4A显示该支撑结构18、该第一研

磨机构15和该第二研磨机构16的一视角的组合立体图，且图4B显示该支撑结构18、该第一

研磨机构15和该第二研磨机构16的另一视角的组合立体图。依据本发明的设计，该第一座

体12邻设于该主座体10的一第一侧，且其上设有一第一组装件121。并且，该第二座体13邻

设于该主座体10的一第二侧，且隔着该主座体10而与该第一座体12彼此相对。举例而言，图

2与图3显示该第一侧为左侧且该第二侧为右侧。另一方面，该支撑结构18包括一第一主体

181与二组装柱182，其中各所述组装柱182以一端连接至该第一主体181的底部，且该二组

装柱182的另一端系分别组设至该第一座体12上的该第一组装件121与该第二座体13上的

一第二组装件131。由图3、图4A与图4B可发现，该二组装柱182与该第一主体181的底部共同

形成一通道183，供该工件携载单元11及由该工件携载单元11所携载的该工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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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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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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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8

CN 112440190 B

8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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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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