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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铣头壳体

为整体筒形结构，铣头壳体的一端与转接法兰通

过焊接方法连接，转接法兰上设置四处连接孔，

通过转接螺栓和转接螺母将铣头壳体和转接法

兰与镗床平旋盘上的T型槽连接，铣头壳体的另

一端安装直角电机，所述的铣头壳体动力输出端

的外圆面上开设有八处螺纹孔，直角电机与铣头

壳体之间通过螺钉与螺纹孔固定，直角电机与镗

刀刀柄通过第一键和直角电机的键槽配合连接；

镗刀刀柄杆内设置镗刀拉钉螺纹孔，在刀柄头上

设置紧固螺钉。该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小巧轻便，

安装和拆卸都非常便利，动力系统可采用的感应

电机作为动力输出，降低直角铣头的复杂程度和

成本；直角铣头可实现镗、铣、钻操作，应用于机

械加工技术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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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包括T型槽（1）、镗床平旋盘（2）、转接螺栓（3）、连

接孔（4）、转接螺母（5）、转接法兰（6）、铣头壳体（7）、调速器（8）、通风口（9）、螺钉（10）、螺纹

孔（11）、垫片（12）、刀柄拉钉（13）、直角电机（14）、镗刀刀柄（15）、刀具（16），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铣头壳体（7）为整体筒形结构，铣头壳体（7）的一端与转接法兰（6）通过焊接方法连接，

所述的转接法兰（6）上设置四处连接孔（4），通过转接螺栓（3）和转接螺母（5）将铣头壳体

（7）和转接法兰（6）与镗床平旋盘（2）上的T型槽（1）连接，所述的铣头壳体（7）的另一端安装

直角电机（14），所述的铣头壳体（7）动力输出端的外圆面上开设有八处螺纹孔（11），所述的

直角电机（14）与铣头壳体（7）之间通过螺钉（10）与螺纹孔（11）固定，直角电机（14）与镗刀

刀柄（15）通过第一键（15-3）和直角电机（14）的键槽配合连接；通过紧固螺钉（15-4）将刀具

（16）固定在镗刀刀柄（15）上，在铣头壳体（7）上设置通风口（9），镗刀刀柄（15）的镗刀刀柄

杆（15-2）内设置镗刀拉钉螺纹孔（15-1），通过刀柄拉钉（13）和垫片（12）与直角电机（14）连

接，在铣头壳体（7）的左端部设置调速器（8）；所述的镗刀刀柄（15）由镗刀拉钉螺纹孔（15-

1）、镗刀刀柄杆（15-2）、第一键（15-3）、紧固螺钉（15-4）、刀具槽（15-5）、刀柄头（15-6）组

成，在镗刀刀柄杆（15-2）上设置第一键（15-3），在镗刀刀柄杆（15-2）的右端设置刀柄头

（15-6），在刀柄头（15-6）上设置刀具槽（15-5），镗刀刀柄杆（15-2）内设置镗刀拉钉螺纹孔

（15-1），在刀柄头（15-6）上设置紧固螺钉（15-4）。

2.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包括T型槽（1）、镗床平旋盘（2）、转接螺栓（3）、连

接孔（4）、转接螺母（5）、转接法兰（6）、铣头壳体（7）、调速器（8）、通风口（9）、螺钉（10）、螺纹

孔（11）、垫片（12）、刀柄拉钉（13）、直角电机（14）、钻头刀柄（17）、钻头夹头（18）、钻头（19），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铣头壳体（7）为整体筒形结构，铣头壳体（7）的一端与转接法兰（6）通过

焊接方法连接，所述的转接法兰（6）上设置四处连接孔（4），通过转接螺栓（3）和转接螺母

（5）将铣头壳体（7）和转接法兰（6）与镗床平旋盘（2）上的T型槽（1）连接，所述的铣头壳体

（7）的另一端安装直角电机（14），所述的铣头壳体（7）动力输出端的外圆面上开设有八处螺

纹孔（11），所述的直角电机（14）与铣头壳体（7）之间通过螺钉（10）与螺纹孔（11）固定，直角

电机（14）与钻头刀柄（17）通过第二键（17-3）和键槽（14-1）配合连接；通过钻头夹头（18）将

钻头（19）固定在钻头刀柄（17）上，在铣头壳体（7）设置通风口（9），钻头刀柄（17）的钻头刀

柄杆（17-2）内设置钻头拉钉螺纹孔（17-1），通过刀柄拉钉（13）和垫片（12）与直角电机（14）

固定连接，在铣头壳体（7）的左端部设置调速器（8）；所述的钻头刀柄（17）由钻头拉钉螺纹

孔（17-1）、钻头刀柄杆（17-2）、第二键（17-3）、莫式锥柄（17-4）组成，在钻头刀柄杆（17-2）

上设置第二键（17-3），钻头刀柄杆（17-2）内设置钻头拉钉螺纹孔（17-1），莫式锥柄（17-4）

与钻头夹头（18）的锥孔（18-1）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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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加工技术领域中的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镗铣床是机械加工行业常用的设备之一，主要用于铣平面、镗孔、钻孔等加

工过程。镗床主要类型有卧式镗铣床、立式镗铣床、坐标镗铣床、落地镗铣床等。其中，卧式

镗铣床是一种主轴水平布置并可轴向进给的机械加工设备，其主轴与工作台相平行，在钻

孔时只能加工轴线平行于主轴（垂直于XY平面）的孔。当工件上存在轴线垂直于主轴的孔

时，则需要将主轴Z轴的旋转运动转变为Y轴方向的旋转运动。另外，当需要加工箱体类零件

内腔中与与主轴平行的平面时，也需要转变主轴的旋转运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铣床上装

备直角铣头来改变主轴的动力输出方向。目前市场上已有商品化的直角铣头，它常用于立

式龙门镗铣床和立式加工中心上，作为机床的特殊附件以扩大数控加工设备的使用范围。

商品化的直角铣头的动力来源于机床主轴，通过伞齿轮配合，将主轴的纵向动力输出转变

为横向动力输出。齿轮轴上需要安装轴承来保证齿轮轴动力输出的平稳性，同时还需要润

滑系统来保证整个动力系统的低阻力运转。但这种结构的直角铣头的体积较大，并且转换

轴的长度不能太长，一般只能用来加工工件的外侧面，当遇到框架类或箱体类工件的内部

结构需要加工时，这种直角铣头无法伸入到工件内部，因此不能用它进行加工作业。因此，

研制开发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一直是急待解决的新课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该实用新型体积

小、铣头伸长距离大、制造成本低廉的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到

的现有商品化的直角铣头存在的技术短板。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包括T型槽、

镗床平旋盘、转接螺栓、连接孔、转接螺母、转接法兰、铣头壳体、调速器、通风口、螺钉、螺纹

孔、垫片、刀柄拉钉、直角电机、镗刀刀柄、刀具，所述的铣头壳体为整体筒形结构，铣头壳体

的一端与转接法兰通过焊接方法连接，所述的转接法兰上设置四处连接孔，通过转接螺栓

和转接螺母将铣头壳体和转接法兰与镗床平旋盘上的T型槽连接，所述的铣头壳体的另一

端安装直角电机，所述的铣头壳体动力输出端的外圆面上开设有八处螺纹孔，所述的直角

电机与铣头壳体之间通过螺钉与螺纹孔固定，直角电机与镗刀刀柄通过第一键和直角电机

的键槽配合连接；通过紧固螺钉将刀具固定在镗刀刀柄上，在铣头壳体上设置通风口，镗刀

刀柄的镗刀刀柄杆内设置镗刀拉钉螺纹孔，通过刀柄拉钉和垫片与直角电机连接，在铣头

壳体的左端部设置调速器；所述的镗刀刀柄由镗刀拉钉螺纹孔、镗刀刀柄杆、第一键、紧固

螺钉、刀具槽、刀柄头组成，在镗刀刀柄杆上设置第一键，在镗刀刀柄杆的右端设置刀柄头，

在刀柄头上设置刀具槽，镗刀刀柄杆内设置镗刀拉钉螺纹孔，在刀柄头上设置紧固螺钉；

[0005] 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包括T型槽、镗床平旋盘、转接螺栓、连接孔、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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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螺母、转接法兰、铣头壳体、调速器、通风口、螺钉、螺纹孔、垫片、刀柄拉钉、直角电机、钻

头刀柄、钻头夹头、钻头，所述的铣头壳体为整体筒形结构，铣头壳体的一端与转接法兰通

过焊接方法连接，所述的转接法兰上设置四处连接孔，通过转接螺栓和转接螺母将铣头壳

体和转接法兰与镗床平旋盘上的T型槽连接，所述的铣头壳体的另一端安装直角电机，所述

的铣头壳体动力输出端的外圆面上开设有八处螺纹孔，所述的直角电机与铣头壳体之间通

过螺钉与螺纹孔固定，直角电机与钻头刀柄通过第二键和键槽配合连接；通过钻头夹头将

钻头固定在钻头刀柄上，在铣头壳体设置通风口，钻头刀柄的钻头刀柄杆内设置钻头拉钉

螺纹孔，通过刀柄拉钉和垫片与直角电机固定连接，在铣头壳体的左端部设置调速器；所述

的钻头刀柄由钻头拉钉螺纹孔、钻头刀柄杆、第二键、莫式锥柄组成，在钻头刀柄杆上设置

第二键，钻头刀柄杆内设置钻头拉钉螺纹孔，莫式锥柄与钻头夹头的锥孔进行连接。

[0006] 本实用新型的要点在于它的结构。其工作原理是，所述铣头壳体为筒形结构的整

体部件，其内径与外径根据选择使用的动力机构进行进行匹配，所述转接法兰为方形的平

板结构，与铣头壳体通过焊接方式连接，焊接后对转接法兰的安装端面进行加工，保证安装

面具有较高的平面度和相对于铣头壳体的轴线的垂直度，所述转接法兰上加工出四处安装

孔，安装孔的位置与镗铣床平旋盘上的T型槽位置相一致，可利用T型槽反装螺栓将铣头装

置固定在机床上。在铣头壳体远离转接法兰的另一端安装直角电机，将铣头壳体内腔按照

直角电机的外形尺寸加工出铣头壳体的电机安装槽，在铣头外壳直角电机端的外圆面上加

工出两层共八个螺纹孔，使用八个螺钉通过螺纹孔直角电机固定在铣头壳体上，所述铣头

壳体上安装直角电机的部位开设出共八处、分为上下两层交错均布排列的通风口，用于对

直角电机进行通风冷却，电机转速的控制通过调速器来实现。所述刀柄可设计为两种形式，

一种为镗刀刀柄，一种为钻头刀柄，所述的刀具槽的尺寸根据刀具的尺寸配做或设计成较

大的尺寸，所述莫式锥柄根据所使用的钻头夹头的锥孔配做，镗刀刀柄、钻头刀柄通过刀柄

拉钉与动力机构固定。

[0007] 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结构简

单、小巧轻便，安装和拆卸都非常便利，并且直角头伸出距离长；（2）动力系统可直接采用商

品化的感应电机作为动力输出，并通过调速器调节电机转速，因此动力输出不依赖于机床，

可不使用伞齿轮和轴承作为传动系统，降低了直角铣头的复杂程度和制造成本；（3）直角铣

头可通过安装镗刀刀柄和钻头刀柄分别来实现镗、铣、钻等操作；铣刀刀柄结构包括刀柄

杆、键、刀具槽、刀柄头、紧固螺钉，通过紧固螺钉可固定各种规格的镗刀，钻头刀柄一端采

用莫氏锥柄，可实现刀具的快速装卸；（4）由于未使用到伞齿轮和轴承，因此不需要在铣头

内部设置润滑系统，免于经常润滑维护；

[0008] 将广泛地应用于机械加工技术领域中。

附图说明

[0009]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10] 图1是本实用新型装有镗刀刀柄的直角铣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实用新型装有钻头刀柄的直角铣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是本实用新型镗刀刀柄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是本实用新型钻头刀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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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5是本实用新型直角电机部分键槽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是本实用新型直角电机部分安装槽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7是本实用新型钻头夹头部分锥孔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参照附图，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包括T型槽（1）、镗床平旋盘（2）、转接

螺栓（3）、连接孔（4）、转接螺母（5）、转接法兰（6）、铣头壳体（7）、调速器（8）、通风口（9）、螺

钉（10）、螺纹孔（11）、垫片（12）、刀柄拉钉（13）、直角电机（14）、镗刀刀柄（15）、刀具（16），所

述的铣头壳体（7）为整体筒形结构，铣头壳体（7）的一端与转接法兰（6）通过焊接方法连接，

所述的转接法兰（6）上设置四处连接孔（4），通过转接螺栓（3）和转接螺母（5）将铣头壳体

（7）和转接法兰（6）与镗床平旋盘（2）上的T型槽（1）连接，所述的铣头壳体（7）的另一端安装

直角电机（14），所述的铣头壳体（7）动力输出端的外圆面上开设有八处螺纹孔（11），所述的

直角电机（14）与铣头壳体（7）之间通过螺钉（10）与螺纹孔（11）固定，直角电机（14）与镗刀

刀柄（15）通过第一键（15-3）和直角电机（14）的键槽配合连接；通过紧固螺钉（15-4）将刀具

（16）固定在镗刀刀柄（15）上，在铣头壳体（7）上设置通风口（9），镗刀刀柄（15）的镗刀刀柄

杆（15-2）内设置镗刀拉钉螺纹孔（15-1），通过刀柄拉钉（13）和垫片（12）与直角电机（14）连

接，在铣头壳体（7）的左端部设置调速器（8）；所述的镗刀刀柄（15）由镗刀拉钉螺纹孔（15-

1）、镗刀刀柄杆（15-2）、第一键（15-3）、紧固螺钉（15-4）、刀具槽（15-5）、刀柄头（15-6）组

成，在镗刀刀柄杆（15-2）上设置第一键（15-3），在镗刀刀柄杆（15-2）的右端设置刀柄头

（15-6），在刀柄头（15-6）上设置刀具槽（15-5），镗刀刀柄杆（15-2）内设置镗刀拉钉螺纹孔

（15-1），在刀柄头（15-6）上设置紧固螺钉（15-4）。

[0018] 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包括T型槽（1）、镗床平旋盘（2）、转接螺栓（3）、

连接孔（4）、转接螺母（5）、转接法兰（6）、铣头壳体（7）、调速器（8）、通风口（9）、螺钉（10）、螺

纹孔（11）、垫片（12）、刀柄拉钉（13）、直角电机（14）、钻头刀柄（17）、钻头夹头（18）、钻头

（19），所述的铣头壳体（7）为整体筒形结构，铣头壳体（7）的一端与转接法兰（6）通过焊接方

法连接，所述的转接法兰（6）上设置四处连接孔（4），通过转接螺栓（3）和转接螺母（5）将铣

头壳体（7）和转接法兰（6）与镗床平旋盘（2）上的T型槽（1）连接，所述的铣头壳体（7）的另一

端安装直角电机（14），所述的铣头壳体（7）动力输出端的外圆面上开设有八处螺纹孔（11），

所述的直角电机（14）与铣头壳体（7）之间通过螺钉（10）与螺纹孔（11）固定，直角电机（14）

与钻头刀柄（17）通过第二键（17-3）和键槽（14-1）配合连接；通过钻头夹头（18）将钻头（19）

固定在钻头刀柄（17）上，在铣头壳体（7）设置通风口（9），钻头刀柄（17）的钻头刀柄杆（17-

2）内设置钻头拉钉螺纹孔（17-1），通过刀柄拉钉（13）和垫片（12）与直角电机（14）固定连

接，在铣头壳体（7）的左端部设置调速器（8）；所述的钻头刀柄（17）由钻头拉钉螺纹孔（17-

1）、钻头刀柄杆（17-2）、第二键（17-3）、莫式锥柄（17-4）组成，在钻头刀柄杆（17-2）上设置

第二键（17-3），钻头刀柄杆（17-2）内设置钻头拉钉螺纹孔（17-1），莫式锥柄（17-4）与钻头

夹头（18）的锥孔（18-1）进行连接。

[0019] 所述的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的工作原理是，所述铣头壳体（7）为筒形

结构的整体部件，其内径与外径根据选择使用的动力机构进行进行匹配，所述转接法兰（6）

为方形的平板结构，与铣头壳体（7）通过焊接方式连接，焊接后对转接法兰（6）的安装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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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加工，保证安装面具有较高的平面度和相对于铣头壳体（7）的轴线的垂直度，所述转接

法兰（6）上加工出四处安装孔，安装孔的位置与镗铣床平旋盘上的T型槽位置相一致，可利

用T型槽反装螺栓将铣头装置固定在机床上。在铣头壳体（7）远离转接法兰（6）的另一端安

装直角电机（14），将铣头壳体（7）内腔按照直角电机（14）的外形尺寸加工出铣头壳体（7）的

电机安装槽（7-1），在铣头外壳（7）直角电机（14）端的外圆面上加工出两层共八个螺纹孔

（11），使用八个螺钉（10）通过螺纹孔直角电机（14）固定在铣头壳体（7）上，所述铣头壳体

（7）上安装直角电机（14）的部位开设出共八处、分为上下两层交错均布排列的通风口（9），

用于对直角电机（14）进行通风冷却，电机转速的控制通过调速器（8）来实现。所述刀柄可设

计为两种形式，一种为镗刀刀柄（15），一种为钻头刀柄（17），所述的刀具槽（15-5）的尺寸根

据刀具的尺寸配做或设计成较大的尺寸，所述莫式锥柄（17-4）根据所使用的钻头夹头（18）

的锥孔（18-1）配做，镗刀刀柄（15）、钻头刀柄（17）通过刀柄拉钉（13）与动力机构（14）固定。

[0020] 所述的一种卧式镗铣床用直角铣头装置的加工及装配方法是，所述的铣头壳体

（7）内腔外形按照直角电机（14）外形加工出铣头壳体（7）的电机安装槽（7-1），并在铣头壳

体（7）外侧加工出贯穿的螺纹孔（11），使用螺钉（10）拧入螺纹孔（11）并将螺钉（10）前端拧

紧在电机外壳（7）上；所述的铣头壳体（7）安装的部位开设出共八处通风口（9）；所述的镗刀

刀柄（15）上的键（15-3）与镗刀刀柄杆（15-2）的键槽之间为过盈配合；所述的钻头刀柄（17）

上的键（17-3）与钻头刀柄杆（17-2）的键槽之间为过盈配合；镗刀刀柄（15）的刀柄头（15-6）

上设置刀具槽（15-5）和镗刀拉钉螺纹孔（15-1），通过紧固螺钉（15-4）夹紧刀具（16）。

[0021] 下面根据实施例进一步叙述本实用新型：

[0022] 所述的刀具槽（15-5）的尺寸根据所用刀具的宽度配做，或设计成能够满足较大规

格刀具的固定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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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9

CN 212286029 U

9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212286029 U

10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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