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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丝杠矫直机，
包括两个丝杠支撑
座，
每个丝杠支撑座上设置两个丝杠支撑轴承，
两个丝杠支撑座之间设置丝杠测量器和丝杠矫
直器，
丝杠测量器包括丝杠水平托和千分表水平
托，
千分表水平托上设置千分表，
千分表水平托
和丝杠水平托分别通过连杆连接在转动轴承上，
转动轴承通过内轴转动连接在支撑柱上，
千分表
水平托与支撑柱之间以弹簧连接，
丝杠矫直器包
括上矫直压杆和下矫直托，
上矫直压杆的底端为
内凹弧形的压槽，
下矫直托的顶端为内凹弧形的
压槽，
丝杠矫直器紧挨着丝杆测量器。本发明通
过设置左右丝杠支撑轴承来支撑丝杠，
设置带有
千分表的丝杠测量器和带有弧形上下压槽的丝
杆矫直器来检测丝杠的弯曲和矫直，
操作简单精
度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2页

附图1页

CN 104785579 B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丝杠矫直机，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两个丝杠支撑座(12) ，
每个丝杠支撑座(12)上设置两
个丝杠支撑轴承(10) ，
两个丝杠支撑座(12)之间设置丝杠测量器和丝杠矫直器，
丝杠测量
器包括丝杠水平托(8)和千分表水平托(2) ，
丝杠水平托(8)的上表面与水平面平行，
千分表
水平托(2)的上表面与水平面平行，
千分表水平托(2)上设置千分表(1) ，
千分表水平托(2)
和丝杠水平托(8)分别通过连杆(3)连接在转动轴承(18)上，
丝杠测量器还包括支撑柱，
转
动轴承(18)通过内轴(7)转动连接在支撑柱上，
千分表水平托(2)与支撑柱之间以弹簧连
接，
丝杠矫直器包括上矫直压杆(9)和下矫直托(11) ，
上矫直压杆(9)的底端为内凹弧形的
压槽，
下矫直托的顶端为内凹弧形的压槽，
丝杠矫直器还包括手柄(13)，
手柄(13)和上矫直
压杆(9)之间设置蜗轮蜗杆机构，
丝杠矫直器紧挨着丝杠测量器；
所述丝杠矫直机设置在工作台(14)上，
丝杠测量器固定在工作台(14)上；
所述支撑柱分为上支撑柱(5)和下支撑柱(6) ，
上支撑柱(5)和下支撑柱(6)之间以立杆
(16)连接；
所述弹簧分为上弹簧(17)和下弹簧(4) ，
上弹簧(17)连接在上支撑柱(5)上，
下弹簧(4)
连接在下支撑柱(6)上；
所述下矫直托(11)与丝杠支撑轴承(10)支撑丝杠处高度一致；
丝杠水平托(8)、下矫直托(11)、两丝杠支撑轴承(10)的中间在一条直线上，
丝杠(15)
放置在右侧两个丝杠支撑轴承(10)之间，
丝杠(15)放置在丝杠水平托(8)上，
丝杠水平托在
弹簧力的作用下顶紧丝杠，
丝杠(15)放置在下矫直托(11)的压槽上，
手动把丝杠(15)往前
移，
丝杠支撑轴承(10)转动，
当丝杠的弯曲处到达丝杠水平托(8)时，
千分表(1)有所读数，
通过手柄(13)经过蜗轮蜗杆机构把上矫直压杆(9)往下压，
上下压槽压直丝杠(15) ，
压直时
千分表(1)平衡，
丝杠(15)继续前移，
当丝杠右侧末端离开右侧丝杠支撑轴承(10)时丝杠以
左侧丝杠支撑轴承(10)和下矫直托(11)为支撑点继续前移，
直到矫直整根丝杠(15)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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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杠矫直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丝杠矫直机。
背景技术
[0002] 矫直机是对金属型材、
棒材、管材、线材等进行矫直的设备。丝杠有所弯曲需要矫
直。传统的技术中存在着丝杠需要矫直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丝杠矫直机，
解决现有技术中丝杠需要矫直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丝杠矫直机，
包括两个丝杠支撑座，
每个丝杠支撑座
上设置两个丝杠支撑轴承，
两个丝杠支撑座之间设置丝杠测量器和丝杠矫直器，
丝杠测量
器包括丝杠水平托和千分表水平托，
丝杠水平托的上表面与水平面平行，
千分表水平托的
上表面与水平面平行，
千分表水平托上设置千分表，
千分表水平托和丝杠水平托分别通过
连杆连接在转动轴承上，
丝杠测量器还包括支撑柱，
转动轴承通过内轴转动连接在支撑柱
上，
千分表水平托与支撑柱之间以弹簧连接，
丝杠矫直器包括上矫直压杆和下矫直托，
上矫
直压杆的底端为内凹弧形的压槽，
下矫直托的顶端为内凹弧形的压槽，
丝杠矫直器还包括
手柄，
手柄和上矫直压杆之间设置涡轮蜗杆机构，
丝杠矫直器紧挨着丝杆测量器。
[0005] 进一步，
所述丝杠矫直机设置在工作台上，
丝杠测量器固定在工作台上。
[0006] 进一步，
所述支撑柱分为上支撑柱和下支撑柱，
上支撑柱和下支撑柱之间以立杆
连接。
[0007] 再进一步，
所述弹簧分为上弹簧和下弹簧，
上弹簧连接在上支撑柱上，
下弹簧连接
在下支撑柱上。
[0008] 再进一步，
所述下矫直托与丝杠支撑轴承支撑丝杆处高度一致。
[000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丝杠水平托、
下矫直托、
丝杠支撑轴承在一
条直线上，
下矫直托与丝杠支撑轴承支撑丝杆处高度一致，
丝杠放置在右侧两个丝杠支撑
轴承之间，
丝杠放置在丝杠水平托上，
丝杠放置在下矫直托的压槽上，
手动把丝杠往前移，
当丝杠的弯曲处到达丝杠水平托时，
千分表有所读数，
通过手柄把上矫直压杆往下压，
压直
时千分表平衡，
丝杆继续前移，
知道矫直整根丝杆为止。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中，
1千分表；
2千分表水平托；
3连杆；
4下弹簧；
5上支撑柱；
6下支撑柱；
7内轴；
8
丝杠水平托；
9上矫直压杆；
10支撑轴承；
11下矫直托；
12丝杠支撑座；
13手柄；
14工作台；
15
丝杠；
16转动轴承；
17上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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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3] 如图1所示，
丝杠矫直机，
包括两个丝杠支撑座12，
每个丝杠支撑座12上设置两个
丝杠支撑轴承10，
两个丝杠支撑座12之间设置丝杠测量器和丝杠矫直器，
丝杠测量器包括
丝杠水平托8和千分表水平托2，
丝杠水平托8的上表面与水平面平行，
千分表水平托2的上
表面与水平面平行，
千分表水平托2上设置千分表1，
千分表水平托2和丝杠水平托8分别通
过连杆3连接在转动轴承18上，
丝杠测量器还包括支撑柱，
转动轴承18通过内轴7转动连接
在支撑柱上，
千分表水平托2与支撑柱之间以弹簧连接，
丝杠矫直器包括上矫直压杆9和下
矫直托11，
上矫直压杆9的底端为内凹弧形的压槽，
下矫直托11的顶端为内凹弧形的压槽，
丝杠矫直器还包括手柄13，
手柄13和上矫直压杆9之间设置涡轮蜗杆机构，
丝杠矫直器紧挨
着丝杆测量器。
[0014] 所述丝杠矫直机设置在工作台14上，
丝杠测量器固定在工作台14上，
利于矫直的
精度。
[0015] 所述支撑柱分为上支撑柱5和下支撑柱6，
上支撑柱5和下支撑柱6之间以立杆16连
接。
[0016] 所述弹簧分为上弹簧17和下弹簧4，
上弹簧17连接在上支撑柱5上，
下弹簧4连接在
下支撑柱6上。
[0017] 工作台为大理石材质，
大理石材质不易变形，
利于矫直的精度。
[0018] 丝杠水平托8、
下矫直托11、两丝杠支撑轴承中间10在一条直线上，
下矫直托11与
丝杠支撑轴承10支撑丝杆处高度一致，
丝杠15放置在右侧两个丝杠支撑轴承10之间，
丝杠
15放置在丝杠水平托8上，
丝杠水平托在弹簧力的作用下顶紧丝杠，
丝杠15放置在下矫直托
11的压槽上，
手动把丝杠15往前移，
丝杠支撑轴承10转动，
当丝杠的弯曲处到达丝杠水平托
8时，
千分表1有所读数，
通过手柄13经过涡轮蜗杆机构把上矫直压杆9往下压，
上下压槽压
直丝杆15，
压直时千分表1平衡，
丝杆15继续前移，
当丝杆右侧末端离开右侧丝杠支撑轴承
10时丝杠以左侧丝杠支撑轴承10和下矫直托11为支撑点继续前移，
直到矫直整根丝杆15为
止。
[0019] 本发明通过设置左右丝杠支撑轴承10来支撑丝杠15，
设置带有千分表1的丝杠测
量器来检测丝杠15的弯曲和和带有弧形上下压槽的丝杆矫直器来矫直，
操作简单精度高。
[0020]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
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尽管参
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可以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
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其均应涵盖
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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