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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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90891.7

(22)申请日 2019.03.07

(73)专利权人 南京速锋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

道丰原路9号

(72)发明人 徐家厅　谭印书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常青藤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32286

代理人 龚建良

(51)Int.Cl.

B23C 3/00(2006.01)

B23C 1/04(2006.01)

B23Q 3/06(2006.01)

B23Q 5/1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

工的机床，包括机座，机座上安装有回转工作台

和两个动力头装置；回转工作台上安装有两个夹

具组件，回转工作台可交替地将一个夹具组件转

动至动力头装置处；动力头装置包括滑轨座、主

轴箱和铣削刀具，滑轨座上设有直线滑轨，主轴

箱底部设有与直线滑轨匹配的滑块，滑轨座内安

装有驱动丝杠，驱动丝杠可驱动主轴箱沿着滑轨

座移动；主轴箱内设有主轴和与主轴啮合连接的

多级减速齿轮，主轴的一端伸出主轴箱且安装铣

削刀具，两个动力头装置的铣削刀具可同时对工

件前端的左右两端面加工；主轴箱上安装有驱动

主轴旋转的主轴伺服电机。本实用新型可同时对

转向垂臂两端面加工，加工的同时可装卸另一工

件，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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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座，所述机座上安装有回转

工作台和两个位于所述回转工作台前方的动力头装置，两个所述动力头装置相对设置；所

述回转工作台内设有回转分度装置，所述回转工作台上安装有两个用于装夹工件的夹具组

件，所述回转分度装置的回转油缸可交替地将一个夹具组件转动至所述动力头装置处，工

件的待加工端可位于两个动力头装置的铣削刀具之间；所述动力头装置还包括滑轨座和主

轴箱，所述滑轨座固定安装于所述机座上，所述滑轨座上设有对所述主轴箱进行移动导向

的直线滑轨，所述主轴箱底部设有与所述直线滑轨匹配的滑块，所述滑轨座内安装有驱动

丝杠，所述主轴箱与所述驱动丝杠活动连接，所述驱动丝杠可驱动所述主轴箱沿着所述滑

轨座移动，使两个主轴箱互相靠近或者远离；所述主轴箱内设有主轴和与所述主轴啮合连

接的多级减速齿轮，所述主轴的一端伸出所述主轴箱且安装所述铣削刀具，两个所述动力

头装置的铣削刀具可同时对工件待加工端的左右两端面加工；所述主轴箱上还安装有与所

述主轴间接啮合的主轴伺服电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夹具组

件以所述回转工作台的中心互为镜像地安装于所述回转工作台上，所述回转分度装置控制

所述回转工作台每次转动18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组件包

括夹具座和分别安装于所述夹具座上的第一转角油缸和第二转角油缸，所述第一转角油缸

为卧式结构，所述第一转角油缸的活塞杆上安装有第一夹头，所述第一夹头可水平移动从

而夹紧工件的夹持端；所述第二转角油缸为立式结构，所述第二转角油缸的活塞杆上安装

有第二夹头，所述第二夹头可向下移动从而压紧所述工件的待加工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座包括

固定连接的底座和立座，所述立座位于所述第一转角油缸处，所述立座和所述第一夹头可

分别抵紧工件夹持端的左右侧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立座上固定

有一水平的卡柱，所述卡柱从侧上方抵接所述工件的夹持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直线滑轨的

表面粘贴有聚四氟乙烯滑轨软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丝杠包

括滚珠丝杠和驱动所述滚珠丝杠转动的丝杠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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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加工机床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

床。

背景技术

[0002] 转向垂臂的加工过程中，需要在其大头端的两端平面上进行铣削加工，传统的加

工工艺流程是：先加工一个面，然后再重新装夹加工另外一个面。采用这种工艺模式设备的

利用率低，工作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对操作者的要求高，不利于流水线生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可同时对转向垂臂

大头端两端面进行加工，并且在加工的同时可进行另一个工件装卸工作，工作效率高，劳动

强度小。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用于转向垂臂端面加工的机床，包括机座，机座上安装有回转工作台和两个

位于回转工作台前方的动力头装置，两个动力头装置相对设置；回转工作台内设有回转分

度装置，回转工作台上安装有两个用于装夹工件的夹具组件，回转分度装置的回转油缸可

交替地将一个夹具组件转动至动力头装置处，工件的待加工端可位于两个动力头装置之

间；动力头装置包括滑轨座、主轴箱和铣削刀具，滑轨座固定安装于机座上，滑轨座上设有

对主轴箱进行移动导向的直线滑轨，主轴箱底部设有与直线滑轨匹配的滑块，滑轨座内安

装有驱动丝杠，主轴箱与驱动丝杠活动连接，驱动丝杠可驱动主轴箱沿着滑轨座移动，使两

个主轴箱互相靠近或者远离；主轴箱内设有主轴和与主轴啮合连接的多级减速齿轮，主轴

的一端伸出主轴箱且安装铣削刀具，两个动力头装置的铣削刀具可同时对工件待加工端的

左右两端面加工；主轴箱上还安装有与主轴间接啮合的主轴伺服电机。

[0006] 优选的，两个夹具组件以回转工作台的中心互为镜像地安装于回转工作台上，回

转分度装置控制回转工作台每次转动180°。

[0007] 优选的，夹具组件包括夹具座和分别安装于夹具座上的第一转角油缸和第二转角

油缸，第一转角油缸为卧式结构，第一转角油缸的活塞杆上安装有第一夹头，第一夹头可水

平移动从而夹紧工件的夹持端；第二转角油缸为立式结构，第二转角油缸的活塞杆上安装

有第二夹头，第二夹头可向下移动从而压紧工件的待加工端。

[0008] 优选的，夹具座包括固定连接的底座和立座，立座位于第一转角油缸处，立座和第

一夹头可分别抵紧工件夹持端的左右侧面。

[0009] 优选的，立座上固定有一水平的卡柱，卡柱从侧上方抵接工件的夹持端。

[0010] 优选的，直线滑轨的表面粘贴有聚四氟乙烯滑轨软带。

[0011] 优选的，驱动丝杠包括滚珠丝杠和驱动滚珠丝杠转动的丝杠伺服电机。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的回转工作台上相对地设置两组用于装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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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垂臂的夹具组件，并且回转工作台可转动180°，在其一侧的夹具组件上装/卸工件的同

时，另一侧在自动铣削加工，提高了加工效率。机座上的两个动力头装置实现了对工件的左

右双面同时铣削加工，进一步提高了加工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双主轴分别由各自的伺服

电机驱动、多级齿轮降速，因此两侧的刀具可以各自实现无级调速，有利于刀具磨损补偿和

保证表面加工质量；两个主轴箱可以由驱动丝杠和滑轨座进行轴向坐标调整，满足了工件

加工厚度尺寸要求，并且回转工作台转动时，两个主轴箱可相背移动而张开，因此避开了回

转工作台上的夹具组件，避免产生干涉，保证了回转工作台工作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3]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4] 图1是一种转向垂臂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17] 图4是图2的左侧视图。

[0018] 图中标记为：1.转向垂臂；11.待加工端；2.机座；3.回转工作台；31.油管；41.滑轨

座；411.直线滑轨；42.主轴箱；421.主轴；43.铣削刀具；44.驱动丝杠；441.滚珠丝杠；442.

丝杠伺服电机；45.主轴伺服电机；5.夹具组件；51.夹具座；511.底座；512.立座；52.第一转

角油缸；53.第二转角油缸；54.第一夹头；55.第二夹头；56.卡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所示，转向垂臂1的结构包括待加工端11和夹持端，待加工端11为大头端，夹

持端为小头端，加工转向垂臂时需要在其待加工端11的左右两端面上进行铣、削孔加工，本

实施例提供一种可以实现对转向垂臂待加工端11的两端面同步加工的机床。如图2至图4所

示，包括机座2，机座2上安装有回转工作台3和两个位于回转工作台3前方的动力头装置，两

个动力头装置相对设置；回转工作台3内设有回转分度装置，回转工作台3上相对地安装有

两个用于装夹工件(即转向垂臂1)的夹具组件，两个夹具组件5以回转工作台3的中心互为

镜像地安装于回转工作台3上，回转分度装置内的回转油缸可每次使回转工作台3转动

180°，实现回转工作台的加工区与装卸区的互换，回转分度装置交替地将一个夹具组件5转

动至动力头装置处，此时转向垂臂1的待加工端11(即前端)可位于两个动力头装置的铣削

刀具之间。

[0020] 如图2所示，动力头装置包括滑轨座41、主轴箱42和铣削刀具43，滑轨座41固定安

装于机座2上，滑轨座41上设有对主轴箱42进行移动导向的直线滑轨411，主轴箱42底部设

有与直线滑轨411匹配的滑块，滑轨座41内安装有驱动丝杠44，主轴箱42与驱动丝杠44活动

连接，驱动丝杠44可驱动主轴箱42沿着滑轨座41移动，使两个主轴箱42互相靠近或者远离，

驱动丝杠44包括滚珠丝杠441和驱动滚珠丝杠441转动的丝杠伺服电机442。主轴箱42由丝

杠伺服电机442控制其移动距离和方向，因此可以方便地控制刀具的前后进给量，以及调整

工件的厚度尺寸误差及位置误差，误差单位可以控制在0.02mm以内。

[0021] 直线滑轨411经过高频淬火精密磨削，其表面粘贴有聚四氟乙烯滑轨软带(图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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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使直线滑轨411的摩擦系数小、寿命长、耐磨，整个进给系统具有精度高、刚性好、运

动平稳、精度保持性好等优点。

[0022] 主轴箱42内设有主轴421和与主轴421啮合连接的多级减速齿轮，主轴421的一端

伸出主轴箱42，并且通过卡盘安装铣削刀具43，两个动力头装置的铣削刀具43可同时对工

件待加工端的左右两端面进行铣削加工；主轴箱42的顶部安装有主轴伺服电机45，主轴伺

服电机45通过驱动多级减速齿轮转动，带动主轴421降速旋转。主轴421采用标准BT50锥孔

形式、手动拉杆锁紧刀柄，主轴伺服电机45的功率7.5kW，主轴421最大输出扭矩约380Nm。

[0023] 如图3所示，夹具组件5包括夹具座51和分别安装于夹具座51上的第一转角油缸52

和第二转角油缸53，夹具座51通过螺丝固定于回转工作台3上，第一转角油缸52为卧式结

构，第一转角油缸52的活塞杆上安装有第一夹头54，第一夹头54可水平移动从而夹紧工件

的尾端；第二转角油缸53为立式结构，第二转角油缸53的活塞杆上安装有第二夹头55，第二

夹头55可向下移动从而压紧工件的前端，第一夹头54和第二夹头55还可以转动。

[0024] 夹具座51包括固定连接的底座511和立座512，立座512位于第一转角油缸52处，立

座512和第一夹头54可分别夹紧工件的左右侧面，从而夹紧工件的尾端。

[0025] 立座512上固定有一水平的卡柱56，卡柱56从侧上方抵接工件的尾端，进一步加强

对工件尾端的压紧力，避免工件晃动。

[0026] 回转工作台3的中央安装有多根油管31，油管31连接到外部的供油装置，为回转油

缸和第一转角油缸52、第二转角油缸53提供液压力。

[0027] 本实施例的工作过程为：装夹工件时，将转向垂臂1放置于夹具座上，转向垂臂1的

夹持端置于第一转角油缸52处，待加工端11置于第二转角油缸53处，启动第一转角油缸52，

将其活塞杆上第一夹头54水平地夹紧转向垂臂1的夹持端，启动第二转角油缸53，将其活塞

杆上第二夹头55转动至转向垂臂1的顶部，再向下夹紧转向垂臂1的待加工端。工件装夹好

后，启动驱动丝杠44，驱动两个主轴箱42相背移动而张开一段距离，避免主轴箱42与转动的

回转工作台3之间有干涉，然后回转工作台3内的回转分度装置动作，将回转工作台3转动

180°，使转向垂臂1的前端进入两个动力头装置之间，驱动丝杠44再驱动两个主轴箱42沿着

滑轨座41相向移动，使两个铣削刀盘43同时夹紧转向垂臂1的待加工端11，对其待加工端11

的左右两面进行铣削加工，此时第二转角油缸53驱动第二夹头55转向，避免第二夹头55与

铣削刀盘43产生干涉；在铣削加工的同时，工作人员在回转工作台3的另一个夹具组件5上

装夹第二个转向垂臂。当第一个转向垂臂加工完成后，两个主轴箱42再次张开，回转工作台

3再转动180°，第一夹头54和第二夹头55松开转向垂臂1，工作人员将加工好的工件从夹具

组件5上取下，安装第三个工件，以此循环。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尽管参

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

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

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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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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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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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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