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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磨削机床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包括床身以及分别可滑动

设置在床身上的进给机构和进刀机构；进给机构

包括Z轴托板以及由上至下分布于Z轴托板上方

的工件轴座、Z轴轴座和Z轴滑板；工件轴座中转

动设有工件轴，工件轴的一端与第一伺服电机传

动连接，另一端与夹持工装固定；Z轴轴座的上沿

设有供工件轴座转动配合的旋转卡盘，Z轴轴座

的下沿滑动设置在Z轴滑板上；Z轴滑板可转动设

置在Z轴托板上；进刀机构包括X轴托板和固定在

X轴托板上的砂轮轴座，砂轮轴座中转动设有超

声波主轴，磨削砂轮固定在超声波主轴上。本实

用新型便于达到微小孔加工所要求的磨削砂轮

的线速度，并适合各种异形孔的磨削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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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其特征在于：包括床身（3）以及分别可滑动设置在床身（3）上

的进给机构（1）和进刀机构（2），进给机构（1）中具有用于夹持待加工工件的夹持工装

（106），进刀机构（2）中具有用于在待加工工件上磨削加工微小孔的磨削砂轮（201）；

进给机构（1）还包括滑动设置在床身（3）上的Z轴托板（102）以及由上至下分布于Z轴托

板（102）上方的工件轴座（107）、Z轴轴座（104）和Z轴滑板（103）；工件轴座（107）中转动设有

工件轴，工件轴的一端与固定在工件轴座（107）上的第一伺服电机（108）传动连接，工件轴

的另一端朝向进刀机构（2）方向分布并与夹持工装（106）固定连接；Z轴轴座（104）的上沿设

有供工件轴座（107）转动配合的旋转卡盘（105），并可通过旋转卡盘（105）的转动以粗调待

加工工件相对于进刀机构（2）的转动角度，Z轴轴座（104）的下沿滑动设置在Z轴滑板（103）

上，并可通过第一夹紧机构固定Z轴轴座（104）和Z轴滑板（103）的相对位置；Z轴滑板（103）

可转动设置在Z轴托板（102）上，并可通过Z轴滑板（103）的转动以微调待加工工件相对于进

刀机构（2）的转动角度，在Z轴滑板（103）和Z轴托板（102）之间设有用于固定Z轴滑板（103）

和Z轴托板（102）之间相对位置的第二夹紧机构；

进刀机构（2）还包括滑动设置在床身（3）上的X轴托板（205）和固定在X轴托板（205）上

的砂轮轴座（202），砂轮轴座（202）中转动设有超声波主轴（203），磨削砂轮（201）固定在超

声波主轴（203）朝向进给机构（1）的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其特征在于：在Z轴滑板（103）的上沿设

有供Z轴轴座（104）滑动配合的直线滑轨（6），且直线滑轨（6）的两侧均为斜面；第一夹紧机

构包括固定在Z轴轴座（104）下沿一侧的固定卡块（5）和滑动设置在Z轴轴座（104）下沿另一

侧的滑动卡块（7），固定卡块（5）与直线滑轨（6）一侧的斜面滑动配合，滑动卡块（7）与直线

滑轨（6）另一侧的斜面滑动配合，滑动卡块（7）由调节螺钉（4）驱动以沿Z轴轴座（104）的宽

度方向滑动，调节螺钉（4）的小端配合安装在开设于滑动卡块（7）上的螺纹孔内，调节螺钉

（4）的大端由开设在固定卡块（5）上的通孔穿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其特征在于：固定卡块（5）与Z轴轴座

（104）一体成型，滑动卡块（7）的上沿和Z轴轴座（104）的下沿之间滑动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其特征在于：第二夹紧机构包括T形螺

钉（8）和凸轮轴（10），T形螺钉（8）的大端可滑动嵌设安装在开设于Z轴滑板（103）下沿的第

一T形槽（9）内，第一T形槽（9）为圆弧形且圆心与Z轴滑板（103）的转动中心重合，T形螺钉

（8）的小端配合安装有螺母（12），螺母（12）可升降配合安装在开设于Z轴托板（102）上的竖

直孔内，凸轮轴（10）转动设置在开设于Z轴托板（102）上并与竖直孔连通的水平孔中，凸轮

轴（10）的偏心轴端插设在开设于螺母（12）上并沿竖直方向分布的插槽（11）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其特征在于：第二夹紧机构的数量为两

个，两个第二夹紧机构以Z轴滑板（103）的转动中心对称分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其特征在于：在床身（3）上设有供Z轴托

板（102）滑动配合的Z轴导轨（101）和用于驱动Z轴托板（102）沿Z轴导轨（101）往复滑动的第

二伺服电机，第二伺服电机传动连接有Z轴丝杠，Z轴丝杠与固定在Z轴托板（102）下沿位置

的Z轴丝母配合安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其特征在于：在X轴托板（205）的上沿位

置开设有供砂轮轴座（202）固定安装的第二T形槽（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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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其特征在于：在床身（3）上设有供X轴托

板（205）滑动配合的X轴导轨（206）和用于驱动X轴托板（205）沿X轴导轨（206）往复滑动的第

三伺服电机，第三伺服电机传动连接有X轴丝杠，X轴丝杠与固定在X轴托板（205）下沿位置

的X轴丝母配合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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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磨削机床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件上精密开孔的加工中，通常通过专用磨削机床实现。将待加工工件安装在

夹持工装，将磨削砂轮安装在机床主轴上后，通过进给运动使待加工工件和磨削砂轮相触，

以磨削的方式在待加工工件上形成孔。

[0003] 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磨削机床在加工过程中，一方面不便于斜孔的或锥形孔的磨削

加工，在需要磨削斜孔或锥形孔时，往往需要将待加工工件拆下，并在调整角度后重新安

装，导致二次装夹，加工效率较低，误差较大；另一方面，在加工微小孔的过程中，由于相应

的磨削砂轮的外径较小，导致磨削砂轮外缘的线速度在达到磨削要求的35m/S时，机床主轴

的转速即要达到20万转以上。现有普通机床难以满足要求，并在磨削加工中产生导致功耗

大，振动高并降低了磨削加工的精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便于达到微小孔加工所要求的磨削砂

轮的线速度，并适合各种异形孔的磨削开孔。

[0005]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包

括床身以及分别可滑动设置在床身上的进给机构和进刀机构，进给机构中具有用于夹持待

加工工件的夹持工装，进刀机构中具有用于在待加工工件上磨削加工微小孔的磨削砂轮；

[0006] 进给机构还包括滑动设置在床身上的Z轴托板以及由上至下分布于Z轴托板上方

的工件轴座、Z轴轴座和Z轴滑板；工件轴座中转动设有工件轴，工件轴的一端与固定在工件

轴座上的第一伺服电机传动连接，工件轴的另一端朝向进刀机构方向分布并与夹持工装固

定连接；Z轴轴座的上沿设有供工件轴座转动配合的旋转卡盘，并可通过旋转卡盘的转动以

粗调待加工工件相对于进刀机构的转动角度，Z轴轴座的下沿滑动设置在Z轴滑板上，并可

通过第一夹紧机构固定Z轴轴座和Z轴滑板的相对位置；Z轴滑板可转动设置在Z轴托板上，

并可通过Z轴滑板的转动以微调待加工工件相对于进刀机构的转动角度，在Z轴滑板和Z轴

托板之间设有用于固定Z轴滑板和Z轴托板之间相对位置的第二夹紧机构；

[0007] 进刀机构还包括滑动设置在床身上的X轴托板和固定在X轴托板上的砂轮轴座，砂

轮轴座中转动设有超声波主轴，磨削砂轮固定在超声波主轴朝向进给机构的一端。

[0008] 优选的，在Z轴滑板的上沿设有供Z轴轴座滑动配合的直线滑轨，且直线滑轨的两

侧均为斜面；第一夹紧机构包括固定在Z轴轴座下沿一侧的固定卡块和滑动设置在Z轴轴座

下沿另一侧的滑动卡块，固定卡块与直线滑轨一侧的斜面滑动配合，滑动卡块与直线滑轨

另一侧的斜面滑动配合，滑动卡块由调节螺钉驱动以沿Z轴轴座的宽度方向滑动，调节螺钉

的小端配合安装在开设于滑动卡块上的螺纹孔内，调节螺钉的大端由开设在固定卡块上的

通孔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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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固定卡块与Z轴轴座一体成型，滑动卡块的上沿和Z轴轴座的下沿之间滑

动配合。

[0010] 优选的，第二夹紧机构包括T形螺钉和凸轮轴，T形螺钉的大端可滑动嵌设安装在

开设于Z轴滑板下沿的第一T形槽内，第一T形槽为圆弧形且圆心与Z轴滑板的转动中心重

合，T形螺钉的小端配合安装有螺母，螺母可升降配合安装在开设于Z轴托板上的竖直孔内，

凸轮轴转动设置在开设于Z轴托板上并与竖直孔连通的水平孔中，凸轮轴的偏心轴端插设

在开设于螺母上并沿竖直方向分布的插槽中。

[0011] 优选的，第二夹紧机构的数量为两个，两个第二夹紧机构以Z轴滑板的转动中心对

称分布。

[0012] 优选的，在床身上设有供Z轴托板滑动配合的Z轴导轨和用于驱动Z轴托板沿Z轴导

轨往复滑动的第二伺服电机，第二伺服电机传动连接有Z轴丝杠，Z轴丝杠与固定在Z轴托板

下沿位置的Z轴丝母配合安装。

[0013] 优选的，在X轴托板的上沿位置开设有供砂轮轴座固定安装的第二T形槽。

[0014] 优选的，在床身上设有供X轴托板滑动配合的X轴导轨和用于驱动X轴托板沿X轴导

轨往复滑动的第三伺服电机，第三伺服电机传动连接有X轴丝杠，X轴丝杠与固定在X轴托板

下沿位置的X轴丝母配合安装。

[0015] 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中，以夹持工装作为进给机构，以磨削砂轮作为进刀机构，通过夹持工

装的往复进给滑动，使待加工工件与磨削砂轮接触，从而完成工件上的磨削开孔加工。其中

的夹持工装通过工件轴座在Z轴轴座上的旋转实现相对于磨削砂轮转动角度的粗调，通过Z

轴滑板在Z轴托板上的旋转实现相对于磨削砂轮转动的微调，从而使待加工工件可相对于

磨削砂轮灵活转动，进而可在待加工工件上同步完成直孔和各类斜孔的磨削加工。不涉及

二次装夹，开孔效率和精度大大提高。

[0017] 本实用新型中的磨削砂轮由超声波主轴驱动。在高速旋转的同时，超声波主轴还

能提供磨削砂轮在轴向方向上的高频振动，通过高频振动增加磨削砂轮的磨削力，从而降

低磨削加工微小孔对于磨削砂轮旋转的线速度的要求。本实用新型中，磨削砂轮的线速度

可降低至常规磨削要求线速度的5-10倍，从而大大降低了主轴转速的要求，减少了因主轴

转速过高导致的耗能大，精度差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爆炸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总装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的Z轴轴座与Z轴滑板之间的连接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的Z轴滑板与Z轴托板之间的连接示意图；

[0022] 图中标记：1、进给机构，101、Z轴导轨，102、Z轴托板，103、Z轴滑板，104、Z轴轴座，

105、旋转卡盘，106、夹持工装，107、工件轴座，108、第一伺服电机，2、进刀机构，201、磨削砂

轮，202、砂轮轴座，203、超声波主轴，204、第二T形槽，205、X轴托板，206、X轴导轨，3、床身，

4、调节螺钉，5、固定卡块，6、直线滑轨，7、滑动卡块，8、T形螺钉，9、第一T形槽，10、凸轮轴，

11、插槽，12、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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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及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微小孔磨削机床，包括床身3以及分别可沿水

平方向滑动设置在床身3上的进给机构1和进刀机构2。进给机构1和进刀机构2的滑动方向

相互垂直。进给机构1中具有用于夹持待加工工件的夹持工装106，进刀机构2中具有用于在

待加工工件上磨削加工微小孔的磨削砂轮201。由夹持工装106固定的待加工工件沿床身3

的Z轴方向做进给运动，与磨削砂轮201相触完成微小孔的磨削加工。

[0024] 进给机构1除了夹持工装106以外，还包括直接与床身3滑动配合的Z轴托板102以

及由上至下分布于Z轴托板102上方的工件轴座107、Z轴轴座104和Z轴滑板103。

[0025] 工件轴座107中转动设有工件轴，工件轴的远端与固定在工件轴座107上的第一伺

服电机108传动连接，工件轴的近端指向进刀机构2方向并与夹持工装106固定连接。Z轴轴

座104的上沿设有供工件轴座107转动配合的旋转卡盘105，可通过旋转卡盘105调整工件轴

座107和Z周轴座之间的相对转动角度，从而实现工件轴座107上的待加工工件与磨削砂轮

201之间角度的粗调。

[0026] Z轴轴座104的下沿滑动设置在Z轴滑板103上，以通过Z轴轴座104在Z轴滑板103上

的位置调整待加工工件的待加工端面位置，适应不同厚度规格的待加工工件的开孔加工。

结合图3所示，在Z轴滑板103的上沿设有供Z轴轴座104滑动配合的直线滑轨6，且直线滑轨6

的两侧均为斜面。在Z轴滑座的下沿的两侧分别设有固定卡块5和滑动卡块7。其中的固定卡

块5与直线滑轨6一侧的斜面滑动配合，滑动卡块7与直线滑轨6另一侧的斜面滑动配合，滑

动卡块7由调节螺钉4驱动以沿Z轴轴座104的宽度方向滑动，调节螺钉4的小端配合安装在

开设于滑动卡块7上的螺纹孔内，调节螺钉4的大端由开设在固定卡块5上的通孔穿出。当需

要调节Z轴轴座104的前后位置时，首先旋松调节螺钉4，使滑动卡块7与对应的直线滑轨6分

离。在将Z轴轴座104滑动至指定的位置后，再次旋紧脱节螺钉，使滑动卡块7重新与对应的

直线滑轨6的斜面紧触，完成Z轴轴座104与Z轴滑板103之间的固定。

[0027] Z轴滑板103可转动设置在Z轴托板102上，以通过Z轴滑板103与Z轴托板102之间相

对角度的调节来实现待加工工件与磨削砂轮201之间角度的微调。通过粗调和微调的结合，

使待加工工件的端面与磨削砂轮201实现任意角度相对，从而在待加工工件的端面上开设

各类斜孔。结合图4所示，Z轴滑板103和Z轴托板102之间通过第二夹紧机构夹持固定，从而

在微调后固定待加工工件的相对位置。第二夹紧机构包括T形螺钉8和凸轮轴10，T形螺钉8

的大端可滑动嵌设安装在开设于Z轴滑板103下沿的第一T形槽9内，第一T形槽9为圆弧形且

圆心与Z轴滑板103的转动中心重合。T形螺钉8的小端配合安装有螺母12，螺母12可升降配

合安装在开设于Z轴托板102上的竖直孔内。凸轮轴10转动设置在开设于Z轴托板102上并与

竖直孔连通的水平孔中，凸轮轴10的偏心轴端插设在开设于螺母12上并沿竖直方向分布的

插槽11中。在微调前，需转动凸轮轴10，使凸轮轴10前端的偏心轴向上运动，在螺母12上插

槽11的配合下，使T形螺钉8向上运动并是T形螺钉8大端的下沿脱离T形槽的下沿，T形螺钉8

与第一T形槽9互不接触，转动Z轴滑板103进行微调。在微调后，再次转动凸轮轴10，使凸轮

轴10前端的偏心轴向下运动，带动T形螺钉8下落，并使T形螺钉8大端的下沿紧压在第一T形

槽9槽口位置的内侧，从而将Z形滑板锁紧固定在Z轴托板102上。本实施例中的第二夹紧机

构的数量为两个，两个第二夹紧机构以Z轴滑板103的转动中心对称分布。

[0028] 本实用新型的进刀机构2除了上述磨削砂轮201外，还包括滑动设置在床身3上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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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托板205和固定在X轴托板205上的砂轮轴座202。在X轴托板205的上沿位置开设有供砂轮

轴座202固定安装的第二T形槽204，可通过螺钉将砂轮轴座202固定在第二T形槽204中，且

便于拆装或换型。砂轮轴座202中转动设有超声波主轴203，磨削砂轮201固定在超声波主轴

203朝向进给机构1的一端。磨削砂轮201在高速旋转的同时，超声波主轴203还能提供磨削

砂轮201在轴向方向上的高频振动，通过高频振动增加磨削砂轮201的磨削力，从而降低磨

削加工微小孔对于磨削砂轮201旋转的线速度的要求。

[0029] 本实施例中，在床身3上设有供Z轴托板102滑动配合的Z轴导轨101和用于驱动Z轴

托板102沿Z轴导轨101往复滑动的第二伺服电机，第二伺服电机传动连接有Z轴丝杠，Z轴丝

杠与固定在Z轴托板102下沿位置的Z轴丝母配合安装。在床身3上设有供X轴托板205滑动配

合的X轴导轨206和用于驱动X轴托板205沿X轴导轨206往复滑动的第三伺服电机，第三伺服

电机传动连接有X轴丝杠，X轴丝杠与固定在X轴托板205下沿位置的X轴丝母配合安装。以分

别通过第二伺服电机实现待加工工件的进阶运动，通过第三伺服电机实现磨削砂轮201的

进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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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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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211136518 U

9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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