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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面立式磨床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包括：机

架、两组主轴机构、两组工作台，所述机架中部设

置有一立架；两组主轴机构分别转动设置在立架

两侧，且所述主轴机构与立架之间设置有能够锁

定转动角度的安装结构；通过该安装结构可根据

加工的需要调整主轴机构的加工角度，满足不同

工件的加工要求，通用性强，进一步，两组工作台

设置在机架上并分别对应的与两组主轴机构对

应，使得磨削工位能够循环的不间断进行加工，

极大提高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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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架(9)，所述机架(9)中部设置有一立架(91)；

两组主轴机构(1)，两组主轴机构(1)分别转动设置在立架(91)两侧，且所述主轴机构

(1)与立架(91)之间设置有能够锁定转动角度的安装结构，所述主轴机构(1)包括安装基板

(11)、主轴基座(12)、设置在主轴基座(12)上的主轴电机(13)、及设置在主轴电机(13)上的

磨轮(14)，所述安装基板(11)转动设置在立架(91)的侧面，所述安装基板(11)与立架(91)

之间设置有能够锁定转动角度的安装结构，所述主轴基座(12)滑动设置在安装基板(11)

上，所述安装基板(11)上设置有能够驱动主轴基座(12)移动的进给驱动机构(3)；

两组工作台(2)，两组工作台(2)设置在机架(9)上并分别对应的与两组主轴机构(1)对

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架(91)的侧面上设置

有若干以安装基板(11)的转动中心为圆心的弧形槽(111)，所述安装基板(11)通过与弧形

槽(111)配合的螺栓机构安装至立架(91)的侧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槽(111)的截面呈T

型结构，所述螺栓机构包括与弧形槽(111)配合的T型螺栓(11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槽(111)上开设有

能够供T型螺栓(112)的头部穿入的装入槽(11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架(91)的侧面设置有

转轴(911)，所述安装基板(11)上设置有与转轴(911)配合的轴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9)上设置有一除

尘通道(90)，所述机架(9)上配置有盖装在除尘通道(90)上的面盖(92)，所述面盖(92)上设

置有若干吸尘口(93)，所述吸尘口(93)能够在主轴机构(1)的加工位置形成负压。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通道(90)呈漏斗

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2)包括一纵向

移动机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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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面立式磨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磨床领域，特别是一种双面立式磨床。

背景技术

[0002] 立式磨床通常采用纵向进给加工，其加工角度为恒定角度，无法根据具体加工角

度进行调整，通用性差，难以满足实际的生产要求。

[0003] 并且传统的立式磨床通常是单主轴结构，工作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角度可调的双面立式磨床。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包括：

[0007] 机架，所述机架中部设置有一立架；

[0008] 两组主轴机构，两组主轴机构分别转动设置在立架两侧，且所述主轴机构与立架

之间设置有能够锁定转动角度的安装结构；

[0009] 两组工作台，两组工作台设置在机架上并分别对应的与两组主轴机构对应。

[0010] 所述主轴机构包括安装基板、主轴基座、设置在主轴基座上的主轴电机、及设置在

主轴电机上的磨轮，所述安装基板转动设置在立架的侧面，所述安装基板与立架之间设置

有能够锁定转动角度的安装结构。

[0011] 所述立架的侧面上设置有若干以安装基板的转动中心为圆心的弧形槽，所述安装

基板通过与弧形槽配合的螺栓机构安装至立架的侧面。

[0012] 所述弧形槽的截面呈T型结构，所述螺栓机构包括与弧形槽配合的T型螺栓。

[0013] 所述弧形槽上开设有能够供T型螺栓的头部穿入的装入槽。

[0014] 所述立架的侧面设置有转轴，所述安装基板上设置有与转轴配合的轴孔。

[0015] 所述主轴基座滑动设置在安装基板上，所述安装基板上设置有能够驱动主轴基座

移动的进给驱动机构。

[0016]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一除尘通道，所述机架上配置有盖装在除尘通道上的面盖，所

述面盖上设置有若干吸尘口，所述吸尘口能够在主轴机构的加工位置形成负压。

[0017] 所述除尘通道呈漏斗状。

[0018] 所述工作台包括一纵向移动机构。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一种双面立式磨床，包括：机架、两组主轴机构、两组工作

台，所述机架中部设置有一立架；两组主轴机构分别转动设置在立架两侧，且所述主轴机构

与立架之间设置有能够锁定转动角度的安装结构；通过该安装结构可根据加工的需要调整

主轴机构的加工角度，满足不同工件的加工要求，通用性强。

[0020] 进一步，两组工作台设置在机架上并分别对应的与两组主轴机构对应，使得磨削

工位能够循环的不间断进行加工，极大提高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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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的分解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机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机架的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参照图1至图4，图1至图4是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一种

双面立式磨床，包括：机架9、两组主轴机构1、两组工作台2，所述机架9中部设置有一立架

91；两组主轴机构1分别转动设置在立架91两侧，且所述主轴机构1与立架91之间设置有能

够锁定转动角度的安装结构；通过该安装结构可根据加工的需要调整主轴机构的加工角

度，满足不同工件的加工要求，通用性强。

[0027] 进一步，两组工作台2设置在机架9上并分别对应的与两组主轴机构1对应，使得磨

削工位能够循环的不间断进行加工，极大提高工作的效率。

[0028] 如图所示，所述主轴机构1包括安装基板11、主轴基座12、设置在主轴基座12上的

主轴电机13、及设置在主轴电机13上的磨轮14，所述安装基板11转动设置在立架91的侧面，

所述安装基板11与立架91之间设置有能够锁定转动角度的安装结构。

[0029] 如图所示，所述立架91的侧面上设置有若干以安装基板11的转动中心为圆心的弧

形槽111，所述安装基板11通过与弧形槽111配合的螺栓机构安装至立架91的侧面，调节时，

松开螺栓机构即可对安装基板11及主轴机构1与竖直方向的夹角进行调整，调节完成后锁

紧螺栓机构即可。

[0030] 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述安装结构还可配置右电机驱动的齿轮机构，实现电

动调节，在此不作详述。

[0031] 优选的，所述弧形槽111的截面呈T型结构，所述螺栓机构包括与弧形槽111配合的

T型螺栓112，T型螺栓112能够在弧形槽111内滑动且不掉落，调节完成后锁紧螺母即可，调

节方便快捷。

[0032] 优选的，所述弧形槽111上开设有能够供T型螺栓112的头部穿入的装入槽113，使

得T型螺栓112可以从正面装入，放置机构的装配加工。

[0033] 优选的，所述立架91的侧面设置有转轴911，所述安装基板11上设置有与转轴911

配合的轴孔，提高转动的精度。

[0034] 优选的，所述主轴基座12滑动设置在安装基板11上，所述安装基板11上设置有能

够驱动主轴基座12移动的进给驱动机构3，实现向下的进给加工。

[0035] 优选的，所述机架9上设置有一除尘通道90，所述机架9上配置有盖装在除尘通道

90上的面盖92，所述面盖92上设置有若干吸尘口93，所述吸尘口93能够在主轴机构1的加工

位置形成负压，以防止粉尘外泄，避免污染车间。

[0036] 优选的，所述除尘通道90呈漏斗状，使得其负压区域能够覆盖较大的面积，提高除

尘的效果。

[0037] 优选的，所述工作台2包括一纵向移动机构21，纵向移动机构21上设置有用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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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的治具，可带动工件纵向的进给加工，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可配置横移机构和升

降机构，在此不作详述。

[0038] 以上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进行了具体说明，当然，本发明还可以采用与上述实施

方式不同的形式，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精神的前提下所作的等同的变换

或相应的改动，都应该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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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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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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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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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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