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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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233499.5

(22)申请日 2019.07.31

(73)专利权人 安徽省华夏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 243000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辽河

东路3590号

(72)发明人 夏克周　夏欢欢　吴金福　周浩　

(74)专利代理机构 安徽知问律师事务所 34134

代理人 于婉萍　平静

(51)Int.Cl.

B30B 15/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

向机构，属于液压机械领域。它包括滑块、滑座和

滑轨，所述滑轨沿竖直方向安装于机架立柱上，

且其工作面倾斜设置，所述滑块的四个端角均设

有滑座，且滑座上加工有与滑轨工作面滑动配合

的倾斜面。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滑块导向机构能够

有效提高滑块运行的稳定性，并确保滑块工作时

的平行度，从而有利于提高其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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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包括滑块(1)、滑座(2)和滑轨(3)，其特征在于：所述

滑轨(3)沿竖直方向安装于机架立柱(4)上，且其工作面倾斜设置，所述滑块(1)的四个端角

均设有滑座(2)，且滑座(2)上加工有与滑轨(3)工作面滑动配合的倾斜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1)的

四个端角外侧分别设有L型安装台阶(101)，所述滑座(2)对应安装于L型安装台阶(101)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座(2)上

加工有腰型调节孔(201)，且其通过腰型调节孔(201)内的螺栓(202)安装于L型安装台阶

(101)的横向侧面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腰型调节孔

(201)为与螺栓(202)形状相匹配的阶梯形孔，且与螺栓(202)螺杆部分对应的孔径小于螺

栓(202)螺帽的直径以及与螺栓(202)螺帽部分对应的孔径。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L型安装台

阶(101)的横向侧面上加工有与螺栓(202)螺纹配合的螺纹孔。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L型安装台

阶(101)的纵向侧面上安装有用于调节滑座(2)安装位置的顶丝(102)，所述滑座(2)夹紧固

定于滑轨(3)与顶丝(102)的螺杆端部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滑座(2)的倾斜工作面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垫板(203)。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垫板(203)

的材质为耐磨铜合金。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座(2)上

下分体对称安装于滑块(1)的上下两侧，且上、下滑座(2)之间还设有防护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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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液压机械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液压机作为调直、校平、冲压专用设备，在机械制造、模具加工行业应用十分

广泛。而采用伺服系统控制的液压机与传统液压机相比，结构简单，加工精确度和生产效率

更高，同时也更为节能。因此在汽车零件、电子零件等高精度和难成形零件加工领域中有着

广泛的运用。

[0003] 现有技术中，液压机的滑块导向式轨道通常设计为四柱导套式，通过在滑块四角

的导向孔内设置导套，在液压系统的作用下，导套沿机身上的四根独立导柱做上下往复直

线运动，从而实现对工件的冲压。

[0004] 如，中国专利申请号：201810573040 .3，申请日：2018年06月06日，发明创造名称

为：一种四柱万能式液压机，该申请案的液压机包括上横梁、活动横梁、工作台、底座、回程

装置、立柱、液压缸、液压泵、充液阀、充液箱、电机、电气柜，所述充液阀连接液压缸，所述液

压缸位于上横梁部；所述液压缸固定安装于充液箱中间，液压缸贯穿所述充液箱，所述液压

缸通过连杆连接施压部，施压部位于活动横梁上；所述立柱穿过活动横梁的导向套到达工

作台；所述立柱用螺母固定于上横梁，上横梁的上部用主螺母加防松螺母固定，下部用调节

螺母固定；所述工作台连接底座，所述底座包括地脚压板；所述工作台为可旋转结构，可实

现360℃旋转，所述液压机采用全钢焊接框架，所述上横梁设有红外装置，可检测工作人员

的工作状态，以及危险的状况的提示，减少事故的发生。

[0005] 上述申请案中的活动横梁即是通过其四角设有的导向套整体套装于互相独立的

四根立柱上进行滑动，活动横梁的运行稳定性相对较差，难以有效保证运行过程中活动横

梁的平行度，因此活动横梁在运动过程中容易发生偏斜，进而影响其加工精度，尤其难以满

足大吨位条件下的使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6] 1.要解决的问题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采用现有的液压机进行加工时，由于滑块运行不稳

定，易影响加工精度的不足，提供了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滑块

导向机构能够有效提高滑块运行的稳定性，并确保滑块工作时的平行度，从而有利于提高

其加工精度。

[0008] 2.技术方案

[0009]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0]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包括滑块、滑座和滑轨，所述滑轨沿

竖直方向安装于机架立柱上，且其工作面倾斜设置，所述滑块的四个端角均设有滑座，且滑

座上加工有与滑轨工作面滑动配合的倾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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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更进一步的，所述滑块的四个端角外侧分别设有L型安装台阶，所述滑座对应安装

于L型安装台阶上。

[0012] 更进一步的，所述滑座上加工有腰型调节孔，且其通过腰型调节孔内的螺栓安装

于L型安装台阶的横向侧面上。

[0013] 更进一步的，所述腰型调节孔为与螺栓形状相匹配的阶梯形孔，且与螺栓螺杆部

分对应的孔径小于螺栓螺帽的直径以及与螺栓螺帽部分对应的孔径。

[0014] 更进一步的，所述L型安装台阶的横向侧面上加工有与螺栓螺纹配合的螺纹孔。

[0015] 更进一步的，所述L型安装台阶的纵向侧面上安装有用于调节滑座安装位置的顶

丝，所述滑座夹紧固定于滑轨与顶丝的螺杆端部之间。

[0016] 更进一步的，所述滑座的倾斜工作面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垫板。

[0017] 更进一步的，所述垫板的材质为耐磨铜合金。

[0018] 更进一步的，所述滑座上下分体对称安装于滑块的上下两侧，且上、下滑座之间还

设有防护板。

[0019] 3.有益效果

[0020]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包括滑块、滑座和滑轨，通过对

滑块导向机构的具体结构进行优化设计，从而能够有效提高滑块运行的稳定性，可以有效

确保滑块滑动时的平行度，防止滑块滑动时发生偏斜，进而有利于提高该伺服液压机的加

工精度。

[0022] (2)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滑座通过腰型调节孔内的螺栓

安装于L型安装台阶的横向侧面上，L型安装台阶的纵向侧面上安装有用于调节滑座安装位

置的顶丝，通过对顶丝进行调节从而实现对滑座和滑轨之间的间隙进行调节，有利于控制

及调节液压机的加工精度，操作简便。

[0023] (3)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所述滑座倾斜面上还固定安装

有垫板，该垫板采用耐磨材料制成，如耐磨铜合金，通过耐磨垫板的设置，可以大大降低滑

座和滑轨之间的磨损，有利于提高部件的使用寿命，且该垫板可拆卸，当产生磨损时，可直

接更换垫板，安装拆卸方便。

[0024] (4)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滑座上下分体对称安装于滑块

的上下两侧，从而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滑块安装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可以对滑块的上

下滑动进行单独调整，有利于确保滑块的平行度，防止滑块在运动过程中发生倾斜；同时，

两个滑座之间通过防护板的设置，可以有效防止空气中的灰尘在两滑座之间及其滑块拐角

处进行堆积，从而有利于确保液压机的加工精度。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伺服液压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滑块导向机构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图2中A区域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8] 图中：1、滑块；101、L型安装台阶；102、顶丝；2、滑座；201、腰形调节孔；202、螺栓；

203、垫板；3、滑轨；4、机架立柱；5、防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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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进行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3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伺服液压机，包括机架、滑块1和滑块导向机构，所

述液压机的机架为由四根机架立柱4、顶梁及底座组成的整体框架式结构，底座上固定安装

有工作台，并通过底座底部两侧对称设置的两组螺杆固定安装于底面上。滑块1通过滑块导

向机构可滑动安装于四根机架立柱4之间，所述滑块导向机构包括滑座2和滑轨3，所述滑轨

3沿竖直方向安装于机架立柱4上，且其工作面(与滑座2的滑动配合面)倾斜设置，所述滑块

1的四个端角均设有滑座2，且滑座2上加工有与滑轨3工作面滑动配合的倾斜面。结合图2所

示，四根机架立柱4上均安装有滑轨3，且任意相邻两个滑轨3对称呈“八”字型分布，所述滑

块1通过滑座2与滑轨3的配合实现在机架立柱4之间进行上下滑动。本实施例通过采用整体

框架式机架结构，同时对滑块导向机构的结构进行优化设计，从而一方面可以提高伺服液

压机整体的结构稳定性，另一方面还能够有效提高滑块1运行的稳定性，可以有效确保滑块

1滑动时的平行度，防止滑块1滑动时发生偏斜，进而有利于提高该伺服液压机的加工精度。

[0032] 具体的，本实施例中，在四根机架立柱4的端角处分别加工有沿竖直方向分布的L

型安装槽(该安装槽的位置与滑块1在机架内上下滑动的冲程相匹配)，滑轨3即固定安装于

安装槽内，且其工作面倾斜设置。

[0033] 实施例2

[0034] 本实施例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结构基本同实施例1，其主要区别在

于：如图2、图3所示，所述滑块1的四个端角外侧分别设有L型安装台阶101(可直接在滑块1

的四个端角外侧安装L型板，该L型安装台阶101也可与滑块1直接一体成型加工)，所述滑座

2对应安装于L型安装台阶101上。如图3所示，所述滑座2上加工有上下间隔分布的一组腰型

调节孔201，滑座2通过腰型调节孔201内的螺栓202安装于L型安装台阶101的横向侧面(与

滑块1长度方向相同的侧面)上，所述L型安装台阶101的纵向侧面(与滑块1长度方向垂直的

侧面)上安装有用于调节滑座2安装位置的顶丝102。具体的，如图3所示，上述腰型调节孔

201为与螺栓202形状相匹配的阶梯孔，与螺栓螺杆部分对应的孔径小于螺栓螺帽的直径以

及与螺栓螺帽部分对应的孔径，且L型安装台阶101的横向侧面加工有对螺栓202螺杆部分

相匹配的螺纹孔，通过螺栓202的作用可以对滑座2进行预定位，然后调节顶丝102，使其端

部顶紧滑座2，从而可以对滑座2与滑轨3的间隙进行调节，有利于保证滑块1与滑轨3之间滑

动配合的紧密性，并进一步提高滑块1运行的稳定性及加工精度。

[0035] 本实施例中滑座2和滑轨3均可拆卸，当使用时间较久导致出现磨损时，可直接更

换磨损部件进行生产，从而避免了滑块1直接与滑轨3接触滑动造成滑块1的磨损，影响其加

工精度。同时，所述滑座2的倾斜面上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垫板203，通过耐磨垫板203(采用

耐磨材料制成，本实施例中具体为耐磨铜合金)的设置可以大大降低滑座2和滑轨3之间的

磨损，有利于提高部件的使用寿命，且该垫板203可拆卸，当产生磨损时，可直接更换垫板

203，安装拆卸方便。

[0036] 实施例3

[0037]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伺服液压机滑块导向机构，其结构基本同实施例2，其

主要区别在于：所述滑块1四个端角处的滑座2均包括上下分体设置的两个滑座2，且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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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座2对称安装于滑块1上下两侧，从而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滑块1安装的稳定性，另一

方面可以对滑块1的上下滑动进行单独调整，有利于确保滑块1的平行度，防止滑块1在运动

过程中发生倾斜。上述上、下滑座2之间还设有防护板5，防护板5一端固定于滑块1上，另一

端与滑轨3滑动相连，通过防护板5的设置可以有效防止空气中的灰尘在两滑座2之间及其

滑块1拐角处进行堆积，从而有利于确保液压机的加工精度。

[0038] 以上示意性的对本实用新型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该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

中所示的也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所以，如果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

与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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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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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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