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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

磨削工装及其装夹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

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包括安装于普通磨床导

轨上的底板、安装于底板上的转向板、安装于转

向板上的锥板托板、安装于锥板托板上的陶瓷圆

锥板，底板上表面保持水平，转向板的中轴线上

端设置有一定位销孔，中间设置有一中心定位螺

钉，定位销孔与底板中轴线上一孔销接，转向板

可围绕中心定位螺钉旋转，转向板下端的中轴线

上另设置有与上端定位销孔相对于中心定位螺

钉对称的用于将转向板旋转后定位的对称定位

销孔；锥板托板与转向板的中轴线共线，固定于

锥板托板上的陶瓷圆锥板与锥板托板的中轴线

共线；锥形托板上表面加工有与陶瓷圆锥体外表

面贴合的弧面。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09434684 B

2021.03.16

CN
 1
09
43
46
84
 B



1.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包括安装于普通磨床导轨上的

底板、安装于底板上的转向板、安装于转向板上的锥板托板、安装于锥板托板上的陶瓷圆锥

板，其特征在于底板上表面保持水平，转向板的中轴线上端设置有一定位销孔，中间设置有

一中心定位螺钉，定位销孔与底板中轴线上一孔销接，转向板可围绕中心定位螺钉旋转，转

向板下端的中轴线上另设置有与上端定位销孔相对于中心定位螺钉对称的用于将转向板

旋转后定位的对称定位销孔；

锥板托板与转向板的中轴线共线，固定于锥板托板上的陶瓷圆锥板与锥板托板的中轴

线共线；

锥板托板上表面加工有与陶瓷圆锥体外表面贴合的弧面；

锥板托板下表面为一保证陶瓷圆锥体的侧面上下边线与底板上表面平行的倾斜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其特征

在于锥板托板大头端设置有沿中轴线对称的两个限位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其特征

在于转向板上位于锥板托板的头尾部设置有上、下压板，上、下压板对锥板托板上的陶瓷圆

锥板的头尾端进行压紧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其特征

在于锥板托板表面开设有凹槽，凹槽内设置有固定螺钉与转向板固接。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之一所述的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的装

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需要加工的陶瓷圆锥板安装在锥板托板上，锥板托板的上表面与陶瓷圆锥板外表面

直接贴合，锥板托板下表面为倾斜面与转向板上表面接触固定，使陶瓷圆锥体的侧面上下

边线与底板上表面相互平行，锥板托板下表面的倾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设置为β角；

锥板托板上的限位销用来抵住陶瓷圆锥板的大头外圆弧，从而固定圆锥板，保证陶瓷

圆锥板水平放置；

将锥板托板用固定螺钉与转向板连接固定；

将底板固定在普通磨床导轨上，转向板上端通过定位销孔与底板上的孔通过销轴连

接，转向板旋转后通过中心定位螺钉与可调定位销将旋转角度固定，调节转向板中轴线与

底板中轴线的夹角α，使陶瓷圆锥板的侧面与底板上表面的垂直面相互平行；

确定最后加工磨头主轴倾角γ需要以前α和β两个角度作为基础，将锥板托板连同陶瓷

圆锥板转过角度α并且“大头”下沉角度β之后，再测量陶瓷圆锥板侧面与经过侧面边线及投

影线的垂直面之间的角度得到γ;

将磨削头主轴倾斜γ角度后沿轨道前后直线移动工件即可以开始加工陶瓷圆锥板双

侧面，磨削至端面弦长符合标准为止，然后将可调定位销旋转180°后的对称位置即可用相

同方法加工另一侧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的装夹方法,

其特征在于夹角α、β、γ均通过三维软件辅助制图演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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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及其装夹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加工无污染粉体加工设备下锥体陶瓷内衬板的陶瓷圆锥板

的两侧面的工装夹具以及夹持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高端材料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对于无污染粉体深加工设备的高产能要求也

越发明显。陶瓷内衬是解决金属污染问题的最佳途径之一，而大且厚的陶瓷板相比马赛克

陶瓷贴片来说有着更好的耐磨性与更长的使用寿命，而在一些如流化床、分级机设备的下

锥体部分（见附图一）也需要对应形状的陶瓷圆锥板。如附图二所示，一般为了加工方便将

整个下锥体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十二等分和八等分（工装设计以八等分圆锥板为对象，十

二等分及其他类似圆锥板设计方法完全等同），即完成一个完整的陶瓷下锥体制造需要两

种形状的陶瓷圆锥板，而这样的异形圆锥板的加工难度在于，其形状怪异（见附图二），内外

圆径渐进变化，上下为斜面，特别是两侧为一空间斜面，现有加工技术较难加工到位。传统

的双侧面加工方法为手工打磨至大致的角度，一边磨一边装，然后再调整磨削角度以求大

致贴合。这种方法精度差，每块圆锥板尺寸不一，难以一次装配到位，并且随着大型化和多

型号的趋势，越发费时费力。

[0003] 如运行数控加工中心虽然可以保证加工精度，但设备陈本昂贵，并且需要专业的

数控程序员进行调试，由于其加工路径复杂对刀具的要求也尽一步提高，传统制作厂家无

法运用，普通工人无法操作，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了一种可利用普通的磨床即可

对异形的陶瓷圆锥板的侧面进行一步式加工，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并且工人操作简便，生

产效率高。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

磨削工装，包括安装于普通磨床导轨上的底板、安装于底板上的转向板、安装于转向板上的

锥板托板、安装于锥板托板上的陶瓷圆锥板，其特征在于底板上表面保持水平，转向板的中

轴线上端设置有一定位销孔，中间设置有一中心定位螺钉，定位销孔与底板中轴线上一孔

销接，转向板可围绕中心定位螺钉旋转，转向板下端的中轴线上另设置有与上端定位销孔

相对于中心定位螺钉对称的用于将转向板旋转后定位的对称定位销孔；

[0006] 锥板托板与转向板的中轴线共线，固定于锥板托板上的陶瓷圆锥板与锥板托板的

中轴线共线；

[0007] 锥板托板上表面加工有与陶瓷圆锥体外表面贴合的弧面；

[0008] 锥板托板下表面为一保证陶瓷圆锥体的侧面上下边线与底板上表面平行的倾斜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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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优选，锥板托板大头端设置有沿中轴线对称的两个限位销。

[0010] 作为优选，转向板上位于锥板托板的头尾部设置有上、下压板，上、下压板对锥板

托板上的陶瓷圆锥板的头尾端进行压紧固定。

[0011] 作为优选，锥板托板表面开设有凹槽，凹槽内设置有固定螺钉与转向板固接。

[0012] 为实现本发明目的，提高了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的

装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3] A.  将需要加工的陶瓷圆锥板安装在锥板托板上，锥板托板的上表面与陶瓷圆锥

板外表面直接贴合，锥板托板下表面为倾斜面与转向板上表面接触固定，使陶瓷圆锥体的

侧面上下边线与底板上表面相互平行，锥板托板下表面的倾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设置为β

角；

[0014] B.  锥板托板上的定位销用来抵住陶瓷圆锥板的大头外圆弧，从而固定圆锥板，保

证陶瓷圆锥板水平放置；

[0015] C.  将锥板托板用固定螺钉与转向板连接固定；

[0016] D.  将底板固定在普通磨床导轨上，转向板上端通过定位销孔与底板上的孔通过

销轴连接，转向板旋转后通过中心定位螺钉与可调定位销将旋转角度固定，调节转向板中

轴线与底板中轴线的夹角α，使陶瓷圆锥板的侧面与底板上表面的垂直面相互平行；

[0017] E.  确定最后加工磨头主轴倾角γ需要以前α和β两个角度作为基础，测量陶瓷圆

锥板侧面与经过侧面边线及投影线的垂直面（即为磨头主轴垂直状态下的磨削平面）之间

的角度得到γ；

[0018] F.  将磨削头主轴倾斜γ角度后沿轨道前后直线移动工件即可以开始加工陶瓷圆

锥板双侧面，磨削至端面弦长符合标准为止，然后将可调定位销旋转180°后的对称位置即

可用相同方法加工另一侧面。

[0019]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0020] 1 .加工精度高：由于采用了先进的三维软件辅助制图，从陶瓷圆锥板的最终产品

尺寸出发，反推加工过程中需要涉及的各个尺寸、角度数据，避免了仅仅依靠人工主观判

断，造成尺寸不精确，装配困难的情况。通过本发明工装精加工的陶瓷圆锥板组装后配合精

密，有缝无隙，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0021] 2.突破了空间斜面难以一次性加工到位的难题。由于内外圆径渐进变化的缘故，

导致陶瓷圆锥板双侧面的空间位置难以把握，本发明中利用三维软件的强大功能，对锥板

托板进行激光加工圆弧面保证水平贴合未加工陶瓷圆锥板，同时确认了一种圆锥板所对应

的三个特征角度α、β和γ，保证在加工时仅仅需要把工装（含加工工件）在机床平面上正常

沿轨道推进即可一次性加工完成。

[0022] 3.本发明创造的工装设计制造方法对于类似的锥体等异型件加工具有普适性并

且操作简易。对于一种规格的下锥体一般需要两种形状的陶瓷圆锥板，因此只需要分别进

行前期计算以设计锥板托板的三维形状，转向板角度只需要在底板上选取不同位置的可调

定位销孔就可以快速转变，不管下锥体规格如何变化，均可以快速设计制造新的工装，精确

且一步到位地加工双侧面，提高加工效率两倍，可节约一倍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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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图1为陶瓷下锥体示意图；

[0025]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26] 图3为陶瓷下锥体分板示意图；

[0027] 图4为图3中陶瓷圆锥板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工装装配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来说明本发明。

[0030] 实施例1：本实施例以八等分陶瓷圆锥板为对象，如附图3所示的本发明所述的一

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包括安装于普通磨床导轨1上的底板3、

安装于底板3上的转向板4、安装于转向板4上的锥板托板7、安装于锥板托板7上的陶瓷圆锥

板8，普通磨床导轨1上设置有底板固定螺孔2，底板3上表面保持水平，转向板4上端的中轴

线上设置有一定位销孔14和一中心定位螺钉9，定位销孔14与底板3中轴线上一孔销接，使

转向板4可围绕中心定位螺钉9旋转，转向板4下端的中轴线上另设置有与定位销孔14相对

于中心定位螺钉9对称的用于将转向板4旋转后定位的可调定位销12；

[0031] 锥板托板7与转向板4的中轴线共线，固定于锥板托板7上的陶瓷圆锥板8与锥板托

板7的中轴线共线；锥板托板7上表面加工有与陶瓷圆锥体8外表面贴合的弧面；锥板托板7

下表面为一保证陶瓷圆锥体8的侧面上下边线与底板3上表面平行的倾斜面。锥板托板7大

头端设置有沿中轴线对称的两个限位销6。

[0032] 转向板4上位于锥板托板7的头尾部设置有上、下压板5、11，上、下压板5、11对锥板

托板7上的陶瓷圆锥板8的头尾端进行压紧固定。

[0033] 锥板托板7表面开设有凹槽，凹槽内设置有固定螺钉10与转向板4固接。

[0034] 实施例2：一种普通磨床用加工陶瓷圆锥板两侧面的磨削工装的装夹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将需要加工的陶瓷圆锥板8安装在锥板托板7上，锥板托板7的上表面与陶瓷圆锥板

8外表面直接贴合，锥板托板7下表面为倾斜面与转向板4上表面接触固定，使陶瓷圆锥体8

的侧面上下边线与底板3上表面相互平行，锥板托板7下表面的倾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设置

为β角；锥板托板7上的定位销用来抵住陶瓷圆锥板的大头外圆弧，从而固定圆锥板，保证陶

瓷圆锥板水平放置；将锥板托板7用固定螺钉与转向板4连接固定；将底板3固定在普通磨床

导轨1上，转向板4上端通过定位销孔与底板3上的孔通过销轴连接，转向板4旋转后通过中

心定位螺钉9与可调定位销12将旋转角度固定，调节转向板4中轴线与底板3中轴线的夹角

α，使陶瓷圆锥板8的侧面与底板3上表面的垂直面相互平行；确定最后加工磨头13主轴倾角

γ需要以前α和β两个角度作为基础，将锥板托板7连同陶瓷圆锥板8转过角度α并且“大头”

下沉角度β之后，再测量陶瓷圆锥板8侧面与经过侧面边线及投影线的垂直面（即为磨头主

轴垂直状态下的磨削平面）之间的角度得到γ;

[0035] 具体可在三维软件中绘制最终要加工到的陶瓷圆锥板成品的立体图，利用三维投

影与角度分析等功能确定三个特征角度α、β、γ，并提取陶瓷圆锥板的外圆面对锥板托板上

表面进行激光雕刻加工，以及线切割底部以进行β角度修正，制得锥板托板；将锥板托板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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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转向板上，转向板旋转角度α后固定在底板上，底板平行固定在机床加工平面上，把加

工好内外圆面的陶瓷圆锥板抵在锥板托板的定位销处并用上下压板压紧固定；将磨削头主

轴倾斜γ角度后沿轨道前后直线移动装有工件的底板，即可以开始加工陶瓷圆锥板双侧

面，磨削至端面弦长符合标准为止（不同形状对应弦长不同），然后将可调定位销旋转180°

后的对称位置即可用相同方法加工另一侧面，前七块圆锥板均用该方法一步加工到位进行

装配，最后一块圆锥板人工打磨以便灵活装配。

[0036] 本发明的核心在于找到三个特殊的角度α、β和γ。这三个角度与下锥体的锥度和

分块等分数目有关，其中α为转向板相对底板所转过的角度，因为陶瓷圆锥板的侧面与其中

轴线并不是水平的，而普通磨床的工件行程方向只可能是沿着中轴线，所以旋转α角的目的

就是为了使得陶瓷圆锥板的侧面与底板上表面的垂直面相互平行，这样磨削时才能从“小

头”一直磨至“大头”；β角为锥板托板与转向板接触的下表面做的角度修正，因为陶瓷圆锥

板的内外圆并不是固定大小而是渐进缩放的圆弧，导致侧面为一在空间倾斜的斜面，直观

上即为“大头”相比“小头”略有翘起，这里的修正做法为将锥板托板的下表面沿窄的一头向

宽的一头利用线切割割去一个角度为β的部分，使得陶瓷圆锥体的“大头”下沉，目的是保证

侧面上下边线的水平，具体位置见附图四。

[0037] 所谓的“利用三维制图软件辅助设计”体现在两个方面：

[0038] 其一为锥板托板的加工方法，最重要的是上表面，如果仅仅是一个平面或是简单

的折角很难保证陶瓷圆锥板是水平放置的，唯一的方法是上表面的形状与陶瓷圆锥板的外

圆面（已提前加工到规定尺寸）完全贴合，制造方法为依照附图二中外圆的三维曲面通过激

光雕刻技术在金属模具（即锥板托板）平面上雕刻完成；

[0039] 其二为三个特殊角度α、β、γ的确定方法，核心为正确理解双侧面的空间属性，突

破口为抓住特征直线——与内外圆相交的上下两条边线，实际上由于平行关系，它们可以

被看作是一种直线。具体方法为作其中一条边线（例如选取下边线）在水平面上的垂直投

影，目的是为了排除翘起角度的干扰，找到投影线与中轴线所成角度α，这里的值为12.69°；

这一投影线的另一个用处是找到翘起角度β，即为原始边线与其投影线所成夹角，这里的值

为2.05°；确定最后加工磨头主轴倾角γ需要以前两个角度作为基础，将锥板托板连同陶瓷

圆锥板转过角度α并且“大头”下沉角度β之后，再测量陶瓷圆锥板侧面与经过侧面边线及投

影线的垂直面（即为磨头13主轴垂直状态下的磨削平面）之间的角度得到γ。以上所有的三

维制图变换与角度测量均在AutoCAD及Pro\E中完成。

[0040]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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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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