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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

(57)摘要

一种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包含机壳、位于

该机壳内的主轴单元、位于该机壳内的用于固持

工件的工作台单元及位于该机壳内的供料机构。

该主轴单元供安装刀具，该供料机构包括固持

部，所述固持部能被驱动位移靠近与离开所述工

作台单元，以将所述工件移载至所述工作台单元

或将所述工件由所述工作台单元卸下，所述固持

部能在所述刀具对所述工件加工的初始位置及

所述固持部位移靠近所述工件的工作位置之间

作动，且在所述初始位置与所述工作位置至少其

中一者，所述刀具与所述固持部其中一者位移退

出其中另一者的工作路径。通过该供料机构的设

置，能够将该工件移载至该工作台单元固持或卸

下，实现了自动取料及换料，相较于人工方式节

省了时间成本，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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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具机包含：

机壳(10)；

主轴单元(2)，位于所述机壳(10)内并且供安装刀具；

工作台单元(3)，位于所述机壳(10)内并且用于设置工件(1)；及

供料机构(4)，位于所述机壳(10)内并且包括固持部(43)，所述固持部(43)能被驱动位

移靠近与离开所述工作台单元(3)，以将所述工件(1)移载至所述工作台单元(3)或将所述

工件(1)由所述工作台单元(3)卸下，所述固持部(43)能在所述刀具对所述工件(1)加工的

初始位置及所述固持部(43)位移靠近所述工件(1)的工作位置之间作动，且在所述初始位

置与所述工作位置至少其中一者，所述刀具与所述固持部(43)其中一者位移退出其中另一

者的工作路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轴单元包括可上下位

移供安装所述刀具的主轴及设置于所述主轴能供所述刀具放置的刀塔，在所述工作位置

时，所述刀具脱离所述主轴并放置于所述刀塔以退出所述固持部的工作路径。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机构还包括设置于

所述主轴的旋转驱动部及能转动地连接所述旋转驱动部且与所述刀具相间隔的主体部，所

述固持部设置于所述主体部，在所述初始位置时，所述固持部背向所述刀具，在所述工作位

置时，所述固持部位于所述主轴与所述工作台单元之间。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驱动部具有设置于

所述主轴的第一旋转气缸及能转动地设置于所述第一旋转气缸并固接所述主体部的第一

转盘，所述第一旋转汽缸能驱动所述第一转盘连同所述主体部及所述固持部转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部具有固接所述第

一转盘的伸缩气缸、固接所述伸缩气缸的第二旋转气缸及能转动地设置于所述第一旋转气

缸并固接所述固持部的第二转盘。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持部具有固接所述第

二转盘的夹爪松紧气缸及能活动地连接所述夹爪松紧气缸的夹爪，所述夹爪松紧汽缸能驱

动所述夹爪彼此靠近或远离以夹取所述工件。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夹爪凹陷形成呈V

形的凹槽。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单元包括能活动

地设置于所述主轴单元下方的工作台、设置于所述工作台上的固持装置及设置于所述工作

台与该固持装置相间隔的放料盘，所述放料盘适用于供多个工件放置。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持装置为夹头。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持装置为设有定位

销钉的装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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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工具机，特别是涉及一种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CNC工具机每加工完一个产品后，会需要停机由作业人员将产品取出，并换

上未加工的产品，才能够继续进行加工。而因  CNC工具机的机台体积较为庞大且作业区域

大，作业人员来回于操作面板以及更换产品处的这段时间，CNC工具机是处于待机状态，这

导致机台使用效率降低，且增加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及人力成本，尚有改良的空间。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解决上述至少一问题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

[0004] 本实用新型一种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包含机壳；主轴单元，位于所述机壳内并且

供安装刀具；工作台单元，位于所述机壳内并且用于设置工件；及供料机构，位于所述机壳

内并且包括固持部，所述固持部能被驱动位移靠近与离开所述工作台单元，以将所述工件

移载至所述工作台单元或将所述工件由所述工作台单元卸下，所述固持部能在所述刀具对

所述工件加工的初始位置及所述固持部位移靠近所述工件的工作位置之间作动，且在所述

初始位置与所述工作位置至少其中一者，所述刀具与所述固持部其中一者位移退出其中另

一者的工作路径。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所述主轴单元包括可上下位移供安装所

述刀具的主轴及设置于所述主轴能供所述刀具放置的刀塔，在所述工作位置时，所述刀具

脱离所述主轴并放置于所述刀塔以退出所述固持部的工作路径。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所述供料机构还包括设置于所述主轴的

旋转驱动部及能转动地连接所述旋转驱动部且与所述刀具相间隔的主体部，所述固持部设

置于所述主体部，在所述初始位置时，所述固持部背向所述刀具，在所述工作位置时，所述

固持部位于所述主轴与所述工作台单元之间。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所述旋转驱动部具有设置于所述主轴的

第一旋转气缸及能转动地设置于所述第一旋转气缸并固接所述主体部的第一转盘，所述第

一旋转汽缸能驱动所述第一转盘连同所述主体部及所述固持部转动。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所述主体部具有固接所述第一转盘的伸

缩气缸、固接所述伸缩气缸的第二旋转气缸及能转动地设置于所述第一旋转气缸并固接所

述固持部的第二转盘。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所述固持部具有固接所述第二转盘的夹

爪松紧气缸及能活动地连接所述夹爪松紧气缸的夹爪，所述夹爪松紧汽缸能驱动所述夹爪

彼此靠近或远离以夹取所述工件。

[0010]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每一所述夹爪凹陷形成呈V形的凹槽。

[0011]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所述工作台单元包括能活动地设置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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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主轴单元下方的工作台、设置于所述工作台上的固持装置及设置于所述工作台与该固持

装置相间隔的放料盘，所述放料盘适用于供多个工件放置。

[0012]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所述固持装置为夹头。

[0013]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所述固持装置为设有定位销钉的装载平

台。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该供料机构的设置，能够将该工件移载至该工

作台单元固持或卸下，实现了自动取料及换料，相较于人工方式节省了时间成本及人力成

本，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一立体图，说明本实用新型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的一实施例，其中一供料机

构的一固持部在一初始位置；

[0016] 图2是一立体图，说明该实施例的该供料机构的该固持部在一工作位置；

[0017] 图3是一立体图，说明该实施例的该固持部夹持一工件并将该工件移载至一工作

台单元；

[0018] 图4是一立体图，说明该实施例的该供料机构的该固持部在该初始位置；

[0019] 图5是一侧视图，说明该实施例的该供料机构的该固持部在该初始位置；

[0020] 图6是一立体图，说明该实施例的该供料机构的该固持部在该工作位置；及

[0021] 图7是一侧视图，说明该实施例的该供料机构的该固持部在该工作位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3] 参阅图1至图3，说明本实用新型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的一实施例，适用于对一工

件1进行加工。能自动换料的工具机包含一机壳10、一主轴单元2、一用于固持工件1的工作

台31单元及一设置于该主轴单元2的供料机构4。其中，本实施例的工件1为使用过一段时间

的钻铣刀具23A的刀头，工件1大致呈细长条圆柱状，对工件1加工即是将其修整重新变得锋

利，而能够再行利用，但工件1的型态并不以此为限制。

[0024] 主轴单元2位于机壳10内并包括一可上下位移供安装一刀具的主轴21及一能转动

地设置于该主轴21能供刀具放置的刀塔22。刀具用于对工件1进行加工，能替换地使用而安

装于主轴21，使用中的刀具安装于主轴21，未使用的刀具则放置于刀塔22。本实施例的刀具

如图中所示可例如为一钻铣刀具23A及一研磨刀具23B，但不以此为限制。

[0025] 工作台单元3位于机壳10内并包括一能水平活动地设置于该主轴单元2下方的工

作台31、一设置于该工作台31上的固持装置32及一设置于该工作台31与该固持装置32相间

隔的放料盘33。固持装置32适用于固持工件1，在本实施例中以夹头的形式出现，在其它实

施例中也可以是以装载平台等任意可以固定工件1的形式出现，例如设有定位销钉而可固

定工件的装载平台，放料盘33适用于供多个工件  1放置。当待加工的工件1被固持装置32固

持，工作台31便移动至主轴21下方，主轴21即可向下移动，使刀具对工件1进行加工。

[0026] 参阅图4至图7，供料机构4位于机壳10内并能够固持工件1以将工件1移载至工作

台单元3的固持装置32，待工件1加工完成后再将工件1自固持装置32卸下，接着将另一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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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移载至工作台单元3的固持装置32，达到自动供料及换料的作用。供料机构4包括一设置

于该主轴21的旋转驱动部41、一能转动地连接该旋转驱动部41  且与该刀具相间隔的主体

部42及一连接该主体部42的固持部43。旋转驱动部41具有一设置于该主轴21的第一旋转气

缸411及一能转动地设置于该第一旋转气缸411并固接该主体部42的第一转盘412，该第一

旋转气缸411能驱动该第一转盘412连同该主体部42及该固持部43转动。主体部42具有一固

接该第一转盘412的伸缩气缸421、一固接该伸缩气缸421的第二旋转气缸422及一能转动地

设置于该第一旋转气缸411并固接该固持部43的第二转盘423。固持部43具有一固接该第二

转盘423的夹爪松紧气缸431及一对能活动地连接该夹爪松紧气缸431的夹爪432，该夹爪松

紧气缸431能驱动所述夹爪432  彼此靠近或远离以夹取工件1，每一夹爪432凹陷形成一呈V

形的凹槽432a，以利于夹持呈细长条圆柱状的工件1。固持部43能够固持工件1并将工件1移

载至该固持装置32并供该固持装置32固持。其中，供料机构4在本实施例是设置于主轴21，

但并不以此为限制，只要位于机壳10内即可。

[0027] 参阅图1至图3，该供料机构4的固持部43能在一初始位置及一工作位置之间作动，

且在所述初始位置与所述工作位置至少其中一者，所述刀具与所述固持部43其中一者位移

退出其中另一者的工作路径。在初始位置时，供料机构4的主体部42及固持部43背向刀具，

如图  1所示。接着，安装于主轴21的刀具便移载至刀塔22上，即退出固持部43的工作路径，

而旋转驱动部41的第一旋转气缸411便驱动第一转盘412转动约180度，带动主体部42及固

持部43同样转动180  度，且主体部42的伸缩气缸421驱动第二旋转气缸422向下移动，以到

达工作位置。在工作位置时，该固持部43能位移靠近与离开该工作台31单元，如图2所示。此

时，供料机构4的固持部43便能以所述夹爪432去放料盘33夹持其中一工件1，待所述夹爪

432夹持到工件1后，第二旋转气缸422便驱动第二转盘423旋转约90度，使得所述夹爪432及

工件1朝向工作台单元3的固持装置32，接着工作台31便移动至主轴单元2下方使固持装置

32在水平方向上对齐工件  1，主轴21也向下移动带动供料机构4向下位移使工件1在上下方

向对齐固持装置32，工作台31接着朝移动工件1移动使工件1能移载至固持装置32上，如此

便完成自动供料的程序。再来供料机构4的固持部43便回到初始位置，使刀具能对工件1进

行加工。待加工结束后，固持部43便作动到工作位置，参考上述流程将加工完成的工件1自

固持装置32上卸下，并将工件1放回放料盘33内，接着固持部43便夹持放料盘33内的另一工

件1依照上述流程将工件1移载至固持装置32上，如此便完成自动换料的程序。

[0028] 综上所述，通过该供料机构4的设置，能够将该工件1移载至该工作台31单元固持

或卸下，实现了自动取料及换料，相较于人工方式节省了时间成本及人力成本，大幅提升了

生产效率。

[0029] 惟以上所述者，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

的范围，即大凡依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及专利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简单的等效变化与修

饰，皆仍属本实用新型专利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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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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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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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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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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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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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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