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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磨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磨床，包括：

机架，所述机架上滑动安装有Y轴进给工作台，所

述Y轴工作进给台上通过第一滑台机构安装有X

轴工作进给台，所述第一滑台机构的前端安装有

第一直线电机，所述X轴工作进给台上通过第二

滑台机构上安装有工作台，所述第二滑台机构的

前端安装有第二直线电机，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

一种多功能磨床加工，具有简单便捷，加工精度

高，可以磨螺纹结构、磨外圆段差，磨沟槽等进行

加工，可以调整多个角度加工，进给结构采用直

线电机驱动，速度快，加工精度准确，机床上安装

有油雾高压冷却管冷却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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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磨床，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上滑动安装有Y轴进给工

作台（2），所述Y轴进给工作台（2）上通过第一滑台机构（3）安装有X轴工作进给台（4），所述

第一滑台机构（3）的前端安装有第一直线电机（5），所述X轴工作进给台（4）上通过第二滑台

机构（6）安装有工作台（7），所述第二滑台机构（6）的前端安装有第二直线电机（8），所述工

作台（7）的左侧上端安装有主轴顶尖机构（9），所述主轴顶尖机构（9）的后端连接第一驱动

电机（10），所述工作台（7）的右侧上端安装有尾座顶尖机构（11），所述工作台（7）中侧安装

有精密测量仪（12），所述机架（1）的后侧安装有砂轮旋转机构（13），所述砂轮旋转机构（13）

的前端下侧安装有砂轮机构（14），所述砂轮机构（14）的前端上侧安装有砂轮修磨机构

（15），所述砂轮机构（14）与工作台（7）的位置相对应，所述尾座顶尖机构（11）后侧的工作台

（7）上安装有油雾高压冷却管（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多功能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的外侧安装有机箱

（17），所述机箱（17）的前侧安装有推拉门（18），所述机箱（17）的两侧分别设有检修柜（19），

所述机箱（17）的后侧设有观察孔（20），所述推拉门（18）右侧的机箱（17）上安装有电源开关

（21）、显示屏（22）和操控屏（23），所述机箱（17）的下端安装有支脚（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多功能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轴顶尖机构（9）包括主轴

箱（91），所述主轴箱（91）与旋转夹具（92）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多功能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尾座顶尖机构（11）包括顶尖

轴安装箱（111），所述顶尖轴安装箱（111）内安装有顶尖轴（112），所述顶尖轴安装箱（111）

上安装有摆动杆（113），所述摆动杆（113）的后侧连接有气动装置（11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多功能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砂轮旋转机构（13）包括旋转

安装座（131），所述旋转安装座（131）内设有旋转环槽（132），所述旋转环槽（132）上转动连

接有旋转盘（133），所述旋转安装座（131）的后侧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134），所述旋转盘

（133）的表面设有角度刻度线（13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多功能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砂轮机构（14）包括砂轮电主

轴座（141），所述砂轮电主轴座（141）内安装有砂轮电主轴（142），所述砂轮电主轴（142）的

前端安装有砂轮（143），所述砂轮电主轴座（141）的后端连接有电主轴电机（14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多功能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砂轮修磨机构（15）包括安装

板（151），所述安装板（151）上安装有Z轴伺服电机（152）和Z轴移动机构（153），所述Z轴移动

机构（153）上通过滑块（154）安装有X轴移动机构（155）和X轴伺服电机（156），所述X轴移动

机构（155）上安装有修磨电机安装板（157），所述修磨电机安装板（157）上安装有修磨电机

（158），所述修磨电机（158）的前端连接有第一同步带轮（159），所述修磨电机安装板（157）

的下端安装有金刚轮轴（160），所述金刚轮轴（160）的前端安装有第二同步带轮（161），所述

金刚轮轴（160）的后端安装有金刚轮（162），所述第一同步带轮（159）和第二同步带轮（161）

之间连接有同步带（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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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磨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切磨床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磨床。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外螺纹结构、切外圆结构，磨沟槽结构是机械结构中常用的工件结构之一，

此类结构的加工方法通常是用带有内螺纹的圆环在轴件上旋转攻丝，这种方法繁琐，费时

费力，加工批量小，还有一种加工外螺纹的方法就是运用车床车刀进行车磨，外螺纹轴件在

初步加工后，还需要进行精加工，加工精度较难把握，生产效率低，自动化程度低，精度较

低。且通常上述外螺纹结构、切外圆结构和磨沟槽结构需要不同的加工设备，生产成本高，

制造效率低。另外，现有磨床中多用的打磨砂轮在进行长时间的外螺纹工件加工或者磨沟

槽的时候，砂轮会受到一定的磨损，砂轮的转速越快，砂轮的损坏就越严重，从而造成砂轮

失效，生产停止，以往人们大多处理损坏砂轮的方法是是替换成新的砂轮进行工作，这样一

来，造成了浪费，生产成本高，另外更换砂轮过程繁琐，生产效率也有一定的降低，现有的砂

轮打磨采用人工操作砂轮打磨，打磨精度低，打磨效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原有磨床功能单一，加工精度低，砂轮无法

修磨且需经常更换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磨床。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功能磨床，包括：

机架，所述机架上滑动安装有Y轴进给工作台，所述Y轴进给工作台上通过第一滑台机构安

装有X轴工作进给台，所述第一滑台机构的前端安装有第一直线电机，所述X轴工作进给台

上通过第二滑台机构安装有工作台，所述第二滑台机构的前端安装有第二直线电机，所述

工作台的左侧上端安装有主轴顶尖机构，所述主轴顶尖机构的后端连接第一驱动电机，所

述工作台的右侧上端安装有尾座顶尖机构，所述工作台中侧安装有精密测量仪，所述机架

的后侧安装有砂轮旋转机构，所述砂轮旋转机构的前端下侧安装有砂轮机构，所述砂轮机

构的前端上侧安装有砂轮修磨机构，所述砂轮机构与工作台的位置相对应，所述尾座顶尖

机构后侧的工作台上安装有油雾高压冷却管。

[0005] 进一步，所述机架的外侧安装有机箱，所述机箱的前侧安装有推拉门，所述机箱的

两侧分别设有检修柜，所述机箱的后侧设有观察孔，所述推拉门右侧的机箱上安装有电源

开关、显示屏和操控屏，所述机箱的下端安装有支脚。

[0006] 进一步，所述主轴顶尖机构包括主轴箱，所述主轴箱与旋转夹具相连接。

[0007] 进一步，所述尾座顶尖机构包括顶尖轴安装箱，所述顶尖轴安装箱内安装有顶尖

轴，所述顶尖轴安装箱上安装有摆动杆，所述摆动杆的后侧连接有气动装置。

[0008] 进一步，所述砂轮旋转机构包括旋转安装座，所述旋转安装座内设有旋转环槽，所

述旋转环槽上转动连接有旋转盘，所述旋转安装座的后侧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所述旋转

盘的表面设有角度刻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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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所述砂轮机构包括砂轮电主轴座，所述砂轮电主轴座内安装有砂轮电主

轴，所述砂轮电主轴的前端安装有砂轮，所述砂轮电主轴座的后端连接有电主轴电机。

[0010] 进一步，所述砂轮修磨机构包括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上安装有Z轴伺服电机和Z轴

移动机构，所述Z轴移动机构上通过滑块安装有X轴移动机构和X轴伺服电机，所述X轴移动

机构上安装有修磨电机安装板，所述修磨电机安装板上安装有修磨电机，所述修磨电机的

前端连接有第一同步带轮，所述修磨电机安装板的下端安装有金刚轮轴，所述金刚轮轴的

前端安装有第二同步带轮，所述金刚轮轴的后端安装有金刚轮，所述第一同步带轮和第二

同步带轮之间连接有同步带。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一种多功能切磨床加工简单便捷，加工精度高，可以对外螺

纹结构、切外圆结构，磨沟槽结构进行加工，可以调整多个角度加工，进给结构采用直流电

机驱动，速度快，加工精度准确，机床上安装有油雾高压冷却管冷却工件，节能环保，修砂轮

通过两轴联动修正，修整精度高，机床上布有数控系统，设有操控屏，显示屏，全中文页面，

不需要G代码编程，只需自动输入数字指令，操作工人不受文化水平限制，即学即会，自动化

程度高，尾座采用气动驱动，方便安装工件，加工高效，采用精密测量仪在线自动检测补偿，

精确度高，箱体上设有检修柜和观察孔，检修方便，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多功能磨床安装有箱体的主视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多功能磨床安装有箱体的右视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多功能磨床的主视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多功能磨床的右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阐述，应当指出：对于本

工艺领域的普通工艺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对本实用新型的各种

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17] 如图1-4所示，一种多功能磨床，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上滑动安装有Y轴进给工

作台2，所述Y轴进给工作台2上通过第一滑台机构3安装有X轴工作进给台4，所述第一滑台

机构3的前端安装有第一直线电机5，所述X轴工作进给台4上通过第二滑台机构6安装有工

作台7，所述第二滑台机构6的前端安装有第二直线电机8，所述工作台7的左侧上端安装有

主轴顶尖机构9，所述主轴顶尖机构9的后端连接第一驱动电机10，所述工作台7的右侧上端

安装有尾座顶尖机构11，所述工作台7中侧安装有精密测量仪12，所述机架1的后侧安装有

砂轮旋转机构13，所述砂轮旋转机构13的前端下侧安装有砂轮机构14，所述砂轮机构14的

前端上侧安装有砂轮修磨机构15，所述砂轮机构14与工作台7的位置相对应，所述尾座顶尖

机构11后侧的工作台7上安装有油雾高压冷却管16。

[0018] 优选的，所述机架1的外侧安装有机箱17，所述机箱17的前侧安装有推拉门18，所

述机箱17的两侧分别设有检修柜19，所述机箱17的后侧设有观察孔20，所述推拉门18右侧

的机箱17上安装有电源开关21、显示屏22和操控屏23，所述机箱17的下端安装有支脚24。

[0019] 优选的，所述主轴顶尖机构9包括主轴箱91，所述主轴箱91与旋转夹具92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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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优选的，所述尾座顶尖机构11包括顶尖轴安装箱111，所述顶尖轴安装箱111内安

装有顶尖轴112，所述顶尖轴安装箱111上安装有摆动杆113，所述摆动杆113的后侧连接有

气动装置114。

[0021] 优选的，所述砂轮旋转机构13包括旋转安装座131，所述旋转安装座131内设有旋

转环槽132，所述旋转环槽132上转动连接有旋转盘133，所述旋转安装座131的后侧安装有

第二驱动电机134，所述旋转盘133的表面设有角度刻度线135。

[0022] 优选的，所述砂轮机构14包括砂轮电主轴座141，所述砂轮电主轴座141内安装有

砂轮电主轴142，所述砂轮电主轴142的前端安装有砂轮143，所述砂轮电主轴座141的后端

连接有电主轴电机144。

[0023] 优选的，所述砂轮修磨机构15包括安装板151，所述安装板151上安装有Z轴伺服电

机152和Z轴移动机构153，所述Z轴移动机构153上通过滑块154安装有X轴移动机构155和X

轴伺服电机156，所述X轴移动机构155上安装有修磨电机安装板157，所述修磨电机安装板

157上安装有修磨电机158，所述修磨电机158的前端连接有第一同步带轮159，所述修磨电

机安装板157的下端安装有金刚轮轴160，所述金刚轮轴160的前端安装有第二同步带轮

161，所述金刚轮轴160的后端安装有金刚轮162，所述第一同步带轮159和第二同步带轮161

之间连接有同步带163。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磨床在使用时，第一直线电机5驱动Y轴进给工作台

的进给，第二直线电机8驱动X轴工作进给台的进给，驱动速度快，精度高，旋转夹具92与尾

座顶尖机构11之间安装上外螺纹部件、切外圆部件或沟槽部件，将部件调节到合适的位置，

与砂轮143相对应，驱动砂轮143开始进行打磨，砂轮143在旋转盘133作用下可以进行角度

调节，进而调节砂轮143的角度，可以进行多个角度外螺纹的打磨，精密测量仪12对加工的

轴件进行精密测量，安装有油雾高压冷却管16冷却工件，节能环保；尾座采用气动驱动，方

便安装工件，加工高效砂轮143在长时间的打磨后，需要修磨，修磨电机安装板157在Z轴伺

服电机103实现Z轴移动，修磨电机安装板157在X轴伺服电机156实现X轴移动，以此，金刚轮

162在修磨电机158带动同步带轮驱动下实现Z轴、X轴的移动，修砂轮通过两轴联动修正，修

整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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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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