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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小板件倒角机的研制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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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用于农机产品制造的铆、焊小板件的边棱倒角加工，传统方式是采用砂轮打磨，费时、劳动强度大且倒角
不规整。为提高铆、焊小板件的倒角加工质量，设计了一种台式小板件倒角机。采用电机带动主轴，主轴上安装铣
刀，通过调节靠板、垫板及垫块，实现对铣削量的调节；还可以根据用户倒角规格及种类要求更换铣刀。整机结构
简单，操作灵活，且工作稳定，满足铆焊小板件倒角加工的需要，提高了加工效率和质量，降低了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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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dge production for rivet or weld plat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manual grinding has been
always used. The traditional way will produce some defects such as time-energy-consuming, labor-intensive and inferior
quality. A small piece of desktop chamfering machine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of device was listed as follows: main spindle with milling cutter rotated with electromotor driving; mill
amount was adapted by adjusting the position of backup plate, subplate or subblock; specification and types of edge
chamfering from user requirements would meet by changing milling cutter. Furthermore, the equipment has other features:
simple construction, easy operation, stable working,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low labour intensity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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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件腐蚀是一种极为严重和常见的失效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因腐蚀而损坏的金属
制件约占其产量的 10%，因腐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当年 GDP 的 3％~4%。若采用有效的防腐蚀措
施，全国每年至少可以挽回约 4 千亿元的腐蚀损失[1,2]。农业机械工作条件比较恶劣，腐蚀失效情况
更为严重。据统计，国内由于锈蚀损坏导致农业机械更新所花费的费用约占更新费用的 40%[3]，其
中板类小件如加强板、连接板及各种支板和方、圆法兰等极易发生腐蚀失效，成为影响农业机械寿
命的主要问题。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板件边棱尖角处涂装效果差[4]，二是板件边棱尖角
处易发生应力集中导致板件断裂[5]。由此可见，对板类小件进行边棱倒角，以提高其涂装效果，进
而提高其耐腐蚀性，显得极为重要。
板类小件倒角的传统工艺，一般是用手提角向磨光机对边棱打磨，由于工件小不易固定，倒角
质量差，且劳动强度大，操作不安全[6,7]。除此之外，如用刨边机、铣边机及智能自动倒角机等进行
加工，成本高，质量也难以保证[8,9]。因此，研发一种简易、专用的台式小板件倒角机，提高小板件
（＜300×300×30 mm）倒角的加工质量，对于提升农业装备的制造质量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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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角机结构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机架、电动机、铣刀、刀罩、可换垫块、调整垫板、托板和
靠板等。电动机安装在机架下方，其输出轴通过套筒和键与铣刀 7、10 连接。托板 2 和靠板 3 分别
通过沉头螺栓和调整螺栓固定于机架台面上，靠板位于托板内侧、主轴的前面。靠板前后可调，以
控制铣刀的一次铣削量。靠板和托板表面设有沟槽，以提高其刚度[10]。

图 1 台式小板件倒角机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small desktop chamfering machine for small pieces

1.机架; 2.托板; 3.靠板; 4.刀罩; 5.刀具紧固螺母; 6.弹簧垫圈; 7.上片铣刀; 8.可换垫块; 9.主轴键; 10.下片铣刀; 11.调整垫板; 12.电机轴键; 13.主
轴紧固螺栓; 14.垫圈; 15.主轴; 16.电动机; 17.电路开关; 18.工件
1.Rack; 2.Plate; 3.Board; 4.Knife cover; 5.Tool fastening nut; 6.Spring washer; 7.Upper plate milling cutter; 8. Substitutable cushion block; 9. Spindle
key; 10.Down milling cutter; 11.Adjustable plate; 12.Motor shaft key; 13.Main shaft fastening bolt; 14.Washer; 15.Spindle; 16.Motor; 17.Circuit
switch; 18.Work piece

工作时，被加工的小板件 18 置于托板之上，沿着靠板与托板横向滑移，经铣刀铣削，板件边棱
即形成规则的倒角。通过更换垫块 8 或垫板 11，可实现对不同厚度板件和不同角度倒角的加工。

2
2.1

关键部件的设计与选型
电机选型

按板件上、下棱同时铣削成 4×4 mm 倒角时计算所消耗的功率，设工件进给速度 Vf =600 mm/min，
刀具直径 Dc=φ63 mm，切深 ap=2.828 mm，切宽 ac=5.656 mm，每刃进给 fz=0.05 mm。铣削材质为非
淬火的低合金钢，铣刀厚度 6 mm，工作过程中参与切削的刀刃约占 67%（倒角的切口长/刀具每刃
的长度）[11]。经过计算，台式小板件倒角机铣削过程中消耗的功率约为 1.25 kW，圆周切削力为 125
N，逆铣走刀抗力 150 N，总切削力为 275 N，负载转矩为 8.66 N·m，所需功率最低为 1.27 kW。
由此，查阅相关设计手册，拟匹配 YLJ112-10-4 型电动机，其输出扭矩为 10 N.m，转速为 1400
r/min，功率 1.5 kW。
2.2

主轴设计

为使整机结构紧凑，电动机输出轴与主轴采用键连接，即主轴一端车螺纹，用以紧固铣刀；另
一端为轴套（开键槽）和键与电动机输出轴连接，并用螺栓将轴套与电动机输出轴紧固，为避免输
出轴从轴套中滑脱。
铣削过程中，主轴上产生扭矩载荷（图 2），经估算，主轴的额定扭矩 T1 为 10.23 N.m，工作扭
矩 T2 为 8.66 N.m，主轴材质选择 45 钢调质，材料的剪切许用应力[τ]=60 MPa，G=80 GPa，许用扭
转角[]=1°/m。利用机械设计基本原理，对主轴 AB 段进行设计，其直径φ为 10.25 mm。主轴 AB 段
与铣刀内孔通过键连接配合，选用的标准铣刀内径φ为 21.5 mm，大于主轴 AB 段的设计直径φ10.25
mm，因此主轴尺寸结构完全满足使用要求。

图 2 主轴结构及其扭转受力分析
Fig.2 Structure and torsional stress analysis for spindle

采用 ANSYS 软件对主轴工作过程进行应力场有限元模拟仿真，边界条件为：主轴工作扭矩为
8.66 N.m，材质为 45 钢调质，剪切许用应力[τ]=60 MPa，G=80 GPa，结果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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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轴工作过程中扭转应力应变分布模拟
Fig.3 Simulation of torsional stress and strain distribution for main shaft in working

模拟结果，主轴上 A 部位肩根部所受扭矩最大，为 7.7427 N.m，此处的剪切应力为 2.47 MPa，
远远小于材料的许用剪切应力[τ]=60 MPa，由此可以认为，主轴结构尺寸设计及材料选择是合理的。

3
3.1

调试与试验
铣刀安装与调整

主轴上安装有两片铣刀，通过紧固螺母和弹簧垫圈紧固连接，可对板件的上、下两个边棱同时
进行铣削；在上、下两片铣刀之间更换不同厚度的垫块，即改变两片铣刀间的距离，以满足工件厚
度或铣削深度变化的需要。主轴上也可以只安装一片铣刀，只对板件的一个边棱做倒角处理。
铣刀可选用直角铣刀也可选用圆角铣刀[13]，在下铣刀的下面装有垫片，更换不同厚度的垫板，
可改变铣刀与工作台面的相对高度。因此，通过更换铣刀的种类、规格，以及不同厚度的垫片，即
可改变板件边棱的加工类型（直角或圆角）或加工参数，如图 4 所示。

图 4 铣刀倒角原理图
Fig.4 Schematic principle of milling cutter chamfering

3.2

铣削量调整

一次铣削量的大小，可通过调整靠板的位置来确定。靠板立板位于主轴的前方，靠近托板的内
边沿，并与托板垂直。通过调整靠板的前后位置，可以改变铣刀外露尺寸，从而实现对铣刀一次铣
削量大小的调节，如图 5 所示。

图 5 靠板位置调整
Fig.5 Position adjustment for backup board

1.工作台面(托板); 2.刀罩紧固螺栓; 3.靠板脚板; 4.靠板调整螺栓; 5.垫圈; 6.靠板立板; 7.托板; 8.托板紧固沉头螺栓; 9.铣刀; 10.主轴
1.Rack table-board(Supper pallet); 2.Fastening bolt for knife cover; 3.Feet plate of backup board; 4.Adjustable bolt of backup board; 5.Washer;
6.Vertical plate of backup board; 7. Support pallet; 8.Fastening countersunk bolts for support pallet; 9.Milling cutter; 10. Main spindle

3.3

试验及验证

在倒角加工过程中不需要夹具，工件只需用手在适当位置按住并沿靠板立板向前推移即可。但
用力的方向对倒角加工的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譬如力用矢量 F 表示、分别向托板和垂直于托板与
靠板立板的平面投影，得到 F 在水平面内与靠板立板的夹角为θ、在垂直平面内与托板的夹角为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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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 所示。

图 6 板件受力方向
Fig.6 The force direction of the plate

用规格为 150×150×20 mm 的 Q235 板件做实验，在施加的外力 F 不变的情况下，改变β与θ（图
6），倒角质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β、θ对倒角质量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β and θ on the chamfering quality
β(°)
0~30°
30°~60°
θ(°)
0~30°
30°~60° 60°~90°
0~30°
30°~60° 60°~90°
0~30°
表面粗糙度 Ra（μm） 25
12.5
12.5
12.5
6.3
6.3
12.5
倒角效率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中

60°~90°
30°~60°
6.3
低

60°~90°
6.3
低

分析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当β≈30°、θ≈45°时，可以获得较高的倒角质量与倒角效率，倒角表面
粗糙度度可达 Ra6.3。

图 7 倒角机及倒角实样
Fig.7 Chamfering machine and chamfering samples

4

结 论

（1）该机设计结构简单、功率小、易操作且制作成本低廉。
（2）通过倒角限位板的简单调整，实现对小板件边棱不同尺寸、不同角度的圆角、直角的倒角。
经试验验证，倒角质量能够满足一般铆焊板件的倒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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