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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Customer, 

thank You for choosing MPA. 
We hope that this product will meet Your needs fully and lead to top-quality production. 
Please rea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manual before starting the product; you will receiv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the use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roduct as well as on safety requirement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manual  may be  reprinted  or  reproduced  only  after  receiving  formal  written 
authorization by MPA. 

Best Regards MPA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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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选择MPA 
我们希望该产品能够满足您的加工需求和提高您的加工体验. 
在开始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产品手册，您将受到有关产品使用和维护以及安全的重要信息 
版权所有：只有在获得MPA正式授权后才能转载和复制本手册.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MPA。



angle heads 

EEC MACHINE DIRECTIVE 

MANUFACTURER’S DECLARATION 

       MPA srl 
Via Pizzoli, 3 - Bargellino Cà Bianca 
40012 Calderara di Reno (Bo) Italy 

in the Person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declares that the heads 

are complia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Machinery Directive 2006/42/EC 

and forbids the start-up 
before the machine in which the head  

has to be fitted in is declared compliant with 
Machinery Directive it self. 

Signature 
Marco Ceneri 

E U R O P E A N  
C O M M U N I T Y 

Manufacturer’s declaration 制造商声明 Pa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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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WARRANTY CONDITIONS 

A correct use and regular maintenance ensure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product in time. 

Any change, tampering or improper use frees MPA from any responsibility for any accident, damage or 
casualty taking place while the product is being used. 

MPA provides a warranty covering the product against any faulty material or manufacturing defect over a 
period of 12 months starting from the date of purchase with reference to ordinary usage in time. 

The warranty is avoid if the user opens or tampers with the product. MPA solely provides for its technical 
service to ensure the reparation or replacement of the parts found to be defective.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PA if you need clarification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obtain the best results 
from the product. 

MPA reserves the right to modify all the parts without notice deemed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General warranty conditions 保修条款 Pag. 4 

一般保修条款 

正确的使用习惯及良好的产品维护才能确保产品的有效运行。

任何更改，篡改或不当使用都会使MPA免于承担使用产品时发生的任何事故，损坏或伤亡的责任.。

MPA产品在购买之日起只要是按照产品说明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由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12个月内提供产品的保修. 

私自拆装，更换机械部件MAP不提供保修。

如果您需要澄清和技术协助以获得产品的最佳结果，请随时联系MPA。. 

MPA 为了更好的产品布局，保留修改所有部件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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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信息 

1-1 该手册的目的

此处包含的信息说明了最终用户正确使用此MPA产品所必需的操作。 本手册包含有关您购买的产品的安装，调
整和维护的信息。

我们特别注意说明安全和保护操作员健康以及保护工作环境的主题。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如有疑问，请联系MPA技术支持服务

1-2 普通信息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性能，请遵守以下说明: 

 确保产品已经正确安装在机床上。

 本产品设计安装在符合现行法律和机械指令2006/42 / EC的安全防护装备的机床上。.

 认真的遵守操作规则并永远不要错误的使用产品。

 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1-3 法定参考

您购买的MPA产品符合机械指令2006/42 / EC（原98/37 / EC）。 

1-4 噪声

该MPA产品符合工作场所噪声水平的有效规定。

MPA会在相关手册中提供噪声水平数据。

1-5 包装

您购买的产品配有合适的包装，并采用防震材料保护。 包装应按照当地废物处理规定进行处理。

注意:  收到产品后，请确保交货符合您的采购订单的规格，并确保在运输过程中材料没有损坏。 如果出现明显
异常，请勿使用该产品并立即联系MPA。

Pag. 6 General information 普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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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处理

处理产品时，请记住您正在处理高精度设备，需要非常小心。 请按照有关工作场所安全的相关法律处理。

注意: 不要使用安装在主轴刀架上的切削刀具拆卸，运输和组装产品，因为锋利的刀具可能会损坏角度头。
如果型号重量超过10千克，请使用合适的起重设备。 如果设想的话，附上的技术图显示了起重作业
的锚固点的位置。

1-7 存储

如果要将产品长期存放在仓库中，我们建议应在干净的环境中进行清洁，并在特别恶劣的环境（如含盐的环境，
潮湿和化学物质）中采用适当的防腐处理进行保护。

注意:    如果空闲时间超过6个月，应更换产品内的润滑剂。 

1-8 废弃说明

该MPA产品采用以下材料制造： 
• 铝

• 钢

• 橡胶

• 润滑油

注意: 本产品应按照有关产品使用国家废物回收和处置的现行法律分离各种材料进行处理。
特别是，排水润滑剂不得在环境中处理，并应交付专用的授权收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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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识别及说明

2-1 制造商资料

MPA srl 
Via Pizzoli, 3 Bargellino Cà-Bianca 
40012 Calderara di Reno (BO) Italy 
vat code 00522081207 
tax code 00739970374 
phone.: +39 (051) 727073 
fax: +39 (051) 727730 
e-mail: mpa@m-p-a.it
web: www.m-p-a.it

2-2 产品识别数据

所有MPA产品都带有铝制标识牌，报告了产品的主要技术数据。 由于所有MPA产品在尺寸和形状方面都不同，
因此标识牌的位置和形状根据型号的不同略有变化。 我们会采用铆接的方式固定在角度头外表面上。

注意: 严禁拆除或篡改标识牌。 

Identification and general description 识别及描述 Pa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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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专业术语

下面的技术图标明了产品的一些专业术语，这些术语将有助于理解本使用和维护手册。

2-4 使用

MPA角头的设计和制造可以实现：

钻孔 - 攻丝 - 锯切 - 铣削 - 镗孔 - 沉孔 - 镗孔加工，加工材质包括铸铁，钢，铝，塑料和木材。

任何其他用途都被视为不当使用，并使MPA免于承担任何责任。 工作参数应兼容且适当。

2-5 不当使用
除本手册第一段所示之外的其他任何用途均视为不当用途。
未经授权，MPA免除一切任何责任。

Identification and general description 识别和描述 Pa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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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规定 

• 只有经过培训的人员才能使用角度头。 应明确规定操作，维护和维修的个人责任。

• 在启动机床之前，确保将刀头正确夹紧在机床上，并且刀头不能断开和掉落。

• 处理角度头刀具拆卸时，应戴上防护手套并使用专用拆卸工具，因为刀具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和皮肤破裂。

• 当机床处于停止状态且操作员处于完全安全的状态时，才能对角度头进行调整。

• •组装MPA角度头的机床应按照现行安全法律进行。 对操作员的所有保护应正确到位，并符合机械指令
2006/42 / EC（原98/37 / EC）。 这种保护的设计仅由组装头部的机器的制造商负责; 检查安全参数仅限于使
用头部的工作。

• 使用MPA角度头时，应佩戴适合车间操作工服。 不允许有带状，项链或悬挂的衣服外，因为它们可能会造成
危险。 请遵守有关工作场所安全的现行法律。

• •在进行清洁操作过程中，特别是在使用压缩空气时，请小心操作并用护目镜或合适的措施保护您的眼睛。

• 在启动机床之前，确定角度头的旋转方向; 转速比。 参数在标识牌和附图中均有体现。

• 操作手册应存放在使用角度头附近的地方。 除了操作手册中的说明外，还应遵守现行的总体和当地法规，以
防止事故和保护环境。

• 周期性检查切削刀具的使用状况和磨损情况。 保持刀具完美锋利。

• 任何异常都可能造成严重损坏，并导致使用寿命大幅缩短和头部精度降低。 如有疑问，请务必联系MPA技术
支持。

警告: 
角度头的正常工作温度不应超过70°C。
如果温度超过最大值 限制（70°C），应停止旋转并做降温处理。

Pag. 10 Safety regulations 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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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特点 

附图中清楚地标明了外形尺寸和调整方式。 仅出于说明的目的，下图为例。

Pag. 11 Technical features 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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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 

 在开始安装前，请确保选型的角度头（包括其附件）的重量和整体尺寸与安装它的机床的技术规格兼容（主
要是刀柄）。

 操作应遵守有关工作场所安全的现行法规。

 将角度头安装在机床上时，每次的操作都应该确保机器已经停止并且操作员处于安全状态。

 在启动机床之前，确保角度头和相关切削刀具都已正确夹紧，以确保完全安全。

Installation 安装 Pa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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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自动换刀加工中心

如果要安装角度头的机床配有ATC自动换刀装置，请在开始安装程序之前检查并确保：: 

头部的重量和整体尺寸，包括相关附件，与ATC自动换刀装置的最大承载能力和整体尺寸兼容;（避免发生掉刀
或干涉事件）

在将角度头安装到刀库中之前，安装与机床主轴兼容的拉钉（MPA不提供拉钉）;

在安装之前，应彻底检查换刀臂运行时间/装载和卸载循环。

危险: 
在第一次自动换刀期间，确保角度头不会干涉CNC机床的其他部件。

Installation 安装 Pa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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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机床主轴上存在定位块预留孔

验证止动销与现有定位块的兼容性 

- 如果止动销连接定位块停止，则不应采取进一步措施
-如果挡杆销没有连接定位块，请联系我们的工程部门。

5-1-2在机床主轴上使用 311201-025定位块

 步骤1  - 将角度头暂时安装在机床主轴上（无防旋转挡块）
 步骤2  - 在机床主轴平面和止动销之间采取措施（A）

Installation 安装 Pag.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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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3  - 从采取的措施（A），请扣除18毫米关于止动销的进入长度到给定的标准定位块（你得到措施B）

Pag. 15 Installation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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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  - 采取的措施（B）是应该适应给定间隔物的高度

Pag. 16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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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5  - 从机床主轴上拆下角度头后，在定位块安装在厚度板上，以便将其安装在机床主轴上。 仅使用机床
主轴上的现有孔（不要拧紧螺钉）。

警告: 
如果无法使用机床主轴上的现有孔，请联系联系MPA工程人员。

 步骤6  - 使用适当的孔和给定的螺钉（不要拧紧螺钉）将定位块安装在厚度板上

 步骤7  - 将角度头安装在机床主轴上，注意匹配联轴器完美的止动销和定位块：
- 拧紧厚度板的螺钉
- 拧紧定位块的螺钉

COOLANT THROUGH STOP-BAR PIN 

如果您的机床通过防旋转止动块提供冷却液，请卸下两个插头中的一个（H），用一个接头替换它
如果您的机床没有通过防旋转挡块提供冷却液，您可以使用我们标准给定的防旋转挡块上的孔（G1 / 8）。

Installation 安装 Pag.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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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在机床主轴上使用311201-026定位块

 步骤1  - 头部的防旋转止动销，已按照制造商的值进行轴向预调整。 您现在不能绝对修改此值。
 步骤2  - 将角度头暂时安装在机床主轴上，不带定位块
 步骤3  - 在机床平面和挡杆销平面之间采取措施（A）

Installation 安装 Pa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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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  - 如果检测到的措施（A）超过20毫米，则按以下步骤操作：
-拆卸角度头并将其重新安装在机床主轴上，并在止动销上压上定位块
-将平面（B）推到行程末端并检测测量值（C）
-检测到的测量值（C）是必须调整给定厚度板的高度

警告: 
如果检测到的测量值（A）小于20 mm，则从给定的定位块与主轴接触面上移除检测到的测量值与20 mm之
间的差值。

Installation Pag.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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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5  - 使用机床主轴现有孔钻出给定和调整的厚度板，以便将其安装在机床主轴上。 注意不要拧紧螺
丝

Installation Pag.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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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无法使用机床主轴上的现有孔，请联系联系MPA工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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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6  - 从机床主轴上拆下角度头后，在厚度板上安装定位块，使用合适的孔和给定的螺钉（不要拧紧螺
钉）

-将角度头安装在机床主轴上

-拧下止动销锁定螺钉

-调节止动销外圈到适当的尺寸（+/- 1 mm），以消除与定位块的匹配问题

-拧紧止动销锁定螺钉

- pay attention to match coupling perfectly stop-bar pin and anti-rotation stop-block and_

• 拧紧厚度板的螺钉

• 拧紧 stop.block的螺丝

Installation Pa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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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ANT THROUGH STOP-BLOCK 

如果您的机床通过防旋转止动块提供冷却液，请拆下插头（G1 / 8），用接头替换它

您可以使用我们标准给定的定位块上的孔。

5-1-4 定制定位块

如果您为机床主轴购买了定制的定位块，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a) 在不拧紧螺钉的情况下将止动块安装在机床主轴上
b) 将角度头安装在机床主轴上
c) 拧下止动销锁定螺钉
d) 调节止动销外圈到适当的尺寸（+/- 1 mm），以消除与定位块的匹配问题
e) 拧紧止动销锁定螺钉
f) pay attention to match coupling perfectly stop-bar pin and anti-rotation stop-block and:

• 拧紧厚度的螺钉
• 拧紧stop.block的螺钉

Installation Pag.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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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法兰型连接盘装机 

动力传递可以通过驱动键接头进行，这取决于与主轴单元的连接类型，或者在所附技术图纸上
另外指出。

Installation Pag.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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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准 

6-1 驱动键定位调整

要调整输入驱动柄的方向，请遵循止动销，按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1  - 松开快门环上的两个螺钉1

 步骤2-用机床主轴的驱动键将驱动键（在头上）匹配/耦合插槽，并手动将头部插入止动销
插入止动块

 步骤3  - 锁定两个螺钉1

警告: 

 碰撞和破损的危险。
 换刀后，防旋转挡块必须牢固地啮合在防旋转环中。 

Adjustments Pag.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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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横向360°角度调节

按照以下步骤将角度头主体旋转到所需的角度位置: 

 步骤1  - 将刀头安装在机床主轴上

 步骤2  - 松开螺丝1，

 步骤3  - 手动将身体旋转到所需的角度位置，

 步骤4  - 使用校准平面进行精确调整; 用千分表移动车身侧面的对准面上的接触点;

 步骤5  - 锁定螺钉1，

Adjustments 调节 Pag.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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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输出轴刀具的定位调整
(for tilting heads series, only) 

 步骤1  - 拧松螺钉1（每个型号的数量，尺寸和位置可以不同），

 步骤2  - 使用刻度尺将输出主轴刀架旋转到所需的角度位置。 为了更准确地定位，请使用夹紧在ER夹头中的
接地销上的千分表进行检查，如有必要，在拧紧锁紧螺钉之前更正位置，

 步骤3  - 锁定螺钉1，

注意:   使用扭矩扳手仅拧紧螺丝。 不要使用加力杆或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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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拆卸和调整工具

6-4-1用于ER夹头DIN 6499形状B的输出主轴刀架

如果您购买的角度头配有用于ER夹头DIN 6499形状B的主轴刀架。夹头应插入ER螺母中; 确保弹出器（1）
连接正确

通过用扳手将主轴固定在主轴上的槽（2）中并用扳手（4）夹紧螺母（3）来锁定刀具

ER螺母的类型根据头部夹紧能力而变化。

表1列出了各种扳手的紧固扭矩建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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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内部冷却剂通过工具进行
(opzional) 

如果您购买的头部适用于通过主轴的内部冷却液请： 

注意: 从不运行没有冷却剂的产品; 在产品出现之前，冷却液应该流过工具 
为避免过早磨损和损坏密封系统，我们建议按照过滤等级过滤冷却液，这些过滤等级可以从产品的技术数
据中获取; 本手册附带产品的技术图纸将为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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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热处理

7-1 预热

在测试期间完成头部的预热以进行检查
头部的正常工作温度不应超过70°C。
在最初的40个工作小时内，角度头温度升高超过应有的温度，因为需要更长时间的预热来减少垫圈摩擦和均匀
的油脂分布; 但是，如果温度升高并不伴有异常噪音产生，则不必担心。

在使用角度头之前，必须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预热处理：

• 转速为500转/分。 15分钟

• 转速为1500转/分。10分钟

• 转速为3000转/分。5分钟

注意:   每一步要间隔5分钟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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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养 

角度头内有润滑脂，可随时使用，定期检查润滑脂量

8-1 维修人员

运营商：受过培训的人员在正常条件下使用机床并被授权进行例行调整和维护。

工程师：有资格进行复杂维护或维修的合格人员。

8-2 保养

危险: 

所有维护操作应在机床停止且操作员处于安全状态时进行。 这些操作应由具备必要技术和机械技能的工作人员
执行。

角度头专职人员发现如下问题请: 

 目测检查没有润滑剂从头部泄漏。 如果发生泄漏，请联系MPA协助。
 如果角度头产生过大的噪音和振动，请停止工作并联系MPA技术支持。
 使用时，每天检查产品的所有活动部件，以确保移动自由。 存放超过1个月后，检查所有活动部件，以便自由
移动。

 清除头部的任何碎屑，残留物和脏污，以确保所有零部件的功能。

注意: 

压缩空气可用于清洁，主要吹动密封件和轴承下方的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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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的员工：工程师 

• 每使用1000小时：

每使用1000小时，或根据经验判断，重新更换润滑油。 

程序：: 
• 拧下螺丝/塞子，让流出的油脂流出

• 使用润滑脂值和/或进料孔，注入标签上指定的新润滑脂

• 完成润滑操作，关闭并拧紧螺丝/塞子并重复预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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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的员工：工程师 

• 每12个月

轴承，锥齿轮，齿轮和密封部件的头部都会受到自然磨损。 
这取决于以下因素：

- 工作周期;
- 机械应力;
- 加工材料的类型。

我们建议您拆卸头部，目视检查其机构，检查滚珠轴承和密封垫圈的磨损情况，更换所有磨损部件，用标识牌上
报告的新型润滑剂替换旧润滑剂。 由于需要打开头部，因此该操作被认为是相当复杂的并且需要足够的技术培
训。 为了执行此操作，我们建议您联系我们的技术协助。

注意:   润滑剂是非常污染的。排放润滑剂不得在环境中处理，而应交付给授权的收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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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务和备件

9-1 技术援助

MPA保证为其产品提供直接技术支持：

援助程序：

9-2 备件

如果使用非原装备件，MPA不保修。 请在本手册附件中找到与您的产品相关的组件清单和详细的备件清单。

如果您要求备件，请在订单上报告以下信息：

•.您的产品的类型和代码;
•.订购备件的编码，描述和数量;
•.序列号。

MPA确保备件可在不受限制的时间段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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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 总部 
Via Pizzoli, 3  Bargellino Cà-Bianca 

     40012 Calderara diReno (Bo) Italy 
   phone +39 051727073 fax +39 051727730 

mail: mpa@m-p-a.it web: www.m-p-a.it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l2Pa0CqPE 

MPA 大陆办事处
杭州博毅特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Address: 杭州市下沙保利湾天地7-1202
   电话/Tel: 0571-87293279 传真/Fax: 0571-87293279

 

MPA 北方办事处 
天津泰多源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分公司

    联系地址/Address: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汽车工业园聚源道3号
 电话/Tel: 022-58033225 手机/Pho:15022654286 旋凯

  特别声明

         我司为MPA唯一指定授权办事处，其他公
司、渠道采购的MPA产品，本公司概不负责售后
及维护，正规渠道购买才能保证您购买正规产品  
以及您的权益。                                                    

mailto:mpa@m-p-a.it
http://www.m-p-a.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l2Pa0Cq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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