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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中心

(57)摘要

立式的加工中心(11)的特征在于具备：X轴

导向件(29a、29b)，在床身(13)上沿左右方向对

工作台(35)进行移动引导；立柱(15)，设置于床

身(13)，设有沿前后方向跨越X轴导向件(29a、

29b)的开口部(7)，以便具备工作台(35)的移动

体(27)能够沿左右方向进入；床鞍(17)，能够沿

前后方向移动地配置在立柱(15)的上部，设有沿

前后方向延伸的左右方向右侧的第一Y轴导向件

(19a)以及位于下侧且平行定位的左侧的第二Y

轴导向件(19b)；主轴头(22)，配置在床鞍(17)的

左侧侧面，沿上下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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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工中心，该加工中心是立式的加工中心，使刀具与工件相对移动而对该工件

进行加工，其特征在于，具备：

X轴导向件，该X轴导向件在床身上沿左右方向对工作台进行移动引导；

立柱，该立柱设置于上述床身，设有沿前后方向跨越上述X轴导向件的开口部，以便上

述工作台能够沿左右方向进入；

床鞍，该床鞍能够沿前后方向移动地配置在上述立柱的上部，设有沿前后方向延伸的

第一Y轴导向件以及相对于上述第一Y轴导向件平行且位于下侧并在左右方向错位的第二Y

轴导向件；

主轴头，该主轴头配置在上述床鞍的第二Y轴导向件侧的侧面，沿上下方向移动；以及

保护罩，该保护罩与上述床鞍连接，跟随上述床鞍的前后方向的移动而进行伸缩，覆盖

上述第一Y轴导向件以及第二Y轴导向件，

在开设于上述床鞍的贯通孔中插通有对上述保护罩进行滑动支承的导轨，上述保护罩

的上端低于上述床鞍的高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还具备：

移动体，该移动体利用上述X轴导向件沿左右方向移动；以及

摆架，该摆架的两端利用与X轴平行的旋转轴能够旋转地被支承于上述移动体，在上述

摆架上设有上述工作台。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

上述主轴头固定于主轴台并沿上下方向移动上述床鞍，

经由固定于上述床鞍或上述主轴台的第一固定件和固定于上述立柱的第二固定件，将

供电或控制用缆线或是加工液或冷却液用配管松弛地保持在斜面形状的上述立柱的上侧。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136554 B

2



加工中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使工件与刀具相对移动并对工件进行加工的机床。尤其是，涉及提高

机械刚性且减小机械设置空间的立式的加工中心。

背景技术

[0002] 专利文献1公开了如图1所示那样的5轴的立式加工中心。该现有技术的加工中心

具备：成为基台的床身13；立设于床身13的立柱15；配置于在床身13上朝左右移动的移动体

27的旋转工作台35；支承主轴25的主轴头21；在立柱15的左侧面支承主轴头21使其能够沿Z

轴方向上下移动的床鞍17。在床身13之上延伸设置一对导轨29a、29b，移动体27设置成能够

沿着导轨29a、29b在床身13上沿左右方向往复移动。

[0003] 在该现有技术中，在立柱15的左侧面沿Y轴方向前后移动的床鞍17位于立柱15与

主轴头21之间，从立柱15朝主轴25的水平方向的距离变大而形成悬伸状态，所以为了维持

机械刚性以及衰减性能而使得结构物变得重厚。因而，机械整体的大小变大而需要大的设

置空间。另外，专利文献2公开了将立柱形成为斜面形状而提高机械刚性的机床。但是，在专

利文献2的现有技术中，在床身上表面沿水平方向移动的移动机构由于被立柱阻挡而无法

充分确保移动范围，所以要远离立柱来确保移动范围。为此，为了使加工头到达离开立柱的

位置仍然会形成悬伸状态，会发生与专利文献1的现有技术同样的问题。

[0004] 在先技术文献

[0005] 专利文献

[0006] 专利文献1：国际公开第2009/144831号小册子

[0007]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平10-277857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8] 发明所要解决的课题

[0009] 本发明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问题作为技术课题，其目的在于提供提高机械刚性

且减小机械设置空间的立式加工中心。

[0010] 用于解决课题的方案

[0011] 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根据本发明，提供一种加工中心，该加工中心是立式的加工中

心，使刀具与工件相对移动而对该工件进行加工，其特征在于，具备：X轴导向件，该X轴导向

件在床身上沿左右方向对工作台进行移动引导；立柱，该立柱设置于上述床身，设有沿前后

方向跨越上述X轴导向件的开口部，以便上述工作台能够沿左右方向进入；床鞍，该床鞍能

够沿前后方向移动地配置在上述立柱的上部，设有沿前后方向延伸的第一Y轴导向件以及

相对于上述第一Y轴导向件平行且位于下侧并在左右方向错位的第二Y轴导向件；以及主轴

头，该主轴头配置在上述床鞍的第二Y轴导向件侧的侧面，沿上下方向移动。

[0012] 发明的效果

[0013] 根据本发明，通过在立柱下部设置开口部，形成为工作台潜入到立柱下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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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缩小了空间。另外，通过在立柱上部放置床鞍，减小了主轴的悬伸，通过将立柱上部形

成为斜面形状，提高了机械刚性。由此，能够提供在提高了机械刚性的同时减小了机械设置

空间的立式的加工中心。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专利文献1的现有技术的机床的主视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的加工中心的立体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的加工中心的主视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的加工中心的侧视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的加工中心的主视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的加工中心的主视图。

[0020] 图7是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的加工中心的立体图。

[0021] 图8是本发明的第三实施方式的加工中心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参照图2～4对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进行说明。

[0023] 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的立式的加工中心11如图2所示那样，作为主要构成要素

具备：成为基台的床身13；设于床身的回收切屑的槽3；立设于床身13的上表面为斜面形状

的立柱15；配置成能在立柱15上沿前后方向移动的床鞍17；相对于床鞍17上下移动的主轴

台22；支承主轴25使其能够绕铅直轴线(Z轴)旋转的主轴头21；在床身上沿左右方向移动并

具有旋转工作台35的移动体27。在主轴台22设置主轴头21，在主轴25安装刀具T(图2中未图

示)。第一实施方式以5轴的立式加工中心进行说明，但并不限定于此。还需说明的是，移动

体27的构成将在后叙述。

[0024] 在本实施方式中，如图2所示那样，作为工作台(工件工作台)的旋转工作台35相对

于床身13沿左右方向的X轴方向移动，在分别与X轴以及主轴25的Z轴垂直的方向定义Y轴。

移动体27具备两端被支承而能够在围绕与X轴平行的旋转轴的A轴方向旋转的摆架33，在摆

架33上设有能够在围绕与Z轴平行的旋转轴的C轴方向旋转的旋转工作台35。因此，移动体

27沿作为床身13的左右方向的X轴方向移动，床鞍17沿前后方向的Y轴方向移动，主轴头21

沿上下方向的Z轴方向移动。C轴、A轴如通常那样定义。还需说明的是，本发明也可以是在旋

转工作台35的前后方向定义X轴而在与X轴以及Z轴垂直的方向定义Y轴的机床。工作台35不

一定是旋转工作台，另外，工作台35也可以直接安装在移动体27上。在工作台上固定托盘P

或工件等。

[0025] 立柱15的上部的上表面形成为斜面形状，以立柱15的加工区域侧位于下侧的方式

倾斜，设有2根线性导轨。作为这些导轨，在立柱15的倾斜上侧安装第一Y轴导向件19a，在立

柱15的倾斜下侧安装第二Y轴导向件19b。第一Y轴导向件19a设在左右方向右侧，第二Y轴导

向件19b相对于第一Y轴导向件19a位于第一Y轴导向件的下侧且与其平行。在第一Y轴导向

件19a、第二Y轴导向件19b之间设有Y轴进给机构。Y轴进给机构具有沿Y轴方向延伸设置的

滚珠丝杠(未图示，设置于立柱)以及与滚珠丝杠的一端连结的Y轴进给马达(未图示)，床鞍

17具有与上述滚珠丝杠卡合的螺母(未图示)。以下将这样的进给机构称为直动轴驱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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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0026] 在床鞍17左侧的侧面(加工区域侧)延伸设置有一对Z轴导向件23a、23b，主轴台22

安装于床鞍17而能够沿着Z轴导向件23a、23b在上下方向往复移动。在床鞍17和主轴台22上

作为Z轴进给机构设有直动轴驱动机构。立柱15的上部由于上表面形成为斜面形状，所以能

够使床鞍17的左侧侧面的下端接近工件W。由于能够使Z轴方向的主轴台22的Z轴方向的行

程下端接近下方侧，所以能够保持刚性且同时降低机械高度。

[0027] 在床身13之上延伸设置有后方侧的第一X轴导向件29a、前方侧的第二X轴导向件

29b，移动体27设置成能够沿着第一X轴导向件29a、第二X轴导向件29b在床身13上往复移

动。在床身13和移动体27之间且不与槽3重叠的位置，作为X轴进给机构设有直动轴驱动机

构39(参照图4)。即，直动轴驱动机构39设置在第一X轴导向件29a与槽3之间的床身上。借助

直动轴驱动机构39，移动体27的一部分能够进入到形成于立柱15内的拱形隧洞的开口部7。

直动轴驱动机构39在图4中设置在移动体27的后方侧，但未必限定于此。

[0028] 开口部7的截面形状可以是圆形、拱形、四边形、多边形等，只要不妨碍移动体通过

就可以是任意的形状。通过将立柱15的下部形成为拱形等，做成工作台35潜入到立柱15的

下部的结构，从而能够缩小X轴方向的空间。与此同时，在本实施方式中，立柱15的上部的上

表面形成为斜面形状，还能够抑制机械的高度。由此，成为提高了机械刚性同时使机械整体

紧凑的结构。

[0029] 如图2所示那样，移动体27由左侧的第一梁部件27c、右侧的第二梁部件27d以及连

结两者的前后的连结部件27e、27e构成，从上方观察时构成为在中央形成有空洞H的大致四

边形。在本实施方式中，在沿左右方向移动的移动体27中央开设空洞H。在A轴方向旋转的摆

架33配置在空洞H内。由此，堆积的切屑直接落下到槽3中。

[0030] 在床身13上，沿X轴方向回收切屑的槽3以内置板金制作的切屑接收件43(图4)的

方式形成为槽状。所谓槽3的长度方向与X轴方向平行。在本实施方式中，槽3形成为截面呈

长方形的槽。槽3的截面并不限定于长方形，可以是其他任意的形状。移动体27的中央的空

洞H从上方朝向该槽3侧开口，形成为切屑直接落下到槽3。在移动体27的左侧第一梁部件

27c、右侧第二梁部件27d，分别以一体方式或分体方式固定有支柱27a、27b。在此，在左侧第

一梁部件27c形成包含支柱27a的构成，在右侧第二梁部件27d形成包含支柱27b的构成。

[0031] 在移动体27的支柱27a、27b，利用摆动轴31a、31b(图3)以能在A轴方向旋转的方式

支承有摆架33。驱动摆架33摆动的电动机内置在右侧的支柱27b中。为此，即便右侧的支柱

27b变大，也能够潜入到立柱下部的拱形的开口部7中，能够缩小X轴方向的长度。

[0032] 在摆架33上，以能在C轴方向旋转的方式设置有固定设置工件的旋转工作台35。前

后的连结部件27e、27e可以设置成覆盖第一X轴导向件29a、第二X轴导向件29b的上方，不与

槽3发生干涉。为了良好地排出切屑，在前后的连结部件27e、27e上设有图4所示的倾斜面罩

41。在移动体27的外侧也同样将倾斜面罩41形成为伸缩罩，覆盖第一X轴导向件29a、第二X

轴导向件29b的上方。即，将切屑向槽3引导的倾斜面罩41配置成覆盖直动轴驱动机构39、第

一X轴导向件29a、第二X轴导向件29b。摆架33和旋转工作台35的宽度是大致相同的程度，所

以切屑不会发生堆积，而是直接落下到槽3中。切屑沿着朝向槽3进行引导的倾斜面罩41落

下到槽3的切屑接收件43上以后，通过传送带(未图示)或喷流而被收集到容器47内。作为移

动体27的外侧的倾斜面罩41，以伸缩罩为例进行了说明，但移动体27的外侧的倾斜面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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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是被固定于连结部件27e、27e的左右方向长的一体板金罩，也可以是卷绕式罩或波

纹式罩。

[0033] 如图4所示那样，使摆架33在A轴方向旋转的摆动轴31a、31b也可以相对于槽3的长

度方向的中心向操作者的相反侧偏置，被上述第一梁部件27c、上述第二梁部件27d支承。由

于A轴的旋转中心偏靠后方，所以切屑掉落的空洞H在操作者侧变大。另外，若如此构成，则

作业者的接近性得到提高，并且A轴的旋转中心偏靠后方，重心位置偏靠后方，从而重心位

置与X轴进给机构的直动轴驱动机构39的距离变短，机械刚性得到提高。

[0034] 接着，参照图5～7对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进行说明。图5是第一实施方式的情况

下的主视图，支承Y轴保护罩55滑动的上侧导轨51设置在床鞍17的上方的挡板9的顶部9a。

[0035] 相对于此，第二实施方式如图6、7所示那样，是在开设于床鞍17的贯通孔31中插通

上侧导轨51并利用上侧导轨51和下侧导轨53对Y轴保护罩55进行滑动支承的实施方式。如

图7所示那样，上侧导轨51和下侧导轨53挂设在前后的挡板9间，利用金属件51a、53a固定。

受到这些上侧导轨51和下侧导轨53的引导，Y轴保护罩55分别在床鞍17与后侧挡板9之间以

及床鞍17与前侧挡板9之间被固定。其他的构成与第一实施方式相同。

[0036] 由此，Y轴保护罩55跟随床鞍17的前后方向的移动而进行伸缩。作为Y轴保护罩55，

也可以采用不锈钢制的铠体波纹罩、伸缩罩等自由伸缩罩。Y轴保护罩55覆盖第一以及第二

Y轴导向件19a、19b，能够保护它们避开切屑等。

[0037] 在本实施方式中，在开设于床鞍17的贯通孔31中，插通对Y轴保护罩55进行滑动支

承的上侧导轨51，使Y轴保护罩55的上端低于床鞍17的高度。在图5的实施方式中，机械整体

的高度会变高。相对于此，在第二实施方式中，由于在开设于床鞍17的贯通孔31中插通上侧

导轨51，所以能够使机械整体的高度低于图6的假想线的高度。因此，能够使立式加工中心

的机械设置空间更小。尤其是在机械搬运时能够收纳于规定尺寸的容器，或是能够容易通

过工厂建筑的入口。

[0038] 图8示出本发明的第三实施方式。

[0039] 本实施方式是在缆线或配管的处理中有效利用了因将立柱15的上部形成为斜面

形状而产生的剩余空间的实施方式。特征在于，利用该剩余空间而没有浪费地配置橡皮绝

缘软线缆线等的供电用及控制用的电线类、冷却液或加工液等的柔性配管类。

[0040] 将这些缆线或软管等经过固定于主轴台22的第一固定件55内部，松弛地保持于斜

面形状的立柱15上侧。另外，经过固定于床鞍17的第一固定件57内部，松弛地保持在斜面形

状的立柱15上侧。这些电线类、配管类的相反侧的端部配设成，经过固定于立柱15的第二固

定件59内部，到达规定的电线类、配管类的供给部。由此，能够有效地利用斜面形状的立柱

15上侧的空间，能够抑制机械高度。此时，被松弛地保持在主轴台22的第一固定件55与立柱

15的第二固定件59之间的电线类、配管类61能够吸收Y轴以及Z轴的移动，松弛地被保持在

床鞍17的第一固定件57与立柱15的第二固定件59之间的电线类、配管类63能够吸收Y轴的

移动。

[0041] 还需说明的是，本发明的技术范围并不限定于上述的一个实施方式，在不脱离本

发明的构思的范围内，包括对上述的一个实施方式施加了各种变更的构成。即，以一个实施

方式列举的具体构成只不过是一例而已，能够进行适当变更。

[0042] 附图标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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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11  加工中心

[0044] 13  床身

[0045] 15 立柱

[0046] 17  床鞍

[0047] 19a、19b  第一Y轴导向件、第二Y轴导向件

[0048] 21  主轴头

[0049] 22  主轴台

[0050] 25  主轴

[0051] 27  移动体

[0052] 33  摆架

[0053] 35  旋转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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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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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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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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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4

CN 108136554 B

14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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