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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多自由度数控转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自由度数控转台，

包括B轴回转组件、C1轴工作台摆动组件、C2轴工

作台回转组件和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B轴回转组

件包括回转连接盘和B轴动力控制机构；C2轴工

作台回转组件包括移动底座、工作台和C2轴动力

控制机构；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包括摆动底座和S

轴动力控制机构；所述C1轴工作台摆动组件包括

摇臂和C1轴动力控制机构，所述C1轴线与B轴线

相交；所述S轴动力控制机构能驱动移动底座在

摆动底座上沿S轴线移动，进而使工件的被加工

区域靠近C1轴线和B轴线的交点。本实用新型增

加C1轴和S轴，使得刀尖点参与运动时，直线轴坐

标变化更小，直线轴补偿的幅度更小，加工效率

更高，表面质量和加工精度受直线轴精度影响更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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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其特征在于：包括

B轴回转组件，所述B轴回转组件包括回转连接盘和用于驱动回转连接盘绕B轴线回转

的B轴动力控制机构；

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所述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包括移动底座、工作台和用于驱动工

作台在移动底座上绕C2轴线回转的C2轴动力控制机构；

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所述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包括摆动底座和S轴动力控制机构；

C1轴工作台摆动组件，所述C1轴工作台摆动组件包括摇臂和用于驱动摆动底座在摇臂

上绕C1轴线摆动的C1轴动力控制机构，所述摇臂固定于回转连接盘上，所述C1轴线与B轴线

相交；

所述S轴动力控制机构能驱动移动底座在摆动底座上沿S轴线移动，进而使工件的被加

工区域靠近C1轴线和B轴线的交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其特征在于：所述S轴线垂直于C1轴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其特征在于：所述C1轴线与所述B轴线相

互垂直，B轴和C1轴以及机床直线轴共同执行五轴RTCP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其特征在于：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包括设

置于摆动底座上的S轴导轨，所述S轴动力控制机构能驱动移动底座在S轴导轨上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其特征在于：所述B轴回转

组件安装于机床的X轴运动底座上，所述B轴垂直于机床的X轴和Z轴，所述摇臂包括摇臂底

座和扇形摇臂，所述扇形摇臂和摇臂底座相连呈L形结构，所述摇臂底座固定于回转连接盘

上，所述扇形摇臂的扇形面上设有用于辅助支撑所述摆动底座的C1轴圆弧导轨，所述扇形

摇臂的扇形面平行于B轴线，所述工作台的台面平行于B轴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其特征在于：所述B轴线为竖直轴线，所述

扇形摇臂的扇形面为竖直面，所述C1轴线和C2轴线均为水平轴线，所述工作台的台面为竖

直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扇形摇臂的弧形部分朝

向远离刀具的一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其特征在于：所述B轴动力控制机构和C2

轴动力控制机构为力矩电机直接驱动动力机构，所述C1轴动力控制机构为伺服电机配合双

齿轮消隙结构，所述S轴动力控制机构为伺服电机丝杠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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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自由度数控转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床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自由度数控转台。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叶盘类零件是航空航天、轮船、汽车发动机等领域常见的重要零件，它是火

箭发动机、飞机发动机等主要组成零件之一，此类零件具有复杂的螺旋曲面，对加工精度、

加工效率有很高的要求。加工叶盘类零件通常会选择使用高档五轴加工中心此类机床，此

类型高档五轴加工中心常见的回转轴结构双轴摇篮转台。摇篮转台通常为摇篮水平放置，0

度时工作台为水平。常见的转台AC轴两轴转台、BC轴两轴转台、单轴转台等，常见叶盘类零

件加工设备，轴系的控制点相对位置均为固定不变的，常见叶盘类零件装夹，需要将工件轴

心与回转轴心重合，而被加工区域则会与控制回转轴线有很大的距离，如果要加工大直径

的叶盘，使用工作台水平的五轴加工中心，会造成刀尖点位置距离控制轴系过远，在进行在

执行机床RTCP运动时，增大了直线轴的位置补偿值，因此效率和加工表面质量均有很大的

影响。除了在控制上的缺陷之外，在结构上，加工大直径叶盘类零件转台摇臂水平放置，对

整个摇臂回转轴的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造成结构尺寸偏大，机床机型偏大，转台干涉

空间更大，整体产品成本的更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以上问题的提出，而研究设计一种多自由度数控转台。本实用新

型采用的技术手段如下：

[0004] 一种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包括B轴回转组件、C1轴工作台摆动组件、C2轴工作台回

转组件和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所述B轴回转组件包括回转连接盘和用于驱动回转连接盘绕

B轴线回转的B轴动力控制机构；所述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包括移动底座、工作台和用于驱

动工作台在移动底座上绕C2轴线回转的C2轴动力控制机构；所述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包括

摆动底座和S轴动力控制机构；所述C1轴工作台摆动组件包括摇臂和用于驱动摆动底座在

摇臂上绕C1轴线摆动的C1轴动力控制机构，所述摇臂固定于回转连接盘上，所述C1轴线与B

轴线相交；所述S轴动力控制机构能驱动移动底座在摆动底座上沿S轴线移动，进而使工件

的被加工区域靠近C1轴线和B轴线的交点。

[0005] 进一步地，所述S轴线垂直于C1轴线。

[0006] 进一步地，所述C1轴线与所述B轴线相互垂直，B轴和C1轴以及机床直线轴共同执

行五轴RTCP运动。

[0007] 进一步地，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包括设置于摆动底座上的S轴导轨，所述S轴动力控

制机构能驱动移动底座在S轴导轨上移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B轴回转组件安装于机床的X轴运动底座上，所述B轴垂直于机床的

X轴和Z轴，所述摇臂包括摇臂底座和扇形摇臂，所述扇形摇臂和摇臂底座相连呈L形结构，

所述摇臂底座固定于回转连接盘上，所述扇形摇臂的扇形面上设有用于辅助支撑所述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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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座的C1轴圆弧导轨，所述扇形摇臂的扇形面平行于B轴线，所述工作台的台面平行于B轴

线。

[0009] 进一步地，所述B轴线为竖直轴线，所述扇形摇臂的扇形面为竖直面，所述C1轴线

和C2轴线均为水平轴线，所述工作台的台面为竖直面。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扇形摇臂的弧形部分朝向远离刀具的一侧。

[0011] 进一步地，所述B轴动力控制机构和C2轴动力控制机构为力矩电机直接驱动动力

机构，所述C1轴动力控制机构为伺服电机配合双齿轮消隙结构，所述S轴动力控制机构为伺

服电机丝杠机构。

[0012]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具有以下优点：

[0013] 1、本实用新型通过改变了传统的五轴加工中心使用的双轴转台的形式，采用四个

轴系联合控制，选择C1轴和B轴作为执行RTCP运动的轴系，增加C1轴和S轴，使得旋转加工时

刀具的刀尖点可以尽量靠近参与执行RTCP运动的轴线，使得刀尖点位置与五轴控制轴尽量

接近或重合，使其参与运动时,直线轴坐标变化更小，直线轴补偿的幅度更小，加工效率更

高，表面质量和加工精度受直线轴精度影响更低；

[0014] 2、通过轴系调整零件位置，可在有限的机床空间内，加工更大尺寸的零件，降低了

设备成本，同时也能保证大零件尺寸的加工精度，更适合复杂曲面叶盘类零件的特点，满足

生产需求；

[0015] 3、竖直转台的结构形式，相比传统水平转台的结构，更适合在叶盘类等带有复杂

曲面的零件的加工，配合卧式加工中心，可加工高温合金、不锈钢等各类金属材质的叶盘，

可一次装夹完成车、铣、钻、镗、攻丝等方式的加工。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B轴回转组件，11、回转连接盘12、B轴线，13、B轴动力控制机构；

[0018] 2、C1轴工作台摆动组件，21、摇臂，211、摇臂底座，212、扇形摇臂，213、圆弧导轨，

22、C1轴线，23、C1轴动力控制机构；

[0019] 3、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31、C2轴线，32、C2轴动力控制机构，33、移动底座；

[0020] 4、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41、S轴动力控制机构，42、S轴导轨，43、摆动底座；

[0021] 5、工件；6、刀具；7、床身；

[0022] X、X轴方向；Y、Y轴方向；Z、Z轴方向；B、B轴回转方向；C1、C1轴摆动方向；C2、C2轴回

转方向；S、S轴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一种多自由度数控转台，包括B轴回转组件1、C1轴工作台摆动组件2、

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3和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4。所述B轴回转组件1包括回转连接盘11和用

于回转连接盘11绕B轴线12回转的B轴动力控制机构13；所述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3包括移

动底座33、工作台和用于驱动工作台在移动底座33上绕C2轴线31回转的C2轴动力控制机构

32；所述S轴工作台移动组件4包括摆动底座43和用于驱动工作台在摆动底座43上沿S轴线

移动的S轴动力控制机构41；所述C1轴工作台摆动组件2包括摇臂21和用于驱动摆动底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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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摇臂21上绕C1轴线22摆动的C1轴动力控制机构23，所述C1轴线22与B轴线12相交；所述S

轴动力控制机构41能驱动移动底座33在摆动底座43上沿S轴线移动，进而使工件的被加工

区域靠近C1轴线和B轴线的交点，S轴线为S轴方向的轴线。数控机床通过B轴回转组件1与摇

臂21相连，被加工工件(本实施例为叶盘5)装夹在移动底座33上的工作台上。具体地，B轴和

C1轴以及机床直线轴共同执行五轴RTCP运动；C1轴为工作台摆动回转轴系，B轴为整体垂直

部分各组件回转运动控制轴系，C2轴为工作台回转运动轴系，S轴为工作台移动位置调整工

作台相对于C1轴线和B轴线的位置，使得刀尖点位置与参与执行RTCP运动的轴线尽量接近

或重合，使其参与运动时，直线轴坐标变化更小，直线轴补偿的幅度更小，加工效率更高，表

面质量和加工精度受直线轴精度影响更低，通过轴系调整零件位置，可在有限的机床空间

内，加工更大尺寸的零件，降低了设备成本，同时也能保证大零件尺寸的加工精度，更适合

复杂曲面叶盘类零件的特点，满足生产需求。

[002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S轴线垂直于C1轴线22和B轴线12共同所在的平面，所述C1轴

线22与所述B轴线12相互垂直。

[0025] 所述摆动底座43上设有S轴导轨42，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3与摆动底座43通过S轴

导轨42相连并与S轴动力控制机构41相连，叶盘5、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3、S轴导轨42和S轴

动力控制机构41均安装在摆动底座43上。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3带动叶盘5通过C2轴动力控

制机构32可进行360°回转分度。装夹叶盘5的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3，在S轴导轨42方向，通

过S轴动力控制机构41，可沿轴方向移动运动。

[0026] 所述B轴线12为竖直轴线，所述S轴线、C1轴线22和C2轴线31均为水平轴线，所述摇

臂21包括摇臂底座211和固定在摇臂底座211上的扇形摇臂212，所述扇形摇臂212和摇臂底

座211相连呈L形结构的一体件，所述摇臂底座211固定于回转连接盘11上，所述B轴动力控

制机构13驱动摇臂底座211回转，所述扇形摇臂212的扇形面上上设有用于辅助支撑所述摆

动底座43的C1轴圆弧导轨213，使所述摆动底座43能沿扇形摇臂212的扇形轮廓进行摆动。

竖直摇臂结构，在加工大直径叶盘时，减小干涉空间，角度旋转限制小，缩短了转台的宽度

尺寸，降低了回转轴动力控制要求，缩小了应用机床的宽度尺寸，降低了机床成本，扇形摇

臂212进一步减小了干涉空间。本实施例中，所述扇形摇臂212的弧形部分朝向远离刀具6的

一侧，所述B轴线12平行于所述扇形摇臂212的扇形面，所述扇形摇臂212的扇形面平行于B

轴线12，也就是说，B轴线12为摇臂底座211的回转中心，扇形摇臂212与B轴线12之间存在距

离，可以设置于摇臂底座211的边缘处，使得工件装载于工作台上时，工件的被加工区域能

到达B轴线12的对应位置。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B轴回转组件安装于机床的X轴运动底座上，所述B轴线垂直于机

床的X轴和Z轴，所述B轴线平行于机床的Y轴。具体地，所述B轴12线为竖直轴线，所述扇形摇

臂212的扇形面为竖直面，所述C1轴线22和C2轴线31均为水平轴线，所述工作台的台面为竖

直面。

[0028] 所述B轴动力控制机构13和C2轴动力控制机构32为力矩电机直接驱动动力机构配

合编码器(动力机构也可采用机械涡轮蜗杆、滚子凸轮等形式)，实现高精度、高稳定性，机

械结构紧凑等优势；摆动轴的摆动运动的动力机构由于摆动轴需要带动的重量较大，考虑

其大的转动惯量，因此所述C1轴动力控制机构23为伺服电机配合双齿轮消隙结构和编码器

(动力机构也可采用直驱电机、连杆机构、丝杠等形式)，使用伺服电机和双齿消隙结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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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尺寸空间同时输出很大的扭矩保证摆动轴的运转，本实施例中，所述C1轴动力控制机

构23设置于扇形摇臂上，C1轴动力控制机构23和摆动底座43分别位于扇形摇臂212的背面

和正面；所述S轴动力控制机构41为伺服电机丝杠、编码器(动力机构也可采用液压缸、电

缸、直线电机等形式)，充分利用伺服电机丝杠的自锁高刚性的优势，实现行程精准控制。力

矩电机直驱动力机构、伺服电机配合双齿消隙结构以及伺服电机丝杠机构本身的结构原理

均为现有技术，这里不再赘述。

[0029] 在五轴加工中心，本实施例采用X轴、Y轴、Z轴、B轴和C1轴共同执行五轴RTCP运动，

C1轴可摆动控制，使工作台绕C1轴线22进行摆动运动，C2轴作为工作台分度轴，S轴作为工

作台位置调整轴，可调整工作台相对C1轴线22的位置。本实施例在加工工件时，使工件的加

工区域尽量与C1轴线22与B轴线12靠近或重合，例如被加工件叶盘，外边缘为复杂曲面，通

过调整C2轴工作台回转组件3的位置，以及调整叶盘装夹高度，使得加工时外边缘加工区域

尽量与C1轴线22与B轴线12靠近或重合，进而使得加工时刀具的刀尖点可以尽量靠近参与

执行五轴RTCP运动的C1轴线22和B轴线12，本实施例C1轴线22与B轴线12共面，执行RTCP运

动时，数控系统对轴系偏差的补偿很小，提高了加工精度。

[0030]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

新型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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