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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

夹具系统及其定位方法，包括夹具滑座（1）和多

个夹具（2）；所述夹具滑座（1）上设置有第一导轨

（101），所述夹具（2）通过第一滑块（208）与第一

导轨（101）连接，所述夹具（2）顶部设置有档杆

（201），五轴主轴头（3）通过夹具定位块（301）与

档杆（201）的配合带动夹具（2）移动，所述夹具定

位块（301）有U型和L型两种结构，所述夹具（2）上

设置有可旋转的上夹块（202）和下夹块（203）。本

发明通过数控电脑主机设置的坐标对夹具定位

块（301）快速定位，通过夹具定位块（301）移动夹

具（2），自动化程度高，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可旋转的上夹块（202）和下夹块（203）适用于各

种形状的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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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夹具滑座（1）和多个夹具

（2）；所述夹具滑座（1）上设置有第一导轨（101），所述夹具（2）通过第一滑块（208）与第一导

轨（101）可移动地连接，所述夹具（2）顶部设置有档杆（201），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五轴主轴

头（3）上设置有夹具定位块（301），五轴主轴头（3）通过夹具定位块（301）与档杆（201）的配

合带动夹具（2）沿第一导轨（101）滑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夹

具定位块（301）有两种结构，第一种结构的夹具定位块（301）为U型结构，档杆（201）位于U型

结构的内凹部；第二种结构的夹具定位块（301）为L型结构，档杆（201）位于L型结构台阶的

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夹

具（2）包括滑块安装板（206）和夹持结构，所述滑块安装板（206）为L型板，所述L型板的竖板

的一面上设置第一滑块（208），另一面上设置有第二滑块（211），所述夹持结构上设置有第

二导轨（205），所述第二导轨（205）与第二滑块（211）可移动地连接，所述L型板的水平板上

设置有升降气缸（209），所述升降气缸（209）的另一端与夹持结构连接，所述夹持结构上设

置有档杆固定板（210），所述档杆（201）可旋转地设置于档杆固定板（210）顶部，所述档杆

（201）的下方设置有上夹块（202），所述夹持结构上还设置有夹料气缸（204），所述夹料气缸

（204）的一端设置有夹块固定座，所述夹块固定座通过可旋转的销轴与下夹块（203）连接，

所述下夹块（203）上设置有螺栓与销轴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滑块（208）和第二滑块（211）的一端均设置有导轨刹车（207），所述导轨刹车（207）包括手

动刹车和气动刹车两种。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的定位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控制五轴主轴头（3）移动，根据每个夹具（2）上次的坐标位置，五轴主轴头（3）移动

到需要移动的夹具（2）上方，并调整底部夹具定位块（301）的高度到达指定高度；

S2、五轴主轴头（3）到达指定高度后，升降气缸（209）伸长，从而带动夹持结构上升，直

到档杆（201）与夹具定位块（301）配合的位置，锁紧第二滑块（211）一端的导轨刹车（207）；

S3、启动下一步程序，五轴主轴头（3）沿第一导轨（101）的方向移动，档杆（201）在夹具

定位块（301）的作用下，带动夹具（2）沿第一导轨（101）的方向移动，在移动到指定位置后，

锁紧第一滑块（208）一端的导轨刹车（207），完成一个夹具（2）的定位；

S4、重复S1-3的步骤，将其余的夹具（2）进行定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及其定位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五轴主轴头（3）的移动位置和升降气缸（209）的伸长长度均由数控电脑主机控

制，数控电脑主机建立的坐标系对每个位置通过坐标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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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及其定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木工加工机床的夹具系统控制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

工中心的夹具系统及其定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木工对木料的加工多为使用机床进行加工。在机床对木料进行加工前，需要

对木料进行定位和固定，对木料的固定通常通过指定的夹具进行固定，而这种夹具的操作

方式是人工对木料进行定位，然后通过螺栓紧固夹具，从而实现对木料的紧固。但是在对一

些小工件的加工，例如椅子腿、桌子腿等长条形工件，需要加工的部分不多，因此加工速度

快，需要更换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在劳动强度大的情况下，工人容易

出现定位不精确、对夹具的紧固效率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可以快速并自动定位的夹具系

统以及该夹具系统的控制方法。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

统，包括夹具滑座和多个夹具；所述夹具滑座上设置有第一导轨，所述夹具通过第一滑块与

第一导轨可移动地连接，所述夹具顶部设置有档杆，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五轴主轴头上设

置有夹具定位块，五轴主轴头通过夹具定位块与档杆的配合带动夹具沿第一导轨滑动。

[0005] 所述夹具定位块有两种结构，第一种结构的夹具定位块为U型结构，档杆位于U型

结构的内凹部；第二种结构的夹具定位块为L型结构，档杆位于L型结构台阶的一侧，在五轴

主轴头沿第一导轨移动的时候，台阶推动档杆移动，从而使夹具沿第一导轨移动。

[0006] 所述夹具包括滑块安装板和夹持结构，所述滑块安装板为L型板，所述L型板的竖

板的一面上设置第一滑块，另一面上设置有第二滑块，所述夹持结构上设置有第二导轨，所

述第二导轨与第二滑块可移动地连接，所述L型板的水平板上设置有升降气缸，所述升降气

缸的另一端与夹持结构连接，所述夹持结构上设置有档杆固定板，所述档杆可旋转地设置

于档杆固定板顶部，所述档杆的下方设置有上夹块，所述夹持结构上还设置有夹料气缸，所

述夹料气缸的一端设置有夹块固定座，所述夹块固定座通过可旋转的销轴与下夹块连接，

所述下夹块上设置有螺栓与销轴固定连接。可旋转的上夹块和下夹块使夹具适用于各种形

状的木料。

[0007] 所述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的一端均设置有导轨刹车，所述导轨刹车包括手动刹车

和气动刹车两种。手动刹车需要在五轴主轴头移动到指定位置后，手动松开第一滑块和第

二滑块一端的手动刹车，再手动提升档杆，使档杆到达与夹具定位块配合的位置，手动紧固

第二滑块的一端手动刹车，再控制五轴主轴头进行下一道程序，五轴主轴头沿第一导轨到

达指定位置后，手动紧固第一滑块一端的手动刹车，完成一个夹具的定位。而气动刹车的松

开和紧固、升降气缸的升降均由数控电脑主机编制的程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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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的定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控制五轴主轴头移动，根据每个夹具上次的坐标位置，五轴主轴头移动到需要移动

的夹具上方，并调整底部夹具定位块的高度到达指定高度；

S2、五轴主轴头到达指定高度后，升降气缸伸长，从而带动夹持结构上升，直到档杆与

夹具定位块配合的位置，锁紧第二滑块一端的导轨刹车；

S3、启动下一步程序，五轴主轴头沿第一导轨的方向移动，档杆在夹具定位块的作用

下，带动夹具沿第一导轨的方向移动，在移动到指定位置后，锁紧第一滑块一端的导轨刹

车，完成一个夹具的定位；

S4、重复S1-3的步骤，将其余的夹具进行定位。

[0009] 所述五轴主轴头的移动位置和升降气缸的伸长长度均由数控电脑主机控制，数控

电脑主机建立的坐标系对每个位置通过坐标进行定位。

[0010]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1、  通过数控电脑主机设置的坐标进行定位，定位精确快速，自动化程度高，能够有效

提高生产效率，减小工人的工作强度；

2、 可旋转的上夹块和下夹块，适用于弧形或棱形等各种形状的木料。

附图说明

[0011] 图1 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 为夹具一个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图3 为夹具另一个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图4 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图5 为本发明的左视图；

图6 为图4中A处夹具定位块第一结构的放大图；

图7为图4中A处夹具定位块第二结构的放大图；

图8为上夹块与下夹块旋转状态的主视图；

图中：1-夹具滑座，2-夹具，3-五轴主轴头，101-第一导轨，201-档杆，202-上夹块，203-

下夹块，204-夹料气缸，205-第二导轨，206-滑块安装板，207-导轨刹车，208-第一滑块，

209-升降气缸，210-档杆固定板，211-第二滑块，301-夹具定位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以下所

述。

[0013] 实施例一；

如图1-8所示，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包括夹具滑座1和多个夹具2；

所述夹具滑座1上设置有第一导轨101，所述夹具2通过第一滑块208与第一导轨101可移动

地连接，所述夹具2顶部设置有档杆201，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五轴主轴头3上设置有夹具定

位块301，五轴主轴头3通过夹具定位块301与档杆201的配合带动夹具2沿第一导轨101滑

动。

[0014] 所述夹具定位块301为第一种结构的夹具定位块301为U型结构，档杆201位于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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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内凹部；在五轴主轴头3沿第一导轨101移动的时候，U型内凹部的一个侧壁推动档杆

201移动，从而使夹具2沿第一导轨101移动。

[0015] 所述夹具2包括滑块安装板206和夹持结构，所述滑块安装板206为L型板，所述L型

板的竖板的一面上设置第一滑块208，另一面上设置有第二滑块211，所述夹持结构上设置

有第二导轨205，所述第二导轨205与第二滑块211可移动地连接，所述L型板的水平板上设

置有升降气缸209，所述升降气缸209的另一端与夹持结构连接，所述夹持结构上设置有档

杆固定板210，所述档杆201可旋转地设置于档杆固定板210顶部，所述档杆201的下方设置

有上夹块202，所述夹持结构上还设置有夹料气缸204，所述夹料气缸204的一端设置有夹块

固定座，所述夹块固定座通过可旋转的销轴与下夹块203连接，所述下夹块203上设置有螺

栓与销轴固定连接。可旋转的上夹块202和下夹块203使夹具2适用于各种形状的木料。

[0016] 优选的，夹持结构的档杆固定板210、用于固定升降气缸209和固定夹料气缸204的

两个固定板以及第二导轨205的固定板，所有的固定板通过螺栓进行连接，形成一个一面延

伸的长方体结构，档杆固定板210与第二导轨205的固定板分别位于长方体结构相对的两

面。所述的滑块安装板206包括两块重合的板件，两块板件上分别固定有第一滑块208和第

二滑块211。

[0017] 所述第一滑块208和第二滑块211的一端均设置有导轨刹车207，所述导轨刹车207

为手动刹车两种。手动刹车需要在五轴主轴头3移动到指定位置后，手动松开第一滑块208

和第二滑块211一端的手动刹车，再手动提升档杆201，使档杆201到达与夹具定位块301配

合的位置，手动紧固第二滑块211的一端手动刹车，再控制五轴主轴头3进行下一道程序，五

轴主轴头3沿第一导轨101到达指定位置后，手动紧固第一滑块208一端的手动刹车，完成一

个夹具2的定位。

[0018] 一种木工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夹具系统的定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控制五轴主轴头3移动，根据每个夹具2上次的坐标位置，五轴主轴头3移动到需要

移动的夹具2上方，并调整底部夹具定位块301的高度到达指定高度；

S2、五轴主轴头3到达指定高度后，手动松开第一滑块208和第二滑块211一端的手动刹

车，手动提升升降气缸209伸长，使整个夹持结构上升，直到档杆201与夹具定位块301配合

的位置，并手动锁紧第二滑块211一端的手动刹车；所述升降气缸209为单作用气缸，可以通

过人工轻松提起；

S3、启动下一步程序，五轴主轴头3沿第一导轨101的方向移动，档杆201在夹具定位块

301的作用下，带动夹具2沿第一导轨101的方向移动，在移动到指定位置后，手动锁紧第一

滑块208一端的手动刹车，完成一个夹具2的定位；

S4、重复S1-3的步骤，将其余的夹具2进行定位。

[0019] 所述五轴主轴头3的移动位置和升降气缸209的伸长长度均由数控电脑主机控制，

数控电脑主机建立的坐标系对每个位置通过坐标进行定位。

[0020] 实施例二；

如图7所示，与实施例一不同的是，采用第二种结构的夹具定位块301和气动刹车，第二

种结构的夹具定位块301为L型结构，在五轴主轴头3到达指定位置后，第一滑块208和第二

滑块211一端的气动刹车在程序的控制下自动开启，伸降气缸上升，档杆201到达与夹具定

位块301配合的位置，第二滑块211一端的气动刹车在程序控制下锁紧，L型结构的夹具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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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301的台阶位于档杆201一侧，五轴主轴头3通过夹具定位块301带动夹具2移动，在五轴主

轴头3到达指定位置时，第一滑块208一端的气动刹车自动锁紧，完成夹具2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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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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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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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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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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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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