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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架式高效五轴数控铣

床，包括床身、Y轴高架座、X轴横梁座、Z轴直立

座、五轴机、刀库、电主轴、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

副和伺服电机。本发明采用的床身设有集屑漏

槽、排屑孔、排屑螺杆和屑出口；Y轴高架座设有

五轴口、隔墙、库口和Y轴；X轴横梁座设有X轴，X

轴横梁座由Y轴驱动；Z轴直立座设有Z轴，Z轴直

立座由X轴的驱动；Z轴直立座连接有Z拖板，Z拖

板由Z轴驱动；五轴机为数控第四、第五联合旋转

轴机；工作时，X轴横梁座、Z轴直立座、Z拖板共同

拖动电主轴进行XYZ三维直角坐标寻的运动，五

轴机带动工件进行Rx轴、Rz轴旋转坐标寻的运动

的技术方案，使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达到了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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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架式高效五轴数控铣床，包括床身(1)、Y轴高架座(2)、X轴横梁座(3)、Z轴直

立座(4)、五轴机(5)、刀库(6)、电主轴(7)、滚珠丝杠副(8)、滚子导轨副(9)和伺服电机

(10)，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床身(1)为矩形箱状的钢质构件，床身(1)上面的前部设有上大下

小四边形的凹槽称为集屑漏槽(11)，所述集屑漏槽(11)槽底设有一个左右方向、圆形的通

孔称为排屑孔，所述排屑孔内设有一个由电机驱动、可旋转的螺杆称为排屑螺杆(12)，排屑

孔的左端口为屑出口(111)；

所述的Y轴高架座(2)为矩形墙状的钢质构件，Y轴高架座(2)的前部下面设有矩形的缺

口称为五轴口(21)；两个Y轴高架座(2)分别固定连接在床身(1)的左右两边，两个Y轴高架

座(2)的中部之间设有一个矩形板状钢质的隔墙(22)，所述隔墙(22)上部设有矩形的缺口

称为库口(221)；Y轴高架座(2)的上面设有前后方向、由滚珠丝杠副(8)、滚子导轨副(9)和

伺服电机(10)构成的Y向轨道驱动机构称为Y轴(23)；

所述的X轴横梁座(3)为矩形梁状的钢质构件，X轴横梁座(3)的前面设有左右方向、由

滚珠丝杠副(8)、滚子导轨副(9)和伺服电机(10)构成的X向轨道驱动机构称为X轴(31)；X轴

横梁座(3)横跨于两个Y轴高架座(2)之间，X轴横梁座(3)下面的左右两边经所述Y轴(23)分

别与两个Y轴高架座(2)连接，X轴横梁座(3)经所述Y轴(23)的驱动可在Y轴高架座(2)的上

面沿前后方向移动；

所述的Z轴直立座(4)为后面设有凹口、呈直立凹字形的块状钢质构件，Z轴直立座(4)

的前面设有上下方向、由滚珠丝杠副(8)、滚子导轨副(9)和伺服电机(10)构成的Z向轨道驱

动机构称为Z轴(41)；Z轴直立座(4)的后面经所述X轴(31)与X轴横梁座(3)连接，Z轴直立座

(4)经所述X轴(31)的驱动可在X轴横梁座(3)的前面沿左右方向移动；Z轴直立座(4)经所述

Z轴(41)连接有Z拖板(42)，所述Z拖板(42)为矩形柱状的钢质构件，所述Z拖板(42)的下部

内设有上下方向的台阶腔室称为主轴腔(43)；Z拖板(42)经所述Z轴(41)的驱动可在Z轴直

立座(4)的前面沿上下方向移动；

所述的五轴机(5)为由旋转臂和旋转工作台构成的数控第四、第五联合旋转轴机，其

中，所述旋转臂围绕左右方向的X轴作旋转运动称为Rx轴(51)，所述旋转工作台为围绕上下

方向的Z轴作旋转运动称为Rz轴(52)；

所述的刀库(6)为平面旋转式数控刀库；

所述的电主轴(7)为变频调速驱动刃具作旋转运动的电机，电主轴的输出端设有夹持

钻铣刃具的夹头；

所述的滚珠丝杠副(8)为由滚珠丝杠和滚珠螺母构成的用于将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

动的传动元件；

所述的滚子导轨副(9)为由横截面呈V型的滚道导轨和设有滚子的滚子架构成的用于

承载物体作直线运动的滚动轨道元件；

所述的伺服电机(10)为交流同步伺服电机；

五轴机(5)的机头和机尾固定于床身(1)左右两边的Y轴高架座(2)的所述五轴口(21)

内，五轴机(5)的所述Rx轴(51)和Rz轴(52)位于两个Y轴高架座(2)之间，刀库(6)对应于所

述库口(221)固定于床身(1)后部的上面；电主轴(7)固定于所述主轴腔(43)内，电主轴(7)

的夹头朝下伸出于所述主轴腔(43)的下面。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496305 A

2



一种高架式高效五轴数控铣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五轴数控铣床，具体是指设置在汽车零部件自动生产线的工位

上，用于自动化精密切削加工的一种高架式高效五轴数控铣床。

背景技术

[0002] 规模批量生产汽车零部件，需要五轴数控铣床进行精密切削加工，现有技术立柱

式、龙门式、悬臂式的五轴数控铣床为通用数控切削加工设备；对于需要大量五轴数控铣床

参与进行精密切削加工的无人化自动生产线，通用设备的五轴数控铣床的价格昂贵，成本

高，加工效率低，难以与无人化自动生产线的加工节奏合拍，不利于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

业实现无人化自动生产线的转型；因此，现有技术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与不足。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发明采用由床身、Y轴高架座、X轴横梁

座、Z轴直立座、五轴机、刀库、电主轴、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装置，其

中，床身为矩形箱状的钢质构件，床身上面的前部设有上大下小四边形的凹槽称为集屑漏

槽，所述集屑漏槽槽底设有一个左右方向、圆形的通孔称为排屑孔，所述排屑孔内设有一个

由电机驱动、可旋转的螺杆称为排屑螺杆，排屑孔的左端口为屑出口；Y轴高架座为矩形墙

状的钢质构件，Y轴高架座的前部下面设有矩形的缺口称为五轴口；两个Y轴高架座分别固

定连接在床身的左右两边，两个Y轴高架座的中部之间设有一个矩形板状钢质的隔墙，所述

隔墙上部设有矩形的缺口称为库口；Y轴高架座的上面设有前后方向、由滚珠丝杠副、滚子

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Y向轨道驱动机构称为Y轴；X轴横梁座为矩形梁状的钢质构件，X

轴横梁座的前面设有左右方向、由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X向轨道驱动

机构称为X轴；X轴横梁座横跨于两个Y轴高架座之间，X轴横梁座下面的左右两边经所述Y轴

分别与两个Y轴高架座连接，X轴横梁座经所述Y轴的驱动可在Y轴高架座的上面沿前后方向

移动；Z轴直立座为后面设有凹口、呈直立凹字形的块状钢质构件，Z轴直立座的前面设有上

下方向、由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Z向轨道驱动机构称为Z轴；Z轴直立

座的后面经所述X轴与X轴横梁座连接，Z轴直立座经所述X轴的驱动可在X轴横梁座的前面

沿左右方向移动；Z轴直立座经所述Z轴连接有Z拖板，所述Z拖板为矩形柱状的钢质构件，所

述Z拖板的下部内设有上下方向的台阶腔室称为主轴腔；Z拖板经所述Z轴的驱动可在Z轴直

立座的前面沿上下方向移动；五轴机为由旋转臂和旋转工作台构成的数控第四、第五联合

旋转轴机，其中，所述旋转臂围绕左右方向的X轴作旋转运动称为Rx轴，所述旋转工作台为

围绕上下方向的Z轴作旋转运动称为Rz轴；刀库为平面旋转式数控刀库；电主轴为变频调速

驱动刃具作旋转运动的电机，电主轴的输出端设有夹持钻铣刃具的夹头；滚珠丝杠副为由

滚珠丝杠和滚珠螺母构成的用于将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的传动元件；滚子导轨副为由

横截面呈V型的滚道导轨和设有滚子的滚子架构成的用于承载物体作直线运动的滚动轨道

元件；伺服电机为交流同步伺服电机；五轴机的机头和机尾固定于床身左右两边的Y轴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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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的所述五轴口内，五轴机的所述Rx轴和Rz轴位于两个Y轴高架座之间，刀库对应于所述库

口固定于床身后部的上面；电主轴固定于所述主轴腔内，电主轴的夹头朝下伸出于所述主

轴腔的下面；

[0004] 应用时，被加工的工件经所对应的工装夹具固定在所述旋转工作台的上面；工作

时，电主轴夹持铣削刃具，数控，由Y轴驱动X轴横梁座，由X轴驱动Z轴直立座，由Z轴驱动Z拖

板，拖动电主轴进行X、Y、Z向三维直角坐标寻的运动，由五轴机的旋转臂和旋转工作台带动

工件进行Rx轴、Rz轴旋转坐标的第四、第五维的配合寻的运动，实现对工件进行X、Y、Z、Rx

轴、Rz轴的数控五轴寻的铣削加工；更换刃具时，电主轴通过所述库口，从刀库处自动换刀；

铣削加工时，在所述屑出口处设置一个切屑箱，开启排屑螺杆旋转，铣削产生的切屑落入集

屑漏槽，经排屑螺杆从所述屑出口排入所述切屑箱内的技术方案，提供一种高架式高效五

轴数控铣床，旨在通过适合于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实现自动化无人化转型，使汽车零部件的

生产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高架式高效五轴数控铣床，包括床身、Y轴高架

座、X轴横梁座、Z轴直立座、五轴机、刀库、电主轴、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其

中：所述的床身为矩形箱状的钢质构件，床身上面的前部设有上大下小四边形的凹槽称为

集屑漏槽，所述集屑漏槽槽底设有一个左右方向、圆形的通孔称为排屑孔，所述排屑孔内设

有一个由电机驱动、可旋转的螺杆称为排屑螺杆，排屑孔的左端口为屑出口；

[0006] 所述的Y轴高架座为矩形墙状的钢质构件，Y轴高架座的前部下面设有矩形的缺口

称为五轴口；两个Y轴高架座分别固定连接在床身的左右两边，两个Y轴高架座的中部之间

设有一个矩形板状钢质的隔墙，所述隔墙上部设有矩形的缺口称为库口；Y轴高架座的上面

设有前后方向、由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Y向轨道驱动机构称为Y轴；

[0007] 所述的X轴横梁座为矩形梁状的钢质构件，X轴横梁座的前面设有左右方向、由滚

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X向轨道驱动机构称为X轴；X轴横梁座横跨于两个

Y轴高架座之间，X轴横梁座下面的左右两边经所述Y轴分别与两个Y轴高架座连接，X轴横梁

座经所述Y轴的驱动可在Y轴高架座的上面沿前后方向移动；

[0008] 所述的Z轴直立座为后面设有凹口、呈直立凹字形的块状钢质构件，Z轴直立座的

前面设有上下方向、由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Z向轨道驱动机构称为Z

轴；Z轴直立座的后面经所述X轴与X轴横梁座连接，Z轴直立座经所述X轴的驱动可在X轴横

梁座的前面沿左右方向移动；Z轴直立座经所述Z轴连接有Z拖板，所述Z拖板为矩形柱状的

钢质构件，所述Z拖板的下部内设有上下方向的台阶腔室称为主轴腔；Z拖板经所述Z轴的驱

动可在Z轴直立座的前面沿上下方向移动；

[0009] 所述的五轴机为由旋转臂和旋转工作台构成的数控第四、第五联合旋转轴机，其

中，所述旋转臂围绕左右方向的X轴作旋转运动称为Rx轴，所述旋转工作台为围绕上下方向

的Z轴作旋转运动称为Rz轴；

[0010] 所述的刀库为平面旋转式数控刀库；

[0011] 所述的电主轴为变频调速驱动刃具作旋转运动的电机，电主轴的输出端设有夹持

钻铣刃具的夹头；

[0012] 所述的滚珠丝杠副为由滚珠丝杠和滚珠螺母构成的用于将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

运动的传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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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滚子导轨副为由横截面呈V型的滚道导轨和设有滚子的滚子架构成的用于

承载物体作直线运动的滚动轨道元件；

[0014] 所述的伺服电机为交流同步伺服电机；

[0015] 五轴机的机头和机尾固定于床身左右两边的Y轴高架座的所述五轴口内，五轴机

的所述Rx轴和Rz轴位于两个Y轴高架座之间，刀库对应于所述库口固定于床身后部的上面；

电主轴固定于所述主轴腔内，电主轴的夹头朝下伸出于所述主轴腔的下面。

[0016] 上述结构表述的方向面分为上、下、左、右、前、后面，其中，前面为面对本装置主视

图的面，后面为与所述前面相对的面。

[0017] 工作原理及有益效果

[0018] 应用时，被加工的工件经所对应的工装夹具固定在所述旋转工作台的上面；

[0019] 工作时，电主轴夹持铣削刃具，数控，由Y轴驱动X轴横梁座，由X轴驱动Z轴直立座，

由Z轴驱动Z拖板，拖动电主轴进行X、Y、Z向三维直角坐标寻的运动，由五轴机的旋转臂和旋

转工作台带动工件进行Rx轴、Rz轴旋转坐标的第四、第五维的配合寻的运动，实现对工件进

行X、Y、Z、Rx轴、Rz轴的数控五轴寻的铣削加工；更换刃具时，电主轴通过所述库口，从刀库

处自动换刀；铣削加工时，在所述屑出口处设置一个切屑箱，开启排屑螺杆旋转，铣削产生

的切屑落入集屑漏槽，经排屑螺杆从所述屑出口排入所述切屑箱内。

[0020] 本装置结构简单，工作可靠，采用Y轴高架座使得X轴横梁座的Y向运动轻快而高

效，加工效率高，特别适合针对轮毂、自动变速器的零件等汽车部件进行规模批量化高效精

密切削加工，易于安插在由智能机械手自动装卸工件的无人化自动生产线各个环节中，能

够与无人化自动生产线的加工节奏合拍，有利于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向无人化自动生

产线的转型，使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降低了综合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0021] 上述，本发明采用由床身、Y轴高架座、X轴横梁座、Z轴直立座、五轴机、刀库、电主

轴、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装置，其中，床身设有集屑漏槽、排屑孔、排

屑螺杆和屑出口；Y轴高架座设有五轴口、隔墙、库口；Y轴高架座设有前后方向、由滚珠丝杠

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Y轴；两个Y轴高架座分别固定于床身的左右两边；X轴横

梁座设有左右方向、由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电机构成的X轴；X轴横梁座横跨于两

个Y轴高架座之间由Y轴驱动；Z轴直立座设有上下方向、由滚珠丝杠副、滚子导轨副和伺服

电机构成的Z轴；Z轴直立座经所述X轴与X轴横梁座连接，Z轴直立座由X轴的驱动；Z轴直立

座经Z轴连接有Z拖板，Z拖板设有主轴腔，Z拖板由Z轴驱动；五轴机为由旋转臂和旋转工作

台构成的数控第四、第五联合旋转轴机，其中，旋转臂为Rx轴，旋转工作台为Rz轴；刀库为平

面旋转式数控刀库；电主轴为变频调速驱动刃具作旋转运动的电机；滚珠丝杠副为由滚珠

丝杠和滚珠螺母构成的传动元件；滚子导轨副为滚动轨道元件；伺服电机为交流同步伺服

电机；五轴机的机头和机尾固定于床身左右两边的Y轴高架座的所述五轴口内，五轴机的所

述Rx轴和Rz轴位于两个Y轴高架座之间，刀库对应于所述库口固定于床身后部的上面；电主

轴固定于所述主轴腔内，电主轴的夹头朝下伸出于所述主轴腔的下面；

[0022] 应用时，被加工的工件经所对应的工装夹具固定在所述旋转工作台的上面；工作

时，电主轴夹持铣削刃具，数控，由Y轴驱动X轴横梁座，由X轴驱动Z轴直立座，由Z轴驱动Z拖

板，拖动电主轴进行X、Y、Z向三维直角坐标寻的运动，由五轴机的旋转臂和旋转工作台带动

工件进行Rx轴、Rz轴旋转坐标的第四、第五维的配合寻的运动，实现对工件进行X、Y、Z、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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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Rz轴的数控五轴寻的铣削加工；更换刃具时，电主轴通过所述库口，从刀库处自动换刀；

铣削加工时，在所述屑出口处设置一个切屑箱，开启排屑螺杆旋转，铣削产生的切屑落入集

屑漏槽，经排屑螺杆从所述屑出口排入所述切屑箱内的技术方案，克服了现有技术存在成

本高、效率低的问题与不足，所提供的一种高架式高效五轴数控铣床，通过适合于汽车零部

件的生产实现自动化无人化转型，使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高架式高效五轴数控铣床的主视投影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一种高架式高效五轴数控铣床的轴测示意图。

[0025] 下面结合附图中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

任何限制。

[0026] 图中：床身1、集屑漏槽11、屑出口111、排屑螺杆12、Y轴高架座2、五轴口21、隔墙

22、库口221、Y轴23、X轴横梁座3、X轴31、Z轴直立座4、Z轴41、Z拖板42、主轴腔43、五轴机5、

Rx轴51、Rz轴52、刀库6、电主轴7、滚珠丝杠副8、滚子导轨副9、伺服电机10。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阅图1～图2，本发明的一种高架式高效五轴数控铣床，包括床身1、Y轴高架座2、

X轴横梁座3、Z轴直立座4、五轴机5、刀库6、电主轴7、滚珠丝杠副8、滚子导轨副9和伺服电机

10，其中：所述的床身1为矩形箱状的钢质构件，床身1上面的前部设有上大下小四边形的凹

槽称为集屑漏槽11，所述集屑漏槽11槽底设有一个左右方向、圆形的通孔称为排屑孔，所述

排屑孔内设有一个由电机驱动、可旋转的螺杆称为排屑螺杆12，排屑孔的左端口为屑出口

111；

[0028] 所述的Y轴高架座2为矩形墙状的钢质构件，Y轴高架座2的前部下面设有矩形的缺

口称为五轴口21；两个Y轴高架座2分别固定连接在床身1的左右两边，两个Y轴高架座2的中

部之间设有一个矩形板状钢质的隔墙22，所述隔墙22上部设有矩形的缺口称为库口221；Y

轴高架座2的上面设有前后方向、由滚珠丝杠副8、滚子导轨副9和伺服电机10构成的Y向轨

道驱动机构称为Y轴23；

[0029] 所述的X轴横梁座3为矩形梁状的钢质构件，X轴横梁座3的前面设有左右方向、由

滚珠丝杠副8、滚子导轨副9和伺服电机10构成的X向轨道驱动机构称为X轴31；X轴横梁座3

横跨于两个Y轴高架座2之间，X轴横梁座3下面的左右两边经所述Y轴23分别与两个Y轴高架

座2连接，X轴横梁座3经所述Y轴23的驱动可在Y轴高架座2的上面沿前后方向移动；

[0030] 所述的Z轴直立座4为后面设有凹口、呈直立凹字形的块状钢质构件，Z轴直立座4

的前面设有上下方向、由滚珠丝杠副8、滚子导轨副9和伺服电机10构成的Z向轨道驱动机构

称为Z轴41；Z轴直立座4的后面经所述X轴31与X轴横梁座3连接，Z轴直立座4经所述X轴31的

驱动可在X轴横梁座3的前面沿左右方向移动；Z轴直立座4经所述Z轴41连接有Z拖板42，所

述Z拖板42为矩形柱状的钢质构件，所述Z拖板42的下部内设有上下方向的台阶腔室称为主

轴腔43；Z拖板42经所述Z轴41的驱动可在Z轴直立座4的前面沿上下方向移动；

[0031] 所述的五轴机5为由旋转臂和旋转工作台构成的数控第四、第五联合旋转轴机，其

中，所述旋转臂围绕左右方向的X轴作旋转运动称为Rx轴51，所述旋转工作台为围绕上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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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Z轴作旋转运动称为Rz轴52；

[0032] 所述的刀库6为平面旋转式数控刀库；

[0033] 所述的电主轴7为变频调速驱动刃具作旋转运动的电机，电主轴的输出端设有夹

持钻铣刃具的夹头；

[0034] 所述的滚珠丝杠副8为由滚珠丝杠和滚珠螺母构成的用于将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

运动的传动元件；

[0035] 所述的滚子导轨副9为由横截面呈V型的滚道导轨和设有滚子的滚子架构成的用

于承载物体作直线运动的滚动轨道元件；

[0036] 所述的伺服电机10为交流同步伺服电机；

[0037] 五轴机5的机头和机尾固定于床身1左右两边的Y轴高架座2的所述五轴口21内，五

轴机5的所述Rx轴51和Rz轴52位于两个Y轴高架座2之间，刀库6对应于所述库口221固定于

床身1后部的上面；电主轴7固定于所述主轴腔43内，电主轴7的夹头朝下伸出于所述主轴腔

43的下面。

[0038] 上述结构表述的方向面分为上、下、左、右、前、后面，其中，前面为面对本装置主视

图的面，后面为与所述前面相对的面。

[0039] 工作原理及有益效果

[0040] 应用时，被加工的工件经所对应的工装夹具固定在所述旋转工作台的上面；

[0041] 工作时，电主轴7夹持铣削刃具，数控，由Y轴23驱动X轴横梁座3，由X轴31驱动Z轴

直立座4，由Z轴41驱动Z拖板42，拖动电主轴7进行X、Y、Z向三维直角坐标寻的运动，由五轴

机5的旋转臂和旋转工作台带动工件进行Rx轴51、Rz轴52旋转坐标的第四、第五维的配合寻

的运动，实现对工件进行X、Y、Z、Rx轴51、Rz轴52的数控五轴寻的铣削加工；更换刃具时，电

主轴7通过所述库口221，从刀库6处自动换刀；铣削加工时，在所述屑出口111处设置一个切

屑箱，开启排屑螺杆12旋转，铣削产生的切屑落入集屑漏槽11，经排屑螺杆12从所述屑出口

111排入所述切屑箱内。

[0042] 本装置结构简单，工作可靠，采用Y轴高架座2使得X轴横梁座3的Y向运动轻快而高

效，加工效率高，特别适合针对轮毂、自动变速器的零件等汽车部件进行规模批量化高效精

密切削加工，易于安插在由智能机械手自动装卸工件的无人化自动生产线各个环节中，能

够与无人化自动生产线的加工节奏合拍，有利于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向无人化自动生

产线的转型，使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降低了综合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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