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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主轴多工位三轴工作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主轴多工位三轴工作

台，其包括X轴模组、Z轴模组和Y轴工作平台组，

其中X轴模组包括X轴固定座，X轴固定座上设有X

轴导轨，X轴导轨上滑动设有X轴滑块，X轴滑块上

固定设有上下移动固定板，上下移动固定板底部

滑动设有Z轴导轨，Z轴导轨一端固定设有Z轴固

定座，上下移动固定板上固定设有Z轴滑块，Z轴

滑块与Z轴导轨滑动连接，其解决了现有的可移

动工作台有时会出现移动范围受限制，很难满足

特殊零件的主轴切削或者铣削的高精度加工要

求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可广泛应用于各种零件加

工的定位，尤其适合安装在铣床等机床上实现主

轴的铣削加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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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主轴多工位三轴工作台，其特征是：包括X轴模组、Z轴模组和Y轴工作平台组，其

中X轴模组包括X轴固定座，所述X轴固定座上设有X轴导轨，所述X轴导轨上滑动设有X轴滑

块，所述X轴固定座上与X轴导轨平行设有X轴丝杠，所述X轴丝杠上旋转设有丝母，所述丝母

与X轴滑块固定连接，所述X轴固定座另一端设有X轴电机，所述X轴电机的输出端与X轴丝杠

一端固定连接，所述X轴电机可带动X轴丝杠旋转，所述X轴丝杠通过带动丝母旋转从而带动

X轴滑块移动；

所述X轴滑块上固定设有上下移动固定板，所述上下移动固定板底部滑动设有Z轴导

轨，所述Z轴导轨一端固定设有Z轴固定座，所述Z轴固定座前端设有Z轴电机，所述上下移动

固定板上固定设有Z轴滑块，所述Z轴滑块与Z轴导轨滑动连接，所述Z轴电机的输出轴上设

有Z轴丝杠，所述Z轴丝杠上旋转设有Z轴丝母，所述Z轴丝母固定在上下移动固定板上；

所述Y轴工作平台组设在上下移动固定板的上表面，所述Y轴工作平台组包括下导轨，

所述下导轨固定设在上下移动固定板的上表面，所述下导轨上滑动设有下滑块，所述下滑

块上固定设有下移动台面，所述下移动台面上固定设有上导轨，所述上导轨上滑动设有上

滑块，所述上滑块上固定设有工作台面，所述下移动台面侧面固定设有气缸安装板，所述气

缸安装板上固定设有上移动气缸，所述上移动气缸的气缸杆与工作台面固定连接，所述气

缸安装板底部固定设有下移动气缸，所述下移动气缸的气缸杆与上下移动固定板固定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主轴多工位三轴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移动固定

板的上表面平行设有两组Y轴工作平台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主轴多工位三轴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X轴电机和Z轴

电机为伺服电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主轴多工位三轴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移动气缸和

下移动气缸上设有位置检测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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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轴多工位三轴工作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机床主轴铣削加工用的工作台，特别是涉及一种主轴多工位

三轴工作台。

背景技术

[0002] 在精密机械加工时，很多场合机床的主轴由于高速旋转，精度要求很高，有时不能

长距离的移动以避免造成移动过程产生的误差，这时就需要工作台面带动工件的移动，以

满足主轴的加工要求，就可以保证主轴对于零件的加工精度。

[0003] 现有的可移动工作台有时会出现移动范围受限制的问题，有的工作台不能实现多

维度的运动，很难满足特殊零件的主轴切削或者铣削的高精度加工要求，有的工作台面能

够实现多维度移动带动工件实现主轴的加工，但运动精度又带来了移动的误差，也导致无

法加工高精度的零件。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的可移动工作台有时会出现移动范围受限制，有的工作台不

能实现多维度的运动，很难满足特殊零件的主轴切削或者铣削的高精度加工要求，有的工

作台面能够实现多维度移动带动工件实现主轴的加工，但运动精度又带来了移动的误差，

也导致无法加工高精度的零件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可移动工作台不会出现移动范围受限

制，工作台能实现多维度运动，能够满足特殊零件的主轴切削或者铣削的高精度加工要求，

不会因为工作台面的运动又带来了移动误差，可以满足加工高精度的零件的一种主轴多工

位三轴工作台。

[0005] 为此，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主轴多工位三轴工作台，包括X轴模组、Z轴

模组和Y轴工作平台组，其中X轴模组包括X轴固定座，X轴固定座上设有X轴导轨，X轴导轨上

滑动设有X轴滑块，X轴固定座上与X轴导轨平行设有X轴丝杠，X轴丝杠上旋转设有丝母，丝

母与X轴滑块固定连接，X轴固定座另一端设有X轴电机，X轴电机的输出端与X轴丝杠一端固

定连接，X轴电机可带动X轴丝杠旋转，X轴丝杠通过带动丝母旋转从而带动X轴滑块移动；

[0006] X轴滑块上固定设有上下移动固定板，上下移动固定板底部滑动设有Z轴导轨，Z轴

导轨一端固定设有Z轴固定座，Z轴固定座前端设有Z轴电机，上下移动固定板上固定设有Z

轴滑块，Z轴滑块与Z轴导轨滑动连接，Z轴电机的输出轴上设有Z轴丝杠，Z轴丝杠上旋转设

有Z轴丝母，Z轴丝母固定在上下移动固定板上；

[0007] Y轴工作平台组设在上下移动固定板的上表面，Y轴工作平台组包括下导轨，下导

轨固定设在上下移动固定板的上表面，下导轨上滑动设有下滑块，下滑块上固定设有下移

动台面，下移动台面上固定设有上导轨，上导轨上滑动设有上滑块，上滑块上固定设有工作

台面，下移动台面侧面固定设有气缸安装板，气缸安装板上固定设有上移动气缸，上移动气

缸的气缸杆与工作台面固定连接，气缸安装板底部固定设有下移动气缸，下移动气缸的气

缸杆与上下移动固定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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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地，上下移动固定板的上表面平行设有两组Y轴工作平台组。

[0009] 优选地，X轴电机和Z轴电机为伺服电机。

[0010] 优选地，上移动气缸和下移动气缸上设有位置检测开关。

[0011]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由于设有X轴模组和Z轴模组，当主轴加工工件时，将工件

固定在Y轴工作平台组上，就可以实现X轴和Z轴的移动，其中X轴可以将加工的工件实现水

平方向的X轴平移，Z轴可以实现加工工件的Z轴方向的垂直移动，以适应主轴铣削加工的位

置需要；

[0012] 又因为设有Y轴工作平台组，可以实现工件加工的沿Y轴方向的水平移动，其中Y轴

方向与X轴方向垂直，这样就可以保证加工零件在水平方向的任意位置的定位加工。

[0013] 因为Y轴工作平台组设在上下移动固定板的上表面，Y轴工作平台组包括下导轨，

下导轨固定设在上下移动固定板的上表面，下导轨上滑动设有下滑块，下滑块上固定设有

下移动台面，下移动台面上固定设有上导轨，上导轨上滑动设有上滑块，上滑块上固定设有

工作台面，下移动台面侧面固定设有气缸安装板，气缸安装板上固定设有上移动气缸，上移

动气缸的气缸杆与工作台面固定连接，气缸安装板底部固定设有下移动气缸，下移动气缸

的气缸杆与上下移动固定板固定连接，这样，当控制上移动气缸动作时，上移动气缸带动工

作台面向前移动，达到机床主轴加工需要的位置，因为上移动气缸的行程会有距离的限制，

当需要运动位移更长的需要时，可以启动下移动气缸进一步动作，下移动气缸带动下移动

台面实现平动，进一步将工件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弥补上移动气缸的行程受限制的问题，实

现Y轴方向的两段式的位移复合的运动，同时，X轴和Z轴方向的运动伺服电机控制，运动精

度高，Y轴采用精密气缸控制运动，也能满足多位置和高精度的位置控制要求，上移动气缸

和下移动气缸上设有位置检测开关，位置开关实现精密定位的检测。

[0014] 上下移动固定板的上表面平行设有两组Y轴工作平台组，这样可以一次性放置多

个需要加工的零件，实现多工位的零件铣削加工。

[0015] 以上结构很好地解决了现有可移动工作台有时会出现移动范围受限制，有的工作

台不能实现多维度的运动，很难满足特殊零件的主轴切削或者铣削的高精度加工要求，有

的工作台面能够实现多维度移动带动工件实现主轴的加工，但运动精度又带来了移动的误

差，也导致无法加工高精度的零件的技术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轴侧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另一方向的轴侧示意图；

[0018] 图3是图1的主视图；

[0019] 图4是图1的俯视图；

[0020] 图5是图1的侧视图。

[0021] 图中符号说明：

[0022] 1.X轴模组；101.X轴固定座；102.X轴滑块；103.X轴丝杠；104.X轴导轨；105.X轴电

机；2.Z轴模组；201.Z轴电机；202.Z轴固定座；203.Z轴导轨；204.上下移动固定板；205.Z轴

丝杠；206.Z轴丝母；207.Z轴滑块；3.Y轴工作平台组；301.上移动气缸；302.工作台面；303.

下移动台面；304 .下移动气缸；305.气缸安装板；306.下导轨；307 .下滑块；308.上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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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上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24] 图1-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主轴多工位三轴工作台的实施例，其包括X轴模组1、Z

轴模组2和Y轴工作平台组3，其中X轴模组包括X轴固定座101，X轴固定座101上设有X轴导轨

104，X轴导轨104上滑动设有X轴滑块102，X轴固定座101上与X轴导轨104平行设有X轴丝杠

103，X轴丝杠103上旋转设有丝母，丝母与X轴滑块102固定连接，X轴固定座101另一端设有X

轴电机105，X轴电机105的输出端与X轴丝杠103一端固定连接，X轴电机105可带动X轴丝杠

103旋转，X轴丝杠103通过带动丝母旋转从而带动X轴滑块102移动；X轴滑块102上固定设有

上下移动固定板204，上下移动固定板204底部滑动设有Z轴导轨203，Z轴导轨203一端固定

设有Z轴固定座202，Z轴固定座202前端设有Z轴电机201，上下移动固定板204上固定设有Z

轴滑块207，Z轴滑块207与Z轴导轨203滑动连接，Z轴电机201的输出轴上设有Z轴丝杠205，Z

轴丝杠205上旋转设有Z轴丝母206，Z轴丝母206固定在上下移动固定板204上；Y轴工作平台

组3设在上下移动固定板204的上表面，Y轴工作平台组3包括下导轨306，下导轨306固定设

在上下移动固定板204的上表面，下导轨306上滑动设有下滑块307，下滑块307上固定设有

下移动台面303，下移动台面303上固定设有上导轨308，上导轨308上滑动设有上滑块309，

上滑块309上固定设有工作台面302，下移动台面303侧面固定设有气缸安装板305，气缸安

装板305上固定设有上移动气缸301，上移动气缸301的气缸杆与工作台面302固定连接，气

缸安装板305底部固定设有下移动气缸304，下移动气缸304的气缸杆与上下移动固定板204

固定连接。

[0025] 图1和图2中均可看到，上下移动固定板204的上表面平行设有两组Y轴工作平台组

3，X轴电机105和Z轴电机201为伺服电机。

[0026] 该实施例中，由于设有X轴模组1和Z轴模组2，当主轴加工工件时，将工件固定在Y

轴工作平台组3上，就可以实现X轴和Z轴的移动，其中X轴可以将加工的工件实现水平方向

的X轴平移，Z轴可以实现加工工件的Z轴方向的垂直移动，以适应主轴铣削加工的位置需

要；又因为设有Y轴工作平台组3，可以实现工件加工的沿Y轴方向的水平移动，其中Y轴方向

与X轴方向垂直，这样就可以保证加工零件在水平方向的任意位置的定位加工。

[0027] 图2和图5中可以看到，Y轴工作平台组3设在上下移动固定板204的上表面，Y轴工

作平台组3包括下导轨306，下导轨306固定设在上下移动固定板204的上表面，下导轨306上

滑动设有下滑块307，下滑块307上固定设有下移动台面303，下移动台面303上固定设有上

导轨308，上导轨308上滑动设有上滑块309，上滑块309上固定设有工作台面302，下移动台

面303侧面固定设有气缸安装板305，气缸安装板305上固定设有上移动气缸301，上移动气

缸301的气缸杆与工作台面302固定连接，气缸安装板305底部固定设有下移动气缸304，下

移动气缸304的气缸杆与上下移动固定板204固定连接，这样，当控制上移动气缸301动作

时，上移动气缸301带动工作台面302向前移动，达到机床主轴加工需要的位置，因为上移动

气缸301的行程会有距离的限制，当需要运动位移更长的需要时，可以启动下移动气缸304

进一步动作，下移动气缸304带动下移动台面303实现平动，进一步将工件移动到合适的位

置，弥补上移动气缸301的行程受限制的问题，实现Y轴方向的两段式的位移复合的运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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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X轴和Z轴方向的运动伺服电机控制，运动精度高，Y轴采用精密气缸控制运动，也能满足

多位置和高精度的位置控制要求，上移动气缸301和下移动气缸304上设有位置检测开关，

位置开关实现精密定位的检测。

[0028] 图2中上下移动固定板204的上表面平行设有两组Y轴工作平台组3，这样可以一次

性放置多个需要加工的零件，实现多工位的零件铣削加工。

[0029] 以上结构很好地解决了现有可移动工作台有时会出现移动范围受限制，有的工作

台不能实现多维度的运动，很难满足特殊零件的主轴切削或者铣削的高精度加工要求，有

的工作台面能够实现多维度移动带动工件实现主轴的加工，但运动精度又带来了移动的误

差，也导致无法加工高精度的零件的技术问题，可以灵活地实现多个零件的自动定位加工，

该实施例三轴工作台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零件加工的定位，尤其适合安装在铣床等机床上

实现主轴的铣削加工。

[0030] 惟以上所述者，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实用新型

实施的范围，故其等同组件的置换，或依本实用新型专利保护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与修改，

皆应仍属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涵盖之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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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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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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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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