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913147.2

(22)申请日 2019.09.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52509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2.03

(73)专利权人 四川墨夏空间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 610041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城管

委会武兴四路166号6幢2单元1层105

号

(72)发明人 杨韬　张敏　夏梦娇　

(51)Int.Cl.

B44B 1/00(2006.01)

B44B 1/06(2006.01)

B44B 3/00(2006.01)

B44B 3/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9350652 U,2019.09.06

CN 207724419 U,2018.08.14

CN 207286989 U,2018.05.01

审查员 陈盼盼

 

(54)发明名称

一种泡沫雕刻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泡沫雕刻机，其包括机体,

机体上设置有真空吸附工作台，机体沿其X轴方

向上设置有两根相互平行的导轨，两根导轨之间

滑动连接有龙门横吊，龙门横吊滑动连接有竖向

进给装置，竖向进给装置上由下至上依次滑动连

接有雕刻组件和吸尘组件，竖向进给装置设置有

用于雕刻组件和吸尘组件沿机体的Z轴方向上往

复运动的第三驱动装置，吸尘组件包括吸尘器和

吸尘罩，吸尘罩通过安装板设置于竖向进给装置

上，吸尘罩通过吸尘管与吸尘器连通，吸尘罩的

开口朝向雕刻组件，安装板沿机体的Y轴方向设

置有用于吸尘罩往复运动的第四驱动装置，驱动

吸尘罩朝向导轨移动。本发明具有减少泡沫碎屑

残留在机体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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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泡沫雕刻机，包括机体(1) ,所述机体(1)上设置有真空吸附工作台(2)，其特征

在于，所述机体(1)沿其X轴方向上设置有两根相互平行的导轨(3)，两根所述导轨(3)之间

滑动连接有龙门横吊(4)，所述导轨(3)上设置有用于所述龙门横吊(4)沿所述机体(1)的X

轴方向往复运动的第一驱动装置(5)，所述龙门横吊(4)滑动连接有竖向进给装置(6)，所述

龙门横吊(4)上设置有用于所述竖向进给装置(6)沿所述机体(1)的Y轴方向往复运动的第

二驱动装置(7)，所述竖向进给装置(6)上由下至上依次滑动连接有雕刻组件(8)和吸尘组

件(9)，所述竖向进给装置(6)设置有用于所述雕刻组件(8)和所述吸尘组件(9)沿所述机体

(1)的Z轴方向上往复运动的第三驱动装置(10)，所述吸尘组件(9)包括吸尘器(91)和吸尘

罩(92)，所述吸尘罩(92)通过安装板(11)设置于所述竖向进给装置(6)上，所述吸尘罩(92)

通过吸尘管(12)与所述吸尘器(91)连通，所述吸尘罩(92)的开口朝向所述雕刻组件(8)，所

述安装板(11)沿所述机体(1)的Y轴方向设置有用于所述吸尘罩(92)往复运动的第四驱动

装置(13)，驱动所述吸尘罩(92)朝向所述导轨(3)移动，所述吸尘罩(92)包括第一吸尘罩

(921)、第二吸尘罩(922)和第三吸尘罩(923)，所述第二吸尘罩(922)和所述第三吸尘罩

(923)关于所述第一吸尘罩(921)对称设置，所述第四驱动装置(13)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

第四驱动装置(13)对称设置于所述安装板(11)上，且分别用于驱动所述第二吸尘罩(922)

和所述第三吸尘罩(923)朝向所述导轨(3)移动，所述竖向进给装置(6)上设置有用于所述

安装板(11)沿所述机体(1)的X轴方向往复运动的第五驱动装置(15)，所述安装板(11)上沿

所述机体(1)的Z轴方向设置有用于所述吸尘罩(92)往复运动的第六驱动装置(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尘管(12)包括一个输出

端(121)和三个输入端(122)，所述输出端(121)与所述吸尘器(91)连通，每个所述输入端

(122)分别通过电磁阀(14)与第一吸尘罩(921)、第二吸尘罩(922)和第三吸尘罩(923)连

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驱动装置(13)设置为

气缸，两个所述第四驱动装置(13)的活塞杆分别与所述第二吸尘罩(922)和所述第三吸尘

罩(923)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驱动装置(15)和所述

第六驱动装置(16)均设置为气缸。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雕刻组件(8)通过安装套

(17)转动连接于所述竖向进给装置(6)上，所述雕刻组件(8)包括电机(81)和刀具(82)，所

述电机(81)的驱动端与所述刀具(82)相连，所述安装套(17)上设置有吹风组件(18)，所述

吹风组件(18)包括吹风机(181)和吹风管(182)，所述吹风管(182)对准所述刀具(82)远离

所述电机(81)的一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泡沫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套(17)上设置有用于

卡接所述吹风管(182)的管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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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泡沫雕刻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控雕刻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泡沫雕刻机。

背景技术

[0002] 泡沫雕刻机是一种专业加工泡沫的数控设备，属于轻型数控机床，相对重型金属

切削机床，泡沫型雕刻机的刚性和精度要求略低，基于实体铸造所需泡沫模型CNC加工方

式，具有余量均匀、精确、整体外观效果好的明显优势，机床重要加工部件都经过退火等热

处理工艺，加工完成后进行三坐标测量。

[0003] 由于泡沫模型易于加工，可通过泡沫雕刻机进行多种雕刻模型的制作，现有的泡

沫雕刻机在使用过程中，极易产生大量的泡沫原材料颗粒，在雕刻机将泡沫颗粒从泡沫原

材料上剔出后，没有附着物的泡沫颗粒四处飘散，部分泡沫颗粒经过摩擦后带有静电，极易

粘附于雕刻机本体或附近设备上，四处飘散的泡沫颗粒既可能对雕刻机本体和附近设备的

安全生产导致不良后果，又对操作人员的工作环境造成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泡沫雕刻机，具有减少泡沫碎屑残留在机体上的优

点。

[0005]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泡沫雕刻机，包括机体,所述机体上设置有真空吸附工作台，所述机体沿其X

轴方向上设置有两根相互平行的导轨，两根所述导轨之间滑动连接有龙门横吊，所述导轨

上设置有用于所述龙门横吊沿所述机体的X轴方向往复运动的第一驱动装置，所述龙门横

吊滑动连接有竖向进给装置，所述龙门横吊上设置有用于所述竖向进给装置沿所述机体的

Y轴方向往复运动的第二驱动装置，所述竖向进给装置上由下至上依次滑动连接有雕刻组

件和吸尘组件，所述竖向进给装置设置有用于所述雕刻组件和所述吸尘组件沿所述机体的

Z轴方向上往复运动的第三驱动装置，所述吸尘组件包括吸尘器和吸尘罩，所述吸尘罩通过

安装板设置于所述竖向进给装置上，所述吸尘罩通过吸尘管与所述吸尘器连通，所述吸尘

罩的开口朝向所述雕刻组件，所述安装板沿所述机体的Y轴方向设置有用于所述吸尘罩往

复运动的第四驱动装置，驱动所述吸尘罩朝向所述导轨移动。

[0007]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在进行雕刻的过程中，雕刻组件对加工件进行雕刻加工，此

时，启动吸尘器，吸尘器通过吸尘管使得吸尘罩朝向雕刻组件加工的位置进行吸尘；当雕刻

完成后，导轨上还残留有很多泡沫碎屑，再启动第四驱动装置，第四驱动装置驱动吸尘罩朝

向导轨的正上方移动，使得吸尘罩对导轨的正上方进行吸尘，减少泡沫碎屑残留于导轨上，

可以有效避免泡沫碎屑对龙门横吊造成影响，具有减少泡沫碎屑残留在机体上的优点。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吸尘罩包括第一吸尘罩、第二吸尘罩和第三吸尘罩，所

述第二吸尘罩和所述第三吸尘罩关于所述第一吸尘罩对称设置，所述第四驱动装置设置有

两个，两个所述第四驱动装置对称设置于所述安装板上，且分别用于驱动所述第二吸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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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述第三吸尘罩朝向所述导轨移动。

[0009]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对导轨上的泡沫碎屑进行吸附清理时，通过第二驱动

装置驱动竖向进给装置朝向一根导轨进行移动，此时，第二吸尘罩与导轨的正上方存在一

定的距离，再通过靠近该跟导轨的第四驱动装置驱动第二吸尘罩朝向导轨移动，使得第二

吸尘罩位于导轨的正上方，从而正对一根导轨在第一驱动装置的驱动下进行吸尘处理；同

理，当对另一根导轨进行吸尘处理时，先通过第二驱动装置驱动竖向进给装置朝向另一根

导轨进行移动，再通过靠近该根导轨的第四驱动装置驱动第三吸尘罩朝向另一根导轨移

动，使得第三吸尘罩位于另一根导轨的正上方，从而正对另一根导轨在第一驱动装置的驱

动下进行吸尘处理。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吸尘管包括一个输出端和三个输入端，所述输出端与

所述吸尘器连通，每个所述输入端分别通过电磁阀与第一吸尘罩、第二吸尘罩和第三吸尘

罩连通。

[0011]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吸尘管有三个输入端，通过在每个输入端均设置有电磁阀，在

雕刻组件对加工件进行雕刻的过程中，可以将三个电磁阀全部打开，使得三个吸尘罩均可

以朝向真空吸附工作台，对雕刻过程中产生的泡沫碎屑进行吸附清理，减少泡沫碎屑的残

留；当需要单独对每根导轨进行清理时，打开靠近导轨相应的电磁阀，使得第二吸尘罩或者

第三吸尘罩单独对其对应的导轨进行清理。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四驱动装置设置为气缸，两个所述第四驱动装置的

活塞杆分别与所述第二吸尘罩和所述第三吸尘罩相连。

[0013]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将第四驱动装置设置有气缸，可以有效实现第二吸尘罩和第

三吸尘罩沿机体的Y方向往复运动，从而使得第二吸尘罩和第三吸尘罩可以分别运动至其

对应导轨的正上方。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竖向进给装置上设置有用于所述安装板沿所述机体的

X轴方向往复运动的第五驱动装置，所述安装板上沿所述机体的Z轴方向设置有用于所述吸

尘罩往复运动的第六驱动装置。

[0015]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当雕刻完成后，需要对真空吸附工作台上残留的泡沫碎屑进

行清理时，启动第五驱动装置，使得安装板沿机体的X轴方向运动，从而使得安装板带动吸

尘罩与雕刻组件的位置相错，再启动第六驱动装置，第六驱动装置驱动吸尘罩沿机体的Z轴

方向朝向真空吸附工作台进行运动，再启动吸尘器，对真空吸附工作台进行清理，同时，可

以通过第一驱动装置，第一驱动装置驱动龙门横吊沿机体的X轴方向进行往复运动，从而带

动吸尘罩也可以沿机体的X轴方向进行来回移动，还可以通过第二驱动装置驱动竖向进给

装置沿机体的Y轴方向进行往复运动，从而带动吸尘器沿机体的Y轴方向进行来回移动，扩

大了吸尘罩的吸尘范围，进一步减少真空吸附工作台上的泡沫碎屑残留。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五驱动装置和所述第六驱动装置均设置为气缸。

[0017]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将第五驱动装置设置为气缸，可以有效实现吸尘罩沿机体的X

轴方向往复运动，将第六驱动装置设置为气缸，可以有效实现吸尘罩沿机体的Z轴方向进行

往复运动。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雕刻组件通过安装套转动连接于所述竖向进给装置

上，所述雕刻组件包括电机和刀具，所述电机的驱动端与所述刀具相连，所述安装套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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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吹风组件，所述吹风组件包括吹风机和吹风管，所述吹风管对准所述刀具远离所述电机

的一端。

[0019]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在刀具对加工件进行雕刻的过程中，在加工件的刀具加工位

置处可能会残留泡沫碎屑，通过设置有吹风组件，启动吹风机，吹风管可以朝向刀具进行吹

风，减少被刀具加工的位置处废屑的残留，从而提高刀具加工的精度，同时也便于操作人员

对加工件的观察。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安装套上设置有用于卡接所述吹风管的管夹。

[0021]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有管夹，便于对吹风管进行卡接，并使其远离吹风机

的一端能朝向刀具处。

[0022]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一、在进行雕刻的过程中，雕刻组件对加工件进行雕刻加工，此时，启动吸尘器，吸

尘器通过吸尘管使得吸尘罩朝向雕刻组件加工的位置进行吸尘；当雕刻完成后，真空吸附

工作台上还残留有很多泡沫碎屑，再启动第四驱动装置，第四驱动装置驱动吸尘罩朝向导

轨的正上方移动，使得吸尘罩对导轨的正上方进行吸尘，减少泡沫碎屑残留于导轨上，可以

有效避免泡沫碎屑对龙门横吊造成影响，具有减少泡沫碎屑残留在机体上的优点;

[0024] 二、当需要对导轨上的泡沫碎屑进行吸附清理时，通过第二驱动装置驱动竖向进

给装置朝向一根导轨进行移动，此时，第二吸尘罩与导轨的正上方存在一定的距离，再通过

靠近该跟导轨的第四驱动装置驱动第二吸尘罩朝向导轨移动，使得第二吸尘罩位于导轨的

正上方，从而正对一根导轨进行吸尘处理；同理，当对另一根导轨进行吸尘处理时，先通过

第二驱动装置驱动竖向进给装置朝向另一根导轨进行移动，再通过靠近该根导轨的第四驱

动装置驱动第三吸尘罩朝向另一根导轨移动，使得第三吸尘罩位于另一根导轨的正上方，

从而正对另一根导轨进行吸尘处理；

[0025] 三、在刀具对加工件进行雕刻的过程中，在加工件的刀具加工位置处可能会残留

泡沫碎屑，通过设置有吹风组件，启动吹风机，吹风管可以朝向刀具进行吹风，减少被刀具

加工的位置处废屑的残留，从而提高刀具加工的精度，同时也便于操作人员对加工件的观

察。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泡沫雕刻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图1中的A部放大图；

[0028] 图3是图1中的B部放大图。

[0029] 附图标记：1、机体；2、真空吸附工作台；3、导轨；4、龙门横吊；5、第一驱动装置；6、

竖向进给装置；7、第二驱动装置；8、雕刻组件；81、电机；82、刀具；9、吸尘组件；91、吸尘器；

92、吸尘罩；921、第一吸尘罩；922、第二吸尘罩；923、第三吸尘罩；10、第三驱动装置；11、安

装板；12、吸尘管；121、输出端；122、输入端；13、第四驱动装置；14、电磁阀；15、第五驱动装

置；16、第六驱动装置；17、安装套；18、吹风组件；181、吹风机；182、吹风管；19、管夹。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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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泡沫雕刻机，包括机体1，机体1上设置有真空吸附工作台2。机体1

沿其X轴方向上设置有两根相互平行的导轨3，两根导轨3之间滑动连接有龙门横吊4。导轨3

上设置有用于龙门横吊4沿机体1的X轴方向往复运动的第一驱动装置5，龙门横吊4滑动连

接有竖向进给装置6，龙门横吊4上设置有用于竖向进给装置6沿机体1的Y轴方向往复运动

的第二驱动装置7。竖向进给装置6上由下至上依次滑动连接有雕刻组件8和吸尘组件9，竖

向进给装置6上设置有用于雕刻组件8和吸尘组件9沿机体1的Z轴方向上往复运动的第三驱

动装置10。在本实施例中，第一驱动装置5、第二驱动装置7、第三驱动装置10和竖向进给装

置6均为丝杠传输系统。

[0032] 结合图1和图2，吸尘组件9包括吸尘器91和吸尘罩92，吸尘罩92通过吸尘管12与吸

尘器91连通。吸尘罩92包括第一吸尘罩921、第二吸尘罩922和第三吸尘罩923，第二吸尘罩

922和第三吸尘罩923关于第一吸尘罩921对称设置，第一吸尘罩921、第二吸尘罩922和第三

吸尘罩923三者的开口方向均朝向雕刻组件8。吸尘管12包括一个输出端121和三个输入端

122，输出端121与吸尘器91连通，每个输入端122分别通过电磁阀14与第一吸尘罩921、第二

吸尘罩922和第三吸尘罩923连通。第一吸尘罩921、第二吸尘罩922和第三吸尘罩923均通过

安装板11螺栓安装于竖向进给装置6上，安装板11沿机体1的Y轴方向对称设置有分别用于

第二吸尘罩922和第三吸尘罩923往复运动的第四驱动装置13，从而驱动第二吸尘罩922和

第三吸尘罩923分别朝向对应的导轨3移动。在本实施例中，第四驱动装置13为气缸，两个第

四驱动装置13的活塞杆分别与第二吸尘罩922和第三吸尘罩923相连。

[0033] 结合图1和图2，竖向进给装置6上设置有用于安装板11沿机体1的X轴方向往复运

动的第五驱动装置15，第五驱动装置15上沿机体1的Z轴方向设置有用于吸尘罩92往复运动

的第六驱动装置16。在本实施例中，第五驱动装置15和第六驱动装置16均设置为气缸。

[0034] 结合图1和图3，雕刻组件8通过安装套17转动连接于竖向进给装置6上，雕刻组件8

包括电机81和刀具82，电机81的驱动端与刀具82相连。安装套17上设置有吹风组件18，吹风

组件18包括吹风机181和吹风管182，吹风管182对准刀具82远离电机81的一端。吹风机181

螺栓连接于安装套17上，安装套17上设置有用于卡接吹风管182的管夹19，便于吹风管182

的固定。

[0035] 具体工作过程：在对加工件进行雕刻的过程中，将加工件放置于真空吸附工作台2

上进行固定。启动电机81，电机81驱动刀具82转动，从而在第一驱动装置5、第二驱动装置7

以及竖向进给装置6的作用下按照设定的程序对加工件进行加工。在此过程中，启动吹风机

181，并通过吹风管182对准刀具82加工的位置进行吹风，减少泡沫碎屑在加工件的加工位

置处残留。同时，打开三个电磁阀14，启动吸尘器91，吸尘罩92在雕刻组件8的正上方对雕刻

过程中产生的泡沫废屑进行吸附清理。

[0036] 当雕刻完成后，真空吸附工作台2上还残留有很多泡沫碎屑。启动为气缸的第五驱

动装置15，使得安装板11沿机体1的X轴方向运动，从而使得安装板11带动吸尘罩92与雕刻

组件8的位置相错。再启动为气缸的第六驱动装置16，第六驱动装置16驱动吸尘罩92沿机体

1的Z轴方向朝向真空吸附工作台2进行运动。再启动吸尘器91，打开三个电磁阀14，从而对

真空吸附工作台2上的泡沫废屑进行吸附处理。同时，可以通过第一驱动装置5，第一驱动装

置5驱动龙门横吊4沿机体1的X轴方向进行往复运动，从而带动吸尘罩92也可以沿机体1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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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方向进行来回移动，还可以通过第二驱动装置7驱动竖向进给装置6沿机体1的Y轴方向进

行往复运动，从而带动吸尘器91沿机体1的Y轴方向进行来回移动，扩大了吸尘罩92的吸尘

范围，进一步减少真空吸附工作台2上的泡沫碎屑残留

[0037] 然后再对两根导轨3进行分别清理，先通过第二驱动装置7驱动竖向进给装置6朝

向一根导轨3进行移动，此时，第二吸尘罩922与导轨3的正上方存在一定的距离，再通过靠

近该跟导轨3的第四驱动装置13驱动第二吸尘罩922朝向导轨3移动，使得第二吸尘罩922位

于导轨3的正上方，从而正对一根导轨3在第一驱动装置5的驱动下进行吸尘处理，在此过程

中，可以将控制第一吸尘管12和第三吸尘管12的电磁阀14进行关闭，只连通第二吸尘管12；

同理，，当对另一根导轨3进行吸尘处理时，先通过第二驱动装置7驱动竖向进给装置6朝向

另一根导轨3进行移动，再通过靠近该根导轨3的第四驱动装置13驱动第三吸尘罩923朝向

另一根导轨3移动，使得第三吸尘罩923位于另一根导轨3的正上方，从而正对另一根导轨3

在第一驱动装置5的驱动下进行吸尘处理，在此过程中，可以将控制第一吸尘管12和第二吸

尘管12的电磁阀14进行关闭，只连通第三吸尘管12。

[0038]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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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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