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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属于机械废料

清理技术领域，解决了现有的数控机床用机床排

屑清理装置使用时，清洁液中溶质与溶液不易混

合均匀，导致其使用效率较低；而且废屑遇液体

较易与清理铁屑装置内壁粘黏，从而导致其实用

性较差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包括清理腔；清理腔

的一侧与卸料装置固定连接，清理腔的上端与进

料腔连通，进料腔的一端与进料门固定连接，清

理腔内设置有清理装置，清理腔的下端设置有振

动装置，清理腔的下端与分类装置连通；本实用

新型通过设置清理装置，通过驱动清理装置中的

搅拌电机，最终带动清洗刷的整体转动，将铁屑

上的油污洗净，并且通过清洗刷的搅动使清理腔

中溶剂与水充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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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清理腔(1)、清理装置(2)、振动装置

(3)和分类装置(4)；所述清理腔(1)的一侧与卸料装置(7)固定连接，所述清理腔(1)的上端

与进料腔(5)连通，所述进料腔(5)的一端与进料门(6)固定连接，所述清理腔(1)内设置有

清理装置(2)，所述清理腔(1)的下端设置有振动装置(3)，所述清理腔(1)的下端与分类装

置(4)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理装置(2)

包括搅拌电机(21)、传动斜齿轮(22)和清洗刷(23)；所述清理腔(1)的上端与保护壳固定连

接，所述保护壳内设置有搅拌电机(21)，所述搅拌电机(21)的主轴与传动斜齿轮(22)键连

接，所述传动斜齿轮(22)的一端与第一斜齿轮(27)啮合，所述清理腔(1)内设置有安装块

(25)，所述安装块(25)加工有若干组安装槽，每组所述安装槽内设置有轴承，每组轴承内设

置有传动轴(26)，其中一组传动轴(26)的一端与第一斜齿轮(27)键连接，一组所述传动轴

(26)的另一端与第二斜齿轮(28)键连接，所述第一斜齿轮(27)与第二斜齿轮(28)上均设置

有若干组搅拌清洗刷(2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装置(3)

包括振动架(31)、振动电机(32)、导力板(33)和振动板(34)；所述振动架(31)的上端设置有

两组电机台座，每组所述电机台座内设置有振动电机(32)，每组所述振动电机(32)的上端

均与导力板(33)固定连接，所述导力板(33)的上端与清理腔(1)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类装置(4)

包括分类管(41)、过滤网(42)和取料板(43)；所述清理腔(1)与分类管(41)贯通连接，所述

清理腔(1)内还设置有过滤网(42)，所述清理腔(1)还与取料门(44)铰接，所述取料门(44)

内设置有第一挂钩，所述第一挂钩与第二挂钩的一端卡接，所述第二挂钩的另一端与取料

杆(45)固定连接，所述取料杆(45)与取料板(43)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类管(41)内

设置有若干组过滤网(4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卸料装置(7)

包括提升装置(71)、卸料轴(72)、卸料柄(73)和卸料轮(74)；所述清理腔(1)的一侧设置有

两组安装杆(75)，两组所述安装杆(75)之间设置有两组连接杆(76)，两组所述连接杆(76)

之间设置有提升装置(71)，所述提升装置(71)与装料斗(77)固定连接，每组所述连接杆

(76)的外侧与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卸料轴(72)的两侧均设置在安装板内，所述卸料轴

(72)与装料斗(77)固定连接，所述卸料轴(72)的端面与卸料柄(73) 固定连接，一组所述安

装板的上侧设置有卸料轮(7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装置(71)

包括手轮(8)、第一链轮(9)、第二链轮(10)和链条(11)；两组所述连接杆(76)与保护架固定

连接，所述保护架内分别设置有第一传动杆和第二传动杆，所述第二传动杆的一侧与摇把

(12)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摇把(12)的另一端穿过连接杆(76)与手轮(8)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传动杆和第二传动杆上分别设置有第一链轮(9)和第二链轮(10)，所述第一链轮(9)和第

二链轮(10)通过链条(11)连接，所述链条(11)的一端与所述装料斗(77)固定连接，所述链

条(11)的另一端与第二链轮(10)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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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机械废料清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数控机床用机床排屑清理装置是一种用于数控机床使用完毕后，对工

作台上的排屑废屑进行处理，使其能够更好的进行工作的辅助装置，其在数控机床使用的

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0003] 现有的数控机床用机床排屑清理装置使用时，清洁液中溶质与溶液不易混合均

匀，导致其使用效率较低；而且废屑遇液体较易与清理铁屑装置内壁粘黏，从而导致其实用

性较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本

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清理装置，通过驱动清理装置中的搅拌电机，最终带动清洗刷的整体转

动，将铁屑上的油污洗净，并且通过清洗刷的搅动使清理腔中溶剂与水充分混合。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包括清理腔、清理装置、振动装置和分类装置；所述

清理腔的上端与进料腔连通，所述进料腔的一端与进料门固定连接，所述清理腔内设置有

清理装置，所述清理腔的下端设置有振动装置，所述清理腔的下端与分类装置连通。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清理装置包括搅拌电机、传动斜齿轮和清洗刷；所述清理腔的上端

与保护壳固定连接，所述保护壳内设置有搅拌电机，所述搅拌电机的主轴与传动斜齿轮键

连接，所述传动斜齿轮的一端与第一斜齿轮啮合，所述清理腔内设置有安装块，所述安装块

加工有若干组安装槽，每组所述安装槽内设置有轴承，每组轴承内设置有传动轴，其中一组

传动轴的一端与第一斜齿轮键连接，一组所述传动轴的另一端与第二斜齿轮键连接，所述

第一斜齿轮与第二斜齿轮上均设置有若干组搅拌清洗刷。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振动装置包括振动架、振动电机、导力板和振动板；所述振动架的

上端设置有两组电机台座，每组所述电机台座内设置有振动电机，每组所述振动电机的上

端均与导力板固定连接，所述导力板的上端与清理腔固定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分类装置包括分类管、过滤网和取料板；所述清理腔与分类管贯通

连接，所述清理腔内还设置有过滤网，所述清理腔还与取料门铰接，所述取料门内设置有第

一挂钩，所述第一挂钩与第二挂钩的一端卡接，所述第二挂钩的另一端与取料杆固定连接，

所述取料杆与取料板固定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分类管内设置有若干组过滤网。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卸料装置包括提升装置、卸料轴、卸料柄和卸料轮；所述清理腔的

一侧设置有两组安装杆，两组所述安装杆之间设置有两组连接杆，两组所述连接杆之间设

置有提升装置，所述提升装置与装料斗固定连接，每组所述连接杆的外侧与安装板固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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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卸料轴的两侧均设置在安装板内，所述卸料轴与装料斗固定连接，所述卸料轴的端

面与卸料柄固定连接，一组所述安装板的上侧设置有卸料轮。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提升装置包括手轮、第一链轮、第二链轮和链条；两组所述连接杆

与保护架固定连接，所述保护架内分别设置有第一传动杆和第二传动杆，所述第二传动杆

的一侧与摇把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摇把的另一端穿过连接杆与手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一

传动杆和第二传动杆上分别设置有第一链轮和第二链轮，所述第一链轮和第二链轮通过链

条连接，所述链条的一端与所述装料斗固定连接，所述链条的另一端与第二链轮固定连接。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清理装置；通过驱动清理装置中的搅拌电机，搅拌电机的

主轴通过与传动斜齿轮键连接能够带动传动斜齿轮的转动，传动斜齿轮能够带动第一斜齿

轮转动，第一斜齿轮通过与第二斜齿轮的转动，第一斜齿轮与第二斜齿轮上的清洗刷能够

随之旋转，对药品与水进行充分混合，还能够将铁屑的油渍和污渍进行清洗，第一斜齿轮与

第三斜齿轮啮合，第三斜齿轮与传动轴的一端键连接，传动轴的另一端与第四斜齿轮键连

接，第三斜齿轮与第四斜齿轮上设置有若干组清洗刷，依次设置，使清理腔中药品与水充分

混合。

[0015]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振动装置；两组振动装置中的振动电机串联并与制动按钮

串联，按动制动按钮，两组振动电机同步反向旋转，振动电机的偏心块产生的激振力在平行

电机轴线的方向相互抵消，在垂直于振动电机轴的方向叠为一合力，故本振动装置为直线

振动电机带动振动板进行水平振动，进一步带动清理腔振动，防止铁屑粘在清理腔的壁上，

久而久之，铁屑生锈，不利于回收。

[0016] 3)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分类装置；细小铁屑通过分类装置中的过滤网进入到清理

腔的下端，体积较大成型的在过滤网的上端，清理结束后，打开分类管的开关阀，清理液连

同细小铁屑进入到分类管筒，清理液进入到收集筒里。细小铁屑在过滤网中，进一步回收。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振动装置的侧视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取料板的俯视图；

[0020] 图4是图1的放大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卸料装置的左侧图。

[0022] 图中：1-清理腔；2-清理装置；3-振动装置；4-分类装置；5-进料腔；6-进料门；7- 

卸料装置；8-手轮；9-第一链轮；10-第二链轮；11-链条；21-搅拌电机；22-传动斜齿轮；  23-

清洗刷；25-安装块；26-传动轴；27-第一斜齿轮；28-第二斜齿轮；31-振动架；32-振动电机；

33-导力板；34-振动板；41-分类管；42-过滤网；43-取料板；44-取料门；45-  取料杆；71-提

升装置；72-卸料轴；73-卸料柄；74-卸料轮；75-安装杆；76-连接杆；77-  装料斗。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4] 结合图1至图5所示，本实施例公开的一种数控机床排屑清理装置，包括清理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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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装置2、振动装置3和分类装置4；所述清理腔1的上端与进料腔5连通，所述进料腔5的一

端与进料门6固定连接，所述清理腔1内设置有清理装置2，所述清理腔1的下端设置有振动

装置3，所述清理腔1的下端与分类装置4连通；打开进料门6，通过进料腔5将铁屑倒入清理

腔1内，通过清理装置2将铁屑进行清洗，清理装置2还能够将清洗剂与水进行充分混合，通

过振动装置3将清理腔1进行振动，防止铁屑粘在清理腔1的壁上，清理装置2结束后，通过分

类装置4将细小铁屑与铁屑条分类处理。

[0025] 具体的，所述清理装置2包括搅拌电机21、传动斜齿轮22和清洗刷23；所述清理腔 

1的上端与保护壳固定连接，所述保护壳内设置有搅拌电机21，所述搅拌电机21的主轴与传

动斜齿轮22键连接，所述传动斜齿轮22的一端与第一斜齿轮27啮合，所述清理腔  1内设置

有安装块25，所述安装块25加工有若干组安装槽，每组所述安装槽内设置有轴承，每组轴承

内设置有传动轴26，其中一组传动轴26的一端与第一斜齿轮27键连接，一组所述传动轴26

的另一端与第二斜齿轮28键连接，所述第一斜齿轮27与第二斜齿轮  28上均设置有若干组

搅拌清洗刷23；通过驱动搅拌电机21，搅拌电机21的主轴通过与传动斜齿轮22键连接能够

带动传动斜齿轮22的转动，传动斜齿轮22能够带动第一斜齿轮27转动，第一斜齿轮27通过

与第二斜齿轮28的转动，第一斜齿轮27与第二斜齿轮28上的清洗刷能够随之旋转，对药品

与水进行充分混合，还能够将铁屑的油渍和污渍进行清洗，第一斜齿轮27的直径大于第二

斜齿轮28的直径，防止第二斜齿轮与第四斜齿轮啮合导致第四斜齿轮被卡住，无法运转，第

一斜齿轮27与第三斜齿轮啮合，第三斜齿轮与传动轴26的一端键连接，传动轴26的另一端

与第四斜齿轮键连接，第三斜齿轮与第四斜齿轮上设置有若干组清洗刷23，依次设置，使清

理腔中药品与水充分混合。

[0026] 具体的，所述振动装置3包括振动架31、振动电机32、导力板33和振动板34；所述振

动架31的上端设置有两组电机台座，每组所述电机台座内设置有振动电机32，每组所述振

动电机32的上端均与导力板33固定连接，所述导力板33的上端与清理腔1固定连接,；两组

振动电机32串联并与制动按钮串联，按动制动按钮，两组振动电机32同步反向旋转，振动电

机32的偏心块产生的激振力在平行电机轴线的方向相互抵消，在垂直于振动电机32轴的方

向叠为一合力，故本振动装置3为直线振动电机32带动振动板34  进行水平振动，进一步带

动清理腔振动，防止铁屑粘在清理腔1的壁上，久而久之，铁屑生锈，不利于回收。

[0027] 具体的，所述分类装置4包括分类管41、过滤网42和取料板43；所述清理腔1  与分

类管41贯通连接，所述清理腔1内还设置有过滤网42，所述清理腔1还与取料门44铰接，所述

取料门44内设置有第一挂钩，所述第一挂钩与第二挂钩的一端卡接，所述第二挂钩的另一

端与取料杆45固定连接，所述取料杆45与取料板43固定连接；细小铁屑通过过滤网42进入

到清理腔的下端，体积较大成型的在过滤网42的上端，清理结束后，打开分类管41的开关

阀，清理液连同细小铁屑进入到分类管41筒，清理液进入到收集筒里，细小铁屑在过滤网

中，进一步回收。

[0028] 具体的，所述分类管41内设置有若干组过滤网42；细小铁屑在过滤网42中，进一步

回收，一段时间后，对过滤网42进行更换。

[0029] 具体的，所述卸料装置7包括提升装置71、卸料轴72、卸料柄73和卸料轮74；所述清

理腔1的一侧设置有两组安装杆75，两组所述安装杆75之间设置有两组连接杆76，两组所述

连接杆76之间设置有提升装置71，所述提升装置71与装料斗77固定连接，每组所述连接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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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的外侧与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卸料轴72的两侧均设置在安装板内，所述卸料轴72与装

料斗77固定连接，所述卸料轴72的端面与卸料柄73固定连接，一组所述安装板的上侧设置

有卸料轮74；通过将铁屑加入到装料斗77中，通过提升装置71能够将装料斗77和卸料轴72

均向上提起，当卸料柄73与卸料轮74相接触时，卸料轮74  能够将卸料柄73的一端下压，此

时卸料柄73的另一端向上抬起，带动卸料轴72旋转，卸料轴72带动装料斗77旋转，将装料斗

77中的铁屑通过进料腔进入到清理装置2中，节约人力。

[0030] 具体的，所述提升装置71包括手轮8、第一链轮9、第二链轮10和链条11；两组所述

连接杆76与保护架固定连接，所述保护架内分别设置有第一传动杆和第二传动杆，所述第

二传动杆的一侧与摇把12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摇把12的另一端穿过连接杆76与手轮8固

定连接，所述第一传动杆和第二传动杆上分别设置有第一链轮9和第二链轮10，所述第一链

轮9和第二链轮10通过链条11连接，所述链条11的一端与所述装料斗77  固定连接，所述链

条11的另一端与第二链轮10固定连接；通过手动转动手轮8，手轮8  通过摇把12固定连接进

而带动摇把12转动，摇把12与第二传动杆固定连接带动第二传动杆的转动，进而带动第二

链轮10的转动，第二链轮10与第一链轮9通过链条11传动能够带动第一链轮9的转动，将装

料斗77和卸料轴72向上拉动，代替人力向上提升。

[0031] 本装置的工作过程为：

[0032] 首先，打开进料门6，通过将铁屑加入到装料斗77中，手动转动手轮8，手轮8通过摇

把12固定连接进而带动摇把12转动，摇把12与第二传动杆固定连接带动第二传动杆的转

动，进而带动第二链轮10的转动，第二链轮10与第一链轮9通过链条11传动能够带动第一链

轮9的转动，将装料斗77和卸料轴72向上拉动，代替人力向上提升，当卸料柄73与卸料轮74

相接触时，卸料轮74能够将卸料柄73的一端下压，此时卸料柄73的另一端向上抬起，带动卸

料轴72旋转，卸料轴72带动装料斗77旋转，通过进料腔5将铁屑倒入清理腔1内，通过驱动搅

拌电机21，搅拌电机21的主轴通过与传动斜齿轮22  键连接能够带动传动斜齿轮22的转动，

传动斜齿轮22能够带动第一斜齿轮27转动，第一斜齿轮27通过与第二斜齿轮28的转动，第

一斜齿轮27与第二斜齿轮28上的清洗刷能够随之旋转，对药品与水进行充分混合，还能够

将铁屑的油渍和污渍进行清洗，第一斜齿轮27的直径大于第二斜齿轮28的直径，防止第二

斜齿轮与第四斜齿轮啮合导致第四斜齿轮被卡住，无法运转，第一斜齿轮27与第三斜齿轮

啮合，第三斜齿轮与传动轴26的一端键连接，传动轴26的另一端与第四斜齿轮键连接，第三

斜齿轮与第四斜齿轮上设置有若干组清洗刷23，依次设置，使清理腔中药品与水充分混合，

两组振动电机32串联并与制动按钮串联，按动制动按钮，两组振动电机32同步反向旋转，振

动电机32的偏心块产生的激振力在平行电机轴线的方向相互抵消，在垂直于振动电机32轴

的方向叠为一合力，故本振动装置3为直线振动电机32带动振动板34进行水平振动，进一步

带动清理腔振动，防止铁屑粘在清理腔1的壁上，久而久之，铁屑生锈，不利于回收，清理装

置2结束后，细小铁屑通过过滤网42进入到清理腔的下端，体积较大成型的在过滤网42的上

端，清理结束后，打开分类管41的开关阀，清理液连同细小铁屑进入到分类管41筒，清理液

进入到收集筒里，细小铁屑在过滤网中，进一步回收。

[0033] 以上实施例只是对本专利的示例性说明，并不限定它的保护范围，本领域技术人

员还可以对其局部进行改变，只要没有超出本专利的精神实质，都在本专利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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