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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激光切割机，包括机

架，机架上依次设有驱动装置和激光切割装置，

激光切割装置包括激光发生器和与其下端连接

的激光头，激光发生器外侧包覆有箱体；机架一

侧面设有吸尘装置，吸尘装置包括固定在机架侧

面的滤尘箱，滤尘箱上方设有抽风机，抽风机通

过风管与箱体连通，箱体下端沿激光头周向均匀

设置有多个吸尘管；机架另一侧面设有冷却装

置，冷却装置包括固定在机架侧面的水箱，水箱

上方设有压力泵，水箱通过管路连接压力泵，压

力泵通过进水管连接散热盘管，散热盘管另一端

通过出水管连通水箱下端，散热盘管环绕激光发

生器。本实用新型可连续进行激光切割工作，散

热性能好，切割质量高，现场工作环境整洁、美

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11564874 U

2020.09.25

CN
 2
11
56
48
74
 U



1.一种激光切割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上设有驱动装置(2)，所述

驱动装置(2)上设有激光切割装置(  3)，所述驱动装置(2)用于驱动激光切割装置(  3)沿前

后方向或左右方向进行移动，所述激光切割装置(  3)包括激光发生器(31)和与其下端连接

的激光头(32)，所述激光发生器(31)外侧包覆有箱体(4)；所述机架(1)一侧面设有吸尘装

置(5)，所述吸尘装置(5)包括固定在机架(1)侧面的滤尘箱(51)，所述滤尘箱(51)上方设有

抽风机(52)，所述抽风机(52)通过风管(53)与箱体(4)连通，所述箱体(4)下端沿激光头

(32)周向均匀设置有多个吸尘管(54)；所述机架(1)另一侧面设有冷却装置(  6)，所述冷却

装置(  6)包括固定在机架(1)侧面的水箱(61)，所述水箱(61)上方设有压力泵(62)，所述水

箱(61)下端通过管路连接压力泵(62)，所述压力泵(62)通过进水管(63)连接散热盘管

(64)，所述散热盘管(64)另一端通过出水管(65)连通水箱(61)下端，所述散热盘管(64)环

绕激光发生器(3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2)包括机架(1)一侧设

置第一滑轨(21)，所述第一滑轨(21)上滑动连接第一滑块(22)，所述机架(1)另一侧设有与

第一滑轨(21)平行的第一丝杠组件(23)，所述第一丝杠组件(23)螺纹连接第二滑块(24)，

所述第一滑块(22)和第二滑块(24)之间固定连接与第一滑轨(21)垂直的第二丝杠组件

(25)，所述第二丝杠组件(25)上螺纹连接第三滑块，所述第三滑块固定连接激光切割装置

(  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盘管(64)材质为铜材，所述

风管(53)、进水管(63)和出水管(65)均为塑胶材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盘管(64)下方设防护罩(7)，

所述防护罩(7)套设在激光发生器(31)上。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激光切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罩(7)呈小下上大的喇叭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63）和出水管（65）均设为

螺旋状。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4)上与风管(53)连接处设

有里大外小的喇叭状接口。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尘管(54)呈下大上小的喇叭

状。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滤尘箱(51)内设有滤尘袋，所述

滤尘箱(51)上设有排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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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激光切割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激光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激光切割机。

背景技术

[0002] 激光切割是利用经聚焦的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照射于工件上，使被照射的产品迅

速熔化或汽化或烧蚀或达到燃点，同时借助与光束同轴的高速气流吹除熔融物质，从而实

现将工件割开。

[0003] 激光刀头的机械部分与工件无接触，在工作中不会对工件表面造成划伤；激光切

割速度快，切口光滑平整，一般无需后续加工；切割热影响区小，板材变形小，切缝窄；切口

没有机械应力，无剪切毛刺；加工精度高，重复性好，不损伤材料表面。

[0004] 但在切割完时，被切割的物质产生的碎屑无法及时处理清除，影响加工质量。激光

头对产品进行切割一段时间后容易过热，加工一定时间后需要暂停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对产

品进行切割，使得激光切割机的加工效率降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激光切割机，通过设置冷却装置可以使该激光

切割机能够进行连续工作；通过设置吸尘装置可以清除切割的碎屑，保证切割质量，提高现

场整洁性。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本实用新型一种激光切割机，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有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

上设有激光切割装置，所述驱动装置用于驱动激光切割装置沿前后方向或左右方向进行移

动，所述激光切割装置包括激光发生器和与其下端连接的激光头，所述激光发生器外侧包

覆有箱体；所述机架一侧面设有吸尘装置，所述吸尘装置包括固定在机架侧面的滤尘箱，所

述滤尘箱上方设有抽风机，所述抽风机通过风管与箱体连通，所述箱体下端沿激光头周向

均匀设置有多个吸尘管；所述机架另一侧面设有冷却装置，所述冷却装置包括固定在机架

侧面的水箱，所述水箱上方设有压力泵，所述水箱通过管路连接压力泵，所述压力泵通过进

水管连接散热盘管，所述散热盘管另一端通过出水管连通水箱下端，所述散热盘管环绕激

光发生器。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冷却装置可以通过散热盘管对激光发生器进行冷

却，设置吸尘装置可以将激光头附近的粉尘、碎屑吸走，保证切割的质量，同时也防止粉尘

扩散到空气中  ，提高了作业现场的整洁性，还可以将箱体内及散热盘管的热量吸走，从而

降低散热盘管内水的温度，使流回到水箱内的水冷却并可循环利用。

[0009] 通过设置吸尘装置  ，抽风机将切割碎屑吸入箱体并通过风管进入滤尘箱，可以将

激光头附近的粉尘、碎屑吸走，保证切割的质量，同时也防止粉尘扩散到空气中  ，提高了作

业现场的整洁性。还可以将箱体内及散热盘管的热量吸走，从而降低散热盘管内的水的温

度，使水箱内的水可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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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装置包括机架一侧设置第一滑轨，所述第一

滑轨上滑动连接第一滑块，所述机架另一侧设有与第一滑轨平行的第一丝杠组件，所述第

一丝杠组件螺纹连接第二滑块，所述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之间固定连接与第一滑轨垂直的

第二丝杠组件，所述第二丝杠组件上螺纹连接第三滑块，所述第三滑块固定连接激光切割

装置。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激光切割装置可以在第一丝杠组件的作用下进行前后方

向的移动，在第二丝杠组件的作用下进行左右方向的移动，从而实现激光切割装置进行不

同方位的切割工作。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散热盘管材质为铜材，所述风管、进水管和出水管

均为塑胶材质。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铜材散热盘管传热效率高，风管、进水管和出水管采用塑

胶管材，方便跟随激光切割装置的移动。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散热盘管下方设防护罩，所述防护罩套设在激光

发生器上。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防护罩可以避免抽风机吸进箱体内的碎屑碰撞散热

盘管，起到保护散热盘管的作用。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防护罩呈小下上大的喇叭状。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喇叭状防护罩可以将吸入箱体的碎屑沿防护罩侧壁斜向

上吸引，更便于碎屑吸入风管中。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进水管和出水管均设为螺旋状。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螺旋状的进水管和出水管具有良好的伸缩性，能与移动

的激光切割装置很好适应，保证吸尘工作的顺利进行。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箱体上与风管连接处设有里大外小的喇叭状接

口。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喇叭状接口可以使吸进箱体内的碎屑更顺畅地进入风

管，保证风管通道的顺畅。

[002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吸尘管呈下大上小的喇叭状。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喇叭状的吸尘管使吸附面积更大，更易吸入碎屑。

[002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滤尘箱内设有滤尘袋，所述滤尘箱上设有排风口。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激光切割装置切割的碎屑经抽风机吸入至滤尘箱内的滤

尘袋，吸入的气体经排风口排出。

[0026]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7]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冷却装置，压力泵将水箱中的水压入散热盘管，散热盘管内

的水与激光发生器产生的热量进行交换，用以降低激光发生器产生的热量。

[0028] 通过设置吸尘装置  ，抽风机将切割碎屑吸入箱体并通过风管进入滤尘箱，可以将

激光头附近的粉尘、碎屑吸走，保证切割的质量，同时也防止粉尘扩散到空气中，提高了作

业现场的整洁性；还可以将箱体内及散热盘管的热量吸走，从而降低散热盘管内的水的温

度，使水箱内的水可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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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去除箱体前侧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示，1、机架；2、驱动装置；21、第一滑轨；22、第一滑块；23、第一丝杠组件；24、第

二滑块；25、第二丝杠组件；  3、激光切割装置；31、激光发生器；32、激光头；4、箱体；5、吸尘

装置；51、滤尘箱；52、抽风机；53、风管；54、吸尘管；  6、冷却装置；61、水箱；62、压力泵；63、

进水管；64、散热盘管；65、出水管；7、防护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如图1、2所示，一种激光切割机，包括机架1，机架1上设有驱动装置2，驱动装置2上

设有激光切割装置3，驱动装置2用于驱动激光切割装置3沿前后方向或左右方向进行移动，

激光切割装置3包括激光发生器31和与其下端连接的激光头32，激光发生器31外侧包覆有

箱体4；机架1一侧面设有吸尘装置5，吸尘装置5包括固定在机架1侧面的滤尘箱51，滤尘箱

51上方设有抽风机52，抽风机52通过风管53与箱体4连通，箱体4下端沿激光头32周向均匀

设置有多个吸尘管54；机架1另一侧面设有冷却装置6，冷却装置6包括固定在机架1侧面的

水箱61，水箱61上方设有压力泵62，水箱61通过管路连接压力泵62，压力泵62通过进水管63

连接散热盘管64，散热盘管64另一端通过出水管65连通水箱61下端，散热盘管64环绕激光

发生器31，为了使散热盘管64的散热效果更好，可以在散热盘管64和激光发生器31之间涂

覆散热膏提高热交换效率。

[0034] 吸尘装置5可以将激光头32附近的粉尘、碎屑吸走，保证切割的质量，同时也防止

粉尘扩散到空气中  ，提高了作业现场的整洁性，还可以将箱体4内及散热盘管64中水的热

量吸走，从而降低散热盘管64内的水的温度，使水箱61内的水可循环利用。

[0035] 本实施例的驱动装置2包括机架1一侧设置第一滑轨21，第一滑轨21上滑动连接第

一滑块22，机架1另一侧设有与第一滑轨21平行的第一丝杠组件23，第一丝杠组件23螺纹连

接第二滑块24，第一滑块22和第二滑块24之间固定连接与第一滑轨21垂直的第二丝杠组件

25，第二丝杠组件25上螺纹连接第三滑块（图中未画出），第三滑块固定连接激光切割装置

3。

[0036] 激光切割装置3可以在第一丝杠组件23的作用下进行前后方向的移动，在第二丝

杠组件25的作用下进行左右方向的移动，实现激光切割装置3对不同方位的切割任务。

[0037] 散热盘管64材质优选采用传热效率高铜材，风管53、进水管63和出水管65优选采

用塑胶材质，方便其跟随激光切割装置3的移动。

[0038] 散热盘管64下方设防护罩7，防护罩7套设在激光发生器31上，可以避免抽风机52

吸进箱体4内的碎屑碰撞散热盘管64，有效保护散热盘管64的使用安全。

[0039] 本实施力度防护罩7呈小下上大的喇叭状，可以将吸入箱体4的碎屑斜向上吸引，

更便于碎屑吸入风管53中。

[0040] 进水管和出水管65均设为螺旋状，螺旋状的进水管和出水管65具有良好的伸缩

性，能与移动的激光切割装置3很好适应。

[0041] 本实施例中，箱体4上与风管53连接处设有里大外小的喇叭状接口，喇叭状接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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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吸进箱体4内的碎屑更顺畅地进入风管53，保证吸尘通道的顺畅；吸尘管54呈下大上小

的喇叭状，使吸附面积更大，更易吸入碎屑。

[0042] 滤尘箱51内设有滤尘袋，滤尘箱51上设有排风口，激光切割装置3切割的碎屑经抽

风机52吸入至滤尘箱51内的滤尘袋，在排风口上还设有滤片，经抽风机52吸进的气体经过

滤片净化空气后，从排风口排出。

[004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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