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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CNC车床，包括一体

化制成的机床本体，还包括安装在机床本体上的

顶针机构、卡盘机构和刀塔机构，顶针机构和卡

盘机构配合固定住物料，刀塔机构用于物料的加

工，机床本体包括排料槽，排料槽和机床本体一

体化设置，排料槽的进料口处于物料加工位置的

下方，排料槽的出料口处于机床本体的后方，排

料槽的底部呈由进料口至出料口的向下的倾斜

面，排料槽的进料口的两侧设置成斜面，进料口

的周围设置有一体化的槽壁。本实用新型结构简

单，无需手动操作就可以进行料屑的排出，并且

不需要增加其他结构，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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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NC车床，包括一体化制成的机床本体，还包括安装在所述机床本体上的顶针机

构、卡盘机构和刀塔机构，所述顶针机构和所述卡盘机构配合固定住物料，所述刀塔机构用

于物料的加工，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床本体包括排料槽，所述排料槽和所述机床本体一体化设置，所述排料槽的进

料口处于物料加工位置的下方，所述排料槽的出料口处于所述机床本体的后方，所述排料

槽的底部呈由进料口至出料口的向下的倾斜面，所述排料槽的进料口的两侧设置成斜面，

所述进料口的周围设置有一体化的槽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NC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针机构包括顶针导轨组件和

顶针驱动组件，还包括安装在所述顶针导轨组件上的顶针固定组件，所述顶针驱动组件驱

动所述顶针固定组件在所述导轨组件上运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CNC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针驱动组件包括顶针驱动马

达，所述顶针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安装有顶针丝杆，所述顶针丝杆的另一端安装在丝杆轴

承上，所述顶针固定组件的底部安装在所述顶针丝杆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CNC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针固定组件包括安装在所述

顶针导轨组件上的顶针固定座，所述顶针固定座的底部安装有顶针固定板，所述顶针固定

板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顶针导轨组件上，所述顶针固定组件还包括安装在所述顶针固定座

上的液压顶针。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CNC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盘机构包括卡盘安装座，所述

卡盘安装座上安装有主轴，所述主轴的一端安装有卡盘，所述主轴的另一端安装有回转缸，

所述卡盘用于夹紧物料，所述液压顶针和所述卡盘配合固定物料。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CNC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盘机构还包括有主轴驱动马

达，所述主轴驱动马达的输出轴通过传动件和所述主轴的另一端之间传动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NC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刀塔机构包括Z轴导向组件，还

包括安装在所述Z轴导向组件上的X轴导向组件，所述X轴导向组件上安装有刀具组件。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CNC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Z轴导向组件包括Z轴导轨，还包

括安装在所述Z轴导轨一端的Z轴驱动马达，所述Z轴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安装有Z轴丝杆，

所述Z轴丝杆的另一端安装在丝杆轴承座上。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CNC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X轴导向组件包括X轴固定座，所

述X轴固定座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Z轴导轨上，所述X轴固定座还安装在所述Z轴丝杆上，所

述X轴固定座上安装有X轴驱动马达，所述X轴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安装有X轴丝杆，所述X轴

固定座上设置有X轴导轨。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CNC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刀具组件包括刀具固定座，所

述刀具固定座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X轴导轨上，所述刀具固定座底部安装在所述X轴丝杆

上，所述刀具固定座上固定有刀塔，所述刀塔上安装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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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NC车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车床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CNC车床。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机械生产加工领域，一般用车床设备来对物料进行加工处理。物料加工后

会产生料屑，现有的车床设备采用在物料加工的位置下方设置物料盒，当盛满料屑后，操作

者再拖出物料盒对料屑进行处理，需要手动拖动物料盒，比较麻烦。在专利申请

CN201720935621.8中记载有一种CNC加工车床，通过输送带将物料加工完成后的料屑输送

到接屑车内，然后拖出接屑车对料屑进行处理。这种CNC加工车床虽然解决了手动拖动物料

盒的问题，但是通过输送带进行输出料屑，增加了电机等结构，使得结构复杂化，也增加了

生产的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生产成本低、一体化的用于加工的CNC

车床。

[0004]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CNC车床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CNC车床，包括一体化制成的机床本体，还包括安装在所述机床本体上的顶针

机构、卡盘机构和刀塔机构，所述顶针机构和所述卡盘机构配合固定住物料，所述刀塔机构

用于物料的加工。

[0006] 所述机床本体包括排料槽，所述排料槽和所述机床本体一体化设置，所述排料槽

的进料口处于物料加工位置的下方，所述排料槽的出料口处于所述机床本体的后方，所述

排料槽的底部呈由进料口至出料口的向下的倾斜面，所述排料槽的进料口的两侧设置成斜

面，所述进料口的周围设置有一体化的槽壁。

[000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顶针机构包括顶针导轨组件和顶针驱动组件，还包括安装在

所述顶针导轨组件上的顶针固定组件，所述顶针驱动组件驱动所述顶针固定组件在所述导

轨组件上运动。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顶针驱动组件包括顶针驱动马达，所述顶针驱动马达的输出

轴上安装有顶针丝杆，所述顶针丝杆的另一端安装在丝杆轴承上，所述顶针固定组件的底

部安装在所述顶针丝杆上。

[000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顶针固定组件包括安装在所述顶针导轨组件上的顶针固定

座，所述顶针固定座的底部安装有顶针固定板，所述顶针固定板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顶针

导轨组件上，所述顶针固定组件还包括安装在所述顶针固定座上的液压顶针。

[001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卡盘机构包括卡盘安装座，所述卡盘安装座上安装有主轴，所

述主轴的一端安装有卡盘，所述主轴的另一端安装有回转缸，所述卡盘用于夹紧物料，所述

液压顶针和所述卡盘配合固定物料。

[001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卡盘机构还包括有主轴驱动马达，所述主轴驱动马达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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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通过传动件和所述主轴的另一端之间传动连接。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刀塔机构包括Z轴导向组件，还包括安装在所述Z轴导向组件

上的X轴导向组件，所述X轴导向组件上安装有刀具组件。

[001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Z轴导向组件包括Z轴导轨，还包括安装在所述Z轴导轨一端的

Z轴驱动马达，所述Z轴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安装有Z轴丝杆，所述Z轴丝杆的另一端安装在

丝杆轴承座上。

[001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X轴导向组件包括X轴固定座，所述X轴固定座通过滑块安装在

所述Z轴导轨上，所述X轴固定座还安装在所述Z轴丝杆上，所述  X轴固定座上安装有X轴驱

动马达，所述X轴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安装有X轴丝杆，所述X轴固定座上设置有X轴导轨。

[0015]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刀具组件包括刀具固定座，所述刀具固定座通过滑块安装在

所述X轴导轨上，所述刀具固定座底部安装在所述X轴丝杆上，所述刀具固定座上固定有刀

塔，所述刀塔上安装有刀。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CNC车床，卡盘机构用于夹紧物料，卡盘机构和顶针机构配合

固定物料，物料固定更牢固，加工更加方便。当物料固定好后，通过刀塔机构对物料进行加

工切割，料屑会直接从加工位置下方的排料槽的进料口进入排料槽，由于排料槽的底部呈

倾斜面，且由进料口至出料口向下倾斜，料屑不需要操作者手动操作，就能自动从排料槽的

出料口排出。并且，在物料的加工过程中，还会有冷却液滴落，排料槽与机床本体一体化制

成没有缝隙，当冷却液低落时通过排料槽直接排出，不会进入机床本体内部从而损坏设备，

提高了使用寿命。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无需增加其他结构，降低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CNC车床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CNC车床的机床本体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阐述和说明：

[0020] 请参考图1、2，一种CNC车床，包括一体化制成的机床本体100，还包括安装在所述

机床本体100上的顶针机构200、卡盘机构300和刀塔机构400，所述顶针机构200和所述卡盘

机构300配合固定住物料，所述刀塔机构400用于物料的加工和切割。

[0021] 所述机床本体100包括排料槽110，所述排料槽110和所述机床本体100  一体化设

置，所述排料槽110的进料口111处于物料加工位置的下方，所述排料槽110的出料口112处

于所述机床本体100的后方，所述排料槽110的底部  113呈由进料口111至出料口112的向下

的倾斜面，所述排料槽110的进料口  111的两侧设置成斜面114，所述进料口111的周围设置

有一体化的槽壁115。

[0022] 所述顶针机构200包括顶针导轨组件210和顶针驱动组件220，还包括安装在所述

顶针导轨组件210上的顶针固定组件230，所述顶针驱动组件220驱动所述顶针固定组件230

在所述导轨组件210上运动。

[0023] 所述顶针驱动组件220包括顶针驱动马达221，所述顶针驱动马达221的输出轴上

安装有顶针丝杆222，所述顶针丝杆222的另一端安装在丝杆轴承上，所述顶针固定组件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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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部安装在所述顶针丝杆222上。

[0024] 所述顶针固定组件230包括安装在所述顶针导轨组件210上的顶针固定座231，所

述顶针固定座231的底部安装有顶针固定板232，所述顶针固定板232  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

顶针导轨组件210上，所述顶针固定组件230还包括安装在所述顶针固定座231上的液压顶

针232。

[0025] 所述卡盘机构300包括卡盘安装座310，所述卡盘安装座310上安装有主轴320，所

述主轴320的一端安装有卡盘330，所述主轴320的另一端安装有回转缸340，所述卡盘330用

于夹紧物料，所述液压顶针232和所述卡盘330  配合固定物料。

[0026] 所述卡盘机构300还包括有主轴驱动马达350，所述主轴驱动马达350的输出轴通

过传动件和所述主轴320的另一端之间传动连接。

[0027] 所述刀塔机构400包括Z轴导向组件410，还包括安装在所述Z轴导向组件410上的X

轴导向组件420，所述X轴导向组件420上安装有刀具组件430。

[0028] 所述Z轴导向组件410包括Z轴导轨411，还包括安装在所述Z轴导轨411  一端的Z轴

驱动马达412，所述Z轴驱动马达412的输出轴上安装有Z轴丝杆  413，所述Z轴丝杆413的另

一端安装在丝杆轴承座上。

[0029] 所述X轴导向组件420包括X轴固定座421，所述X轴固定座421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

Z轴导轨411上，所述X轴固定座421还安装在所述Z轴丝杆413  上，所述X轴固定座421上安装

有X轴驱动马达422，所述X轴驱动马达422 的输出轴上安装有X轴丝杆423，所述X轴固定座

421上设置有X轴导轨424。

[0030] 所述刀具组件430包括刀具固定座431，所述刀具固定座431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X

轴导轨424上，所述刀具固定座431底部安装在所述X轴丝杆423  上，所述刀具固定座431上

固定有刀塔432，所述刀塔432上安装有刀。

[0031]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CNC车床，卡盘机构用于夹紧物料，卡盘机构和顶针机构配合

固定物料，物料固定更牢固，加工更加方便。当物料固定好后，通过刀塔机构对物料进行加

工切割，料屑会直接从加工位置下方的排料槽的进料口进入排料槽，由于排料槽的底部呈

倾斜面，且由进料口至出料口向下倾斜，料屑不需要操作者手动操作，就能自动从排料槽的

出料口排出。并且，在物料的加工过程中，还会有冷却液滴落，排料槽与机床本体一体化制

成没有缝隙，当冷却液低落时通过排料槽直接排出，不会进入机床本体内部从而损坏设备，

提高了使用寿命。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无需增加其他结构，降低了生产成本。

[0032]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实

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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