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610330.7

(22)申请日 2019.09.26

(73)专利权人 东莞市巨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塘唇村

金富西路9号广怡科技园1号车间

(72)发明人 曾志军　

(51)Int.Cl.

B23D 79/00(2006.01)

B23Q 5/34(2006.01)

B23Q 11/00(2006.01)

B23Q 1/7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

设备，包括底座，底座设有增强刚性的拱形肋骨，

底座上设有水平移动机构与螺杆排屑机构，螺杆

排屑机构设在水平移动机构的两侧，水平移动机

构上设有工作台，工作台通过水平移动机构在底

座上做X轴或Y轴方向的进给运动，底座的一侧设

有立柱，立柱内部设有层状肋骨结构，立柱侧面

设有纵向移动机构，纵向移动机构上设有切削机

构，切削机构通过纵向移动机构在立柱上做Z轴

方向的升降运动，本实用新型结构强度高，工作

稳定性好，定位精度高，适用于细切削加工与重

切削加工，适用范围广，有效提高工件的加工精

度，减少工件的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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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所述底座设有增强刚性的拱

形肋骨，所述底座上设有水平移动机构与螺杆排屑机构，所述螺杆排屑机构设在水平移动

机构的两侧，所述水平移动机构上设有工作台，所述工作台通过水平移动机构在底座上做X

轴或Y轴方向的进给运动，所述底座的一侧设有立柱，所述立柱内部设有层状肋骨结构，所

述立柱侧面设有纵向移动机构，所述纵向移动机构上设有切削机构，所述切削机构通过纵

向移动机构在立柱上做Z轴方向的升降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移动机构包

括X轴移动机构与Y轴移动机构，所述X轴移动机构设在底座上，所述Y轴移动机构设在X轴移

动机构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X轴移动机构包

括X轴驱动组件与X轴移动台，所述X轴驱动组件包括X轴线轨、X轴滚珠螺杆与X轴驱动装置，

两根所述X轴线轨平行设在底座上，两根X轴线轨的间距为850-900mm，所述X轴滚珠螺杆通

过连接座设在两根X轴线轨之间，所述X轴移动台通过螺母座与滚珠螺杆的螺母连接且通过

滑块在X轴线轨上定向移动，所述X轴驱动装置与X轴滚珠螺杆传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Y轴移动机构包

括Y轴驱动组件与工作台，所述Y轴驱动组件包括Y轴线轨、Y轴滚珠螺杆与Y轴驱动装置，两

根所述Y轴线轨平行设在X轴移动台上，两根Y轴线轨的间距为850-900mm，所述Y轴滚珠螺杆

通过连接座设在两根Y轴线轨之间，所述工作台通过螺母座与Y轴滚珠螺杆的螺母连接且通

过滑块在Y轴线轨上定向移动，所述Y轴驱动装置与Y轴滚珠螺杆传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移动机构包

括Z轴驱动组件与Z轴移动架，所述Z轴驱动组件包括Z轴线轨、Z轴滚珠螺杆与Z轴驱动装置，

所述立柱的两侧面分别设有Z轴线轨，所述立柱的正面设有两根Z轴线轨，设在立柱正面的

两根Z轴线轨的间距为600-650mm，所述Z轴滚珠螺杆通过连接座设在立柱的正面，所述Z轴

移动架通过螺母座与Z轴滚珠螺杆的螺母连接且通过滑块在Z轴线轨上定向移动，所述Z轴

驱动装置与Z轴滚珠螺杆传动连接，所述Z轴移动架的前端内设有安装孔，所述切削机构设

在安装孔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移动机构还

包括稳压系统，所述稳压系统包括气压式双杆平衡配重缸，所述气压式双杆平衡配重缸设

在Z轴移动架上。

7.根据权利要求3、4或5所述的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X轴滚珠螺

杆、Y轴滚珠螺杆与Z轴滚珠螺杆的内部设有冷却组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的长度为

3450-3500mm，宽度为2050-210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的长度为

1350-1400mm，宽度为700-7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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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切削设备技术领域，尤指一种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切削设备在进行切削加工时不稳定，定位精度不够，且切屑堆积，无法及时

清理，容易造成热影响，这些情况会导致设备容易损坏，结构变形，降低工件的加工精度，导

致工件的不良率增加。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提高工件加工精度，减少工件不良率的具

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

设备，包括底座，所述底座设有增强刚性的拱形肋骨，所述底座上设有水平移动机构与螺杆

排屑机构，所述螺杆排屑机构设在水平移动机构的两侧，所述水平移动机构上设有工作台，

所述工作台通过水平移动机构在底座上做X轴或Y轴方向的进给运动，所述底座的一侧设有

立柱，所述立柱内部设有层状肋骨结构，所述立柱侧面设有纵向移动机构，所述纵向移动机

构上设有切削机构，所述切削机构通过纵向移动机构在立柱上做Z轴方向的升降运动。

[0005] 优选地，所述水平移动机构包括X轴移动机构与Y轴移动机构，所述X轴移动机构设

在底座上，所述Y轴移动机构设在X轴移动机构上。

[0006] 优选地，所述X轴移动机构包括X轴驱动组件与X轴移动台，所述X轴驱动组件包括X

轴线轨、X轴滚珠螺杆与X轴驱动装置，两根所述X轴线轨平行设在底座上，两根X轴线轨的间

距为850-900mm，所述X轴滚珠螺杆通过连接座设在两根X轴线轨之间，所述X轴移动台通过

螺母座与滚珠螺杆的螺母连接且通过滑块在X轴线轨上定向移动，所述X轴驱动装置与X轴

滚珠螺杆传动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Y轴移动机构包括Y轴驱动组件与工作台，所述Y轴驱动组件包括Y轴

线轨、Y轴滚珠螺杆与Y轴驱动装置，两根所述Y轴线轨平行设在X轴移动台上，两根Y轴线轨

的间距为850-900mm，所述Y轴滚珠螺杆通过连接座设在两根Y轴线轨之间，所述工作台通过

螺母座与Y轴滚珠螺杆的螺母连接且通过滑块在Y轴线轨上定向移动，所述Y轴驱动装置与Y

轴滚珠螺杆传动连接。

[0008] 优选地，所述纵向移动机构包括Z轴驱动组件与Z轴移动架，所述Z轴驱动组件包括

Z轴线轨、Z轴滚珠螺杆与Z轴驱动装置，所述立柱的两侧面分别设有Z轴线轨，所述立柱的正

面设有两根Z轴线轨，设在立柱正面的两根Z轴线轨的间距为600-650mm，所述Z轴滚珠螺杆

通过连接座设在立柱的正面，所述Z轴移动架通过螺母座与Z轴滚珠螺杆的螺母连接且通过

滑块在Z轴线轨上定向移动，所述Z轴驱动装置与Z轴滚珠螺杆传动连接，所述Z轴移动架的

前端内设有安装孔，所述切削机构设在安装孔内。

[0009] 优选地，所述纵向移动机构还包括稳压系统，所述稳压系统包括气压式双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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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重缸，所述气压式双杆平衡配重缸设在Z轴移动架上。

[0010] 优选地，所述X轴滚珠螺杆、Y轴滚珠螺杆与Z轴滚珠螺杆的内部设有冷却组件。

[0011] 优选地，所述底座的长度为3450-3500mm，宽度为2050-2100mm。

[0012] 优选地，所述立柱的长度为1350-1400mm，宽度为700-750mm。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1、利用X轴移动机构与Y轴移动机构带动工作台在底座上做水平方向的进给运动，

利用纵向移动机构带动切削机构在立柱上做Z轴方向的进给运动，有效提高工作台与切削

机构的定位精度；

[0015] 2、增加底座的长度和宽度以对三个移动机构的线轨间距进行优化，使工作台在X

轴与Y轴方向的行程为全程支撑，避免工作台悬垂的问题，稳定性好，且具有优异的抗震能

力，在底座上设置拱形肋骨能够提高底座的刚性，避免底座凹陷，加大立柱的尺寸以及在立

柱内设置层状肋骨结构，在重切削时抗震能力佳，且可将结构变形量降低；

[0016] 3、在底座内设置螺杆排屑机构能够及时将加工产生的切削经由螺杆排出输送到

切削输送设备，避免切削堆积造成热影响，随时保持设备内部清洁；

[0017] 4、本实用新型结构强度高，工作稳定性好，定位精度高，适用于细切削加工与重切

削加工，适用范围广，有效提高工件的加工精度，减少工件的不良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图。

[0019] 图2是底座的立体结构图。

[0020] 图3是水平移动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1] 图4是纵向移动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1.底座；11.排屑槽；12.拱形肋骨；2.立柱；3.水平移动机构；31.X

轴移动机构；311.X轴线轨；312.X轴滚珠螺杆；313.X轴移动台；314.X轴驱动装置；32.Y轴移

动机构；321.Y轴线轨；322.Y轴滚珠螺杆；323.Y轴驱动装置；4.纵向移动机构；41.Z轴线轨；

42.Z轴滚珠螺杆；43.Z轴移动架；44.Z轴驱动装置；45.稳压系统；5.工作台；6.切削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请参阅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关于一种具有高稳定性的切削设备，包括底座1，所

述底座1上设有水平移动机构3，所述底座1的一侧设有立柱2，所述立柱2上设有纵向移动机

构4，所述底座1的长度为3470mm，宽度为2080mm，所述立柱2的长度为1400mm，宽度为710mm，

所述水平移动机构3包括X轴移动机构31与Y轴移动机构32，所述X轴移动机构31设在底座1

上，所述Y轴移动机构32设在X轴移动机构31上，所述底座1的两边分别设有排屑槽11，所述

排屑槽11内设有螺杆排屑机构，(图中未示出)所述螺杆排屑机构包括螺杆，所述螺杆可转

动设在排屑槽11内，切屑随着螺杆转动输送到切屑输送设备，及时清除切屑，避免堆积，所

述立柱2内部中空，所述立柱2内设有层状肋骨结构，所述层状肋骨结构设有若干层肋骨垂

直间隔分布在立柱2内，能够提高立柱2的抗震能力，使纵向移动机构4的升降更平稳，所述

底座1上设有拱形肋骨12，所述拱形肋骨12设在底座1与立柱2接合处的前端且横跨其中一

个排屑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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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优选地，所述X轴移动机构31包括X轴驱动组件与X轴移动台313，所述X轴驱动组件

包括X轴线轨311、X轴滚珠螺杆312与X轴驱动装置314，两根所述X轴线轨311平行设在底座1

上，两根X轴线轨311的间距为900mm，所述X轴滚珠螺杆312通过连接座设在两根X轴线轨311

之间，所述X轴移动台313通过螺母座与滚珠螺杆的螺母连接且通过滑块在X轴线轨311上定

向移动，所述X轴驱动装置314与X轴滚珠螺杆312传动连接。

[0025] 优选地，所述Y轴移动机构32包括Y轴驱动组件与工作台5，所述Y轴驱动组件包括Y

轴线轨321、Y轴滚珠螺杆322与Y轴驱动装置323，两根所述Y轴线轨321平行设在X轴移动台

313上，两根Y轴线轨321的间距为880mm，所述Y轴滚珠螺杆322通过连接座设在两根Y轴线轨

321之间，所述工作台5通过螺母座与Y轴滚珠螺杆322的螺母连接且通过滑块在Y轴线轨321

上定向移动，所述Y轴驱动装置323与Y轴滚珠螺杆322传动连接。

[0026] 优选地，所述纵向移动机构4包括Z轴驱动组件与Z轴移动架43，所述Z轴驱动组件

包括Z轴线轨41、Z轴滚珠螺杆42与Z轴驱动装置44，所述Z轴线轨41设有四条，其中两条Z轴

线轨41分别设在立柱2的两侧面，另外两根Z轴线轨41平行设在立柱2的正面且间距为

630mm，所述Z轴滚珠螺杆42通过连接座设在立柱2的正面，所述Z轴移动架43通过螺母座与Z

轴滚珠螺杆42的螺母连接且通过滑块在Z轴线轨41上定向移动，所述Z轴驱动装置44与Z轴

滚珠螺杆42传动连接，所述Z轴移动架43的前端内设有安装孔，所述切削机构6设在安装孔

内。

[0027] 优选地，纵向移动机构4还包括稳压系统45，所述稳压系统45包括气压式双杆平衡

配重缸，所述气压式双杆平衡配重缸设在Z轴移动架43上，所述气压式双杆平衡配重缸连接

有两根导杆，所述导杆穿设在Z轴移动架43内，利用稳压系统45使Z轴移动架43的升降保持

平衡，降低Z轴滚珠螺杆42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并且对工件进行曲面切削时使Z轴移动架

43移动更顺畅。

[0028] 优选地，所述X轴滚珠螺杆312、Y轴滚珠螺杆322与Z轴滚珠螺杆42的内部设有冷却

组件，X轴滚珠螺杆312、Y轴滚珠螺杆322与Z轴滚珠螺杆42均采用中空冷却结构，在内部设

置冷却组件，具有良好的散热效果。

[0029] 优选地，所述X轴线轨311、Y轴线轨321与Z轴线轨41为重负荷滚柱型线性滑轨，具

有高刚性、低摩擦系数、低噪音与优异的抗震能力，滑轨上配合设有加长型耐重负荷滑块，

以提升耐负载能力及动态稳定性。

[0030] 优选地，所述X轴驱动装置314、Y轴驱动装置323与Z轴驱动装置44均设有齿轮式主

轴头，具有高档与低档两端变速范围，低速当具有高扭力输出，适合重切削加工，高速挡适

用于细加工，可达到精致的加工面效果。

[0031] 本实用新型利用X轴移动机构31带动工作台5在X轴方向进给运动，利用Y轴移动机

构32带动工作台5在Y轴方向进给运动，利用纵向移动机构4带动切削机构6在Z轴方向进给

运动，定位精度高，底座1与立柱2加长加宽以及各个移动机构的线轨间距加大和拱形肋骨

12与层状肋骨结构的设计，增强设备的整体刚性，提高抗震效果，提高工作台5与切削机构6

的动态稳定性，提高工件的加工精度，螺杆排屑机构能够及时清扫堆积的切屑，保持设备内

部清洁，避免热影响。

[0032] 以上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

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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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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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0633052 U

7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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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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