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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

包括床身部分、刀库部分、横梁部分、十字滑板部

分和机头部分，所述床身部分放置于地面上，所

述横梁部分和所述刀库部分分别安装在所述床

身部分的立柱上，所述十字滑板部分通过滑块与

所述横梁部分的导轨实现滑动连接，所述机头部

分通过滑块与所述十字滑板部分的导轨实现滑

动连接。本发明提供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

可实现门板的全部工序的一次性加工，加工效率

高，经济实惠，加工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安全系数

高，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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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包括床身部分、刀库部分、横梁部分、十字滑板部分和机

头部分，其特征在于，所述床身部分放置于地面上，所述横梁部分和所述刀库部分分别安装

在所述床身部分的立柱（2）上，所述十字滑板部分通过滑块（34）与所述横梁部分的导轨

（29）实现滑动连接，所述机头部分通过滑块与所述十字滑板部分的导轨（42）实现滑动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所述床身部分包括床

身（1）、立柱（2）、齿轮（3）、齿条（4）、第一导轨（5）、第一滑块（6）、侧定位装置（7）、第一工作

台（8）、辅助上料装置（9）、第二导轨（10）、过渡板（11）、第二滑块（12）、第二工作台（13）、伺

服电机（14）、减速机（15）、减速机安装板（16）和后定位气缸（17）。

3.根据权要求2所述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块（6）安装

在第一导轨（5）上，所述第一导轨（5）安装在所述床身（1）上，所述立柱（2）安装在第一滑块

（6）上，所述立柱（2）与所述床身（1）实现滑动连接，所述伺服电机（14）与所述减速机（15）连

接，所述减速机（15）安装在所述减速机安装板（16）上，所述减速机安装板（16）通过螺钉固

定在所述立柱（2）上，所述齿条（4）安装在所述床身（1）上，所述床身（1）放置在地面上不移

动，所述伺服电机（14）转动带动所述减速机（15），所减速机（15）与齿轮（3）连接，所述齿轮3

与安装在床身（1）上的齿条（4）相啮合；所述第一工作台（8）固定在所述床身（1）上，所述侧

定位装置（7）安装在所述第一工作台（8）上，所述辅助上料装置（9）安装在所述第一工作台

（8）上；所述第二导轨（10）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床身（1）上，所述第二滑块（12）安装在所述

第二导轨（10）上，所述过渡板（11）安装在所述第二滑块（12）上，所述第二工作台（13）与所

述过渡板（11）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所述刀库部分包括刀

库导轨滑板（18）、导轨（19）、滑块（20）、刀夹安装板（21）、气缸（22）、刀库安装滑板（23）、刀

库气缸安装板（24）、气缸连接板（25）、刀夹（26）和刀具（2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所述刀库导轨滑板

（18）通过螺钉安装在床身部分的立柱（2）上，所述导轨（19）安装在所述刀库导轨滑板（18）

上，所述滑块（20）滑动设置在所述导轨（19）上，所述刀库安装滑板（23）通过螺钉固定在所

述滑块（20）上，所刀夹安装板（21）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刀库安装滑板（23）上，所述气缸

（22）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刀库气缸安装板（24）上，所述刀库气缸安装板（24）通过螺钉固定

在所述刀库导轨滑板（18）上，所述气缸连接板（25）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刀库安装滑板

（23）上，另一端依靠气缸（22）前端的螺纹相连接，所述刀夹（26）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刀夹

安装板（21）上，所述刀具（27）卡合在所述刀夹26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部分包括横

梁（28）、导轨（29）、齿条（30）、尼龙块（31）和限位桩（32）；所述导轨（29）安装在所述横梁

（28）上，所述齿条（30）安装在所述横梁（28）上，所述尼龙块（31）固定在所述限位桩（32）上，

所述限位桩（32）安装在所述横梁（28）上，所述横梁（28）通过螺钉与床身部分的立柱（2）相

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所述十字滑板部分包

括十字滑板（33）、滑块（34）、减速机法兰（35）、支架（36）、减速机（37）、X轴伺服电机（38）、丝

杠总成（39）、丝母座（40）、Z轴伺服电机（41）、导轨（42）和齿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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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34）安装在

所述十字滑板（33）上，所述滑块（34）与横梁部分的导轨（30）连接，所述X轴伺服电机（38）与

所述减速机（37）连接，所述减速机（37）固定在所述减速机法兰（35）上，所述减速机法兰

（35）安装在所述支架（36）上，所述支架（36）安装在所述十字滑板（33）上，所述齿轮（43）安

装在所述减速机（37）的下端，所述齿轮（43）与横梁（29）上的齿条（31）啮合，所述丝杠总成

（39）安装在所述十字滑板（33）上，所述丝母座（40）安装在所述丝杠总成（39）上，所述Z轴伺

服电机（41）和所述导轨（42）分别安装在所述十字滑板（33）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头部分包括第

一主轴气缸（44）、第二主轴气缸（45）、第三主轴气缸（46）、第一主轴（47）、第一主轴安装板

（48）、第一主轴滑板（49）、第一主轴导轨副（50）、Z滑板（51）、第二主轴（52）、第二主轴安装

板（53）、第二主轴滑板（54）、第二主轴导轨副（55）、第一主轴气缸安装板（56）、第二主轴气

缸安装板（57）、第三主轴气缸安装板（58）、第三主轴导轨副（59）、第三主轴滑板（60）、第三

主轴安装板（61）和第三主轴（62）。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主轴气缸

（44）安装在所述第一主轴气缸安装板（56）上，所述第一主轴气缸安装板（56）固定在所述Z

滑板（51）上，所述第一主轴（47）安装在所述第一主轴安装板（48）上，所述第一主轴安装板

（48）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第一主轴滑板（49）上，所述第一主轴滑板（49）安装在所述第一主

轴导轨副（50）上，第一主轴导轨副（50）固定在所述Z滑板（51）上；所述第二主轴气缸（45）安

装在所述第二主轴气缸安装板（57）上，所述第二主轴气缸安装板（57）固定在所述Z滑板

（51）上，所述第二主轴（52）安装在所述第二主轴安装板（53）上，所述第二主轴安装板（53）

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第二主轴滑（54）上，所述第二主轴滑板（54）安装在所述第二主轴导轨

副（55）上，所述第二主轴导轨副（55）固定在所述Z滑板（51）上；所述第三主轴气缸（46）安装

在所述第三主轴气缸安装板（58）上，所述第三主轴气缸安装板（58）固定在所述Z滑板（51）

上，所述第三主轴（62）安装在所述第三主轴安装板（61）上，所述第三主轴安装板（61）通过

螺钉固定在所述第三主轴滑板（60）上，所述第三主轴滑板（60）安装在所述第三主轴导轨副

（59）上，所述第三主轴导轨副（59）固定在所述Z滑板（51）上，所述第一主轴气缸（44）的气缸

杆前端与所述第一主轴滑板（49）相连接，所述第二主轴气缸（45）的气缸杆前端与所述第二

主轴滑板（54）相连接，所述第三主轴气缸（46）的气缸杆前端与所述第三主轴滑板（60）相

连；所述第一主轴（47）主要实现实木门垂直面锁孔的加工，所述第二主轴（52）主要实现实

木门水平面锁孔及合页处的加工，所述第三主轴（62）四面均有加工轴可实现四个面的加

工，主要用于油漆孔及水平面锁孔的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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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木材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及人们对环保的意识越来越强，实木家具因此越来越受

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实木门具有硬度高、光泽好、不变形、抗老化,属高档豪华产品,防蛀、防

潮、防污、耐热、抗裂,坚固不变形,隔音隔热效果好,属经久耐用产品，无毒、无味、不含甲

醛、甲苯、无辐射污染,环保健康,属优秀绿色环保产品，富有艺术感、显得高贵典雅，能起到

点缀居室的作用，综合以上优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安装实木门，

由于实木门的加工复杂，工艺繁多，需要配合多种刀具，缺少一种可以一次性加工完所

有工序的设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该木门综

合加工中心可实现门板的全部工序的一次性加工，加工效率高，经济实惠，加工过程无需人

工干预，安全系数高，操作简单。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包括床身部分、刀库部分、横梁部分、十字滑板部分和机头

部分，所述床身部分放置于地面上，所述横梁部分和所述刀库部分分别安装在所述床身部

分的立柱上，所述十字滑板部分通过滑块与所述横梁部分的导轨实现滑动连接，所述机头

部分通过滑块与所述十字滑板部分的导轨实现滑动连接。

[0005] 优选的，所述床身部分包括床身、立柱、齿轮、齿条、第一导轨、第一滑块、侧定位装

置、第一工作台、辅助上料装置、第二导轨、过渡板、第二滑块、第二工作台、伺服电机、减速

机、减速机安装板和后定位气缸。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滑块安装在第一导轨上，所述第一导轨安装在所述床身上，所述

立柱安装在第一滑块上，所述立柱与所述床身实现滑动连接，所述伺服电机与所述减速机

连接，所述减速机安装在所述减速机安装板上，所述减速机安装板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立

柱上，所述齿条安装在所述床身上，所述床身放置在地面上不移动，所述伺服电机转动带动

所述减速机，所减速机与齿轮连接，所述齿轮与安装在床身上的齿条相啮合；所述第一工作

台固定在所述床身上，所述侧定位装置安装在所述第一工作台上，所述辅助上料装置安装

在所述第一工作台上；所述第二导轨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床身上，所述第二滑块安装在所

述第二导轨上，所述过渡板安装在所述第二滑块上，所述第二工作台与所述过渡板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刀库部分包括刀库导轨滑板、导轨、滑块、刀夹安装板、气缸、刀库安

装滑板、刀库气缸安装板、气缸连接板、刀夹和刀具。

[0008] 优选的，所述刀库导轨滑板通过螺钉安装在床身部分的立柱上，所述导轨安装在

所述刀库导轨滑板上，所述滑块滑动设置在所述导轨上，所述刀库安装滑板通过螺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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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滑块上，所刀夹安装板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刀库安装滑板上，所述气缸通过螺钉安

装在所述刀库气缸安装板上，所述刀库气缸安装板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刀库导轨滑板上，

所述气缸连接板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刀库安装滑板上，另一端依靠气缸前端的螺纹相

连接，所述刀夹通过螺钉安装在所述刀夹安装板上，所述刀具卡合在所述刀夹上。

[0009] 优选的，所述横梁部分包括横梁、导轨、齿条、尼龙块和限位桩；所述导轨安装在所

述横梁上，所述齿条安装在所述横梁上，所述尼龙块固定在所述限位桩上，所述限位桩安装

在所述横梁上，所述横梁通过螺钉与床身部分的立柱相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十字滑板部分包括十字滑板、滑块、减速机法兰、支架、减速机、X轴伺

服电机、丝杠总成、丝母座、Z轴伺服电机、导轨和齿轮。

[0011] 优选的，所述滑块安装在所述十字滑板上，所述滑块与横梁部分的导轨连接，所述

X轴伺服电机与所述减速机连接，所述减速机固定在所述减速机法兰上，所述减速机法兰安

装在所述支架上，所述支架安装在所述十字滑板上，所述齿轮安装在所述减速机的下端，所

述齿轮与横梁上的齿条啮合，所述丝杠总成安装在所述十字滑板上，所述丝母座安装在所

述丝杠总成上，所述Z轴伺服电机和所述导轨分别安装在所述十字滑板上。

[0012] 优选的，所述机头部分包括第一主轴气缸、第二主轴气缸、第三主轴气缸、第一主

轴、第一主轴安装板、第一主轴滑板、第一主轴导轨副、Z滑板、第二主轴、第二主轴安装板、

第二主轴滑板、第二主轴导轨副、第一主轴气缸安装板、第二主轴气缸安装板、第三主轴气

缸安装板、第三主轴导轨副、第三主轴滑板、第三主轴安装板和第三主轴。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一主轴气缸安装在所述第一主轴气缸安装板上，所述第一主轴气

缸安装板固定在所述Z滑板上，所述第一主轴安装在所述第一主轴安装板上，所述第一主轴

安装板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第一主轴滑板上，所述第一主轴滑板安装在所述第一主轴导轨

副上，第一主轴导轨副固定在所述Z滑板上；所述第二主轴气缸安装在所述第二主轴气缸安

装板上，所述第二主轴气缸安装板固定在所述Z滑板上，所述第二主轴安装在所述第二主轴

安装板上，所述第二主轴安装板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第二主轴滑上，所述第二主轴滑板安

装在所述第二主轴导轨副上，所述第二主轴导轨副固定在所述Z滑板上；所述第三主轴气缸

安装在所述第三主轴气缸安装板上，所述第三主轴气缸安装板固定在所述Z滑板上，所述第

三主轴安装在所述第三主轴安装板上，所述第三主轴安装板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第三主轴

滑板上，所述第三主轴滑板安装在所述第三主轴导轨副上，所述第三主轴导轨副固定在所

述Z滑板上，所述第一主轴气缸的气缸杆前端与所述第一主轴滑板相连接，所述第二主轴气

缸的气缸杆前端与所述第二主轴滑板相连接，所述第三主轴气缸的气缸杆前端与所述第三

主轴滑板相连；所述第一主轴主要实现实木门垂直面锁孔的加工，所述第二主轴主要实现

实木门水平面锁孔及合页处的加工，所述第三主轴四面均有加工轴可实现四个面的加工，

主要用于油漆孔及水平面锁孔的清根。

[0014]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供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可实现门板的

全部工序的一次性加工，加工效率高，经济实惠，加工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安全系数高，操作

简单。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的整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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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2是本发明床身部分的主视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床身部分的侧视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刀库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横梁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和图7是本发明十字滑板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和图9是本发明机头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实施例：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包括床身部分、刀库部分、横梁部分、十字滑板部分

及机头部分，如图1所示；床身部分放置在地面上，横梁部分安装在床身部分的立柱2上，刀

库部分也安装在床身部分的立柱2上，十字滑板部分通过滑块34与横梁部分的导轨29实现

滑动连接，机头部分通过滑块与十字滑板部分导轨42实现滑动连接。

[0023] 其中，参照图2和图3所述，床身部分包括床身1、立柱2、齿轮3、齿条4、第一导轨5、

第一滑块6、侧定位装置7、第一工作台8、辅助上料装置9、第二导轨10、过渡板11、第二滑块

12、第二工作台13、伺服电机14、减速机15、减速机安装板16和后定位气缸17。

[0024] 第一滑块6安装在第一导轨5上，第一导轨5安装在床身1上，立柱2安装在第一滑块

6上，立柱2与床身1实现滑动连接，伺服电机14与减速机15连接，减速机15安装在减速机安

装板16上，减速机安装板16用螺钉固定在立柱2上，齿条4安装在床身1上，床身1放置在地面

上不移动，伺服电机14转动带动减速机15，减速机15连接着齿轮3，齿轮3与安装在床身1上

的齿条4啮合，即可实现立柱2沿着床身1左右滑动。第一工作台8固定在床身1上，侧定位装

置7安装在第一工作台8上，辅助上料装置9安装在第一工作台8上。第二导轨10用螺钉固定

在床身1上，第二滑块12安装在第二导轨10上，过渡板11安装在第二滑块12上，第二工作台

13与过渡板11连接，当第二滑块12在第二导轨10上滑动时，即可实现第二工作台13沿着第

二导轨10滑动。第二工作台13的位置调整即可实现不同门板尺寸的装夹。后定位气缸17安

装在第一工作台8上，当加工工件时，侧定位装置7及后定位气缸17升起，同时辅助上料装置

9也升起，将门板靠上侧定位装置7及后定位气缸17后，辅助上料装置9落下，第一工作台8及

第二工作台13将门板吸住，侧定位装置7及后定位气缸17落下，即可开始门板的加工。

[0025] 参照图4所示，刀库部分包括刀库导轨滑板18、导轨19、滑块20、刀夹安装板21、气

缸22、刀库安装滑板23、刀库气缸安装板24、气缸连接板25、刀夹26和刀具27。

[0026] 刀库导轨滑板18通过螺钉安装在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的立柱2上，导轨19安

装在刀库导轨滑板18上，滑块20可以在导轨19上实现直线滑动，刀库安装滑板23通过螺钉

固定在滑块20上，刀夹安装板21通过螺钉固定在刀库安装滑板23上，气缸22通过螺钉安装

在刀库气缸安装板24上，刀库气缸安装板24通过螺钉与刀库导轨滑板18固定在一起，气缸

连接板25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刀库安装滑板23上，另一端依靠气缸22前端的螺纹相连接，

刀夹26用螺钉安装在刀夹安装板21上，刀具27可以卡在刀夹26上。电磁阀控制气缸22的气

缸杆伸出和收回，气缸22的气缸杆带动气缸连接板25及刀库安装滑板23及刀夹安装板21及

刀夹26及刀具27沿着导轨19做直线运动。当电主轴运动过来抓刀具27的时候，此时气缸22

的气缸杆伸出，电主轴抓住刀具27时，气缸22的气缸杆收回，刀具27即可从刀夹26内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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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抓刀动作。

[0027] 参照图5所示，所述横梁部分包括横梁28、导轨29、齿条30、尼龙块31和限位桩32；

所述导轨29安装在所述横梁28上，所述齿条30安装在所述横梁28上，所述尼龙块31固定在

所述限位桩32上，所述限位桩32安装在所述横梁28上，所述横梁28通过螺钉与床身部分的

立柱2相连接。

[0028] 参照图6和图7所示，所述十字滑板部分包括十字滑板33、滑块34、减速机法兰35、

支架36、减速机37、X轴伺服电机38、丝杠总成39、丝母座40、Z轴伺服电机41、导轨42和齿轮

43。

[0029] 滑块34安装在十字滑板33上，滑块34与横梁部分的导轨30连接，通过滑块34实现

十字滑板部分在横梁28上滑动，X轴伺服电机38与减速机37连接，减速机37固定在减速机法

兰35上，减速机法兰35安装在支架36上，支架36安装在十字滑板33上，齿轮43安装在减速机

37的下端，齿轮43与横梁29上的齿条31啮合，丝杠总成39安装在十字滑板33上，丝母座40安

装在丝杠总成39上，Z轴伺服电机41安装在十字滑板33上，导轨42安装在十字滑板33上。当X

轴伺服电机38旋转带动减速机37及安装在减速机37下端的齿轮43一起转动，齿轮43通过与

横梁28上的齿条30啮合，实现整个十字滑板部分沿着横梁28移动。

[0030] 参照图8和图9所示，所述机头部分包括第一主轴气缸44、第二主轴气缸45、第三主

轴气缸46、第一主轴47、第一主轴安装板48、第一主轴滑板49、第一主轴导轨副50、Z滑板51、

第二主轴52、第二主轴安装板53、第二主轴滑板54、第二主轴导轨副55、第一主轴气缸安装

板56、第二主轴气缸安装板57、第三主轴气缸安装板58、第三主轴导轨副59、第三主轴滑板

60、第三主轴安装板61和第三主轴62。

[0031] 第一主轴气缸44安装在第一主轴气缸安装板56上，第一主轴气缸安装板56固定在

Z滑板51上，第一主轴47安装在第一主轴安装板48上，第一主轴安装板48通过螺钉固定在第

一主轴滑板49上，第一主轴滑板49安装在第一主轴导轨副50上，第一主轴导轨副50固定在Z

滑板51上，这样第一主轴47即可沿着第一主轴导轨副50做上下直线运动。第二主轴气缸45

安装在第二主轴气缸安装板57上，第二主轴气缸安装板57固定在Z滑板51上，第二主轴52安

装在第二主轴安装板53上，第二主轴安装板53通过螺钉固定在第二主轴滑54上，第二主轴

滑板54安装在第二主轴导轨副55上，第二主轴导轨副55固定在Z滑板51上，这样第二主轴52

即可沿着第二主轴导轨副55做上下直线运动。第三主轴气缸46安装在第三主轴气缸安装板

58上，第三主轴气缸安装板58固定在Z滑板51上，第三主轴62安装在第三主轴安装板61上，

第三主轴安装板61通过螺钉固定在第三主轴滑60上，第三主轴滑板60安装在第三主轴导轨

副59上，第三主轴导轨副59固定在Z滑板51上，这样第三主轴62即可沿着第三主轴导轨副59

做上下直线运动。第一主轴气缸44的气缸杆前端与第一主轴滑板49连接，第二主轴气缸45

的气缸杆前端与第二主轴滑板54连接，第三主轴气缸46的气缸杆前端与第三主轴滑板60连

接。第一主轴47主要实现实木门垂直面锁孔的加工，第二主轴52主要实现实木门水平面锁

孔及合页处的加工，第三主轴62四面均有加工轴可实现四个面的加工，主要用于油漆孔及

水平面锁孔的清根。当加工工艺需要第一主轴47加工时，电磁阀控制第一主轴气缸44伸出，

其他气缸处于收回状态。此机头总成可实现加工工艺的快速切换。

[0032] 本发明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的整体加工过程为：门板加工前，床身部分的辅

助上料装置9、侧定位装置7及后定位气缸17升起，将门板放置在辅助上料装置9上，门板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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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侧定位装置7及后定位气缸17上后，辅助上料装置9、侧定位装置7、后定位气缸17同时落

下，第一工作台8与第二工作台13将门板吸附住。伺服电机14转动带动减速机15，减速机15

连接着齿轮3，齿轮3与安装在床身1上的齿条4啮合，即可实现龙门沿着床身1左右滑动。当X

轴伺服电机38旋转带动减速机37及安装在减速机37下端的齿轮43一起转动，齿轮43通过与

横梁28上的齿条30啮合，实现整个十字滑板部分沿着横梁28移动。Z轴伺服电机41转动带动

丝杠总成39转动，机头部分即可沿着十字滑板部分上下运动，这样整个机器即可实现三轴

联动，机头总成可根据加工工艺的不同来实现不同加工主轴的切换。

[0033] 本发明提供的全功能木门综合加工中心可实现门板的全部工序的一次性加工，加

工效率高，经济实惠，加工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安全系数高，操作简单；所以，本发明有效克

服了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具有高度产业推广价值。

[0034]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主要结构、基本原理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基本结构与或控

制流程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凡是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

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

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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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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