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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木工雕刻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木工雕刻机，包括机床本

体、雕刻头部、可拆架、进气框、圆板、吸尘罩、清

屑装置和驱动装置，所述的机床本体上安装有雕

刻头部，雕刻头部的外壁设有可拆架，可拆架的

中部安装有进气框，进气框的上端安装有吸尘

罩，可拆架安装在圆板上，圆板的上端安装有驱

动装置，圆板的的下端沿其周向均匀设有清屑装

置。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雕刻机雕刻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料屑，人们通常手持喷枪将料屑吹离，

吹离过程中容易造成灰尘与料屑的扬起，使用喷

枪不能完全将料屑吹离，部分料屑积留在雕刻槽

内形成料屑层，雕刻机进一步雕刻时容易误认为

料屑层为板料层从而对料屑层进行雕刻，导致完

全雕刻后的雕刻槽的深度小于预设深度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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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工雕刻机，包括机床本体(1)、雕刻头部(2)、可拆架(3)、进气框(4)、圆板(5)、

吸尘罩(6)、清屑装置(7)和驱动装置(8)，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床本体(1)上安装有雕刻头

部(2)，雕刻头部(2)的外壁设有可拆架(3)，可拆架(3)的中部安装有进气框(4)，进气框(4)

的上端安装有吸尘罩(6)，可拆架(3)安装在圆板(5)上，圆板(5)的上端安装有驱动装置

(8)，圆板(5)的下端沿其周向均匀设有清屑装置(7)；

所述的进气框(4)内部开设有进气腔，进气框(4)的右端上侧开设有连接孔，进气框(4)

的下端沿其周向均匀连有进气管；连接孔通过连管与外接气泵相连，外接气泵将气体输送

至进气腔内，进气腔内的气体通过清屑装置（7）对雕刻槽内的屑料进行吹出；

所述的清屑装置(7)包括工型环架(71)、从动环(72)、套管(73)、区域框(74)、升降柱

(75)、主弹簧(76)、主板(77)、硬毛(78)、侧边刷毛(79)和定位滑动柱(710)，工型环架(71)

的上端安装有从动环(72)，从动环(72)的上端安装有套管(73)，工型环架(71)的下端安装

有区域框(74)，区域框(74)的内部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与升降柱(75)相连，升降柱(75)与

区域框(74)之间连有主弹簧(76)，升降柱(75)的下端通过连接件与主板(77)相连，主板

(77)的下端中部安装有定位滑动柱(710) ,且硬毛(78)位于定位滑动柱(710)外侧，硬毛

(78)均匀安装在主板(77)的下端，主板(77)的下端外侧沿其周向均匀安装有侧边刷毛

(79)，主板(77)的中部均匀设有吹屑孔；

所述的驱动装置(8)包括电机(81)、传动柱(82)和传动皮带(83)，从动环(72)之间通过

传动皮带(83)相连，传动皮带(83)内侧壁上设有凸点，传动皮带(83)与传动柱(82)之间相

互紧贴，传动柱(82)的侧壁上均匀设有凸块，传动柱(82)安装在电机(81)的输出轴上，电机

(81)通过底座安装在圆板(5)上；

所述的圆板(5)的中部开设有圆孔，圆板(5)沿其周向均匀开设有转动孔；

所述的工型环架(71)套设在转动孔内，工型环架(71)上卡设有两个环形滚槽，且两个

环形滚槽相向布置，环形滚槽内设有钢珠，工型环架(71)的中部设有二号气腔；

所述的从动环(72)的侧壁上均匀设有配合块，从动环(72)的中部设有一号气腔；

所述的升降柱(75)的中部开设有三号气腔，三号气腔下端的孔径为从上往下逐渐扩大

的结构；

采用上述木工雕刻机在具体进行雕刻以及清扫木屑作业时，包括以下步骤：

S1、设备接入：外接气泵通过连管与进气腔相连，外接吸尘泵通过通管与吸尘罩（6）相

连；

S2、板材的放置：人工将板材放置在机床本体（1）上并进行固定，且雕刻头部（2）位于板

材的上方；

S3、雕刻作业：电机（81）通过传动柱（82）带动传动皮带（83）转动从而带动硬毛（78）、侧

边刷毛（79）转动，机床本体（1）带动雕刻头部（2）对板材进行雕刻从而开凿出雕刻槽，此时，

转动的硬毛（78）对雕刻槽的下端进行清扫，转动的侧边刷毛（79）对雕刻槽的侧壁进行清

扫，外接气泵工作从而输送气体进入进气腔内，进气腔内的气体经过一号气腔、二号气腔与

三号气腔后对雕刻槽内的料屑进行吹出，吹出的料屑被工作的吸尘泵进行吸收；

S4、码垛作业：人工将雕刻后的板材码垛整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工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拆架(3)包括环形卡

槽(31)和安装架(32)，环形卡槽(31)安装在雕刻头部(2)的外壁，环形卡槽(31)通过螺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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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式与安装架(32)相连，安装架(32)均匀安装在圆板(5)的上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工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尘罩(6)包括环形上

框(61)和环形下框(62)，环形上框(61)的下端设有滑动槽，滑动槽通过内置弹簧与环形下

框(62)相连，环形下框(62)的下端开设有凹槽，凹槽内设有滚珠，环形上框(61)的右端设有

外接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工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套管(73)包括连接卡管

(731)和环形块(732)，连接卡管(731)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与环形块(732)相连，环形块

(732)安装在从动环(72)的上端，且进气管的下端套设在连接卡管(731)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工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硬毛(78)的中部设有环

形板，环形板与主板(77)之间连有复位弹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工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侧边刷毛(79)上半部分

由橡胶材质制成，侧边刷毛(79)的下半部分设有棕榈毛，且棕榈毛为向外侧弯曲的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工雕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位滑动柱(710)的下

端开设有半圆槽，且半圆槽内设有定位珠，且定位珠的下端面高于硬毛(78)的下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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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工雕刻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木工雕刻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木工雕刻机及其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木工雕刻机是一种对木器进行加工的机械，主要针对木材的雕刻，用于PVC、亚克

力、有机玻璃、双色板、工程塑料、电木、实木等，以及软金属材料上的雕铣，石墨电极的加

工，也适用于雕刻PCB电路板、代木模型磨具、工艺品。木工雕刻机主要针对木材的雕刻，主

要是实木和木质复合材料，木工雕刻机在雕刻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以下问题：

[0003] 1、雕刻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料屑，人们通常手持喷枪将料屑吹离，吹离过程中容

易造成灰尘与料屑的扬起，人员易将扬起的灰尘与料屑误吸入鼻从而对人员的身体造成危

害；

[0004] 2、使用喷枪不能完全将料屑吹离，部分料屑积留在雕刻槽内形成料屑层，雕刻机

进一步雕刻时容易误认为料屑层为板料层从而对料屑层进行雕刻，导致完全雕刻后的雕刻

槽的深度小于预设深度。

发明内容

[0005]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雕刻机雕刻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料屑，人们通常手持喷枪将

料屑吹离，吹离过程中容易造成灰尘与料屑的扬起，人员易将扬起的灰尘与料屑误吸入鼻

从而对人员的身体造成危害，使用喷枪不能完全将料屑吹离，部分料屑积留在雕刻槽内形

成料屑层，雕刻机进一步雕刻时容易误认为料屑层为板料层从而对料屑层进行雕刻，导致

完全雕刻后的雕刻槽的深度小于预设深度等难题。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木工雕刻机及其工作方法，包

括机床本体、雕刻头部、可拆架、进气框、圆板、吸尘罩、清屑装置和驱动装置，所述的机床本

体上安装有雕刻头部，雕刻头部的外壁设有可拆架，可拆架的中部安装有进气框，进气框的

上端安装有吸尘罩，可拆架安装在圆板上，圆板的上端安装有驱动装置，圆板的的下端沿其

周向均匀设有清屑装置。

[0009] 所述的进气框内部开设有进气腔，进气框的右端上侧开设有连接孔，进气框的下

端沿其周向均匀连有进气管，连接孔通过连管与外接气泵相连，外接气泵工作从而输送气

体进入进气腔内，进气腔内的气体通过清屑装置对雕刻槽内的屑料进行吹出。

[0010] 所述的清屑装置包括工型环架、从动环、套管、区域框、升降柱、主弹簧、主板、硬

毛、侧边刷毛和定位滑动柱，工型环架的上端安装有从动环，从动环的上端安装有套管，工

型环架的下端安装有区域框，区域框的内部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与升降柱相连，升降柱与

区域框之间连有主弹簧，升降柱的下端通过连接件与主板相连，主板的下端中部安装有定

位滑动柱,  且硬毛位于定位滑动柱外侧，硬毛均匀安装在主板的下端，主板的下端外侧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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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向均匀安装有侧边刷毛，主板的中部均匀设有吹屑孔，具体工作时，吸尘罩与外接吸尘

泵相连，机床本体带动雕刻头部对板材进行雕刻开凿进而带动硬毛、侧边刷毛同步位移，定

位滑动柱起到高度参照的作用，开凿出的雕刻槽的下端与硬毛下端紧贴，雕刻槽的侧壁与

侧边刷毛相贴，驱动装置带动清屑装置进行同步转动使得硬毛、侧边刷毛对雕刻槽内进行

全面清扫，清扫后的屑料经外接气泵吹出的气体进一步与雕刻槽分离，外接吸尘泵将吹离

的屑料进行吸收，清屑装置对雕刻槽内的屑料进行全面清理。

[0011] 所述的驱动装置包括电机、传动柱和传动皮带，从动环之间通过传动皮带相连，传

动皮带内侧壁上设有凸点，传动皮带与传动柱之间相互紧贴，传动柱的侧壁上均匀设有凸

块，传动柱安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电机通过底座安装在圆板上，电机通过传动柱带动传动

皮带转动从而带动从动环转动。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可拆架包括环形卡槽和安装架，环形卡槽安装在雕刻头部的外壁，

环形卡槽通过螺纹配合的方式与安装架相连，安装架均匀安装在圆板的上端，本发明通过

可拆架可进行分离。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圆板的中部开设有圆孔，圆板沿其周向均匀开设有转动孔。

[0014] 优选的，所述的吸尘罩包括环形上框和环形下框，环形上框的下端设有滑动槽，滑

动槽通过内置弹簧与环形下框相连，环形下框的下端开设有凹槽，凹槽内设有滚珠，减小吸

尘罩与板材表面之间的摩擦力，环形上框的右端设有外接孔，外接孔与外接吸尘泵相连。

[0015] 优选的，所述的工型环架套设在转动孔内，工型环架上卡设有两个环形滚槽，且两

个环形滚槽相向布置，环形滚槽内设有钢珠，钢珠减小了工型环架与转动孔之间的摩擦力，

工型环架的中部设有二号气腔。

[0016] 优选的，所述的从动环的侧壁上均匀设有配合块，配合块增大了从动环与传动皮

带之间的摩擦力，从动环的中部设有一号气腔。

[0017] 优选的，所述的套管包括连接卡管和环形块，连接卡管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与环

形块相连，连接卡管与环形块之间可转动从而保证了硬毛、侧边刷毛转动的同时进气管保

持不转动，环形块安装在从动环的上端，且进气管的下端套设在连接卡管上。

[0018] 优选的，所述的升降柱的中部开设有三号气腔，三号气腔下端的孔径为从上往下

逐渐扩大的结构，进气腔内的气体内的气体经过一号气腔、二号气腔与三号气腔后对雕刻

槽内进行吹屑。

[0019] 优选的，所述的硬毛的中部设有环形板，环形板与主板之间连有复位弹簧，复位弹

簧的设置确保了硬毛非工作下进行复位。

[0020] 优选的，所述的侧边刷毛上半部分由橡胶材质制成提高了硬度以及柔韧性，侧边

刷毛的下半部分设有棕榈毛，且棕榈毛为向外侧弯曲的结构，向外侧弯曲的棕榈毛始终与

雕刻槽的侧壁紧贴。

[0021] 优选的，所述的定位滑动柱的下端开设有半圆槽，且半圆槽内设有定位珠，且定位

珠的下端面高于硬毛的下端面。

[0022] (三)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木工雕刻机及其工作方法，对硬毛、侧边刷毛采用弹簧式的

设计确保硬毛、侧边刷毛能够深入到雕刻槽的底部与侧壁，采用单驱动同时带动多个清屑

装置进行高速转动使得转动后的硬毛与侧边刷毛对雕刻槽内能够进行充分清扫，且在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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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使用风力对料屑进行吹起进一步吹离料屑，降低了料屑的残留率，防止残留的料屑

层影响机床本体工作；

[0024] 2、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木工雕刻机及其工作方法，本发明所述的吸尘罩通过外接吸

尘泵对吹起的料屑进行吸收，且吸尘罩设置避免了料屑扬起的情况从而降低了人员误吸

率，保证了人员的身体健康。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雕刻头部、可拆架、进气框、圆板、清屑装置与驱动装置之间的结构示

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圆板、清屑装置与驱动装置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圆板与清屑装置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图4的X向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参考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说明。在此过程中，为确保说明的明确性和

便利性，我们可能对图示中线条的宽度或构成要素的大小进行夸张的标示。

[0032] 另外，下文中的用语基于本发明中的功能而定义，可以根据使用者、运用者的意图

或惯例而不同。因此，这些用语基于本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进行定义。

[0033]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木工雕刻机及其工作方法，包括机床本体1、雕刻头部2、可

拆架3、进气框4、圆板5、吸尘罩6、清屑装置7和驱动装置8，所述的机床本体1上安装有雕刻

头部2，雕刻头部2的外壁设有可拆架3，可拆架3的中部安装有进气框4，进气框4的上端安装

有吸尘罩6，可拆架3安装在圆板5上，圆板5的上端安装有驱动装置8，圆板5的的下端沿其周

向均匀设有清屑装置7。

[0034] 所述的可拆架3包括环形卡槽31和安装架32，环形卡槽31安装在雕刻头部2的外

壁，环形卡槽31通过螺纹配合的方式与安装架32相连，安装架32均匀安装在圆板5的上端，

本发明通过可拆架3可进行分离。

[0035] 所述的进气框4内部开设有进气腔，进气框4的右端上侧开设有连接孔，进气框4的

下端沿其周向均匀连有进气管，连接孔通过连管与外接气泵相连，外接气泵工作从而输送

气体进入进气腔内，进气腔内的气体通过清屑装置7对雕刻槽内的屑料进行吹出。

[0036] 所述的圆板5的中部开设有圆孔，圆板5沿其周向均匀开设有转动孔。

[0037] 所述的吸尘罩6包括环形上框61和环形下框62，环形上框61的下端设有滑动槽，滑

动槽通过内置弹簧与环形下框62相连，环形下框62的下端开设有凹槽，凹槽内设有滚珠，减

小吸尘罩6与板材表面之间的摩擦力，环形上框61的右端设有外接孔，外接孔与外接吸尘泵

相连。

[0038] 所述的清屑装置7包括工型环架71、从动环72、套管73、区域框74、升降柱75、主弹

簧76、主板77、硬毛78、侧边刷毛79和定位滑动柱710，工型环架71的上端安装有从动环  72，

从动环72的上端安装有套管73，工型环架71的下端安装有区域框74，区域框74的内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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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配合的方式与升降柱75相连，升降柱75与区域框74之间连有主弹簧76，升降柱75的下

端通过连接件与主板77相连，主板77的下端中部安装有定位滑动柱710,且硬毛  78位于定

位滑动柱710外侧，硬毛78均匀安装在主板77的下端，主板77的下端外侧沿其周向均匀安装

有侧边刷毛79，主板77的中部均匀设有吹屑孔，具体工作时，吸尘罩6与外接吸尘泵相连，机

床本体1带动雕刻头部2对板材进行雕刻开凿进而带动硬毛78、侧边刷毛  79同步位移，定位

滑动柱710起到高度参照的作用，开凿出的雕刻槽的下端与硬毛78下端紧贴，雕刻槽的侧壁

与侧边刷毛79相贴，驱动装置8带动清屑装置7进行同步转动使得硬毛  78、侧边刷毛79对雕

刻槽内进行全面清扫，清扫后的屑料经外接气泵吹出的气体进一步与雕刻槽分离，外接吸

尘泵将吹离的屑料进行吸收，清屑装置7对雕刻槽内的屑料进行全面清理。

[0039] 所述的工型环架71套设在转动孔内，工型环架71上卡设有两个环形滚槽，且两个

环形滚槽相向布置，环形滚槽内设有钢珠，钢珠减小了工型环架71与转动孔之间的摩擦力，

工型环架71的中部设有二号气腔。

[0040] 所述的从动环72的侧壁上均匀设有配合块，配合块增大了从动环72与传动皮带83

之间的摩擦力，从动环72的中部设有一号气腔。

[0041] 所述的套管73包括连接卡管731和环形块732，连接卡管731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

与环形块732相连，连接卡管731与环形块732之间可转动从而保证了硬毛78、侧边刷毛79转

动的同时进气管保持不转动，环形块732安装在从动环72的上端，且进气管的下端套设在连

接卡管731上。

[0042] 所述的升降柱75的中部开设有三号气腔，三号气腔下端的孔径为从上往下逐渐扩

大的结构，进气腔内的气体内的气体经过一号气腔、二号气腔与三号气腔后对雕刻槽内进

行吹屑。

[0043] 所述的硬毛78的中部设有环形板，环形板与主板77之间连有复位弹簧，复位弹簧

的设置确保了硬毛78非工作下进行复位。

[0044] 所述的侧边刷毛79上半部分由橡胶材质制成提高了硬度以及柔韧性，侧边刷毛79

的下半部分设有棕榈毛，且棕榈毛为向外侧弯曲的结构，向外侧弯曲的棕榈毛始终与雕刻

槽的侧壁紧贴。

[0045] 所述的定位滑动柱710的下端开设有半圆槽，且半圆槽内设有定位珠，且定位珠的

下端面高于硬毛78的下端面，定位珠减小了摩擦力，且定位滑动柱710设置避免了硬毛78、

侧边刷毛79深入雕刻槽内过深或者过浅起到了参照的作用。

[0046] 所述的驱动装置8包括电机81、传动柱82和传动皮带83，从动环72之间通过传动皮

带  83相连，传动皮带83内侧壁上设有凸点，传动皮带83与传动柱82之间相互紧贴，传动柱 

82的侧壁上均匀设有凸块，传动柱82安装在电机81的输出轴上，电机81通过底座安装在圆

板5上，电机81通过传动柱82带动传动皮带83转动从而带动从动环72转动。

[0047] 工作时：

[0048] S1、设备接入：外接气泵通过连管与进气腔相连，外接吸尘泵通过通管与吸尘罩6

相连；

[0049] S2、板材的放置：人工将板材放置在机床本体1上并进行固定，且雕刻头部2位于板

材的上方；

[0050] S3、雕刻作业：电机81通过传动柱82带动传动皮带83转动从而带动硬毛78、侧边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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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79转动，机床本体1带动雕刻头部2对板材进行雕刻从而开凿出雕刻槽，此时，转动的硬毛

78对雕刻槽的下端进行清扫，转动的侧边刷毛79对雕刻槽的侧壁进行清扫，外接气泵工作

从而输送气体进入进气腔内，进气腔内的气体内的气体经过一号气腔、二号气腔与三号气

腔后对雕刻槽内的料屑进行吹出，吹出的料屑被工作的吸尘泵进行吸收；

[0051] S4、码垛作业：人工将雕刻后的板材码垛整齐。

[0052]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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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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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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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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