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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包括
床体和排屑装置，
所述床体上设置有横跨床体两
边沿的龙门架，
所述排屑装置包括倾斜挡板，
所
述倾斜挡板位于所述床体工作面的下方，
所述倾
斜挡板下方设置有废屑传送机构，
所述废屑传送
机构下方设置有废屑收集室，
所述废屑收集室底
面上设置有物料输送带，
所述倾斜挡板的下端面
安装有起振器，
所述废屑传送机构包括转轴和传
送带，
所述传送带上安装有刮板，
所述刮板端部
安装有毛刷。本发明所述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能
有效分离切削液、
金属废屑、
细屑粉尘等，
避免铁
屑堆积，
实现回收再利用，
减少环境污染，
为工作
人员提供了整洁卫生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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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床体（10）和排屑装置（70），
所述床体（10）
上设置有横跨床体（10）两边沿的龙门架（20），
所述排屑装置（70）包括倾斜挡板（71），
所述
倾斜挡板（71）位于所述床体（10）工作面的下方，
所述倾斜挡板（71）下方设置有废屑传送机
构（72），
所述废屑传送机构（72）下方设置有废屑收集室（73），
所述废屑收集室（73）底面上
设置有物料输送带（74），
所述倾斜挡板（71）的下端面安装有起振器（713），
所述废屑传送机
构（72）包括转轴（721）和传送带（722），
所述传送带（722）上安装有刮板（723），
所述刮板
（723）上端面安装有毛刷（724）；
所述倾斜挡板（71）设置有多个，
所述倾斜挡板（71）上设置
有磁条（711），
所述倾斜挡板（71）上还设置有过滤孔（712），
所述倾斜挡板（71）的下方设置
有导流板（75），
所述导流板（75）上设置有导流杆（751），
所述导流杆（751）插入所述过滤孔
（712）中；
所述倾斜挡板（71）上还设置有吸尘口（81），
所述吸尘口（81）通过吸尘通道（82）连
接有负压装置（80）；
所述龙门架（20）的上方设置有倾斜齿（21），
所述倾斜齿（21）的两端设
置有限位挡板（22）。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毛刷（724）与所述废
屑收集室（73）的上表面紧密接触。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废屑收集室（73）的两
端均设置有开口（731）。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流杆（751）的直径
小于所述过滤孔（712）的直径。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负压装置（80）外围设
置有防尘罩（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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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雕刻机机械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雕刻机是一种常用的雕刻设备，
用来雕刻各类雕塑品及模型。随着人们对雕刻机
的认识和掌握，
应用范围和应用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如广告业、
印章业、
工艺礼品业、
艺术模
型业、木器加工业、模具业等等。可加工的材料包括亚克力、双色板、PVC、ABS板、石材、仿石
材、
金属、铝塑板等各种材料。雕刻机在广告行业的应用主要是：
雕刻、切割各类标牌、座标
牌、
大理石、铜、
字模、
字型，
各类标志、
商标等金属材料。雕刻机是现代工业快速发展的核心
设备之一，
应用较为广泛，
现有的雕刻机的废料清理方式一般是全靠输送带直接从机床的
切削室传输出来，
会产生很多细屑和粉尘，
影响产品品质和设备的寿命，
对作业员身体及环
境也是极大的影响；
雕刻金属材料时，
会产生金属碎屑，
金属碎屑与切削液会先收集在排屑
槽中，
排屑槽中的金属碎屑再通过推屑机构逐渐推出，
实际使用过程中，
金属材质基材上会
切削下很多质量较大的废屑，
这些废屑无法通过抽风装置抽出，
在机加工过程中，
常伴随机
床的振动散落到设备下方，
易造成工作环境的污染，
也不能够将金属碎屑与切削液进行有
效分离，
排屑清扫不彻底，
增加了劳动人员的工作强度以及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具体技术
方案如下：
[0004] 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包括床体和排屑装置，
所述床体上设置有横跨床体两边
沿的龙门架，
所述排屑装置包括倾斜挡板，
所述倾斜挡板位于所述床体工作面的下方，
所述
倾斜挡板下方设置有废屑传送机构，
所述废屑传送机构下方设置有废屑收集室，
所述废屑
收集室底面上设置有物料输送带，
所述倾斜挡板的下端面安装有起振器，
所述废屑传送机
构包括转轴和传送带，
所述传送带上安装有刮板，
所述刮板端部安装有毛刷。
[000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
所述倾斜挡板设置有多个，
所述倾斜挡板上设置有磁
条，
所述倾斜挡板上还设置有过滤孔，
所述倾斜挡板的下方设置有导流板，
所述导流板上设
置有导流杆，
所述导流杆插入所述过滤孔中。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
所述倾斜挡板上还设置有吸尘口，
所述吸尘口通过吸
尘通道连接有负压装置。
[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
所述毛刷与所述废屑收集室的上表面紧密接触。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
所述废屑收集室的两端均设置有开口。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
所述导流杆的直径小于所述过滤孔的直径。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
所述龙门架的上方设置有倾斜齿，
倾斜齿的两端设置
有限位挡板。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
所述负压装置外围设置有防尘罩。
3

CN 107160931 B

说

明

书

2/3 页

[001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3] 本发明所述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能将切削液中的金属废屑有效分离，
输出可回收
利用的切削液，
避免铁屑堆积以及将铁屑回收再利用，
还能够分离非金属废屑和细屑粉尘，
减少环境污染，
为工作人员提供了整洁卫生的工作环境，
确保了工作人的身心健康。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的组装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的雕刻机用排屑装置中排屑装置的部分俯视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的雕刻机用排屑装置中倾斜挡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
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
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9] 如图1所示，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的组装图，
如图2所示，
本发明一
种雕刻机用排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包括床体10、
龙门架20、
驱动装置30、主轴装置40和排
屑装置70，
所述床体10上设置有横跨床体10两边沿的龙门架20，
所述龙门架20上设置有驱
动装置30，
所述驱动装置30下方设置有横梁60和主轴装置40，
所述主轴装置40外设置有冷
却管套41，
冷却管套41固定在可拆卸的固定件50上，
冷却管套41与横梁60之间通过固定件
50固定连接，
排屑装置70包括倾斜挡板71，
挡板71位于床体10工作面的下方，
倾斜挡板71下
方设置有废屑传送机构72，
废屑传送机构72下方设置有废屑收集室73，
废屑收集室73底面
上设置有物料输送带74，
倾斜挡板71上设置有吸尘口81，
吸尘口81通过吸尘通道82连接负
压装置80，
所述倾斜挡板71的下端面安装有起振器713，
所述废屑传送机构72包括转轴721
和传送带722，
所述传送带722上安装有刮板723，
所述刮板723上端面安装有毛刷724。
[0020] 如图3所示，
所述倾斜挡板71设置有多个，
倾斜挡板71上设置有磁条711，
用于吸取
铁屑，
从而将金属废屑分离，
取下磁条711，
除去磁条711上的铁屑，
可以继续使用，
或者重新
换上新的磁条711进行工作，
也就是说，
切屑中的铁屑会被吸附住，
提高了排屑效率，
磁铁条
可以随时拆装，
清理方便，
有效降低了使用成本；
如图2、
图4所示，
倾斜挡板71上还设置有过
滤孔712，
倾斜挡板71的下方设置有导流板75，
导流板75上设置有导流杆751，
导流杆751插
入过滤孔712中，
金属废屑、切削液以及其他废屑，
在倾斜挡板71上滑落，
金属废屑被磁条
711吸取除去，
切削液通过过滤孔712除去，
切削液中，
包括液油、
水等液体，
为了更好地进入
过滤孔712，
通过设置导流杆751，
切削液随着导流杆751进入过滤孔712，
而且过滤孔712倾
斜设置，
增大流动坡度，
导流杆751的直径小于过滤孔712的直径，
这样能够给切削液留出足
够的空隙，
使得切削液能够顺利留下，
从而到达切削液收集箱，
为了加快流速以及废屑分离
程度，
倾斜挡板71的下端面安装有起振器713，
易于将进入到倾斜挡板71上的碎屑往倾斜挡
板71的底部聚集，
易于磁条711吸附铁屑，
以及也利于切削液进入过滤孔712中，
通过控制起
振器713，
能够控制分离效果和分离程度，
有效分离能够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如图2所示，
倾斜挡板71的下方安装有废屑传送机构72，
废屑传送机构72包括转轴721和传送带722，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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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带722上安装有刮板723，
刮板723上端面安装有毛刷724，
废屑传送机构72的下方设置有
废屑收集室73，
毛刷724与废屑收集室73的上表面紧密接触，
保证清除废屑，
废屑收集室73
的两端均设置有开口731，
废屑能够落入废屑收集室73内；
废屑收集室73的下方设置有物料
输送带74，
将废屑集中到物料输送带74，
在物料输送带74的带动下离开机体内，
确保了工作
环境中机体底部的整洁，
且避免了工作人员健康受到影响。
[0021] 所述排屑装置70，
包括倾斜挡板71，
挡板71下方设置有废屑传送机构72，
废屑传送
机构72下方设置有废屑收集室73，
废屑收集室73下方设置有物料输送带74，
在床体10上散
落的废屑通过倾斜挡板72有效分离、引导并集中到物料输送带73上，
在物料输送带74的带
动下离开机体内，
确保了工作环境中机体底部的整洁；
所述床体10上设置有负压装置80，
所
述倾斜挡板71上设置有吸尘口81，
吸尘口81通过吸尘通道82连接负压装置80，
形成负压，
增
设对较小质量细屑和粉尘等废屑的清理效果，
达到除尘的目的，
负压装置80外围设置有防
尘罩83，
进一步防止灰尘等轻废屑污染工作环境。
[0022] 如图1所示，
所述龙门架20的上方设置有倾斜齿21，
使得驱动装置30能够平稳移
动，
为了更好地控制驱动装置30移动的稳定性，
优选方案，
所述倾斜齿21的倾斜角度为α，
α
范围为0 °
＜α≤30 °
，
即倾斜齿21的倾斜角度大于0 °
，
小于等于30 °
，
驱动装置30移动最为平
稳，
保证平稳直线移动，
减少零件雕刻加工出现的误差，
倾斜齿21的两端设置有限位挡板
22，
保证驱动装置30工作时不会脱离龙门架20。
[0023] 本发明所述雕刻机用排屑装置，
能将切削液中的金属废屑有效分离，
输出可回收
利用的切削液，
避免铁屑堆积以及将铁屑回收再利用，
还能够分离非金属废屑和细屑粉尘，
减少环境污染，
为工作人员提供了整洁卫生的工作环境，
确保了工作人的身心健康，
而且结
构简单，
安装方便，
成本较低。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和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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