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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包括机

身、固定在机身上的龙门架、安装在龙门架上的

刀具部分、活动安装在机身上的产品载具，机身

上设有收集槽，刀具部分和收集槽均位于龙门架

的前方，输送产品至产品载具的机械手安装在龙

门架上且位于龙门架的后方，向机械手供料的供

料机构位于龙门架的后方，所述产品载具能够沿

前后方向穿过所述龙门架。本发明将机械手设置

在龙门架的后方，冷却液不会到达龙门架的后

方，龙门架的后方无需设置透明罩，也无需设置

其他挡水设施，龙门架的后方具有足够的空间容

纳机械手。因此，可以采用升降幅度和平移幅度

较小的机械手，利于机械手占用体积减小、使用

成本减小，以及结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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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包括机身(10)、固定在机身上的龙门架(20)、安装在龙门架上的

刀具部分(30)、活动安装在机身上的产品载具(40)，机身上设有收集槽(11)，刀具部分和收

集槽均位于龙门架的前方，其特征在于：输送产品至产品载具的机械手(50)安装在龙门架

上且位于龙门架的后方，向机械手供料的供料机构(60)位于龙门架的后方，所述产品载具

能够沿前后方向穿过所述龙门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其特征在于：机械手(50)的左右两侧分别设

有供料工位和下料工位，供料机构位于供料工位上，下料工位设有下料容器(70)，机械手包

括安装在同一运动模块(51)上的上料装置(52)和下料装置(53)，上料装置从供料工位上料

的过程，与下料装置从产品载具(40)下料的过程同时进行。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机构(60)包括振动盘

(61)、一端与振动盘连接的推送带(62)、与推送带另一端相抵的限位块(63)，推送带设有料

槽(620)，限位块设有与料槽衔接的限位槽(630)。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其特征在于：上料装置(52)包括第一夹爪气

缸(521)、安装在第一夹爪气缸上的第一对仿形撑块(522)；下料装置(53)包括第二夹爪气

缸(531)、安装在第二夹爪气缸上的第二对仿形撑块(532)。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对仿形撑块(522)上设有

能够升降的推条(523)，推条与第一升降驱动单元连接，第一升降驱动单元安装在运动模块

(51)上。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二对仿形撑块(532)之间具

有间隙，该间隙的上方设有插板(533)，插板能够向下穿过所述间隙，插板与第二升降驱动

单元(534)连接，第二升降驱动单元安装在运动模块(51)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其特征在于：产品载具(40)包括立板(41)、

安装在立板上的固定块(42)、活动配合在立板上的活动杆(43)、设置在固定块上的电磁杆

(44)，电磁杆的一端设有导向槽(440)，活动杆的一端设有与导向槽配合的导向凸部(430)，

活动杆上设有磁铁(45)和夹块(46)，立板上设有一侧开口的产品定位槽(410)，夹块位于产

品定位槽的开口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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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精雕机的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加工设备，具体涉及精雕机。

背景技术

[0002] 精雕机，数控机床的一种，可对金属或非金属板材、管材进行非接触切割打孔。

[0003] 精雕机在工作时，冷却液作用于产品，冷却液落在机身的收集槽中，为了避免冷却

液外洒，机身上安装有透明罩，方便工作人员观察产品的加工情况。

[0004] 机身上设有龙门架，用于加工产品的刀具部分设置在龙门架的前方，相应地，所述

收集槽和所述透明罩位于龙门架的前方。龙门架的前方即是精雕机的前方。

[0005] 如果产品从精雕机的前方输送至机身上的产品载具，那么，用于输送产品的机械

手需要越过透明罩的侧壁，机械手需要较大的升降幅度和平移幅度，这将增加机械手的占

用体积、使用成本，以及结构复杂程度。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减小输送产品至精雕机产品载具的机械手的占用体积

及结构复杂程度。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包括机身、

固定在机身上的龙门架、安装在龙门架上的刀具部分、活动安装在机身上的产品载具，机身

上设有收集槽，刀具部分和收集槽均位于龙门架的前方，输送产品至产品载具的机械手安

装在龙门架上且位于龙门架的后方，向机械手供料的供料机构位于龙门架的后方，所述产

品载具能够沿前后方向穿过所述龙门架。

[0008] 相比于现有技术将上料用的机械手设置在龙门架的前方，即刀具部分的前方，本

发明将机械手设置在龙门架的后方，由于冷却液喷射装置设置在刀具部分上且向前方喷射

冷却液，冷却液不会到达龙门架的后方，因此，龙门架的后方无需设置透明罩，也无需设置

其他挡水设施。而且，刀具部分位于龙门架的前方，因此，龙门架的后方具有足够的空间容

纳机械手，而且，机械手的升降幅度和平移幅度较小，利于机械手占用体积减小、使用成本

减小，以及结构简化。

附图说明

[000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0] 图1为从前方观察精雕机所得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从后方观察精雕机所得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供料机构60、机械手50、下料容器70的组合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机械手的局部示意图；

[0014] 图5为产品载具40的示意图。

[0015] 图中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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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10、机身；11、收集槽；12、导轨；

[0017] 20、龙门架；

[0018] 30、刀具部分；

[0019] 40、产品载具；41、立板；410、产品定位槽；42、固定块；43、活动杆；430、导向凸部；

431、限位边缘；44、电磁杆；440、导向槽；45、磁铁；46、夹块；47、电磁线圈；

[0020] 50、机械手；51、运动模块；52、上料装置；521、第一夹爪气缸；522、第一对仿形撑

块；523、推条；53、下料装置；531、第二夹爪气缸；532、第二对仿形撑块；533、插板；534、第二

升降驱动单元；535、第二夹爪气缸的夹爪；54、运动系统；

[0021] 60、供料机构；61、振动盘；62、推送带；620、料槽；63、限位块；630、限位槽；

[0022] 70、下料容器；

[0023] 80、产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结合图1、图2，一种精雕机的结构，包括机身10、固定在机身上的龙门架20、安装在

龙门架上的刀具部分30、活动安装在机身上的产品载具40，机身上设有收集槽11，刀具部分

和收集槽均位于龙门架的前方，输送产品至产品载具的机械手50安装在龙门架上且位于龙

门架的后方，向机械手供料的供料机构60位于龙门架的后方，所述产品载具能够沿前后方

向穿过所述龙门架。

[0025] 实际操作中，产品载具40向后位移至龙门架20的后方，供料机构60向机械手50供

料，机械手从供料机构60处获取产品并将其移送至产品载具40。产品载具位移至龙门架的

前方，位于刀具部分30的下方，刀具部分对产品载具上的产品进行加工，加工时，透明罩密

闭，刀具部分30上的冷却液喷射装置向产品和刀具处喷射冷却液。产品加工完成后，产品载

具位移至龙门架20的后方，机械手50将产品转移至下料容器70中。

[0026] 如图3，机械手50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供料工位和下料工位，两者均位于龙门架20

的后方，供料机构位于供料工位上，下料工位设有下料容器70，如图4，机械手包括安装在同

一运动模块51上的上料装置52和下料装置53。上料装置从供料工位上料的过程，与下料装

置从产品载具40下料的过程同时进行。具体地，上料装置从供料机构上获取待加工产品时，

下料装置从产品载具上获取已完成加工的产品，随着运动模块51的升降及平移，上料装置

将待加工产品放置在产品载具40上时，下料装置将已完成加工的产品放入下料容器70。如

此，设计，上下料同时动作，提高精雕机的工作效率。

[0027] 如图3，所述供料机构60包括振动盘61、一端与振动盘连接的推送带62、与推送带

另一端相抵的限位块63，推送带设有料槽620，限位块设有与料槽衔接的限位槽630。振动盘

向料槽中输送待加工的产品，产品沿料槽位移至限位槽630。机械手50的上料装置52从限位

槽中获取待加工的产品。

[0028] 如图4，上料装置52包括第一夹爪气缸521、安装在第一夹爪气缸上的第一对仿形

撑块522；下料装置53包括第二夹爪气缸531、安装在第二夹爪气缸上的第二对仿形撑块

532。运动模块51安装在运动系统54上，该运动系统能够驱动运动模块有规律地升降和平

移。运动模块的升降和平移，能够带动上料装置来到限位槽630处，从中获取待加工产品后

转移至产品载具40上。运动模块的升降和平移，能够带动下料装置来到产品载具处，从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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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已加工完成的产品后转移至下料容器70中。本精雕机加工带有孔位的产品，上料装置

52来到限位槽630处，第一对仿形撑块522向下插入产品孔位中，之后，第一夹爪气缸521将

第一对仿形撑块撑开，以获取产品。在将产品放至产品载具40上后，第一夹爪气缸将第一对

仿形撑块合拢，产品从第一对仿形撑块上落下。下料装置53的第二对仿形撑块532以同样的

原理从产品载具40上获取已完成加工的产品，并将产品释放入下料容器70中。

[0029] 如图4，为了保证待加工的产品能够顺利地落在产品载具40上，第一对仿形撑块

522上设有能够升降的推条523，推条与第一升降驱动单元连接，第一升降驱动单元安装在

运动模块51上。推条的底部呈锥形，紧贴第一对仿形撑块的侧壁。推条与第一对仿形撑块之

间设有导向结构，在第一升降驱动单元的驱动下，推条沿第一对仿形撑块的侧壁下行，将产

品推落。推条的数量若干，分布在第一对仿形撑块的四周，所有推条的顶部与第一升降驱动

单元连接，第一升降驱动单元可以是气缸。实际操作中，第一对仿形撑块522将产品转移至

产品载具40的产品定位槽410中，第一对仿形撑块合拢，不再撑紧产品，理论上，第一对仿形

撑块上升，能够脱离产品。但是，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粘连，导致第一对仿形撑块将产品带

出产品定位槽410。此时，推条523下行，将产品推离第一对仿形撑块522，保证产品脱离第一

对仿形撑块而留在产品定位槽410中。分布在第一对仿形撑块四周的若干推条523，能够将

产品工整地压在产品定位槽410中，产品在产品定位槽中得到准确定位。

[0030] 如图4，为了保证已完成加工产品脱离第二对仿形撑块，第二对仿形撑块532之间

具有间隙，该间隙的上方设有插板533，插板能够向下穿过所述间隙，插板与第二升降驱动

单元534连接，第二升降驱动单元安装在运动模块51上。实际操作中，第二对仿形撑块532将

已完成加工的产品输送至下料容器70的上方，第二对仿形撑块合拢，释放产品。为了防止产

品与第二对仿形撑块粘连，在第二升降驱动单元534的驱动下，插板533向下插入并能够穿

过第二对仿形撑块之间的间隙，将产品从第二对仿形撑块上卸下。区别于待加工产品准确

定位在产品定位槽410中，此处已完成加工的产品只要落在下料容器70中，因此，无需采用

若干推条523，只用简单的插板533即可。

[0031] 如图5，产品载具40包括立板41、安装在立板上的固定块42、活动配合在立板上的

活动杆43、设置在固定块上的电磁杆44，电磁杆的一端设有导向槽440，活动杆的一端设有

与导向槽配合的导向凸部430，活动杆上设有磁铁45和夹块46，活动杆设有导向凸部的一端

设有限位边缘431，将磁铁和夹块限制在活动杆上。立板上设有一侧开口的产品定位槽410，

夹块位于产品定位槽的开口侧。上料装置52将待加工的产品放置入产品定位槽，电磁杆44

得正向电流而具有正向磁力，该磁力与磁铁45互斥，在磁铁的作用下，夹块46向产品定位槽

位移靠拢，将待加工产品夹紧在产品定位槽410中，如此，产品定位在所述产品定位槽中。下

料装置53需要从产品定位槽中取走已完成加工的产品时，电磁杆得反向电流而具有反向磁

力，该磁力与磁铁45互吸，在磁铁的作用下，夹块46远离产品定位槽410，产品定位槽中的产

品被释放，下料装置53可以从中取走产品。本设计将活动杆43与固定块42的关系设计成活

动关系，由于导向凸部430与导向槽440的配合，无论活动杆在磁力作用下是否相对立板41

位移，均不影响夹块46夹紧产品或释放产品。如果将活动杆43与立板41的关系，或者，活动

杆与固定块的关系设计成固定关系，那么，在磁力的长期作用下，活动杆与立板，或者，活动

杆与固定块相对松动，反而影响夹块46正常夹紧产品或释放产品。其中，电磁杆44插设在电

磁线圈47中，电磁线圈通过正向电流或反向电流，使电磁杆具有磁力。电磁线圈固定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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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42上。

[0032] 实际操作中，在线性驱动单元的驱动下，产品载具40沿导轨12位移至龙门架20的

后方，下料装置53从产品定位槽410中获取已完成加工的产品，并将其转移至下料容器70的

上方进行下料。同步地，上料装置52从供料机构60上获取待加工产品并将其输送至产品载

具40的产品定位槽410中。之后，产品载具40沿导轨12位移至龙门架20的前方，刀具部分30

对产品进行加工。加工时，透明罩关闭，甚至透明罩可以设计成常闭状态，冷却液喷射装置

向产品和刀具处喷射冷却液，冷却液落在收集槽11中回收。

[0033] 以上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

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

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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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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