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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CNC 雕刻機
DIY Hobby Mini CNC Router Machine



Introduction 介紹
• 主要材料

– 6061合金鋁板:台灣可網購,屬軟金屬, 容易加工, 加工工具多半可與木工工具共用.(如鋸, 銼)
– 油銅(SAE841 Oilite):台灣可網購, 製作成作便宜但可靠的線性運動螺母,取代昂貴的線性滑軌(Linear 

Slide Blocks/Rails). 也可由尼龍材(Nylon,賣場有白色塑膠砧板,機械設計常用尼龍作低摩擦材)代替
Acme螺母.

– 雕刻機(Spindle): 市面常見的Dremel 類小型雕刻機, 或手提木工修邊機本體(壓克力套拿掉).
• 設計繪圖軟體: AUTOCAD 3D
• 主要加工工具: 

– 銑床(非必備): 適當採購規格鋁材尺寸, 可以不用銑任何材料, 僅需鋸切金屬, 並銼平材料某些部分.
– 銼刀: 代替簡單的修平整材料(銑)的動作, 木工銼,銅鋁軟金屬銼, 都是同一個東西.
– 鑽床(必備): 為木工共用機械, 因為為金屬加工反作用力大, 需鑽床虎鉗固定被加工物件.

• 必須使用Brad Point Drill Bits(中央尖木工鑽), 以提升鑽孔精確度, 減少DIY友作不精準的衍生問題

– 鋸床(非必備):可用金屬手鋸代替.木工帶鋸機使用者需要換金屬切割的鋸帶(齒數較密齒形不同)
– 攻牙器(必備): 

• 螺絲攻牙, 攻機器鋁身的孔.
• Acme Screw 螺紋攻牙器, 攻油銅作螺母, 配合攻Acme螺桿, 成本較線性滑軌便宜, 但一樣有效可靠.

• 機體完工後, 要使用CNC 機器前:
– 需要自備含Printer Port(印表機埠)的電腦一台, CPU Pentium II 以上.
– 需要買CNC 套件, 露天/奇摩/Ebay/國外商家查google 皆可買到, 大約在200-300 US$之間.

• 電源器, 提供驅動器電源, 一般可用電腦電源改裝.
• 介面板, 是一塊驅動馬達的printer port介面板, 接收到電腦發出的指令, 接去各軸推馬達驅動器.
• 三軸各一顆步進馬達(stepper motors)+驅動器

• G-code 驅動軟體, 以讀取運作指令產生G-code 的應用軟體, 如ArtCAM …..



Background 背景介紹

• 本文僅剩DIY Hobby CNC Machine的歷史資料, 機體已不存. 由於完成於1999年, 當時製造
過程沒有照相.

• 手邊只剩書面資料, 希望能提供DIY CNC友以較低預算作出結構可靠的 Mini CNC 雕刻機.
主要材料可於拍賣(Ruten/Kimo)網站購得

• 本機器含XYZ三軸. 大行程Max. Stroke(X,Y,Z) = (24, 20, 4) inch = (60.9, 50.8,10.2) cm 

Y軸步進
馬達

Z軸步進
馬達

X軸步進
馬達

自製滑軌,原因
見下兩頁. 

大行程(英
吋)

雕刻機



BOM(Bill of Material) 材料採購清單

• 製作所需所有材料清單. 原機製作於美國, 所以零件廠商在美國. 各人設計不同, BOM表也不同, 
故本表僅供您了解使用了哪些材料, 作為自己設計時參考.

• 價格是十年前的材料價格, 故不列出.

此處聯軸器買錯
成一般型, 您別買
錯(詳見後文)



Why Making Linear Slides Yourself 自製滑軌的原因

• 三軸直線運動的機構:
– 線性運動軌道: 用Dual-Vee培林及軌道, 台灣買不到, 但可以用便宜的戶車滑輪(老式衣櫃滑輪)代替.
– 線性運動產生: 用Acme 螺桿及螺母, 可購攻牙組, 自製鋁牙條+油銅(尼龍)牙母; 或上網購現成產品.

• 以上兩項, 原設計中採自製, 原因是三軸長度可以自己任意決定, 依您需求作各種大小的CNC,價格沒差. 
若買現成線性滑軌則會大幅拉高預算, 且愈長愈貴.

用DualVee培林及軌道
自製線性運動

DualVee培林的軸心襯
套(偏心軸的, 可任意
調整,讓加工不精準人
可輕易調整回精準位
置)

DualVee培林的軸心
(偏心軸的,讓加工不
精準人可輕易調整回
精準位置)

DualVee軌道

(可以不買此項)

Picture copyrights belongs to 
Bishop Wisecarver Copr.



How To Incorporate Dual-Vee Into Your Design 使用Dual-Vee滑軌機構解說圖

• 因為組合圖看不到桌板背面滑軌結構, 故借用此圖解說.
• 滑軌零件(培林,軌道) 組合方式, 設計時您可依自己的設計方便, 而搭配選擇, 設計出你要的行程, 

不再受市售滑軌組長度的限制.

本設計選
此二種方

式

X,Y軸用此種設計

Z軸類似此種設計
Picture copyrights belongs to 
Bishop Wisecarver Copr.



Other Key Parts 其他機構解說

• 茲挑選三張圖幾個主要零件解釋機構.

扣住雕刻機頸部的環扣

便宜的鋁板CNC 檯
面, 設計上簡化, 加工
上只需鑽孔即可.不熟
悉機械加工者也能製
造. 

雕刻機頸部在此

螺絲鎖緊
就夾住雕
刻機

三軸的ACME螺桿, 與馬達相接時須用
聯軸器(coupling), 如此馬達軸與螺桿的
軸心偏移等加工上無可避免的不精準
都可抵消.(下頁解說)

X軸螺
桿

Y軸螺
桿

Z軸螺
桿



Why Use Shaft Couplings 為什麼要用聯軸器

• 當機械上連接兩根軸時, 要用聯軸器, 來傳動並抵銷偏移及錯位.
• 聯軸器種類相當多, 此處要買步進或伺服馬達專用的雙碟彈簧聯軸器(網路有賣), 這

種專用聯軸器適合本案例中傳達較高扭力的需求, 但零回差(free play/backlash, 即馬
達轉到位軸也必須同步到位)的應用.

馬達軸與螺桿軸相連接時, 不可避免要發生上述三種情況, 您作機器永遠作不到100%兩軸對準, 所以有聯軸器的發明.
正好不精於機械加工Homemade CNC友可免擔心了, 聯軸器一次解決您的問題, 當然您兩軸也不要差到太離譜. 

聯軸器太多種, 要買專門設計給伺服或步進馬達專用
的Double-Disc Shaft Couplings.如左圖所示.通常賣螺
桿的也會賣一起賣聯軸器給您.

螺絲軸將鎖緊

螺絲軸將鎖緊

馬達軸塞進此
孔中

螺桿軸塞進此
孔中



Artifacts 作品

• 碩果僅存的當時試雕的作品, 本機可應用在雕刻木頭, 塑膠, 軟金屬(銅.鋁)
• 如何操作雕刻的部分不作說明, 您買的CNC套件商會提供軟體及說明. 這部分不用擔心.

一般浮雕(中文字匾,瓦
當), 材質:松木(Soft 
Wood)

照片浮雕(僧),材質:
某硬木(Hard Wood)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參考建議

• 不想買貴Acme螺桿者, 您的機器若行程小於20cm, 或雕輕軟物件, 您或許可以買現
成粗牙(coarse pitch)的粗牙條試試, 再買相配的螺母攻, 攻一塊鋁材或尼龍材當螺母. 
牙條一般螺絲行有賣. 經費充足者則不建議如此.

• 挑選牙條或螺桿時(各種參數:桿強度column strength及臨界轉速critical speed,…DIY業餘設計負載不大, 可以忽略不計), 
螺距(pitch)越小表示馬達轉一圈, 平台前進(lead)距離愈小. 買的pitch太小, 雕出成品
的時間會越長; 而pitch 太大, 又容易miss steps. 請衡量自己的耐心與機器的能耐. 進
階DIY友可網上找試算表,用計算方式挑選適當直徑的螺桿(不會計算者, 挑直徑
1~2cm間即可)

• 盡量以鋁合金材質作機器結構, 軟金屬也較好加工. 缺乏剛性的機體結構, 所雕刻的
東西輪廓會發生不清楚的現象.

• 木工或金工朋友加工金屬, 一定要穿戴護具, 三罩:眼罩口罩耳罩一定要罩.安全第一!
• 雕刻機噪音普遍甚大, 故公寓中不建議操作機器.
• 平價CNC套件, 可能無反饋控制(feedback control), 或馬達推力不足, 造成missed 

steps(例如馬達收到走10步訊號, 卻實際上因摩擦力或切削反作用力而只能走8步), 
故買時要注意, 您的DIY CNC 機器做的不甚精準的話, 或行程作太長, 雕太硬東西, 
三軸馬達推力不足會miss steps 更多. 市面上有反饋的close-loop 系統控制器價格恐
怕超出業餘DIY 範圍以外.

• 業餘畢竟歸業餘, DIY mini CNC畢竟在娛樂, 經費停損點要限制.

HAPPY DIY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