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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镀锌板加工领域，具体的说是一

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包括工作台，

所述工作台的上表面靠近左右两侧面边缘均固

定安装有安装箱，所述安装箱内均固定安装有输

送带，且左侧输送带上表面设置有镀锌板本体，

所述输送带相对应的安装箱上侧内壁上固定安

装有压紧机构，所述工作台上表面靠近右侧固定

安装有冲压机构。本发明通过将冲压机构、切割

机构和打磨机构整合在一起，省去了各个设备之

间转运镀锌板的过程，同时在冲压时可以同步进

行切割，使切割过程更加稳定，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同时增加了对切割机构和打磨机构的集尘功

能，且共用一个集尘机构节省设备生产成本，使

工作环境更加整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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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包括工作台(1)，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的

上表面靠近左右两侧面边缘均固定安装有安装箱(2)，所述安装箱(2)内均固定安装有输送

带(3)，且左侧输送带(3)上表面设置有镀锌板本体(4)，所述输送带(3)相对应的安装箱(2)

上侧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压紧机构(5)，所述工作台(1)上表面靠近右侧固定安装有冲压机构

(6)，所述工作台(1)位于冲压机构(6)左侧固定套设安装有密封箱(7)，所述密封箱(7)的上

表面靠近右侧边缘固定安装有位置固定安装有传动丝杆本体(8)，所述传动丝杆本体(8)的

丝杆螺母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切割机构(9)，且切割机构(9)设置于密封箱(7)内靠近右侧边

缘位置，所述密封箱(7)的上下两侧壁靠近前后边缘位置均固定安装有打磨机构(10)，所述

密封箱(7)前后内壁之间固定安装有导向辊(11)，所述密封箱(7)的下侧壁上开设有通孔

(12)，所述通孔(12)相对应的密封箱(7)下表面固定安装有集尘罩(13)，所述集尘罩(13)通

过连接管(14)与集尘机构(15)相连通，所述安装箱(2)和密封箱(7)左右两侧壁均开设有矩

形开口(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紧机

构(5)包括固定套(501)、锁紧螺栓(502)、矩形杆(503)、贯穿孔(504)、安装架(505)和压辊

(506)，所述安装箱(2)的上表面靠近中部位置均固定安装有固定套(501)，所述固定套

(501)内均通过锁紧螺栓(502)固定安装有矩形杆(503)，且矩形杆(503)插设于安装箱(2)

内，所述安装箱(2)上侧壁上开设有供矩形杆(503)通行得贯穿孔(504)，所述矩形杆(503)

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安装架(505)，所述安装架(505)内与输送带(3)相对应位置固定安装

有压辊(50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压机

构(6)包下安装座(601)、上安装座(602)、支撑柱(603)、下模板(604)、液压伸缩杆(605)和

上模板(606)，所述下安装座(601)下表面固定安装于工作台(1)上表面，所述下安装座

(601)与上安装座(602)之间呈矩形固定安装有支撑柱(603)，所述下安装座(601)上表面设

置有下模板(604)，所述上安装座(602)上固定安装有液压伸缩杆(605)，所述液压伸缩杆

(605)的下表面与下模板(604)相对应位置固定安装有上模板(60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模板

(604)的上表面与输送带(3)和导向辊(11)的上表面水平平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机

构(9)包括第一电动伸缩杆(901)、长条孔(902)、第一电机(903)和切割片(904)，所述第一

电动伸缩杆(901)的上表面与传动丝杆本体(8)的丝杆螺母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密封箱

(7)上表面开设有供第一电动伸缩杆(901)移动的长条孔(902)，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901)

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903)，所述第一电机(903)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切割片

(90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机

构(10)包括第二电动伸缩杆(101)、第二电机(102)和打磨片(103)，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

(101)固定安装于密封箱(7)上下两侧内壁靠近前后边缘位置，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101)

相面对侧面活塞上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102)，所述第二电机(102)的输出轴上均固安装有

打磨片(10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集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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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15)包括集尘箱(151)、抽风机(152)、进风管(153)、导流板(154)、过滤网(155)、活性炭

吸附板(156)和排料阀(157)，所述集尘箱(151)上表面靠近右侧固定安装有抽风机(152)，

所述抽风机(152)的进风口通过进风管(153)与集尘箱(151)相连通，所述集尘箱(151)内壁

之间倾斜固定安装有导流板(154)，所述导流板(154)上表面与集尘箱(151)上侧内壁之间

从左至右依次固定安装有过滤网(155)和活性炭吸附板(156)，所述集尘箱(151)的下表面

靠近左侧固安装有排料阀(157)。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

(1)的下表面呈矩形固定支撑腿(17)，所述支撑腿(17)之间固定安装有加强杆(18)，所述集

尘箱(151)固定安装于加强杆(18)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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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镀锌板加工领域，具体说是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

背景技术

[0002] 镀锌钢板是为防止钢板表面遭受腐蚀延长其使用寿命，在钢板表面涂以一层金属

锌，这种涂锌的钢板称为镀锌板，镀锌板带钢产品主要应用于建筑、轻工、汽车、农牧渔业及

商业等行业，其中建筑行业主要用于制造防腐蚀的工业及民用建筑屋面板、屋顶格栅等；轻

工行业用其制造家电外壳、民用烟囱、厨房用具等，汽车行业主要用于制造轿车的耐腐蚀部

件等；农牧渔业主要用做粮食储运、肉类及水产品的冷冻加工用具等；商业主要用作为物资

的储运、包装用具等，镀锌钢板是制作防滑板的主要材料之一，但是现有镀锌板在制作防滑

板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0003] 在对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进行加工过程中，需要对镀锌板使用冲压机、

切割机和打磨机等设备增强其强度，导致生产成本高，同时镀锌板需要在各个设备之间转

运，生产效率低，同时镀锌板制作防滑板时其所使用的打磨机构和切割机不具备防尘功能，

导致大量的烟尘肆意飘散，污染工作环境，长时间吸入会影响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

板，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上表面靠近左右两侧面边缘均固定安装有安装箱，所述安装

箱内均固定安装有输送带，且左侧输送带上表面设置有镀锌板本体，所述输送带相对应的

安装箱上侧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压紧机构，所述工作台上表面靠近右侧固定安装有冲压机

构，所述工作台位于冲压机构左侧固定套设安装有密封箱，所述密封箱的上表面靠近右侧

边缘固定安装有位置固定安装有传动丝杆本体，所述传动丝杆本体的丝杆螺母下表面固定

安装有切割机构，且切割机构设置于密封箱内靠近右侧边缘位置，所述密封箱的上下两侧

壁靠近前后边缘位置均固定安装有打磨机构，所述密封箱前后内壁之间固定安装有导向

辊，所述密封箱的下侧壁上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相对应的密封箱下表面固定安装有集尘

罩，所述集尘罩通过连接管与集尘机构相连通，所述安装箱和密封箱左右两侧壁均开设有

矩形开口。

[0006] 具体的，所述压紧机构包括固定套、锁紧螺栓、矩形杆、贯穿孔、安装架和压辊，所

述安装箱的上表面靠近中部位置均固定安装有固定套，所述固定套内均通过锁紧螺栓固定

安装有矩形杆，且矩形杆插设于安装箱内，所述安装箱上侧壁上开设有供矩形杆通行得贯

穿孔，所述矩形杆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安装架，所述安装架内与输送带相对应位置固定安

装有压辊。

[0007] 具体的，所述冲压机构包下安装座、上安装座、支撑柱、下模板、液压伸缩杆和上模

板，所述下安装座下表面固定安装于工作台上表面，所述下安装座与上安装座之间呈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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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安装有支撑柱，所述下安装座上表面设置有下模板，所述上安装座上固定安装有液压

伸缩杆，所述液压伸缩杆的下表面与下模板相对应位置固定安装有上模板。

[0008] 具体的，所述下模板的上表面与输送带和导向辊的上表面水平平齐。

[0009] 具体的，所述切割机构包括第一电动伸缩杆、长条孔、第一电机和切割片，所述第

一电动伸缩杆的上表面与传动丝杆本体的丝杆螺母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密封箱上表面开

设有供第一电动伸缩杆移动的长条孔，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第一电

机，所述第一电机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切割片。

[0010] 具体的，所述打磨机构包括第二电动伸缩杆、第二电机和打磨片，所述第二电动伸

缩杆固定安装于密封箱上下两侧内壁靠近前后边缘位置，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相面对侧面

活塞上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上均固安装有打磨片。

[0011] 具体的，所述集尘机构包括集尘箱、抽风机、进风管、导流板、过滤网、活性炭吸附

板和排料阀，所述集尘箱上表面靠近右侧固定安装有抽风机，所述抽风机的进风口通过进

风管与集尘箱相连通，所述集尘箱内壁之间倾斜固定安装有导流板，所述导流板上表面与

集尘箱上侧内壁之间从左至右依次固定安装有过滤网和活性炭吸附板，所述集尘箱的下表

面靠近左侧固安装有排料阀。

[0012] 具体的，所述工作台的下表面呈矩形固定支撑腿，所述支撑腿之间固定安装有加

强杆，所述集尘箱固定安装于加强杆上表面。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4]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通过将冲压机构、切割机

构和打磨机构之间的配合使用，省去了各个设备之间转运镀锌板的过程，同时在冲压时可

以同步进行切割，使切割过程更加稳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0015]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通过集尘机构对密封箱内

的粉尘进行收集，增加了对切割机构和打磨机构的集尘功能，且切割机构和打磨机构共用

一个集尘机构，节省设备生产成本，使工作环境更加整洁卫生。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的剖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的俯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的集尘机构剖视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的图2所示的A处放大图。

[0022] 图中：1、工作台；2、安装箱；3、输送带；4、镀锌板本体；5、压紧机构；501、固定套；

502、锁紧螺栓；503、矩形杆；504、贯穿孔；505、安装架；506、压辊；6、冲压机构；601、下安装

座；602、上安装座；603、支撑柱；604、下模板；605、液压伸缩杆；606、上模板；7、密封箱；8、传

动丝杆本体；9、切割机构；901、第一电动伸缩杆；902、长条孔；903、第一电机；904、切割片；

10、打磨机构；101、第二电动伸缩杆；102、第二电机；103、打磨片；11、导向辊；12、通孔；13、

集尘罩；14、连接管；15、集尘机构；151、集尘箱；152、抽风机；153、进风管；154、导流板；155、

过滤网；156、活性炭吸附板；157、排料阀；16、矩形开口；17、支撑腿；18、加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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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4] 如图1-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450MPa级轻钢热基高强镀锌板，包括工作台1，

所述工作台1的上表面靠近左右两侧面边缘均固定安装有安装箱2，所述安装箱2内均固定

安装有输送带3，且左侧输送带3上表面设置有镀锌板本体4，输送带3为同步运行，输送带3

中所使用的驱动电机为同步电机，通过外部控制系统，便于对输送带3行程进行调节，所述

输送带3相对应的安装箱2上侧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压紧机构5，所述工作台1上表面靠近右侧

固定安装有冲压机构6，所述工作台1位于冲压机构6左侧固定套设安装有密封箱7，所述密

封箱7的上表面靠近右侧边缘固定安装有位置固定安装有传动丝杆本体8，所述传动丝杆本

体8的丝杆螺母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切割机构9，且切割机构9设置于密封箱7内靠近右侧边缘

位置，所述密封箱7的上下两侧壁靠近前后边缘位置均固定安装有打磨机构10，所述密封箱

7前后内壁之间固定安装有导向辊11，所述密封箱7的下侧壁上开设有通孔12，所述通孔12

相对应的密封箱7下表面固定安装有集尘罩13，所述集尘罩13通过连接管14与集尘机构15

相连通，所述安装箱2和密封箱7左右两侧壁均开设有矩形开口16，通过将冲压机构6、切割

机构9和打磨机构10整合在一起，省去了各个设备之间转运镀锌板的过程，同时在冲压时上

模板606与下模板604将镀锌板压紧固定，此时切割机构9可以同步进行切割，使切割过程更

加稳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通过集尘机构15对密封箱7内的粉尘进行收集，增加了对切割

机构9和打磨机构10的集尘功能，且切割机构9和打磨机构10共用一个集尘机构15，节省设

备生产成本，使工作环境更加整洁卫生。

[0025] 具体的，所述压紧机构5包括固定套501、锁紧螺栓502、矩形杆503、贯穿孔504、安

装架505和压辊506，所述安装箱2的上表面靠近中部位置均固定安装有固定套501，所述固

定套501内均通过锁紧螺栓502固定安装有矩形杆503，且矩形杆503插设于安装箱2内，所述

安装箱2上侧壁上开设有供矩形杆503通行得贯穿孔504，所述矩形杆503的下表面固定安装

有安装架505，所述安装架505内与输送带3相对应位置固定安装有压辊506，矩形杆503在固

定套501内上下移动，矩形杆503带动安装架505下表面的压辊506向下移动，便于将镀锌板

夹紧，使左右两侧的输送带3带动镀锌板向前移动。

[0026] 具体的，所述冲压机构6包下安装座601、上安装座602、支撑柱603、下模板604、液

压伸缩杆605和上模板606，所述下安装座601下表面固定安装于工作台1上表面，所述下安

装座601与上安装座602之间呈矩形固定安装有支撑柱603，所述下安装座601上表面设置有

下模板604，所述上安装座602上固定安装有液压伸缩杆605，所述液压伸缩杆605的下表面

与下模板604相对应位置固定安装有上模板606，液压伸缩杆605带动上模板606向下移动，

对镀锌板进行冲压，使镀锌板上表面形成防滑凸起，同时下模板604与上模板606将镀锌板

夹紧固定时，切割机构9可以对镀锌板进行切割。

[0027] 具体的，所述下模板604的上表面与输送带3和导向辊11的上表面水平平齐，便于

镀锌板在输送带3的传输下，可以在下模板604和导向辊11上表面稳步向前移动。

[0028] 具体的，所述切割机构9包括第一电动伸缩杆901、长条孔902、第一电机903和切割

片904，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901的上表面与传动丝杆本体8的丝杆螺母下表面固定连接，所

述密封箱7上表面开设有供第一电动伸缩杆901移动的长条孔902，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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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903，所述第一电机903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切割片904，第一

电动伸缩杆901带动第一电机903向下移动，使第一电机903输出轴上的切割片904与镀锌板

接触，再通过传动丝杆本体8带动第一电动伸缩杆901前后移动，达到切割片904对镀锌板进

行切割的功能。

[0029] 具体的，所述打磨机构10包括第二电动伸缩杆101、第二电机102和打磨片103，所

述第二电动伸缩杆101固定安装于密封箱7上下两侧内壁靠近前后边缘位置，所述第二电动

伸缩杆101相面对侧面活塞上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102，所述第二电机102的输出轴上均固

安装有打磨片103，第二电动伸缩杆101带动第二电机102分别上下移动，使第二电机102输

出轴上的打磨片103与镀锌板侧边接触，达到对镀锌板进行磨边的效果。

[0030] 具体的，所述集尘机构15包括集尘箱151、抽风机152、进风管153、导流板154、过滤

网155、活性炭吸附板156和排料阀157，所述集尘箱151上表面靠近右侧固定安装有抽风机

152，所述抽风机152的进风口通过进风管153与集尘箱151相连通，所述集尘箱151内壁之间

倾斜固定安装有导流板154，所述导流板154上表面与集尘箱151上侧内壁之间从左至右依

次固定安装有过滤网155和活性炭吸附板156，所述集尘箱151的下表面靠近左侧固安装有

排料阀157，抽风机152对集尘箱151内进行抽气，使集尘箱151内形成负压，使集尘箱151通

过连接管14对密封箱7进行抽风，使密封箱7内含有粉尘的空气进入集尘箱151内，再通过过

滤网155和活性炭吸附板156对含有粉尘的空气进行过滤，过滤的灰尘通过排料阀157排出

即可。

[0031] 具体的，所述工作台1的下表面呈矩形固定支撑腿17，所述支撑腿17之间固定安装

有加强杆18，所述集尘箱151固定安装于加强杆18上表面，支撑腿17便于对工作台1进行固

定，加强杆18使支撑腿17结构更加牢固，同时便于对集尘箱151进行安装固定。

[0032] 在使用时，左侧的输送带3带动镀锌板向冲压机构6方向移动，当镀锌板位于冲压

机构6中的下模板604上表面时，液压伸缩杆605带动上模板606向下移动，对镀锌板进行冲

压，使镀锌板上表面形成防滑凸起，冲压完成后，左侧输送带3继续带动镀锌板向打磨机构

10的方向移动，当输送带3的一个行程完成后，冲压机构6继续对镀锌板进行冲压，同时在下

模板604与上模板606将镀锌板夹紧的过程中，切割机构9中的第一电动伸缩杆901带动第一

电机903向下移动，使第一电机903输出轴上的切割片904与镀锌板接触，再通过传动丝杆本

体8带动第一电动伸缩杆901前后移动，使切割片904对镀锌板进行切割，同时在输送带3使

镀锌板向前移动过程中，打磨机构10通过第二电动伸缩杆101带动第二电机102分别上下移

动，使第二电机102输出轴上的打磨片103与镀锌板侧边接触，使打磨片103对上一个输送带

3行程中前进的镀锌板进行磨边，在切割与打磨的过程中，抽风机152对集尘箱151内进行抽

气，使集尘箱151内形成负压，使集尘箱151通过连接管14对密封箱7进行抽风，使密封箱7内

含有粉尘的空气进入集尘箱151内，再通过过滤网155和活性炭吸附板156对含有粉尘的空

气进行过滤，过滤的灰尘通过排料阀157排出即可，如此循环使用，使生产效果更高。

[003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方式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

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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