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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玻璃自动磨边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玻璃自动磨边装置，
包括底座、
真空吸盘装置和控制箱，
真空吸盘装
置与控制箱电连接，
所述真空吸盘装置底部加工
有旋转齿轮，
底座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旋转齿轮的
控制器，
所述底座上设置有循环水池，
循环水池
内安装有横调滑座，
横调滑座上安装有与其滑动
配合的横滑块，
且横调滑座上还安装有用于调节
横滑块的丝杆机构，
所述横滑块顶部安装有磨边
机构，
所述循环水池上安装有循环水箱和循环水
泵，
循环水泵与循环水箱之间连接有出水管，
所
述循环水箱上安装有送水泵，
送水泵上设置有送
水软管。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循环水池、循环水
箱和循环水泵，
可将磨边时使用的水资源及时收
集起来，
从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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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玻璃自动磨边装置，
包括底座以及安装在底座一侧的真空吸盘装置，
底座上安
装有控制箱，
所述真空吸盘装置与控制箱电连接，
其特征在于：
所述真空吸盘装置底部加工
有旋转齿轮，
底座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旋转齿轮的控制器，
控制器与控制箱电连接，
所述底座
另一侧设置有循环水池，
循环水池内安装有横调滑座，
横调滑座上安装有与其滑动配合的
横滑块，
且横调滑座上还安装有用于调节横滑块的丝杆机构，
所述横滑块顶部安装有磨边
机构，
磨边机构包括竖调滑座、磨边电机和竖调螺杆，
磨边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磨边砂
轮，
且磨边电机的机壳上固定有竖滑块，
竖滑块与竖调滑座滑动配合，
竖调滑座顶部固定有
支撑架，
所述竖调螺杆一端穿过支撑架并与竖滑块固定连接，
竖调螺杆上配合有两个竖调
螺母，
两个竖调螺母分别位于支撑架的两侧，
所述循环水池上安装有循环水箱和循环水泵，
循环水泵的进水端连接有伸入循环水池的抽水管，
抽水管的入口设置有过滤筛网，
循环水
泵的出水端与循环水箱之间连接有出水管，
所述循环水箱上安装有送水泵，
送水泵上设置
有送水软管，
送水软管一端设置有喷洒头，
所述循环水箱上安装有用于送水软管的走线支
架。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自动磨边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器包括安装架和主
动电机，
主动电机与控制箱电连接，
安装架固定在底座上，
主动电机装配在安装架上，
且主
动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与旋转齿轮啮合的主动齿轮。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自动磨边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丝杆机构包括横调丝杆
以及固定在横调丝杆两端的限位盘，
横调丝杆一端依次穿过横调滑座的前侧壁、
横滑块、
横
调滑座的后侧壁，
且横调丝杆与横滑块通过螺纹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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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自动磨边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玻璃加工设备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玻璃自动磨边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玻璃装饰行业的日益发展，
玻璃装饰品种类繁多，
成品玻璃需要进行磨边加
工以去除毛刺。
自动磨边装置主要由机架、
真空吸盘装置、磨边机构和控制器组成，
由控制
器输出指令控制真空吸盘装置和磨边机构工作，
玻璃磨边时需要持续供水以降低温度和抑
尘，
现有的磨边机构中采用一次性流水，
水资源利用率不高，
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循环用水的玻璃自动磨边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玻璃自动磨边装置，
包括底
座以及安装在底座一侧的真空吸盘装置，
底座上安装有控制箱，
所述真空吸盘装置与控制
箱电连接，
所述真空吸盘装置底部加工有旋转齿轮，
底座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旋转齿轮的控
制器，
控制器与控制箱电连接，
所述底座另一侧设置有循环水池，
循环水池内安装有横调滑
座，
横调滑座上安装有与其滑动配合的横滑块，
且横调滑座上还安装有用于调节横滑块的
丝杆机构，
所述横滑块顶部安装有磨边机构，
磨边机构包括竖调滑座、磨边电机和竖调螺
杆，
磨边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磨边砂轮，
且磨边电机的机壳上固定有竖滑块，
竖滑块与竖
调滑座滑动配合，
竖调滑座顶部固定有支撑架，
所述竖调螺杆一端穿过支撑架并与竖滑块
固定连接，
竖调螺杆上配合有两个竖调螺母，
两个竖调螺母分别位于支撑架的两侧，
所述循
环水池上安装有循环水箱和循环水泵，
循环水泵的进水端连接有伸入循环水池的抽水管，
抽水管的入口设置有过滤筛网，
循环水泵的出水端与循环水箱之间连接有出水管，
所述循
环水箱上安装有送水泵，
送水泵上设置有送水软管，
送水软管一端设置有喷洒头，
所述循环
水箱上安装有用于送水软管的走线支架。
[0005] 进一步地，
所述控制器包括安装架和主动电机，
主动电机与控制箱电连接，
安装架
固定在底座上，
主动电机装配在安装架上，
且主动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与旋转齿轮啮合
的主动齿轮。
[0006] 进一步地，
所述丝杆机构包括横调丝杆以及固定在横调丝杆两端的限位盘，
横调
丝杆一端依次穿过横调滑座的前侧壁、
横滑块、
横调滑座的后侧壁，
且横调丝杆与横滑块通
过螺纹配合。
[0007]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循环水池、
循环水箱和循环水泵，
可将磨边时使用的水资源
及时收集起来，
从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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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图3为图2的A处放大示意图。
[0011] 图中标记：
1-底座；
2-真空吸盘装置；
3-旋转齿轮；
4-控制箱；
5-主动齿轮；
6-安装
架；
7-循环水池；
8-丝杆机构；
9-磨边机构；
10-循环水箱；
11-循环水泵；
12-抽水管；
13-出水
管；
14-送水泵；
15-送水软管；
16-走线支架；
17-磨边电机；
18-横调滑座；
19-横滑块；
71-支
板；
72-支腿；
81-横调丝杆；
82-后限位盘；
83-前限位盘；
84-调节手柄；
91-竖调滑座；
92-支
撑架；
93-竖调螺杆；
94-竖滑块；
95-竖调螺母。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如图1～图3所示，
本实施例提供的玻璃自动磨边装置包括底座1以及安装在底座1
一侧的真空吸盘装置2，
底座1上安装有控制箱4，
所述真空吸盘装置2内的真空泵与控制箱4
电连接，
所述真空吸盘装置2底部加工有旋转齿轮3，
底座1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旋转齿轮3的
控制器，
具体地，
控制器包括安装架6和主动电机，
主动电机与控制箱4电连接，
安装架6固定
在底座1上，
主动电机装配在安装架6上，
且主动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与旋转齿轮3啮合的
主动齿轮5，
主动齿轮5的直径优选为旋转齿轮3直径的五分之一，
将待加工玻璃放置在真空
吸盘装置2的吸盘上，
由控制箱4输出指令，启动主动电机和真空吸盘装置2内的真空泵，
玻
璃被稳定吸附，
主动齿轮5带动旋转齿轮3转动，
从而带动玻璃稳定转动。
[0013] 所述底座1另一侧设置有循环水池7，
循环水池7优选为矩形水池，
且循环水池7一
端位于玻璃加工面的正下方，
循环水池7内安装有横调滑座18，
横调滑座18上安装有与其滑
动配合的横滑块19，
且横调滑座18上还安装有用于调节横滑块19的丝杆机构8，
丝杆机构8
包括横调丝杆81以及分别固定在横调丝杆81前后端的前限位盘83和后限位盘82，
横调丝杆
81一端依次穿过横调滑座18的前侧壁、
横滑块19、
横调滑座18的后侧壁，
且横调丝杆81与横
滑块19通过螺纹配合，
所述前限位盘83和后限位盘82分别位于横调滑座18的前侧壁和后侧
壁处，
横调丝杆81的前端还加工有调节手柄84，
旋转调节手柄84，
使横滑块19在横调滑座18
内横向移动。
[0014] 所述横滑块19顶部安装有磨边机构9，
磨边机构9包括竖调滑座91、磨边电机17和
竖调螺杆93，
磨边电机17的输出轴上安装有用于加工玻璃边缘的磨边砂轮，
且磨边电机17
与控制箱4电连接，
磨边电机17的机壳上固定有竖滑块94，
竖滑块94与竖调滑座91滑动配
合，
竖调滑座91顶部固定有支撑架92，
所述竖调螺杆93一端穿过支撑架92并与竖滑块94固
定连接，
竖调螺杆93上配合有两个竖调螺母95，
两个竖调螺母95分别位于支撑架92的上下
两侧，
通过调节竖调螺母95，
改变磨边电机17的竖直高度，
从而便于调节磨边砂轮的加工位
置。
[0015] 本实施例中 ，
所述循环水池7远离磨边机构9的一端通过支板71安装有循环水泵
11，
循环水池7的中部通过多个支腿72安装有循环水箱10，
循环水泵11的进水端连接有伸入
循环水池7的抽水管12，
抽水管12的入口设置有过滤筛网，
循环水泵11的出水端与循环水箱
10之间连接有出水管13，
所述循环水箱10上安装有送水泵14，
送水泵14的进水端连接有伸
入循环水箱10内的管道，
送水泵14的出水端连接有送水软管15，
送水软管15一端设置有喷
洒头，
所述循环水箱10上安装有用于送水软管15的走线支架16，
可使喷洒头对准玻璃的加
工位置，
启动循环水泵11可将流入至循环水池7的水源抽送至循环水箱10内，
再启动送水泵
14，
将循环水箱10内的水流抽送至喷洒头内进行降温降尘，
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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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优选的实施方式，
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
任何基于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和发明构思进行的改造和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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