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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材生产切割技术领域，且公开

了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包括工

作台、升降机构、调节机构、吸尘机构，所述工作

台的下方设置有底板，所述底板右端的底部与支

撑腿的顶部固定连接，且该底板左端的顶部与空

心支撑柱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空心支撑柱的顶

部与顶板左端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机构包

括双头马达、正螺纹杆、螺纹套一、限位块、移动

杆、活动杆。该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

通过转动转盘可以使连接轴带动第一伞齿轮转

动，从而可以使第二伞齿轮带动使蜗杆转动，通

过蜗杆转动可以使蜗轮带动螺纹杆转动，从而可

以使螺纹套带动活动块转动，最后可以使切割刀

倾斜，实现可以倾斜切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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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包括工作台(7)、升降机构(5)、调节机构

(10)、吸尘机构(15)，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7)的下方设置有底板(1)，所述底板(1)右端

的底部与支撑腿(2)的顶部固定连接，且该底板(1)左端的顶部与空心支撑柱(3)的底部固

定连接，所述空心支撑柱(3)的顶部与顶板(4)左端的底部固定连接；

所述升降机构(5)包括双头马达(501)、正螺纹杆(502)、螺纹套一(503)、限位块(504)、

移动杆(505)、活动杆(506)、反螺纹杆(507)、螺纹套二(508)，所述双头马达(501)左输出端

与正螺纹杆(502)的右端固定连接，所述正螺纹杆(502)的左端贯穿移动杆(505)下端的右

侧延伸至移动杆(505)的左方，所述限位块(504)设置在移动杆(505)的左方，且该限位块

(504)的右侧与正螺纹杆(502)的左端固定连接，所述螺纹套一(503)套设在正螺纹杆(502)

的外壁上，所述螺纹套一(503)的外壁与移动杆(505)一侧所被贯穿形成的通口的内壁固定

连接，所述移动杆(505)的顶部贯穿底板(1)的顶部所开设的限位通口(9)延伸至底板(1)的

上方，所述移动杆(505)顶端的背面与活动杆(506)底端的背面活动连接，所述活动杆(506)

顶端的背面与连接块(6)的正面活动连接，所述连接块(6)的右侧与工作台(7)的左侧固定

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头

马达(501)的底部与固定座的顶部固定连接，且该固定座的底部与连接板(8)的顶部固定连

接，所述连接板(8)的两端与支撑腿(2)的内侧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反螺

纹杆(507)的左端与双头马达(501)的右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反螺纹杆(507)的右端贯穿

另一个所述移动杆(505)下端的左侧延伸至与另一个限位块(504)的左侧固定连接，所述螺

纹套二(508)套设在反螺纹杆(507)的外壁上，所述螺纹套二(508)的外壁与另一个所述移

动杆(505)一侧所开设的通口的内壁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

机构(10)包括转盘(1001)、连接轴(1002)、第一伞齿轮(1003)、第二伞齿轮(1004)、蜗杆

(1005)、蜗轮(1006)、活动块(1007)、螺纹杆(1008)、螺纹套三(1009)，所述转盘(1001)的顶

部与连接轴(1002)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连接轴(1002)的顶端贯穿底板(1)的底部延伸至

底板(1)的上方，所述连接轴(1002)的外壁与轴承一的内壁滚动连接，且该轴承一的外壁与

底板(1)底部所被贯穿形成的通口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连接轴(1002)的顶部与第一伞齿

轮(1003)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伞齿轮(1003)与第二伞齿轮(1004)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伞齿轮(1004)固定安装在蜗杆(1005)的外壁上，所述蜗杆(1005)右端的外壁与轴承二的内

壁滚动连接，且该轴承二的右侧与另一个空心支撑柱(3)的左侧固定连接，所述蜗杆(1005)

与蜗轮(1006)啮合，所述蜗轮(1006)的背面与螺纹杆(1008)的正面固定连接，所述螺纹杆

(1008)的背面依次贯穿活动块(1007)的正面、贯穿U型固定块(11)的正面延伸与轴承三的

内壁滚动连接，且该轴承三的背面与U型固定块块(11)的背面与U型固定块(11)背面的内壁

固定连接，所述U型固定块(11)的顶部与顶板(4)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螺纹套三(1009)套

设在螺纹杆(1008)的外壁上，所述螺纹套三(1009)的外壁与活动块(1007)正面所被贯穿形

成的通口的内壁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2658363 A

2



块(1007)的底部与机箱(12)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机箱(12)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

(13)，所述驱动电机(13)的输出端与转轴的右端固定连接，且该转轴的左端贯穿机箱(12)

左侧的内壁延伸至与切割刀(14)的右侧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尘

机构(15)包括集尘箱(1501)、吸尘管(1502)、引风机(1503)、L吸尘管(1504)、吸嘴(1505)，

所述集尘箱(1501)的底部与顶板(4)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吸尘管(1502)的右端与集尘箱

(1501)的左侧连通设置，所述引风机(1503)设置在吸尘管(1502)的右端处，所述吸尘管

(1502)左端的底部与L型吸尘管(1504)的一端连通设置，所述L型吸尘管(1504)的另一端与

空心支撑柱(3)的右侧连通设置，所述空心支撑柱(3)的右侧与吸嘴(1505)的左端连通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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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材生产切割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建材是土木工程和建筑工程中使用的材料的统称。建材可分为结构材料、装饰材

料和某些专用材料，其特点是强度高，耐久性好、绝热、隔声、节能性能良好、广泛的环境适

应性及使用功能适应性好等。建材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对建材进行切割工作，但是现有的切

割设备只能对建材进行直线切割，切割方式过于单一。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解决了上述背景

所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

备，包括工作台、升降机构、调节机构、吸尘机构，所述工作台的下方设置有底板，所述底板

右端的底部与支撑腿的顶部固定连接，且该底板左端的顶部与空心支撑柱的底部固定连

接，所述空心支撑柱的顶部与顶板左端的底部固定连接；

[0005]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双头马达、正螺纹杆、螺纹套一、限位块、移动杆、活动杆、反螺

纹杆、螺纹套二，所述双头马达左输出端与正螺纹杆的右端固定连接，所述正螺纹杆的左端

贯穿移动杆下端的右侧延伸至移动杆的左方，所述限位块设置在移动杆的左方，且该限位

块的右侧与正螺纹杆的左端固定连接，所述螺纹套一套设在正螺纹杆的外壁上，所述螺纹

套一的外壁与移动杆一侧所被贯穿形成的通口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移动杆的顶部贯穿底

板的顶部所开设的限位通口延伸至底板的上方，所述移动杆顶端的背面与活动杆底端的背

面活动连接，所述活动杆顶端的背面与连接块的正面活动连接，所述连接块的右侧与工作

台的左侧固定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双头马达的底部与固定座的顶部固定连接，且该固定座的底部与连

接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板的两端与支撑腿的内侧固定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反螺纹杆的左端与双头马达的右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反螺纹杆的

右端贯穿另一个所述移动杆下端的左侧延伸至与另一个限位块的左侧固定连接，所述螺纹

套二套设在反螺纹杆的外壁上，所述螺纹套二的外壁与另一个所述移动杆一侧所开设的通

口的内壁固定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调节机构包括转盘、连接轴、第一伞齿轮、第二伞齿轮、蜗杆、蜗轮、活

动块、螺纹杆、螺纹套三，所述转盘的顶部与连接轴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连接轴的顶端贯

穿底板的底部延伸至底板的上方，所述连接轴的外壁与轴承一的内壁滚动连接，且该轴承

一的外壁与底板底部所被贯穿形成的通口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连接轴的顶部与第一伞齿

轮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伞齿轮与第二伞齿轮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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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第二伞齿轮固定安装在蜗杆的外壁上，所述蜗杆右端的外壁与轴承

二的内壁滚动连接，且该轴承二的右侧与另一个空心支撑柱的左侧固定连接，所述蜗杆与

蜗轮啮合，所述蜗轮的背面与螺纹杆的正面固定连接，所述螺纹杆的背面依次贯穿活动块

的正面、贯穿U型固定块的正面延伸与轴承三的内壁滚动连接，且该轴承三的背面与U型固

定块块的背面与U型固定块背面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U型固定块的顶部与顶板的底部固定

连接，所述螺纹套三套设在螺纹杆的外壁上，所述螺纹套三的外壁与活动块正面所被贯穿

形成的通口的内壁固定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活动块的底部与机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机箱的内部固定安装有

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与转轴的右端固定连接，且该转轴的左端贯穿机箱左侧

的内壁延伸至与切割刀的右侧固定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吸尘机构包括集尘箱、吸尘管、引风机、L吸尘管、吸嘴，所述集尘箱的

底部与顶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吸尘管的右端与集尘箱的左侧连通设置，所述引风机设

置在吸尘管的右端处，所述吸尘管左端的底部与L型吸尘管的一端连通设置，所述L型吸尘

管的另一端与空心支撑柱的右侧连通设置，所述空心支撑柱的右侧与吸嘴的左端连通设

置。

[001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该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

割设备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3] (1)、该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通过启动双头马达可以使正螺纹杆、反

螺纹杆转动，从而可以使螺纹套一、螺纹套二带动两个移动杆相对移动，最后可以使工作台

向上移动，实现调节高度的目的；

[0014] (2)、该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通过转动转盘可以使连接轴带动第一伞

齿轮转动，从而可以使第二伞齿轮带动使蜗杆转动，通过蜗杆转动可以使蜗轮带动螺纹杆

转动，从而可以使螺纹套带动活动块转动，最后可以使切割刀倾斜，实现可以倾斜切割的目

的；

[0015] (3)、该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通过启动引风机可以使碎屑及灰尘通过

吸嘴进入空心支撑柱内，然后通过L型吸尘管、吸尘管进入到集尘箱内，实现清理灰尘的目

的。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底板顶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蜗杆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U型固定块右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活动块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底板、2支撑腿、3空心支撑柱、4顶板、5升降机构、501双头马达、502正螺纹

杆、503螺纹套一、504限位块、505移动杆、506活动杆、507反螺纹杆、508螺纹套二、6连接块、

7工作台、8连接板、9限位通口、10调节机构、1001转盘、1002连接轴、1003第一伞齿轮、1004

第二伞齿轮、1005蜗杆、1006蜗轮、1007活动块、1008螺纹杆、1009螺纹套三、11U型固定块、

12机箱、13驱动电机、14切割刀、15吸尘机构、1501集尘箱、1502吸尘管、1503引风机、150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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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吸尘管、1505吸嘴。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5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

包括工作台7、升降机构5、调节机构10、吸尘机构15，工作台7的下方设置有底板1，底板1右

端的底部与支撑腿2的顶部固定连接，且该底板1左端的顶部与空心支撑柱3的底部固定连

接，空心支撑柱3的顶部与顶板4左端的底部固定连接；

[0023] 升降机构5包括双头马达501、正螺纹杆502、螺纹套一503、限位块504、移动杆505、

活动杆506、反螺纹杆507、螺纹套二508，双头马达501的底部与固定座的顶部固定连接，且

该固定座的底部与连接板8的顶部固定连接，连接板8的两端与支撑腿2的内侧固定连接，双

头马达501既可以正转，又可以反转，双头马达501左输出端与正螺纹杆502的右端固定连

接，正螺纹杆502的左端贯穿移动杆505下端的右侧延伸至移动杆505的左方，限位块504设

置在移动杆505的左方，且该限位块504的右侧与正螺纹杆502的左端固定连接，螺纹套一

503套设在正螺纹杆502的外壁上，螺纹套一503的外壁与移动杆505一侧所被贯穿形成的通

口的内壁固定连接，移动杆505的顶部贯穿底板1的顶部所开设的限位通口9延伸至底板1的

上方，移动杆505顶端的背面与活动杆506底端的背面活动连接，移动杆505的顶端与活动杆

506的底端通过螺钉活动连接，活动杆506顶端的背面与连接块6的正面活动连接，活动杆

506的顶端与连接块6的正面通过螺钉活动连接，连接块6的右侧与工作台7的左侧固定连

接，反螺纹杆507的左端与双头马达501的右输出端固定连接，反螺纹杆507的右端贯穿另一

个移动杆505下端的左侧延伸至与另一个限位块504的左侧固定连接，螺纹套二508套设在

反螺纹杆507的外壁上，螺纹套二508的外壁与另一个移动杆505一侧所开设的通口的内壁

固定连接，通过启动双头马达501可以使正螺纹杆502、反螺纹杆507转动，从而可以使螺纹

套一503、螺纹套二508带动两个移动杆505相对移动，最后可以使工作台7向上移动，实现调

节高度的目的；

[0024] 调节机构10包括转盘1001、连接轴1002、第一伞齿轮1003、第二伞齿轮1004、蜗杆

1005、蜗轮1006、活动块1007、螺纹杆1008、螺纹套三1009，转盘1001的顶部与连接轴1002的

底端固定连接，连接轴1002的顶端贯穿底板1的底部延伸至底板1的上方，连接轴1002的外

壁与轴承一的内壁滚动连接，且该轴承一的外壁与底板1底部所被贯穿形成的通口的内壁

固定连接，连接轴1002的顶部与第一伞齿轮1003的底部固定连接，第一伞齿轮1003与第二

伞齿轮1004啮合，第二伞齿轮1004固定安装在蜗杆1005的外壁上，蜗杆1005右端的外壁与

轴承二的内壁滚动连接，且该轴承二的右侧与另一个空心支撑柱3的左侧固定连接，蜗杆

1005与蜗轮1006啮合，蜗轮1006的背面与螺纹杆1008的正面固定连接，螺纹杆1008的背面

依次贯穿活动块1007的正面、贯穿U型固定块11的正面延伸与轴承三的内壁滚动连接，且该

轴承三的背面与U型固定块块11的背面与U型固定块11背面的内壁固定连接，U型固定块11

的顶部与顶板4的底部固定连接，螺纹套三1009套设在螺纹杆1008的外壁上，螺纹套三1009

的外壁与活动块1007正面所被贯穿形成的通口的内壁固定连接，活动块1007的底部与机箱

12的顶部固定连接，机箱12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13，驱动电机13的输出端与转轴的

右端固定连接，且该转轴的左端贯穿机箱12左侧的内壁延伸至与切割刀14的右侧固定连

接，通过转动转盘1001可以使连接轴1002带动第一伞齿轮1003转动，从而可以使第二伞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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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1004带动使蜗杆1005转动，通过蜗杆1005转动可以使蜗轮1006带动螺纹杆1008转动，从

而可以使螺纹套1009带动活动块1007转动，最后可以使切割刀14倾斜，实现可以倾斜切割

的目的；

[0025] 吸尘机构15包括集尘箱1501、吸尘管1502、引风机1503、L吸尘管1504、吸嘴1505，

集尘箱1501的底部与顶板4的顶部固定连接，吸尘管1502的右端与集尘箱1501的左侧连通

设置，引风机1503设置在吸尘管1502的右端处，吸尘管1502左端的底部与L型吸尘管1504的

一端连通设置，L型吸尘管1504的另一端与空心支撑柱3的右侧连通设置，空心支撑柱3的右

侧与吸嘴1505的左端连通设置，通过启动引风机1503可以使碎屑及灰尘通过吸嘴1505进入

空心支撑柱3内，然后通过L型吸尘管1504、吸尘管1502进入到集尘箱1501内，实现清理灰尘

的目的。

[0026] 该便于使用的建材生产用切割设备在使用时，首先将建材放置在工作台7上，这时

通过启动双头马达501可以使正螺纹杆502、反螺纹杆507转动，通过正螺纹杆502、反螺纹杆

507转动可以使螺纹套一503、螺纹套二508带动两个移动杆505相对移动，通过两个移动杆

505相对移动可以使工作台7向上移动，直至建材的顶部与切割刀14接触；这时通过转动转

盘1001可以使连接轴1002转动，通过连接轴1002转动可以使第一伞齿轮1003转动，通过第

一伞齿轮1003转动可以使第二伞齿轮1004转动，通过第二伞齿轮1004转动可以使蜗杆1005

转动，通过蜗杆1005转动可以使蜗轮1006转动，通过蜗轮1006转动可以使螺纹杆1008转动，

通过螺纹杆1008转动可以使螺纹套1009带动活动块1007转动，通过活动块1007转动可以使

切割刀14倾斜，实现可以倾斜切割的目的，这时通过启动驱动电机13使切割刀14工作，切割

过程中会产生碎屑及灰尘，通过启动引风机1503可以使碎屑及灰尘通过吸嘴1505进入空心

支撑柱3内，然后通过L型吸尘管1504、吸尘管1502进入到集尘箱1501内，实现清理灰尘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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