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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备，包括

立板，立板上侧一端固定连接导杆，导杆上滑动

连接横板，横板下侧固定连接驱动箱，驱动箱上

水平转动连接驱动杆，驱动杆上间隔固定连接多

个切刀，立板一侧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台阶

柱，两个台阶柱上共同滑动连接压板，台阶柱上

装有压紧弹簧，压紧弹簧固定连接在压板与台阶

柱的台阶端之间。本发明通过驱动杆上的多个切

刀将芯轴及绕卷在芯轴上的部分防水材料切开，

部分防水材料缠绕在芯轴上便切割，使得防水材

料的切割效率得以提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1页

CN 112297094 A

2021.02.02

CN
 1
12
29
70
94
 A



1.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备，包括立板（5），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板（5）上侧中部设有避让

槽（51），所述立板（5）上侧一端固定连接导杆（52），所述立板（5）上侧另一端固定连接支撑

架（53），所述支撑架（53）上侧固定连接升降电机（54），所述升降电机（54）的主轴端头同轴

固定连接传动丝杠（55），所述传动丝杠（55）的下端与立板（5）上侧转动连接，所述导杆（52）

上滑动连接横板（56），所述横板（56）一端设有第一螺纹孔，传动丝杠（55）由第一螺纹孔内

穿过并螺纹配合连接，所述传动丝杠（55）转动用于横板（56）沿导杆（52）轴向移动，所述横

板（56）下侧固定连接驱动箱（57），所述驱动箱（57）上水平转动连接驱动杆（58），所述驱动

杆（58）上间隔固定连接多个切刀（59），所述立板（5）一侧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台阶柱

（61），两个台阶柱（61）上共同滑动连接压板（62），台阶柱（61）上装有压紧弹簧（63），所述压

紧弹簧（63）固定连接在压板（62）与台阶柱（61）的台阶端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板（62）上侧间隔

固定连接多个托板（64），每个托板（64）上侧固定连接一个压块（65），所述压块（65）靠近立

板（5）的一侧设有弧形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杆（58）中部固

定连接蜗轮（571），蜗轮（571）位于驱动箱（57）内部，驱动箱（57）内转动连接蜗杆（572），所

述蜗杆（572）与蜗轮（571）相啮合，驱动箱（57）外侧固定连接切割电机（573），切割电机

（573）的主轴伸入驱动箱（57）内并与蜗杆（572）的一端同轴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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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水卷材裁剪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防水卷材是一种可卷曲的片状柔性建材产品，主要是用于建筑墙体、屋面、以及隧

道、公路、垃圾填埋场等处，起到抵御外界雨水、地下水渗漏的一种可卷曲成卷状的柔性建

材产品，作为工程基础与建筑物之间无渗漏连接，是整个工程防水的第一道屏障，对整个工

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003] 针对女儿墙的防水材料铺设面，如附图15所示，女儿墙的弧面10与水平屋面20之

间的衔接由于弧面10的弧面影响，防水材料无法平顺的过渡到水平屋面20，因此需要将防

水材料裁切成附图14所示的形状，而现有的裁切装置一般在展开成平面的防水材料上进行

切割，切割效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

备，从而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备，包括立板，所述立板上侧中部设有避让槽，所述立板上侧一端

固定连接导杆，所述立板上侧另一端固定连接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侧固定连接升降电机，

所述升降电机的主轴端头同轴固定连接传动丝杠，所述传动丝杠的下端与立板上侧转动连

接，所述导杆上滑动连接横板，所述横板一端设有第一螺纹孔，传动丝杠由第一螺纹孔内穿

过并螺纹配合连接，所述传动丝杠转动用于横板沿导杆轴向移动，所述横板下侧固定连接

驱动箱，所述驱动箱上水平转动连接驱动杆，所述驱动杆上间隔固定连接多个切刀，所述立

板一侧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台阶柱，两个台阶柱上共同滑动连接压板，台阶柱上装有压

紧弹簧，所述压紧弹簧固定连接在压板与台阶柱的台阶端之间。

[0006] 优选地，所述压板上侧间隔固定连接多个托板，每个托板上侧固定连接一个压块，

所述压块靠近立板的一侧设有弧形槽。

[0007] 优选地，所述驱动杆中部固定连接蜗轮，蜗轮位于驱动箱内部，驱动箱内转动连接

蜗杆，所述蜗杆与蜗轮相啮合，驱动箱外侧固定连接切割电机，切割电机的主轴伸入驱动箱

内并与蜗杆的一端同轴固定连接。

[0008]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备通过压板将防水材料

的开放端压住后，托板将芯轴的部分托住，压块压住芯轴的部分后，传动丝杠转动用于横板

沿导杆下降，驱动杆上的多个切刀将芯轴及绕卷在芯轴上的部分防水材料切开，部分防水

材料缠绕在芯轴上便切割，使得防水材料的切割效率得以提高，方便防水材料的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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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图3是图2中的A-A剖视图；

图4是本发明的驱动车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铺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中水平板与第二滑块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图7是图5中的E处局部放大图；

图8是本发明的铺贴装置的另一视角视图；

图9是本发明的铺贴装置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图10是本发明的压合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11是图10中的F处局部放大图；

图12是本发明的压合装置的主视图；

图13是本发明的防水材料的铺贴过程示意图；

图14是本发明的防水材料的裁剪的结构示意图；

图15是本发明的防水材料的铺设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1] 如图1-15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防水卷材裁切设备，包括立板5，立板5上侧中部

设有避让槽51，立板5上侧一端固定连接导杆52，立板5上侧另一端固定连接支撑架53，支撑

架53上侧固定连接升降电机54，升降电机54的主轴端头同轴固定连接传动丝杠55，传动丝

杠55的下端与立板5上侧转动连接，导杆52上滑动连接横板56，横板56一端设有第一螺纹

孔，传动丝杠55由第一螺纹孔内穿过并螺纹配合连接，传动丝杠55转动用于横板56沿导杆

52轴向移动，横板56下侧固定连接驱动箱57，驱动箱57上水平转动连接驱动杆58，驱动杆58

上间隔固定连接多个切刀59，立板5一侧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台阶柱61，两个台阶柱61上

共同滑动连接压板62，台阶柱61上装有压紧弹簧63，压紧弹簧63固定连接在压板62与台阶

柱61的台阶端之间，压板62上侧间隔固定连接多个托板64，每个托板64上侧固定连接一个

压块65，压块65靠近立板5的一侧设有弧形槽。压板62将防水材料42的开放端压住后，托板

64将芯轴41的部分托住，压块65压住芯轴41的部分后，传动丝杠55转动用于横板56沿导杆

52下降，驱动杆58上的多个切刀59将芯轴41及绕卷在芯轴41上的部分防水材料42切开，使

得切割后的防水材料42能够如图14那样展开，方便防水材料42的铺设。

[0012] 驱动杆58中部固定连接蜗轮571，蜗轮571位于驱动箱57内部，驱动箱57内转动连

接蜗杆572，蜗杆572与蜗轮571相啮合，驱动箱57外侧固定连接切割电机573，切割电机573

的主轴伸入驱动箱57内并与蜗杆572的一端同轴固定连接。

[0013] 本发明的立板5安装在驱动车1一侧，该驱动车1上设有动力装置和液压系统，动力

装置和液压系统为现有技术并在此不做赘述，驱动车1一侧装有铺贴装置2，铺贴装置2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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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板21，基板21固定连接在驱动车1前进方向的一侧，基板21上滑动连接第一滑块22，第一

滑块22通过丝杆滑块机构驱使在基板21上滑动，丝杆滑块机构的具体连接方式为现有技术

并在此不做赘述，第一滑块22上固定连接水平板23，水平板23上对称滑动连接两个第二滑

块24，每个第二滑块24上固定连接一个第一支杆25，两个第一支杆25相远离的一侧分别固

定连接一个第二支杆26，每个第二支杆26下端固定连接一个压杆27，两个压杆27之间转动

连接弧形钢板28，弧形钢板28的厚度为8-10cm且向一侧拱起的弓高为2-5cm使得弧形钢板

28具有向一侧拱起的趋势，再对弧形钢板28的两端施加相向的推力后，弧形钢板28相应的

拱起幅度增大，所形成的弧形内圆半径减小，每个压杆27下端设有一个圆柱29，每个圆柱29

下端转动连接一个安装块，两个安装块之间固定连接压合装置3；

压合装置3包括弹性杆31，弹性杆31固定连接在两个安装块之间，弹性杆31的横断面呈

长方形，弹性杆31上间隔套设多个方形管32，相邻两个方形管32之间装有支撑弹簧，弹性杆

31由支撑弹簧的内孔穿过；

还包括防水卷材4，防水卷材4包括芯轴41，芯轴41外圈绕卷有防水材料42，防水材料42

在芯轴41上缠绕多圈且防水材料42的另一端呈展开状态，芯轴41及防水材料42上间隔切割

形成多个切槽43，切槽43将芯轴41及防水材料42分成多个分段44，多个分段44与多个方形

管32一一对应连接，分段44安装于方形管32上侧，防水材料42的开放端依次贴合方形管32

相邻的三个面并向上延伸设置，防水材料42的铺贴面通过烘烤便成为热熔状态，能够粘贴

到需要铺设的施工面上。防水材料42的开放端为整块，芯轴41的部分分成多个分段44，每个

分段44对应连接到方形管32上，在弹性杆31弯曲的过程中，方形管32及分段44呈放射状，从

而便于防水材料42的铺贴，方便将防水材料42的下端呈开放式的铺贴到弧形面10与水平面

20的过渡区域。

[0014] 由于在对弧形面10及水平面20进行衔接铺设时，防水材料42的下端无法适应弧形

面10的走势，需要将整块的防水材料42下端裁切出多个工艺槽，这样防水材料42完整的上

端便能够贴合弧形面10，防水材料42的下端形成多个方形片45，方形片45呈弧形面10的法

线方向黏贴到水平面20上，从而方便弧形面10及水平面20上防水材料42的过渡，随后再在

该防水材料42上侧错位铺设一块同样形状的防水材料42，从而有效解决防水材料42铺设时

过渡不良造成的防水泄漏，当需要在对弧形面10进行铺贴防水材料时，两个第二滑块24相

互靠近进而两个压杆27靠近，两个压杆27使得位于其间的弧形钢板28向一侧拱起，弧形钢

板28拱起形成弧形，能够适应弧形面10的弧度，将防水材料42铺贴到弧形面10上。

[0015] 每个方形管32上侧固定连接方形杆321，方形杆321上端设有凸台322，方形杆321

上滑动连接压紧板323，压紧板323与凸台322之间装有第一弹簧324，压紧板323底部设有圆

弧槽325。分段44通过压紧板323压在方形管32上，防水材料42完整的部分被压住粘贴到弧

形面10后，单独向外移动弹性杆31，分段44包含芯轴41的部分逐渐释放绕卷的方形片45，使

得方形片45得以展开铺贴到水平面20面上。

[0016] 方形管32上侧固定连接挡条326，挡条326上端呈圆弧形，挡条326将分段后的芯轴

41卡住，使得在铺贴方形片45时不易脱落。

[0017] 水平板23一侧设有滑动槽231，两个第二滑块24对称滑动连接在滑动槽231内，水

平板23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侧板232，两个侧板232之间转动连接双向螺杆233，其中一个

第二滑块24上设有左旋螺纹孔，另一个第二滑块24上设有右旋螺纹孔，两个第二滑块2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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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螺纹连接在双向螺杆233的相反旋向螺纹段上，双向螺杆233转动用于两个第二滑块24相

互靠近或远离，其中一个侧板232上固定连接夹持电机234，夹持电机234的主轴与双向螺杆

233的一端同轴固定连接。

[0018] 压杆27下端固定连接斜板261，斜板261底部设有燕尾槽，燕尾槽内滑动连接燕尾

块262，圆柱29固定连接在燕尾块262下侧，斜板261下侧固定连接吊板263，吊板263上固定

连接液压伸缩杆264，液压伸缩杆264与燕尾块262固定连接。液压伸缩杆264收缩推着燕尾

块262在燕尾槽内滑动，两个燕尾块262带着圆柱29向斜外侧移动，对应的弹性杆31的两端

向外移动，使得弹性杆31所构成的弧形结构弓高逐渐减小且半径逐渐增大，弹性杆31上的

方形管32将绕卷的方形片45展开后铺贴到水平面20上，一次性完成多个方形片45的粘贴，

铺设效率高。

[0019] 防水材料42的开放端间隔设置多个粘扣的绒状贴421，弧形钢板28上间隔设置多

个钩状贴，钩状贴与绒状贴421一一对应设置。 防水材料42的开放端借鉴“魔术贴”的原理，

初步固定到弧形钢板28上，方便防水材料42的固定和铺设后与弧形钢板28分开。

[0020] 工作时，压板62将防水材料42的开放端压住后，托板64将芯轴41的部分托住，压块

65压住芯轴41的部分后，传动丝杠55转动用于横板56沿导杆52下降，驱动杆58上的多个切

刀59将芯轴41及绕卷在芯轴41上的部分防水材料42切开，部分防水材料42缠绕在芯轴41上

便切割，使得防水材料42的切割效率得以提高，切割后的防水材料42能够如图14那样展开，

方便防水材料42的铺设。

[0021]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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