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480104.2

(22)申请日 2020.05.30

(71)申请人 苏州工业园区嘉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

平胜路77号

(72)发明人 龚才顺　周招兴　周新生　童永泉　

何杨春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国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331

代理人 黄少波

(51)Int.Cl.

B23P 23/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产品加工技术领域的一种自

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包括加工台，

所述加工台顶面右侧设置有定位机构，所述定位

机构左侧设置有第一切割机构，所述第一切割机

构与第二切割机构联动连接，所述第一机构与第

二机构之间设置有打磨机构，所述打磨机构端部

设置有第一清理机构，所述加工台下方设置有第

二清理机构，本发明全程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加

工，实现了对产品的定位、切割以及打磨工序，整

合了各个独立的加工设备，降低了设备的占地面

积，使用气缸刀具同步运设备，提升了产能，降低

了人力投入成本，降低了人工操作的安全风险，

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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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加工台(100)，所述加工

台(100)顶面右侧设置有定位机构(200)，所述定位机构(200)左侧设置有第一切割机构

(300)，所述第一切割机构(300)与第二切割机构(400)联动连接，所述第一机构与第二机构

之间设置有打磨机构(500)，所述打磨机构(500)端部设置有第一清理机构(600)，所述加工

台(100)下方设置有第二清理机构(7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定

位机构(200)包括直线导轨(201)，所述直线导轨(201)上设置有直线轴承(202)，所述直线

轴承(202)固定安装于定位台(203)底面，所述定位台(203)顶面左右两端均设置有定位夹

具(205)，所述定位夹具(205)通过定位气缸(204)驱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切割机构(300)包括双轴电机(301)，所述双轴电机(301)一侧输出端与锯片盘(302)固定

连接，且所述双轴电机(301)另一侧输出端与带轮(303)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切割机构(400)包括连接杆(401)，所述连接杆(401)一端通过轴承与转动气缸(402)连

接，所述转动气缸(402)另一端与刀头(403)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连接杆(401)贯穿插接于防护罩(404)内腔，且所述连接杆(401)上套设有带轮(303)，所

述连接杆(401)与双轴电机(301)一端的带轮(303)通过同步带(304)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打

磨机构(500)包括安装台(501)，所述安装台(501)上设置有活动板(502)，所述活动板(502)

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503)，所述第一电机(503)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打磨刀具(504)，所述

活动板(502)一端固定连接活动件(505)，所述活动件(505)内腔啮合连接有驱动件(506)，

所述驱动件(506)通过转动轴与设于加工台(100)底面的第二电机(507)输出端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清理机构(600)包括弧形收集罩(601)，所述弧形收集罩(601)底部与清理管(602)一端连

通连接，所述清理管(602)另一端与清理箱(603)连接，且所述清理管(602)的进风端设有挡

屑网，所述清理箱(603)侧壁通过通风管(604)与设于带有通风口的壳体内的引风扇(605)

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清理机构(700)包括设于加工台(100)底面的收集盒(701)，所述收集盒(701)与安装于加

工台(100)底面的滑轨(702)抽拉结构连接，所述加工台(100)上开设有与收集盒(701)对应

的导屑口(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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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产品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产品在加工时，需要进行切割、打磨等一系列工序，切割设备指的是将被连续拉出

的铸坯按定尺要求切断的连铸设备，连铸机的切割设备有火焰切割机和剪切机两大类，在

机械加工过程中，板材切割常用方式有手工切割、半自动切割机切割及数控切割机切割，随

着现代机械加工业地发展，对切割的质量、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具有高智能化的自动切割功能的要求也在提升。

[0003] 现有的产品加工设备，客户端反馈交货的产品中有螺口不平整现象，大多数为人

工切割加工，不仅工作效率低下，且安全风险高，使用效果差，为此，我们提出一种自动化控

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

设备，包括加工台，所述加工台顶面右侧设置有定位机构，所述定位机构左侧设置有第一切

割机构，所述第一切割机构与第二切割机构联动连接，所述第一机构与第二机构之间设置

有打磨机构，所述打磨机构端部设置有第一清理机构，所述加工台下方设置有第二清理机

构。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定位机构包括直线导轨，所述直线导轨上设置有直线轴承，所述直

线轴承固定安装于定位台底面，所述定位台顶面左右两端均设置有定位夹具，所述定位夹

具通过定位气缸驱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切割机构包括双轴电机，所述双轴电机一侧输出端与锯片盘

固定连接，且所述双轴电机另一侧输出端与带轮固定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切割机构包括连接杆，所述连接杆一端通过轴承与转动气缸

连接，所述转动气缸另一端与刀头固定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杆贯穿插接于防护罩内腔，且所述连接杆上套设有带轮，所述

连接杆与双轴电机一端的带轮通过同步带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打磨机构包括安装台，所述安装台上设置有活动板，所述活动板上

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打磨刀具，所述活动板一端固定连

接活动件，所述活动件内腔啮合连接有驱动件，所述驱动件通过转动轴与设于加工台底面

的第二电机输出端固定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清理机构包括弧形收集罩，所述弧形收集罩底部与清理管一

端连通连接，所述清理管另一端与清理箱连接，且所述清理管的进风端设有挡屑网，所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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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箱侧壁通过通风管与设于带有通风口的壳体内的引风扇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清理机构包括设于加工台底面的收集盒，所述收集盒与安装

于加工台底面的滑轨抽拉结构连接，所述加工台上开设有与收集盒对应的导屑口。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全程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加工，降低

了人工操作的安全风险，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对产品的定位、切割以及打磨工序，整合

了各个独立的加工设备，降低了设备的占地面积；设置有清理机构，对切割料和打磨料进行

及时的收集，避免造成设备周围不清洁的问题；使用气缸刀具同步运设备后，生产的产能提

升160％；人力由2人缩减至1人；客户端反馈良好，生产产能和品质问题也得到解决。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打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第一清理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第二清理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00、加工台；200、定位机构；201、直线导轨；202、直线轴承；203、定位台；

204、定位气缸；205、定位夹具；300、第一切割机构；301、双轴电机；302、锯片盘；303、带轮；

304、同步带；400、第二切割机构；401、连接杆；402、转动气缸；403、刀头；404、防护罩；500、

打磨机构；501、安装台；502、活动板；503、第一电机；504、打磨刀具；505、活动件；506、驱动

件；507、第二电机；600、第一清理机构；601、弧形收集罩；602、清理管；603、清理箱；604、通

风管；605、引风扇；700、第二清理机构；701、收集盒；702、滑轨；703、导屑口。

[0019] 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说明本实施例，附

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

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1]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化控制产品切割打磨加工设备，包括加工台100，

加工台100顶面右侧设置有定位机构200，通过定位机构200对待加工的产品进行定位固定，

定位机构200左侧设置有第一切割机构300，通过第一切割机构300切割掉多余水口料，第一

切割机构300与第二切割机构400联动连接，通过气缸一边旋转一边直线运动对产品进行螺

口加工，使用气缸刀具同步运设备后，生产的产能提升160％；人力由2人缩减至1人；第一机

构与第二机构之间设置有打磨机构500，通过打磨机构500对切割后的产品边缘进行打磨处

理，打磨机构500端部设置有第一清理机构600，通过第一清理机构600对打磨产生的碎屑进

行清理，加工台100下方设置有第二清理机构700，通过第二清理机构700对切割产生的屑料

进行收集，保证加工台的清洁。

[0022] 请参阅图1，定位机构200包括直线导轨201，直线导轨201上设置有直线轴承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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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轴承202固定安装于定位台203底面，定位台203通过直线轴承202在直线导轨201上移

动，实现加工位的变换，定位台203顶面左右两端均设置有定位夹具205，定位夹具205通过

定位气缸204驱动，通过定位气缸204驱使定位夹具205移动对待加工的产品进行定位夹持

固定。

[0023] 请参阅图1，第一切割机构300包括双轴电机301，双轴电机301一侧输出端与锯片

盘302固定连接，待定位台203带动待加工的产品移动至第一切割机构300处时，控制直线轴

承202驱使锯片盘302高速转动，从而将产品上多余的水口料切除，且双轴电机301另一侧输

出端与带轮303固定连接。

[0024] 请参阅图1，第二切割机构400包括连接杆401，连接杆401一端通过轴承与转动气

缸402连接，转动气缸402另一端与刀头403固定连接，双轴电机301工作的同时，带动带轮

303转动，通过同步带304带动连接杆401同步转动，从而配合转动气缸402实现刀头403的旋

转，配合移动的定位台203完成对产品的螺口加工，使用气缸刀具同步运设备后，生产的产

能提升160％；人力由2人缩减至1人；客户端反馈良好，生产产能和品质问题也得到解决。

[0025] 连接杆401贯穿插接于防护罩404内腔，且连接杆401上套设有带轮303，连接杆401

与双轴电机301一端的带轮303通过同步带304连接。

[0026] 请参阅图2，打磨机构500包括安装台501，安装台501上设置有活动板502，活动板

502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503，第一电机503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打磨刀具504，通过第一电

机503驱使打磨刀具504转动，实现对切割后的产品进行打磨作业，活动板502一端固定连接

活动件505，活动件505上开设有腰型口，腰型口对立内壁开设有与驱动件506上的凸齿啮合

连接的齿槽，活动件505内腔啮合连接有驱动件506，驱动件506呈外壁设有一段凸齿的圆盘

结构，驱动件506通过转动轴与设于加工台100底面的第二电机507输出端固定连接，控制第

二电机507驱使驱动件506转动，由于驱动件506外壁一段凸齿的设置，通过与活动件505的

啮合作用，能够实现活动件505的往复直线移动，从而使得打磨刀具504能够扩大打磨的范

围，使用效果好。

[0027] 请参阅图3，第一清理机构600包括弧形收集罩601，弧形收集罩601底部与清理管

602一端连通连接，打磨产生的碎屑，通过引风扇605产生吸力，使得碎屑集中在弧形收集罩

601上，并通过清理管602进入清理箱603中收集，保持台面的清洁，清理管602另一端与清理

箱603连接，且清理管602的进风端设有挡屑网，清理箱603侧壁通过通风管604与设于带有

通风口的壳体内的引风扇605连接。

[0028] 请参阅图4，第二清理机构700包括设于加工台100底面的收集盒701，切割产生的

碎屑通过导屑口703落入收集盒701中收集，收集盒701与安装于加工台100底面的滑轨702

抽拉结构连接，便于对收集盒701内的碎屑进行清理，加工台100上开设有与收集盒701对应

的导屑口703。

[0029] 本发明使用到的标准零件均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异形件根据说明书的和附图的记

载均可以进行订制，各个零件的具体连接方式均采用现有技术中成熟的螺栓、铆钉、焊接等

常规手段，机械、零件和设备均采用现有技术中，常规的型号，加上电路连接采用现有技术

中常规的连接方式，在此不再详述。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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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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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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