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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

动打磨机构，包括机架，所述机架的顶板的顶面

中部固定有前后移动机构，前后移动机构的移动

块的顶面固定有水平移动板，水平移动板的顶面

上固定有待加工的横向梁；所述机架的顶板的顶

面中部固定有上支撑架，上支撑架的顶板的底面

中部固定有横向移动调节机构。本发明可以将横

向梁的长形通槽自动打磨，其效率高，效果好。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111496603 A

2020.08.07

CN
 1
11
49
66
03
 A



1.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包括机架(10)，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0)

的顶板的顶面中部固定有前后移动机构(20)，前后移动机构(20)的移动块(21)的顶面固定

有水平移动板(22)，水平移动板(22)的顶面上固定有待加工的横向梁(100)；

所述机架(10)的顶板的顶面中部固定有上支撑架(30)，上支撑架(30)的顶板的底面中

部固定有横向移动调节机构(40)；

所述横向移动调节机构(40)的横向移动块(41)的底面固定有水平板(42)，水平板(42)

的前端顶面固定有升降调节电机(43)，升降调节电机(43)的输出轴穿过水平板(42)的底面

并通过联轴器连接有竖直螺杆(44)，竖直螺杆(44)上螺接有竖直螺套(45)，竖直螺套(45)

的底端固定有打磨连接板(46)，打磨连接板(46)的顶面固定有打磨电机(47)，打磨电机

(47)的输出轴穿过打磨连接板(46)的底面并固定有打磨头(48)，打磨头(48)与待加工的横

向梁(100)的顶板的中部成型有的长形通槽(101)相对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前

后移动机构(20)包括前后设置的两个支撑板(23)，两个支撑板(23)的底面固定在机架(10)

的顶板的顶面的前部和后部，前后延伸的调节螺杆(24)的两端通过轴承铰接在两个支撑板

(23)上，后方的支撑板(23)的后壁面上固定有移动电机(25)，移动电机(25)带动调节螺杆

(24)转动，移动块(21)螺接在调节螺杆(24)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两

个支撑板(23)之间固定有多个导向杆(26)，导向杆(26)插套在移动块(21)上具有的导向通

孔(211)中。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

向通孔(211)的内侧壁上固定有导向套(212)，导向杆(26)插套在导向套(212)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平移动板(22)的顶面的左部和右部均固定有侧支撑板(27)，侧支撑板(27)的前部和后部均

螺接有侧调节螺栓(28)，两个侧调节螺栓(28)的内端伸出侧支撑板(27)的内侧壁并通过轴

承铰接在侧压紧板(29)的外侧壁上，待加工的横向梁(100)压靠在水平移动板(22)的顶面

上，两个侧压紧板(29)压靠在待加工的横向梁(100)的侧壁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侧

压紧板(29)的侧壁上固定有耐磨防滑层(291)，耐磨防滑层(291)压靠在横向梁(100)的侧

壁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

向移动调节机构(40)包括两个竖直板(401)，横向调节螺杆(402)的两端通过轴承铰接在两

个竖直板(401)上，其中一个竖直板(401)的外侧壁上固定有横向移动电机(403)，横向移动

电机(403)带动横向调节螺杆(402)转动，横向移动块(41)螺接在横向调节螺杆(402)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

向移动块(41)的顶面固定有滑块(411)，两个竖直板(401)之间的上支撑架(30)的顶板的底

面固定有横向导向条(404)，滑块(411)的顶面成型有滑槽，横向导向条(404)插套在滑槽

中。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打

磨连接板(46)的顶面固定有竖直导向杆(461)，水平板(42)的底面固定有竖直导向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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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竖直导向杆(461)插套在竖直导向套(421)中，竖直导向杆(461)的上部侧壁固定有

限位块(462)，限位块(462)插套在竖直导向套(421)的侧壁成型有的竖直导向槽(42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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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机械设备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

动打磨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绗缝机中，其面料一般是固定在矩形框体中，由于面料长度会有大小，此时

就需要调节矩形框体的两个侧梁之间的距离，而侧梁的两端一般是沿矩形框体的两个横向

梁的长形通槽进行移动调节，而横向梁的长形通槽一般是通过切割的方式进行加工，切割

后，其边部会有毛刺，需要人工打磨，其人工打磨效率低，效果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

构，它可以将横向梁的长形通槽自动打磨，其效率高，效果好。

[0004] 本发明解决所述技术问题的方案是：

[0005] 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机构，包括机架，所述机架的顶板的顶面中部

固定有前后移动机构，前后移动机构的移动块的顶面固定有水平移动板，水平移动板的顶

面上固定有待加工的横向梁；

[0006] 所述机架的顶板的顶面中部固定有上支撑架，上支撑架的顶板的底面中部固定有

横向移动调节机构；

[0007] 所述横向移动调节机构的横向移动块的底面固定有水平板，水平板的前端顶面固

定有升降调节电机，升降调节电机的输出轴穿过水平板的底面并通过联轴器连接有竖直螺

杆，竖直螺杆上螺接有竖直螺套，竖直螺套的底端固定有打磨连接板，打磨连接板的顶面固

定有打磨电机，打磨电机的输出轴穿过打磨连接板的底面并固定有打磨头，打磨头与待加

工的横向梁的顶板的中部成型有的长形通槽相对应。

[0008] 所述前后移动机构包括前后设置的两个支撑板，两个支撑板的底面固定在机架的

顶板的顶面的前部和后部，前后延伸的调节螺杆的两端通过轴承铰接在两个支撑板上，后

方的支撑板的后壁面上固定有移动电机，移动电机带动调节螺杆转动，移动块螺接在调节

螺杆上。

[0009] 所述两个支撑板之间固定有多个导向杆，导向杆插套在移动块上具有的导向通孔

中。

[0010] 所述导向通孔的内侧壁上固定有导向套，导向杆插套在导向套中。

[0011] 所述水平移动板的顶面的左部和右部均固定有侧支撑板，侧支撑板的前部和后部

均螺接有侧调节螺栓，两个侧调节螺栓的内端伸出侧支撑板的内侧壁并通过轴承铰接在侧

压紧板的外侧壁上，待加工的横向梁压靠在水平移动板的顶面上，两个侧压紧板压靠在待

加工的横向梁的侧壁上。

[0012] 所述侧压紧板的侧壁上固定有耐磨防滑层，耐磨防滑层压靠在横向梁的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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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横向移动调节机构包括两个竖直板，横向调节螺杆的两端通过轴承铰接在两

个竖直板上，其中一个竖直板的外侧壁上固定有横向移动电机，横向移动电机带动横向调

节螺杆转动，横向移动块螺接在横向调节螺杆上。

[0014] 所述横向移动块的顶面固定有滑块，两个竖直板之间的上支撑架的顶板的底面固

定有横向导向条，滑块的顶面成型有滑槽，横向导向条插套在滑槽中。

[0015] 所述打磨连接板的顶面固定有竖直导向杆，水平板的底面固定有竖直导向套，竖

直导向杆插套在竖直导向套中，竖直导向杆的上部侧壁固定有限位块，限位块插套在竖直

导向套的侧壁成型有的竖直导向槽中。

[0016] 本发明的突出效果是：其可以将横向梁夹持固定，然后进行前后移动，而打磨头可

以进行高低调节和横向调节，从而使得其可以对横向梁的长形通槽自动打磨，其效率高，效

果好。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局部剖视图；

[0018] 图2是图1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的局部侧视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的上支撑架处的局部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见如图1至4所示，一种面料支撑架的横向梁自动打磨

[0022] 机构，包括机架10，所述机架10的顶板的顶面中部固定有前后移动机构20，前后移

动机构20的移动块21的顶面固定有水平移动板22，水平移动板22的顶面上固定有待加工的

横向梁100；

[0023] 所述机架10的顶板的顶面中部固定有上支撑架30，上支撑架30的顶板的底面中部

固定有横向移动调节机构40；

[0024] 所述横向移动调节机构40的横向移动块41的底面固定有水平板42，水平板42的前

端顶面固定有升降调节电机43，升降调节电机43的输出轴穿过水平板42的底面并通过联轴

器连接有竖直螺杆44，竖直螺杆44上螺接有竖直螺套45，竖直螺套45的底端固定有打磨连

接板46，打磨连接板46的顶面固定有打磨电机47，打磨电机47的输出轴穿过打磨连接板46

的底面并固定有打磨头48，打磨头48与待加工的横向梁100的顶板的中部成型有的长形通

槽101相对应。

[0025] 进一步的说，所述前后移动机构20包括前后设置的两个支撑板23，两个支撑板23

的底面固定在机架10的顶板的顶面的前部和后部，前后延伸的调节螺杆24的两端通过轴承

铰接在两个支撑板23上，后方的支撑板23的后壁面上固定有移动电机25，移动电机25的输

出轴为花键轴，花键轴插套在调节螺杆24的一端具有的花键孔中，移动电机25带动调节螺

杆24转动，移动块21螺接在调节螺杆24上。

[0026] 进一步的说，所述两个支撑板23之间固定有多个导向杆26，导向杆26插套在移动

块21上具有的导向通孔211中。

[0027] 进一步的说，所述导向通孔211的内侧壁上固定有导向套212，导向杆26插套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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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套212中。

[0028] 进一步的说，所述水平移动板22的顶面的左部和右部均固定有侧支撑板27，侧支

撑板27的前部和后部均螺接有侧调节螺栓28，两个侧调节螺栓28的内端伸出侧支撑板27的

内侧壁并通过轴承铰接在侧压紧板29的外侧壁上，待加工的横向梁100压靠在水平移动板

22的顶面上，两个侧压紧板29压靠在待加工的横向梁100的侧壁上。

[0029] 进一步的说，所述侧压紧板29的侧壁上固定有耐磨防滑层291，耐磨防滑层291压

靠在横向梁100的侧壁上。

[0030] 进一步的说，所述横向移动调节机构40包括两个竖直板401，横向调节螺杆402的

两端通过轴承铰接在两个竖直板401上，其中一个竖直板401的外侧壁上固定有横向移动电

机403，横向移动电机403的输出轴为花键轴，花键轴插套在横向调节螺杆402的一端具有的

花键孔中，横向移动电机403带动横向调节螺杆402转动，横向移动块41螺接在横向调节螺

杆402上。

[0031] 进一步的说，所述横向移动块41的顶面固定有滑块411，两个竖直板401之间的上

支撑架30的顶板的底面固定有横向导向条404，滑块411的顶面成型有滑槽，横向导向条404

插套在滑槽中。

[0032] 进一步的说，所述打磨连接板46的顶面固定有竖直导向杆461，水平板42的底面固

定有竖直导向套421，竖直导向杆461插套在竖直导向套421中，竖直导向杆461的上部侧壁

固定有限位块462，限位块462插套在竖直导向套421的侧壁成型有的竖直导向槽422中。

[0033] 工作原理：使用时，可以将待加工的横向梁100放置在水平移动板22的顶面上，转

动同一侧的两个侧调节螺栓28，使得两个侧压紧板29上固定有的耐磨防滑层291压靠在待

加工的横向梁100的侧壁上，完成夹持固定，然后，通过移动电机25运行，使得打磨头48与待

加工的横向梁100的顶板的中部成型有的长形通槽101相对应，然后，通过打磨电机47运行，

使得打磨头48转动，同时，通过升降调节电机43运行，使得打磨头48下降并处于长形通槽

101中，然后，通过横向移动电机403运行，实现打磨头48紧贴长形通槽101的侧壁进行打磨，

进行去毛刺等操作，并通过移动电机25运行，使得打磨头48沿着长形通槽101的侧壁进行打

磨。

[0034] 其中，本实施例中的所有电机均为伺服电机，使得其在移动运行时，可以通过电机

的转数实现距离控制和调节，保证打磨精度和效果。

[0035]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

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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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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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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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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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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