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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其垂直

升降装置、飞轮驱动装置、液压张紧装置、旋转调

整装置、移位装置等各个装置部件分别独立存

在，安装维护便利，各装置部件结构分布合理，整

机结构紧凑，结构体积小，占地面积小；通过垂直

升降装置的升降控制、旋转调整装置的旋转调

节、移位装置的前后移位能够使得金刚石绳锯对

石材进行多角度多尺寸方向的切削，能够有效实

现异形切割，而且各个装置部件受控于电气控制

总台，实现集成控制，控制操作简单，异形切割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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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包括机架、工作台、飞轮驱动装置、金刚石绳锯和电气控制

总台，所述机架包括固定底座，所述固定底座上设有垂直升降装置，所述垂直升降装置能够

带动所述飞轮驱动装置垂直升降，所述固定底座上还设有移位装置，所述移位装置能够带

动工作台前后移位，其特征在于：所述飞轮驱动装置包括左飞轮组、右飞轮组和飞轮驱动电

机，所述左飞轮组、右分轮组左右对称的设于所述垂直升降装置的左右两侧，所述左飞轮组

包括左上飞轮、左下飞轮和左定位板，所述左上飞轮和左下飞轮分别通过转动轴可转动的

设于所述左定位板的两端，所述左定位板设于所述垂直升降装置上；所述右飞轮组包括右

上飞轮、右下飞轮和右定位架，所述右定位架包括横向安装板和竖向定位板，所述横向安装

板安装设于所述垂直升降装置上，所述竖向定位板错位位于所述垂直升降装置的右侧方，

所述右上飞轮和右下飞轮分别通过转动轴可转动的设于竖向定位板的两端，所述右下飞轮

的转动轴穿过竖向定位板的那端上还设有传动轮；所述垂直升降装置上设有电机座，所述

电机座位于竖向定位板的后方，所述飞轮驱动电机设于所述电机座上，所述飞轮驱动电机

的输出轴与所述传动轮通过皮带传动连接；

还包括旋转调整组件，所述旋转调整组件包括左旋转调整组件和右旋转调整组件，所

述左旋转调整组件设于垂直升降装置上并位于左飞轮组的下方，所述右旋转调整组件设于

垂直升降装置上并位于右飞轮组的下方；所述左旋转调整组件包括安装架、制动连接板、齿

轮箱和水平调整丝杆，所述安装架上横向穿设有上传动轴、下导向轴，上传动轴、下导向轴

并行排布，所述上传动轴、下导向轴的一端均与制动连接板连接，所述上传动轴、下导向轴

的另一端均与齿轮箱连接；制动连接板上设有驱动上传动轴旋转的调整驱动电机；所述齿

轮箱内设有旋转齿轮，旋转齿轮与上传动轴齿轮传动连接；旋转齿轮设有穿出齿轮箱的中

心轴，所述中心轴上安装有旋转导轮架，所述旋转导轮架上设有两个相抵接的旋转导轮，两

个旋转导轮之间形成夹持间隙，所述旋转齿轮的中心轴设有轴向通槽，齿轮箱上对应所述

向通槽的位置设有通孔，通孔、轴向通槽和夹持间隙构成供金刚石绳锯穿过的贯穿通道；安

装架上设有丝杆螺母，水平调整丝杆一端穿过制动连接板与所述丝杆螺母螺纹连接,，水平

调整丝杆的另一端上设有手摇轮；所述右旋转调整组件和左旋转调整组件的结构一致，所

述右旋转调整组件和左旋转调整组件的旋转导轮架相对设置；

所述金刚石绳锯一端依次穿绕于左上飞轮、左下飞轮、左旋转调整组件的贯穿通道、右

旋转调整组件的贯穿通道、右下飞轮和右上飞轮，所述金刚石绳锯的一端和另一端固接，所

述金刚石绳锯形成闭环连接绳锯，所述金刚石绳锯位于工作台上方；

所述垂直升降装置、移位装置、飞轮驱动装置和旋转调整组件均受控于电气控制总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定位板上还设有左防

护盖，所述左防护盖的一侧边作为连接边与所述左定位板的一侧边合页连接，所述左防护

盖的另一侧边作为开合边与所述左定位板的另一侧边盖合，所述左定位板上设有锁定所述

左防护盖的开合边的锁扣，所述左防护盖的开合边上还设有开合把手，所述左防护盖覆盖

所述左上飞轮、左下飞轮；

所述右定位架的竖向定位板上还设有右防护盖，所述右防护盖的一侧边作为连接边与

所述竖向定位板的一侧边合页连接，所述右防护盖的另一侧边作为开合边与所述竖向定位

板的另一侧边盖合，所述竖向定位板上设有锁定所述右防护盖的开合边的锁扣，所述右防

护盖的开合边上还设有开合把手，所述右防护盖覆盖所述右上飞轮、右下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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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液压张紧装置，所

述液压张紧装置设于垂直升降装置上，所述液压张紧装置包括液压泵站和张紧油缸，所述

液压泵站的控制输出端与所述张紧油缸连接；所述垂直升降装置上还设有左右横向延伸的

移动轨道，所述移动轨道上设有移动板，所述移动板的左侧端部设有油缸连接座，所述油缸

连接座与所述张紧油缸的执行端连接，所述张紧油缸能够带动移动板沿所述移动轨道直线

运动；所述左飞轮组的左定位板安装设于所述移动板上；所述液压张紧装置受控于电气控

制总台。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轨道上设置了滚轮

组，滚轮组由多个上下对称分布的滚轮组成，所述移动板可移动的夹设于上下对称分布的

滚轮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防护箱，所述防护箱

将所述液压张紧装置罩于其内，所述防护箱设有可开合的侧箱盖。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升降装置包括设于

固定底座上的垂直升降架，所述垂直升降架包括左右对称分布的左立柱和右立柱，所述左

立柱的顶端和右立柱的顶端之间设有连接桥，所述左立柱的一侧、右立柱的一侧分别设有

可转动的左升降丝杆、右升降丝杆，所述连接桥上设有升降驱动电机和横向传动轴，所述升

降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通过齿轮减速器与横向传动轴传动连接，所述横向传动轴的两端分别

通过圆锥齿轮组与左升降丝杆的顶端、右升降丝杆的顶端传动连接；

所述左立柱、右立柱上分别套设有可升降移动的左升降导轮箱、右升降导轮箱，所述左

升降导轮箱的箱内沿其升降方向依次设有滚轮组，所述滚轮组由多个位于同一平面上的滚

轮组成，所述滚轮组中各滚轮对称分布，各滚轮之间形成夹持左立柱的夹持间隙，各滚轮与

左立柱在垂直方向为滚动接触；所述左升降导轮箱上还设有供左升降丝杆穿过的贯穿槽，

所述贯穿槽的上下槽口上均设有升降螺母，所述升降螺母与左升降丝杆螺纹连接；所述右

升降导轮箱的结构与左升降导轮箱相同；

所述左升降导轮箱的左侧外壁上设有定位座，所述液压张紧装置设于所述定位座上，

所述移动轨道设于左升降导轮箱的前侧外壁上，所述左旋转调整组件设于左升降导轮箱的

前外侧壁并位于移动轨道的下方；所述右飞轮组设于右升降导轮箱的前外侧壁上，所述飞

轮驱动电机设于右升降导轮箱的右侧外壁上，所述右旋转调整组件设于右升降导轮箱的前

外侧壁并位于右飞轮组的下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左立柱的一侧位于左升

降导轮箱的上下两侧分别设有上左风琴防护罩、下左风琴防护罩，所述上左风琴防护罩、下

左风琴防护罩覆盖所述左升降丝杆，所述上左风琴防护罩的一端与连接桥连接，另一端与

左升降导轮箱的顶部连接，所述下左风琴防护罩的一端与左升降导轮箱的底部连接，另一

端与左立柱的底端连接；所述右立柱的一侧位于右升降导轮箱的上下两侧分别设有上右风

琴防护罩、下右风琴防护罩，所述上右风琴防护罩、下右风琴防护罩覆盖所述右升降丝杆，

所述上右风琴防护罩的一端与连接桥连接，另一端与右升降导轮箱的顶部连接，所述下右

风琴防护罩的一端与左右升降导轮箱的底部连接，另一端与右立柱的底端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位装置包括沿前后方

向延伸的移位轨道架，所述移位轨道架上设有移位轨道，所述移位轨道架上位于移位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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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穿设有移位丝杆，所述工作台底部设有移位滚轮，所述工作台通过移位滚轮设于所述移

位轨道上，所述工作台底部还设有供移位丝杆穿过的丝杆穿口，所述丝杆穿口上设有移位

螺母，所述移位螺母与所述移位丝杆螺纹连接，所述移位轨道的一端上设有移位电机，所述

移位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移位丝杆传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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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刚石串珠绳锯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绳锯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金刚石串珠绳锯机。

背景技术

[0002] 金刚石绳锯机是一种采用金刚石绳锯高速线性运动来切割材料的设备，适用于对

各类硬质材料进行切割加工，主要应用于石材采矿、建筑、板材切割和成型切割加工等领

域。现有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包括有机架、工作台、飞轮驱动装置、绳锯条以及电气控制系

统，工作台设于机架上用于承接石材，绳锯条绕设于预切割的石材和飞轮驱动装置之间形

成一个闭环连接，电气控制系统控制飞轮驱动装置带动绳锯条进行线性运动来切割石材。

其中，现有的飞轮驱动装置通常是包括一个主动飞轮、一个从动飞轮和电机，绳锯条传动绕

设于主动飞轮、从动飞轮之间，电机驱动主动飞轮、从动飞轮转动，使得绳锯条进行线性运

动进行切割，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主动飞轮、从动飞轮的直径与待切割石材的高度为单一匹

配关系，不同高度的待切割石材需要更换不同直径的主动飞轮、从动飞轮进行匹配切割，操

作繁琐费力，大大降低了现有金刚石绳锯机的使用实用性，而且越大直径的主动飞轮、从动

飞轮，其规格体积重量也越大，飞轮加工不易，加工成本高，运输安装不易，机架安装后的整

机结构体积大，整机笨重复杂，整机占地空间大；而且大体积的主动飞轮、从动飞轮转动的

驱动功率需求越大，功耗高，对机架结构稳定要求性也更高，加大机架加工成本，转动过程

中大体积的单飞轮的平衡稳定性降低，不仅影响切割效率和品质，安全系数也大大降低，存

在安全隐患；频繁使用后容易变形报废，使用成本高，实用性低。

发明内容

[0003] 因此，针对上述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整机结构紧凑，占地空间小，运输安装便

利，结构稳定性高，异形切割效率高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取的解决方案为：一种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包括机

架、工作台、飞轮驱动装置、金刚石绳锯和电气控制总台，所述机架包括固定底座，所述固定

底座上设有垂直升降装置，所述垂直升降装置能够带动所述飞轮驱动装置垂直升降，所述

固定底座上还设有移位装置，所述移位装置能够带动工作台前后移位，所述飞轮驱动装置

包括左飞轮组、右飞轮组和飞轮驱动电机，所述左飞轮组、右分轮组左右对称的设于所述垂

直升降装置的左右两侧，所述左飞轮组包括左上飞轮、左下飞轮和左定位板，所述左上飞轮

和左下飞轮分别通过转动轴可转动的设于所述左定位板的两端，所述左定位板设于所述垂

直升降装置上；所述右飞轮组包括右上飞轮、右下飞轮和右定位架，所述右定位架包括横向

安装板和竖向定位板，所述横向安装板安装设于所述垂直升降装置上，所述竖向定位板错

位位于所述垂直升降装置的右侧方，所述右上飞轮和右下飞轮分别通过转动轴可转动的设

于竖向定位板的两端，所述右下飞轮的转动轴穿过竖向定位板的那端上还设有传动轮；所

述垂直升降装置上设有电机座，所述电机座位于竖向定位板的后方，所述飞轮驱动电机设

于所述电机座上，所述飞轮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传动轮通过皮带传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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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旋转调整组件，所述旋转调整组件包括左旋转调整组件和右旋转调整组件，所

述左旋转调整组件设于垂直升降装置上并位于左飞轮组的下方，所述右旋转调整组件设于

垂直升降装置上并位于右飞轮组的下方；所述左旋转调整组件包括安装架、制动连接板、齿

轮箱和水平调整丝杆，所述安装架上横向穿设有上传动轴、下导向轴，上传动轴、下导向轴

并行排布，所述上传动轴、下导向轴的一端均与制动连接板连接，所述上传动轴、下导向轴

的另一端均与齿轮箱连接；制动连接板上设有驱动上传动轴旋转的调整驱动电机；所述齿

轮箱内设有旋转齿轮，旋转齿轮与上传动轴齿轮传动连接；旋转齿轮设有穿出齿轮箱的中

心轴，所述中心轴上安装有旋转导轮架，所述旋转导轮架上设有两个相抵接的旋转导轮，两

个旋转导轮之间形成夹持间隙，所述旋转齿轮的中心轴设有轴向通槽，齿轮箱上对应所述

向通槽的位置设有通孔，通孔、轴向通槽和夹持间隙构成供金刚石绳锯穿过的贯穿通道；安

装架上设有丝杆螺母，水平调整丝杆一端穿过制动连接板与所述丝杆螺母螺纹连接,，水平

调整丝杆的另一端上设有手摇轮；所述右旋转调整组件和左旋转调整组件的结构一致，所

述右旋转调整组件和左旋转调整组件的旋转导轮架相对设置；

所述金刚石绳锯一端依次穿绕于左上飞轮、左下飞轮、左旋转调整组件的贯穿通道、右

旋转调整组件的贯穿通道、右下飞轮和右上飞轮，所述金刚石绳锯的一端和另一端固接，所

述金刚石绳锯形成闭环连接绳锯，所述金刚石绳锯位于工作台上方；

所述垂直升降装置、移位装置、飞轮驱动装置和旋转调整组件均受控于电气控制总台。

[0005] 进一步的是，所述左定位板上还设有左防护盖，所述左防护盖的一侧边作为连接

边与所述左定位板的一侧边合页连接，所述左防护盖的另一侧边作为开合边与所述左定位

板的另一侧边盖合，所述左定位板上设有锁定所述左防护盖的开合边的锁扣，所述左防护

盖的开合边上还设有开合把手，所述左防护盖覆盖所述左上飞轮、左下飞轮；

所述右定位架的竖向定位板上还设有右防护盖，所述右防护盖的一侧边作为连接边与

所述竖向定位板的一侧边合页连接，所述右防护盖的另一侧边作为开合边与所述竖向定位

板的另一侧边盖合，所述竖向定位板上设有锁定所述右防护盖的开合边的锁扣，所述右防

护盖的开合边上还设有开合把手，所述右防护盖覆盖所述右上飞轮、右下飞轮。

[0006] 左右防护盖对左右飞轮组进行防护，避免石材切割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等杂物进入

左右飞轮组的转动间隙，保持左右飞轮组的稳定运转。

[0007] 进一步的是，还包括液压张紧装置，所述液压张紧装置设于垂直升降装置上，所述

液压张紧装置包括液压泵站和张紧油缸，所述液压泵站的控制输出端与所述张紧油缸连

接；所述垂直升降装置上还设有左右横向延伸的移动轨道，所述移动轨道上设有移动板，所

述移动板的左侧端部设有油缸连接座，所述油缸连接座与所述张紧油缸的执行端连接，所

述张紧油缸能够带动移动板沿所述移动轨道直线运动；所述左飞轮组的左定位板安装设于

所述移动板上；所述液压张紧装置受控于电气控制总台。

[0008] 进一步的是，所述移动轨道上设置了滚轮组，滚轮组由多个上下对称分布的滚轮

组成，所述移动板可移动的夹设于上下对称分布的滚轮之间。

[0009] 进一步的是，还包括防护箱，所述防护箱将所述液压张紧装置罩于其内，所述防护

箱设有可开合的侧箱盖。

[0010] 进一步的是，所述垂直升降装置包括设于固定底座上的垂直升降架，所述垂直升

降架包括左右对称分布的左立柱和右立柱，所述左立柱的顶端和右立柱的顶端之间设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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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桥，所述左立柱的一侧、右立柱的一侧分别设有可转动的左升降丝杆、右升降丝杆，所述

连接桥上设有升降驱动电机和横向传动轴，所述升降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通过齿轮减速器与

横向传动轴传动连接，所述横向传动轴的两端分别通过圆锥齿轮组与左升降丝杆的顶端、

右升降丝杆的顶端传动连接；

所述左立柱、右立柱上分别套设有可升降移动的左升降导轮箱、右升降导轮箱，所述左

升降导轮箱的箱内沿其升降方向依次设有滚轮组，所述滚轮组由多个位于同一平面上的滚

轮组成，所述滚轮组中各滚轮对称分布，各滚轮之间形成夹持左立柱的夹持间隙，各滚轮与

左立柱在垂直方向为滚动接触；所述左升降导轮箱上还设有供左升降丝杆穿过的贯穿槽，

所述贯穿槽的上下槽口上均设有升降螺母，所述升降螺母与左升降丝杆螺纹连接；所述右

升降导轮箱的结构与左升降导轮箱相同；

所述左升降导轮箱的左侧外壁上设有定位座，所述液压张紧装置设于所述定位座上，

所述移动轨道设于左升降导轮箱的前侧外壁上，所述左旋转调整组件设于左升降导轮箱的

前外侧壁并位于移动轨道的下方；所述右飞轮组设于右升降导轮箱的前外侧壁上，所述飞

轮驱动电机设于右升降导轮箱的右侧外壁上，所述右旋转调整组件设于右升降导轮箱的前

外侧壁并位于右飞轮组的下方。

[0011] 进一步的是，所述左立柱的一侧位于左升降导轮箱的上下两侧分别设有上左风琴

防护罩、下左风琴防护罩，所述上左风琴防护罩、下左风琴防护罩覆盖所述左升降丝杆，所

述上左风琴防护罩的一端与连接桥连接，另一端与左升降导轮箱的顶部连接，所述下左风

琴防护罩的一端与左升降导轮箱的底部连接，另一端与左立柱的底端连接；所述右立柱的

一侧位于右升降导轮箱的上下两侧分别设有上右风琴防护罩、下右风琴防护罩，所述上右

风琴防护罩、下右风琴防护罩覆盖所述右升降丝杆，所述上右风琴防护罩的一端与连接桥

连接，另一端与右升降导轮箱的顶部连接，所述下右风琴防护罩的一端与左右升降导轮箱

的底部连接，另一端与右立柱的底端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是，所述移位装置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移位轨道架，所述移位轨道架

上设有移位轨道，所述移位轨道架上位于移位轨道间穿设有移位丝杆，所述工作台底部设

有移位滚轮，所述工作台通过移位滚轮设于所述移位轨道上，所述工作台底部还设有供移

位丝杆穿过的丝杆穿口，所述丝杆穿口上设有移位螺母，所述移位螺母与所述移位丝杆螺

纹连接，所述移位轨道的一端上设有移位电机，所述移位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移位丝杆传

动连接。

[0013] 通过采用前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如上所述设计的金刚石串珠绳锯

机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优势：

1、本发明飞轮驱动装置不采用传统的单大轮结构，而是将单大轮分化为两个飞轮组进

行飞轮驱动，将单大轮分化，降低了各个飞轮的体积重量等规格要求，便于飞轮加工制造和

运输安装，降低了飞轮驱动电机的功耗，飞轮不易变形报废，运转过程中，飞轮平衡稳定性

高，安全系数高；并且左右飞轮组是分别通过左定位板、右定位架与机架的垂直升降装置安

装固定的，通过更换不同规格的左定位板、右定位架能够调节左右飞轮组的飞轮间距，以调

节金刚石绳锯的切割深度，让所述飞轮驱动装置适用于各种规格尺寸的待切割石材，提升

了飞轮驱动装置的多规格适配性，提升实用性；而且左定位板、右定位架相当于左右飞轮组

与机架之间的安装中介，左右飞轮组依靠左定位板、右定位架成为一个独立的可调整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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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维护的装置部件，而不是一个与机架共组的组成零件，左定位板、右定位架的结构能够

为左右飞轮组提供辅助稳固作用，为调整间距后的左右飞轮组提供最有效匹配的平衡支撑

作用，避免将飞轮直接安装于机架上时造成的飞轮调整安装受机架规格限制或者需要进行

机架整机调整以适应飞轮调整的问题，降低整机结构复杂性，降低整机制作成本，实用性

强；

2、金刚石绳锯贯穿左右旋转调整组件形成闭环连接绳锯，通过左右旋转调整组件的水

平调整丝杆、丝杆螺母的配合能够实现左右旋转调整组件之间的相对间距，使得左右旋转

调整组件对金刚石绳锯的旋转夹持点能够随着待切割石材的不同规格尺寸进行调位调整，

使得金刚石绳锯具有最佳的旋转施力点，对石材实现有效的切削，提升切削质量和效率；左

右旋转调整组件的调整驱动电机和齿轮箱分布于上传动轴、下导向轴的两侧，保持两侧平

衡，利于调位调整的平滑移动，避免多部件结构集中于同一轴端造成中轴偏转、移位受阻的

现象；而且调位调整过程中，采用了并列排布的上传动轴、下导向轴的结构设置，下导向轴

和下导向轴套的结合能够辅助支撑上传动轴，使得上传动轴平横贯穿上导向轴套，利于上

传动轴在调整驱动电机控制下的稳定转动，避免上导向轴套与上传动轴之间的转动磨损，

避免转动磨损造成的旋转导向效率下降问题，而且下导向轴和下导向轴套的导向、水平调

整丝杆的螺纹推进力为上传动轴提供移位导向辅助作用，利于上传动轴在上导向轴套内的

平稳移位，提升移位稳定性；

3、垂直升降装置、飞轮驱动装置、液压张紧装置、旋转调整装置、移位装置等各个装置

部件分别独立存在，安装维护便利，各装置部件结构分布合理，整机结构紧凑，结构体积小，

占地面积小；通过垂直升降装置的升降控制、旋转调整装置的旋转调节、移位装置的前后移

位能够使得金刚石绳锯对石材进行多角度多尺寸方向的切削，能够有效实现异形切割，而

且各个装置部件受控于电气控制总台，实现集成控制，控制操作简单，异形切割效率高；

综上所述，所述金刚石串珠绳锯机整机结构紧凑，占地空间小，运输安装便利，结构稳

定性高，异形切割效率高，实用性强，适合大批量化生产和制造使用，加工制造成本低，使用

寿命长。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发明实施例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是发明实施例的反面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升降驱动电机、横向传动轴、左升降丝杆、右升降丝杆的连接结

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左升降导轮箱与液压张紧装置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左升降导轮箱与液压张紧装置的反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左飞轮组与左升降导轮箱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右飞轮组与右升降导轮箱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右飞轮组与右升降导轮箱的反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左旋转调整组件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左旋转调整组件的反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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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4] 参考图1至图10，本发明实施例揭示的是，一种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包括机架1、工

作台2、飞轮驱动装置3、金刚石绳锯4和电气控制总台5；所述机架1包括固定底座，所述固定

底座上设有垂直升降架6，所述垂直升降架6包括左右对称分布的左立柱61和右立柱62，所

述左立柱61的顶端和右立柱62的顶端之间设有连接桥63，所述左立柱61的一侧、右立柱62

的一侧分别设有可转动的左升降丝杆64、右升降丝杆65，所述连接桥63上设有升降驱动电

机66和横向传动轴67，所述升降驱动电机66的输出轴通过齿轮减速器68与横向传动轴67传

动连接，所述横向传动轴67的两端分别通过圆锥齿轮组69与左升降丝杆64的顶端、右升降

丝杆65的顶端传动连接；

所述左立柱61、右立柱62上分别套设有可升降移动的左升降导轮箱7、右升降导轮箱8，

所述左升降导轮箱7的箱内沿其升降方向依次设有滚轮组，所述滚轮组由多个位于同一平

面上的滚轮71组成，所述滚轮组中各滚轮71对称分布，各滚轮71之间形成夹持左立柱61的

夹持间隙，各滚轮71与左立柱61在垂直方向为滚动接触；所述左升降导轮箱7上还设有供左

升降丝杆穿过的贯穿槽，所述贯穿槽的上下槽口上均设有升降螺母72，所述升降螺母72与

左升降丝杆64螺纹连接；所述右升降导轮箱8的结构与左升降导轮箱7相同；所述左立柱61、

右立柱62位于左升降导轮箱7、右升降导轮箱8的上下两侧分别设有风琴防护罩9，所述风琴

防护罩9覆盖左升降丝杆64、右升降丝杆65，风琴防护罩9能够随着左右升降导轮箱的升降

位移做出适配伸缩形变；

所述左升降导轮箱7的左侧外壁上设有定位座73，所述定位座73上设有液压张紧装置

10，所述液压张紧装置10包括液压泵站101和张紧油缸102，所述液压泵站101的控制输出端

与所述张紧油缸102连接；所述左升降导轮箱7的前侧外壁上设有左右横向延伸的移动轨道

74，所述移动轨道74上设有移动板75，所述移动板75的左侧端部设有油缸连接座76，所述油

缸连接座76与所述张紧油缸102的执行端连接，所述张紧油缸92能够带动移动板75沿所述

移动轨道74直线运动；所述左升降导轮箱7的左侧外壁上位于液压张紧装置的上方还设有

左右横向延伸的限位杆77，所述限位杆77的两端上分别设有限位块，所述移动板75穿设有

限位轴78，所述限位轴78的一端伸至限位杆的下方并设有限位开关79，所述限位开关79位

于限位块之间，并能够与限位块接触；还包括防护箱11，所述防护箱11设于定位座73上，所

述防护箱11将所述液压张紧装置罩于其内，所述防护箱11的左侧壁为可开合的侧箱盖；

所述飞轮驱动装置3包括左飞轮组31、右飞轮组32和飞轮驱动电机33，所述左飞轮组31

包括左上飞轮、左下飞轮和左定位板34，所述左上飞轮和左下飞轮分别通过转动轴可转动

的设于所述左定位板34的两端，所述左定位板34垂直设于所述移动板75上，所述左定位板

34上还设有左防护盖12，所述左防护盖12的一侧边作为连接边与所述左定位板34的一侧边

合页连接，所述左防护盖12的另一侧边作为开合边与所述左定位板34的另一侧边盖合，所

述左定位板34上设有锁定所述左防护盖12的开合边的锁扣，所述左防护盖12的开合边上还

设有开合把手，所述左防护盖12覆盖所述左上飞轮、左下飞轮；所述右飞轮组32包括右上飞

轮、右下飞轮和右定位架，所述右定位架包括横向安装板35和竖向定位板36，所述横向安装

板35安装设于所述右升降导轮箱8的前侧外壁上，所述竖向定位板36错位位于所述右升降

导轮箱8的右侧方，所述右上飞轮和右下飞轮分别通过转动轴可转动的设于竖向定位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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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端，所述右下飞轮的转动轴穿过竖向定位板的那端上还设有传动轮37；所述右升降导

轮箱8的右侧外壁上设有电机座，所述飞轮驱动电机33设于所述电机座上，所述飞轮驱动电

机33的输出轴与所述传动轮37通过皮带传动连接；所述竖向定位板36上还设有右防护盖

13，所述右防护盖13的一侧边作为连接边与所述竖向定位板36的一侧边合页连接，所述右

防护盖13的另一侧边作为开合边与所述竖向定位板36的另一侧边盖合，所述竖向定位板36

上设有锁定所述右防护盖13的开合边的锁扣，所述右防护盖13的开合边上还设有开合把

手，所述右防护盖13覆盖所述右上飞轮、右下飞轮；

还包括旋转调整组件，所述旋转调整组件包括左旋转调整组件14和右旋转调整组件

15，所述左旋转调整组件14设于左升降导轮箱7的前侧外壁上，所述左旋转调整组件14位于

移动轨道74的下方，所述右旋转调整组件15设于右升降导轮箱8前侧外壁上，所述右旋转调

整组件15位于右定位架的下方；所述左旋转调整组件14包括用于固定安装的安装架141、制

动连接板142、齿轮箱143和水平调整丝杆144，所述安装架141上横向穿设有上导向轴套145

和下导向轴套146，所述上导向轴套145和下导向轴套146并行排布，所述上导向轴套145、下

导向轴套146内分别穿设有可直线移动的上传动轴147、下导向轴148，所述上传动轴147、下

导向轴148的一端均与制动连接板142连接，所述上传动轴147、下导向轴148的另一端均与

齿轮箱143连接；所述安装架141上位于上导向轴套、下导向轴套之间的位置上设有供水平

调整丝杆穿过的丝杆通口，所述丝杆通口上设有丝杆螺母149，所述水平调整丝杆144的一

端依次穿过所述制动连接板142、丝杆通口并与所述丝杆螺母149螺纹连接，所述水平调整

丝杆144的另一端上设有手摇轮1410；所述制动连接板142上设有调整驱动电机1411，所述

上传动轴147与所述制动连接板142连接的一端穿出并设有主传动齿轮，所述调整驱动电机

1411通过齿轮减速器1412与所述上传动轴147的主传动齿轮传动连接，所述调整驱动电机

1411能够驱动所述上传动轴147转动；所述上传动轴147与所述齿轮箱143连接的一端穿入

齿轮箱内并设有次传动齿轮，所述齿轮箱143内设有与所述次传动齿轮传动连接的旋转齿

轮1413，所述旋转齿轮1413的中心轴的一端穿出所述齿轮箱，并设有旋转导轮架1414，旋转

齿轮1413旋转使其中心轴旋转，进而带动旋转导轮架1414旋转，所述旋转导轮架1414上设

有两个相互抵接的旋转导轮1415，两个旋转导轮1415之间形成夹持间隙，所述旋转齿轮

1413的中心轴设有轴向通槽，所述齿轮箱1413上对应所述轴向通槽的位置设有通孔1416，

所述通孔、轴向通槽和夹持间隙构成供所述金刚石绳锯穿过的贯穿通道；所述右旋转调整

组件15和左旋转调整组件14的结构一致，所述右旋转调整组件15和左旋转调整组件14的旋

转导轮架相对设置；

所述金刚石绳锯4一端依次穿绕于左上飞轮、左下飞轮、左旋转调整组件的贯穿通道、

右旋转调整组件的贯穿通道、右下飞轮和右上飞轮，所述金刚石绳锯4的一端和另一端固

接，所述金刚石绳锯4形成闭环连接绳锯；

所述固定底座上位于左立柱和右立柱之间的位置设有移位装置16，所述移位装置16位

于金刚石绳锯4的下方，所述移位装置16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移位轨道架161，所述移位

轨道架161上设有移位轨道，所述移位轨道架161上位于移位轨道间穿设有移位丝杆162，所

述工作台2底部设有移位滚轮，所述工作台2通过移位滚轮设于所述移位轨道上，所述工作

台2底部还设有供移位丝杆穿过的丝杆穿口，所述丝杆穿口上设有移位螺母，所述移位螺母

与所述移位丝杆162螺纹连接，所述移位轨道的一端上设有移位电机163，所述移位电机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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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轴与所述移位丝杆162传动连接；

所述垂直升降装置、液压张紧装置、飞轮驱动装置、旋转调整组件和移位装置均受控于

电气控制总台。

[0025] 所述金刚石串珠绳锯机工作过程中：垂直升降架中，升降驱动电机68通过减速齿

轮箱68驱动横向传动轴67转动，横向传动轴67通过圆锥齿轮组69带动左右立柱的左右升降

丝杆（64、65）转动，左右升降丝杆转动使得左右升降导轮箱的升降螺母在左右升降丝杆上

的螺纹距离发生变化，进而带动左右升降导轮箱升降，左右升降导轮箱通过滚轮组在左右

立柱上滚动升降，滚轮组降低左右升降导轮箱与左右立柱之间的磨损，提升升降调节的顺

滑性，提升升降调节效率；

液压张紧装置，通过液压泵站101控制张紧油缸102的执行端的左右伸缩，张紧油缸102

的执行端进而通过油缸连接座76带动移动板75沿着移动轨道74左右直线移位，移动板75的

左右移位带动左飞轮组31的左右移位，进而对绕设于飞轮装置上的闭环的金刚石绳锯4的

张紧；

旋转调整组件中，手动转动手摇轮1410，使得水平调整丝杆144转动，使得安装架上的

丝杆螺母149在水平调整丝杆144上的螺纹进程改变，由于安装架141安装于左右升降导轮

箱上固定不动，则调整驱动电机1411、制动板142、上传动轴147、下导向轴148、齿轮箱143等

结构整体沿着上下导向轴套（145、146）发生左右水平移位调整；而调整驱动电机1411通过

齿轮减速器带动上传动轴147转动，上传动轴147另一端通过次传动齿轮带动齿轮箱143内

的旋转齿轮1413转动，旋转齿轮1413转动带动其中心轴转动，由于旋转齿轮1413的中心轴

穿出齿轮箱143外与旋转导轮架1414连接，则进而带动旋转导轮架1414旋转转动，由于金刚

石绳锯4穿过夹持于旋转导轮架1414的旋转导轮1415间，旋转导轮架1414进而带动金刚石

绳锯4进行自转以切削；

移位装置中，移位电动163驱动移位丝杆162转动，进而使得移位螺母在移位丝杆162上

的螺纹进程改变，由于移位螺母设于工作台2的底部、工作台2通过移位滚轮能够在移位轨

道上前后移位，则进而实现工作台2的前后移位。

[0026] 综上所述设计的金刚石串珠绳锯机，整机结构紧凑，占地空间小，运输安装便利，

结构稳定性高，异形切割效率高，实用性强，适合大批量化生产和制造使用，加工制造成本

低，使用寿命长。

[0027] 以上所记载，仅为利用本创作技术内容的实施例，任何熟悉本项技艺者运用本创

作所做的修饰、变化，皆属本创作主张的专利范围，而不限于实施例所揭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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