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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

(57)摘要

一种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属于建筑工

程领域，所述工作台最右后侧与控制器固定连

接，所述工作台前方下侧与传动装置固定连接，

所述工作台下侧靠近传动装置处固定有两个第

二光电传感器基座，所述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与

第二光电传感器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装置与滑轨

通过轴连接，所述切割装置与滑轨连接且在滑轨

上滑动，所述滑轨末端与防脱落塞固定连接。通

过传动装置对整个切割装置的横向移动进行调

整，并且通过切割装置的作用实现将瓷砖进行倒

角切割，大大提高了瓷砖倒角切割的效率，代替

了复杂的工人手工切割瓷砖的方法，节省了大量

的人力，大大加快了工程建设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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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包括第一磁力座、第一光电传感器、瓷砖挡板、第二

磁力座、工作台、第一超声波传感器、控制器、支腿、滑轨、切割装置、防脱落塞、第二光电传

感器、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和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

四个角与四个支腿固定连接，支撑在地面上，所述工作台上有两块瓷砖挡板互成直角，短边

的瓷砖挡板上边靠近直角处与第一光电传感器固定连接，短边的瓷砖挡板外侧紧挨着第一

磁力座，长边的瓷砖挡板外侧紧挨着第二磁力座，所述第一磁力座和所述第二磁力座均与

工作台上面通过磁力连接，长边的瓷砖挡板末端位置设  有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且该第

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固定在工作台上，所述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与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固

定连接，所述工作台最右后侧与控制器固定连接，所述工作台前方下侧与传动装置固定连

接，所述工作台下侧靠近传动装置处固定有两个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所述第二光电传感

器基座与第二光电传感器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装置与滑轨通过轴连接，所述切割装置与滑

轨连接且在滑轨上滑动，所述滑轨末端与防脱落塞固定连接；所述滑轨的形状是圆弧状的，

所述滑轨下端与丝杠螺母固定连接，固定螺母可以拧进滑块里面与滑轨摩擦连接，第一电

动机转轴可以伸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装置包括第二

超声波传感器、水箱、固定螺母、水箱盖、滑块、水泵、刀盘、第一电动机和喷水管，所述滑块

下端与第一电动机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机下侧转轴处与刀盘固定连接，所述滑块上拧

有固定螺母，所述滑块上面与水箱固定连接，所述水箱上侧开口，并且盖有水箱盖，所述水

箱上侧与第二超声波传感器固定连接，所述水箱侧面与水泵固定连接，所述水泵与喷水管

固定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装置包括丝杠

基座、丝杠、光杠、丝杠螺母、第二电动机基座和第二电动机，所述丝杠基座上侧与丝杠首端

滚动连接，所述丝杠基座下侧与光杠首端固定连接，所述丝杠螺母上侧与丝杠连接，下侧与

光杠连接，所述丝杠末端与第二电动机基座上侧滚动连接，所述光杠末端与第二电动机基

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与第二电动机固定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磁力座和所述

第二磁力座均可在工作台自由固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光电传感器基

座通过磁力固定在工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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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具体地说是通过传动装置对整个切割

装置的横向移动进行调整，并且通过切割装置的作用实现将瓷砖进行倒角切割的装置，属

于建筑工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活动更加频繁，社会基础建设也加快了步伐，在社

会基础建设的过程中，进行建筑施工时会用到大量的瓷砖，而在某些建设中，平常普通的瓷

砖并不能满足建设要求，需要特定的瓷砖，对于那些特定的瓷砖需要进行各种切割处理方

能使用，其中，对瓷砖进行倒角切割是十分困难的一种切割方式，需要工人有娴熟的技艺，

当今社会建设的步伐如此之快，需要在工程建设时大大缩短工程周期，而在建筑工程建设

时能否快速地切割瓷砖成为影响工程建设速度的重要一环。

[0003] 但是目前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对瓷砖的倒角切割主要由工人手工完成，由于人工切

割需要工人切割的比较精准，对技术要求很高，并且切割时需要大量的工时，因此手工切割

效率十分地低下，严重的影响了建筑施工的进度，这与当今飞快发展的社会背景背道而驰，

与高效生产的理念不符。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以上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包括第一磁

力座、第一光电传感器、瓷砖挡板、第二磁力座、工作台、第一超声波传感器、控制器、支腿、

滑轨、切割装置、防脱落塞、第二光电传感器、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

和传动装置，所述工作台四个角与四个支腿固定连接，支撑在地面上，所述工作台上有两块

瓷砖挡板互成直角，所述短边的瓷砖挡板上边靠近直角处与第一光电传感器固定连接，所

述短边的瓷砖挡板外侧紧挨着第一磁力座，所述长边的瓷砖挡板外侧紧挨着第二磁力座，

所述第一磁力座和所述第二磁力座均与工作台上面通过磁力连接，所述长边的瓷砖挡板末

端位置有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固定在工作台上，所述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与第一超声

波传感器固定连接，所述工作台最右后侧与控制器固定连接，所述工作台前方下侧与传动

装置固定连接，所述工作台下侧靠近传动装置处固定有两个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所述第

二光电传感器基座与第二光电传感器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装置与滑轨通过轴连接，所述切

割装置与滑轨连接且在滑轨上滑动，所述滑轨末端与防脱落塞固定连接。

[0006] 所述切割装置包括第二超声波传感器、水箱  、固定螺母水箱盖、滑块、水泵、刀盘、

第一电动机和喷水管，所述滑块下端与第一电动机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机下侧转轴处

与刀盘固定连接，所述滑块上拧有固定螺母，所述滑块上面水箱固定连接，所述水箱上侧开

口，并且盖有水箱盖，所述水箱上侧与第二超声波传感器固定连接，所述水箱侧面与水泵固

定连接，所述水泵与喷水管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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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丝杠基座、丝杠、光杠、丝杠螺母、第二电动机基座和第二电动

机，所述丝杠基座上侧与丝杠首端滚动连接，所述丝杠基座下侧与光杠首端固定连接，所述

丝杠螺母上侧与丝杠连接，下侧与光杠连接，所述丝杠末端与第二电动机基座上侧滚动连

接，所述光杠末端与第二电动机基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与第二电动机固定连

接。

[0008] 所述第一磁力座和所述第二磁力座均可在工作台自由固定。

[0009] 所述滑轨的形状是圆弧状的，所述滑轨下端与丝杠螺母固定连接，所述固定螺母

可以拧进滑块里面与滑轨摩擦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机转轴的长度可以伸缩。

[0010] 所述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也是通过磁力固定在工作台上。

[0011]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切割装置的滑块是圆弧形的，并且第一电动机的转轴长度

可以伸缩，因此在切割瓷砖时不仅可以切出固定的角度，还可以很灵活的切出不同的角度

来，十分方便灵活；切割装置的滑轨顶端安装有防脱落塞，能有效的阻止切割装置脱落，并

且水箱上面装有第二超声波传感器，当水箱中没有水时自动停止切割，这样设计大大提高

了整个装置的安全系数；第一磁力座和第二磁力座由于依靠磁力固定，因此可以灵活的固

定在工作台上，可以根据瓷砖的大小灵活的调整瓷砖挡板的姿态；工作台下方的第二光电

传感器可以灵活的调整位置，对应切割装置的起点和终点，可以对瓷砖进行不同范围的切

割使瓷砖的倒角切割更加的灵活方便。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图1的底部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图1的顶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图1的前侧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图1的切割装置放大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图1的传动装置放大示意图；

[0018] 图7为本发明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第一磁力座，2、第一光电传感器，3、瓷砖挡板，4、第二磁力座，5、工作台，

6、第一超声波传感器，7、控制器，8、支腿，9、滑轨，10、切割装置，  11、防脱落塞，12、第二光

电传感器，13、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14、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15、传动装置，1001、第二

超声波传感器，1002、水箱  ，1003、固定螺母，1004、水箱盖，1005、滑块，1006、水泵，1007、刀

盘，1008、第一电动机，1009、喷水管，1501、丝杠基座，1502、丝杠，1503、光杠，1504、丝杠螺

母，1505、第二电动机基座，1506、第二电动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21] 一种工程用瓷砖倒角切割装置，包括第一磁力座1、第一光电传感器2、瓷砖挡板3、

第二磁力座4、工作台5、第一超声波传感器6、控制器7、支腿8、滑轨9、切割装置10、防脱落塞

11、第二光电传感器12、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13、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14和传动装置15，

所述工作台四个角与四个支腿8固定连接，支撑在地面上，所述工作台5上有两块瓷砖挡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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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成直角，所述短边的瓷砖挡板3上边靠近直角处与第一光电传感器2固定连接，所述短边

的瓷砖挡板3外侧紧挨着第一磁力座1，所述长边的瓷砖挡板3外侧紧挨着第二磁力座4，所

述第一磁力座1和所述第二磁力座4均与工作台5上面通过磁力连接，所述长边的瓷砖挡板3

末端位置有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14固定在工作台5上，所述第一超声波传感器基座14与

第一超声波传感器6固定连接，所述工作台5最右后侧与控制器7固定连接，所述工作台5前

方下侧与传动装置15固定连接，所述工作台5下侧靠近传动装置15处固定有两个第二光电

传感器基座13，所述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13与第二光电传感器12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装置

15与滑轨9通过轴连接，所述切割装置10与滑轨9连接且在滑轨9上滑动，所述滑轨9末端与

防脱落塞11固定连接。

[0022] 所述切割装置10包括第二超声波传感器1001、水箱1002  、固定螺母1003、水箱盖

1004、滑块1005、水泵1006、刀盘1007、第一电动机1008和喷水管1009，所述滑块1005下端与

第一电动机1008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机1008下侧转轴处与刀盘1007固定连接，所述滑

块1005上拧有固定螺母1003，所述滑块1005上面水箱1002固定连接，所述水箱1002上侧开

口，并且盖有水箱盖1004，所述水箱1002上侧与第二超声波传感器1001固定连接，所述水箱

1002侧面与水泵1006固定连接，所述水泵1006与喷水管1009固定连接。

[0023]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丝杠基座1501、丝杠1502、光杠1503、丝杠螺母1504、第二电动

机基座1505和第二电动机1506，所述丝杠基座1501上侧与丝杠1502首端滚动连接，所述丝

杠基座1501下侧与光杠1503首端固定连接，所述丝杠螺母1504上侧与丝杠1502连接，下侧

与光杠1503连接，所述丝杠1502末端与第二电动机基座1505上侧滚动连接，所述光杠1503

末端与第二电动机基座1505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1505与第二电动机1506固定连

接。

[0024] 所述第一磁力座1和所述第二磁力座4均可在工作台5自由固定，所述瓷砖挡板3的

位置可以根据第一磁力座1和第二磁力座4改变。

[0025] 所述滑轨9的形状是圆弧状的，所述滑轨9下端与丝杠螺母1504固定连接，所述固

定螺母1003可以拧进滑块1005里面与滑轨9摩擦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机1008转轴的长度可

以伸缩。

[0026] 所述第二光电传感器基座13也是依靠磁力固定在工作台5上的，其位置可以根据

要切割的瓷砖的大小而移动。

[0027] 工作原理：本装置的初始状态为切割装置10位于工作台5的最左端，水箱1002中未

盛水，滑块1005位于滑轨9的中间位置，电源处于关闭状态，使用该装置时，先往水箱1002里

加满水，若水箱1002中没有水，则第二超声波传感器1001检测不到水位，整个切割装置10无

法启动，将瓷砖背面朝上放在工作台5上，调整瓷砖以及瓷砖挡板3位置，使瓷砖能被切割装

置10切割，瓷砖挡板3长边不能挡在第一超声波传感器6的前面，如果挡住了，则整个装置不

会启动，调整好后，此时第一光电传感器2应能感应到瓷砖一角，若不能，则整个装置无法启

动，用第一磁力座1和第二磁力座4固定住瓷砖挡板3，同时在工作台6下方调整好两个第二

光电传感器12的位置，使其能够覆盖住瓷砖的横边，拧动固定螺母1003沿着滑轨9调整切割

装置10中的滑块1005，使刀盘1007能切到瓷砖，拧紧固定螺母1003，固定好切割装置10的滑

块1005，上述工作准备好之后，操作控制器7，打开开关，整个装置启动，刀盘1007高速旋转

对瓷砖进行倒角切割，同时水泵1006抽水喷在刀盘1007上以此降低刀盘1007的温度，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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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整个切割装置10沿着传动装置15向右移动快速切割，当右侧工作台5下的第二光电

传感器12感应到切割装置10时第一电动机1008停止转动，刀盘1007也随之停止转动同时整

个切割装置10回到初始位置，等待下次切割，下次切割相同瓷砖只需将瓷砖卡到瓷砖挡板3

处，操作控制器7启动装置即可。

[0028]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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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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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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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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