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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型材切割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

及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机架上

设置有能将型材前后平移的平移工作台；升降切

割模块包括有两个切升降割机和用于驱动两个

切升降割机做同步升降运动的升降机构；平移切

割模块包括有平移切割机和用于驱动平移切割

机前后平移运动的平移驱动机构；两块切升降割

机上的刀盘为升降锯盘；两块升降锯盘之间形成

夹角；夹角大于0°并且小于180°。在使用本发明

时，通过平移工作台的进给量实现多种切割方

案，丰富了型材切割装置的切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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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有机架（1）、升降切割模

块（2）和平移切割模块（4）；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能将型材前后平移的平移工作台（3）；

所述升降切割模块（2）包括有两个切升降割机（204）和用于驱动两个切升降割机（204）

做同步升降运动的升降机构；

所述平移切割模块（4）包括有平移切割机（401）和用于驱动平移切割机（401）前后平移

运动的平移驱动机构；

两块切升降割机（204）上的刀盘为升降锯盘（204a）；两块升降锯盘（204a）之间形成夹

角；所述夹角大于0°并且小于18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两块升降

锯盘（204a）分别设置于不同的水平高度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

机构包括有固定在机架（1）上的立柱（202）和第一升降气缸（206）、固定在立柱（202）上并沿

竖直高度反向延伸的升降导轨（201）；所述第一升降气缸（206）上固定有第一固定板（205）；

所述第一固定板（205）上固定有与升降导轨（201）相匹配的升降滑块（203）；所述升降滑块

（203）嵌入到升降导轨（201）内；所述切升降割机（204）均固定在第一固定板（205）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移

工作台（3）包括有U型架（302）、固定在机架（1）上的台板导轨（308）和框体导轨（3010）；所述

U型架（302）的两端均固定有工作台板（304）；所述U型架（302）的底部固定有与框体导轨

（3010）相匹配的框体滑块（309）；所述框体滑块（309）嵌入到框体导轨（3010）上；所述机架

（1）上设置有用于驱动U型架（302）在平台上做前后平移运动提供动力的平台动力机构

（301）；所述工作台板（304）上固定有限位板（306）和气缸固定板（304a）；所述气缸固定板

（304a）上固定有夹紧气缸（303）；所述夹紧气缸（303）的活塞杆端固定有压块（305）；所述工

作台板（304）上固定有与台板导轨（308）相匹配的台板滑块（307）；所述台板滑块（307）嵌入

到台板导轨（308）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移

切割模块（4）包括有第二固定板（402）和固定在机架（1）上的固定架（405）；所述固定架

（405）上固定有平移导轨（404）和平移驱动气缸（406）；所述第二固定板（402）的底部固定有

与平移导轨（404）相匹配的平移滑块（403）；所述平移滑块（403）嵌入到平移导轨（404）内；

所述第二固定板（402）上固定有平移切割机（401）；所述平移驱动气缸（406）的活塞杆端固

定有连接板（407）；所述连接板（407）上固定有连接杆（408）；所述连接杆（408）固定在第二

固定板（402）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移

工作台（3）的上下两侧分别设置有下顶模块（5）和顶部支架（6）；所述顶部支架（6）固定在升

降切割模块（2）上；所述顶部支架（6）上固定有下压气缸（7）；所述下顶模块（5）包括有升顶

气缸（505）、固定在机架（1）上的下平移气缸（501）和下平移导轨（502）；所述升顶气缸（505）

一端固定有顶板（506）；升顶气缸（505）另一端上固定有气缸固定板（504）；所述气缸固定板

（504）上固定有与下平移导轨（502）相匹配的下平移滑块（503）；所述下平移滑块（503）嵌入

到下平移导轨（502）内；所述下平移气缸（501）的活塞杆端固定在气缸固定板（504）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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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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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型材切割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使用型材制作门窗的方式已经非常流行了，通常是将型材制成方形或长方形框

架，之后在框架中安装玻璃或其他框架；在切割前需要把型材固定在工作台上，利用锯盘前

进或下降裁切出对应的形状；这种切割装置仅仅能够对型材裁切出一种固定的方案，切割

单一，难以满足加工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

切割装置。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它包括有机架、升降切割模块和

平移切割模块；所述机架上设置有能将型材前后平移的平移工作台；所述升降切割模块包

括有两个切升降割机和用于驱动两个切升降割机做同步升降运动的升降机构；所述平移切

割模块包括有平移切割机和用于驱动平移切割机前后平移运动的平移驱动机构；两块切升

降割机上的刀盘为升降锯盘；两块升降锯盘之间形成夹角；所述夹角大于0°并且小于180°。

[0005] 进一步地，两块升降锯盘分别设置于不同的水平高度上。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升降机构包括有固定在机架上的立柱和第一升降气缸、固定在立

柱上并沿竖直高度反向延伸的升降导轨；所述第一升降气缸上固定有第一固定板；所述第

一固定板上固定有与升降导轨相匹配的升降滑块；所述升降滑块嵌入到升降导轨内；所述

切升降割机均固定在第一固定板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平移工作台包括有U型架、固定在机架上的台板导轨和框体导轨；

所述U型架的两端均固定有工作台板；所述U型架的底部固定有与框体导轨相匹配的框体滑

块；所述框体滑块嵌入到框体导轨上；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用于驱动U型架在平台上做前后平

移运动提供动力的平台动力机构；所述工作台板上固定有限位板和气缸固定板；所述气缸

固定板上固定有夹紧气缸；所述夹紧气缸的活塞杆端固定有压块；所述工作台板上固定有

与台板导轨相匹配的台板滑块；所述台板滑块嵌入到台板导轨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平移切割模块包括有第二固定板和固定在机架上的固定架；所述

固定架上固定有平移导轨和平移驱动气缸；所述第二固定板的底部固定有与平移导轨相匹

配的平移滑块；所述平移滑块嵌入到平移导轨内；所述第二固定板上固定有平移切割机；所

述平移驱动气缸的活塞杆端固定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上固定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固定

在第二固定板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平移工作台的上下两侧分别设置有下顶模块和顶部支架；所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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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支架固定在升降切割模块上；所述顶部支架上固定有下压气缸；所述下顶模块包括有升

顶气缸、固定在机架上的下平移气缸和下平移导轨；所述升顶气缸一端固定有顶板；升顶气

缸另一端上固定有气缸固定板；所述气缸固定板上固定有与下平移导轨相匹配的下平移滑

块；所述下平移滑块嵌入到下平移导轨内；所述下平移气缸的活塞杆端固定在气缸固定板

上。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夹角为92°。

[0011]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发明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

切割装置，机架上设置有能将型材前后平移的平移工作台；升降切割模块包括有两个切升

降割机和用于驱动两个切升降割机做同步升降运动的升降机构；平移切割模块包括有平移

切割机和用于驱动平移切割机前后平移运动的平移驱动机构；两块切升降割机上的刀盘为

升降锯盘；两块升降锯盘之间形成夹角；夹角大于0°并且小于180°。在使用本发明时，平移

工作台上装夹固定型材；升降切割模块上的两把升降锯盘下降进行对型材切割，平移工作

台平移型材，控制型材在宽度方向的切割深度；升降机构控制升降锯盘切割的深度，实现型

材在厚度方向上的切割深度控制；平移切割模块用于切断型材；通过平移工作台的进给量

实现多种切割方案，丰富了型材切割装置的切割方案。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内部结构图；

图3是升降切割模块的第一视角立体图；

图4是升降切割模块的第二视角立体图；

图5是平移工作台的第一视角立体图；

图6是平移工作台的第二视角立体图；

图7是平移切割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下顶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是型材切割后的其中5中方案；

附图标记说明：

1、机架；

2、升降切割模块；201、升降导轨；202、立柱；203、升降滑块；

204、切升降割机；204a、升降锯盘；205、第一固定板；

206、第一升降气缸；

3、平移工作台；301、平台动力机构；302、U型架；303、夹紧气缸；

304、工作台板；304a、气缸固定板；305、压块；306、限位板；

307、台板滑块；308、台板导轨；309、框体滑块；3010、框体导轨；

4、平移切割模块；401、平移切割机；402、第二固定板；

403、平移滑块；404、平移导轨；405、固定架；406、平移驱动气缸；

407、连接板；408、连接杆；

5、下顶模块；501、下平移气缸；502、下平移导轨；503、下平移滑块；

504、气缸固定板；505、升顶气缸；506、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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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顶部支架；7、下压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4] 如图1至9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切割方案的型材切割装置，它包括有机

架1、升降切割模块2和平移切割模块4；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能将型材前后平移的平移工作

台3；

所述升降切割模块2包括有两个切升降割机204和用于驱动两个切升降割机204做同步

升降运动的升降机构；

所述平移切割模块4包括有平移切割机401和用于驱动平移切割机401前后平移运动的

平移驱动机构；

两块切升降割机204上的刀盘为升降锯盘204a；两块升降锯盘204a之间形成夹角；所述

夹角大于0°并且小于180°；平移工作台3上装夹固定型材；升降切割模块2上的两把升降锯

盘204a下降进行对型材切割，平移工作台3平移型材，控制型材在宽度方向的切割深度；升

降机构控制升降锯盘204a切割的深度，实现型材在厚度方向上的切割深度控制；平移切割

模块4用于切断型材；通过平移工作台3的进给量实现多种切割方案，丰富了型材切割装置

的切割方案。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两块升降锯盘204a分别设置于不同的水平高度上；

在水平高度相对较低的升降锯盘204a切割完毕至水平高度相对较高的升降锯盘204a准备

切割之间，通过平移工作台3推动型材运动，能够切割出多种形状的切割口。

[0016] 如图3和4，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升降机构包括有固定在机架1上的立

柱202和第一升降气缸206、固定在立柱202上并沿竖直高度反向延伸的升降导轨201；所述

第一升降气缸206上固定有第一固定板205；所述第一固定板205上固定有与升降导轨201相

匹配的升降滑块203；所述升降滑块203嵌入到升降导轨201内；所述切升降割机204均固定

在第一固定板205上；切升降割机204由电机和升降锯盘204a组成，电机带动升降锯盘204a

转动，第一升降气缸206驱动后，通过第一固定板205带动两个切升降割机204沿升降导轨

201做同步升降运动。

[0017] 如图5和6，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平移工作台3包括有U型架302、固定

在机架1上的台板导轨308和框体导轨3010；所述U型架302的两端均固定有工作台板304；所

述U型架302的底部固定有与框体导轨3010相匹配的框体滑块309；所述框体滑块309嵌入到

框体导轨3010上；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用于驱动U型架302在平台上做前后平移运动提供动

力的平台动力机构301；平台动力机构301为丝杆螺母结构，通过电机驱动丝杆进行推动U型

架302；所述工作台板304上固定有限位板306和气缸固定板304a；所述气缸固定板304a上固

定有夹紧气缸303；所述夹紧气缸303的活塞杆端固定有压块305；所述工作台板304上固定

有与台板导轨308相匹配的台板滑块307；所述台板滑块307嵌入到台板导轨308上；型材放

置在压块305与限位板306之间；夹紧气缸303启动后推动压块305，把型材夹紧在压块305与

限位板306之间；平台动力机构301上的电机驱动后，带动丝杆转动，丝杆螺母推动U型架302

和两个工作台板304沿台板导轨308滑动，实现型材的前后平移运动。

[0018] 如图7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平移切割模块4包括有第二固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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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和固定在机架1上的固定架405；所述固定架405上固定有平移导轨404和平移驱动气缸

406；所述第二固定板402的底部固定有与平移导轨404相匹配的平移滑块403；所述平移滑

块403嵌入到平移导轨404内；所述第二固定板402上固定有平移切割机401；所述平移驱动

气缸406的活塞杆端固定有连接板407；所述连接板407上固定有连接杆408；所述连接杆408

固定在第二固定板402上；平移切割机401由电机和锯盘组成；平移驱动气缸406启动后通过

连接板407和连接杆408带动第二固定板402上的锯盘沿平移导轨404做前后滑动，进行把型

材切断。

[0019] 如图8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平移工作台3的上下两侧分别设置

有下顶模块5和顶部支架6；所述顶部支架6固定在升降切割模块2上；所述顶部支架6上固定

有下压气缸7；所述下顶模块5包括有升顶气缸505、固定在机架1上的下平移气缸501和下平

移导轨502；所述升顶气缸505一端固定有顶板506；升顶气缸505另一端上固定有气缸固定

板504；所述气缸固定板504上固定有与下平移导轨502相匹配的下平移滑块503；所述下平

移滑块503嵌入到下平移导轨502内；所述下平移气缸501的活塞杆端固定在气缸固定板504

上；升顶气缸505和下压气缸7动作后把平移工作台3上的型材压紧；下平移气缸501作用是

推动气缸固定板504在下平移导轨502上滑动，使得顶板506能够对准型材。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夹角为90°；夹角为90°能够裁切出45°的型材。

[0021] 在使用本发明时，平移工作台上装夹固定型材；型材放置在压块与限位板之间；夹

紧气缸启动后推动压块，把型材夹紧在压块与限位板之间，加上升顶气缸和下压气缸动作

后把平移工作台上的型材压紧；下平移气缸作用是推动气缸固定板在下平移导轨上滑动，

使得顶板能够对准型材；第一升降气缸驱动后，通过第一固定板带动两个切升降割机沿升

降导轨做同步升降运动进行对型材切割，再配合平台动力机构上的电机驱动后，带动丝杆

转动，丝杆螺母推动U型架和两个工作台板沿台板导轨滑动，实现型材的前后平移运动；通

过平移工作台的进给量实现多种切割方案，丰富了型材切割装置的切割方案；平移切割模

块用于切断型材。

[002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所述的构造、

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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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5

CN 111774652 A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