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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

加工工艺，主要由一种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配合

完成，该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主要

包括以下步骤：S1、将待加工的过滤面板卡入所

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中并且对待加工的过滤

面板四周进行固定；S2、通过所述过滤面板生产

加工机对过滤面板进行去毛刺作业；S3、在步骤

S2进行去毛刺作业的同时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

工机对产生的毛刺屑进行清理并收集，完成过滤

面板加工的目的；本发明采用去除毛刺装置可对

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上条缝进行毛刺去除，即使

条缝的宽度在变化也可以同时变化处理其内表

面的毛刺，使得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条缝内表面

的毛刺得到充分的清理。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7页

CN 111823085 B

2021.11.23

CN
 1
11
82
30
85
 B



1.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主要由一种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配合完

成，其特征在于：该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待加工的过滤面板卡入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中并且对待加工的过滤面板四

周进行固定；

S2、通过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对过滤面板进行去毛刺作业；

S3、在步骤S2进行去毛刺作业的同时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对产生的毛刺屑进行清

理并收集，完成过滤面板加工的目的；

上述步骤S1至步骤S3中所涉及的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包括工作台（1）、夹紧装置

（2）和去除毛刺装置（3），所述的工作台（1）安装在已有的工作地面上，工作台（1）的上端面

安装有夹紧装置（2），工作台（1）的后端面安装有去除毛刺装置（3）；

所述的夹紧装置（2）包括倒U型夹具（20）、移动夹具（21）、气缸（22）和支撑架（23），所述

的倒U型夹具（20）的下端面安装在工作台（1）上端面左端，倒U型夹具（20）的左端面与工作

台（1）左端面在同一竖直线上，倒U型夹具（20）的U形拐角处有突出矩形，突出矩形内开设有

矩形槽，倒U型夹具（20）内壁与矩形槽内均设置有橡胶层，工作台（1）的上端面右端通过滑

动配合方式安装有移动夹具（21），移动夹具（21）的结构和形状与倒U型夹具（20）相同，移动

夹具（21）的右端面与气缸（22）的输出端相连接，气缸（22）右端面通过支撑架（23）安装在工

作台（1）的右端面；

所述的去除毛刺装置（3）包括倒L形板（30）、液压缸（31）、连接轴（32）、肋板（33）、圆环

（34）、推动杆（35）、圆轴（36）、撑板（37）和磨砂板（38），所述的工作台（1）的后端面与倒L形

板（30）竖直段前端面相连接，倒L形板（30）水平段的下端面安装有液压缸（31），液压缸（31）

的输出端安装有连接轴（32），连接轴（32）上安装有肋板（33），肋板（33）沿连接轴（32）轴向

等距离排布，肋板（33）的外侧端面与圆环（34）内壁相连接，圆环（34）上套设有推动杆（35），

推动杆（35）沿圆环（34）轴向等距离排布，推动杆（35）的下端开设有矩形槽，矩形槽内壁安

装有圆轴（36），圆轴（36）上安装有撑板（37），撑板（37）左右对称排布，撑板（37）的下端安装

有圆销，圆销安装在圆弧凹槽内，圆弧凹槽开设在磨砂板（38）的内侧端面上，磨砂板（38）的

下端为半圆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连接轴（32）的下端面与伸缩杆（320）的上端面相连接，伸缩杆（320）的直径与连接轴（32）的

直径相同，伸缩杆（320）上套设有伸缩弹簧（321），伸缩杆（320）的下端面安装有矩形压板

（322），矩形压板（322）的下端面与一号橡胶气囊（323）的外表面相连接，一号橡胶气囊

（323）的直径与圆环（34）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圆轴（36）的下端面安装有压杆（360），压杆（360）位于圆轴（36）上左右两撑板（37）之间，压

杆（360）的下端面安装有下压板（361），下压板（361）的下端面安装有二号橡胶气囊（362），

二号橡胶气囊（362）的下端设置有收缩板（363），收缩板（363）的内部安装有拉伸弹簧，收缩

板（363）安装在圆轴（36）上左右两撑板（37）的内侧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倒U型夹具（20）竖直段的内侧壁安装有滑动板（201），滑动板（201）的右端位于圆环（34）下

方内，滑动板（201）前后端开设有矩形凹槽，矩形凹槽内通过滑动配合方式连接有电动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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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电动滑块（202）的外端面安装有U形刮板（203），U形刮板（203）的竖直段位于滑动板

（201）上端面，U形刮板（203）竖直段内壁上下对称安装有毛刷（204），毛刷（204）从前往后等

距离排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工作台（1）的前端面开设有U形槽，U形槽与圆环（34）正相对，U形槽内设置有U形收集桶

（10），U形收集桶（10）的左右两端面安装有倒T形凸块（11），倒T形凸块（11）与倒T形槽之间

通过滑动配合方式相连接，倒T形槽开设在U形槽的左右内壁上，U形收集桶（10）的前端面安

装有拉动环（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磨砂板（38）之间的下端面安装有弹性带（380），弹性带（380）的外表面涂有磨砂颗粒。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823085 B

3



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净化器又称“空气清洁器”、空气清新机、净化器，是指能够吸附、分解或转化

各种空气污染物（一般包括PM2 .5、粉尘、花粉、异味、甲醛之类的装修污染、细菌、过敏原

等），有效提高空气清洁度的产品，主要分为家用  、商用、工业、楼宇，空气净化器中有多种

不同的技术和介质，使它能够向用户提供清洁和安全的空气，常用的空气净化技术有：吸附

技术、负（正）离子技术、催化技术、光触媒技术、超结构光矿化技术、HEPA高效过滤技术、静

电集尘技术等，材料技术主要有：光触媒、活性炭、合成纤维、HEPA高效材料、负离子发生器

等，现有的空气净化器多采为复合型，即同时采用了多种净化技术和材料介质，但在空气净

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过程中会出现以下问题：

[0003] 1、传统的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在生产过程中缺少对过滤面板上条缝内的毛刺进

行清理去除这一步骤，使得生产出厂后的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条缝上存在较多毛刺，在使

用过程中这些毛刺易刺到其他接触物，对其他接触物造成一定伤害，其次，空气净化器过滤

面板在加工中，因过滤面板材质原因，夹紧工具在夹紧时易对过滤面板的表面造成一定的

划痕，影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的美观。

[0004] 2、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上落下的碎屑不及时收集，易造成工作台上四处散落碎

屑，影响工作环境。

发明内容

[0005] （一）技术方案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

工工艺，主要由一种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配合完成，该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

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将待加工的过滤面板卡入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中并且对待加工的过滤面

板四周进行固定；

[0008] S2、通过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对过滤面板进行去毛刺作业；

[0009] S3、在步骤S2进行去毛刺作业的同时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对产生的毛刺屑进

行清理并收集，完成过滤面板加工的目的；

[0010] 上述步骤S1至步骤S3中所涉及的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包括工作台、夹紧装置

和去除毛刺装置，所述的工作台安装在已有的工作地面上，工作台的上端面安装有夹紧装

置，工作台的后端面安装有去除毛刺装置；

[0011] 所述的夹紧装置包括倒U型夹具、移动夹具、气缸和支撑架，所述的倒U型夹具的下

端面安装在工作台上端面左端，倒U型夹具的左端面与工作台左端面在同一竖直线上，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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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夹具的U形拐角处有突出矩形，突出矩形内开设有矩形槽，倒U型夹具内壁与矩形槽内均

设置有橡胶层，工作台的上端面右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移动夹具，移动夹具的结构

和形状与倒U型夹具相同，移动夹具的右端面与气缸的输出端相连接，气缸右端面通过支撑

架安装在工作台的右端面，将过滤面板卡入到倒U型夹具的突出矩形内，通过气缸推动移动

夹具向左移动将过滤面板的四周进行固定，同时倒U型夹具与移动夹具内的橡胶层对过滤

面板的外表面进行保护，防止倒U型夹具与移动夹具对过滤面板进行夹紧固定时造成表面

损伤，影响其美观效果。

[0012] 所述的去除毛刺装置包括倒L形板、液压缸、连接轴、肋板、圆环、推动杆、圆轴、撑

板和磨砂板，所述的工作台的后端面与倒L形板竖直段前端面相连接，倒L形板水平段的下

端面安装有液压缸，液压缸的输出端安装有连接轴，连接轴上安装有肋板，肋板沿连接轴轴

向等距离排布，肋板的外侧端面与圆环内壁相连接，圆环上套设有推动杆，推动杆沿圆环轴

向等距离排布，推动杆的下端开设有矩形槽，矩形槽内壁安装有圆轴，圆轴上安装有撑板，

撑板左右对称排布，撑板的下端安装有圆销，圆销安装在圆弧凹槽内，圆弧凹槽开设在磨砂

板的内侧端面上，磨砂板的下端为半圆形，液压缸向下运动的同时，液压缸同步带动连接轴

向下运动，连接轴通过肋板同步带动圆环向下运动，圆环同步带动推动杆向下运动，推动杆

通过圆轴同步带动撑板向下运动，撑板同步带动磨砂板向下运动，当磨砂板与过滤面板上

的条缝相接触时，推动杆通过圆轴推动撑板向两侧运动，对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内侧端面

进行摩擦去毛刺，液压缸带动连接轴上下往复运动，推动杆带动磨砂板对过滤面板上的条

缝进行往复摩擦去毛刺。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连接轴的下端面与伸缩杆的上端面相连

接，伸缩杆的直径与连接轴的直径相同，伸缩杆上套设有伸缩弹簧，伸缩杆的下端面安装有

矩形压板，矩形压板的下端面与一号橡胶气囊的外表面相连接，一号橡胶气囊的直径与圆

环相同，连接轴向下运动的同时，连接轴同步带动伸缩杆向下运动，伸缩杆同步带动一号橡

胶气囊向下运动，当一号橡胶气囊与过滤面板接触时，伸缩杆推动矩形压板对一号橡胶气

囊进行挤压，矩形压板使得一号橡胶气囊的上表面均匀受压，一号橡胶气囊受压向外侧扩

张推动磨砂板向过滤面板上的条缝方向移动，使得磨砂板更加方便确定移动方向，当连接

轴继续向下运动时，伸缩杆受到压力极限进行收缩，当连接轴向上运动时，伸缩杆再次弹

出。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圆轴的下端面安装有压杆，压杆位于圆

轴上左右两撑板之间，压杆的下端面安装有下压板，下压板的下端面安装有二号橡胶气囊，

二号橡胶气囊的下端设置有收缩板，收缩板的内部安装有拉伸弹簧，收缩板安装在圆轴上

左右两撑板的内侧壁，推动杆向下运动的同时推动圆轴同步带动压杆向下运动，磨砂板进

入过滤面板上的条缝后向两侧移动，压杆同步带动下压板向下运动，下压板同步压动二号

橡胶气囊向下运动，二号橡胶气囊与收缩板接触后向外扩张，二号橡胶气囊扩张后推动磨

砂板始终紧贴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内侧壁端面，当推动杆向上运动时，二号橡胶气囊恢复

到初始状态，收缩板在其内部的拉伸弹簧的作用下收缩。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倒U型夹具竖直段的内侧壁安装有滑动

板，滑动板的右端位于圆环下方内，滑动板前后端开设有矩形凹槽，矩形凹槽内通过滑动配

合方式连接有电动滑块，电动滑块的外端面安装有U形刮板，U形刮板的竖直段位于滑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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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端面，U形刮板竖直段内壁上下对称安装有毛刷，毛刷从前往后等距离排布，当磨砂板向

下运动时，磨砂板的下端面与滑动板相接触，磨砂板下端的圆弧部分通过滑动方式在滑动

板上移动，当磨砂板向内侧移动时，电动滑块带动U形刮板向内侧运动，U形刮板带动毛刷同

步运动，毛刷对滑动板进行毛刺屑的清理。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工作台的前端面开设有U形槽，U形槽与

圆环正相对，U形槽内设置有U形收集桶，U形收集桶的左右两端面安装有倒T形凸块，倒T形

凸块与倒T形槽之间通过滑动配合方式相连接，倒T形槽开设在U形槽的左右内壁上，U形收

集桶的前端面安装有拉动环，毛刷清理的毛刺屑落入U形收集桶内，防止清理的毛刺屑四处

散落，造成工作台环境脏乱，当U形收集桶内毛刺屑需要进行处理时，拉动拉动环，将U形收

集桶从U形槽内拉出，倒T形凸块减少了U形收集桶与U形槽之间的摩擦，使得工作时更加方

便。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磨砂板之间的下端面安装有弹性带，弹

性带的外表面涂有磨砂颗粒，当磨砂板运动到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最外端时，此时磨砂板

下端的弹性带在最大弹性限度，磨砂板的往复运动，使得弹性带对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最

外端的内壁进行上下摩擦，将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最外端内壁的毛刺磨去。

[0018] （二）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采用去除毛刺装置可对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上条缝进行毛刺去除，即

使条缝的宽度在变化也可以同时变化处理其内表面的毛刺，使得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条缝

内表面的毛刺得到充分的清理，同时，所采用的夹紧装置采用的是一半可移动的夹具，并在

其内壁设置有橡胶层，可对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的表面进行保护；

[0020] 2、所述的U形刮板在电动滑块的带动下推动毛刷对过滤面板上磨砂下的毛刺屑进

行清理，使得再次工作时毛刺屑不会对其他机构造成影响；

[0021] 3、所述的U形收集桶可将毛刷刷下的毛刺屑进行收集，防止毛刺屑四处散落，提高

了工作台的整洁度。

附图说明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主剖视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的俯剖视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过滤面板立体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图2的A向局部放大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图2的B向局部放大图；

[0029] 图7是本发明图2的C向局部放大图；

[0030] 图8是本发明图2的D向局部放大图；

[0031] 图9是本发明图3的E向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  例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可以由权利要求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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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覆盖的多种不同方式实施。

[0033] 如图1至图9所示，一种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主要由一种过滤面板

生产加工机配合完成，该空气净化器过滤面板生产加工工艺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34] S1、将待加工的过滤面板卡入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中并且对待加工的过滤面

板四周进行固定；

[0035] S2、通过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对过滤面板进行去毛刺作业；

[0036] S3、在步骤S2进行去毛刺作业的同时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对产生的毛刺屑进

行清理并收集，完成过滤面板加工的目的；

[0037] 上述步骤S1至步骤S3中所涉及的所述过滤面板生产加工机包括工作台1、夹紧装

置2和去除毛刺装置3，所述的工作台1安装在已有的工作地面上，工作台1的上端面安装有

夹紧装置2，工作台1的后端面安装有去除毛刺装置3。

[0038] 所述的工作台1的前端面开设有U形槽，U形槽与圆环34正相对，U形槽内设置有U形

收集桶10，U形收集桶10的左右两端面安装有倒T形凸块11，倒T形凸块11与倒T形槽之间通

过滑动配合方式相连接，倒T形槽开设在U形槽的左右内壁上，U形收集桶10的前端面安装有

拉动环12，毛刷204清理的毛刺屑落入U形收集桶10内，防止清理的毛刺屑四处散落，造成工

作台1环境脏乱，当U形收集桶10内毛刺屑需要进行处理时，拉动拉动环12，将U形收集桶10

从U形槽内拉出，倒T形凸块11减少了U形收集桶10与U形槽之间的摩擦，使得工作时更加方

便。

[0039] 所述的夹紧装置2包括倒U型夹具20、移动夹具21、气缸22和支撑架23，所述的倒U

型夹具20的下端面安装在工作台1上端面左端，倒U型夹具20的左端面与工作台1左端面在

同一竖直线上，倒U型夹具20的U形拐角处有突出矩形，突出矩形内开设有矩形槽，倒U型夹

具20内壁与矩形槽内均设置有橡胶层，工作台1的上端面右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移

动夹具21，移动夹具21的结构和形状与倒U型夹具20相同，移动夹具21的右端面与气缸22的

输出端相连接，气缸22右端面通过支撑架23安装在工作台1的右端面，将过滤面板卡入倒U

型夹具20的突出矩形内，通过气缸22推动移动夹具21向左移动将过滤面板的四周进行固

定，同时倒U型夹具20与移动夹具21内的橡胶层对过滤面板的外表面进行保护，防止倒U型

夹具20与移动夹具21对过滤面板进行夹紧固定时造成表面损伤，影响其美观效果。

[0040] 所述的倒U型夹具20竖直段的内侧壁安装有滑动板201，滑动板201的右端位于圆

环34下方内，滑动板201前后端开设有矩形凹槽，矩形凹槽内通过滑动配合方式连接有电动

滑块202，电动滑块202的外端面安装有U形刮板203，U形刮板203的竖直段位于滑动板201上

端面，U形刮板203竖直段内壁上下对称安装有毛刷204，毛刷204从前往后等距离排布，当磨

砂板38向下运动时，磨砂板38的下端面与滑动板201相接触，磨砂板38下端的圆弧部分通过

滑动方式在滑动板201上移动，当磨砂板38向内侧移动时，电动滑块202带动U形刮板203向

内侧运动，U形刮板203带动毛刷204同步运动，毛刷204对滑动板201进行毛刺屑的清理。

[0041] 所述的去除毛刺装置3包括倒L形板30、液压缸31、连接轴32、肋板33、圆环34、推动

杆35、圆轴36、撑板37和磨砂板38，所述的工作台1的后端面与倒L形板30竖直段前端面相连

接，倒L形板30水平段的下端面安装有液压缸31，液压缸31的输出端安装有连接轴32，连接

轴32上安装有肋板33，肋板33沿连接轴32轴向等距离排布，肋板33的外侧端面与圆环34内

壁相连接，圆环34上套设有推动杆35，推动杆35沿圆环34轴向等距离排布，推动杆35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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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有矩形槽，矩形槽内壁安装有圆轴36，圆轴36上安装有撑板37，撑板37左右对称排布，

撑板37的下端安装有圆销，圆销安装在圆弧凹槽内，圆弧凹槽开设在磨砂板38的内侧端面

上，磨砂板38的下端为半圆形，液压缸31向下运动的同时，液压缸31同步带动连接轴32向下

运动，连接轴32通过肋板33同步带动圆环34向下运动，圆环34同步带动推动杆35向下运动，

推动杆35通过圆轴36同步带动撑板37向下运动，撑板37同步带动磨砂板38向下运动，当磨

砂板38与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相接触时，推动杆35通过圆轴36推动撑板37向两侧运动，对过

滤面板上的条缝的内侧端面进行摩擦去毛刺，液压缸31带动连接轴32上下往复运动，推动

杆35带动磨砂板38对过滤面板上的条缝进行往复摩擦去毛刺。

[0042] 所述的连接轴32的下端面与伸缩杆320的上端面相连接，伸缩杆320的直径与连接

轴32的直径相同，伸缩杆320上套设有伸缩弹簧321，伸缩杆320的下端面安装有矩形压板

322，矩形压板322的下端面与一号橡胶气囊323的外表面相连接，一号橡胶气囊323的直径

与圆环34相同，连接轴32向下运动的同时，连接轴32同步带动伸缩杆320向下运动，伸缩杆

320同步带动一号橡胶气囊323向下运动，当一号橡胶气囊323与过滤面板接触时，伸缩杆

320推动矩形压板322对一号橡胶气囊323进行挤压，矩形压板322使得一号橡胶气囊323的

上表面均匀受压，一号橡胶气囊323受压向外侧扩张推动磨砂板38向过滤面板上的条缝方

向移动，使得磨砂板38更加方便确定移动方向，当连接轴32继续向下运动时，伸缩杆320受

到压力极限进行收缩，当连接轴32向上运动时，伸缩杆320再次弹出。

[0043] 所述的圆轴36的下端面安装有压杆360，压杆360位于圆轴36上左右两撑板37之

间，压杆360的下端面安装有下压板361，下压板361的下端面安装有二号橡胶气囊362，二号

橡胶气囊362的下端设置有收缩板363，收缩板363的内部安装有拉伸弹簧，收缩板363安装

在圆轴36上左右两撑板37的内侧壁，推动杆35向下运动的同时推动圆轴36同步带动压杆

360向下运动，磨砂板38进入过滤面板上的条缝后向两侧移动，压杆360同步带动下压板361

向下运动，下压板361同步压动二号橡胶气囊362向下运动，二号橡胶气囊362与收缩板363

接触后向外扩张，二号橡胶气囊362扩张后推动磨砂板38始终紧贴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内

侧壁端面，当推动杆35向上运动时，二号橡胶气囊362恢复到初始状态，收缩板363在其内部

的拉伸弹簧的作用下收缩。

[0044] 所述的磨砂板38之间的下端面安装有弹性带380，弹性带380的外表面涂有磨砂颗

粒，当磨砂板38运动到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最外端时，此时磨砂板38下端的弹性带380在最

大弹性限度，磨砂板38的往复运动，使得弹性带380对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最外端的内壁进

行上下摩擦，将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最外端内壁的毛刺磨去。

[0045] 工作时，将过滤面板卡入倒U型夹具20的突出矩形内，通过气缸22推动移动夹具21

向左移动将过滤面板的四周进行固定，同时倒U型夹具20与移动夹具21内的橡胶层对过滤

面板的外表面进行保护，防止倒U型夹具20与移动夹具21对过滤面板进行夹紧固定时造成

表面损伤影响其美观效果，液压缸31同步带动连接轴32向下运动，连接轴32通过肋板33与

圆环34同步带动推动杆35向下运动，推动杆35通过圆轴36同步带动撑板37向下运动，撑板

37同步带动磨砂板38向下运动，同时，连接轴32同步带动伸缩杆320向下运动，伸缩杆320同

步带动一号橡胶气囊323向下运动，当一号橡胶气囊323与过滤面板接触时，伸缩杆320推动

矩形压板322对一号橡胶气囊323进行挤压，矩形压板322使得一号橡胶气囊323的上表面均

匀受压，一号橡胶气囊323受压向外侧扩张推动磨砂板38向过滤面板上的条缝方向移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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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磨砂板38更加方便确定移动方向，磨砂板38进入过滤面板上的条缝后向两侧移动，磨砂

板38的下端面与滑动板201相接触，磨砂板38下端的圆弧部分通过滑动方式在滑动板201上

移动，同时，压杆360同步带动下压板361向下运动，下压板361同步压动二号橡胶气囊362向

下运动，二号橡胶气囊362与收缩板363接触后向外扩张，二号橡胶气囊362扩张后推动磨砂

板38始终紧贴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内侧壁端面，当磨砂板38运动到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最

外端时，此时磨砂板38下端的弹性带380在最大弹性限度，磨砂板38的往复运动，使得弹性

带380对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最外端的内壁进行上下摩擦，将过滤面板上的条缝的最外端

内壁的毛刺磨去，当推动杆35向上运动时，二号橡胶气囊362恢复到初始状态，收缩板363在

其内部的拉伸弹簧的作用下收缩，同时，当磨砂板38向内侧移动时，电动滑块202带动U形刮

板203向内侧运动，U形刮板203带动毛刷204同步运动，毛刷204对滑动板201进行毛刺屑的

清理，液压缸31带动连接轴32上下往复运动，推动杆35带动磨砂板38对过滤面板上的条缝

进行往复摩擦去毛刺，当连接轴32继续向下运动时，伸缩杆320受到压力极限进行收缩，当

连接轴32向上运动时，伸缩杆320再次弹出，毛刷204清理的毛刺屑落入U形收集桶10内，防

止清理的毛刺屑四处散落，造成工作台1环境脏乱，当U形收集桶10内毛刺屑需要进行处理

时，拉动拉动环12，将U形收集桶10从U形槽内拉出，倒T形凸块11减少了U形收集桶10与U形

槽之间的摩擦，使得工作时更加方便。

[0046]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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