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377723.8

(22)申请日 2019.08.23

(73)专利权人 路朝阳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美里新

居3区9号楼3单元402号

(72)发明人 路朝阳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高晓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7104

代理人 张清东

(51)Int.Cl.

B23D 45/10(2006.01)

B23D 47/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型材加工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门窗幕墙加工设备技术领

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型材加工设备；其结构包

括锯切部分，所述的锯切部分包括左锯机构、辅

助上压紧机构、辅助侧压紧机构、左工作台、上压

紧机构、右工作台、辊筒、机架、右锯机构；本实用

新型采用左锯机构和右锯机构上面带有的左、右

锯片来对型材进行加工；左、右锯片在俯视空间

位置呈倒V型；左锯机构和右锯机构均采用摆臂

式运动方式；使左右锯片的移动速度大大提高，

而且增加辅助上压紧及辅助侧压紧，在型材运行

时能够利用滚动摩擦的原理，保证型材运行时紧

靠工作台面；型材相对位置不会发生变化，保证

达到切割加工时的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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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型材加工设备，主体结构包括锯切部分(2)，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锯切部分

(2)包括左锯机构(4)、辅助上压紧机构(5)、辅助侧压紧机构(6)、左工作台(7)、上压紧机构

(8)、右工作台(9)、辊筒(11)、机架(12)、右锯机构(13)；所述的机架(12)上设置有若干个用

于支撑型材的辊筒(11)；机架(12)上方靠近左端的一侧自左至右依次固定设置有用于压紧

型材的辅助上压紧机构(5)和辅助侧压紧机构(6)；辅助上压紧机构(5)上的滚轴位于辊筒

(11)的上方，且与辊筒(11)平行设置；辅助侧压紧机构(6)包括两个，每个辅助侧压紧机构

(6)上的滚轴与辊筒(11)垂直设置，且分别位于辊筒(11)上所放置型材的两侧；机架(12)上

固定设置有左工作台(7)和右工作台(9)；左工作台(7)和右工作台(9)位于辅助侧压紧机构

(6)的右侧；左工作台(7)和右工作台(9)上方分别固定连接有一个上压紧机构(8)；所述的

左锯机构(4)和右锯机构(13)分别与左工作台(7)和右工作台(9)相对设置；所述的左锯机

构(4)包括左固定座(14)、左气缸(15)、左底座(16)、左摆动座(17)、左锯片(18)、左电机

(19)；所述的左锯片(18)安装在左电机(19)上，并与左电机(19)的输出端传动连接；左电机

(19)与左摆动座(17)固定连接；左摆动座(17)通过左底座(16)连接在机架(12)上；左摆动

座(17)左侧与左气缸(15)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左气缸(15)通过左固定座(14)连接在机架

(12)上；所述的右锯机构(13)包括右锯片(20)、右电机(21)、右摆动座(22)、右底座(23)、右

气缸(24)、右固定座(25)；所述的右锯片(20)安装在右电机(21)上，并与右电机(21)的输出

端传动连接；右电机(21)与右摆动座(22)固定连接；右摆动座(22)通过右底座(23)连接在

机架(12)上；右摆动座(22)左侧与右气缸(24)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右气缸(24)通过右固定

座(25)连接在机架(12)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锯机构(4)与右锯

机构(13)呈现倒V型布置，左工作台(7)和右工作台(9)呈现倒V型布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还

包括出料机构(10)，其结构包括支架(26)、导轨组(27)、支撑板(28)、伺服电机(29)、导轨板

(30)、移动导轨(31)、夹紧板(32)、锯齿(33)；所述的支架(26)固定连接在机架(12)上，支架

(26)位于右工作台(9)的右侧；导轨组(27)固定连接在支架(26)上；支撑板(28)与导轨组

(27)相对滑动式连接；支撑板(28)前侧面固定设置有伺服电机(29)；导轨组(27)上设置有

与伺服电机(29)配合使用的锯齿(33)；伺服电机(29)下方水平设置有导轨板(30)；导轨板

(30)与支撑板(28)固定连接；导轨板(30)下表面固定设置有移动导轨(31)；移动导轨(31)

与导轨组(27)垂直设置；移动导轨(31)下方与夹紧板(32)相对滑动式连接；夹紧板(32)与

支撑板(28)平行设置，夹紧板(32)的内侧面与水平气缸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气缸

位于移动导轨(31)正下方，与移动导轨(31)水平设置，且另一端与支撑板(28)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压紧机构(8)包括

连接座(801)和垂直气缸(802)，左工作台(7)和右工作台(9)上分别固定连接有连接座

(801)；垂直气缸(802)固定连接在连接座(801)上；垂直气缸(802)的输出端穿过连接座

(801)与压板(803)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还

包括上料部分(1)和出料部分(3)；所述的上料部分(1)与锯切部分(2)的机架(12)左端固定

连接；所述的出料部分(3)与锯切部分(2)的机架(12)右端固定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877828 U

2



一种新型型材加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门窗幕墙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型材加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门窗幕墙加工企业的不断发展，对门窗幕墙加工设备的自动化要求也越来越

高，工作效率成为制约型材加工的关键性因素，现有技术普遍存在工作效率低、自动化程度

低、加工精度低等问题。结合市场普遍要求高效率、高自动化加工生产，为解决以上问题，有

必要设计一种新型型材加工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发明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提出设计一种新型型材加

工设备，能够大大提高生产的工作效率，使设备的自动化程度更高、运行速度更快，提升了

企业的加工能力，而且锯切加工精度得到大大提高。

[0004]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一种新型型材加工设备，其主体结构包括锯切部分，所述的锯

切部分包括左锯机构、辅助上压紧机构、辅助侧压紧机构、左工作台、上压紧机构、右工作

台、辊筒、机架、右锯机构；所述的机架上设置有若干个用于支撑型材的辊筒；机架上方靠近

左端的一侧自左至右依次固定设置有用于压紧型材的辅助上压紧机构和辅助侧压紧机构；

辅助上压紧机构上的滚轴位于辊筒的上方，且与辊筒平行设置；辅助侧压紧机构包括两个，

每个辅助侧压紧机构上的滚轴与辊筒垂直设置，且分别位于辊筒上所放置型材的两侧；机

架上固定设置有左工作台和右工作台；左工作台和右工作台位于辅助侧压紧机构的右侧；

左工作台和右工作台上方分别固定连接有一个上压紧机构；所述的左锯机构和右锯机构分

别与左工作台和右工作台相对设置；所述的左锯机构包括左固定座、左气缸、左底座、左摆

动座、左锯片、左电机；所述的左锯片安装在左电机上，并与左电机的输出端传动连接；左电

机与左摆动座固定连接；左摆动座通过左底座连接在机架上；左摆动座左侧与左气缸的输

出端固定连接；左气缸通过左固定座连接在机架上；所述的右锯机构包括右锯片、右电机、

右摆动座、右底座、右气缸、右固定座；所述的右锯片安装在右电机上，并与右电机的输出端

传动连接；右电机与右摆动座固定连接；右摆动座通过右底座连接在机架上；右摆动座左侧

与右气缸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右气缸通过右固定座连接在机架上。

[0005] 进一步的，所述的左锯机构与右锯机构呈现倒V型布置，左工作台和右工作台呈现

倒V型布置。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还包括出料机构，其结构包括支架、导轨组、

支撑板、伺服电机、导轨板、移动导轨、夹紧板、锯齿；所述的支架固定连接在机架上，支架位

于右工作台的右侧；导轨组固定连接在支架上；支撑板与导轨组相对滑动式连接；支撑板前

侧面固定设置有伺服电机；导轨组上设置有与伺服电机配合使用的锯齿；伺服电机下方水

平设置有导轨板；导轨板与支撑板固定连接；导轨板下表面固定设置有移动导轨；移动导轨

与导轨组垂直设置；移动导轨下方与夹紧板相对滑动式连接；夹紧板与支撑板平行设置，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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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板的内侧面与水平气缸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气缸位于移动导轨正下方，与移动

导轨水平设置，且另一端与支撑板固定连接

[0007]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采用左锯机构和右锯机构上面带有

的左、右锯片来对型材进行加工；左、右锯片在俯视空间位置呈倒V型；左锯机构和右锯机构

均采用摆臂式运动方式；原来锯片直线运动及上下运动方式，锯片一个来回大约需要8-10S

时间，而采用摆臂式机构后时间缩短为3-4S，使左右锯片的移动速度大大提高，而且增加辅

助上压紧及辅助侧压紧，在型材运行时能够利用滚动摩擦的原理，保证型材运行时紧靠工

作台面；型材相对位置不会发生变化，保证达到切割加工时的精度要求。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实用新型锯切部分结构原理示意图；

[000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图1的A部结构放大图；

[001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左锯机构和右锯机构的结构放大图；

[0011]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3的B部结构放大图；

[0012] 图5为本实用新型倒V型空间布置结构示意图；

[0013] 图6为本实用新型出料机构的结构放大图；

[0014]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上压紧机构结构放大图；

[0015] 图8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原理示意图；

[0016] 其中，上料部分1、锯切部分2、出料部分3、左锯机构4、辅助上压紧机构5、辅助侧压

紧机构6、左工作台7、上压紧机构8、右工作台9、出料机构10、辊筒11、机架12、右锯机构13、

左固定座14、左气缸15、左底座16、左摆动座17、左锯片18、左电机19、右锯片20、右电机21、

右摆动座22、右底座23、右气缸24、右固定座25、支架26、导轨组27、支撑板28、伺服电机29、

导轨板30、移动导轨31、夹紧板32、锯齿33、连接座801、垂直气缸802。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

示出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因此，以下对在附

图中提供的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而是仅仅表示本实用新型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

围。

[0018] 应注意到：相似的标号和字母在下面的附图中表示类似项，因此，一旦某一项在一

个附图中被定义，则在随后的附图中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定义和解释。

[001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其主体结构包括锯切部分2，所

述的锯切部分2包括左锯机构4、辅助上压紧机构5、辅助侧压紧机构6、左工作台7、上压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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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8、右工作台9、辊筒11、机架12、右锯机构13；所述的机架12上设置有若干个用于支撑型材

的辊筒11；机架12上方靠近左端的一侧自左至右依次固定设置有用于压紧型材的辅助上压

紧机构5和辅助侧压紧机构6；辅助上压紧机构5上的滚轴位于辊筒11的上方，且与辊筒11平

行设置；辅助侧压紧机构6包括两个，每个辅助侧压紧机构6上的滚轴与辊筒11垂直设置，且

分别位于辊筒11上所放置型材的两侧；机架12上固定设置有左工作台7和右工作台9；左工

作台7和右工作台9位于辅助侧压紧机构6的右侧；左工作台7和右工作台9上方分别固定连

接有一个上压紧机构8；所述的左锯机构4和右锯机构13分别与左工作台7和右工作台9相对

设置；所述的左锯机构4包括左固定座14、左气缸15、左底座16、左摆动座17、左锯片18、左电

机19；所述的左锯片18安装在左电机19上，并与左电机19的输出端传动连接；左电机19与左

摆动座17固定连接；左摆动座17通过左底座16连接在机架12上；左摆动座17左侧与左气缸

15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左气缸15通过左固定座14连接在机架12上；所述的右锯机构13包括

右锯片20、右电机21、右摆动座22、右底座23、右气缸24、右固定座25；所述的右锯片20安装

在右电机21上，并与右电机21的输出端传动连接；右电机21与右摆动座22固定连接；右摆动

座22通过右底座23连接在机架12上；右摆动座22左侧与右气缸24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右气

缸24通过右固定座25连接在机架12上。

[0022] 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左锯机构4与右锯机构13呈现倒V型布置，左工作台7

和右工作台9呈现倒V型布置。

[0023] 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还包括出料机构10，其结构包括支

架26、导轨组27、支撑板28、伺服电机29、导轨板30、移动导轨31、夹紧板32、锯齿33；所述的

支架26固定连接在机架12上，支架26位于右工作台9的右侧；导轨组27固定连接在支架26

上；支撑板28与导轨组27相对滑动式连接；支撑板28前侧面固定设置有伺服电机29；导轨组

27上设置有与伺服电机29配合使用的锯齿33；伺服电机29下方水平设置有导轨板30；导轨

板30与支撑板28固定连接；导轨板30下表面固定设置有移动导轨31；移动导轨31与导轨组

27垂直设置；移动导轨31下方与夹紧板32相对滑动式连接；夹紧板32与支撑板28平行设置，

夹紧板32的内侧面与水平气缸（图中未画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气缸位于移动导

轨31正下方，与移动导轨31水平设置，且另一端与支撑板28固定连接。

[0024] 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上压紧机构8包括连接座801和垂直气缸802，左工作

台7和右工作台9上分别固定连接有连接座801；垂直气缸802固定连接在连接座801上；垂直

气缸802的输出端穿过连接座801与压板803固定连接；压板803通过垂直气缸802上下移动

来实现对型材的压紧和送开。

[0025] 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新型型材加工设备还包括上料部分1和出料部分3；所

述的上料部分1与锯切部分2的机架12左端固定连接；所述的出料部分3与锯切部分2的机架

12右端固定连接。

[0026] 工作原理：

[0027] 1、型材通过上料部分1传送到锯切部分2里面，锯切部分2里面在水平方向上布置

有多个辊筒11，能减小型材移动时的摩擦力）；

[0028] 2、型材到达辅助上压紧机构5和辅助侧压紧机构6时，辅助上压紧机构5、辅助侧压

紧机构6对型材进行压紧，使型材能够实现滚动前进，5辅助上压紧机构和6辅助侧压紧机构

安装在机架12上面，均安装有滚轴，采用滚轴压紧，能减小型材移动时的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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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3、型材到达左工作台7后，上料部分1停止送料，上压紧机构8压紧型材；

[0030] 4、左锯片18安装在左电机19上面，在左气缸15的作用下，通过左摆动座17来进行

摆动切割，加工完后，左气缸15带动左锯片18退回原位；

[0031] 5、左工作台7上面的上压紧机构8松开型材；上料部分1继续送料，到达右工作台9

后，上料部分1停止送料；左工作台7、右工作台9上面的上压紧机构8压紧型材；

[0032] 6、右锯片20安装在右电机21上面，在右气缸24的作用下，通过右摆动座22来进行

摆动切割，加工完后，右气缸24带动右锯片20退回原位；

[0033] 7、然后右工作台9上面的上压紧机构8松开型材；夹紧板32夹紧型材，利用伺服电

机29与锯齿33的配合使用，通过导轨组27把型材输送到出料部分3，其中夹紧板32通过安装

在移动导轨31下方的水平气缸来实现夹紧动作；

[0034] 8、至此一个加工工作完成，可以进入循环加工状态。

[0035]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个案，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上述具体实施方式的产品形态和式样，任何符合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且任何所

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对其所做的适当变化或修饰，皆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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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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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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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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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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