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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

构，其结构包括柜门、高效率磨边机构、控制开

关、控制面板、防尘罩、玻璃置放台、支撑架、固定

底脚、开合把手、储电柜，本实用新型采用双轴的

双轴伸电机，使得磨具在转动的过程中更加稳

定，磨边作业过程中产生的飞屑穿过落料滤板上

的落料通孔落入到斜板内完成收集，斜板的设置

使得飞屑集中于右下角，便于飞屑的进一步排

出，大大提高了磨边效率，同时能够对磨边作业

产生的飞屑进行收集，实用性强，当玻璃需要进

行磨边时，调整第一电动伸缩杆和第二电动伸缩

杆的伸缩长度，使待磨边的玻璃夹持在下夹板和

上夹板之间，下夹板和上夹板上设置的防滑橡胶

垫片，使得待磨边的玻璃夹持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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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其结构包括柜门(1)、高效率磨边机构(2)、控制开关(3)、

控制面板(4)、防尘罩(5)、玻璃置放台(6)、支撑架(7)、固定底脚(8)、开合把手(9)、储电柜

(10)，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底脚(8)与高效率磨边机构(2)焊接在一起且两者为一体化成型结构，所述柜

门(1)固定扣合于高效率磨边机构(2)右侧且通过连接部件固定连接，所述防尘罩(5)固定

焊接于高效率磨边机构(2)前端左上角且通过定位销固定连接，所述玻璃置放台(6)底部固

定焊接于支撑架(7)上端并与高效率磨边机构(2)紧密连接，所述控制面板(4)后端固定扣

合于高效率磨边机构(2)前端右上角且两者为一体化成型结构，所述控制开关(3)设有两个

以上且后端固定嵌入于控制面板(4)前端，所述储电柜(10)后端固定扣合于高效率磨边机

构(2)前端右下角且通过连接部件固定连接，所述开合把手(9)后端固定嵌入于储电柜(10)

前端左侧且两者之间采用机械连接；

所述高效率磨边机构(2)由夹持固定机构(21)、电力驱动机构(22)、横梁(23)、立柱

(24)、传动连接机构(25)、液压移动机构(26)、底座(27)、斜板(28)、落料滤板(29)、出料口

(210)组成；

所述立柱(24)竖向焊接于底座(27)上端左侧，所述横梁(23)横向焊接于立柱(24)右侧

顶部，所述落料滤板(29)固定焊接于底座(27)上端表面且两者为一体化成型结构，所述斜

板(28)固定焊接于底座(27)内部并与落料滤板(29)相焊接，所述液压移动机构(26)固定设

于底座(27)上端左侧并与横梁(23)、底座(27)焊接在一起，所述出料口(210)左侧固定焊接

于底座(27)右侧且两者之间相贯通，所述电力驱动机构(22)横向焊接于液压移动机构(26)

右侧且两者之间紧密连接，所述传动连接机构(25)与电力驱动机构(22)相配合活动连接，

所述夹持固定机构(21)竖向设于横梁(23)与底座(27)之间右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固定机构

(21)由第一电动伸缩杆(211)、上夹板(212)、玻璃板(213)、下夹板(214)、第二电动伸缩杆

(215)组成，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211)与第二电动伸缩杆(215)尺寸一致，所述第一电动伸

缩杆(211)上端固定焊接于横梁(23)下端右侧，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215)底部固定焊接于

横梁(23)上端右侧，所述上夹板(212)与下夹板(214)尺寸一致且分别焊接于第一电动伸缩

杆(211)与第二电动伸缩杆(215)内侧，所述玻璃板(213)固定设于上夹板(212)与下夹板

(214)之间且三者之间紧密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力驱动机构

(22)由双轴伸电机(221)、电机支架(222)、基板(223)、磨具(224)、传动轴(225)组成，所述

电机支架(222)设有两个且横向焊接于液压移动机构(26)右侧，所述双轴伸电机(221)固定

焊接于两个电机支架(222)之间，所述基板(223)为U型结构且竖向焊接于两个电机支架

(222)右侧，所述传动轴(225)底部贯穿于基板(223)上下两端，所述磨具(224)固定嵌套于

传动轴(225)中部外表面，所述传动轴(225)上下两端固定设置有传动连接机构(25)且两者

相配合活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连接机构

(25)由平皮带(251)、电机轴(252)、主动轮(253)、从动轮(254)组成，所述电机轴(252)设有

两个，所述电机轴(252)分别嵌入于电力驱动机构(22)上下两端且两者相配合活动连接，所

述主动轮(253)设有两个且分别嵌套于两个电机轴(252)外表面，所述传动轴(225)上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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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固定设置有从动轮(254)且两者相配合活动连接，所述平皮带(251)分别活动连接于主动

轮(253)与从动轮(254)外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移动机构

(26)由滑轨(261)、滑块(262)、推板(263)、液压伸缩缸(264)、支架(265)组成，所述支架

(265)设有两个且分别焊接于底座(27)上端左侧，所述液压伸缩缸(264)底部固定焊接于两

个支架(265)上端，所述滑轨(261)设有两个且分别焊接于横梁(23)与底座(27)内侧，所述

滑块(262)设有两个且分别设于滑轨(261)内侧表面，所述滑块(262)与滑轨(261)相配合活

动连接，所述推板(263)两端垂直延伸至与两个滑块(262)焊接在一起，所述液压伸缩缸

(264)右侧贯穿于立柱(24)并与推板(263)焊接在一起，所述推板(263)右侧固定设置有电

力驱动机构(22)且两者之间焊接在一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7)位于

防尘罩(5)下端并与高效率磨边机构(2)焊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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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属于玻璃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玻璃磨边机是玻璃深加工设备中产生最早且用量最大的机械设备之一。主要作用

是玻璃的磨平，以及制作一些特殊形状，玻璃磨边机主要适合于家具玻璃及建筑玻璃以及

工艺玻璃的加工，是玻璃机械深加工设备中产生最早并且用量最大的冷加工设备之一。主

要用于普通平板玻璃底边和倒角的磨削，抛光。一般有手动、数显控制、PLC电脑控制等配

置。但是现有的玻璃磨边机在使用的过程中，结构不稳定，导致玻璃的磨边质量较差，磨边

效果不好，影响生产效率，磨边作业产生的飞屑影响工作环境，需要进行收集处理。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以改善的现有的

玻璃磨边机在使用的过程中，结构不稳定，导致玻璃的磨边质量较差，磨边效果不好，影响

生产效率，磨边作业产生的飞屑影响工作环境，需要进行收集处理的不足。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玻璃制造用

磨边机构，其结构包括柜门、高效率磨边机构、控制开关、控制面板、防尘罩、玻璃置放台、支

撑架、固定底脚、开合把手、储电柜，所述固定底脚与高效率磨边机构焊接在一起且两者为

一体化成型结构，所述柜门固定扣合于高效率磨边机构右侧且通过连接部件固定连接，所

述防尘罩固定焊接于高效率磨边机构前端左上角且通过定位销固定连接，所述玻璃置放台

底部固定焊接于支撑架上端并与高效率磨边机构紧密连接，所述控制面板后端固定扣合于

高效率磨边机构前端右上角且两者为一体化成型结构，所述控制开关设有两个以上且后端

固定嵌入于控制面板前端，所述储电柜后端固定扣合于高效率磨边机构前端右下角且通过

连接部件固定连接，所述开合把手后端固定嵌入于储电柜前端左侧且两者之间采用机械连

接，所述高效率磨边机构由夹持固定机构、电力驱动机构、横梁、立柱、传动连接机构、液压

移动机构、底座、斜板、落料滤板、出料口组成，所述立柱竖向焊接于底座上端左侧，所述横

梁横向焊接于立柱右侧顶部，所述落料滤板固定焊接于底座上端表面且两者为一体化成型

结构，所述斜板固定焊接于底座内部并与落料滤板相焊接，所述液压移动机构固定设于底

座上端左侧并与横梁、底座焊接在一起，所述出料口左侧固定焊接于底座右侧且两者之间

相贯通，所述电力驱动机构横向焊接于液压移动机构右侧且两者之间紧密连接，所述传动

连接机构与电力驱动机构相配合活动连接，所述夹持固定机构竖向设于横梁与底座之间右

侧。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夹持固定机构由第一电动伸缩杆、上夹板、玻璃板、下夹板、第二电

动伸缩杆组成，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与第二电动伸缩杆尺寸一致，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上

端固定焊接于横梁下端右侧，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底部固定焊接于横梁上端右侧，所述上

夹板与下夹板尺寸一致且分别焊接于第一电动伸缩杆与第二电动伸缩杆内侧，所述玻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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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设于上夹板与下夹板之间且三者之间紧密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电力驱动机构由双轴伸电机、电机支架、基板、磨具、传动轴组成，

所述电机支架设有两个且横向焊接于液压移动机构右侧，所述双轴伸电机固定焊接于两个

电机支架之间，所述基板为U型结构且竖向焊接于两个电机支架右侧，所述传动轴底部贯穿

于基板上下两端，所述磨具固定嵌套于传动轴中部外表面，所述传动轴上下两端固定设置

有传动连接机构且两者相配合活动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传动连接机构由平皮带、电机轴、主动轮、从动轮组成，所述电机轴

设有两个，所述电机轴分别嵌入于电力驱动机构上下两端且两者相配合活动连接，所述主

动轮设有两个且分别嵌套于两个电机轴外表面，所述传动轴上下两端固定设置有从动轮且

两者相配合活动连接，所述平皮带分别活动连接于主动轮与从动轮外表面。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液压移动机构由滑轨、滑块、推板、液压伸缩缸、支架组成，所述支

架设有两个且分别焊接于底座上端左侧，所述液压伸缩缸底部固定焊接于两个支架上端，

所述滑轨设有两个且分别焊接于横梁与底座内侧，所述滑块设有两个且分别设于滑轨内侧

表面，所述滑块与滑轨相配合活动连接，所述推板两端垂直延伸至与两个滑块焊接在一起，

所述液压伸缩缸右侧贯穿于立柱并与推板焊接在一起，所述推板右侧固定设置有电力驱动

机构且两者之间焊接在一起。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电机轴分别嵌入于电力驱动机构上下两端且两者相配合活动连

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推板右侧固定设置有电力驱动机构且两者之间焊接在一起。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架位于防尘罩下端并与高效率磨边机构焊接在一起。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采用双轴的双轴伸电机，使得磨具在转

动的过程中更加稳定，磨边作业过程中产生的飞屑穿过落料滤板上的落料通孔落入到斜板

内完成收集，斜板的设置使得飞屑集中于右下角，便于飞屑的进一步排出，大大提高了磨边

效率，同时能够对磨边作业产生的飞屑进行收集，实用性强，当玻璃需要进行磨边时，调整

第一电动伸缩杆和第二电动伸缩杆的伸缩长度，使待磨边的玻璃夹持在下夹板和上夹板之

间，下夹板和上夹板上设置的防滑橡胶垫片，使得待磨边的玻璃夹持紧固，起动双轴伸电

机，双轴伸电机上电机轴的转动带动主动轮进行转动，从动轮与主动轮之间通过平皮带联

动，从动轮的转动带动磨具进行高速转动，采用双轴的双轴伸电机，使得磨具在转动的过程

中更加稳定，然后起动液压伸缩缸，液压伸缩缸上的活塞杆推动推板在滑轨上向右滑动，高

速转动的磨具在于待磨边的玻璃接触时，完成对玻璃的磨边作业，磨边作业过程中产生的

飞屑穿过落料滤板上的落料通孔落入到斜板内完成收集，斜板的设置使得飞屑集中于右下

角，便于飞屑的进一步排出。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高效率磨边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2的内部结构详细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3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A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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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中：柜门-1、高效率磨边机构-2、控制开关-3、控制面板-4、防尘罩-5、玻璃置放

台-6、支撑架-7、固定底脚-8、开合把手-9、储电柜-10、夹持固定机构-21、电力驱动机构-

22、横梁-23、立柱-24、传动连接机构-25、液压移动机构-26、底座-27、斜板-28、落料滤板-

29、出料口-210、第一电动伸缩杆-211、上夹板-212、玻璃板-213、下夹板-214、第二电动伸

缩杆-215、双轴伸电机-221、电机支架-222、基板-223、磨具-224、传动轴-225、平皮带-251、

电机轴-252、主动轮-253、从动轮-254、滑轨-261、滑块-262、推板-263、液压伸缩缸-264、支

架-265。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图1

～图5示意性的显示了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的磨边机构的结构，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

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20] 实施例

[0021] 如图1-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玻璃制造用磨边机构，其结构包括柜门1、高

效率磨边机构2、控制开关3、控制面板4、防尘罩5、玻璃置放台6、支撑架7、固定底脚8、开合

把手9、储电柜10，所述固定底脚8与高效率磨边机构2焊接在一起且两者为一体化成型结

构，所述柜门1固定扣合于高效率磨边机构2右侧且通过连接部件固定连接，所述防尘罩5固

定焊接于高效率磨边机构2前端左上角且通过定位销固定连接，所述玻璃置放台6底部固定

焊接于支撑架7上端并与高效率磨边机构2紧密连接，所述控制面板4后端固定扣合于高效

率磨边机构2前端右上角且两者为一体化成型结构，所述控制开关3设有两个以上且后端固

定嵌入于控制面板4前端，所述储电柜10后端固定扣合于高效率磨边机构2前端右下角且通

过连接部件固定连接，所述开合把手9后端固定嵌入于储电柜10前端左侧且两者之间采用

机械连接，所述高效率磨边机构2由夹持固定机构21、电力驱动机构22、横梁23、立柱24、传

动连接机构25、液压移动机构26、底座27、斜板28、落料滤板29、出料口210组成，所述立柱24

竖向焊接于底座27上端左侧，所述横梁23横向焊接于立柱24右侧顶部，所述落料滤板29固

定焊接于底座27上端表面且两者为一体化成型结构，所述斜板28固定焊接于底座27内部并

与落料滤板29相焊接，所述液压移动机构26固定设于底座27上端左侧并与横梁23、底座27

焊接在一起，所述出料口210左侧固定焊接于底座27右侧且两者之间相贯通，所述电力驱动

机构22横向焊接于液压移动机构26右侧且两者之间紧密连接，所述传动连接机构25与电力

驱动机构22相配合活动连接，所述夹持固定机构21竖向设于横梁23与底座27之间右侧。

[0022] 所述夹持固定机构21由第一电动伸缩杆211、上夹板212、玻璃板213、下夹板214、

第二电动伸缩杆215组成，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211与第二电动伸缩杆215尺寸一致，所述第

一电动伸缩杆211上端固定焊接于横梁23下端右侧，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215底部固定焊接

于横梁23上端右侧，所述上夹板212与下夹板214尺寸一致且分别焊接于第一电动伸缩杆

211与第二电动伸缩杆215内侧，所述玻璃板213固定设于上夹板212与下夹板214之间且三

者之间紧密连接。

[0023] 所述电力驱动机构22由双轴伸电机221、电机支架222、基板223、磨具224、传动轴

225组成，所述电机支架222设有两个且横向焊接于液压移动机构26右侧，所述双轴伸电机

221固定焊接于两个电机支架222之间，所述基板223为U型结构且竖向焊接于两个电机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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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右侧，所述传动轴225底部贯穿于基板223上下两端，所述磨具224固定嵌套于传动轴225

中部外表面，所述传动轴225上下两端固定设置有传动连接机构25且两者相配合活动连接。

[0024] 所述传动连接机构25由平皮带251、电机轴252、主动轮253、从动轮254组成，所述

电机轴252设有两个，所述电机轴252分别嵌入于电力驱动机构22上下两端且两者相配合活

动连接，所述主动轮253设有两个且分别嵌套于两个电机轴252外表面，所述传动轴225上下

两端固定设置有从动轮254且两者相配合活动连接，所述平皮带251分别活动连接于主动轮

253与从动轮254外表面。

[0025] 所述液压移动机构26由滑轨261、滑块262、推板263、液压伸缩缸264、支架265组

成，所述支架265设有两个且分别焊接于底座27上端左侧，所述液压伸缩缸264底部固定焊

接于两个支架265上端，所述滑轨261设有两个且分别焊接于横梁23与底座27内侧，所述滑

块262设有两个且分别设于滑轨261内侧表面，所述滑块262与滑轨261相配合活动连接，所

述推板263两端垂直延伸至与两个滑块262焊接在一起，所述液压伸缩缸264右侧贯穿于立

柱24并与推板263焊接在一起，所述推板263右侧固定设置有电力驱动机构22且两者之间焊

接在一起。

[0026] 所述电机轴252分别嵌入于电力驱动机构22上下两端且两者相配合活动连接，所

述推板263右侧固定设置有电力驱动机构22且两者之间焊接在一起，所述支撑架7位于防尘

罩5下端并与高效率磨边机构2焊接在一起。

[0027] 本实用新型采用双轴的双轴伸电机，使得磨具在转动的过程中更加稳定，磨边作

业过程中产生的飞屑穿过落料滤板上的落料通孔落入到斜板内完成收集，斜板的设置使得

飞屑集中于右下角，便于飞屑的进一步排出，大大提高了磨边效率，同时能够对磨边作业产

生的飞屑进行收集，实用性强。

[0028] 具体的，当玻璃需要进行磨边时，调整第一电动伸缩杆211和第二电动伸缩杆215

的伸缩长度，使待磨边的玻璃夹持在下夹板214和上夹板212之间，下夹板214和上夹板212

上设置的防滑橡胶垫片，使得待磨边的玻璃夹持紧固。

[0029] 具体的，起动双轴伸电机211，双轴伸电机211上电机轴252的转动带动主动轮253

进行转动，从动轮254与主动轮253之间通过平皮带251联动，从动轮254的转动带动磨具224

进行高速转动，采用双轴的双轴伸电机221，使得磨具224在转动的过程中更加稳定。

[0030] 具体的，然后起动液压伸缩缸264，液压伸缩缸264上的活塞杆推动推板263在滑轨

261上向右滑动，高速转动的磨具224在于待磨边的玻璃接触时，完成对玻璃的磨边作业。

[0031] 具体的，磨边作业过程中产生的飞屑穿过落料滤板29上的落料通孔落入到斜板28

内完成收集，斜板28的设置使得飞屑集中于右下角，便于飞屑的进一步排出。

[003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下夹板214的上表面和上夹板212的下表面上均通过粘贴方式

安装有防滑橡胶垫片，防止玻璃板213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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