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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
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
包括工作平台，
工作平台
的中部开设有切割槽，
且工作平台的底部设有支
撑腿，
并且工作平台底部设有两块外挡板，
两块
外挡板之间焊接有底座 ，且底座的上端安装滑
块，
且滑块的中部设有螺纹杆，
滑块的上端螺钉
固定有第二气缸 ，且第二气缸的 伸缩端设有电
机，
并且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切割轮，
切割轮位
于切割槽内 ，
工作平台的顶部设有支撑杆，
且支
撑杆的上端安装有顶板，
顶板的上端设有控制装
置，
且顶板的底部四角分别设有第一气缸，
第一
气缸的伸缩端设有压板，
通过控制装置控制第二
气缸向上移动，
使电机向上移动，
由切割轮对地
毯进行切割，
减少了切割的劳动力，
并提高了切
割效率。

说明书2页

附图2页

CN 208977926 U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
包括工作平台(2) ，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工作平台(2)的中部开设有切割槽(8) ，
且工作平台(2)的底部四角分别设有支撑腿(1) ，
并
且工作平台(2)底部两侧设有两块外挡板(9)，
所述两块外挡板(9)之间焊接有底座(10)，
且
底座(10)的上端开设有滑槽(11) ，
所述滑槽(11)内设有滑块(12) ，
且滑块(12)的中部设有
螺纹杆(13) ，
所述滑块(12)的上端螺钉固定有第二气缸(14) ，
且第二气缸(14)的伸缩端设
有电机(15) ，
并且电机(15)的输出端安装有切割轮(16) ，
切割轮(16)位于所述切割槽(8)
内，
所述工作平台(2)的顶部四角分别设有支撑杆(3) ，
且支撑杆(3)的上端安装有顶板(4) ，
所述顶板(4)的上端设有控制装置(7) ，
且顶板(4)的底部四角分别设有第一气缸(5) ，
第一
气缸(5)的伸缩端设有压板(6)。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滑块(12)的中部开设有螺纹孔，
且所述螺纹杆(13)与滑块(12)螺纹连接，
所述螺纹杆
(13)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所述外挡板(9)上，
且螺纹杆(13)的一端贯穿外挡板(9) ，
并且螺
纹杆(13)的一端设有伺服电机(17)。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的控制装置(7)包括报警灯，
电源按钮，
显示屏，
PLC和急停按钮，
所述PLC具体采用三菱
Fx2n-48的PLC。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第一气缸(5)、
第二气缸(14)、
电机(15)与伺服电机(17)均与控制装置(7)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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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地毯切割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
切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地毯是以棉、
麻、
毛、
丝、
草等天然纤维或化学合成纤维类原料，
经手工或机械工艺
进行编结、
栽绒或纺织而成的地面铺敷物。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用途，
而且是一种具有
悠久历史传统的工艺美术品。覆盖于住宅宾馆、体育馆、展览厅、
车辆船舶、
飞机等的地面，
有减少噪声、
隔热和装饰效果。现有装修领域中，
对于地毯的分割一般采用剪刀或壁纸刀，
使用上述工具手工切割地毯存在不方便和费力的缺陷，
特别是对于分割距离较长的地毯所
述缺陷更为明显，
同时还存在切口连贯性较差的实际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使用剪刀或壁纸刀切割地毯存
在不方便和费力的缺点，
而提出的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
包括工作平台，
所述工作平台的中
部开设有切割槽，
且工作平台的底部四角分别设有支撑腿，
并且工作平台底部两侧设有两
块外挡板，
所述两块外挡板之间焊接有底座，
且底座的上端开设有滑槽，
所述滑槽内设有滑
块，
且滑块的中部设有螺纹杆，
所述滑块的上端螺钉固定有第二气缸，
且第二气缸的伸缩端
设有电机，
并且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切割轮，
切割轮位于所述切割槽内，
所述工作平台的顶
部四角分别设有支撑杆，
且支撑杆的上端安装有顶板，
所述顶板的上端设有控制装置，
且顶
板的底部四角分别设有第一气缸，
第一气缸的伸缩端设有压板。
[0006] 优选的，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滑块的中部开设有螺纹孔，
且所述螺纹杆与滑块螺纹连
接，
所述螺纹杆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所述外挡板上，
且螺纹杆的一端贯穿外挡板，
并且螺纹
杆的一端设有伺服电机。
[0007] 优选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控制装置包括报警灯，
电源按钮，
显示屏，
PLC和急停
按钮，
所述PLC具体采用三菱Fx2n-48的PLC。
[0008] 优选的，
所述第一气缸、
第二气缸、
电机与伺服电机均与控制装置电性连接。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0] 1、
通过控制装置控制第一气缸的伸长，
由压板使地毯固定在工作平台上，
便于地
毯的固定。
[0011] 2、
通过控制装置控制第二气缸向上移动，
使电机向上移动，
由切割轮对地毯进行
切割，
并且通过控制装置带动伺服电机的顺时针旋转与逆时针旋转，
带动螺纹杆旋转，
可使
滑块在滑槽内左右移动，
从而对地毯进行直线切割，
减少了切割的劳动力，
并提高了切割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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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的主视结构
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的侧视结构
示意图。
[0014] 图中：
1支撑腿、2工作平台、3支撑杆、4顶板、5第一气缸、6压板、7控制装置、8切割
槽、9外挡板、
10底座、
11滑槽、
12滑块、
13螺纹杆、
14第二气缸、
15电机、
16切割轮、
17伺服电
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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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16] 参照图1-2，
一种具有平整功能的地毯用智能化切割装置，
包括工作平台2，
工作平
台2的中部开设有切割槽8，
且工作平台2的底部四角分别焊接有支撑腿1，
并且工作平台2底
部两侧焊接有两块外挡板9，
两块外挡板9之间焊接有底座10，
且底座10的上端开设有滑槽
11，
滑槽11内滑动安装有滑块12，
且滑块12的中部设有螺纹杆13，
滑块12的中部开设有螺纹
孔，
且螺纹杆13与滑块12螺纹连接，
螺纹杆13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外挡板9上，
且螺纹杆13
的一端贯穿外挡板9，
并且螺纹杆13的一端设有伺服电机17，
螺纹杆13的一端与伺服电机17
的输出端连接，
滑块12的上端螺钉固定有第二气缸14，
且第二气缸14的伸缩端安装有电机
15，
并且电机15的输出端安装有切割轮16，
切割轮16位于切割槽8内，
工作平台2的顶部四角
分别焊接有支撑杆3，
且支撑杆3的上端螺钉固定有顶板4，
顶板4的上端螺钉固定有控制装
置7，
且顶板4的底部四角分别螺栓固定有第一气缸5，
第一气缸5的伸缩端安装有压板6，
第
一气缸5位于支撑杆3的内侧，
控制装置7包括报警灯，
电源按钮，
显示屏，
PLC和急停按钮，
PLC具体采用三菱Fx2n-48的PLC，
报警灯电性连接在PLC的输出端，
显示屏电性连接在PLC的
输出端，
第一气缸5、
第二气缸14、
电机15与伺服电机17均与控制装置7电性连接。
[0017] 本实施案例中，
把地毯平铺在工作平台2上，
通过控制装置7使第一气缸5伸长，
由
压板6把地毯固定在工作平台2上，
使地毯平整，
通过控制装置7使电机15旋转，
并使第二气
缸14伸长，
使电机15向上移动，
由切割轮16对地毯进行切割，
并且通过控制装置7带动伺服
电机17旋转，
由伺服电机17带动螺纹杆13旋转，
由于螺纹杆13与滑块12螺纹连接，
且滑块12
滑动安装在滑槽11内，
螺纹杆13旋转的同时带动滑块12在滑槽11内移动，
从而对固定在工
作平台2上的地毯进行直线切割，
减少了切割的劳动力，
并提高了切割效率。
[0018] 以上所述，
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
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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