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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

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包括底座、两个动力箱及修

边组件；所述底座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滑轨，两

个动力箱通过其底部的第一滑块滑动连接于底

座，且动力箱内部设有电机；所述修边组件包括

设于动力箱顶部的支撑架，主动轴转动连接于支

撑架的下部，电机驱动连接于主动轴，且主动轴

的相向端可拆卸的连接有下切刀；所述支撑架的

上部设有升降机构，从动轴转动连接于升降机

构，且从动轴的相向端可拆卸的连接有上切刀，

升降机构驱动从动轴上下移动以使上切刀与下

切刀的刀刃接触或分开。本发明可以与钢塑复合

壁板生产线配套使用，在加工完成的同时也完成

修边，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企业的投入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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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两个动

力箱（2）及修边组件（3）；所述底座（1）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滑轨（101），两个动力箱（2）通过

其底部的第一滑块（102）滑动连接于底座（1），且动力箱（2）内部设有电机（201）；所述修边

组件（3）包括设于动力箱（2）顶部的支撑架（301），主动轴（302）转动连接于支撑架（301）的

下部，电机（201）驱动连接于主动轴（302），且主动轴（302）的相向端可拆卸的连接有下切刀

（303）；所述支撑架（301）的上部设有升降机构，从动轴（304）转动连接于升降机构，且从动

轴（304）的相向端可拆卸的连接有上切刀（305），升降机构驱动从动轴（304）上下移动以使

上切刀（305）与下切刀（303）的刀刃接触或分开；所述主动轴（302）与从动轴（304）上均设有

齿轮（306），升降机构驱动从动轴（304）上下移动以使两个齿轮（306）啮合或分开。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动力箱（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螺母块a（103）,底座（1）上通过轴承座（106）对称的转动连

接有丝杠A（104），丝杠A（104）的端部固定连接有摇把A’（105），螺母块a（103）转动连接于丝

杠A（104）；所述动力箱（2）内部固定连接有座板（202），电机（201）固定连接于座板（202）上，

电机（201）的动力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主动带轮（203），主动轴（302）的端部固定连接有从

动带轮（204），皮带（205）穿过动力箱（2）传动连接于主动带轮（203）与从动带轮（204），且动

力箱（2）的侧部设有检修门（206）。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升降机构包括固定连接于支撑架（301）顶部的螺母块b（307），螺母块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减速机（308），减速机（308）的动力输入轴上固定连接有摇把B’（309），减速机（308）的输出

丝杠B（310）转动连接于螺母块b（307）；所述丝杠B（310）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升降架（311），升

降架（311）滑动连接于支撑架（301）内部，且升降架（311）的两侧固定连接有限位板（312），

从动轴（304）转动连接于升降架（311）。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切刀（305）呈盘型结构，且上切刀（305）的纵向截面呈等腰梯形状，下切刀（303）与上切

刀（305）结构相同且方向相反。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切刀（305）与下切刀（303）的刀刃斜角β为35°～45°。

6.如权利要求2-5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修边组件（3）的出料端的动力箱（2）上还设有去毛刺组件（4）；所述去毛刺组

件（4）包括刀座与平移机构，刀座上可拆卸的连接有刀片（401），且刀片（401）的刀刃迎向于

上切刀（305）与下切刀（303）；所述平移机构设于刀座的底部，且平移机构驱动刀片（401）与

上切刀（305）、下切刀（303）的相切点错开或前后平齐。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动力箱（2）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支撑座（402），支撑座（402）上固定连接有第二滑轨（403），

顶板通过其底部的第二滑块（404）滑动连接于支撑座（402）；所述支撑座（402）的端部固定

连接有调节板（405），丝杠C（406）转动连接于调节板（405），顶板底部的螺母块c（407）转动

连接于丝杠C（406），丝杠C（406）的端部固定连接有摇把C’（408），刀座固定连接于顶板上。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刀座包括竖板（409）、座架（410）、夹头（411）及螺杆（412）；所述竖板（409）固定连接于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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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接近于下切刀（303）这端的顶部，座架（410）固定连接于竖板（409）内侧的顶部；所述座架

（410）呈U字型结构，座架（410）内部插接有U字型结构的夹头（411），且夹头（411）与座架

（410）之间留有间隙，刀片（401）夹持于该间隙中；所述螺杆（412）通过螺纹贯穿连接于竖板

（409）并通过螺纹连接于夹头（411），且螺杆（412）的端部固定连接有圆盘（413）。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丝杠A（104）之间通过联轴器（5）固定以同步转动。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联轴器（5）上固定连接有插扣（6），轴承座（106）上可拆卸的连接有插杆（7），插杆（7）插

接于插扣（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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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材料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

连续化修边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钢塑复合壁板在当前的国民经济活动中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随着我国经济和世

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厢式货车乃至集装箱的车体板，将会向具有更高性能的方向发展，因

此钢塑复合壁板产品也将会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市场上出现的钢塑复合壁板一

般是三层结构，表层和底层是钢板，中间层挤出成型的芯材，钢板与芯材之间通过粘接并挤

压形成复合材料。

[0003] 钢塑复合壁板生产时，两侧容易变形，此时需要将两个侧边剪切掉，以保证钢塑复

合壁板的整体质量。在现有技术中，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线没有修边装置，而是将定长切断下

来的板材再通过切割装置进行二次加工，不仅费时费力，降低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增加了用

工量，提高了企业的投入成本。

[0004] 因此，发明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来解决上述问题很有必

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可以将该

装置加入到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线中，在加工完成的同时也完成修边，不需要二次加工，提高

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减少了用工量，降低了企业的投入成本，以解决背景技术提出的上述问

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包括底座、两个动力箱及修边组件；所

述底座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滑轨，两个动力箱通过其底部的第一滑块滑动连接于底座，且

动力箱内部设有电机；所述修边组件包括设于动力箱顶部的支撑架，主动轴转动连接于支

撑架的下部，电机驱动连接于主动轴，且主动轴的相向端可拆卸的连接有下切刀；所述支撑

架的上部设有升降机构，从动轴转动连接于升降机构，且从动轴的相向端可拆卸的连接有

上切刀，升降机构驱动从动轴上下移动以使上切刀与下切刀的刀刃接触或分开；所述主动

轴与从动轴上均设有齿轮，升降机构驱动从动轴上下移动以使两个齿轮啮合或分开。

[0007]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动力箱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螺母块a,底座上通过

轴承座对称的转动连接有丝杠A，丝杠A的端部固定连接有摇把A’，螺母块a转动连接于丝杠

A；所述动力箱内部固定连接有座板，电机固定连接于座板上，电机的动力输出轴上固定连

接有主动带轮，主动轴的端部固定连接有从动带轮，皮带穿过动力箱传动连接于主动带轮

与从动带轮，且动力箱的侧部设有检修门。

[0008]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固定连接于支撑架顶部的螺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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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螺母块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减速机，减速机的动力输入轴上固定连接有摇把B’，减速机的

输出丝杠B转动连接于螺母块b；所述丝杠B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升降架，升降架滑动连接于支

撑架内部，且升降架的两侧固定连接有限位板，从动轴转动连接于升降架。

[0009]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上切刀呈盘型结构，且上切刀的纵向截面呈等

腰梯形状，下切刀与上切刀结构相同且方向相反。

[0010]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上切刀与下切刀的刀刃斜角β为35°～45°。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修边组件的出料端的动力箱上还设有去毛刺组

件；所述去毛刺组件包括刀座与平移机构，刀座上可拆卸的连接有刀片，且刀片的刀刃迎向

于上切刀与下切刀；所述平移机构设于刀座的底部，且平移机构驱动刀片与上切刀、下切刀

的相切点错开或前后平齐。

[0012]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动力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支撑座，支撑座上固

定连接有第二滑轨，顶板通过其底部的第二滑块滑动连接于支撑座；所述支撑座的端部固

定连接有调节板，丝杠C转动连接于调节板，顶板底部的螺母块c转动连接于丝杠C，丝杠C的

端部固定连接有摇把C’，刀座固定连接于顶板上。

[0013]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刀座包括竖板、座架、夹头及螺杆；所述竖板固

定连接于顶板接近于下切刀这端的顶部，座架固定连接于竖板内侧的顶部；所述座架呈U字

型结构，座架内部插接有U字型结构的夹头，且夹头与座架之间留有间隙，刀片夹持于该间

隙中；所述螺杆通过螺纹贯穿连接于竖板并通过螺纹连接于夹头，且螺杆的端部固定连接

有圆盘。

[0014]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丝杠A之间通过联轴器固定以同步转动。

[0015]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联轴器上固定连接有插扣，轴承座上可拆卸的

连接有插杆，插杆插接于插扣中。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第一、本发明的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可以将该装置加入到钢塑

复合壁板生产线中，在加工完成的同时也完成修边，不需要二次加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同

时也减少了用工量，降低了企业的投入成本。

[0017] 第二、本发明的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修边组件可随着动力

箱左右调节，从而满足不同宽度尺寸的钢塑复合壁板的生产需求。

[0018] 第三、本发明的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动力箱的侧部设有检

修门，方便设备的检查与维护。

[0019] 第四、本发明的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切刀采用盘型结构，工

作时不间断的旋转，可实现连续化的修边。

[0020] 第五、本发明的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切刀的刀刃斜角β为

35°～45°，既能保证切刀的刀刃不易崩坏，又能保证切刀具有足够的剪切力。

[0021] 第六、本发明的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修边组件的出料端的

动力箱上还设有去毛刺组件，可进一步的去除修边后的钢塑复合壁板两侧毛刺。

[0022] 第七、本发明的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丝杠A之间通过联轴器

固定以同步转动，从而可以保证修边组件之间的距离一致。

[0023] 第八、本发明的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联轴器上固定连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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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扣，轴承座上可拆卸的连接有插杆，插杆插接于插扣中，从而保证在工作时，丝杠A不会受

钢塑复合壁板的拉力转动而产生位移。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图2中A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的去毛刺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图4中B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的上切刀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为图1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0032] 实施例1：如图1～7所示，一种用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的连续化修边装置，包括底

座1、两个动力箱2及修边组件3；所述底座1顶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第一滑轨101，两个动

力箱2通过其底部的第一滑块102滑动连接于底座1，且动力箱2内部设有电机201；所述修边

组件3包括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动力箱2顶部的支撑架301，主动轴302通过轴承转动连接于

支撑架301的下部，电机201驱动连接于主动轴302，且主动轴302的相向端通过内六角沉头

螺钉固定连接有下切刀303；所述支撑架301的上部设有升降机构，从动轴304转动连接于升

降机构，且从动轴304的相向端通过内六角沉头螺钉固定连接有上切刀305，升降机构驱动

从动轴304上下移动以使上切刀305与下切刀303的刀刃接触或分开；所述主动轴302与从动

轴304上均焊接或通过内六角沉头螺钉固定连接有齿轮306，升降机构驱动从动轴304上下

移动以使两个齿轮306啮合或分开。

[0033] 所述动力箱2的底部焊接有螺母块a103,底座1上通过轴承座106对称的转动连接

有丝杠A104，丝杠A104的端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摇把A’105，螺母块a103转动连接于丝杠

A104；所述动力箱2内部焊接有座板202，电机201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座板202上，电机201

的动力输出轴上安装有主动带轮203，主动轴302的端部安装有从动带轮204，皮带205穿过

动力箱2传动连接于主动带轮203与从动带轮204，且动力箱2的侧部通过铰链安装有检修门

206。

[0034]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支撑架301顶部的螺母块b307，螺母块的

顶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减速机308，减速机308的动力输入轴上安装有摇把B’309，减速机

308的输出丝杠B310转动连接于螺母块b307；所述丝杠B310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升降架311，

升降架311滑动连接于支撑架301内部，且升降架311的两侧固定连接有限位板312以限制升

降架311在支撑架301内部上下移动，从动轴304通过轴承转动连接于升降架311。

[0035] 所述上切刀305呈盘型结构，且上切刀305的纵向截面呈等腰梯形状，下切刀303与

上切刀305结构相同且方向相反。

[0036] 所述上切刀305与下切刀303的刀刃斜角β为35°～45°，在本实施例中，切刀的刀刃

斜角β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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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本实施例的具体工作原理如下：

本装置与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线配套使用，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线前段放压制后钢塑复合

壁板胚料、后段拉料，钢塑复合壁板生产线为现有技术，如何实现放料、拉料为现有技术，此

处不具体阐释。

[0038] 工作前，通过摇动摇把B’309使得两个齿轮306分开，同时上切刀305与下切刀303

的刀刃也分开；工作时，将压制后的钢塑复合壁板胚料拉至上切刀305与下切刀303之间，并

根据宽度尺寸需要摇动摇把A’105调节两侧切刀之间的距离，再摇动摇把B’309使得两个齿

轮306啮合，同时上切刀305与下切刀303的刀刃接触；打开电机201后，电机201驱动主动轴

302转动，下切刀303转动，同时由于齿轮306传动作用，上切刀305也跟着同步转动，从而将

钢塑复合壁板胚料两侧变形的边修剪掉，修边后的钢塑复合壁板胚料进入到生产线的下一

道工序。

[0039] 实施例2：本实施例为实施例1的进一步改进，主要改进之处在于，实施例1在使用

时，修边后的钢塑复合壁板两侧会留有少量的毛刺，不仅会影响产品质量，同时也容易扎伤

操作者的手；而在本实施例中，可以避免上述缺陷，具体地说：

所述修边组件3的出料端的动力箱2上还设有去毛刺组件4；所述去毛刺组件4包括刀座

与平移机构，刀座上可拆卸的连接有刀片401，且刀片401的刀刃迎向于上切刀305与下切刀

303；所述平移机构设于刀座的底部，且平移机构驱动刀片401与上切刀305、下切刀303的相

切点错开或前后平齐；所述动力箱2的顶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支撑座402，支撑座402上通

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第二滑轨403，顶板通过其底部的第二滑块404滑动连接于支撑座402；所

述支撑座402的端部焊接有调节板405，丝杠C406转动连接于调节板405，顶板底部的螺母块

c407转动连接于丝杠C406，丝杠C406的端部固定连接有摇把C’408，刀座固定连接于顶板

上；所述刀座包括竖板409、座架410、夹头411及螺杆412；所述竖板409焊接于顶板接近于下

切刀303这端的顶部，座架410焊接于竖板409内侧的顶部；所述座架410呈U字型结构，座架

410内部插接有U字型结构的夹头411，且夹头411与座架410之间留有间隙，刀片401夹持于

该间隙中；所述螺杆412通过螺纹贯穿连接于竖板409并通过螺纹连接于夹头411，且螺杆

412的端部固定连接有圆盘413；本实施例在使用时，通过摇动摇把C’408调节刀座，使得刀

片401紧贴修边后的钢塑复合壁板胚料的两侧，从而达到去毛刺的目的；刀片401需要更换

时，逆时针转动转盘即可小范围的移动夹头411，从而松开刀片401。

[0040] 除此之外，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完全相同，此处不作赘述。

[0041] 实施例3：本实施例为实施例2的进一步改进，主要改进之处在于，实施例2在使用

时，左右两个动力箱2只能单独移动，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生产的钢塑复合壁板胚料往往

是固定尺寸，因此每次生产时都需要调节两侧切刀之间的距离，相当麻烦；而在本实施例

中，可以避免上述缺陷，具体地说：

所述丝杠A104之间通过联轴器5固定以同步转动；本实施例在使用时，可以保证修边组

件3之间的距离尺寸一直是固定的，不需要每天工作时都调节尺寸。

[0042] 除此之外，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完全相同，此处不作赘述。

[0043] 实施例4：本实施例为实施例3的进一步改进，主要改进之处在于，实施例3在使用

时，丝杠A104会受到钢塑复合壁板的拉力转动而产生小尺寸的位移，从而影响产品质量；而

在本实施例中，可以避免上述缺陷，具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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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联轴器5上焊接有插扣6，轴承座106上可拆卸的连接有插杆7，插杆7插接于插扣6

中；本实施例在使用时，丝杠A104不会受钢塑复合壁板的拉力转动而产生位移。

[0044] 除此之外，本实施例与实施例3完全相同，此处不作赘述。

[0045] 上述实施方式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

人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做的等效变换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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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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