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1335203.8

(22)申请日 2020.11.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475416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3.12

(73)专利权人 佛山市鑫丰创盛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地址 528300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

潭洲工业区工业三路38号力源金属物

流城A区4座9、10号

(72)发明人 廖跃龙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知管通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88

代理人 尉敏

(51)Int.Cl.

B23D 15/06(2006.01)

B23D 33/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755806 A,2018.03.06

DE 2642656 A1,1978.03.30

CN 110802274 A,2020.02.18

CN 108296538 A,2018.07.20

CN 206047207 U,2017.03.29

审查员 丁霞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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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切割设备，尤其涉及一种不

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本发明的技术问题为：

提供一种切割精度高，工作效率高的不锈钢薄板

批量切割设备。技术方案：一种不锈钢薄板批量

切割设备，包括有底板，所述底板的上侧安装有

机架和安装框；气缸，所述气缸安装于所述机架

的上侧；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安装于所述机

架上，所述驱动组件用于提供动力。本发明通过

限位组件可以将不锈钢薄板挡住，起到定位作

用，避免不锈钢薄板被切斜，保证切割精度，且一

次性可以切三刀，效率高；通过辅助组件可以减

小摩擦力，对不锈钢薄板起保护作用，避免不锈

钢薄板被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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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底板（1），所述底板（1）的上侧安装有机架（2）和安装框（5）；

气缸（3），所述气缸（3）安装于所述机架（2）的上侧；

驱动组件（4），所述驱动组件（4）安装于所述机架（2）上，所述驱动组件（4）用于提供动

力；

切割组件（6），所述切割组件（6）安装于所述安装框（5）上，所述切割组件（6）用于对不

锈钢薄板进行切割；

传动组件（7），所述传动组件（7）安装于所述安装框（5）上，所述传动组件（7）用于传递

动力；

限位组件（8），所述限位组件（8）安装于所述安装框（5）的下侧，所述限位组件（8）用于

将不锈钢薄板挡住；

驱动组件（4）包括有：

齿条（401），所述齿条（401）安装于所述气缸（3）的伸缩杆上；

第一转轴（402），所述第一转轴（402）转动式安装于所述机架（2）的下部；

齿轮（403），所述齿轮（403）安装于所述第一转轴（402）上，所述齿轮（403）与所述齿条

（401）啮合；

绕线轮（404），所述绕线轮（404）安装于所述第一转轴（402）的中部；

拉绳（406），所述拉绳（406）绕在所述绕线轮（404）上；

导向轮（405），所述导向轮（405）安装于所述机架（2）上远离所述第一转轴（402）的一

侧，所述拉绳（406）绕过所述导向轮（405）；

切割组件（6）包括有：

第一导杆（601），所述安装框（5）底部安装有至少三组第一导杆（601），每组两根；

切刀（602），所述第一导杆（601）之间滑动套装有切刀（602），所述切刀（602）贯穿所述

安装框（5）；

连接杆（603），所述切刀（602）之间固接有连接杆（603）；

旋转架（604），所述旋转架（604）转动式安装于所述连接杆（603）上，所述旋转架（604）

与所述拉绳（406）固定连接；

扭力弹簧（605），所述旋转架（604）和所述连接杆（603）的连接处设有扭力弹簧（605）；

第一支撑架（606），所述第一支撑架（606）固接于所述安装框（5）的侧面；

第一弹簧（607），所述第一弹簧（607）连接在所述第一支撑架（606）和所述连接杆（603）

之间；

传动组件（7）包括有：

第二导杆（701），所述安装框（5）的两侧均安装有第二导杆（701）；

活动板（702），所述第二导杆（701）之间滑动式设有活动板（702），所述活动板（702）与

所述旋转架（604）接触配合；

第二弹簧（703），所述第二导杆（701）上均套有第二弹簧（703），所述第二弹簧（703）的

两端分别与所述活动板（702）和所述第二导杆（701）连接；

推杆（704），所述活动板（702）底部两侧均固接有推杆（704），所述推杆（704）滑动贯穿

所述安装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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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套（705），所述安装框（5）底部两侧均安装有支撑套（705）；

楔形杆（706），所述支撑套（705）内均滑动穿接有楔形杆（706），所述楔形杆（706）与所

述推杆（704）接触；

第三弹簧（707），所述第三弹簧（707）连接在所述支撑套（705）和所述楔形杆（706）之

间；

限位组件（8）包括有：

第一滑杆（801），所述第一滑杆（801）安装于所述安装框（5）的下侧；

滑套（802），所述滑套（802）滑动套装于所述第一滑杆（801）上；

第四弹簧（803），所述第四弹簧（803）套在所述第一滑杆（801）上，所述第四弹簧（803）

的两端分别与所述第一滑杆（801）和所述滑套（802）连接；

支撑杆（804），所述支撑杆（804）固接于所述滑套（802）上，所述支撑杆（804）与所述楔

形杆（706）接触配合；

限位板（805），所述限位板（805）固接于所述支撑杆（804）的上侧，所述限位板（805）穿

过所述安装框（5）。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辅助组

件（9），辅助组件（9）包括有：

第二支撑架（901），所述第二支撑架（901）滑动穿接于所述安装框（5）的下侧，所述第二

支撑架（901）与所述活动板（702）接触配合；

安装板（902），所述第二支撑架（901）上固接有至少四块安装板（902）；

导向辊（903），每块安装板（902）的上侧均安装有导向辊（903），所述导向辊（903）穿过

所述安装框（5）；

第五弹簧（904），所述第五弹簧（904）连接在所述安装框（5）和所述第二支撑架（901）之

间。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不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推料组

件（10），推料组件（10）包括有：

连接架（1002），所述安装框（5）的下侧滑动式设有连接架（1002）；

推板（1001），所述推板（1001）固接于所述连接架（1002）的上侧；

导向套（1003），所述导向套（1003）安装于所述安装框（5）的下侧；

N型滑杆（1004），所述N型滑杆（1004）滑动穿接于所述导向套（1003）内，所述N型滑杆

（1004）与所述连接架（1002）固定连接；

第六弹簧（1005），所述第六弹簧（1005）套在所述N型滑杆（1004）上，所述第六弹簧

（1005）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导向套（1003）和所述N型滑杆（1004）连接；

推块（1006），其中一个切刀（602）的下端固接有推块（1006），所述推块（1006）与所述N

型滑杆（1004）配合。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不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稳固组

件（11），稳固组件（11）包括有：

第二滑杆（1101），所述活动板（702）上滑动式设有至少四组第二滑杆（1101），每组四

根；

压板（1102），每组第二滑杆（1101）的下端之间均固接有压板（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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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弹簧（1103），所述第七弹簧（1103）连接在所述压板（1102）和所述活动板（702）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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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切割设备，尤其涉及一种不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不锈钢薄板是一种不容易生锈的合金板，具有较高的韧性和机械强度，而且很难

被碱性气体和溶液腐蚀，广泛应用于制作机械设备的零件，由于不锈钢薄板比较大，所以在

使用时需要对不锈钢薄板进行切割。

[0003] 现在一般是人们将不锈钢薄板放在切割机上，然后手动操控切割机对不锈钢薄板

进行切割，目前大多数的切割机都没有定位的功能，需要人们用肉眼判断不锈钢薄板的位

置，这样容易将不锈钢薄板切斜，切割精度不高，且一次性只能切一刀，效率低下。

[0004]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设计一种切割精度高，工作效率高的设备。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需要人们用肉眼判断不锈钢薄板的位置，这样容易将不锈钢薄板切斜，

切割精度不高，且一次性只能切一刀，效率低下的缺点，本发明的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切

割精度高，工作效率高的不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

[0006] 技术方案：一种不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包括有底板，所述底板的上侧安装有机

架和安装框；气缸，所述气缸安装于所述机架的上侧；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安装于所述

机架上，所述驱动组件用于提供动力；切割组件，所述切割组件安装于所述安装框上，所述

切割组件用于对不锈钢薄板进行切割；传动组件，所述传动组件安装于所述安装框上，所述

传动组件用于传递动力；限位组件，所述限位组件安装于所述安装框的下侧，所述限位组件

用于将不锈钢薄板挡住。

[0007]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驱动组件包括有齿条，所述齿条安装于所述气缸的

伸缩杆上；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转动式安装于所述机架的下部；齿轮，所述齿轮安装于

所述第一转轴上，所述齿轮与所述齿条啮合；绕线轮，所述绕线轮安装于所述第一转轴的中

部；拉绳，所述拉绳绕在所述绕线轮上；导向轮，所述导向轮安装于所述机架上远离所述第

一转轴的一侧，所述拉绳绕过所述导向轮。

[0008]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切割组件包括有第一导杆，所述安装框底部安装有

至少三组第一导杆，每组两根；切刀，所述第一导杆之间滑动套装有切刀，所述切刀贯穿所

述安装框；连接杆，所述切刀之间固接有连接杆；旋转架，所述旋转架转动式安装于所述连

接杆上，所述旋转架与所述拉绳固定连接；扭力弹簧，所述旋转架和所述连接杆的连接处设

有扭力弹簧；第一支撑架，所述第一支撑架固接于所述安装框的侧面；第一弹簧，所述第一

弹簧连接在所述第一支撑架和所述连接杆之间。

[0009]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传动组件包括有第二导杆，所述安装框的两侧均安

装有第二导杆；活动板，所述第二导杆之间滑动式设有活动板；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导杆上

均套有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簧的两端分别与所述活动板和所述第二导杆连接；推杆，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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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板底部两侧均固接有推杆，所述推杆滑动贯穿所述安装框；支撑套，所述安装框底部两

侧均安装有支撑套；楔形杆，所述支撑套内均滑动穿接有楔形杆，所述楔形杆与所述推杆接

触；第三弹簧，所述第三弹簧连接在所述支撑套和所述楔形杆之间。

[0010]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限位组件包括有第一滑杆，所述第一滑杆安装于所

述安装框的下侧；滑套，所述滑套滑动套装于所述第一滑杆上；第四弹簧，所述第四弹簧套

在所述第一滑杆上，所述第四弹簧的两端分别与所述第一滑杆和所述滑套连接；支撑杆，所

述支撑杆固接于所述滑套上；限位板，所述限位板固接于所述支撑杆的上侧，所述限位板穿

过所述安装框。

[0011]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有辅助组件，辅助组件包括有第二支撑架，所

述第二支撑架滑动穿接于所述安装框的下侧；安装板，所述第二支撑架上固接有至少四块

安装板；导向辊，每块安装板的上侧均安装有导向辊，所述导向辊穿过所述安装框；第五弹

簧，所述第五弹簧连接在所述安装框和所述第二支撑架之间。

[0012]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有推料组件，推料组件包括有连接架，所述安

装框的下侧滑动式设有连接架；推板，所述推板固接于所述连接架的上侧；导向套，所述导

向套安装于所述安装框的下侧；N型滑杆，所述N型滑杆滑动穿接于所述导向套内，所述N型

滑杆与所述连接架固定连接；第六弹簧，所述第六弹簧套在所述N型滑杆上，所述第六弹簧

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导向套和所述N型滑杆连接；推块，其中一个切刀的下端固接有推块。

[0013]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有稳固组件，稳固组件包括有第二滑杆，所述

活动板上滑动式设有至少四组第二滑杆，每组四根；压板，每组第二滑杆的下端之间均固接

有压板；第七弹簧，所述第七弹簧连接在所述压板和所述活动板之间。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通过限位组件可以将不锈钢薄板挡住，起到定位作用，避免不锈钢薄板被切斜，

保证切割精度，且一次性可以切三刀，效率高。

[0016] 2、通过辅助组件可以减小摩擦力，对不锈钢薄板起保护作用，避免不锈钢薄板被

刮花。

[0017] 3、通过推料组件可以将切割好的不锈钢薄板推出一段距离，方便人们将切割好的

不锈钢薄板取出。

[0018] 4、通过稳固组件可以将不锈钢薄板压住，防止不锈钢薄板移位。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另一种角度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第一种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的第一种部分结构示意图及剖视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的第二种部分结构示意图及剖视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的第二种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的第三种部分结构示意图及剖视图。

[0026] 图8为本发明的第四种部分结构示意图及剖视图。

[0027] 其中，上述附图包括以下附图标记：1、底板，2、机架，3、气缸，4、驱动组件，401、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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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402、第一转轴，403、齿轮，404、绕线轮，405、导向轮，406、拉绳，5、安装框，6、切割组件，

601、第一导杆，602、切刀，603、连接杆，604、旋转架，605、扭力弹簧，606、第一支撑架，607、

第一弹簧，7、传动组件，701、第二导杆，702、活动板，703、第二弹簧，704、推杆，705、支撑套，

706、楔形杆，707、第三弹簧，8、限位组件，801、第一滑杆，802、滑套，803、第四弹簧，804、支

撑杆，805、限位板，9、辅助组件，901、第二支撑架，902、安装板，903、导向辊，904、第五弹簧，

10、推料组件，1001、推板，1002、连接架，1003、导向套，1004、N型滑杆，1005、第六弹簧，

1006、推块，11、稳固组件，1101、第二滑杆，1102、压板，1103、第七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尽管可关于特定应用或行业来描述本发明，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会认识到本

发明的更广阔的适用性。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会认识到诸如：在上面、在下面、向上、向

下等之类的术语是用于描述附图，而非表示对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范围的限制。

诸如：第一或第二之类的任何数字标号仅为例示性的，而并非旨在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

的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不锈钢薄板批量切割设备，如图1‑6所示，包括有底板1、机架2、气缸3、驱动组

件4、安装框5、切割组件6、传动组件7和限位组件8，底板1顶部连接有机架2和安装框5，机架

2位于安装框5的后侧，机架2顶部安装有气缸3，机架2上安装有驱动组件4，安装框5上安装

有切割组件6和传动组件7，安装框5底部安装有限位组件8。

[0031] 当需要对不锈钢薄板进行切割时，人们将不锈钢薄板放到安装框5内，然后控制气

缸3伸长，气缸3带动驱动组件4工作，驱动组件4通过切割组件6和传动组件7带动限位组件8

工作，限位组件8将安装框5内的不锈钢薄板挡住，然后驱动组件4驱动切割组件6工作，切割

组件6对不锈钢薄板进行切割，且一次性可以切三刀，效率高。切割完成之后，人们控制气缸

3缩短，驱动组件4复位，进而限位组件8和切割组件6复位，然后关闭气缸3。

[0032] 驱动组件4包括有齿条401、第一转轴402、齿轮403、绕线轮404、导向轮405和拉绳

406，气缸3的伸缩杆上安装有两根齿条401，机架2后部转动式安装有第一转轴402，第一转

轴402左右两端均安装有齿轮403，齿轮403与齿条401啮合，第一转轴402的中部安装有绕线

轮404，绕线轮404上绕有拉绳406，机架2前端安装有导向轮405，拉绳406绕过导向轮405。

[0033] 人们控制气缸3伸长，气缸3带动齿条401向后移动，齿条401带动齿轮403逆时针转

动，通过第一转轴402带动绕线轮404逆时针转动，绕线轮404收拉绳406，拉绳406通过切割

组件6和传动组件7带动限位组件8工作，限位组件8将安装框5内的不锈钢薄板挡住，然后拉

绳406拉动切割组件6向前移动，切割组件6对不锈钢薄板进行切割。切割完成之后，人们控

制气缸3缩短，气缸3带动齿条401向前移动，齿条401带动齿轮403顺时针转动，通过第一转

轴402带动绕线轮404顺时针转动，绕线轮404放拉绳406，限位组件8和切割组件6复位，然后

关闭气缸3。

[0034] 切割组件6包括有第一导杆601、切刀602、连接杆603、旋转架604、扭力弹簧605、第

一支撑架606和第一弹簧607，安装框5底部从左至右均匀间隔的安装有三组第一导杆601，

每组两根，每两根第一导杆601之间滑动式设有切刀602，切刀602贯穿安装框5底部，三个切

刀602之间连接有连接杆603，连接杆603上转动式连接有旋转架604，旋转架604和拉绳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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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旋转架604和连接杆603的连接处设有扭力弹簧605，安装框5后侧连接有第一支撑架

606，第一支撑架606和连接杆603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607。

[0035] 人们控制气缸3伸长，绕线轮404收拉绳406，拉绳406拉动旋转架604顺时针转动，

扭力弹簧605被扭卷，旋转架604挤压传动组件7，传动组件7驱动限位组件8工作，然后拉绳

406拉动旋转架604向前移动，旋转架604带动连接杆603向前移动，第一弹簧607被拉伸，连

接杆603带动切刀602向前移动，对不锈钢薄板进行切割，切割完成之后，当旋转架604向前

移动与传动组件7不接触，传动组件7和限位组件8复位，人们控制气缸3缩短，绕线轮404放

拉绳406，在第一弹簧607的作用下，连接杆603和旋转架604向后复位，切刀602随之向后复

位，同时，在扭力弹簧605的作用下，旋转架604逆时针转动复位，然后关闭气缸3。

[0036] 传动组件7包括有第二导杆701、活动板702、第二弹簧703、推杆704、支撑套705、楔

形杆706和第三弹簧707，安装框5左右两侧均安装有两根第二导杆701，四根第二导杆701之

间滑动式设有活动板702，切刀602穿过活动板702，每根第二导杆701上均套有第二弹簧

703，第二弹簧703的两端分别与活动板702和第二导杆701连接，活动板702底部前侧的左右

两侧均连接有推杆704，推杆704滑动贯穿安装框5，安装框5底部前侧的左右两侧均安装有

两个支撑套705，左侧的两个支撑套705之间滑动式设有楔形杆706，右侧的两个支撑套705

之间也滑动式设有楔形杆706，楔形杆706与推杆704接触，支撑套705和楔形杆706之间连接

有第三弹簧707。

[0037] 当旋转架604顺时针转动时，旋转架604挤压活动板702向下移动，第二弹簧703被

拉伸，活动板702带动推杆704向下移动，推杆704推动楔形杆706向内移动，第三弹簧707被

拉伸，楔形杆706推动限位组件8向上移动，当旋转架604向前移动与活动板702不接触时，在

第二弹簧703的作用下，活动板702向上复位，活动板702带动推杆704向上复位，在第三弹簧

707的作用下，楔形杆706向外复位，限位组件8复位。

[0038] 限位组件8包括有第一滑杆801、滑套802、第四弹簧803、支撑杆804和限位板805，

安装框5底部前侧中间安装有两根第一滑杆801，两根第一滑杆801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套

802，两根第一滑杆801上均套有第四弹簧803，第四弹簧803的两端分别与第一滑杆801和滑

套802连接，两个滑套802前侧之间连接有支撑杆804，楔形杆706与支撑杆804接触配合，支

撑杆804顶端连接有限位板805，限位板805穿过安装框5。

[0039] 当楔形杆706向内移动时，楔形杆706推动支撑杆804向上移动，支撑杆804带动限

位板805向上移动，第四弹簧803被拉伸，限位板805可以将安装框5内的不锈钢薄板挡住，使

得切刀602可以顺利的对不锈钢薄板进行切割，当楔形杆706向外复位时，楔形杆706不再推

动支撑杆804，在第四弹簧803的作用下，滑套802向下复位，限位板805随之向下复位。

[0040] 实施例2

[0041] 在实施例1的基础之上，如图3、图4、图5、图7和图8所示，还包括有辅助组件9，辅助

组件9包括有第二支撑架901、安装板902、导向辊903和第五弹簧904，安装框5底部滑动式设

有第二支撑架901，第二支撑架901顶部连接有四块安装板902，每块安装板902顶部均安装

有多个导向辊903，导向辊903穿过安装框5，安装框5和第二支撑架901之间连接有第五弹簧

904。

[0042] 人们将不锈钢薄板放入安装框5内，不锈钢薄板在导向辊903上滚动，减小摩擦力，

对不锈钢薄板起保护作用，避免不锈钢薄板被刮花，当活动板702向下移动时，活动板702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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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第二支撑架901向下移动，第五弹簧904被拉伸，第二支撑架901带动安装板902和导向辊

903向下移动，从而不影响切刀602对不锈钢薄板进行切割，当活动板702向上移动时，活动

板702不再推动第二支撑架901，在第五弹簧904的作用下，第二支撑架901向上复位，第二支

撑架901带动安装板902和导向辊903向上复位。

[0043] 还包括有推料组件10，推料组件10包括有推板1001、连接架1002、导向套1003、N型

滑杆1004、第六弹簧1005和推块1006，安装框5底部后侧滑动式设有连接架1002，连接架

1002顶部连接有四块推板1001，安装框5底部前侧安装有两个导向套1003，两个导向套1003

内滑动式设有N型滑杆1004，N型滑杆1004后端与连接架1002连接，N型滑杆1004上套有第六

弹簧1005，第六弹簧1005的两端分别与导向套1003和N型滑杆1004连接，中间的切刀602底

端连接有推块1006。

[0044] 当切刀602向前移动时，切刀602带动推块1006向前移动，当推块1006向前移动触

碰到N型滑杆1004时，旋转架604刚好与活动板702不接触，活动板702向上复位，推块1006推

动N型滑杆1004向前移动，第六弹簧1005被压缩，N型滑杆1004带动连接架1002向前移动，连

接架1002带动推板1001向前移动，推板1001推动切割好的不锈钢薄板，将切割好的不锈钢

薄板推出一段距离，方便人们将切割好的不锈钢薄板取出，当切刀602向后移动时，切刀602

带动推块1006向后移动，推块1006不再推动N型滑杆1004，在第六弹簧1005的作用下，N型滑

杆1004向后复位，推板1001随之向后复位。

[0045] 还包括有稳固组件11，稳固组件11包括有第二滑杆1101、压板1102和第七弹簧

1103，活动板702上滑动式设有四组第二滑杆1101，每组四根，每组第二滑杆1101底端之间

均连接有压板1102，压板1102和活动板702之间连接有第七弹簧1103。

[0046] 当活动板702向下移动时，活动板702带动压板1102向下移动，当压板1102向下移

动与不锈钢薄板接触时，压板1102停止向下移动，第七弹簧1103被压缩，压板1102可以将不

锈钢薄板压住，防止不锈钢薄板移位，当活动板702向上移动时，活动板702第七弹簧1103恢

复原状，通过第七弹簧1103带动压板1102向上移动，将不锈钢薄板松开。

[0047]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方式，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出

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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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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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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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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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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