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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包

括底座，液压缸，活塞杆，控制开关，加工平面，旋

转电机，旋转盘，辅助固定盘，防滑凸起，连杆，滑

轨，打磨器，移动电机，吸尘器，打磨电机，打磨

辊，导向板，密封条；底座的左右两端分别安装有

液压缸，液压缸的上方嵌入设置有活塞杆，液压

缸的左侧固定安装有控制开关，底座的中部上方

固定安装有加工平面，加工平面的中部固定安装

有旋转电机，旋转电机的上方通过转轴转动连接

有旋转盘，加工平面的上方表面固定安装有辅助

固定盘。本发明可对太阳能板的边角进行自动打

磨，工作效率更高，同时可对打磨过程中产生的

碎屑进行收集，更加卫生环保，增强了打磨装置

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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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种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包括底座

（1），液压缸（101），活塞杆（102），控制开关（103），加工平面（2），旋转电机（3），旋转盘

（301），辅助固定盘（302），防滑凸起（303），连杆（4），滑轨（401），打磨器（5），移动电机

（501），吸尘器（502），打磨电机（503），打磨辊（504），导向板（505），密封条（506）；所述底座

（1）的左右两端分别安装有液压缸（101），所述液压缸（101）的上方嵌入设置有活塞杆

（102），所述液压缸（101）的左侧固定安装有控制开关（103），所述底座（1）的中部上方固定

安装有加工平面（2），所述加工平面（2）的中部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3），所述旋转电机（3）

的上方通过转轴转动连接有旋转盘（301），所述加工平面（2）的上方表面固定安装有辅助固

定盘（302），所述辅助固定盘（302）与旋转盘（301）的上表面均紧密贴合有防滑凸起（303），

两个所述活塞杆（102）之间嵌套设置有连杆（4），所述连杆（4）的下方固定安装有滑轨

（401），所述滑轨（401）的左右两端活动连接有打磨器（5），所述打磨器（5）的内部上方固定

安装有移动电机（501），所述打磨器（5）的中部固定安装有吸尘器（502），所述吸尘器（502）

的下方固定安装有打磨电机（503），所述打磨电机（503）的右侧通过皮带转动连接有三个打

磨辊（504），所述打磨器（5）的内侧下方固定安装有导向板（505），所述导向板（505）内侧上

下两端均固定安装有密封条（5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盘（301）位于

辅助固定盘（302）的内侧，所述旋转盘（301）与辅助固定盘（302）的高度一致，且旋转盘

（301）与辅助固定盘（302）均高于加工平面（2）3-5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板（505）的外

侧开口有中空的“打磨槽”，所述打磨辊（504）位于“打磨槽”的内部外侧，且打磨辊（504）均

围绕导向板（505）的中部呈对右侧开口的三角形状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板（505）内部

“打磨槽”的上下两端均设有集尘口，所述集尘口均通过导管与吸尘器（502）之间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电机（501）的

上方转动连接有导轮，所述移动电机（50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T”字状的滑块，所述导轮与

滑块均嵌入设置在滑轨（401）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电机（501）与

滑轨（401）之间呈水平方向滑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缸（101）、旋转

电机（3）、移动电机（501）、吸尘器（502）和打磨电机（503）均通过控制开关（103）与外部电源

之间电性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板（505）的右

侧设置有喇叭状的送料口，所述密封条（506）呈倒立的“八”字状紧密贴合在送料口的上下

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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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组件加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送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是一种干净的可再生的新能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人们生活、工作

中有广泛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随着光伏技术的日趋成熟，太阳能板

也在许多领域上得到运用，例如：用户太阳能电源领域，交通领域，通讯、通信领域，石油、海

洋、气象领域等等。光伏太阳能板打磨属于太阳能板制作过程的工艺之一，传统的打磨都是

由人工来完成的，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高，而太阳能板的边角存在一些尖锐处，人工打磨尖

锐处的话工人容易被划伤，而且工作效率低。

[0003] 经过专利检索，现有专利号为CN201810023080.0的发明公开了光伏太阳能板打磨

装置，包括底板，底板的上方设有顶板，底板的中部固定设有定位板，底板的两侧铰接盖板，

每个盖板和定位板之间放置若干重叠的待打磨光伏太阳能板；每个光伏太阳能板之间覆抹

若干沙粒，底板上位于定位板和盖板的中线处均设有驱动带，驱动带分布于光伏太阳能板

运动方向的前后两端并于最上层的光伏太阳能板的上部汇结；盖板和定位板面向光伏太阳

能板的一侧均设有磨砂层；顶板中设有驱动机构；本方案能够无需人工打磨，减轻工作人员

的劳动强度，同时一次性打磨多个，提高的生产加工效率。

[0004] 基于上述描述，以及结合现有技术中的设备发现，现有的打磨装置在对太阳能板

进行打磨时，打磨装置的设计并不够合理，无法对太阳能板的前后左右的四边边角面进行

打磨，而且在打磨的过程中会产生碎屑时，装置无法对打磨过程中产生的碎屑进行收集，导

致打磨现场灰尘与碎屑飞溅，在实际使用时不够卫生环保，因此本设计针对于上述问题，设

计出一款结构合理及功能性好的边角打磨装置，以提高实用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以解决现有打磨装置无法对

太阳能板的前后左右的四边边角进行打磨，而且装置无法对打磨过程中产生的碎屑进行收

集的问题。

[0006] 本发明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成：

一种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该种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包括底座，液压缸，活塞杆，

控制开关，加工平面，旋转电机，旋转盘，辅助固定盘，防滑凸起，连杆，滑轨，打磨器，移动电

机，吸尘器，打磨电机，打磨辊，导向板，密封条；所述底座的左右两端分别安装有液压缸，所

述液压缸的上方嵌入设置有活塞杆，所述液压缸的左侧固定安装有控制开关，所述底座的

中部上方固定安装有加工平面，所述加工平面的中部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

的上方通过转轴转动连接有旋转盘，所述加工平面的上方表面固定安装有辅助固定盘，所

述辅助固定盘与旋转盘的上表面均紧密贴合有防滑凸起，两个所述活塞杆之间嵌套设置有

连杆，所述连杆的下方固定安装有滑轨，所述滑轨的左右两端活动连接有打磨器，所述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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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内部上方固定安装有移动电机，所述打磨器的中部固定安装有吸尘器，所述吸尘器的

下方固定安装有打磨电机，所述打磨电机的右侧通过皮带转动连接有三个打磨辊，所述打

磨器的内侧下方固定安装有导向板，所述导向板内侧上下两端均固定安装有密封条。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盘位于辅助固定盘的内侧，所述旋转盘与辅助固定盘的高度

一致，且旋转盘与辅助固定盘均高于加工平面3-5cm。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导向板的外侧开口有中空的“打磨槽”，所述打磨辊位于“打磨槽”

的内部外侧，且打磨辊均围绕导向板的中部呈右侧开口的三角形状设置。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导向板内部“打磨槽”的上下两端均设有集尘口，所述集尘口均通

过导管与吸尘器之间固定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移动电机的上方转动连接有导轮，所述移动电机的顶部固定安装

有“T”字状的滑块，所述导轮与滑块均嵌入设置在滑轨中。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移动电机与滑轨之间呈水平方向滑动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液压缸、旋转电机、移动电机、吸尘器和打磨电机均通过控制开关

与外部电源之间电性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导向板的右侧设置有喇叭状的送料口，所述密封条呈倒立的“八”

字状紧密贴合在送料口的上下两端。

[0014] 与现有结构相较之下，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通过设有打磨器，打磨器的内侧下方固定安装有导向板，导向板的外侧开口有中空的

“打磨槽”，打磨辊位于“打磨槽”的内部外侧，打磨辊均围绕导向板的中部呈右侧开口的三

角形状设置，使得装置在通过导向板嵌入至打磨器中时，打磨器内部上下两端的打磨辊转

动，从而可对太阳能板上下两端的边角进行自动打磨，之后外侧的打磨辊对太阳能板的外

侧进行打磨，使得装置可对太阳能板边角的上下两端与中端进行打磨，打磨效果更好，通过

安装有导向板，导向板的右侧设置有喇叭状的送料口，密封条呈倒立的“八”字状紧密贴合

在送料口的上下两端，使得太阳能板在加工时，太阳能板的边角通过推动密封条而嵌入至

导向板的“打磨槽”中，这时呈倒立的“八”字密封条收缩，紧贴在太阳能板的上下两端，使得

打磨辊在对太阳能板边角打磨过程中，由于导向板内部保持密封，使得灰尘不会从导向板

中飞出，之后吸尘器通过连接在导向板上下两端的导管，将打磨过程中产生的灰尘吸入至

吸尘器中进行收集，有效的防止打磨装置工作时灰尘飞溅。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整体正面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打磨器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连杆结构底面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图1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加工平面局部结构俯视示意图；

图中，部件名称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1-底座，101-液压缸，102-活塞杆，103-控制开关，2-加工平面，3-旋转电机，301-旋转

盘，302-辅助固定盘，303-防滑凸起，4-连杆，401-滑轨，5-打磨器，501-移动电机，502-吸尘

器，503-打磨电机，504-打磨辊，505-导向板，506-密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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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术语“上”、

“下”、“左”、“右”、“内”、“外”、“前端”、“后端”、“头部”、“尾部”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

发明。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

重要性。

[0017]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连”、“连

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18] 实施例：

如附图1至附图5所示：

本发明提供一种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该种光伏组件边角打磨装置包括底座1，液压

缸101，活塞杆102，控制开关103，加工平面2，旋转电机3，旋转盘301，辅助固定盘302，防滑

凸起303，连杆4，滑轨401，打磨器5，移动电机501，吸尘器502，打磨电机503，打磨辊504，导

向板505，密封条506；底座1的左右两端分别安装有液压缸101，液压缸101的上方嵌入设置

有活塞杆102，液压缸101的左侧固定安装有控制开关103，底座1的中部上方固定安装有加

工平面2，加工平面2的中部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3，旋转电机3的上方通过转轴转动连接有

旋转盘301，加工平面2的上方表面固定安装有辅助固定盘302，辅助固定盘302与旋转盘301

的上表面均紧密贴合有防滑凸起303，两个活塞杆102之间嵌套设置有连杆4，连杆4的下方

固定安装有滑轨401，滑轨401的左右两端活动连接有打磨器5，打磨器5的内部上方固定安

装有移动电机501，打磨器5的中部固定安装有吸尘器502，吸尘器502的下方固定安装有打

磨电机503，打磨电机503的右侧通过皮带转动连接有三个打磨辊504，打磨器5的内侧下方

固定安装有导向板505，导向板505内侧上下两端均固定安装有密封条506。

[0019] 其中，旋转盘301位于辅助固定盘302的内侧，旋转盘301与辅助固定盘302的高度

一致，且旋转盘301与辅助固定盘302均高于加工平面23-5cm，使得太阳能板放置在加工平

面2上时，通过辅助固定盘302与旋转盘301的支撑，可使得太阳能板呈“悬浮”状，更加便于

打磨器5的导向板505嵌入至太阳能板的边角。

[0020] 其中，导向板505的外侧开口有中空的“打磨槽”，打磨辊504位于“打磨槽”的内部

外侧，且打磨辊504均围绕导向板505的中部呈右侧开口的三角形状设置，使得装置在通过

导向板505嵌入至打磨器5中时，打磨器5内部上下两端的打磨辊504转动，从而可对太阳能

板上下两端的边角进行自动打磨，同时左侧的打磨辊504可对太阳能板外侧进行打磨，使得

装置可对太阳能板边角的上下两端与中端进行打磨，打磨效果更好。

[0021] 其中，导向板505内部“打磨槽”的上下两端均设有集尘口，集尘口均通过导管与吸

尘器502之间固定连接，使得打磨辊504在对太阳能板的边角进行打磨时，从中掉落的粉尘

与碎屑可通过导管被吸尘器502吸走，使得边角在打磨过程中粉尘不会飞溅，更加卫生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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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其中，移动电机501的上方转动连接有导轮，移动电机50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T”字

状的滑块，导轮与滑块均嵌入设置在滑轨401中，使得移动电机501可通过导轮在滑轨401中

滑动，带动打磨器5在连杆4中左右移动，使得装置更加灵活。

[0023] 其中，移动电机501与滑轨401之间呈水平方向滑动连接，使得移动电机501可通过

导轮在滑轨401中滑动，带动打磨器5在连杆4中左右移动，使得导向板505嵌入至打磨器5的

导向板505中，使得装置更加灵活

其中，液压缸101、旋转电机3、移动电机501、吸尘器502和打磨电机503均通过控制开关

103与外部电源之间电性连接，使得通过控制开关103可切断或者打开装置的液压缸101、旋

转电机3、移动电机501、吸尘器502和打磨电机503的电源。

[0024] 其中，导向板505的右侧设置有喇叭状的送料口，密封条506呈倒立的“八”字状紧

密贴合在送料口的上下两端，使得太阳能板在加工时，太阳能板的边角通过推动密封条506

而嵌入至导向板的“打磨槽”中，这时呈倒立的“八”字密封条506收缩，紧贴在太阳能板的上

下两端，使得打磨辊504在对太阳能板边角打磨过程中，由于导向板505内部保持密封，使得

灰尘不会从导向板505中飞出。

[0025]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本发明中，首先保证装置功能的完整性，接着，将装置与外部电源连接，在将太阳能板

放入在加工平面2上后，太阳能板位于旋转盘301与辅助固定盘302的上方，之后按动控制开

关103，液压缸101通过活塞杆102推动或拉动连杆4上下移动，使得滑轨401下方打磨器5的

导向板505正好位于太阳能板的左右两端，之后按动控制开关103，这时打磨器5的移动电机

501带动导轮转动，使得打磨器5在连杆4下方的滑轨401中往太阳能板移动，之后太阳能板

的边角通过推动密封条506而嵌入至导向板505的“打磨槽”中，这时呈倒立的“八”字密封条

收缩，紧贴在太阳能板的上下两端，使得导向板505的内部保持密封，这时打磨器5内部打磨

电机503带动上下两端与外侧的的打磨辊504转动，对太阳能板上下两端与外侧的边角进行

自动打磨，之后吸尘器502通过连接在导向板505上下两端的导管，将打磨过程中产生的灰

尘吸入至吸尘器502中进行收集，当打磨完毕后，打磨器5通过滑轨401往外侧移动，从导向

板505中拔出，旋转电机3带动旋转盘301转动，使得太阳能板转向，之后打磨器5再嵌入太阳

能板中对太阳能板的另外两端进行打磨。

[0026] 综上所述，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

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

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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