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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晶玻璃加工技术领域，且

公开了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

置。该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包

括底座、支撑架、夹取装置、驱动装置和调节装

置，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支撑架。该用于

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通过调节装

置，液压伸缩杆的伸张，将水晶玻璃球送至底座

的顶端，第一电动伸缩杆伸张，水晶玻璃球脱离

卡套，液压伸缩杆收缩至合适位置，第二电动伸

缩杆伸张，带动压杆移动至滑轨右端，压杆将水

晶玻璃球下压，水晶玻璃球的底端贴合第二转

辊，两侧贴合第一转辊，第二电机带动第一转辊

及第二转辊转动，水晶玻璃球进行翻转，以达到

便于翻面换料及自动化程度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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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包括底座(1)、支撑架(2)、夹取装置(3)、

驱动装置(4)和调节装置(5)，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支撑架(2)，所述

底座(1)内安装有调节装置(5)，所述支撑架(2)的顶部顶端安装有驱动装置(4)，所述驱动

装置(4)的底端安装有夹取装置(3)；

所述夹取装置(3)包括夹套(301)，所述夹套(301)固定安装在支撑架(2)底端，所述夹

套(301)的两侧活动连接有卡槽(302)，所述卡槽(302)内活动连接有卡块(303)，所述卡块

(303)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拉杆(304)，所述拉杆(304)的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

(305)，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305)的伸缩端套设有第一弹簧(306)，所述夹套(301)的底端

活动连接有水晶玻璃球(307)；

所述驱动装置(4)包括液压伸缩杆(401)，所述液压伸缩杆(401)固定安装在支撑架(2)

内顶端，所述液压伸缩杆(401)的伸缩端套设有第二弹簧(402)，所述液压伸缩杆(401)的伸

缩端活动连接有活动盒(403)，所述活动盒(403)内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405)，所述活动盒

(403)的两端活动连接有滑轨(404)；

所述调节装置(5)包括第二电机(501)，所述第二电机(501)固定安装在底座(1)内左

侧，所述第二电机(501)的输出端通过皮带(502)活动连接有第一转辊(503)，所述第一转辊

(503)的底端活动安装有缓冲柱(506)，所述缓冲柱(506)的底端固定安装有凹槽(504)，所

述第一转辊(503)的右侧通过皮带(502)活动连接有第二转辊(505)，所述支撑架(2)内左侧

固定安装有第二电动伸缩杆(507)，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507)的伸缩端活动连接有压杆

(509)，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507)的底端活动连接有托块(50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夹套(301)的两端均固定安装有卡槽(302)，且两卡块(303)的正表面通过拉杆(304)活动连

接，拉杆(304)的中部活动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3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电机(405)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夹套(301)的顶部中端，且滑轨(404)的长度与液压伸

缩杆(401)的伸缩行程相匹配，液压伸缩杆(401)的伸缩行程与水晶玻璃球(307)底端到底

座(1)顶端的距离相匹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二电机(501)的输出端活动连接有转轮，且转轮与第一转辊(503)通过皮带(502)活动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转辊(503)的数量为两个，且第一转辊(503)对称安装在底座(1)底部顶端，两第一转辊

(503)与第二转辊(505)通过皮带(502)活动连接，第一转辊(503)与水晶玻璃球(307)的两

侧相切，第二转辊(505)与水晶玻璃球(307)的底端相切；第二转辊(505)的顶端到底座(1)

顶端的距离小于水晶玻璃球(307)的半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二电动伸缩杆(507)的伸缩行程与压杆(509)距右侧滑轨(404)右端的距离相匹配，且托

块(508)内开设有通孔，通孔与压杆(509)在同一水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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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晶玻璃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

换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晶玻璃是指用玻璃煮融再造成极似水晶的器皿，别名为人造水晶，由于天然水

晶的稀少和不容易开采，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造水晶玻璃就诞生了。由于通透度高，可

制成各种工艺品而大青睐，无论是水晶还是水晶玻璃，都是非常适用于家居装饰摆设及送

礼的好材质。一般来说，水晶的价格会相对昂贵。

[0003] 目前对于水晶玻璃在磨面抛光时，经常利用人工进行对水晶玻璃的翻面换料作

业，对于工人来说，劳动量大，消耗体力，不能减缓劳动工人的工作强度，同时对于工厂生产

流水线上，不能提高流水线的自动化程度，减缓工作效率，减缓工厂的生产效率，降低工厂

的经济效益。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

置，具备提高自动化程度及生产效率等优点，解决了人工翻面换料及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

的换料装置，包括底座、支撑架、夹取装置、驱动装置和调节装置，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安装

有支撑架，所述底座内安装有调节装置，所述支撑架的顶部顶端安装有驱动装置，所述驱动

装置的底端安装有夹取装置。

[0006] 所述夹取装置包括夹套，所述夹套固定安装在支撑架底端，所述夹套的两侧活动

连接有卡槽，所述卡槽内活动连接有卡块，所述卡块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拉杆，所述拉杆的

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伸缩端套设有第一弹簧，所述夹

套的底端活动连接有水晶玻璃球。

[0007]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液压伸缩杆，所述液压伸缩杆固定安装在支撑架内顶端，所述

液压伸缩杆的伸缩端套设有第二弹簧，所述液压伸缩杆的伸缩端活动连接有活动盒，所述

活动盒内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所述活动盒的两端活动连接有滑轨。

[0008] 所述调节装置包括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固定安装在底座内左侧，所述第二电

机的输出端通过皮带活动连接有第一转辊，所述第一转辊的底端活动安装有缓冲柱，所述

缓冲柱的底端固定安装有凹槽，所述第一转辊的右侧通过皮带活动连接有第二转辊，所述

支撑架内左侧固定安装有第二电动伸缩杆，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伸缩端活动连接有压

杆，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底端活动连接有托块。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夹套的两端均固定安装有卡槽，且两卡块的正表面通过拉杆活动

连接，拉杆的中部活动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夹套的顶部中端，且滑轨的长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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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伸缩杆的伸缩行程相匹配，液压伸缩杆的伸缩行程与水晶玻璃球底端到底座顶端的距

离相匹配。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活动连接有转轮，且转轮与第一转辊通过皮带

活动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转辊的数量为两个，且第一转辊对称安装在底座底部顶端，两

第一转辊与第二转辊通过皮带活动连接，第一转辊与水晶玻璃球的两侧相切，第二转辊与

水晶玻璃球的底端相切；第二转辊的顶端到底座顶端的距离小于水晶玻璃球的半径。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伸缩行程与压杆距右侧滑轨右端的距离相匹

配，且托块内开设有通孔，通孔与压杆在同一水平线上。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该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通过调节装置，液压伸缩杆的伸张，将

水晶玻璃球送至底座的顶端，第一电动伸缩杆伸张，水晶玻璃球脱离卡套，液压伸缩杆收缩

至合适位置，第二电动伸缩杆伸张，带动压杆移动至滑轨右端，压杆将水晶玻璃球下压，水

晶玻璃球的底端贴合第二转辊，两侧贴合第一转辊，第二电机带动第一转辊及第二转辊转

动，水晶玻璃球进行翻转，以达到便于翻面换料及自动化程度高的效果，第二电动伸缩杆收

缩，带动压杆左移，水晶玻璃球受底端缓冲柱的弹力向上运动，液压伸缩杆伸张，夹取装置

夹取水晶玻璃球，通过循环上述操作，完成另一个面的磨面抛光作业，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

的效果。

[0016] 2、该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通过夹取装置和驱动装置，将水晶玻

璃球放入夹套内，第一电动伸缩杆收缩，带动卡块卡紧卡槽，实现对水晶玻璃球的夹取，第

一电机带动夹取装置旋转，便于磨面抛光，液压伸缩杆的伸缩便于实现不同高度平面的抛

光作业，两侧滑轨提高升降平稳性。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描述中或现有技术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夹取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1-底座、2-支撑架、3-夹取装置、301-夹套、302-卡槽、303-卡块、 

304-拉杆、305-第一电动伸缩杆、306-第一弹簧、307-水晶玻璃球、4-驱动装置、401-液压伸

缩杆、402-第二弹簧、403-活动盒、404-滑轨、405-第一电机、5-调节装置、501-第二电机、

502-皮带、503-第一转辊、504-凹槽、505-第二转辊、506-缓冲柱、507-第二电动伸缩杆、

508-托块、509-压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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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请参阅图1-2，一种用于水晶玻璃磨面抛光机的换料装置，包括底座1、支撑架2、夹

取装置3、驱动装置4和调节装置5，底座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支撑架2，底座1内安装有调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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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5，支撑架2的顶部顶端安装有驱动装置4，驱动装置4的底端安装有夹取装置3。

[0023] 夹取装置3包括夹套301，夹套301的两端均固定安装有卡槽302，且两卡块303的正

表面通过拉杆304活动连接，拉杆304的中部活动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305，夹套301 固定

安装在支撑架2底端，夹套301的两侧活动连接有卡槽302，卡槽302内活动连接有卡块303，

卡块303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拉杆304，拉杆304的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305，第

一电动伸缩杆305的伸缩端套设有第一弹簧306，夹套301的底端活动连接有水晶玻璃球

307，将水晶玻璃球307放入夹套301内，第一电动伸缩杆305收缩，带动卡块303卡紧卡槽

302，实现对水晶玻璃球307的夹取。

[0024] 驱动装置4包括液压伸缩杆401，液压伸缩杆401固定安装在支撑架2内顶端，液压

伸缩杆401的伸缩端套设有第二弹簧402，液压伸缩杆401的伸缩端活动连接有活动盒403，

活动盒403内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405，第一电机405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夹套301的顶部中

端，且滑轨404的长度与液压伸缩杆401的伸缩行程相匹配，液压伸缩杆401的伸缩行程与水

晶玻璃球307底端到底座1顶端的距离相匹配，活动盒403的两端活动连接有滑轨404，第一

电机405带动夹取装置3旋转，便于磨面抛光，液压伸缩杆401的伸缩便于实现不同高度平面

的抛光作业，两侧滑轨404提高升降平稳性。

[0025] 调节装置5包括第二电机501，第二电机501的输出端活动连接有转轮，且转轮与第

一转辊503通过皮带502活动连接，第二电机501固定安装在底座1内左侧，第二电机501 的

输出端通过皮带502活动连接有第一转辊503，第一转辊503的底端活动安装有缓冲柱  506，

缓冲柱506的底端固定安装有凹槽504，第一转辊503的右侧通过皮带502活动连接有第二转

辊505，第一转辊503的数量为两个，且第一转辊503对称安装在底座1底部顶端，两第一转辊

503与第二转辊505通过皮带502活动连接，第一转辊503与水晶玻璃球  307的两侧相切，第

二转辊505与水晶玻璃球307的底端相切；第二转辊505的顶端到底座1顶端的距离小于水晶

玻璃球307的半径，支撑架2内左侧固定安装有第二电动伸缩杆  507，第二电动伸缩杆507的

伸缩行程与压杆509距右侧滑轨404右端的距离相匹配，且托块508内开设有通孔，通孔与压

杆509在同一水平线上，第二电动伸缩杆507的伸缩端活动连接有压杆509，第二电动伸缩杆

507的底端活动连接有托块508通过液压伸缩杆401 的伸张，将水晶玻璃球307送至底座1的

顶端，第一电动伸缩杆305伸张，水晶玻璃球307  脱离卡套301，液压伸缩杆401收缩至合适

位置，第二电动伸缩杆507伸张，带动压杆509  移动至滑轨404右端，压杆509将水晶玻璃球

307下压，水晶玻璃球307的底端贴合第二转辊505，两侧贴合第一转辊503，第二电机501带

动第一转辊503及第二转辊505转动，水晶玻璃球307进行翻转，以达到便于翻面换料及自动

化程度高的效果，第二电动伸缩杆  507收缩，带动压杆509左移，水晶玻璃球307受底端缓冲

柱506的弹力向上运动，液压伸缩杆401伸张，夹取装置3夹取水晶玻璃球307，通过循环上述

操作，完成另一个面的磨面抛光作业，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效果。

[0026] 在使用时，将水晶玻璃球307放入夹套301内，第一电动伸缩杆305收缩，带动卡块 

303卡紧卡槽302，实现对水晶玻璃球307的夹取，第一电机405带动夹取装置3旋转，便于磨

面抛光，液压伸缩杆401的伸缩便于实现不同高度平面的抛光作业，两侧滑轨404  提高升降

平稳性，通过液压伸缩杆401的伸张，将水晶玻璃球307送至底座1的顶端，第一电动伸缩杆

305伸张，水晶玻璃球307脱离卡套301，液压伸缩杆401收缩至合适位置，第二电动伸缩杆

507伸张，带动压杆509移动至滑轨404右端，压杆509将水晶玻璃球307  下压，水晶玻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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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的底端贴合第二转辊505，两侧贴合第一转辊503，第二电机501  带动第一转辊503及第

二转辊505转动，水晶玻璃球307进行翻转，以达到便于翻面换料及自动化程度高的效果，第

二电动伸缩杆507收缩，带动压杆509左移，水晶玻璃球307 受底端缓冲柱506的弹力向上运

动，液压伸缩杆401伸张，夹取装置3夹取水晶玻璃球307，通过循环上述操作，完成另一个面

的磨面抛光作业，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效果。

[0027]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

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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