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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

线，依次排列为顶面切割机组、翻坯机组、底面切

割机组、长端侧面切割机组、转向机组、宽端侧面

切割机组；进行铣磨泡沫陶瓷顶面或底面时，通

过铣磨深度逐渐递增的多个磨面旋铣刀对顶面

或底面进行铣磨，在对长端侧面、宽端侧面进行

铣磨时，通过铣磨进深逐渐递增的多个磨边旋铣

刀对长边或宽面进行铣磨；磨边旋铣刀、磨面旋

铣刀的渐进式排列方式，使泡沫陶瓷切割的厚度

进行分工划分，使泡沫陶瓷在经过磨边旋铣刀、

磨面旋铣刀时逐步被切割，使泡沫陶瓷能够以较

快的速度进入切割区，缩短了生产时间，提高了

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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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依次排列为顶面切割机组(1)、翻坯机组

(2)、底面切割机组(3)、长端侧面切割机组(4)、转向机组(5)、宽端侧面切割机组(6)；

所述顶面切割机组(1)、底面切割机组(3)均包括多个磨面旋铣刀(1-1)、用于磨面旋铣

刀(1-1)升降的升降机构(7)、用于磨面旋铣刀(1-1)前后平移的平移机构(8)；所述磨面旋

铣刀(1-1)铣磨深度逐渐递增；

所述长端侧面切割机组(4)、宽端侧面切割机组(6)均包括有多个磨边旋铣刀(1-2)、用

于改变磨边旋铣刀(1-2)进深的进深调节机构(9)，所述磨边旋铣刀(1-2)铣磨进深逐渐递

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7)包

括固定于平移机构(8)上的燕尾滑轨母(71)、用于固定磨面旋铣刀(1-1)的燕尾滑轨公

(72)，所述燕尾滑轨公(72)通过升降丝杆(73)在燕尾滑轨母(71)上垂直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平移机构(8)

包括位于左右两侧的横梁支座(81)、装于横梁支座(81)内滚动垫板(82)上的横梁(83)；所

述横梁支座(81)上装有齿板(84)，所述横梁(83)上装有通过减速电机(25)(85)驱动的滚动

轴(86)，所述滚动轴(86)两端装有与齿板(84)配合的滚动齿轮(8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深调节机构

(9)包括磨边燕尾滑轨母(91)、用于安装磨边旋铣刀(1-2)的磨边燕尾滑轨公(92)，所述磨

边燕尾滑轨公(92)通过进深调节丝杆(93)在磨边燕尾滑轨母(91)上滑动调节进深。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翻坯机组(2)包

括机架(21)、装于机架(21)上两侧的圆形转动架(22)、装于圆形转动架(22)间用于夹持泡

沫瓷砖坯的双层辊轴(23)，所述双层辊轴(23)间通过链条(24)串联并通过电机(25)驱动；

所述机架(21)上装有通过翻转减速电机(26)驱动的翻转转动轴(27)，所述圆形转动架(22)

外侧面环绕有与翻转转动轴(27)两端齿合的旋转链条(2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辊轴(23)间

两侧分别设有通过气缸(29)推动的防滑钢撑(30)、导向支架(31)。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链条(28)两

端分别设有限位块(281)，所述翻转减速电机(26)一侧装有与限位块(281)配合的电眼

(28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机组(5)包

括支架(51)，所述支架(51)上装有窄距输送带(52)、差速输送带(53)、宽距输送带(54)，所

述差速输送带(53)进端位于窄距输送带(52)出端两侧，所述宽距输送带(54)位于差速输送

带(53)两侧，所述窄距输送带(52)、宽距输送带(54)联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长端侧面切割机

组(4)、宽端侧面切割机组(6)还包括有位于两侧通过液压缸(1-3)下压的压梁(1-4)。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磨面旋铣刀(1-

1)、磨边旋铣刀(1-2)均包括刀盘(101)、环形排列于刀盘(101)上的刀头(102)，所述刀头

(102)装于刀盘(101)上的燕尾槽(103)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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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泡沫陶瓷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泡沫陶瓷是一种新的建设材料，具有轻质，隔音，保温等功能，在生产过程中，泡沫

陶瓷从窑炉内烧结后，其外形是不规则的，要达到使用目的需要将其外形切割成一定尺寸

和形状的成品，现有生产常采用顶面锯条或侧边滚锯进行切割，采用该种方式进行切割时，

泡沫陶瓷需要缓慢进入切割区域，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影响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依次排列为顶面切割机组、翻坯机组、底面切割机组、

长端侧面切割机组、转向机组、宽端侧面切割机组；

[0006] 所述顶面切割机组、底面切割机组均包括多个磨面旋铣刀、用于磨面旋铣刀升降

的升降机构、用于磨面旋铣刀前后平移的平移机构；所述磨面旋铣刀铣磨深度逐渐递增；

[0007] 所述长端侧面切割机组、宽端侧面切割机组均包括有多个磨边旋铣刀、用于改变

磨边旋铣刀进深的进深调节机构，所述磨边旋铣刀铣磨进深逐渐递增。

[0008] 作为一个优选项，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固定于平移机构上的燕尾滑轨母、用于固定

磨面旋铣刀的燕尾滑轨公，所述燕尾滑轨公通过升降丝杆在燕尾滑轨母上垂直移动。

[0009] 作为一个优选项，所述平移机构包括位于左右两侧的横梁支座、装于横梁支座内

滚动垫板上的横梁；所述横梁支座上装有齿板，所述横梁上装有通过减速电机驱动的滚动

轴，所述滚动轴两端装有与齿板配合的滚动齿轮。

[0010] 作为一个优选项，所述进深调节机构包括磨边燕尾滑轨母、用于安装磨边旋铣刀

的磨边燕尾滑轨公，所述磨边燕尾滑轨公通过进深调节丝杆在磨边燕尾滑轨母上滑动调节

进深。

[0011] 作为一个优选项，所述翻坯机组包括机架、装于机架上两侧的圆形转动架、装于圆

形转动架间用于夹持泡沫瓷砖坯的双层辊轴，所述双层辊轴间通过链条串联并通过电机驱

动；所述机架上装有通过翻转减速电机驱动的翻转转动轴，所述圆形转动架外侧面环绕有

与翻转转动轴两端齿合的旋转链条。

[0012] 作为一个优选项，所述双层辊轴间两侧分别设有通过气缸推动的防滑钢撑、导向

支架。

[0013] 作为一个优选项，所述旋转链条,两端分别设有限位块，所述翻转减速电机一侧装

有与限位块配合的电眼、限位开关。

[0014] 作为一个优选项，所述转向机组包括支架，所述支架上装有窄距输送带、差速输送

带、宽距输送带，所述差速输送带进端位于窄距输送带出端两侧，所述宽距输送带位于差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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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带两侧，所述窄距输送带、宽距输送带联动。

[0015] 作为一个优选项，所述长端侧面切割机组、宽端侧面切割机组还包括有位于两侧

通过液压缸下压的压梁。

[0016] 作为一个优选项，所述磨面旋铣刀、磨边旋铣刀均包括刀盘、环形排列于刀盘上的

刀头，所述刀头装于刀盘上的燕尾槽内。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依次排列为顶面切割机组、翻坯机

组、底面切割机组、长端侧面切割机组、转向机组、宽端侧面切割机组；进行铣磨泡沫陶瓷顶

面或底面时，通过铣磨深度逐渐递增的多个磨面旋铣刀对顶面或底面进行铣磨，在对长端

侧面、宽端侧面进行铣磨时，通过铣磨进深逐渐递增的多个磨边旋铣刀对长边或宽面进行

铣磨；磨边旋铣刀、磨面旋铣刀的渐进式排列方式，使泡沫陶瓷切割的厚度进行分工划分，

使泡沫陶瓷在经过磨边旋铣刀、磨面旋铣刀时逐步被切割，使泡沫陶瓷能够以较快的速度

进入切割区，缩短了生产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顶面切割机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底面切割机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的长端侧面切割机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的宽端侧面切割机组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发明的翻坯机组示意图；

[0025] 图7是本发明的转向机组示意图

[0026] 图8是本发明的平移机构示意图；

[0027] 图9是本发明的磨面旋铣刀示意图图一；

[0028] 图10是本发明的磨面旋铣刀示意图图二；

[0029] 图11是本发明的磨边旋铣刀示意图图一；

[0030] 图12是本发明的磨边旋铣刀示意图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参照图1，一种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依次排列为顶面切割机组  1、翻坯机组2、底

面切割机组3、长端侧面切割机组4、转向机组5、宽端侧面切割机组6；在进行切割生产时，泡

沫陶瓷通过顶面切割机组1对顶面进行铣磨切割、完成后通过翻坯机组2翻面，通过底面切

割机组3对泡沫陶瓷底面进行铣磨切割，完成后泡沫陶瓷进入长端侧面切割机组4中对长边

侧面进行铣磨切割，完成后泡沫陶瓷通过转向机组5旋转，使泡沫陶瓷的宽边位于左右两侧

并进入宽端侧面切割机组6进行铣磨切割，实现泡沫陶瓷的全切割。

[0032] 参照图2、图3、图8-图10，上述顶面切割机组1、底面切割机组3均包括多个磨面旋

铣刀1-1、用于磨面旋铣刀1-1升降的升降机构7、用于磨面旋铣刀1-1前后平移的平移机构

8，通过平移机构8  使磨面旋铣刀1-1在泡沫陶瓷顶面上前后移动，提高铣磨切割效果，同时

通过升降机构7改变磨面旋铣刀1-1的铣磨深度，使铣磨深度逐渐递增，在本实施例中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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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面铣磨切割的磨面旋铣刀1-1采用八个，八个磨面旋铣刀1-1将顶面铣磨深度进行平均分

配，如需铣磨切割深度为16cm时，八个磨面旋铣刀1-1铣磨深度依次为2cm、4cm、  6cm、8cm、

10cm、12cm、14cm、16cm，本实施例中用于底面铣磨切割的磨面旋铣刀1-1采用四组，同样对

铣磨深度进行平均分配，使泡沫陶瓷的顶面或底面逐步被铣磨切割完成。

[0033] 参照图4、图5、图11、图12，上述长端侧面切割机组4、宽端侧面切割机组6均包括有

多个磨边旋铣刀1-2、用于改变磨边旋铣刀  1-2进深的进深调节机构9，磨边旋铣刀1-2铣磨

进深逐渐递增，在本实施例中，长端侧面切割机组4、宽端侧面切割机组6均采用对向设置的

八组每组两个磨边旋铣刀1-2，八组磨面旋铣刀1-1将长边、宽端侧面铣磨进深进行平均分

配，如需铣磨长边、宽边切割深度为  16cm时，八个磨边旋铣刀1-2铣磨进深依次为2cm、4cm、

6cm、8cm、  10cm、12cm、14cm、16cm，使泡沫陶瓷的长边或宽边逐步被铣磨切割完成。

[0034] 如上述可知，本泡沫陶瓷切割生产线采用渐进式铣磨切割的方式，该方式相对于

现有直接切割的方式具有切割速度快、效率高的优点，缩短了单个泡沫陶瓷的切割时间，提

高了日产量。

[0035] 参照图9、图10，上述升降机构7包括固定于平移机构8上的燕尾滑轨母71、用于固

定磨面旋铣刀1-1的燕尾滑轨公72，燕尾滑轨公72通过升降丝杆73在燕尾滑轨母71上垂直

移动，使磨面旋铣刀  1-1垂直移动，进而改变铣磨切割深度。

[0036] 参照图11、图12上述平移机构8包括位于左右两侧的横梁支座  81、装于横梁支座

81内滚动垫板82上的横梁83；横梁支座81上装有齿板84，横梁83上装有通过减速电机2585

驱动的滚动轴86，使滚轴通过两端的滚动齿轮87在齿板84上滚动移动，使横梁83在横梁支

座81上前后移动；进深调节机构9包括磨边燕尾滑轨母91、用于安装磨边旋铣刀1-2的磨边

燕尾滑轨公92，在需要调节进深时，磨边燕尾滑轨公92通过进深调节丝杆93在磨边燕尾滑

轨母91上滑动调节进深。

[0037] 参照图6，上述翻坯机组2包括机架21、装于机架21上两侧的圆形转动架22、装于圆

形转动架22间用于夹持泡沫瓷砖坯的双层辊轴23，双层辊轴23间通过链条24串联并通过电

机25驱动，使双层辊轴23能够同步进行滚动输送；在机架21上装有通过翻转减速电机  26驱

动的翻转转动轴27，圆形转动架22外侧面环绕有与翻转转动轴  27两端齿合的旋转链条28；

泡沫陶瓷进入双层辊轴23中并被夹紧，翻转转动轴27通过翻转减速电机26驱动，使与其齿

合的旋转链条  28发生移动，从而使圆形转动架22发生转动，使泡沫陶瓷进行翻面；为使泡

沫陶瓷固定稳定，在双层辊轴23间两侧分别设有通过气缸29  推动的防滑钢撑30、导向支架

31，通过气缸将防滑钢推向导向支架  31，使泡沫陶瓷固定稳定；为使翻面到位，在旋转链条

28两端分别设有限位块281，翻转减速电机26一侧装有与限位块281配合的电眼282、限位开

关283。

[0038] 参照图7，上述转向机组5包括支架51，支架51上的窄距输送带52、差速输送带53、

宽距输送带54，差速输送带53进端位于窄距输送带52出端两侧，宽距输送带54位于差速输

送带53两侧，窄距输送带52、宽距输送带54联动，通过窄距输送带52将泡沫陶瓷输送到差速

输送带53上，因为差速输送带53与窄距输送带52速度不同，使泡沫陶瓷在差速输送带53发

生旋转，使其窄边位于左右两侧，使泡沫陶瓷完成长边铣磨切割后，可对窄边继续进行铣磨

切割。。

[0039] 参照图4、图5，长端侧面切割机组4、宽端侧面切割机组6还包括有位于两侧通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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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缸1-3下压的压梁1-4，使泡沫陶瓷能被压紧固定；上述磨面旋铣刀1-1、磨边旋铣刀1-2均

包括刀盘101、环形排列于刀盘101上的刀头102，刀头102装于刀盘101上的燕尾槽  103内，

使刀头102方便进行快速更换。

[0040] 根据上述原理，本发明还可以对上述实施方式进行适当的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发

明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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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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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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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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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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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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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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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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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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