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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激光加工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
种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及方法。克服现有采用贝塞
尔光束无法进一步提升玻璃切割厚度的难题。系
统包括单轴扫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
平场
聚焦镜组及光楔；
切割时，
将玻璃板放置在系统
出射光路中，
调整玻璃板位置，
使得玻璃板上表
面与系统基准光轴平行；
开启激光器，
激光束经
单轴扫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
平场聚焦镜
组后，
由光楔对光束进行折转聚焦在玻璃板上表
面；
单轴扫描镜组旋转扫描，
聚焦光斑从玻璃板
上表面沿z向向下表面移动，
同时控制调焦镜组
沿基准光轴方向移动，
在玻璃板内部形成一条聚
焦光斑扫描线；
移动玻璃板，
即可实现玻璃板切
割，
切割厚度可达几十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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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设置在激光出射光路中的单轴扫描镜组
(1)、
固定镜组(2)、调焦镜组(3)、
平场聚焦镜组(4)及光楔(5)；
所述单轴扫描镜组用于对入射光束进行高速单向扫描；
所述固定镜组(2)与调焦镜组(3)共同构成调焦整形系统，
固定镜组(2)位置固定，
调焦
镜组(3)能够沿光轴方向移动；
所述平场聚焦镜组(4)位于单轴扫描镜组(1)或固定镜组(2)与调焦镜组(3)构成的调
焦整形系统的出射光路中，
用于实现激光聚焦；
所述光楔(5)位于平场聚焦镜组(4)的出射光路中，
用于将入射光束进行折转聚焦至待
切割玻璃板待切割位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单轴扫描镜组(1)、
固定镜组
(2)、调焦镜组(3)沿激光出射光路依次设置；
或，
固定镜组(2)、调焦镜组(3)及单轴扫描镜组(1)沿激光出射光路依次设置。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固定镜组(2)包括沿光路依
次设置的第一透镜和第二透镜，
其中第一透镜为凹面朝向光束出射方向的弯月透镜，
第二
透镜为双凹透镜；
调焦镜组(3)包括沿光路依次设置的第三透镜和第四透镜，
其中第三透镜
为双凹透镜，
第四透镜为双凸透镜。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平场聚焦镜组(4)包括沿光
路依次设置的第五透镜、第六透镜、第七透镜和一个窗口片，
其中第五透镜为凹面朝向光束
入射方向的弯月透镜，
第六透镜为凹面朝向光束入射方向的弯月透镜，
第七透镜为双凸透
镜。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调焦镜组(3)在固定镜组(2)
和平场聚焦镜组(4)之间延光轴方向移动，
固定镜组(2)与调焦镜组(3)之间间隔变化为
116 .16mm—136 .16mm ，调焦镜组 (3) 与平场聚焦镜组 (4) 之间间隔变化为42 .10mm—
62 .10mm，
平场聚焦镜组(4)与光楔(5)之间间隔为38 .28mm。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第一透镜和第二透镜之间的
间隔为25 .54mm；
第三透镜和第四透镜之间的间隔为3 .45mm；
第五透镜和第六透镜之间间隔
为1 .25mm，
第六透镜和第七透镜之间间隔为4 .85mm。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第一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
径分别为16 .22mm和89 .78mm，
第一透镜中心厚度2 .40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d＝
1 .45，
阿贝数V d为68；
第二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9mm和9mm，
第二透镜中心厚度2 .09mm，
材料为熔
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d＝1 .45，
阿贝数V d为68。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第三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
径分别为‑326 .8mm和95mm，
第三透镜中心厚度4 .44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d＝
1 .45，
阿贝数V d为68；
第四 透镜两个球面的曲 率半径分 别为176 .65mm 和‑48 .86mm ，第四 透镜中 心厚 度
6 .28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d＝1 .45，
阿贝数V d为68。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第五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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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分别为‑43 .72mm和‑183 .55mm，
第五透镜中心厚度8 .63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
Nd＝1 .45，
阿贝数V d为68；
第六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115 .63mm和‑55 .56mm ，第六透镜中心厚度
11 .5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d＝1 .45，
阿贝数V d为68；
第七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655 .26mm和‑205 .15mm ，第七透镜中心厚度
7 .5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d＝1 .45，
阿贝数V d为68。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光楔(5)楔角在20 °
‑50 °
之
间，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d＝1 .45，
阿贝数V d为68。
11 .一种基于上述激光切割光学系统的玻璃切割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放置待切割玻璃板；
将待切割玻璃板放置在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出射光路中，
调整待切割玻璃板位置，
使得
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与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基准光轴平行；
定义待切割玻璃板的长度方向为
x向，
宽度方向为y向，
厚度方向为z向；
步骤2、切割；
开启激光器，
激光束经单轴扫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平场聚焦镜组后，
由光楔对
光束进行折转聚焦在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
单轴扫描镜组开始旋转扫描，
聚焦光斑从待切
割玻璃板上表面沿z向向下表面移动，
同时控制调焦镜组沿基准光轴方向移动，
完全补偿因
单轴扫描镜组扫描，
使得聚焦光斑沿基准光轴方向的偏移量；
在待切割玻璃板内部沿z向形
成一条聚焦光斑扫描线；
步骤3、
利用运动机构沿y向移动玻璃板，
实现玻璃板切割。
12 .一种基于上述激光切割光学系统的玻璃切割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放置待切割玻璃板；
将待切割玻璃板放置在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出射光路中，
调整待切割玻璃板位置，
使得
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与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基准光轴平行；
定义待切割玻璃板的长度方向为
x向，
宽度方向为y向，
厚度方向为z向；
步骤2、切割；
开启激光器，
激光束经单轴扫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平场聚焦镜组后，
由光楔对
光束进行折转聚焦在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
单轴扫描镜组开始旋转扫描，
聚焦光斑从待切
割玻璃板上表面向下表面移动，
同时控制调焦镜组沿基准光轴方向的移动速度及移动量，
不完全补偿因单轴扫描镜组扫描，
使得聚焦光斑沿基准光轴方向的偏移量；
在待切割玻璃
板内部形成一条聚焦光斑扫描线，
该条扫描线形貌随单轴扫描镜组扫描速度与调焦镜组移
动速度的匹配关系变化；
步骤3、
配合运动机构沿y向移动玻璃板，
即可实现玻璃板切割，
且切割面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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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激光加工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玻璃在我国各行各业的需求日益旺盛，
建筑、汽车、
电
子行业需求尤甚。
玻璃自身具有硬脆的特性，
传统方法采用硬质合金或金刚石刀具切割，
在
玻璃表面划出一条刻痕，
再通过机械手段将玻璃延刻痕分隔开，
这种加工方法存在边缘不
平滑及有微裂纹等问题，
且玻璃材料边缘存在不对称边缘应力及残留碎屑，
随着当今市场
对玻璃制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传统玻璃切割方法已很难满足要求。
[0003] 玻璃是无机材料，
热传导率很低，
理论上讲，
采用激光切割玻璃是一种有效加工方
法，
国内外针对激光切割玻璃技术已研究多年，
并且在汽车、
电子等行业实现了工程应用。
目前激光切割玻璃方法通常采用锥透镜形成贝塞尔光束对玻璃进行扫描切割，
基于贝塞尔
光束长焦深的优势，
可实现一定厚度玻璃高质量切割，
切口崩边可达到微米级，
极大满足了
电子、
汽车等行业对高端玻璃制品的需求。
[0004] 然而，
锥透镜形成的贝塞尔光束焦深有限，
导致玻璃切割的厚度很难进一步提升，
而在汽车等行业对于厚板玻璃制品需求强烈，
激光切割厚板玻璃存在技术瓶颈。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及基于该系统的玻璃切割方法，
通过
焦点单线扫描和多焦点聚焦配合实现在玻璃内部形成与玻璃表面垂直的线聚焦(角度可
调) ，
移动玻璃板实现切割，
本发明不仅可提升切割玻璃的厚度，
也可实现切口角度可调的
玻璃切割。
克服现有采用贝塞尔光束无法进一步提升玻璃切割厚度的难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激光切割光学系统，
其特殊之处在于：
包括设置在激光出射光路中的单轴扫
平场聚焦镜组及光楔；
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
[0008] 所述单轴扫描镜组用于对入射光束进行高速单向扫描；
[0009] 所述固定镜组与调焦镜组共同构成调焦整形系统，
固定镜组位置固定，
调焦镜组
能够沿光轴方向移动，
通过调整调焦镜组，
调节入射光束焦点沿基准光轴轴向距离，
补偿因
单轴扫描镜组扫描，
使得聚焦光斑沿基准光轴方向的偏移量；
[0010] 所述平场聚焦镜组位于单轴扫描镜组或固定镜组与调焦镜组构成的调焦整形系
统出射光路中，
用于实现激光聚焦；
[0011] 所述光楔位于平场聚焦镜组的出射光路中，
用于将入射光束进行折转聚焦至待切
割玻璃板上表面。
[0012] 进一步地，
单轴扫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沿激光出射光路依次设置。
[0013] 进一步地，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及单轴扫描镜组沿激光出射光路依次设置。
[0014] 进一步地，
固定镜组包括沿光路依次设置的第一透镜和第二透镜，
其中第一透镜
4

CN 114178712 A

说

明

书

2/5 页

为凹面朝向光束出射方向的弯月透镜，
第二透镜为双凹透镜；
调焦镜组包括沿光路依次设
置的第三透镜和第四透镜，
其中第三透镜为双凹透镜，
第四透镜为双凸透镜。
[0015] 进一步地，
平场聚焦镜组包括沿光路依次设置的第五透镜、第六透镜、第七透镜和
一个窗口片，
其中第五透镜为凹面朝向光束入射方向的弯月透镜，
第六透镜为凹面朝向光
束入射方向的弯月透镜，
第七透镜为双凸透镜。
[0016] 进一步地，
调焦镜组在固定镜组和平场聚焦镜组之间延光轴方向移动，
固定镜组
与调焦镜组之间间隔变化为116 .16mm—136 .16mm，
调焦镜组与平场聚焦镜组之间间隔变化
为42 .10mm—62 .10mm，
平场聚焦镜组与光楔之间间隔为38 .28mm。
[0017] 进一步地，
第一透镜和第二透镜之间的间隔为25 .54mm；
第三透镜和第四透镜之间
的间隔为3 .45mm；
第五透镜和第六透镜之间间隔为1 .25mm，
第六透镜和第七透镜之间间隔
为4 .85mm。
[0018] 进一步地，
第一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16 .22mm和89 .78mm，
第一透镜中
心厚度2 .40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0019] 第二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9mm和9mm，
第二透镜中心厚度2 .09mm，
材料
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0020] 进一步地，
第三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326 .8mm和95mm，
第三透镜中心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厚度4 .44mm，
[0021] 第四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176 .65mm和‑48 .86mm，
第四透镜中心厚度
6 .28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0022] 进一步地，
第五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43 .72mm和‑183 .55mm，
第五透镜
中心厚度8 .63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d为68；
[0023] 第六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115 .63mm和‑55 .56mm，
第六透镜中心厚度
11 .5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0024] 第七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655 .26mm和‑205 .15mm，
第七透镜中心厚度
7 .5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0025] 进一步地，
光楔楔角在20 °
‑50 °
之间，
根据切割玻璃厚度变化，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
阿贝数V d为68。
折射率为N d＝1 .45，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上述激光切割光学系统的玻璃切割方法，
其特殊之处在
于，
包括以下步骤：
[0027] 步骤1、
放置待切割玻璃板；
[0028] 将待切割玻璃板放置在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出射光路中，
调整待切割玻璃板位置，
使得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与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基准光轴平行；
定义待切割玻璃板的长度方
向为x向，
宽度方向为y向，
厚度方向为z向；
[0029] 步骤2、
切割；
[0030] 开启激光器，
激光束经单轴扫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
平场聚焦镜组后，
由光
楔对光束进行折转聚焦在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
单轴扫描镜组开始旋转扫描，
聚焦光斑从
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沿z向向下表面移动，
同时控制调焦镜组沿基准光轴方向移动，
完全补
偿因单轴扫描镜组扫描，
使得聚焦光斑沿基准光轴方向(x方向)的偏移量；
此时在待切割玻
璃板内部沿待切割玻璃板法向(z向)形成一条聚焦光斑扫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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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步骤3、利用运动机构沿y向移动玻璃板，
即可实现玻璃板切割，
且切割面与待切割
玻璃板表面垂直。
[0032] 本发明还提供另一种基于上述激光切割光学系统的玻璃切割方法，
其特殊之处在
于，
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1、
放置待切割玻璃板；
[0034] 将待切割玻璃板放置在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出射光路中，
使得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
与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基准光轴平行；
[0035] 步骤2、
切割；
[0036] 开启激光器，
激光束经单轴扫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
平场聚焦镜组后，
由光
楔对光束进行折转聚焦在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
单轴扫描镜组开始旋转扫描，
聚焦光斑从
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向下表面移动，
同时控制调焦镜组沿基准光轴方向的移动速度与移动
量，
使得聚焦光斑沿基准光轴方向(x方向)移动；
不完全补偿因单轴扫描镜组扫描，
使得聚
焦光斑沿基准光轴方向(x方向)的偏移量；
此时可在待切割玻璃板内部形成一条聚焦光斑
扫描线，
该条扫描线形貌可随单轴扫描镜组扫描速度与调焦镜组移动速度的匹配关系变
化；
可以是与z向之间具有夹角θ的斜线，
θ≠90 °
；
也可以是任意曲线。
[0037] 步骤3、
配合运动机构沿y向移动玻璃板，
即可实现玻璃板切割，
且切割面可变化。
[003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9] 1、
本发明通过采用扫描镜组可以使激光焦点延切割深度方向(z向)大角度扫描，
实现在玻璃内部形成沿切割深度方向的线聚焦，
移动玻璃即可实现切割，
切割厚度可达几
十mm，
相比于利用贝塞尔光束的切割厚度(最厚可实现5mm的切割)，
提升了切割厚度；
[0040] 2、
本发明根据单轴扫描镜组扫描速度，
通过调节调焦镜组移动速度，
补偿单轴扫
描镜组导致的焦点沿x方向的偏移，
通过完全补偿，
可以保证切割面与玻璃板表面垂直，
通
过部分补偿，
使得切割面面形可变。
附图说明
[0041] 图1为本发明激光切割光学系统光路原理示意图；
[0042] 图中附图标记为：
[0043] 1‑单轴扫描镜组，
2‑固定镜组，
3‑调焦镜组，
4‑平场聚焦镜组，
5‑光楔。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
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
而
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应当属于本发明的保护的范围。
[0045]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
但是本发明还可以
采用其他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
情况下做类似推广，
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4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
需要说明的是，
术语中的“上、
下、
x、
y、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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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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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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术语“第一、第二或第三等”仅用于描述目的，
而不能理解为指
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47] 如图1所示，
本实施例激光切割光学系统从激光入射方向开始，
依次包括单轴扫描
镜组1、
固定镜组2、调焦镜组3、平场聚焦镜组4及光楔5。在其他实施例中单轴扫描镜组1也
可放置在调焦镜组3和平场聚焦镜组4之间。
[0048] 单轴扫描镜组1为高速电机带动的反射镜组，
可实现入射光束高速单向扫描；
[0049] 固定镜组2包括沿光路依次设置的第一透镜和第二透镜，
其中第一透镜为弯月透
镜 ，第二透镜为双凹透镜 ，两者间隔为25 .54mm ：第一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
16 .22mm和89 .78mm，
第一透镜中心厚度2 .40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
贝数V d为68；
第二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9mm和9mm，
第二透镜中心厚度2 .09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0050]
其中第三透镜为双凹透
调焦镜组3包括沿光路依次设置的第三透镜和第四透镜，
镜 ，第四透镜为双凸透镜 ，两者间隔为3 .45mm ；第三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
326 .8mm和95mm，
第三透镜中心厚度4 .44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
数V d为68；
第四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176 .65mm和‑48 .86mm，
第四透镜中心厚度
6 .28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0051] 平场聚焦镜组4包括沿光路依次设置的第五透镜、
第六透镜、第七透镜和一个窗口
片，
其中第五透镜为弯月透镜，
第六透镜为弯月透镜，
第七透镜为双凸透镜，
第五透镜和第
六透镜之间间隔为1 .25mm，
第六透镜和第七透镜之间间隔为4 .85mm。
[0052] 第五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43 .72mm和‑183 .55mm，
第五透镜中心厚度
8 .63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第六透镜两个球面的曲
率半径分别为‑115 .63mm和‑55 .56mm，
第六透镜中心厚度11 .5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
率为N d＝1 .45 ，
阿贝数V d为68 ；第七透镜两个球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655 .26mm和‑
205 .15mm，
第七透镜中心厚度7 .5mm，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
68。
[0053] 光楔5的楔角在20 °
‑50 °
之间，
根据切割玻璃厚度变化，
材料为熔融石英，
其折射率
为N d＝1 .45，
阿贝数V d为68。
[0054]
调焦镜组3在固定镜组2和平场聚焦镜组4之间延光轴方向移动，
固定镜组2与调焦
镜组3之间间隔变化为116 .16mm—136 .16mm，
调焦镜组3与平场聚焦镜组4之间间隔变化为
42 .10mm—62 .10mm，
平场聚焦镜组4与光楔5之间间隔为38 .28mm。
[0055] 基于上述系统，
可通过下述方法实现厚板玻璃的切割，
切割面与玻璃板表面垂直：
[0056] 首先将待切割玻璃板放置在激光切割系统的后端，
保证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与激
光切割系统基准光轴平行；
定义待切割玻璃板的长度方向为x向，
宽度方向为y向，
厚度方向
为z向。
[0057] 之后，
开启激光器，
激光束依次经单轴扫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
平场聚焦镜
组后，
由光楔对光束进行折转聚焦在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
单轴扫描镜组开始旋转扫描，
聚
焦光斑从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沿z向向下表面移动，
同时调焦镜组沿基准光轴方向移动，
完
全补偿因单轴扫描镜组扫描，
使得聚焦光斑沿基准光轴方向(x方向)的偏移量；
此时在待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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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玻璃板内部延玻璃板法向(z向)形成一条聚焦光斑扫描线。配合运动机构沿y向移动待切
割玻璃板，
即可实现玻璃板切割，
且切割面与玻璃板表面垂直。
[0058]
可以通过预先标定获知：
标定时，
先不移动调焦
调焦镜组沿光轴方向的移动距离，
镜组补偿而直接切割，
然后测量切线延基准光轴方向偏移量，
从而确定调焦组的移动距离。
[0059] 基于上述系统，
通过下述方法实现切割面面形可变化的厚板玻璃切割：
[0060] 首先将待切割玻璃板放置在激光切割系统的后端，
保证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与激
光切割系统基准光轴平行；
[0061] 之后，
开启激光器，
激光束依次经单轴扫描镜组、
固定镜组、调焦镜组、
平场聚焦镜
组后，
由光楔对光束进行折转聚焦在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
单轴扫描镜组开始旋转扫描，
聚
焦光斑从待切割玻璃板上表面沿z向向下表面移动，
同时控制调焦镜组沿基准光轴方向的
移动速度与移动量，
匹配单轴扫描镜组扫描速度和调焦镜组移动速度，
不完全补偿延基准
光轴方向的聚焦光斑移动，
此时可在玻璃板内部形成一条聚焦光斑扫描线，
该条扫描线形
貌可随单轴扫描镜组扫描速度与调焦镜组移动速度的匹配关系变化。可以是与z向之间具
有夹角θ的斜线，
θ≠90 °
，
也可以是曲线等。配合运动机构移动玻璃板，
即可实现玻璃板切
割，
且切割面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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