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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包

括抛光机构、安装在抛光机构右端的除尘机构，

所述抛光机构包括抛光机壳、安装在抛光机壳内

侧的抛光轮，所述除尘机构包括固定连接在抛光

机壳上端的吸风管，吸风管右端固定连接有除尘

箱，除尘箱上端固定连接有吸风机，吸风机上端

固定连接有排风管，吸风管右端设有安装在除尘

箱内侧的滤布，滤布有若干个，吸风机可以将抛

光机壳内侧产生的铁屑吸收到除尘箱内侧，经过

滤布将铁屑等颗粒吸附，铁屑经过滤布过滤在经

过吸风机，可以避免铁屑太多对吸风机造成堵

塞，使得装置的使用寿命更长，使用效果更好，更

加健康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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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包括抛光机构（1）、安装在抛光机构（1）右端的除尘机构

（2），其特征是：所述抛光机构（1）包括抛光机壳（11）、安装在抛光机壳（11）内侧的抛光轮

（121），所述除尘机构（2）包括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11）上端的吸风管（211），吸风管（211）

右端固定连接有除尘箱（22），除尘箱（22）上端固定连接有吸风机（21），吸风机（21）上端固

定连接有排风管（212），吸风管（211）右端设有安装在除尘箱（22）内侧的滤布（23），滤布

（23）有若干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抛光机壳（11）内侧下

端转动连接有丝杠（132），丝杠（132）前后两端都设有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11）上的导向轴

（131），导向轴（131）上端固定连接有固定块（13），丝杠（132）转动连接在固定块（13）上，丝

杠（132）上端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133），丝杠（132）外侧螺纹连接有安装块（12），安装块

（12）滑动连接在导向轴（131）外侧，抛光轮（121）转动连接在安装块（12）前端，抛光轮（121）

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皮带轮（122），安装块（12）后端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125），第一电机

（125）转动固定连接有第二皮带轮（123），第一皮带轮（122）和第二皮带轮（123）之间通过传

送带（124）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抛光轮（121）有若干

个且等距均匀分布，抛光轮（121）外侧设有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11）内侧的冷却液管（16），

抛光轮（121）后端设有开在抛光机壳（11）上的引流槽（17），第一传送带（124）外侧设有固定

连接在安装块（12）上的第一防护罩（126），抛光轮（121）外侧设有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11）

内侧的第二防护罩（14）。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丝杠（132）外侧和导

向轴（131）外侧都安装有圆形防护罩（134）。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抛光轮（121）下端设

有转动连接在抛光机壳（11）内侧的第一从动轮（156），第一从动轮（156）前端向左侧倾斜，

第一从动轮（156）前端设有转动连接在抛光机壳（11）内侧的第一连接轴（151），第一连接轴

（151）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主动轮（15），第一连接轴（151）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链轮（152），

第一链轮（152）下端设有转动连接在抛光机壳（11）上的第二链轮（153），第一链轮（152）和

第二链轮（153）之间通过第一链条（154）连接，第二链轮（153）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

（15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滤布（23）右端设有转

动连接在除尘箱（22）上的第一密封门（22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滤布（23）下端设有安

装在除尘箱（22）内侧的除尘盒（24），除尘盒（24）右端设有转动连接在除尘箱（22）上的第二

密封门（22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除尘盒（24）内装有

水，除尘盒（24）下端安装有万向轮（24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抛光机构（1）左右两

端都安装有输送机构（3），输送机构（3）包括输送支架（31），输送支架（31）上端转动连接有

第二连接轴（321），第二连接轴（321）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二主动轮（32），第二连接轴（321）外

侧固定连接有第三链轮（322），第三链轮（322）下端设有第四链轮（323），第三链轮（32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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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链轮（323）之间通过第二链条（324）连接，第四链轮（323）右端固定连接有第四电机

（325），第四电机（325）固定连接在输送支架（31）上，第二主动轮（32）后端设有转动连接在

输送支架（31）上端的第二从动轮（326），第二从动轮（326）前端向左侧倾斜。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第二从动轮（326）后

端设有转动连接在输送支架（31）后端的第三连接轴（33），第三连接轴（33）外侧固定连接有

第二连接杆（333）的一端，第二连接杆（333）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气缸（334），气缸（334）后

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335），支撑板（335）固定连接在输送支架（31）上，第三连接轴（33）外

侧固定连接有第一连接杆（331）的一端，第一连接杆（331）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压轮（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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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抛光装置，尤其涉及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今机加械加工中，抛光往往是一种对零件的表面进行最终加工工艺，其主要

目的去除前面工序的加工痕迹，如刀痕、磨痕、划印、磨点等，改善零件表面粗糙度。现有抛

光轴的抛光机，在抛光时，会产生大量废屑，工人工作时，会影响身体健康，从而影响工作。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能够

很好地吸收铁屑等颗粒，更加环保健康。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这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包括抛光

机构、安装在抛光机构右端的除尘机构，所述抛光机构包括抛光机壳、安装在抛光机壳内侧

的抛光轮，所述除尘机构包括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上端的吸风管，吸风管右端固定连接有

除尘箱，除尘箱上端固定连接有吸风机，吸风机上端固定连接有排风管，吸风管右端设有安

装在除尘箱内侧的滤布，滤布有若干个，吸风机可以将抛光机壳内侧产生的铁屑吸收到除

尘箱内侧，经过滤布将铁屑等颗粒吸附，铁屑经过滤布过滤在经过吸风机，可以避免铁屑太

多对吸风机造成堵塞，使得装置的使用寿命更长，使用效果更好，更加健康环保。

[0005] 为了进一步完善，所述抛光机壳内侧下端转动连接有丝杠，丝杠前后两端都设有

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上的导向轴，导向轴上端固定连接有固定块，丝杠转动连接在固定块

上，丝杠上端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丝杠外侧螺纹连接有安装块，安装块滑动连接在导向轴

外侧，抛光轮转动连接在安装块前端，抛光轮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皮带轮，安装块后端固定

连接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转动固定连接有第二皮带轮，第一皮带轮和第二皮带轮之间通

过传送带连接，通过丝杠调节抛光轮的高度，使得抛光轮的调节精度更高，抛光精度更高，

抛光效果更好。

[0006] 进一步完善，所述抛光轮有若干个且等距均匀分布，抛光轮外侧设有固定连接在

抛光机壳内侧的冷却液管，抛光轮后端设有开在抛光机壳上的引流槽，第一传送带外侧设

有固定连接在安装块上的第一防护罩，抛光轮外侧设有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内侧的第二防

护罩，使得装置的抛光效果更好，冷却液可以将铁屑冲落，使得装置的除尘效果更好。

[0007] 进一步完善，所述丝杠外侧和导向轴外侧都安装有圆形防护罩，避免铁屑对丝杠

和导向轴传动的影响。

[0008] 进一步完善，所述抛光轮下端设有转动连接在抛光机壳内侧的第一从动轮，第一

从动轮前端向左侧倾斜，第一从动轮前端设有转动连接在抛光机壳内侧的第一连接轴，第

一连接轴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主动轮，第一连接轴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链轮，第一链轮下

端设有转动连接在抛光机壳上的第二链轮，第一链轮和第二链轮之间通过第一链条连接，

第二链轮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第一主动轮带动光轴转动，光轴带动第一从动轮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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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一从动轮向左侧倾斜可以带动光轴向左侧移动，使得光轴的抛光效果更好，装置的

使用效果更好。

[0009] 进一步完善，所述滤布右端设有转动连接在除尘箱上的第一密封门，打开第一密

封门，敲打滤布，可以将滤布上吸附的铁屑打落，使得滤布可以循环使用，装置的使用寿命

更长，更加环保。

[0010] 进一步完善，所述滤布下端设有安装在除尘箱内侧的除尘盒，除尘盒右端设有转

动连接在除尘箱上的第二密封门，当除尘盒内的铁屑装满时，打开第二密封门即可取出除

尘盒将铁屑回收，使得装置使用更加便捷，更加环保。

[0011] 进一步完善，所述除尘盒内装有水，除尘盒下端安装有万向轮，掉落的铁屑经过水

的吸收，不会再次扩散，使得装置的除尘效果更好，使用更加便捷。

[0012] 进一步完善，所述抛光机构左右两端都安装有输送机构，输送机构包括输送支架，

输送支架上端转动连接有第二连接轴，第二连接轴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二主动轮，第二连接

轴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三链轮，第三链轮下端设有第四链轮，第三链轮和第四链轮之间通过

第二链条连接，第四链轮右端固定连接有第四电机，第四电机固定连接在输送支架上，第二

主动轮后端设有转动连接在输送支架上端的第二从动轮，第二从动轮前端向左侧倾斜，输

送机构可以对光轴起到支撑作用，同时可以对光轴进行输送，使得光轴的抛光效果更好，装

置的加工效率更高。

[0013] 进一步完善，所述第二从动轮后端设有转动连接在输送支架后端的第三连接轴，

第三连接轴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二连接杆的一端，第二连接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气缸，气

缸后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支撑板固定连接在输送支架上，第三连接轴外侧固定连接有第

一连接杆的一端，第一连接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压轮，由于光轴表面很光滑，光轴输送过

程中与第二主动轮会发生打滑现象，使得第二主动轮输送光轴的速度较慢，气缸可以带动

压轮下压，压轮可以将光轴下压，使得光轴充分接触第二主动轮，避免打滑，使得输送机构

的输送效果更好，装置的加工效率更高。

[0014] 本实用新型有益的效果是：本实用新型能够很好地吸收铁屑等颗粒，更加环保健

康，吸风机可以将抛光机壳内侧产生的铁屑吸收到除尘箱内侧，经过滤布将铁屑等颗粒吸

附，铁屑经过滤布过滤在经过吸风机，可以避免铁屑太多对吸风机造成堵塞，使得装置的使

用寿命更长，使用效果更好，更加健康环保，通过丝杠调节抛光轮的高度，使得抛光轮的调

节精度更高，抛光精度更高，抛光效果更好，由于第一从动轮向左侧倾斜可以带动光轴向左

侧移动，使得光轴的抛光效果更好，装置的使用效果更好，打开第一密封门，敲打滤布，可以

将滤布上吸附的铁屑打落，使得滤布可以循环使用，装置的使用寿命更长，更加环保，掉落

的铁屑经过水的吸收，不会再次扩散，使得装置的除尘效果更好，使用更加便捷，输送机构

可以对光轴起到支撑作用，同时可以对光轴进行输送，使得光轴的抛光效果更好，装置的加

工效率更高，由于光轴表面很光滑，光轴输送过程中与第二主动轮会发生打滑现象，使得第

二主动轮输送光轴的速度较慢，气缸可以带动压轮下压，压轮可以将光轴下压，使得光轴充

分接触第二主动轮，避免打滑，使得输送机构的输送效果更好，装置的加工效率更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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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除尘箱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抛光机壳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抛光机壳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安装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输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实用新型压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1、抛光机构；11、抛光机壳；12、安装块；121、抛光轮；122、第一皮带

轮；123、第二皮带轮；124、传送带；125、第一电机；126、第一防护罩；13、固定块；131、导向

轴；132、丝杠；133、第二电机；134、圆形防护罩；14、第二防护罩；15、第一主动轮；151、第一

连接轴；152、第一链轮；153、第二链轮；154、第一链条；155、第三电机；156、第一从动轮；16、

冷却液管；17、引流槽；2、除尘机构；21、吸风机；211、吸风管；212、排风管；22、除尘箱；221、

第一密封门；222、第二密封门；23、滤布；24、除尘盒；241、万向轮；3、输送机构；31、输送支

架；32、第二主动轮；321、第二连接轴；322、第三链轮；323、第四链轮；324、第二链条；325、第

四电机；326、第二从动轮；33、第三连接轴；331、第一连接杆；332、压轮；333、第二连接杆；

334、气缸；335、支撑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一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包括抛光机构1、安装在抛光

机构1右端的除尘机构2，抛光机构1包括抛光机壳11、安装在抛光机壳11内侧的抛光轮121，

除尘机构2包括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11上端的吸风管211，吸风管211右端固定连接有除尘

箱22，除尘箱22上端固定连接有吸风机21，吸风机21上端固定连接有排风管212，吸风管211

右端设有安装在除尘箱22内侧的滤布23，滤布23有若干个，滤布23右端设有转动连接在除

尘箱22上的第一密封门221，滤布23下端设有安装在除尘箱22内侧的除尘盒24，除尘盒24右

端设有转动连接在除尘箱22上的第二密封门222，除尘盒24内装有水，除尘盒24下端安装有

万向轮241。

[0025] 如图1和图3‑图5所示：抛光机壳11内侧下端转动连接有丝杠132，丝杠132前后两

端都设有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11上的导向轴131，导向轴131上端固定连接有固定块13，丝

杠132转动连接在固定块13上，丝杠132上端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133，丝杠132外侧螺纹连

接有安装块12，安装块12滑动连接在导向轴131外侧，抛光轮121转动连接在安装块12前端，

抛光轮121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皮带轮122，安装块12后端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125，第一电

机125转动固定连接有第二皮带轮123，第一皮带轮122和第二皮带轮123之间通过传送带

124连接，抛光轮121有若干个且等距均匀分布，抛光轮121外侧设有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11

内侧的冷却液管16，抛光轮121后端设有开在抛光机壳11上的引流槽17，第一传送带124外

侧设有固定连接在安装块12上的第一防护罩126，抛光轮121外侧设有固定连接在抛光机壳

11内侧的第二防护罩14，丝杠132外侧和导向轴131外侧都安装有圆形防护罩134，抛光轮

121下端设有转动连接在抛光机壳11内侧的第一从动轮156，第一从动轮156前端向左侧倾

斜，第一从动轮156前端设有转动连接在抛光机壳11内侧的第一连接轴151，第一连接轴151

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主动轮15，第一连接轴151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链轮152，第一链轮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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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端设有转动连接在抛光机壳11上的第二链轮153，第一链轮152和第二链轮153之间通过

第一链条154连接，第二链轮153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155。

[0026] 如图1和图6‑图7所示：抛光机构1左右两端都安装有输送机构3，输送机构3包括输

送支架31，输送支架31上端转动连接有第二连接轴321，第二连接轴321外侧固定连接有第

二主动轮32，第二连接轴321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三链轮322，第三链轮322下端设有第四链轮

323，第三链轮322和第四链轮323之间通过第二链条324连接，第四链轮323右端固定连接有

第四电机325，第四电机325固定连接在输送支架31上，第二主动轮32后端设有转动连接在

输送支架31上端的第二从动轮326，第二从动轮326前端向左侧倾斜，第二从动轮326后端设

有转动连接在输送支架31后端的第三连接轴33，第三连接轴33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二连接杆

333的一端，第二连接杆333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气缸334，气缸334后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

335，支撑板335固定连接在输送支架31上，第三连接轴33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连接杆331的

一端，第一连接杆331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压轮332。

[0027]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将光轴放置到右端的第二主动轮32和第二从动轮326上端，

右侧的气缸334带动第二连接杆333转动，第二连接杆333带动第三连接轴33转动，第三连接

轴33带动第一连接杆331转动，第一连接杆331带动压轮332下压，压轮332将光轴下压，第四

电机325带动第四链轮323转动，第四链轮323通过第二链条324带动第三链轮322转动，第三

链轮322带动第二主动轮32转动，第二主动轮32带动光轴转动，光轴带动第二从动轮326转

动，第二从动轮326带动光轴向左侧移动，使得光轴移动到第一主动轮15和第一从动轮156

上端，第一电机125带动第二皮带轮123转动，第二皮带轮123通过传送带124带动第一皮带

轮122转动，第一皮带轮122带动抛光轮121转动，第二电机133带动丝杠132转动，丝杠132带

动安装块12下移，安装块12带动抛光轮121下移对光轴进行抛光，吸风机21通过吸风管211

将铁屑等颗粒吸到除尘箱22内，通过滤布23将铁屑吸附，一定时间可以对滤布23进行抖动

将滤布23上的铁屑抖落到除尘盒24内。

[0028] 虽然本实用新型已通过参考优选的实施例进行了图示和描述，但是，本专业普通

技术人员应当了解，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可作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光轴环保抛光装置

各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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