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019801.8

(22)申请日 2020.01.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015486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4.17

(73)专利权人 台州市中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 317527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温峤镇

温岭市科技企业孵化器1幢202室

(72)发明人 王海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同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57

代理人 于晶晶

(51)Int.Cl.

B24B 29/02(2006.01)

B24B 41/06(2012.01)

B24B 41/00(2006.01)

审查员 邢延思

 

(54)发明名称

一种螺钉帽抛光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抛光机，尤其涉及一种螺钉

帽抛光机。本发明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供一种可

自动打磨螺钉帽可实现机械代替人工的螺钉帽

抛光机。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包括有机架、第一轴

承、第二轴承、第三轴承、第一滑杆、第一滑块、第

二滑杆、第二滑块、U型齿条、伺服电机等；机架U

型台上下两侧分别安装有第一滑杆和第二滑杆，

第一滑杆上的第一滑块连接与U型齿条的下侧，

第二滑杆上的第二滑块连接与U型齿条的上侧，

伺服电机安装于机架U型台上。本发明通过机械

运转实现了自动抛光螺钉帽的功能，抛光作业可

连续运转，抛光的帽体表面平滑，工作人员只需

要向槽盘上上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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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其特征是：包括有机架（1）、第一轴承（101）、第二轴承（102）、第

三轴承（103）、第一滑杆（2）、第一滑块（201）、第二滑杆（3）、第二滑块（301）、U型齿条（4）、伺

服电机（5）、第一缺齿齿轮（6）、第一锥齿轮（7）、第一轴杆（8）、第二锥齿轮（9）、第一带轮

（10）、第二轴杆（11）、第二带轮（12）、传送皮带（13）、抛光刷（14）、第二缺齿齿轮（15）、第三

轴杆（16）、直齿轮（17）、槽盘（18）和推动机构（19），机架（1）U型台上下两侧分别安装有第一

滑杆（2）和第二滑杆（3），第一滑杆（2）上的第一滑块（201）连接与U型齿条（4）的下侧，第二

滑杆（3）上的第二滑块（301）连接与U型齿条（4）的上侧，伺服电机（5）安装于机架（1）U型台

上，伺服电机（5）位于第一滑杆（2）的后侧，伺服电机（5）输出轴上安装有并联的第一缺齿齿

轮（6）和第一锥齿轮（7），机架（1）上臂从右到左依次嵌有第一轴承（101）、第二轴承（102）和

第三轴承（103），第一轴承（101）内套有第一轴杆（8），第二轴承（102）内套有第二轴杆（11），

第三轴承（103）内套有第三轴杆（16），第一轴杆（8）下端连接第二锥齿轮（9），第二锥齿轮

（9）与第一锥齿轮（7）啮合，第一轴杆（8）和第二轴杆（11）的上端分别装有第一带轮（10）和

第二带轮（12），第一带轮（10）和第二带轮（12）之间绕有传送皮带（13），第二缺齿齿轮（15）

位于第二带轮（12）的下方，第二缺齿齿轮（15）嵌在第二轴杆（11）上，第二轴杆（11）下端安

装有抛光刷（14），第三轴杆（16）上端嵌有直齿轮（17），第二缺齿齿轮（15）与直齿轮（17）啮

合，第三轴杆（16）下端连接有槽盘（18），槽盘（18）右侧下方设有推动机构（19）。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其特征是：第一带轮（10）和第二带轮（12）

均为齿形皮带轮。

3.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其特征是：传送皮带（13）为齿形皮带，

齿形皮带配合齿形皮带轮使用。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其特征是：推动机构（19）包括有第一支杆

（191）、导向孔板（192）、导杆（193）、推板（194）、第一滚轮（195）、第二弧形块（196）、连接块

（197）和拉簧（198），第一支杆（191）连接与机架（1）上，第一支杆（191）上端连接导向孔板

（192），导向孔板（192）的中部导孔内滑动设置有导杆（193），导杆（193）上端连接推板

（194），导杆（193）下端转动式连接第一滚轮（195），第二弧形块（196）固接在U型齿条（4）的

一端，连接块（197）固接在第一支杆（191）的一侧，拉簧（198）的一端连接连接块（197），拉簧

（198）的另一端穿过导向孔板（192）的另一个孔与推板（194）连接。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其特征是：还包括有夹持机构（20），夹持

机构（20）安装在U型齿条（4）上方左端，夹持机构（20）包括有下夹板（2001）、支座（2002）、上

夹板（2003）、限位块（2004）、第二滚轮（2005）和弹簧（2006），下夹板（2001）固接在U型齿条

（4）上方左端，下夹板（2001）上固接有支座（2002），上夹板（2003）与支座（2002）转动连接，

上夹板（2003）上设有限位块（2004），上夹板（2003）右端转动式连接有第二滚轮（2005），上

夹板（2003）下方右侧连接有弹簧（2006），弹簧（2006）的另一端与下夹板（2001）连接。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其特征是：还包括有第一弧形块（21），第

一弧形块（21）固接在机架（1）顶部。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其特征是：还包括有第二支杆（22）和推块

（221），第二支杆（22）固接在机架（1）顶部，第二支杆（22）位于第一弧形块（21）的左侧，第二

支杆（22）下端前侧固接有推块（221）。

8.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其特征是：还包括有磁铁（1942），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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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设置在推板（194）的凹槽（1941）内。

9.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其特征是：还包括有下料槽（23），下料槽

（23）设置在第二支杆（22）的正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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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螺钉帽抛光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抛光机，尤其涉及一种螺钉帽抛光机。

背景技术

[0002] 抛光机也称为研磨机，常常用作机械式研磨、抛光及打蜡。其工作原理是：电动机

带动安装在抛光机上的海绵或羊毛抛光盘高速旋转，由于抛光盘和抛光剂共同作用并与待

抛表面进行摩擦，进而可达到去除漆面污染、氧化层、浅痕的目的。抛光盘的转速一般在

1500‑3000r/min，多为无级变速，施工时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

[0003] 小型冲压厂加工的异形螺钉上的螺钉帽上带有毛刺螺钉帽表层不光滑，目前螺钉

帽的抛光方式一般都是工人手动工具夹持螺钉，螺钉在旋转的抛光刷上打磨抛光，生产效

率极其低下，不能自动化抛光打磨，因此一种可自动打磨螺钉帽可实现机械代替人工的螺

钉帽抛光机。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目前螺钉帽的抛光方式一般都是工人手动工具夹持螺钉，螺钉在旋转的

抛光刷上打磨抛光，生产效率极其低下，不能自动化抛光打磨的缺点，本发明的技术问题

是：提供一种可自动打磨螺钉帽可实现机械代替人工的螺钉帽抛光机。

[0005] 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包括有机架、第一轴承、第二轴承、第三轴承、第一滑杆、第一

滑块、第二滑杆、第二滑块、U型齿条、伺服电机、第一缺齿齿轮、第一锥齿轮、第一轴杆、第二

锥齿轮、第一带轮、第二轴杆、第二带轮、传送皮带、抛光刷、第二缺齿齿轮、第三轴杆、直齿

轮、槽盘和推动机构，机架U型台上下两侧分别安装有第一滑杆和第二滑杆，第一滑杆上的

第一滑块连接与U型齿条的下侧，第二滑杆上的第二滑块连接与U型齿条的上侧，伺服电机

安装于机架U型台上，伺服电机位于第一滑杆的后侧，伺服电机输出轴上安装有并联的第一

缺齿齿轮和第一锥齿轮，机架上臂从右到左依次嵌有第一轴承、第二轴承和第三轴承，第一

轴承内套有第一轴杆，第二轴承内套有第二轴杆，第三轴承内套有第三轴杆，第一轴杆下端

连接第二锥齿轮，第二锥齿轮与第一锥齿轮啮合，第一轴杆和第二轴杆的上端分别装有第

一带轮和第二带轮，第一带轮和第二带轮之间绕有传送皮带，第二缺齿齿轮位于第二带轮

的下方，第二缺齿齿轮嵌在第二轴杆上，第二轴杆下端安装有抛光刷，第三轴杆上端嵌有直

齿轮，第二缺齿齿轮与直齿轮啮合，第三轴杆下端连接有槽盘，槽盘右侧下方设有推动机

构。

[0006] 进一步说明，第一带轮和第二带轮均为齿形皮带轮。

[0007] 进一步说明，传送皮带为齿形皮带，齿形皮带配合齿形皮带轮使用。

[0008] 进一步说明，推动机构包括有第一支杆、导向孔板、导杆、推板、第一滚轮、第二弧

形块、连接块和拉簧，第一支杆连接与机架上，第一支杆上端连接导向孔板，导向孔板的中

部导孔内滑动设置有导杆，导杆上端连接推板，导杆下端转动式连接第一滚轮，第二弧形块

固接在U型齿条的一端，连接块固接在第一支杆的一侧，拉簧的一端连接连接块，拉簧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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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穿过导向孔板的另一个孔与推板连接。

[0009] 进一步说明，还包括有夹持机构，夹持机构安装在U型齿条上方左端，夹持机构包

括有下夹板、支座、上夹板、限位块、第二滚轮和弹簧，下夹板固接在U型齿条上方左端，下夹

板上固接有支座，上夹板与支座转动连接，上夹板上设有限位块，上夹板右端转动式连接有

第二滚轮，上夹板下方右侧连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与下夹板连接。

[0010] 进一步说明，还包括有第一弧形块，第一弧形块固接在机架顶部。

[0011] 进一步说明，还包括有第二支杆和推块，第二支杆固接在机架顶部，第二支杆位于

第一弧形块的左侧，第二支杆下端前侧固接有推块。

[0012] 进一步说明，还包括有磁铁，磁铁设置在推板的凹槽内。

[0013] 进一步说明，还包括有下料槽，下料槽设置在第二支杆的正下方。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机械运转实现了自动抛光螺钉帽的功能，抛光

作业可连续运转，抛光的帽体表面平滑，工作人员只需要向槽盘上上料即可，抛光过程工人

远离了抛光刷，还能防止意外发生，抛光完毕的螺钉会自动掉落到下料槽。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推动机构放大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夹持机构放大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机架，101：第一轴承，102：第二轴承，103：第三轴承，2：第一滑杆，201：第

一滑块，3：第二滑杆，301：第二滑块，4：U型齿条，5：伺服电机，6：第一缺齿齿轮，7：第一锥齿

轮，8：第一轴杆，9：第二锥齿轮，10：第一带轮，11：第二轴杆，12：第二带轮，13：传送皮带，

14：抛光刷，15：第二缺齿齿轮，16：第三轴杆，17：直齿轮，18：槽盘，19：推动机构，191：第一

支杆，192：导向孔板，193：导杆，194：推板，1941：凹槽，1942：磁铁，195：第一滚轮，196：第二

弧形块，197：连接块，198：拉簧，20：夹持机构，2001：下夹板，2002：支座，2003：上夹板，

2004：限位块，2005：第二滚轮，2006：弹簧，21：第一弧形块，22：第二支杆，221：推块，23：下

料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现在将参照附图在下文中更全面地描述本发明，在附图中示出了本发明当前优选

的实施方式。然而，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实施，并且不应被解释为限于本文所阐述

的实施方式；而是为了透彻性和完整性而提供这些实施方式，并且这些实施方式将本发明

的范围充分地传达给技术人员。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螺钉帽抛光机，如图1所示，U型齿条4的齿牙位于内侧并相互对称，齿牙平直，

U型齿条4内的两侧齿牙均与第一缺齿齿轮6啮合，伺服电机5的旋转方式为逆时针旋转，此

螺钉帽抛光机的使用方式是，把螺钉放置于槽盘18的槽内，第二缺齿齿轮15每旋转一圈槽

盘18上的槽部位都与抛光刷14垂直，推动机构19向上推动螺钉，使螺钉帽位于抛光刷14内，

旋转中的抛光刷14对螺钉帽进行抛光作业，此螺钉帽抛光机的槽盘18上方还能加装自动往

槽盘18的槽内下料的振动盘，以便于更加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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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第一带轮10和第二带轮12均为齿形皮带轮。

[0023] 传送皮带13为齿形皮带，齿形皮带配合齿形皮带轮使用。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推动机构19为推动螺钉所用，U型齿条4向左移动时，U型齿条4上

的第二弧形块196接触第一滚轮195，U型齿条4向左移动第一滚轮195沿着第二弧形块196移

动，当第一滚轮195移动到第二弧形块196顶端时，导杆193上的推板194推动槽盘18槽内的

螺钉与抛光刷14接触，U型齿条4向左移动时，第一滚轮195脱离第二弧形块196，拉簧198拉

动推板194复位。

[0025] 磁铁1942固定在推板194的凹槽1941内，磁铁1942的吸附槽盘18上已经打磨好的

螺钉向下移动，防止打磨好的螺钉卡在抛光刷14内，使夹持机构20运作时能够夹住螺钉，保

证机械的正常运转。

[0026] 实施例2

[0027]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如图1和图3所示，夹持机构20为夹取抛光完毕的螺钉所用，U

型齿条4向左移动时，下夹板2001和上夹板2003对螺钉进行夹持，夹持机构20上的限位块

2004限制下夹板2001与上夹板2003的开口距离，U型齿条4向右移动时，夹持机构20把槽盘

18上的螺钉夹持出。

[0028] 第一弧形块21固接在机架1顶部，U型齿条4向右移动时，上夹板2003上的第二滚轮

2005沿着第一弧形块21的轨迹向右移动，上夹板2003右侧向下缩起，上夹板2003另一端翘

起，此时上夹板2003与下夹板2001之间的螺钉掉落。

[0029] 第二支杆22固接在机架1顶部，第二支杆22下端前侧固接有推块221，U型齿条4向

右移动时，上夹板2003上的第二滚轮2005沿着第一弧形块21的轨迹向右移动，上夹板2003

右侧向下缩起，上夹板2003另一端翘起，此时上夹板2003与下夹板2001之间的螺钉触碰推

块221，推块221把螺钉推掉，推块221的作用是防止上夹板2003与下夹板2001张开时螺钉不

掉落。

[0030] 如图1所示，下料槽23设置在第二支杆22的正下方，夹持机构20上螺钉掉落时会沿

着下料槽23掉落，防止螺钉触碰抛光机上面正在运转的机械部件。

[0031] 虽然已经参照示例性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是应理解本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示

例性实施例。以下权利要求的范围应给予最宽泛的解释，以便涵盖所有的变型以及等同的

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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