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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

生产线用砂带机，包括砂带机架，砂带机架上设

有至少一组砂带机构，砂带机构包括砂带主梁、

驱动电机、主动轮、从动轮以及砂带，从动轮通过

从动支架装设于砂带主梁上，砂带机架设有砂带

涂料机构，砂带涂料机构包括涂料安装架以及涂

料安装槽，涂料安装槽内设有涂料，涂料安装槽

外设有涂料夹持气缸，涂料夹持气缸的输出端穿

过涂料安装槽后与涂料相抵接，该砂带机通过砂

带涂料机构自动对砂带进行涂抹肥皂，提高砂带

寿命，通过多组砂带机构对装饰件精细打磨，通

过涨紧组件对砂带进行纠偏，通过浮动打磨组件

装饰条过度打磨，通过飞屑收集组件避免飞屑影

响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6页

CN 213498346 U

2021.06.22

CN
 2
13
49
83
46
 U



1.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包括砂带机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砂带机

架上设有至少一组用于打磨装饰条的砂带机构，所述砂带机构包括设置在砂带机架上的砂

带主梁、设置在砂带主梁上驱动电机、与驱动电机联动的主动轮、设置在主动轮下端的从动

轮以及套设在主动轮与从动轮上的砂带，所述从动轮通过从动支架装设于砂带主梁上，所

述砂带机架对应砂带的一端设有砂带涂料机构，所述砂带涂料机构包括设置在砂带上的涂

料安装架以及设置在涂料安装架上的涂料安装槽，所述涂料安装槽内设有用于涂抹砂带的

涂料，所述涂料安装槽外设有涂料夹持气缸，所述涂料夹持气缸的输出端穿过涂料安装槽

后与涂料相抵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涂料安装架对应涂料安装槽的一端设有涂料驱动气缸，所述涂料驱动气缸的输出端与涂料

安装槽连接，并驱动涂料安装槽沿涂料安装架上下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砂带主梁与砂带机架之间设有浮动打磨组件，所述浮动打磨组件包括设置在砂带主梁对应

驱动电机两端的浮动臂，所述浮动臂两端均设有轴承柱，所述浮动臂通过轴承柱与砂带主

梁和砂带机架活动连接，并使砂带主梁通过浮动臂在砂带机架内左右摆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砂带机构还包括有涨紧组件，所述涨紧组件包括设置在砂带主梁远离主动轮一端的涨

紧气缸、与涨紧气缸的输出端连接的连接板、与连接板连接的连接座以及设置于连接座内

的涨紧轮，所述涨紧轮与砂带相抵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砂带机架对应砂带机构的底部设有飞屑收集组件，所述飞屑收集组件包括设置在主动

轮下方的飞屑收集斗以及与飞屑收集斗相连通的吸废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砂带机构的数量为2，所述砂带机构纵向上下设置在砂带机架上，且每组砂带机构上的

砂带规格不同，所述砂带机构上均设有砂带涂料机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涂料为肥皂。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连接座与连接板活动连接，且连接座上设有控制涨紧轮沿连接板转动的纠偏组件，所述纠

偏组件包括设置在涨紧气缸上的纠偏电机与设置在连接座对应纠偏电机一端的第一纠偏

齿轮，所述纠偏电机的输出端设有与第一纠边齿轮相啮合的第二纠偏齿轮，所述纠偏电机

通过第二纠偏齿轮带动涨紧轮沿连接板左右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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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智能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

砂带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的逐步普及，人们对汽车认识的深入，提升汽车的档次的做法越来越受

到汽车厂商和消费者的认可，为了达到良好的美观效果，一般在汽车的车门窗上会安装有

铝及其合金材料制成的汽车装饰条，从而增加了车身侧面的美感,与车身弧度高度吻合，持

久耐用不变形。同时，对车门开关时易磕碰的车身漆提供了有效保护，而在安装前需要通过

一定工具的打磨抛光才能进行使用。

[0003] 现有的汽车装饰条的打磨抛光工序采用智能化加工，其生产线包括工业机器人、

放料台、砂带机与清光机，工业机器人通过夹持工装将放料台上待打磨的汽车装饰条夹持

后，依次通过砂带机打磨后，再通过清光机精抛光完成装饰条的打磨抛光工序，现有的砂带

机在打磨装饰条时只能通过一条砂带进行打磨，需要精细打磨时还需要更换砂带，导致装

饰条打磨精度不足与效率低下，同时现有的砂带机在打磨装饰条时由于砂带与装饰条硬性

接触，容易对装饰条过度打磨，对装饰条造成损坏，且由于砂带在长时间打磨过程中过热或

砂带温度不平衡导致砂带断裂，为保护砂带从而延长砂带使用寿命，一些厂家在对锌合金

的装饰条进行打磨时，会在砂带上涂上肥皂来延长砂带寿命，原因是锌合金本身没有砂眼，

所以肥皂不会影响砂带打磨，且涂了肥皂的砂带，能给砂带降温并将砂带集中的热量分散，

进而避免砂带断裂，但这种方式只能通过人工涂抹肥皂，既费时费力又不安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5] 提供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该砂带机通过砂带涂料机构自动

对砂带进行涂抹肥皂，提高砂带寿命，通过多组砂带机构对装饰件精细打磨，通过涨紧组件

对砂带进行纠偏，通过浮动打磨组件装饰条过度打磨，通过飞屑收集组件避免飞屑影响操

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

产线用砂带机，包括砂带机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砂带机架上设有至少一组用于打磨装饰条

的砂带机构，所述砂带机构包括设置在砂带机架上的砂带主梁、设置在砂带主梁上驱动电

机、与驱动电机联动的主动轮、设置在主动轮下端的从动轮以及套设在主动轮与从动轮上

的砂带，所述从动轮通过从动支架装设于砂带主梁上，所述砂带机架对应砂带的一端设有

砂带涂料机构，所述砂带涂料机构包括设置在砂带上的涂料安装架以及设置在涂料安装架

上的涂料安装槽，所述涂料安装槽内设有用于涂抹砂带的涂料，所述涂料安装槽外设有涂

料夹持气缸，所述涂料夹持气缸的输出端穿过涂料安装槽后与涂料相抵接。

[000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砂带机架上设置砂带涂料机构，使涂料能通过涂料安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3498346 U

3



装槽进行固定，通过设置涂料夹持气缸，使涂料夹持气缸能通过充放气，是涂料缓缓下移与

砂带接触，对运行中的砂带进行涂抹，从而延长砂带使用寿命，避免人工操作，降低人工成

本保障工人安全，通过在砂带机上设置多组砂带机构，砂带机构上套设不同规格的砂带，实

现多工位打磨使打磨精度更高，提高产品质量与工作效率。

[0008] 上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可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涂料安

装架对应涂料安装槽的一端设有涂料驱动气缸，所述涂料驱动气缸的输出端与涂料安装槽

连接，并驱动涂料安装槽沿涂料安装架上下移动。

[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涂料驱动气缸控制涂料安装槽与砂带之间的间隙，

当需要更换涂料时，也能通过涂料驱动气缸充气后将涂料安装槽升高，取出废弃涂料再进

行更换，更换后，再通过涂料驱动气缸放气控制涂料与砂带接触，提高砂带寿命。

[0010] 上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可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砂带主

梁与砂带机架之间设有浮动打磨组件，所述浮动打磨组件包括设置在砂带主梁对应驱动电

机两端的浮动臂，所述浮动臂两端均设有轴承柱，所述浮动臂通过轴承柱与砂带主梁和砂

带机架活动连接，并使砂带主梁通过浮动臂在砂带机架内左右摆动。

[001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驱动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主动轮联动，主动轮带动砂带对装

饰条进行打磨，通过浮动打磨组件与装饰条接触实现柔性打磨避免装饰条过渡打磨造成产

品损坏，具体是指在砂带主梁与砂带机架之间设置浮动臂，浮动臂上设置轴承柱与砂带主

梁与砂带机架分别活动连接，使砂带主梁通过浮动臂在砂带机架内左右摆动，在打磨装饰

条时，若是装饰条与砂带接触过于密切，浮动臂将自动摆动，调节砂带位置，从而脱离装饰

条打磨面，避免过渡打磨，更进一步提升打磨精度。

[0012] 上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可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砂带机

构还包括有涨紧组件，所述涨紧组件包括设置在砂带主梁远离主动轮一端的涨紧气缸、与

涨紧气缸的输出端连接的连接板、与连接板连接的连接座以及设置于连接座内的涨紧轮，

所述涨紧轮与砂带相抵接。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涨紧组件，使涨紧气缸能通过连接板控制涨紧轮涨

紧砂带，继而调节砂带的松紧，从而方便对砂带进行更换、纠边，同时可以通过涨紧组件调

节砂带的松紧，提高打磨效率。

[0014] 上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可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砂带机

架对应砂带机构的底部设有飞屑收集组件，所述飞屑收集组件包括设置在主动轮下方的飞

屑收集斗以及与飞屑收集斗相连通的吸废装置。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吸废装置将打磨后产生的飞屑吸入废料回收斗内回收利用，

同时避免飞屑污染厂房环境，保证工人生产安全。

[0016] 上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可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砂带机

构的数量为2，所述砂带机构纵向上下设置在砂带机架上，且每组砂带机构上的砂带规格不

同，所述砂带机构上均设有砂带涂料机构。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砂带机构数量为2个时，砂带机构纵向分布在砂带机架上，

使砂带机能通过套设不同规格的砂带进行精细打磨，提升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

[0018] 上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可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涂料为

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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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装饰条主要原材料为锌合金，锌合金本身没有砂眼，所以

肥皂不会影响砂带打磨，且涂了肥皂的砂带，能给砂带降温并将砂带的热量分散，进而避免

砂带断裂。

[0020] 上述的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可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座

与连接板活动连接，且连接座上设有控制涨紧轮沿连接板转动的纠偏组件，所述纠偏组件

包括设置在涨紧气缸上的纠偏电机与设置在连接座对应纠偏电机一端的第一纠偏齿轮，所

述纠偏电机的输出端设有与第一纠边齿轮相啮合的第二纠偏齿轮，所述纠偏电机通过第二

纠偏齿轮带动涨紧轮沿连接板左右转动。

[002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装配过程中或长时间使用后，砂带容易发生偏移，此时套设

于砂带机机构上的砂带就会与主动轮或涨紧轮接触面变小，使砂带打磨过程对工件作用力

不均衡，影响打磨效果，通过控制纠偏电机的第二纠偏齿轮带动涨紧轮沿连接板左右转动，

可以精确调整涨紧轮与主动轮的相对位置，使涨紧轮的轴线和主动轮的轴线保持相对平

行，进而使套设于涨紧轮与主动轮之间的砂带受力均衡，在打磨作业时使工件受力均衡。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砂带涂料机构的立体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砂带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7]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纠偏组件的立体结构图。

[0028]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在生产线上使用时的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图5所示，一种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用砂带机，包括砂带机架1，所述

砂带机架1上设有至少一组用于打磨装饰条的砂带机构，所述砂带机构包括设置在砂带机

架1上的砂带主梁11、设置在砂带主梁11上驱动电机2、与驱动电机2联动的主动轮3、设置在

主动轮3下端的从动轮4以及套设在主动轮3与从动轮4上的砂带5，所述从动轮4通过从动支

架41装设于砂带主梁11上，所述砂带机架1对应砂带5的一端设有砂带涂料机构6，所述砂带

涂料机构6包括设置在砂带5上的涂料安装架61以及设置在涂料安装架61上的涂料安装槽

62，所述涂料安装槽62内设有用于涂抹砂带5的涂料A，所述涂料安装槽62外设有涂料夹持

气缸63，所述涂料夹持气缸63的输出端穿过涂料安装槽62后与涂料A相抵接，所述涂料安装

架61对应涂料安装槽62的一端设有涂料驱动气缸64，所述涂料驱动气缸64的输出端与涂料

安装槽62连接，并驱动涂料安装槽62沿涂料安装架61上下移动，所述砂带主梁11与砂带机

架1之间设有浮动打磨组件，所述浮动打磨组件包括设置在砂带主梁11对应驱动电机2两端

的浮动臂71，所述浮动臂71两端均设有轴承柱72，所述浮动臂71通过轴承柱72与砂带主梁

11和砂带机架1活动连接，并使砂带主梁11通过浮动臂71在砂带机架1内左右摆动，所述砂

带机构还包括有涨紧组件8，所述涨紧组件8包括设置在砂带主梁11远离主动轮4一端的的

涨紧气缸81、与涨紧气缸81的输出端连接的连接板82、与连接板82连接的连接座83以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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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连接座83内的涨紧轮84，所述涨紧轮84与砂带5相抵接，所述砂带机架1对应砂带机构

的底部设有飞屑收集组件，所述飞屑收集组件包括设置在主动轮4下方的飞屑收集斗91以

及与飞屑收集斗91相连通的吸废装置92，所述砂带机构的数量为2，所述砂带机构纵向上下

设置在砂带机架1上，且每组砂带机构上的砂带5规格不同，所述砂带机构上均设有砂带涂

料机构6，所述连接座83与连接板82活动连接，且连接座83上设有控制涨紧轮84沿连接板82

转动的纠偏组件，所述纠偏组件包括设置在涨紧气缸81上的纠偏电机85与设置在连接座83

对应纠偏电机85一端的第一纠偏齿轮86，所述纠偏电机85的输出端设有与第一纠边齿轮86

相啮合的第二纠偏齿轮87，所述纠偏电机85通过第二纠偏齿轮87带动涨紧轮84沿连接板82

左右转动。

[0030] 如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的砂带机在汽车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上使用时，工业机

器人从放料台夹取装饰条，先通过砂带机进行打磨，最后在通过清光机清光处理，在砂带机

进行打磨时，通过上下设置的两个砂带机构进行粗打磨与精细打磨，提高产品质量与加工

效率，通过在砂带机架上设置砂带涂料机构6，使涂料A能通过涂料安装槽62进行固定，通过

设置涂料夹持气缸63，使涂料夹持气缸63能通过充放气，是涂料A缓缓下移与砂带5接触，对

运行中的砂带5进行涂抹，从而延长砂带5使用寿命，避免人工操作，降低人工成本保障工人

安全，通过装饰条与砂带5接触，若是工业机器人夹取的装饰条将与砂带5接触过密，进而增

大了装饰条与砂带5的打磨接触面，砂带5通过反作用力将带动砂带主梁11以浮动臂71为支

点回缩，避免过渡打磨，当装饰条脱离砂带5后，浮动臂71通过引力带动砂带机构复位，当砂

带5出现偏移时，通过控制纠偏电机85的第二纠偏齿轮87带动涨紧轮84沿连接板82左右转

动，可以精确调整涨紧轮84与主动轮4的相对位置，使涨紧轮84的轴线和主动轮4的轴线保

持相对平行，进而使套设于涨紧轮84与主动轮4之间的砂带5受力均衡，在打磨作业时使装

饰条受力均衡，装饰条通过装饰条打磨抛光生产线上的砂带机与清光机进行依次打磨抛

光，从而实现智能高效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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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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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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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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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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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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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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