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539219.3

(22)申请日 2019.09.16

(73)专利权人 无锡东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 214000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

道鸿祥路42号

(72)发明人 陈金红　

(74)专利代理机构 无锡派尔特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32340

代理人 杨立秋

(51)Int.Cl.

B24B 41/00(2006.01)

B24B 41/06(2012.01)

B24B 55/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抛光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抛光机，旨在提

供一种能够方便人们对多个工件均匀进行加工

以及加快人们工作效率的优点，其技术方案要点

是，一种新型抛光机，包括支撑架，支撑架上固定

连接有滑动板，滑动板上设有与其平行连接的工

件槽，工件槽上设有若干个与其平行连接的废料

槽，工件槽上设有与其平行连接的第一凹槽与第

二凹槽，支撑架上转动连接有阻挡机构，用于对

工件的阻挡，阻挡机构上设有与支撑架固定连接

的卡紧元件，工件槽上设有与支撑架固定连接的

抛光元件。此机构运作起来实现了对多个工件进

行均匀加工以及加快了人们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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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抛光机，包括支撑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

的滑动板（9），滑动板（9）与支撑架（1）呈锐角，滑动板（9）上设有与其平行连接的工件槽

（10），工件槽（10）上设有若干个与其平行连接的废料槽（1011），工件槽（10）的一侧设有与

其平行连接的第一凹槽（91）与第二凹槽（101），支撑架（1）上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阻挡机

构，阻挡机构包括转动连接在支撑架（1）上的转动轴（93），支撑架（1）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

的第三电机（94），第三电机（94）的输出轴与转动轴（93）固定连接，转动轴（93）上设有与其

固定连接的第一转动盘（95），第一转动盘（95）上方设有与其平行的四角转动盘（96），四角

转动盘（96）在第一凹槽（91）内转动，且四角转动盘（96）与转动轴（93）固定连接，四角转动

盘（96）与第一转动盘（95）之间设有固定块（97），转动轴（93）穿透固定块（97），第一转动盘

（95）的一侧设有与支撑架（1）固定连接的卡紧元件，用于对第一转动盘（95）的卡紧，工件槽

（10）上设有与支撑架（1）固定连接的抛光元件，用于对工件槽（10）内工件的抛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抛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紧元件包括固定连接在

支撑架（1）上的转动块（98），转动块（98）上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第一转动杆（99），第一转动

杆（99）的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卡紧块（910），第一转动盘（95）的外壁上设有若干个与其

平行连接的卡紧槽（911），且卡紧槽（911）与卡紧块（910）适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抛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动杆（99）的一侧设

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弹簧（912），弹簧（912）的一端与第一转动杆（99）固定连接，弹簧（912）的

另一端与固定块（97）固定连接，第一转动杆（99）的另一侧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转动架

（913），转动架（913）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钢丝绳（914），钢丝绳（914）上设有与其固定连

接的连接杆（102），连接杆（102）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二转动杆（103），第二转动杆

（103）的一端在第二凹槽（101）内转动，第二转动杆（103）的另一端转动连接在支撑架（1）

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抛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抛光元件包括固定连接在

支撑架（1）上的保护盖（922），保护盖（922）与滑动板（9）固定连接，保护盖（922）内设有与其

转动连接的砂轮，砂轮与工件槽（10）平行，用于对工件槽（10）内的工件进行抛光，砂轮的一

侧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一电机（923），且第一电机（923）固定连接在保护盖（922）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抛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盖（922）的一侧上

设有与保护盖（922）固定连接毛刷（1012），用于对工件的清扫。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抛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的一侧设有第

一支架（2）与第二支架（3），第一支架（2）与第二支架（3）上分别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第一滚

轮（4）与第二滚轮（5），第一滚轮（4）与第二滚轮（5）上连接有皮带（6），用于带动第一滚轮

（4）与第二滚轮（5）的传动，皮带（6）与工件槽（10）在同一水平面，第一支架（2）的一侧设有

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二电机（7），第二电机（7）的输出轴与第一滚轮（4）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抛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板（9）朝向地面的一

侧设有与支撑架（1）固定连接的储物箱（92），用于对废料的收集，储物箱（92）的一侧设有与

其转动连接的转动板（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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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抛光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抛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抛光机。

背景技术

[0002] 抛光机是一种电动工具，抛光机由底座、抛盘、抛光织物、抛光罩及盖等基本元件

组成。 电动机固定在底座上，固定抛光盘用的锥套通过螺钉与电动机轴相连。抛光织物通

过套圈紧固在抛光盘上，电动机通过底座上的开关接通电源起动后，便可用手对试样施加

压力在转动的抛光盘上进行抛光。抛光过程中加入的抛光液可通过固定在底座上的塑料盘

中的排水管流入置于抛光机旁的方盘内。  抛光罩及盖可防止灰土及其他杂物在机器不使

用时落在抛光织物上而影响使用效果。现有技术中的抛光机设置有除尘结构，该除尘结构

仅用于将金属粉尘吸入一个相对封闭的腔室中，而对吸入腔室的粉尘并不做处理，然而，由

于粉尘具有较强的扩散性使得腔室不能完全封闭粉尘，粉尘依然能够扩散至腔室外而对环

境造成危害。另外，现有技术中的抛光机不具备自动收集铁屑的功能，使得铁屑只能通过人

工收集在一起。

[0003] 目前，公开号为CN207272972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抛光机，它包括砂轮以及用

于驱动所述砂轮的驱动机构，所述抛光机还包括：罩体，其前侧敞口以用于零件伸入，所述

砂轮位于所述罩体中；吸尘机构，其包括吸尘通道、与所述吸尘通道连通的风机以及与所述

风机连通的粉尘箱，所述风机用于使所述罩体内的粉尘经过所述吸尘通道进入所述粉尘

箱；除尘机构，其包括水槽、设置于所述粉尘箱中的喷淋组件以及连接在所述水槽与所述粉

尘箱之间的水泵，所述水泵用于将所述水槽中的水泵入所述喷淋组件以使所述喷淋组件向

所述粉尘箱中喷水。在水泵的作用下，喷淋组件向粉尘箱喷射水，从而使粉尘与水落入粉尘

箱底，有效防止了粉尘的扩散。

[0004] 这种抛光机虽然有效防止了粉尘的扩散，但是人们在对抛光件进行抛光的时候，

传统的都是人为的抛光完成一个，再将另外一个工件放在在抛光装置上进行抛光，这样不

仅不方便人们的使用，而且降低人们的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抛光机，其具有能够方便人们对多个工件均匀

进行加工以及加快人们工作效率的优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新型抛光机，包括支撑架，支撑架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滑动板，滑动板与支

撑架呈锐角，滑动板上设有与其平行连接的工件槽，工件槽上设有若干个与其平行连接的

废料槽，工件槽的一侧设有与其平行连接的第一凹槽与第二凹槽，支撑架上设有与其转动

连接的阻挡机构，阻挡机构包括转动连接在支撑架上的转动轴，支撑架上设有与其固定连

接的第三电机，第三电机的输出轴与转动轴固定连接，转动轴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一

转动盘，第一转动盘上方设有与其平行的四角转动盘，四角转动盘在第一凹槽内转动，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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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转动盘与转动轴固定连接，四角转动盘与第一转动盘之间设有固定块，转动轴穿透固定

块，第一转动盘的一侧设有与支撑架固定连接的卡紧元件，用于对第一转动盘的卡紧，工件

槽上设有与支撑架固定连接的抛光元件，用于对工件槽内工件的抛光。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人们需要对工件进行均匀的加工时，将工件放置在逐

一的放置在工件槽内，因为滑动板与支撑架呈锐角，工件在工件槽内倾斜下滑，通过四角转

动盘对工件进行限位，抛光机构对工件槽内的工件进行抛光，同时利用卡紧元件卡紧第一

转动盘，控制着四角转动盘的转动，卡紧元件的运动驱动着四角转动盘将加工完成的工件

推出，将另一个工件卡紧，以此实现均匀的对多个工件进行加工，加快人们的工作效率。

[0009] 进一步设置：卡紧元件包括固定连接在支撑架上的转动块，转动块上设有与其转

动连接的第一转动杆，第一转动杆的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卡紧块，第一转动盘的外壁上

设有若干个与其平行连接的卡紧槽，且卡紧槽与卡紧块适配。第一转动杆的一侧设有与其

固定连接的弹簧，弹簧的一端与第一转动杆固定连接，弹簧的另一端与固定块固定连接，第

一转动杆的另一侧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转动架，转动架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钢丝绳，钢

丝绳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连接杆，连接杆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二转动杆，第二转动

杆的一端在第二凹槽内转动，第二转动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在支撑架上。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需要驱动四角转动盘转动时，通过拉动第二转动杆在

第二凹槽内转动，第二转动杆带动着连接杆以及与连接杆固定连接的钢丝绳进行运动，钢

丝绳运动带动着与其固定连接的转动架在第一转动杆在转动块上转动，第一转动杆运动带

动着弹簧运动，弹簧拉动着固定块运动，此时第一转动杆带动着卡紧块运动，卡紧块从第一

转动盘上的卡紧槽内取出，第一转动盘转动带动着四角转动盘进行转动。

[0011] 进一步设置：抛光元件包括固定连接在支撑架上的保护盖，保护盖与滑动板固定

连接，保护盖内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砂轮，砂轮与工件槽平行，用于对工件槽内的工件进行

抛光，砂轮的一侧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一电机，且第一电机固定连接在保护盖上。保护盖

的一侧上设有与保护盖固定连接毛刷，用于对工件的清扫。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保护盖能够对砂轮进行保护，同时放置加工的废料

不会轻易的掉落。利用毛刷能够对抛光后的工件进行清扫，方便人们的使用。

[0013] 进一步设置：支撑架的一侧设有第一支架与第二支架，第一支架与第二支架上分

别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第一滚轮与第二滚轮，第一滚轮与第二滚轮上连接有皮带，用于带

动第一滚轮与第二滚轮的传动，皮带与工件槽在同一水平面，第一支架的一侧设有与其固

定连接的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一滚轮固定连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第二电机带动着第一滚轮转动，第一滚轮转动带动

着皮带进行运动，皮带拉动着第二滚轮进行转动，以此对工件的运送，方便人们的使用。

[0015] 进一步设置：滑动板朝向地面的一侧设有与支撑架固定连接的储物箱，用于对废

料的收集，储物箱的一侧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转动板。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储物箱能够对废料的进行收集，方便人们的打扫。通

过转动板能够便于人们将储物箱内的废料取出。

[001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人们能利用四角转动盘对工件进行限

位，同时利用阻挡元件对第一转动盘进行阻挡，以此驱动第一转动盘的运动，带动着四角转

动盘对加工完成的工件进行更换，方便了人们的使用，而且实现了均匀对工件机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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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新型抛光机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A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储料箱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废料槽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支撑架；2、第一支架；3、第二支架；4、第一滚轮；5、第二滚轮；6、皮带；7、第

二电机；8、收集箱；9、滑动板；91、第一凹槽；92、储物箱；921、转动板；922、保护盖；923、第一

电机；924、支撑座；93、转动轴；94、第三电机；95、第一转动盘；96、四角转动盘；97、固定块；

98、转动块；99、第一转动杆；910、卡紧块；911、卡紧槽；912、弹簧；913、转动架；914、钢丝绳；

10、工件槽；101、第二凹槽；1011、废料槽；1012、毛刷；102、连接杆；103、第二转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说明。

[0025]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26] 一种新型抛光机，包括支撑架1，如图1所示、图2所示及图4所示，支撑架1的左侧设

有第一支架2与第二支架3，第一支架2与第二支架3上分别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第一滚轮4

与第二滚轮5，第一滚轮4与第二滚轮5上连接有皮带6，用于带动第一滚轮4与第二滚轮5的

传动，第一支架2的后侧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二电机7，第二电机7的输出轴与第一滚轮4

固定连接，支撑架1的右侧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收集箱8，且收集箱8为可拆卸式，支撑架1内

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滑动板9，滑动板9与支撑架1呈锐角，便于工件的下滑，滑动板9上设有

与其平行连接的工件槽10，皮带6与工件槽10的左侧在同一水平面，便于人们将工件从皮带

6上传输到工件槽10内，工件槽10上的中间位置设有若干个与其平行连接的废料槽1011，工

件槽10的前侧设有与其平行连接的第一凹槽91与第二凹槽101，第一凹槽91与第二凹槽101

从左往右依次水平排列，滑动板9朝向地面的一侧设有与支撑架1固定连接的储物箱92，用

于对废料的收集，储物箱92的后侧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转动板921。

[0027] 如图1所示、图2所示支撑架1上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阻挡机构，阻挡机构包括转动

连接在支撑架1上的转动轴93，支撑架1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三电机94，第三电机94的

输出轴与转动轴93固定连接，转动轴93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一转动盘95，第一转动盘

95上方设有与其平行的四角转动盘96，四角转动盘96在第一凹槽91内转动，且四角转动盘

96与转动轴93固定连接，四角转动盘96与第一转动盘95之间设有固定块97，转动轴93穿透

固定块97，第一转动盘95的右侧设有与支撑架1固定连接的卡紧元件，用于对第一转动盘95

的卡紧，卡紧元件包括固定连接在支撑架1上的转动块98，转动块98上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

第一转动杆99，第一转动杆99的左侧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卡紧块910，第一转动盘95的外

壁上设有若干个与其平行连接的卡紧槽911，卡紧槽911与卡紧块910适配。第一转动杆99的

左侧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弹簧912，弹簧912的右端与第一转动杆99固定连接，弹簧912的左

端与固定块97固定连接，第一转动杆99的右侧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转动架913，转动架913

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钢丝绳914，钢丝绳914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连接杆102，连接杆

102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二转动杆103，第二转动杆103的前端在第二凹槽101内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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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转动杆103的后端转动连接在支撑架1上。

[0028] 如图1所示、图3所示及图4所示，工件槽10上设有与支撑架1固定连接的抛光元件，

用于对工件槽10内工件的抛光，抛光元件包括固定连接在支撑架1上的保护盖922，保护盖

922与滑动板9固定连接，保护盖922内设有与其转动连接的砂轮，砂轮与工件槽10平行，用

于对工件槽10内的工件进行抛光，砂轮的后侧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第一电机923，保护盖

922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支撑座924，第一电机923固定连接在支撑座924上。保护盖922的

右侧上设有与保护盖922固定连接毛刷1012，用于对工件的清扫。

[0029] 工作原理：

[0030] 在人们需要对工件进行抛光时，将工件放在在皮带6上，第二电机7转动带动着第

一滚轮4转动，第一滚轮4转动通过皮带6带动着第二滚轮5转动，工件通过皮带6的带动进入

到滑动板9上的工件槽10内，工件在滑动板9上的工件槽10内滑动，此时固定连接在转动轴

93上的四角转动盘96对工件进行阻挡，第一个工件人们需要通过拉动第二转动杆103在支

撑架1上以及第二凹槽101内转动，第二转动杆103转动带动着与其固定连接的钢丝绳914运

动，钢丝绳914运动带动着与其固定连接的转动架913运动，转动架913运动带动着与其转动

连接的第一转动杆99在转动块98上运动，第一转动杆99运动带动着弹簧912在固定块97上

拉伸，此时第一转动杆99行的卡紧块910从第一转动盘95上的卡紧槽911内拉出，固定连接

在支撑架1上的第三电机94转动，带动着转动轴93转动，转动轴93带动着与其固定连接的第

一转动盘95与四角转动盘96转动，将工件槽10内的工件卡紧在四角转动盘96内，同时在卡

紧块910再次进入到卡紧槽911内时，第三电机94停止运动，此时固定连接在保护盖922上的

第一电机923转动，带动着砂轮对内部的工件进行抛光，在抛光完成第一工件后。

[0031] 重复上述拉动第二转动杆103运动，此时第一加工的工件从工件槽10内滑落，卡紧

块910从卡紧槽911内拉出，第三电机94转动利用四角转动盘96带动着第二个工件，对其进

行加工，在第一工件触碰到第二转动杆103时，带动着第二转动杆103运动，就不需要人为的

再去驱动第二转动杆103运动，以此实现均匀的对多个工件进行加工，不需要人们加工完一

个工件，再将另一外一个工件在放入到装置内进行加工，加快了人们的工作效率。

[0032] 以上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

属于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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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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