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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

平面磨床，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底部的四周均栓

接有支撑腿，所述箱体内腔两侧的底部均嵌设有

第一轴承，且第一轴承的内圈转动连接有第一旋

转轴，所述第一旋转轴的右侧贯穿第一轴承并栓

接有转盘。本实用新型通过吸风机、除尘布袋、三

通接头、软管、分流器和吸尘管的配合，便于使用

者对箱体内腔的粉尘进行吸收收集，防止粉尘在

箱体内腔堆积，增加使用者清理粉尘的难度，通

过齿轮、第一齿条板、第二齿条板、固定框、电机

和滑杆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吸尘管进行移动，

加大吸尘管对粉尘的吸取面积，提高除尘的效

率，解决了传统手摇平面磨床不具备除尘功能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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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底部的

四周均栓接有支撑腿，所述箱体(1)内腔两侧的底部均嵌设有第一轴承，且第一轴承的内圈

转动连接有第一旋转轴(2)，所述第一旋转轴(2)的右侧贯穿第一轴承并栓接有转盘，且转

盘右侧的顶部栓接有把手，所述第一旋转轴(2)的表面从左至右均依次栓接有第一皮带轮

(3)，所述第一皮带轮(3)的表面通过皮带传动连接有第二皮带轮(4)，所述第二皮带轮(4)

的中心处栓接有第二旋转轴(5)，所述第二旋转轴(5)的两侧均转动连接有第二轴承，且第

二轴承的外圈嵌设于箱体(1)内腔的两侧，所述第二旋转轴(5)的表面栓接有磨砂辊(6)，所

述磨砂辊(6)的顶部贯穿箱体(1)并向上延伸，所述箱体(1)的内腔设置有除尘机构(7)，所

述除尘机构(7)的顶部栓接有移动机构(8)，所述箱体(1)正面的左侧栓接有控制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机

构(7)包括吸风机(71)、除尘布袋(72)、三通接头(73)、软管(74)、分流器(75)和吸尘管

(76)，所述箱体(1)的左侧栓接有吸风机(71)，所述吸风机(71)的出气口连通有出气管，且

出气管远离吸风机(71)的一端连通有除尘布袋(72)，所述吸风机(71)的进气口连通有三通

接头(73)，所述三通接头(73)的两端均连通有软管(74)，所述软管(74)远离三通接头(73)

的一端贯穿箱体(1)并连通有分流器(75)，所述分流器(75)的正面和背面从左至右均依次

连通有吸尘管(7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机

构(8)包括齿轮(81)、第一齿条板(82)、第二齿条板(83)、固定框(84)、电机(85)和滑杆

(86)，所述箱体(1)内腔底部的中心处通过活动轴活动连接有齿轮(81)，所述齿轮(81)的正

面和背面分别啮合有第一齿条板(82)和第二齿条板(83)，所述第一齿条板(82)和第二齿条

板(83)的底部均与分流器(75)的顶部栓接，所述第二齿条板(83)顶部的右侧栓接有固定框

(84)，所述箱体(1)内腔顶部的右侧栓接有电机(85)，所述电机(85)的输出轴栓接有连接

杆，且连接杆的底部栓接有滑杆(86)，所述滑杆(86)的表面与固定框(84)的内腔滑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流器

(75)的底部开设有滑槽(9)，所述滑槽(9)的内腔从左至右均依次滑动连接有滑块(10)，所

述滑块(10)的底部贯穿滑槽(9)并与箱体(1)内腔的底部栓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尘管

(76)的数量不低于十个，所述吸尘管(76)远离分流器(75)的一端向下倾斜。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流器

(75)远离齿轮(81)的一侧栓接有卡扣，且卡扣的内腔与软管(74)的表面活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框

(84)内腔的正面和背面均粘接有缓冲垫(11)，所述缓冲垫(11)相向的一侧与滑杆(86)的表

面活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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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磨床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

背景技术

[0002] 磨床是利用磨具对工件表面进行磨削加工的机床，大多数的磨床是使用高速旋转

的砂轮进行磨削加工，少数的是使用油石、砂带等其他磨具和游离磨料进行加工，如珩磨

机、超精加工机床、砂带磨床、研磨机和抛光机等，磨床能加工硬度较高的材料，如淬硬钢、

硬质合金等；也能加工脆性材料，如玻璃、花岗石，磨床能作高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很小的磨

削，也能进行高效率的磨削。

[0003] 在对硬质工件进行平面打磨时，需要使用磨床对其进行打磨，打磨后产生的粉尘

易扩散至空气中，容易对使用者的呼吸道进行刺激，同时粉尘长时间的粘粘在箱体内腔，不

易清理，传统的手摇平面磨床不具备除尘功能，无法对粉尘进行快速的清理，容易造成粉尘

的堆积，加大使用者清理粉尘的难度。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解决了传统手摇平面磨床不

具备除尘功能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包

括箱体，所述箱体底部的四周均栓接有支撑腿，所述箱体内腔两侧的底部均嵌设有第一轴

承，且第一轴承的内圈转动连接有第一旋转轴，所述第一旋转轴的右侧贯穿第一轴承并栓

接有转盘，且转盘右侧的顶部栓接有把手，所述第一旋转轴的表面从左至右均依次栓接有

第一皮带轮，所述第一皮带轮的表面通过皮带传动连接有第二皮带轮，所述第二皮带轮的

中心处栓接有第二旋转轴，所述第二旋转轴的两侧均转动连接有第二轴承，且第二轴承的

外圈嵌设于箱体内腔的两侧，所述第二旋转轴的表面栓接有磨砂辊，所述磨砂辊的顶部贯

穿箱体并向上延伸，所述箱体的内腔设置有除尘机构，所述除尘机构的顶部栓接有移动机

构，所述箱体正面的左侧栓接有控制器。

[0007] 优选的，所述除尘机构包括吸风机、除尘布袋、三通接头、软管、分流器和吸尘管，

所述箱体的左侧栓接有吸风机，所述吸风机的出气口连通有出气管，且出气管远离吸风机

的一端连通有除尘布袋，所述吸风机的进气口连通有三通接头，所述三通接头的两端均连

通有软管，所述软管远离三通接头的一端贯穿箱体并连通有分流器，所述分流器的正面和

背面从左至右均依次连通有吸尘管。

[0008] 优选的，所述移动机构包括齿轮、第一齿条板、第二齿条板、固定框、电机和滑杆，

所述箱体内腔底部的中心处通过活动轴活动连接有齿轮，所述齿轮的正面和背面分别啮合

有第一齿条板和第二齿条板，所述第一齿条板和第二齿条板的底部均与分流器的顶部栓

接，所述第二齿条板顶部的右侧栓接有固定框，所述箱体内腔顶部的右侧栓接有电机，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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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的输出轴栓接有连接杆，且连接杆的底部栓接有滑杆，所述滑杆的表面与固定框的内

腔滑动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分流器的底部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内腔从左至右均依次滑动连

接有滑块，所述滑块的底部贯穿滑槽并与箱体内腔的底部栓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吸尘管的数量不低于十个，所述吸尘管远离分流器的一端向下倾斜。

[0011] 优选的，所述分流器远离齿轮的一侧栓接有卡扣，且卡扣的内腔与软管的表面活

动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固定框内腔的正面和背面均粘接有缓冲垫，所述缓冲垫相向的一侧

与滑杆的表面活动连接。

[0013]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具有如

下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

[0015] 1、本实用新型通过吸风机、除尘布袋、三通接头、软管、分流器和吸尘管的配合，便

于使用者对箱体内腔的粉尘进行吸收收集，防止粉尘在箱体内腔堆积，增加使用者清理粉

尘的难度，通过齿轮、第一齿条板、第二齿条板、固定框、电机和滑杆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

吸尘管进行移动，加大吸尘管对粉尘的吸取面积，提高除尘的效率，解决了传统手摇平面磨

床不具备除尘功能的问题。

[0016] 2、本实用新型通过滑槽和滑块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分流器进行限位固定，同时

对第一齿条板和第二齿条板进行限位固定，防止第一齿条板和第二齿条板与齿轮滑脱，同

时辅助分流器进行左右移动，通过吸尘管向下倾斜，便于吸尘管对粉尘进行吸取，加快粉尘

清理的速度，通过卡扣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软管进行固定，防止软管发生缠绕，造成软管

与分流器分离，通过缓冲垫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滑杆进行缓冲，防止滑杆与固定框的内腔

发生碰撞，造成滑杆的磨损。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

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所示箱体的结构局部俯视剖面图；

[0019] 图3为图1所示箱体的结构剖视图。

[0020] 图中标号：1、箱体；2、第一旋转轴；3、第一皮带轮；4、第二皮带轮；5、第二旋转轴；

6、磨砂辊；7、除尘机构；71、吸风机；72、除尘布袋；73、三通接头；74、软管；75、分流器；76、吸

尘管；8、移动机构；81、齿轮；82、第一齿条板；83、第二齿条板；84、固定框；85、电机；86、滑

杆；9、滑槽；10、滑块；11、缓冲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2]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和图3，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

摇平面磨床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箱体的结构局部俯视剖面图；

图3为图1所示箱体的结构剖视图，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包括箱体1，所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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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底部的四周均栓接有支撑腿，所述箱体1内腔两侧的底部均嵌设有第一轴承，且第一轴

承的内圈转动连接有第一旋转轴2，所述第一旋转轴2的右侧贯穿第一轴承并栓接有转盘，

且转盘右侧的顶部栓接有把手，所述第一旋转轴2的表面从左至右均依次栓接有第一皮带

轮3，所述第一皮带轮3的表面通过皮带传动连接有第二皮带轮4，所述第二皮带轮4的中心

处栓接有第二旋转轴5，所述第二旋转轴5的两侧均转动连接有第二轴承，且第二轴承的外

圈嵌设于箱体1内腔的两侧，所述第二旋转轴5的表面栓接有磨砂辊6，所述磨砂辊6的顶部

贯穿箱体1并向上延伸，所述箱体1的内腔设置有除尘机构7，所述除尘机构7的顶部栓接有

移动机构8，所述箱体1正面的左侧栓接有控制器。

[0023] 所述除尘机构7包括吸风机71、除尘布袋72、三通接头73、软管74、分流器75和吸尘

管76，所述箱体1的左侧栓接有吸风机71，所述吸风机71的出气口连通有出气管，且出气管

远离吸风机71的一端连通有除尘布袋72，所述吸风机71的进气口连通有三通接头73，所述

三通接头73的两端均连通有软管74，所述软管74远离三通接头73的一端贯穿箱体1并连通

有分流器75，所述分流器75的正面和背面从左至右均依次连通有吸尘管76，通过吸风机71、

除尘布袋72、三通接头73、软管74、分流器75和吸尘管76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箱体1内腔的

粉尘进行吸收收集，防止粉尘在箱体1内腔堆积，增加使用者清理粉尘的难度。

[0024] 所述移动机构8包括齿轮81、第一齿条板82、第二齿条板83、固定框84、电机85和滑

杆86，所述箱体1内腔底部的中心处通过活动轴活动连接有齿轮81，所述齿轮81的正面和背

面分别啮合有第一齿条板82和第二齿条板83，所述第一齿条板82和第二齿条板83的底部均

与分流器75的顶部栓接，所述第二齿条板83顶部的右侧栓接有固定框84，所述箱体1内腔顶

部的右侧栓接有电机85，所述电机85的输出轴栓接有连接杆，且连接杆的底部栓接有滑杆

86，所述滑杆86的表面与固定框84的内腔滑动连接，通过齿轮81、第一齿条板82、第二齿条

板83、固定框84、电机85和滑杆86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吸尘管76进行移动，加大吸尘管76

对粉尘的吸取面积，提高除尘的效率。

[0025] 所述分流器75的底部开设有滑槽9，所述滑槽9的内腔从左至右均依次滑动连接有

滑块10，所述滑块10的底部贯穿滑槽9并与箱体1内腔的底部栓接，通过滑槽9和滑块10的配

合，便于使用者对分流器75进行限位固定，同时对第一齿条板82和第二齿条板83进行限位

固定，防止第一齿条板82和第二齿条板83与齿轮81滑脱，同时辅助分流器75进行左右移动。

[0026] 所述吸尘管76的数量不低于十个，所述吸尘管76远离分流器75的一端向下倾斜，

通过吸尘管76向下倾斜，便于吸尘管76对粉尘进行吸取，加快粉尘清理的速度。

[0027] 所述分流器75远离齿轮81的一侧栓接有卡扣，且卡扣的内腔与软管74的表面活动

连接，通过卡扣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软管74进行固定，防止软管74发生缠绕，造成软管74

与分流器75分离。

[0028] 所述固定框84内腔的正面和背面均粘接有缓冲垫11，所述缓冲垫11相向的一侧与

滑杆86的表面活动连接，通过缓冲垫11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滑杆86进行缓冲，防止滑杆86

与固定框84的内腔发生碰撞，造成滑杆86的磨损。

[002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0] 在使用时，使用者转动把手，随后把手带动转盘旋转，同时转盘带动第一旋转轴2

转动，随后第一旋转轴2带动第一皮带轮3转动，同时第一皮带轮3通过皮带带动第二皮带轮

4转动，随后第二皮带轮4带动第二旋转轴5旋转，同时第二旋转轴5带动磨砂辊6发生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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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使用者将需要打磨的工件放置在箱体1的顶部，同时磨砂辊6对工件进行打磨，随后打

磨产生的粉尘落入箱体1的内腔，同时使用者打开吸风机71，随后吸风机71将箱体1内腔的

粉尘通过吸尘管76吸入分流器75内，同时粉尘经过软管74流入三通接头73，随后粉尘通过

出气管流入除尘布袋72内，同时使用者打开电机85，随后电机85的输出轴带动连接杆旋转，

同时连接杆带动滑杆86进行旋转，随后滑杆86在固定框84的内腔进行旋转，同时滑杆86带

动固定框84进行左右移动，随后固定框84带动第二齿条板83进行左右移动，同时第二齿条

板83带动齿轮81转动，随后齿轮81带动第一齿条板82进行左右移动，同时第一齿条板82和

第二齿条板83带动分流器75进行左右移动，随后分流器75带动吸尘管76进行左右移动，同

时吸尘管76对粉尘进行全面吸收。

[0031]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手摇平面磨床具有如

下有益效果：

[0032] 本实用新型通过吸风机71、除尘布袋72、三通接头73、软管74、分流器75和吸尘管

76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箱体1内腔的粉尘进行吸收收集，防止粉尘在箱体1内腔堆积，增加

使用者清理粉尘的难度，通过齿轮81、第一齿条板82、第二齿条板83、固定框84、电机85和滑

杆86的配合，便于使用者对吸尘管76进行移动，加大吸尘管76对粉尘的吸取面积，提高除尘

的效率，解决了传统手摇平面磨床不具备除尘功能的问题。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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