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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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 208575655 U
(45)授权公告日 2019.03.05
(21)申请号 201820925677 .X
(22)申请日 2018 .06 .14
(73)专利权人 云南古瑞祥乌铜走银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地址 650000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
天城门村35号
(72)发明人 袁昆林
(74)专利代理机构 昆明润勤同创知识产权代理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53205
代理人 付石健
(51)Int .Cl .
B24B 19/00(2006 .01)

B24B 55/02(2006 .01)

CN 208575655 U

权利要求书1页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
铜走银打磨装置，
包括底座和支架，
底座的左右
两侧分别设有立柱，
在立柱的顶端安装有支架；
支架上端面上方分别设有电机和冷却水箱，
电机
的转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转动杆；
转动杆贯穿支
架并延伸至支架的底部，
在转动杆的底端固定连
接有磨盘；
磨盘的正下方设有操作台，
且操作台
通过下端面的伸缩杆安装于底座上；
冷却水箱的
下部通过喷淋管道连接有喷头，
在喷淋管道上设
有控制阀 ；
喷头设置在磨盘上方支架的下端面
上；
立柱上均设有与磨盘和操作台相互配合的固
定机构。通过在支架的上端面上设有冷却水箱，
打磨过程中通过喷头喷出的冷却水可对磨盘进
行冷却降温，
延长磨盘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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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底座(1)和支架(2) ，
底座
(1)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立柱(3) ，
在立柱(3)的顶端安装有支架(2)；
所述支架(2)上端面上
方分别设有电机(5)和冷却水箱(4)，
所述电机(5)的转轴通过联轴器(6)连接有转动杆(7) ；
所述转动杆(7)贯穿支架(2)并延伸至支架(2)的底部，
在转动杆(7)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磨盘
(8) ；
所述磨盘(8)的正下方设有操作台(9) ，
且所述操作台(9)通过下端面的伸缩杆(10)安
装于底座(1)上；
所述冷却水箱(4)的下部通过喷淋管道(11)连接有喷头(12) ，
在喷淋管道
(11)上设有控制阀(13) ；
所述喷头(12)设置在磨盘(8)上方支架(2)的下端面上；
所述立柱
(3)上均设有与磨盘(8)和操作台(9)相互配合的固定机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
定机构包括固定螺母(14)、
螺纹杆(15)、
把手(16)和夹紧块(17)；
所述固定螺母(14)固定连
接于所述立柱(3)的外侧面上；
所述螺纹杆(15)朝外的一端与把手(16)连接，
另一端依次贯
穿固定螺母(14)和立柱(3)后与夹紧块(17)固定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伸
缩杆(10)一侧安装有高度调节螺栓(23)。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磨
盘(8)上方的支架(2)下端面上设有电风扇(18)。
5 .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底座(1)的下部设有凹槽(19)，
所述凹槽(19)内设有多个弹簧减震器(20)。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伸
缩杆(10)的底端焊接有连接板(21)，
所述连接板(21)通过螺栓(22)与底座(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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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制造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乌铜走银是云南的一种独特的铜制纯手工工艺，
始创于清雍正年间的云南石屏
县，
距今已经300年历史，
它以乌铜为胎，
在胎上錾刻各种花纹图案，
然后将纯银(或金)融化
后走入花纹图案的刻痕中，
利用高温使银(或金)与乌铜融为一体。在经过成型、
组装、
打磨、
抛光、捂黑等技术处理后，
底铜自然变为乌黑，
透出银或(或金)纹图案，
呈现出黑白 (或黑
黄)分明的技艺效果，
其色彩古色古香，
典雅别致。因一般多以走银为主，
故称“乌铜走银”。
而其制作经过工序有：
炼制乌铜合金、
锻制乌铜片、乌铜片上錾刻图案、
走银、
成型、
打磨、
抛
光和捂黑处理。
[0003] 在打磨工序中，
传统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在较长时间打磨的情况下，
打磨机构与
待打磨工件之间摩擦导致发热量过大，
对打磨机构造成伤害，
使得所述打磨机构的使用寿
命降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包括底座和支架，
底座的左右两侧分别
设有立柱，
在立柱的顶端安装有支架；
所述支架上端面上方分别设有电机和冷却水箱，
所述
电机的转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转动杆；
所述转动杆贯穿支架并延伸至支架的底部，
在转动
杆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磨盘；
所述磨盘的正下方设有操作台，
且所述操作台通过下端面的伸
缩杆安装于底座上；
所述冷却水箱的下部通过喷淋管道连接有喷头，
在喷淋管道上设有控
制阀；
所述喷头设置在磨盘上方支架的下端面上；
所述立柱上均设有与磨盘和操作台相互
配合的固定机构。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固定机构包括固定螺母、螺纹杆、把手和夹紧块；
所述固定螺母固
定连接于所述立柱的外侧面上；
所述螺纹杆朝外的一端与把手连接，
另一端依次贯穿固定
螺母和立柱后与夹紧块固定连接。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伸缩杆一侧安装有高度调节螺栓。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磨盘上方的支架下端面上设有电风扇。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底座的下部设有凹槽，
所述凹槽内设有多个弹簧减震器。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伸缩杆的底端焊接有连接板，
所述连接板通过螺栓与底座连接。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由于在支架的上端面上设有冷却水箱，
冷却水箱的下部通过
喷淋管道连接有喷头，
打磨过程中，
通过喷头喷出的冷却水即可对磨盘进行喷淋冷却降温，
从而延长磨盘的使用寿命；
同时由于冷却水箱设置于喷头上方，
喷头设于磨盘上方，
整个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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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冷却过程是依靠冷却水箱中冷却水的重力势能进行喷淋冷却的，
不需要额外的动力源。
因此，
本装置还有利于节约能源。此外，
本装置中磨盘上方的支架下端面上还设有电风扇，
通过冷却水箱和电风扇的双重冷却方式，
可以快速对磨盘进行降温，
提高冷却效果。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
1-底座，
2-支架，
3-立柱，
4-冷却水箱，
5-电机，
6-联轴器，
7-转动杆，
8-磨盘，
9-操作台，
10-伸缩杆，
11-喷淋管道，
12-喷头，
13-控制阀，
14-固定螺母，
15-螺纹杆，
16-把
手，
17-夹紧块，
18-电风扇，
19-凹槽，
20-弹簧减震器，
21-连接板，
22-螺栓，
23-高度调节螺
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这些实施方式的说明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
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此
外，
下面所描述的本实用新型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
就可以相互组合。
[0016] 如图1所示，
一种具有冷却功能的乌铜走银打磨装置，
包括底座1和支架2，
底座1的
左右两侧分别设有立柱3，
在立柱3的顶端安装有支架2；
所述支架2上端面上方分别设有电
机5和冷却水箱4，
所述电机5的转轴通过联轴器6连接有转动杆7；
所述转动杆7贯穿支架2并
延伸至支架2的底部，
在转动杆7的底端固定连接有磨盘8；
所述磨盘8的正下方设有操作台
9，
且所述操作台9通过下端面的伸缩杆10安装于底座1上；
所述冷却水箱4的下部通过喷淋
管道11连接有喷头12，
在喷淋管道11上设有控制阀13；
所述喷头12设置在磨盘8上方支架2
的下端面上；
所述立柱3上均设有与磨盘8和操作台9相互配合的固定机构。
[0017] 具体的，
所述固定机构包括固定螺母14、螺纹杆15、把手16和夹紧块17；
所述固定
螺母14固定连接于所述立柱3的外侧面上；
所述螺纹杆15朝外的一端与把手16连接，
另一端
依次贯穿固定螺母14和立柱3后与夹紧块17固定连接。
[0018] 具体的，
所述伸缩杆10一侧安装有高度调节螺栓23。
[0019] 具体的，
所述磨盘8上方的支架2下端面上设有电风扇18。当打磨时间较长时，
通过
冷却水箱4和电风扇18的双重冷却方式，
可以快速对磨盘8进行降温，
提高冷却效果。
[0020] 具体的，
为了降低底座1的振幅，
减小工作过程中冲击力带来的噪音，
所述底座1的
下部设有凹槽19，
所述凹槽19内设有多个弹簧减震器20。
[0021] 具体的，
所述伸缩杆10的底端焊接有连接板21，
所述连接板21通过螺栓22与底座1
连接。
通过上述设计，
这样当操作台9出现损坏的时候，
便于更换。
[002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
作业时，
将待打磨的乌铜走银产品放置于底座1上的操作
台9上，
调节高度调节螺栓23，
使伸缩杆10的长度达到合适的打磨高度，
同时通过固定机构
将产品进行固定，启动电机5，
电机5通过联轴器6带动转动杆7转动，
进而带动磨盘8对产品
进行打磨。在打磨的过程中，
打开喷淋管道11上的控制阀13，
冷却水箱4中的冷却水通过喷
淋管道11流入喷头12内，
通过喷头12实现对磨盘8的喷淋冷却。当打磨时间较长时，
继续打
开电风扇18对磨盘进行风冷，
通过冷却水箱4和电风扇18的双重冷却方式，
可以快速对磨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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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进行降温，
提高冷却效果。
[0023]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
但本实用新型不限于所描
述的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
对
这些实施方式进行多种变化、
修改、
替换和变型，
仍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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