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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齿轮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包括工作台和

打磨组件，打磨组件位于工作台的上方；收纳组

件包括收集钭、转动轴、电磁吸块、转动电机和废

料箱，给电磁吸块通电，驱动打磨组件会对齿轮

进行夹持，打磨机通过升降轴下降到与齿轮接

触，打磨机上的去毛刀会转动对齿轮上的毛刺进

行去除，而产生的铁屑会被电磁吸块产生的吸力

吸到收集钭内，再从收集钭滑落到电磁吸块上，

再通过转动电机转动带动转动轴转动，转动轴会

带动电磁吸块进行转动，将附有铁屑的一面转向

废料箱内，给电磁吸块断电，电磁吸块上的铁屑

就会掉落到废料箱内，实现了对铁屑的收集，避

免铁屑乱飞，保证工作台的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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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包括工作台和打磨组件，打磨组件位于所述工作台

的上方，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收纳组件；

所述收纳组件包括收集钭、转动轴、电磁吸块、转动电机和废料箱，所述收集钭与所述

工作台固定连接，并位于所述工作台靠近所述打磨组件的一侧，所述转动轴与所述收集钭

转动连接，并位于所述收集钭远离所述工作台的一侧，所述电磁吸块与所述转动轴固定连

接，并位于所述收集钭内，所述转动电机与所述收集钭连接，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端与所述

转动轴连接，所述废料箱位于所述收集钭的下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收纳组件还包括支撑滑轨，所述支撑滑轨与所述工作台固定连接，并与所述废料

箱滑动连接，且位于所述工作台靠近所述废料箱的一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还包括清理组件，所述清理组件位于所述收集钭的下

方。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理组件包括滑轨和刮板，所述滑轨与所述收集钭固定连接，并位于所述收集钭

远离所述工作台的一侧；所述刮板与所述滑轨滑动连接，并位于所述滑轨靠近所述电磁吸

块的一侧。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理组件还包括推动气缸，所述推动气缸与所述工作台固定连接，并位于所述工

作台靠近所述刮板的一侧。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打磨组件包括安装支架和三爪气缸，所述安装支架与所述工作台固定连接，并位

于所述收集钭的上方；所述三爪气缸与所述安装支架连接，并位于所述安装支架远离所述

工作台的一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打磨组件还包括夹持块，所述夹持块的数量有三个，三个所述夹持块分别与所述

三爪气缸的三个输出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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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齿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齿轮传动因功率大、效率高、寿命长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

门，其性能和质量的优劣最终影响到机器产品的质量高低，因此，为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科

技的快速发展，要求齿轮传动的性能不断优化，在齿轮生产中，需要对齿轮进行毛边去除后

进行使用，传统采用人工手动打磨去除毛边，但是人工打磨工作效率低。

[0003] 现有的都是通过夹具将齿轮夹持在工作台上，再通过打磨机对齿轮进行毛边去

除，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0004] 但通过打磨机在对齿轮去除毛边时，由于打磨机毛刺去除效率高会很快产生大量

细小的铁屑，细小的铁屑会乱飞，导致工作台上会铺满一层铁屑粉末，导致工作台很脏乱的

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解决了通过打磨机在

对齿轮去除毛边时，由于打磨机毛刺去除效率高会很快产生大量细小的铁屑，细小的铁屑

会乱飞，导致工作台上会铺满一层铁屑粉末，导致工作台很脏乱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包括工作台

和打磨组件，打磨组件位于所述工作台的上方；

[0007] 还包括收纳组件；

[0008] 所述收纳组件包括收集钭、转动轴、电磁吸块、转动电机和废料箱，所述收集钭与

所述工作台固定连接，并位于所述工作台靠近所述打磨组件的一侧，所述转动轴与所述收

集钭转动连接，并位于所述收集钭远离所述工作台的一侧，所述电磁吸块与所述转动轴固

定连接，并位于所述收集钭内，所述转动电机与所述收集钭连接，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端与

所述转动轴连接，所述废料箱位于所述收集钭的下方。

[0009] 其中，所述收纳组件还包括支撑滑轨，所述支撑滑轨与所述工作台固定连接，并与

所述废料箱滑动连接，且位于所述工作台靠近所述废料箱的一侧。

[0010] 其中，所述打磨组件包括安装支架和三爪气缸，所述安装支架与所述工作台固定

连接，并位于所述收集钭的上方；所述三爪气缸与所述安装支架连接，并位于所述安装支架

远离所述工作台的一侧。

[0011] 其中，所述打磨组件还包括夹持块，所述夹持块的数量有三个，三个所述夹持块分

别与所述三爪气缸的三个输出端连接。

[0012] 其中，所述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还包括清理组件，所述清理组件位于所述收

集钭的下方。

[0013] 其中，所述清理组件包括滑轨和刮板，所述滑轨与所述收集钭固定连接，并位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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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收集钭远离所述工作台的一侧；所述刮板与所述滑轨滑动连接，并位于所述滑轨靠近所

述电磁吸块的一侧。

[0014] 其中，所述清理组件还包括推动气缸，所述推动气缸与所述工作台固定连接，并位

于所述工作台靠近所述刮板的一侧。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置，通过在所述工作台上安装所述打磨

组件，所述打磨组件可以用来对齿轮进去毛边去除，在所述打磨组件下安装所述收集钭，在

所述收集钭下端安装所述转动轴，所述电磁吸块安装在所述转动轴上，所述电磁吸块通电

就会产生吸力，所述转动电机与所述转动轴连接，在所述收集钭的下方安装所述废料箱，至

此，给所述电磁吸块通电，驱动所述打磨组件会对齿轮进行夹持，打磨机通过升降轴下降与

齿轮接触，打磨机上的去毛刀会转动对齿轮上的毛刺进行去除，而产生的铁屑会被所述电

磁吸块产生的吸力吸到所述收集钭内，再从所述收集钭滑落到所述电磁吸块上，再通过所

述转动电机转动带动所述转动轴转动，所述转动轴会带动所述电磁吸块进行转动，将附有

铁屑的一面转向所述废料箱内，给所述电磁吸块断电，电磁吸块上的铁屑就会掉落到所述

废料箱内，实现了对所述铁屑的收集，避免铁屑乱飞，保证所述工作台的干净整洁。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收纳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安装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打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刮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01‑工作台、102‑收集钭、103‑转动轴、104‑电磁吸块、105‑转动电机、106‑

废料箱、107‑支撑滑轨、108‑安装支架、109‑三爪气缸、110‑夹持块、201‑滑轨、202‑刮板、

203‑推动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下面通过

参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

型的限制。

[0023] 本申请第一实施例为：

[0024] 请参阅图1‑图3，包括工作台101和打磨组件，打磨组件位于所述工作台101的上

方，

[0025] 还包括收纳组件；

[0026] 所述收纳组件包括收集钭102、转动轴103、电磁吸块104、转动电机105和废料箱

106，所述收集钭102与所述工作台101固定连接，并位于所述工作台101靠近所述打磨组件

的一侧，所述转动轴103与所述收集钭102转动连接，并位于所述收集钭102远离所述工作台

101的一侧，所述电磁吸块104与所述转动轴103固定连接，并位于所述收集钭102内，所述转

动电机105与所述收集钭102连接，所述转动电机105的输出端与所述转动轴103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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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料箱106位于所述收集钭102的下方。

[0027] 所述收纳组件还包括支撑滑轨107，所述支撑滑轨107与所述工作台101固定连接，

并与所述废料箱106滑动连接，且位于所述工作台101靠近所述废料箱106的一侧。

[0028] 所述打磨组件包括安装支架108和三爪气缸109，所述安装支架108与所述工作台

101固定连接，并位于所述收集钭102的上方；所述三爪气缸109与所述安装支架108连接，并

位于所述安装支架108远离所述工作台101的一侧。

[0029] 所述打磨组件还包括夹持块110，所述夹持块110的数量有三个，三个所述夹持块

110分别与所述三爪气缸109的三个输出端连接。

[0030] 通过在所述工作台101上安装所述打磨组件，所述打磨组件可以用来对齿轮进去

毛边去除，在所述打磨组件下安装所述收集钭102，在所述收集钭102下端安装所述转动轴

103，所述电磁吸块104安装在所述转动轴103上，所述电磁吸块104通电就会产生吸力，所述

转动电机105与所述转动轴103连接，在所述收集钭102的下方安装所述废料箱106，至此，给

所述电磁吸块104通电，驱动所述收集钭102上方的所述打磨组件会对齿轮进行夹持，打磨

机通过升降轴下降与齿轮接触，打磨机上的去毛刀会转动对齿轮上的毛刺进行去除，而产

生的铁屑会被所述电磁吸块104产生的吸力吸到所述收集钭102内，再从所述收集钭102滑

落到所述电磁吸块104上，再通过所述转动电机105转动带动所述转动轴103转动，所述转动

轴103会带动所述电磁吸块104进行转动，将附有铁屑的一面转向所述废料箱106内，给所述

电磁吸块104断电，所述电磁吸块104上的铁屑就会掉落到所述废料箱106内，实现了对铁屑

的收集，避免铁屑乱飞，保证所述工作台101的干净整洁。

[0031] 所述支撑滑轨107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支撑滑轨107安装在所述收集钭102的

两侧，所述支撑滑轨107上有矩形滑槽，所述废料箱106的两侧有与所述支撑滑轨107滑槽形

状大小相同的滑块，至此，将所述收集钭102的滑块插入滑槽中，所述收集钭102实现了能快

速与所述工作台101连接和拆卸。

[0032] 所述安装支架108安装在所述工作台101上，所述三爪气缸109安装在所述安装支

架108的中间，所述三爪气缸109的型号为HDQ380，所述三爪气缸109用来夹持齿轮，让齿轮

不会晃动。

[0033] 所述夹持块110的数量为三个，三个所述夹持块110分别安装在所述三爪气缸109

的三个输出端，至此，所述夹持块110上有半圆形型弧面，所述夹持块110与齿轮内圆孔能更

加贴合，使得齿轮被夹持的更稳定。

[0034] 本申请第二实施例为：

[0035] 请参阅图1‑图4，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的所述齿轮生产用毛边去除装

置还包括清理组件，所述清理组件位于所述收集钭102的下方。

[0036] 所述清理组件包括滑轨201和刮板202，所述滑轨201与所述收集钭102固定连接，

并位于所述收集钭102远离所述工作台101的一侧；所述刮板202与所述滑轨201滑动连接，

并位于所述滑轨201靠近所述电磁吸块104的一侧。

[0037] 所述清理组件还包括推动气缸203，所述推动气缸203与所述工作台101固定连接，

并位于所述工作台101靠近所述刮板202的一侧。

[0038] 所述滑轨201的数量有两个，两个所述滑轨201安装在所述收集钭102下端的左右

两侧，所述刮板202安装在两个所述滑轨201之间，所述推动气缸203与所述工作台101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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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连接，所述推动气缸203的型号为SC80，所述推动气缸203的输出端与所述刮板202连接，

至此，当所述电磁吸块104带有铁屑的一面翻到所述废料箱106内时，驱动所述推动气缸

203，所述推动气缸203会带动所述刮板202滑动，所述刮板202顺着所述滑轨201，会划过所

述电磁吸块104的表面，将所述电磁吸块104表面的铁屑刮下来，实现了对所述电磁吸块104

进行清理，让所述电磁吸块104的表面保持干净，使得所述电磁吸块104产生的吸力不被影

响。

[0039]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申请一种或多种较佳实施例而已，不能以此来限定本申请之

权利范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流程，并依本申请

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本申请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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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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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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