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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装饰打磨设备技术领域，
具
体为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包括支架，
支架包括
竖直的导向杆 ，
导向杆上沿竖向滑动连接有滑
块，
滑块上设置有打磨机构，
打磨机构包括打磨
盘和驱动打磨盘转动的驱动机构，
所述支架上设
有竖向的弹性板，
弹性板的上端和下端均铰接有
顶块，
弹性板的中部与导向杆固定连接；
所述滑
块与弹性板之间设有与导向杆垂直的伸缩杆，
所
述伸缩杆包括第一伸缩段和第二伸缩段，
第一伸
缩段与第二伸缩段同轴螺纹连接，
第一伸缩段与
滑块转动连接并且同时与打磨盘同轴固定连接，
第二伸缩段与弹性板滑动配合。
本方案解决了现
有技术中打磨装置使用时不能自行固定的问题，
降低了使用的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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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包括支架，
支架包括竖直的导向杆，
导向杆上沿竖向滑动连接
有滑块，
滑块上设置有打磨机构，
打磨机构包括打磨盘和驱动打磨盘转动的驱动机构，
其特
征在于：
所述支架上设有竖向的弹性板，
弹性板的上端和下端均铰接有顶块，
弹性板的中部
与导向杆固定连接；
所述滑块与弹性板之间设有与导向杆垂直的伸缩杆，
所述伸缩杆包括
第一伸缩段和第二伸缩段，
第一伸缩段与第二伸缩段同轴螺纹连接，
第一伸缩段与滑块转
动连接并且同时与打磨盘同轴固定连接，
第二伸缩段与弹性板滑动配合。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伸缩段上转动连
接有滚轮，
弹性板上沿竖向设置有滑槽，
滚轮沿滑槽与弹性板滚动配合。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打磨机构还包括罩设
在打磨盘上的罩体，
罩体上连接有负压吸附机构。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罩体的开口边缘固定
连接有柔性的挡片。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弹性板的上下两端之
间连接有拉绳。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拉绳与弹性板的中部
之间连接有伸缩调节机构。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伸缩调节机构为液压
式伸缩机构。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液压式伸缩机构为千
斤顶机构。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架的底部连接有行
走轮。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行走轮为万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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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装饰打磨设备技术领域，
具体为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打磨装置是建筑装饰中常用的设备，
现有的打磨装置一般都是手持式打磨装置，
在对室内的墙面进行打磨时，
需要搭设支撑台才能对墙面的上部分进行打磨。为了减少人
站在高处进行打磨容易发生危险的问题，
现有技术中出现了使用支架来支撑打磨机构对墙
面的上部进行打磨的装置。这种打磨装置在进行打磨时，
由于打磨装置对墙面进行打磨时
会受到来自墙面的作用力，
使打磨装置具有远离墙面移动的趋势，
于是，
打磨过程中需要工
人扶着打磨装置，
使其克服墙面施加的作用力而固定，
从而实现打磨，
这样就导致打磨装置
在打磨时产生了较大的人力成本；
同时，
打磨装置上还需要设置提升机构来实现对打磨机
构的提升，
使打磨机构可以竖向移动，
使整个打磨装置的结构比较复杂，
不利于制造、
搬运
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打磨装置使用时不
能自行固定的问题。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的基础方案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包括支架，
支架包括
竖直的导向杆，
导向杆上沿竖向滑动连接有滑块，
滑块上设置有打磨机构，
打磨机构包括打
磨盘和驱动打磨盘转动的驱动机构，
所述支架上设有竖向的弹性板，
弹性板的上端和下端
均铰接有顶块，
弹性板的中部与导向杆固定连接；
所述滑块与弹性板之间设有与导向杆垂
直的伸缩杆，
所述伸缩杆包括第一伸缩段和第二伸缩段，
第一伸缩段与第二伸缩段同轴螺
纹连接，
第一伸缩段与滑块转动连接并且同时与打磨盘同轴固定连接，
第二伸缩段与弹性
板滑动配合。
[0005]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弹性板通过上端和下端铰接的顶块分别与
底板和天花板相抵，
从而使弹性板弯曲呈拱形，
使弹性板的中部对导向杆进行支撑，
无需使
用工人对支架进行固定，
降低了人力成本。滑块位于导向杆的中部，
滑块通过伸缩杆与弹性
板相抵，
打磨机构的打磨盘在电机的驱动作用下对墙面进行打磨，
同时，
打磨盘的转动也带
动第一伸缩段转动，
使第一伸缩段与第二伸缩段发生相对转动，
使整个伸缩杆的长度增大，
从而使伸缩杆向上移动，
进而使滑块上移，
实现滑块带动打磨机构上移的效果，
使打磨机构
边打磨边向上移动，
无需设置单独的提升机构，
减轻了工人的操作负担。通过弹性板的设
置，
利用弹性板形成的拱形结构对导向杆进行支撑，
将导向杆在打磨机构打磨时产生的作
用力传递给天花板和地板，
提高了导向杆对打磨机构进行支撑的稳定性。通过弹性板与伸
缩杆的结合，
利用弹性板支撑时形成的拱形结构和伸缩杆的伸缩作用，
使伸缩杆在弹性板
的作用下进行移动，
从而实现了打磨机构的自行移动。
[0006] 进一步，
所述第二伸缩段上转动连接有滚轮，
弹性板上沿竖向设置有滑槽，
滚轮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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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槽与弹性板滚动配合。通过设置滚轮，
使第二伸缩段与弹性板之间的滑动摩擦改变为滚
动摩擦，
从而减小了摩擦阻力，
有利于第二伸缩段的移动，
同时，
滑槽的设置，
使滚轮在滑槽
内滚动，
避免了第二伸缩段带动滚轮整体旋转而影响第二伸缩段的移动。
[0007] 进一步，
所述打磨机构还包括罩设在打磨盘上的罩体，
罩体上连接有负压吸附机
构。设置罩体和负压吸附机构，
通过负压吸附机构使罩体的内部产生负压，
从而将打磨盘打
磨时产生的粉尘等吸附进负压吸附机构内，
实现了粉尘的快速收集，
避免了粉尘四处散落
而增加后续清理工作难度的问题。
[0008] 进一步，
所述罩体的开口边缘固定连接有柔性的挡片。设置柔性的挡片，
使罩体通
过挡片与墙面接触，
从而避免了罩体直接与墙面接触而损坏墙面的现象发生。
[0009] 进一步，
所述弹性板的上下两端之间连接有拉绳。设置拉绳，
通过拉动拉绳来调整
弹性板两端的距离，
从而方便弹性板的安装和移动。
[0010] 进一步，
所述拉绳与弹性板的中部之间连接有伸缩调节机构。设置伸缩调节机构，
通过伸缩调节机构的伸长或缩短来调节拉绳对弹性板两端的张拉作用，
从而方便了对拉绳
的调整。
[0011] 进一步，
所述伸缩调节机构为液压式伸缩机构。设置液压式伸缩机构，
通过液压力
来驱动拉绳的张拉，
有利于保证伸缩调节机构对拉绳施加的作用力大小。
[0012] 进一步，
所述液压式伸缩机构为千斤顶机构。千斤顶机构操作简单，
方便进行操
作。
[0013] 进一步，
所述支架的底部连接有行走轮。设置行走轮，
方便移动支架时对支架进行
支撑，
从而方便支架的移动，
降低劳动强度。
[0014] 进一步，
所述行走轮为万向轮。万向轮在行走时方便对行走的方向进行调整，
从而
方便调整支架的移动方向。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使用状态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9]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
天花板A、
墙面B、
地板C、
导向杆1、
弹性板2、
罩体3、
打磨盘4、滑块5、伸缩杆6、第一伸缩段61、第二伸缩段62、
连接杆7、底座8、
拉绳9、伸缩调节
机构10、
配重块11、
定滑轮12。
[0020] 实施例一：
如附图1所示：
建筑装饰用打磨装置，
包括支架，
支架包括底座8和竖直
的导向杆1，
导向杆1沿横向与底座8滑动连接，
底座8的底部安装有行走轮，
本实施例中行走
轮优选为万向轮。导向杆1的右侧设有竖向的弹性板2，
弹性板2的中部与导向杆1的中部之
间焊接有连接杆7。
弹性板2的上端铰接有可与天花板A相抵的上顶块，
其下端铰接有可与地
板C相抵的下顶块。
弹性板2朝向导向杆1的一侧沿竖向开有滑槽。
[0021] 导向杆1上沿竖向滑动连接有滑块5，
滑块5上设置有打磨机构，
打磨机构包括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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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4和驱动机构，
打磨盘4与滑块5转动连接，
本实施例中驱动机构优选为带有齿轮变速箱的
电机，
打磨盘4与齿轮变速箱的输出轴连接，
电机固定安装在滑块5上。滑块5与弹性板2之间
设置有伸缩杆6，
伸缩杆6的长度方向与导向杆1的长度方向垂直。伸缩杆6包括第一伸缩段
61和第二伸缩段62，
第一伸缩段61与第二伸缩段62同轴螺纹连接，
第一伸缩段61与滑块5转
动连接并且同时与打磨盘4同轴键连接，
第二伸缩段62与弹性板2滑动配合，
第二伸缩段62
上转动连接有可沿滑槽滑动的滚轮。
[0022]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常态时，
弹性板2处于直线状态；
如图2所示，
当需要对墙面B进
行打磨的时候，
先将弹性板2进行弯曲，
使弹性板2的两端的距离小于墙面B所在位置的底板
与天花板A之间的距离。将打磨盘4与墙面B相贴后，
使弹性板2的上端通过上顶块与天花板A
相抵，
弹性板2的下端通过下顶块与地板C相抵，
从而使弹性板2通过与天花板A和底板相抵
形成一个拱形结构，
进而对导向杆1进行支撑。初始打磨时，
滑块5位于导向杆1的中部，
滑块
5与弹性板2之间的伸缩杆6处于收缩状态，
并且第二伸缩段62通过滚轮与弹性板2相抵，
使
第二伸缩段62只能沿竖向与弹性板之间相对滑动而不能与弹性板之间相对转动。当电机驱
动打磨盘4转动，
使打磨盘4对墙面B进行打磨。同时，
打磨盘4的转动带动第一伸缩段61转
动，
使第一伸缩段61与第二伸缩段62之间发生相对转动，
第一伸缩段61和第二伸缩段62在
螺纹配合的作用下相互远离，
进而使整个伸缩杆6的长度增大。而随着伸缩杆6长度的增大，
使第二伸缩段62与弹性板2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增大，
由于弹性板2呈拱形，
于是，
弹性板2对
第二伸缩段62产生的作用力倾斜向上，
进而使第二伸缩段62向上移动，
使第二伸缩段62通
过第一伸缩段61带动滑块5向上移动，
滑块5带动打磨机构上移，
实现打磨机构边上移边打
磨的效果。
[0023] 实施例二：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点仅在于：
如图3所示，
导向杆1的上端转动安装有定
滑轮12，
定滑轮12上绕设有牵引绳，
牵引绳的一端与滑块5连接，
牵引绳的另一端连接有配
重块11；
弹性板2的上下两端之间连接有拉绳9；
拉绳9与弹性板2的中部之间连接有伸缩调
节机构10，
本实施例中，
伸缩调节机构10优选为千斤顶机构，
千斤顶的一端通过螺栓与弹性
板2的中部连接固定，
千斤顶的另一端与拉绳9的中部连接。配重块11的重量略小于滑块5上
所安装的所有机构的重量之和，
利用配重块11的重量来大致平衡滑块5上所有机构的重量，
于是，
通过配重块11、牵引绳和定滑轮12的设置，
使滑块5受到牵引绳施加的向上的力，
但是
又不会因配重块11的重量过大而导致滑块5持续的向上移动，
从而使弹性板2对伸缩杆6产
生较小的作用力就可以使伸缩杆6向上移动，
根据力的相互作用关系，
伸缩杆6对弹性板2施
加的作用力也相对较小，
进而有利于降低电机的能耗，
节约能源；
通过调整千斤顶机构的长
度来改变拉绳9中部距离弹性板2中部的距离，
就可以实现拉绳9对弹性板2上下两端的距离
的调整，
从而降低了对拉绳9进行调整的工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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