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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带有旋转式工具的工

具机、特别是磨削工具或者切割工具的吸尘罩，

该吸尘罩用以收集并导出在工具机使用中所产

生的粉尘，包括：‑具有第一凹部的第一侧壁，‑具

有第二凹部的第二侧壁，以及‑与第一和第二侧

壁连接的抽吸通道，第一凹部的直径大于工具机

的法兰的直径，使得所述第一凹部能够围绕法兰

定位，第二凹部的直径大于用以将工具可拆式紧

固在工具机主轴上的夹紧元件的直径，使得夹紧

元件能被接纳于第二凹部中，其中，第二凹部的

直径和夹紧元件的直径被确定尺寸，使得夹紧元

件配合精确地贴靠在第二凹部上，并且第一和第

二侧壁彼此有间距地定位，该间距短于主轴的长

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5页

CN 109414798 B

2021.08.10

CN
 1
09
41
47
98
 B



1.用于带有旋转式工具(10)的工具机(2)的吸尘罩(1)，该吸尘罩用以收集并导出在工

具机(2)使用中所产生的粉尘，该吸尘罩包括：

‑具有第一凹部(19)的第一侧壁(11)，

‑具有第二凹部(28)的第二侧壁(12)，以及

‑与第一和第二侧壁(11，12)连接的抽吸通道(13)，

其特征在于：第一凹部(19)的直径大于工具机(2)的法兰(7)的直径，使得所述第一凹

部(19)能够围绕所述法兰(7)定位，并且第二凹部(28)的直径大于用以将工具(10)可拆式

紧固在工具机(2)主轴(8)上的夹紧元件(9)的直径，使得所述夹紧元件(9)能被接纳于第二

凹部(28)中，其中，第二凹部(28)的直径和夹紧元件(9)的直径被确定尺寸，使得夹紧元件

(9)配合精确地贴靠在第二凹部(28)上，并且第一和第二侧壁(11，12)彼此有间距(Z)地定

位，该间距短于所述主轴(8)的长度(L)。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尘罩(1)，其特征在于：所述间距(Z)基本上对应于工具(10)的

宽度(B)。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吸尘罩(1)，其特征在于：所述工具机(2)是磨削工具或者切

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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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工具机的吸尘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带有旋转式工具的工具机、特别是磨削工具或者切割工具的

吸尘罩，其用以收集并导出在工具机使用中产生的粉尘，该吸尘罩包括：具有第一凹部的第

一侧壁；具有第二凹部的第二侧壁；以及与第一和第二侧壁连接的抽吸通道。所述旋转式工

具例如可以是锯片(Trennscheibe，切割盘片)或者砂轮(Schleifscheibe，磨削盘片)。

背景技术

[0002] 磨削工具或者切割工具(诸如角磨机)在其使用中通常需要吸尘罩，以便收集在使

用所述磨削工具或者切割工具时或者在利用所述磨削工具或者切割工具作业时产生的粉

尘并将其导离所述工具(砂轮或者锯片)或者作业地点。吸尘罩也可称为防尘罩或者保护

罩。

[0003] 然而就市场上销售的防尘罩或者说根据现有技术的防尘罩而言，在防尘罩安装于

工具机时以及在防尘罩从工具机拆卸时经常存在问题。所述安装及拆卸对于工具机使用者

来说可能是复杂且烦琐的。

[0004] 此外，针对已装配有防尘罩的工具机，工具(即砂轮或者锯片)的更换可能是个难

题。工具更换，亦即将工具从工具机的主轴上拆卸以及将工具重新安装在主轴上，在此对于

工具机使用者来说同样会是复杂且烦琐的。

[0005] 另外，工具机使用者始终面临一些常常很烦琐的任务，即检查防尘罩和/或工具是

否按规定正常紧固在工具机上。

发明内容

[0006]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上述问题或者说任务，并且特别是提供一种用于具有

旋转式工具的工具机(特别是磨削工具或者切割工具)的改进的吸尘罩，借其使防尘罩在工

具机上的安装和防尘罩从工具机的拆卸以及工具(例如砂轮或者锯片)的更换更加简单。

[0007] 此任务通过按照本发明的用于带有旋转式工具的工具机的吸尘罩得以实现。在

此，上述任务通过提供一种用于带有旋转式工具的工具机(特别是磨削工具或者切割工具)

的吸尘罩得以实现，该吸尘罩用以收集并导出在工具机使用中所产生的粉尘，该吸尘罩包

括：具有第一凹部的第一侧壁；具有第二凹部的第二侧壁；以及与第一和第二侧壁连接的抽

吸通道。

[0008] 根据本发明规定：第一凹部的直径大于工具机的法兰的直径，使得所述第一凹部

能够围绕法兰定位，并且第二凹部的直径大于夹紧元件(该夹紧元件用以将工具可拆式紧

固在工具机的主轴上)的直径，使得夹紧元件能被接纳于第二凹部中，其中，第二凹部的直

径和夹紧元件的直径被确定尺寸，使得夹紧元件配合精确地贴靠在第二凹部上，并且第一

和第二侧壁彼此有间距地定位，该间距短于主轴的长度。由此，当工具(例如砂轮或者锯片)

已经位于防尘罩中时，可以将夹紧元件、例如夹紧螺母从防尘罩外部紧固(例如旋拧)在工

具机的主轴上。因此防尘罩既能够简单且快速地由工具机完整地与位于该防尘罩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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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也能够装配到所述工具机上。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有益的实施方式，可行的是：第一和第二侧壁的间距基本上对

应于工具的宽度。由此，当防尘罩连同位于该防尘罩中的工具一起定位在工具机上时，附加

地使得夹紧元件在工具机主轴上的安装更加简单。

附图说明

[0010] 由下文的对附图的说明可获得其他一些优点。在附图中示出了本发明的不同实施

例。附图、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包含了许多组合的特征。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目的需要可同

样单独地考虑这些特征以及将它们合并为其他适宜的组合。

[0011] 在附图中，相同的和同样的部件均标注以相同的附图标记。

[0012] 附图示出：

[0013] 图1为本发明吸尘罩的透视图，包括表示出的形式上为角磨机的工具机和形式上

为锯片的处于拆下状态中的工具；

[0014] 图2为吸尘罩连同角磨机和处于拆下状态中的锯片的另一透视图；

[0015] 图3为吸尘罩的另一透视图，其中，锯片定位在吸尘罩中并且该吸尘罩反向于箭头

方向R定位在角磨机上方；

[0016] 图4为吸尘罩的另一透视图，其中，锯片定位在吸尘罩中并且该吸尘罩定位在角磨

机上；和

[0017] 图5为吸尘罩在装配状态中的另一透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

[0019] 图1示出了按照本发明的用于工具机2的吸尘罩1，处于从所述工具机2拆下的状态

中。该吸尘罩1也可以称为防尘罩或者保护罩。

[0020] 工具机2为角磨机。在附图中只能看到该角磨机的带有工具夹头6的头部5。

[0021] 在此，工具夹头6包括一个主轴8，其用于对工具10(例如砂轮或者锯片)进行紧固

以及用于将扭矩传递到工具10上。主轴8具有长度L。

[0022] 工具10包括一个中心通孔10a并且能够在该通孔处借助夹紧元件9被紧固在主轴8

上。工具10具有宽度B。夹紧元件9在附图中示为夹紧螺母并且能够拧紧到主轴8上。主轴8借

助于法兰7可旋转地连接在工具机2的头部5上。在此，法兰7沿着箭头方向R在主轴8下部定

位于工具机2的头部5上。

[0023] 防尘罩1主要包括第一侧壁11、第二侧壁12和抽吸通道13。

[0024] 第一侧壁11主要包括第一弧形弯曲的侧边16、第一直线侧边21、第一底边17和第

一凹部19。

[0025] 第二侧壁12主要包括第二弧形弯曲的侧边25、第二直线侧边22、第二底边26和第

二凹部28。第一和第二侧边11、12经由边界壁27相互连接并且相互间具有一个间距Z。在此，

所述间距Z从第一侧壁11上的一个点到第二侧壁12上的一个相应点测得。可以从第一侧壁

11的外表面到第二侧壁12的外表面测量所述间距。边界壁27沿着第一和第二弧形弯曲的侧

边16、25延伸。第一和第二底边17、26用于沿着待加工的工件引导吸尘罩1。所述工件在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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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予示出。

[0026] 第一侧壁11的第一凹部19大于工具机2的法兰7的直径，使得该第一凹部19能够围

绕法兰7定位。在此，如此地确定第一凹部19的直径和法兰7的直径的尺寸，即：能够使第一

凹部19配合精确地贴靠在法兰7上。第二侧壁12的第二凹部28大于构成为夹紧螺母的夹紧

元件9的直径，使得能够将所述夹紧螺母9接纳于第二凹部28中。在此还具有如下可能性：第

一凹部19的直径仅仅略微大于法兰7的直径，以便该第一凹部19尽可能紧密地贴靠于法兰7

周围。在此，如此地确定第二凹部28的直径和夹紧螺母9的直径的尺寸，即：能够使夹紧螺母

9配合精确地贴靠到第二凹部28上。在此还具有如下可能性：第二凹部28的直径仅仅略微大

于夹紧螺母9的直径，以便该第二凹部28尽可能紧密地贴靠于夹紧螺母9周围。

[0027] 抽吸通道13主要包括一个圆柱形筒身31，其具有第一端部31a和第二端部31b。第

一端部31a与第一和第二底边17、26形成一个共同的平面。一根软管可紧固在第二端部31b

上，该软管又与一个吸尘器连接。在图中既没有示出软管也没有示出吸尘器。第一侧壁11的

第一直线侧边21和第二侧壁12的第二直线侧边22与抽吸通道13的筒身31连接，使得第一与

第二侧壁11、12之间的空腔与抽吸通道13内部中的空腔相连通。由于所述空腔连通，当吸尘

器与吸尘罩1连接时，在工具10加工工件时所产生的粉尘能够被两个侧壁11、12引导并进入

抽吸通道13的筒身31中。

[0028] 在图2至5中示出了锯片形式的工具10在角磨机形式的工具机2上的装配，该角磨

机带有本发明的吸尘罩1。

[0029] 正如在图2中描述的那样，吸尘罩1与角磨机2是松脱开的。作为夹紧螺母示出的夹

紧元件9是与主轴8松脱开的。将锯片10沿着箭头方向N推入第一与第二侧壁11、12之间的空

腔中。如图中所示，将锯片10如此程度地推入空腔中，直到构成为锯片的工具10的通孔10a

与第一侧壁11的第一凹部19和第二侧壁12的第二凹部28对齐(参见图3)。接着，将吸尘罩1

连同锯片10定位在角磨机10的主轴8上。由于两个侧壁11、12相对彼此有微小间距Z之故，主

轴8穿过吸尘罩1伸出。将夹紧螺母9沿着箭头方向R紧固到主轴8上(参见图4)。通过将夹紧

螺母9紧固在主轴8上而使工具10和吸尘罩1与工具机2的头部5相连接(参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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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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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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