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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电机转子外表
面的打磨装置，
包括底板、
侧板和打磨机构，
侧板
分别垂直固定安装在底板顶部的两端，
打磨机构
安装在底板的顶端；
两个侧板的内侧壁上对称开
设有横杆安装槽，
横杆安装槽包括第一竖槽、斜
槽和第二竖槽，
斜槽的顶端与第一竖槽连通，
斜
槽的底端与第二竖槽连通，
两个侧板之间还设置
有横杆，
横杆的两端分别位于第二竖槽的底部；
打磨机构包括气缸、升降板、
竖板、旋转轴、
打磨
辊和电机。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转子打磨
安全系数低，
工人容易受伤，
转子打磨容易造成
碎屑污染，
打磨的效率低，
打磨装置不便于移动
等技术问题进行改进，
本实用新型具有安全系数
高、
不会产生碎屑污染、
打磨效率高、
便于移动等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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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底板、侧板和打磨机构，
所
述侧板分别垂直固定安装在所述底板顶部的两端，
所述打磨机构固定安装在所述底板的顶
端，
并且所述打磨机构位于两个所述侧板之间；
两个所述侧板的内侧壁上对称开设有横杆安装槽，
所述横杆安装槽包括第一竖槽、斜
槽和第二竖槽，
所述斜槽和所述第二竖槽均位于所述第一竖槽和所述打磨机构之间，
所述
斜槽的顶端与所述第一竖槽连通，
所述斜槽的底端与所述第二竖槽连通，
两个所述侧板之
间还设置有横杆，
所述横杆的两端分别位于所述第二竖槽的底部，
所述横杆的一端固定套
装有限位环，
所述横杆的另一端通过螺纹连接有锁紧环，
所述限位环和所述锁紧环均位于
两个所述侧板之间；
所述打磨机构包括气缸、
升降板、
竖板、
旋转轴、
打磨辊和电机，
所述气缸固定安装在所
述底板的顶部的两端，
所述气缸的活塞杆端部分别与所述升降板底部的两端固定连接，
所
述竖板对称固定安装在所述升降板顶部的两端，
所述旋转轴从上到下等间隔转动安装在两
个所述竖板之间，
所述打磨辊固定套装在所述旋转轴上，
所述旋转轴相同的一端均贯穿所
述竖板固定安装有第一从动轮，
所述第一从动轮通过第一皮带传动连接，
所述电机固定安
装在所述升降板的顶部，
所述电机的转轴上固定套装主动轮，
一个所述旋转轴与所述第一
从动轮相对的一端贯穿所述竖板固定套装有第二从动轮，
所述主动轮与所述第二从动轮通
过第二皮带传动连接。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每一个所述侧板
上均开设有两组横杆安装槽，
两组所述横杆安装槽关于所述打磨机构对称开设。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两个所述侧板的
底部之间还设置有撑杆，
所述撑杆关于所述打磨机构对称设置。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两个所述侧板的
前端和后端均设置有拉门，
所述拉门的一端与一个所述侧板之间铰接，
所述拉门的另一端
与另一个所述侧板之间设置有门锁，
两个所述侧板的顶部还设置有翻盖，
所述翻盖的一端
与一个所述侧板的顶部铰接，
所述翻盖的另一端与另一个所述侧板的顶部设置有所述门
锁，
所述拉门的中部均设置有观察窗，
所述拉门和所述翻盖外侧壁的端部均设置有拉手。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板底部的
四个拐角均固定安装有刹车万向轮。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两个所述侧板的
外侧壁上均固定安装有推把，
所述推把上设置有防滑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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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机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机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
它的主要作用
是产生驱动转矩，
作为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
电机一般由壳体、定子和转子组成，
定子
安装在壳体的内部，
转子安装在定子的内部，
转子在生产加工完成之后需要对其表面进行
打磨，
去除转子外表面的毛刺，
提高电机的使用性能，
然后再将转轴装入到转子的中部。
[0003] 现有技术中通过人工和机械的方式对转子进行打磨，
人工打磨时工人先将转子套
装在横轴上，
然后手持横轴的两端移动横轴，
使横轴上的转子与打磨盘接触进行打磨，
这种
打磨方式安全系数低，
工人容易受伤，
对打磨产生的碎屑不能进行收集，
碎屑会散落堆积在
地面上造成碎屑污染，
且一次打磨的转子的数量少，
打磨的效率低，
现有的用于打磨转子的
装置也存在碎屑不能收集而造成碎屑污染，
一次打磨转子的数量少，
转子打磨的效率低的
问题，
而且，
现有的用于转子的打磨装置不便于进行移动，
使用不方便。
[0004] 针对以上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本
实用新型具有安全系数高、
不会产生碎屑污染、
打磨效率高、
便于移动等优点。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了一种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
打磨装置，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转子打磨安全系数低，
工人容易受伤，
转子打磨容易造成碎屑
污染，
打磨的效率低，
打磨装置不便于移动等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具有安全系数高、不会
产生碎屑污染、
打磨效率高、
便于移动等优点。
[0006]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
的打磨装置，
包括底板、侧板和打磨机构，
侧板分别垂直固定安装在底板顶部的两端，
打磨
机构固定安装在底板的顶端，
并且打磨机构位于两个侧板之间；
两个侧板的内侧壁上对称
开设有横杆安装槽，
横杆安装槽包括第一竖槽、
斜槽和第二竖槽，
斜槽和第二竖槽均位于第
一竖槽和打磨机构之间，
斜槽的顶端与第一竖槽连通，
斜槽的底端与第二竖槽连通，
两个侧
板之间还设置有横杆，
横杆的两端分别位于第二竖槽的底部，
横杆的一端固定套装有限位
环，
横杆的另一端通过螺纹连接有锁紧环，
限位环和锁紧环均位于两个侧板之间；
打磨机构
包括气缸、升降板、
竖板、旋转轴、
打磨辊和电机，
气缸固定安装在底板的顶部的两端，
气缸
的活塞杆端部分别与升降板底部的两端固定连接，
竖板对称固定安装在升降板顶部的两
端，
旋转轴从上到下等间隔转动安装在两个竖板之间，
打磨辊固定套装在旋转轴上，
旋转轴
相同的一端均贯穿竖板固定安装有第一从动轮，
第一从动轮通过第一皮带传动连接，
电机
固定安装在升降板的顶部，
电机的转轴上固定套装主动轮，
一个旋转轴与第一从动轮相对
的一端贯穿竖板固定套装有第二从动轮，
主动轮与第二从动轮通过第二皮带传动连接。
[0007] 进一步的，
为了增加一次打磨转子的数量，
提高转子打磨的效率，
每一个侧板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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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有两组横杆安装槽，
两组横杆安装槽关于打磨机构对称开设。每组横杆安装槽之间可
以安装多根横杆，
每一个横杆之间可以套装多个待打磨的转子，
进而提高转子打磨的效率。
[0008] 进一步的，
为了提高打磨装置的结构强度，
提高打磨装置的使用寿命，
两个侧板的
底部之间还设置有撑杆，
撑杆关于打磨机构对称设置。
[0009] 进一步的，
为了防止对转子打磨时产生的碎屑蹦落到地面上造成碎屑污染，
两个
侧板的前端和后端均设置有拉门，
拉门的一端与一个侧板之间铰接，
拉门的另一端与另一
个侧板之间设置有门锁，
两个侧板的顶部还设置有翻盖，
翻盖的一端与一个侧板的顶部铰
接，
翻盖的另一端与另一个侧板的顶部设置有门锁，
拉门的中部均设置有观察窗，
拉门和翻
盖外侧壁的端部均设置有拉手。在对转子进行打磨时，
关闭拉门和翻盖，
拉门和翻盖与侧板
之间的接触闭合的部分均设置有密封条，
两个侧板、
底板、
两个拉门和翻盖围成了密封的结
构，
可以有效的防止碎屑泄露出来，
同时打磨时可以通过观察窗观察转子的打磨情况。
[0010] 进一步的，
为了便于打磨装置的移动，
可以根据需要将打磨装置移动到适当的位
置进行打磨工作，
底板底部的四个拐角均固定安装有刹车万向轮。刹车万向轮上带有涉车
装置，
当将打磨装置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通过涉车装置进行锁定。
[0011] 进一步的，
为了便于打磨装置的移动，
两个侧板的外侧壁上均固定安装有推把，
推
把上设置有防滑套。移动打磨装置时可以通过推把来推动，
移动更加方便。
[0012]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两个侧板之间对称开设有两组横杆
安装槽，
每一组横杆安装槽之间可以安装多根横杆，
每一根横杆上可以套装多个待加工的
转子，
通过打磨装置对转子进行打磨，
安全系数高，
且增加了一次可以打磨转子的数量，
提
高了转子打磨的效率，
本实用新型通过两个侧板、底板、两个拉门和翻盖围成密封的结构，
可以有效的防止打磨转子时产生的碎屑泄露出来散落堆积在地面上造成碎屑污染，
更加环
保，
本实用新型在底板底端的四个拐角均固定安装有刹车万向轮，
便于对打磨装置进行移
动。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侧板内侧壁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横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打磨机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本实施例在以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为前
提下进行实施，
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
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限
于下述的实施例。
[0018] 实施例1
[0019] 实施例1公开了一种用于电机转子外表面的打磨装置，
如图1所示，
包括底板1、侧
板2和打磨机构3，
侧板2分别垂直固定安装在底板1顶部的两端，
打磨机构3固定安装在底板
1的顶端，
并且打磨机构3位于两个侧板2之间，
底板1底部的四个拐角均固定安装有刹车万
向轮11，
刹车万向轮11上带有刹车装置(图中未标出) ，
当将打磨装置移动到合适的位置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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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刹车装置进行锁定；
两个侧板2的内侧壁上对称开设有横杆安装槽4，
每一个侧板2上均
开设有两组横杆安装槽4，
两组横杆安装槽4关于打磨机构3对称开设；
如图2所示，
横杆安装
槽4包括第一竖槽41、
斜槽42和第二竖槽43，
斜槽42和第二竖槽43均位于第一竖槽41和打磨
机构3之间，
斜槽42的顶端与第一竖槽41连通，
斜槽42的底端与第二竖槽43连通；
如图1所
示，
两个侧板2之间还设置有横杆5，
横杆5的两端分别位于第二竖槽43的底部；
如图3所示，
横杆5的一端固定套装有限位环51，
横杆5的另一端通过螺纹连接有锁紧环52，
限位环51和
锁紧环52均位于两个侧板2之间；
如图1所示，
两个侧板2的底部之间还设置有撑杆6，
撑杆6
关于打磨机构3对称设置，
撑杆6的设置加强了打磨装置的结构强度，
两个侧板2的外侧壁上
均固定安装有推把21，
推把21上设置有防滑套211，
两个侧板2的前端和后端均设置有拉门
7，
拉门7的一端与一个侧板2之间铰接，
拉门7的另一端与另一个侧板2之间设置有门锁(图
中未标出) ，
两个侧板2的顶部还设置有翻盖8，
翻盖8的一端与一个侧板2的顶部铰接，
翻盖8
的另一端与另一个侧板2的顶部设置有门锁，
拉门7的中部均设置有观察窗71，
观察窗71采
用透明玻璃或者透明塑料制成，
拉门7和翻盖8外侧壁的端部均设置有拉手9；
如图4所示，
打
磨机构3包括气缸31、升降板32、竖板33、旋转轴34、打磨辊35和电机36，
气缸31的型号为
CDQ2B12-20DMZ，
电机36的型号为YL90S-2-1 .1KW，
气缸31固定安装在底板1的顶部的两端，
气缸31的活塞杆端部分别与升降板32底部的两端固定连接，
竖板33对称固定安装在升降板
32顶部的两端，
旋转轴34从上到下等间隔转动安装在两个竖板33之间，
具体的，
旋转轴34的
两端均通过轴承(图中未标出)转动安装在两个竖板33之间，
打磨辊35固定套装在旋转轴34
上，
旋转轴34相同的一端均贯穿竖板33固定安装有第一从动轮341，
第一从动轮341通过第
一皮带10传动连接，
电机36固定安装在升降板32的顶部，
电机36的转轴上固定套装主动轮
361，
一个旋转轴34与第一从动轮341相对的一端贯穿竖板33固定套装有第二从动轮342，
主
动轮361与第二从动轮342通过第二皮带100传动连接。
[002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如下：
工作时，
先将待加工的转子套装在横杆5上，
当横杆5
上套满转子后将锁紧环52旋转套装在横杆5的端部，
使转子限位在限位环51和锁紧环52之
间，
然后将横杆5的两端顺着两个侧板2之间的第一竖槽41向下滑动，
当横杆5滑动到斜槽42
位置后将横杆5通过斜槽42滑动到第二竖槽43的底部，
接着继续将待加工的转子套装在其
他的横杆5上，
然后继续将横杆5安装在两个侧板2之间的第二竖槽43的底部，
接着关闭两个
侧板2前端和后端的拉门7并通过门锁锁紧，
再关闭两个侧板2顶部的翻盖8，
并通过门锁锁
紧，
然后再启动气缸31，
控制气缸31的活塞杆伸出从而驱动升降板32向上运动，
使打磨辊35
上升与转子的外表面接触对转子进行打磨，
打磨完成后，
控制气缸31的活塞杆收缩从而驱
动升降板32下降 ，
使打磨辊35下降与转子的外表面分离，
再打开拉门7和翻盖8，
此时，
向上
滑动横杆5，
使横杆的两端依次通过第二竖槽43、斜槽43和第一竖槽41后从侧板2的顶部滑
出，
接着旋下锁紧环52，
将打磨完成的转子从横杆5的端部取出完成转子的打磨工作，
打磨
时，
由于底板1、
两个侧板2、
两个拉门7和翻盖8之间形成密封结构，
因此，
打磨产生的碎屑不
会泄露出来，
当打磨装置内部的底板1和升降板32上的碎屑堆积较多时对碎屑进行统一清
理，
然后继续进行转子的打磨工作。本实用新型具有安全系数高、不会产生碎屑污染、
打磨
效率高、
便于移动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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