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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机加工表面处理技术领域，具体

的说是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包括

支架、行走轮、除锈模块、驱动模块和清理模块；

支架上端设有除锈模块；除锈模块包括电机、旋

转轴、安装轴、插片、第一弹簧、活动板、导柱和转

盘；除锈模块一端配合连接着驱动模块；驱动模

块包括涡轮、垂直蜗杆和盘型磁铁；除锈模块一

侧设有清理模块；清理模块包括固定支架、主皮

带轮、副皮带轮、清扫皮带轮、毛刷和皮带。本发

明提出了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通

过安装轴外周设置的插片实现铸铁平台表面锈

迹的清理；同时由主皮带轮、副皮带轮、清扫皮带

轮通过皮带实现动力传输，驱动毛刷清理除锈模

块剥离的铁锈，结构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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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1)、行走轮(2)、除锈模

块(3)、驱动模块和清理模块；所述支架(1)下端设有行走轮(2)；所述支架(1)上端设有除锈

模块(3)；所述除锈模块(3)一端配合连接着驱动模块；所述除锈模块(3)一侧设有清理模

块；其中，

所述除锈模块(3)包括电机(31)、旋转轴(32)、安装轴(33)、插片(34)、第一弹簧(35)、

活动板(36)、导柱(37)和转盘(38)；所述电机(31)安装在支架(1)一侧上部，所述电机(31)

固定连接着旋转轴(32)，所述旋转轴(32)外周套接着安装轴(33)；所述安装轴(33)外周配

合连接一组插片(34)，所述插片(34)通过安装轴(33)旋转实现铸铁平台表面锈迹的清理，

所述安装轴(33)另一端设有第一弹簧(35)，所述第一弹簧(35)一侧设有活动板(36)；所述

活动板(36)滑动安装在支架(1)上端；所述活动板(36)一侧设有导柱(37)；所述导柱(37)滑

动连接在转盘(38)上；所述转盘(38)倾斜设置；所述转盘(38)配合活动板(36)用于实现安

装轴(33)水平往复运动；

所述驱动模块包括涡轮(41)、垂直蜗杆(42)和盘型磁铁(43)；所述旋转轴(32)两端分

别设有涡轮(41)，所述涡轮(41)配合连接着垂直蜗杆(42)，所述垂直蜗杆(42)下端转动连

接着盘型磁铁(43)，所述盘型磁铁(43)滚动吸附在铸铁平台一侧；

所述清理模块包括固定支架(51)、主皮带轮(52)、副皮带轮(53)、清扫皮带轮(54)、毛

刷(55)和皮带；所述固定支架(51)安装在支架(1)上端；所述主皮带轮(52)固定连接在旋转

轴(32)上，所述副皮带轮(53)配合安装在支架(1)上端；所述副皮带轮(53)数量设置为两

个；所述两个副皮带轮(53)上下错位布置；所述主皮带轮(52)、副皮带轮(53)、清扫皮带轮

(54)通过皮带相连接；所述两个副皮带轮(53)用于将旋转轴(32)的转动传送至清扫皮带轮

(54)；所述清扫皮带轮(54)配合安装在固定支架(51)上；所述清扫皮带轮(54)下端设有毛

刷(55)；所述毛刷(55)用于清理除锈模块(3)剥离的铁锈；

所述副皮带轮(53)下端设有滑块(531)；所述滑块(531)安装在导轨(532)上；所述导轨

(532)安装在支架(1)上端；所述导轨(532)一侧设有传动丝杆(533)；所述传动丝杆(533)一

端设有驱动电机；所述固定支架(51)内部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设有清扫滑块(511)；所述

清扫滑块(511)下端转动连接着清扫皮带轮(54)；所述滑槽内安装有弹簧；所述驱动电机转

动用以实现副皮带轮(53)接近或远离主皮带轮(52)，进而实现清扫皮带轮(54)的水平移

动；

所述安装轴(33)外周设有一组第一插接槽(331)和一组第二插接槽(332)，所述第一插

接槽(331)和第二插接槽(332)深度不同，所述第一插接槽(331)和第二插接槽(332)交错布

置在安装轴(33)外周，所述第一插接槽(331)和第二插接槽(332)均用于安装插片(34)；

所述第一插接槽(331)和第二插接槽(332)内分别安装有插片(34)，所述插片(34)一端

设有弹性钢丝；所述弹性钢丝用于刮除铸铁平台铁锈；所述插片(34)由弹性材料制成；所述

插片(34)另一端设有燕尾槽(341)，所述插片(34)燕尾端用于配合插入第一插接槽(331)或

第二插接槽(332)；

所述插片(34)燕尾端部设置成折叠型；

工作时，针对需要除锈的铸铁平台，该处理平台移至铸铁平台上方，盘型磁铁(43)滚动

吸附在铸铁平台一侧，通过电机(31)驱动旋转轴(32)，并通过涡轮蜗杆副将动力传送至盘

型磁铁(43)，盘型磁铁(43)吸附平台的同时兼具驱动装置前行，电机(31)驱动旋转轴(32)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8176638 B

2



旋转，旋转轴(32)外周套接着安装轴(33)，安装轴(33)旋转利用插片(34)实现铸铁平台表

面锈迹的清理，旋转轴(32)旋转，通过转盘(38)配合活动板(36)用于实现安装轴(33)水平

往复运动  ,实现旋转前进除锈的同时还进行左右横向的摆动，使得清理的更加彻底；通过

旋转轴(32)上设置主皮带轮(52)，电机(31)驱动旋转轴(32)，并由主皮带轮(52)、副皮带轮

(53)、清扫皮带轮(54)通过皮带实现动力传输，驱动毛刷(55)清理除锈模块(3)剥离的铁

锈，结构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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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加工表面处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

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铸铁平板又称铸铁平台，外观基本上是箱体式，工作面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等，

材料为HT200-300，QT400-600，采用刮研工艺，工作面上可加工V形、T形、U形槽、燕尾槽、圆

孔、长孔等，是用于工件、设备检测、划线、装配、焊接、组装、铆焊的平面基准量具。

[0003] 机械加工场所内，夏天潮湿闷热，使得其内的铁制品容易生锈，铸铁平台主体结构

为铁制，如不采取合适的防锈措施，会造成大面积锈蚀，严重的会引起铸铁平台严重损坏，

对已经产生锈迹的铸铁平台，需要对产生的锈迹及时清理，必要时需要在清理过后重新较

量；现有技术一般采用的是砂纸或电动砂轮机打磨，由人为操作，打磨工作强度大，并且往

往打磨的不均匀，容易造成凹坑等缺陷，同时由于离工作平台较近，打磨过程中操作者难以

避免会吸入打磨产生的粉尘，严重影响操作者的身体健康；所以发明一种高效去除铸铁平

台表面锈迹的设备变的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适 

用于潮湿环境内铸铁平台的保养工作，减小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000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包括支架、行走轮、除锈模块、

驱动模块和清理模块；所述支架下端设有行走轮；所述支架上端设有除锈模块；除锈模块设置

有插片，并通过安装轴旋转实现铸铁平台表面锈迹的清理，所述除锈模块一端配合连接着驱

动模块，通过电机驱动旋转轴，并通过涡轮蜗杆副将动力传送至盘型磁铁，盘型磁铁吸附平台

的同时兼具驱动装置前行；所述除锈模块一侧设有清理模块，通过电机驱动旋转轴，并由主皮

带轮、副皮带轮、清扫皮带轮通过皮带实现动力传输，带动毛刷对铸铁平台表面进行清理。

[0006]   所述除锈模块包括电机、旋转轴、安装轴、插片、第一弹簧、活动板、导柱和转盘；

所述电机安装在支架一侧上部，所述电机固定连接着旋转轴，所述旋转轴外周套接着安装

轴；所述安装轴外周配合连接一组插片，所述插片通过安装轴旋转实现铸铁平台表面锈迹

的清理，所述安装轴另一端设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一侧设有活动板；所述活动板滑动

安装在支架上端；所述活动板一侧设有导柱；所述导柱滑动连接在转盘上；所述转盘倾斜设

置；所述转盘配合活动板用于实现安装轴水平往复运动,实现旋转前进除锈的同时还进行

左右横向的摆动，使得清理的更加彻底。

[0007]   优选的，所述驱动模块包括涡轮、垂直蜗杆和盘型磁铁；所述旋转轴两端分别设

有涡轮，所述涡轮配合连接着垂直蜗杆，所述垂直蜗杆下端转动连接着盘型磁铁，所述盘型

磁铁滚动吸附在铸铁平台一侧，通过电机驱动旋转轴，并通过涡轮蜗杆副将动力传送至盘

型磁铁，盘型磁铁吸附平台的同时兼具驱动装置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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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清理模块包括固定支架、主皮带轮、副皮带轮、清扫皮带轮、毛刷和

皮带；所述固定支架安装在支架上端；所述主皮带轮固定连接在旋转轴上，所述副皮带轮配

合安装在支架上端；所述副皮带轮数量设置为两个；所述两个副皮带轮上下错位布置；所述

主皮带轮、副皮带轮、清扫皮带轮通过皮带相连接；所述两个副皮带轮用于将旋转轴的转动

传送至清扫皮带轮；所述清扫皮带轮配合安装在固定支架上；所述清扫皮带轮下端设有毛

刷；所述毛刷用于清理除锈模块剥离的铁锈，只通过电机驱动旋转轴，并由主皮带轮、副皮

带轮、清扫皮带轮通过皮带实现动力传输。

[0009]   优选的，所述副皮带轮下端设有滑块；所述滑块安装在导轨上；所述导轨安装在

支架上端；所述导轨一侧设有传动丝杆；所述传动丝杆一端设有驱动电机；所述固定支架内

部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设有清扫滑块；所述清扫滑块下端转动连接着清扫皮带轮；所述滑

槽内安装有弹簧；所述驱动电机转动用以实现副皮带轮接近或远离主皮带轮，进而实现清

扫皮带轮的水平清扫。

[0010]   优选的，所述安装轴外周设有一组第一插接槽和一组第二插接槽，所述第一插接

槽和第二插接槽深度不同，所述第一插接槽和第二插接槽交错布置在安装轴外周，所述第

一插接槽和第二插接槽均用于安装插片，才有一深一浅的插片安装方式，使得铁锈刮除的 

过程中，分层次的刮除，提高刮除铁锈的效率。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插接槽和第二插接槽内分别安装有插片，所述插片一端设有弹

性钢丝；所述弹性钢丝用于刮除铸铁平台铁锈；所述插片由弹性材料制成；所述插片另一端

设有燕尾槽，所述插片燕尾端用于配合插入第一插接槽或第二插接槽，插片燕尾端能够轻

微的按压，方便插片的安装，采用可拆卸式的安装方式，便于设备的维护保养。 

[0012]   优选的，所述插片燕尾端部设置成折叠型，起到弹簧的作用，使得旋转过程中，插

片起到一个缓冲的过程，提高插片的耐久性。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1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通过安装轴外周设置的插

片实现铸铁平台表面锈迹的清理；并通过设置转盘，实现安装轴水平往复运动,实现旋转前

进除锈的同时还进行左右横向的摆动，使得清理的更加彻底，同时由主皮带轮、副皮带轮、

清扫皮带轮通过皮带实现动力传输，驱动毛刷清理除锈模块剥离的铁锈，结构紧凑。 

[0015]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通过旋转轴上设置主皮带

轮，电机驱动旋转轴，并由主皮带轮、副皮带轮、清扫皮带轮通过皮带实现动力传输，驱动毛 

刷清理除锈模块剥离的铁锈，结构紧凑。

[0016]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插片燕尾端能够轻微的按

压，方便插片的安装，采用可拆卸式的安装方式，便于设备的维护保养。

[0017]   4.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副皮带轮下端设有滑块，通

过副皮带轮的移动实现副皮带轮接近或远离主皮带轮，进而实现清扫皮带轮的水平移动。 

[0018]   5.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通过一深一浅的插片安装

方式，使得铁锈刮除的过程中，分层次的刮除，提高刮除铁锈的效率。

[0019]   6.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插片燕尾端部设置成折叠

型，起到弹簧的作用，使得旋转过程中，插片起到一个缓冲的过程，提高插片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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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侧视图；

[0024]  图4是图2中A-A剖视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的插片安装截面图；

[0026]  图中：支架1、行走轮2、除锈模块3、电机31、旋转轴32、安装轴33、第一插接槽331、

第二插接槽332、插片34、燕尾槽341、第一弹簧35、活动板36、导柱37、转盘38、涡轮41、垂直

蜗杆42、盘型磁铁43、固定支架51、清扫滑块511、主皮带轮52、副皮带轮53、滑块531、导轨

532、传动丝杆533、清扫皮带轮54、毛刷55。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

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8]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灰墨铸铁零件的表面处理平台，包括支架1、 

行走轮2、除锈模块3、驱动模块和清理模块；所述支架1下端设有行走轮2；所述支架1上端设

有除锈模块3；除锈模块3设置有插片34，并通过安装轴33旋转实现铸铁平台表面锈迹的清

理，所述除锈模块3一端配合连接着驱动模块，通过电机31驱动旋转轴32，并通过涡轮蜗杆

副将动力传送至盘型磁铁43，盘型磁铁43吸附平台的同时兼具驱动装置前行；所述除锈模

块3一侧设有清理模块，通过电机31驱动旋转轴32，并由主皮带轮52、副皮带轮53、清扫皮带

轮54通过皮带实现动力传输，带动毛刷55对铸铁平台表面进行清理。

[0029]   所述除锈模块3包括电机31、旋转轴32、安装轴33、插片34、第一弹簧35、活动板

36、导柱37和转盘38；所述电机31安装在支架1一侧上部，所述电机31固定连接着旋转轴32，

所述旋转轴32外周套接着安装轴33；所述安装轴33外周配合连接一组插片34，所述插片34

通过安装轴33旋转实现铸铁平台表面锈迹的清理，所述安装轴33另一端设有第一弹簧35，

所述第一弹簧35一侧设有活动板36；所述活动板36滑动安装在支架1上端；所述活动板36一

侧设有导柱37；所述导柱37滑动连接在转盘38上；所述转盘38倾斜设置；所述转盘38配合活

动板36用于实现安装轴33水平往复运动  ,实现旋转前进除锈的同时还进行左右横向的摆

动，使得清理的更加彻底。 

[003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驱动模块包括涡轮41、垂直蜗杆42和盘型磁铁

43；所述旋转轴32两端分别设有涡轮41，所述涡轮41配合连接着垂直蜗杆42，所述垂直蜗杆

42下端转动连接着盘型磁铁43，所述盘型磁铁43滚动吸附在铸铁平台一侧，通过电机31驱

动旋转轴32，并通过涡轮蜗杆副将动力传送至盘型磁铁43，盘型磁铁43吸附平台的同时兼

具驱动装置前行。

[003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清理模块包括固定支架51、主皮带轮52、副皮

带轮53、清扫皮带轮54、毛刷55和皮带；所述固定支架51安装在支架1上端；所述主皮带轮52

固定连接在旋转轴32上，所述副皮带轮53配合安装在支架上端；所述副皮带轮53数量设置

为两个；所述两个副皮带轮53上下错位布置；所述主皮带轮52、副皮带轮53、清扫皮带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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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皮带相连接；所述两个副皮带轮53用于将旋转轴32的转动传送至清扫皮带轮54；所述

清扫皮带轮54配合安装在固定支架51上；所述清扫皮带轮54下端设有毛刷55；所述毛刷55

用于清理除锈模块3剥离的铁锈，只通过电机31驱动旋转轴32，并由主皮带轮52、副皮带轮

53、清扫皮带轮54通过皮带实现动力传输。

[003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副皮带轮53下端设有滑块531；所述滑块531安

装在导轨532上；所述导轨532安装在支架1上端；所述导轨532一侧设有传动丝杆533；所述

传动丝杆533一端设有驱动电机；所述固定支架51内部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设有清扫滑块

511；所述清扫滑块511下端转动连接着清扫皮带轮54；所述滑槽内安装有弹簧；所述驱动电

机转动用以实现副皮带轮53接近或远离主皮带轮52，进而实现清扫皮带轮54的水平清扫。 

[003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安装轴33外周设有一组第一插接槽331和一组 

第二插接槽332，所述第一插接槽331和第二插接槽332深度不同，所述第一插接槽331和第

二插接槽332交错布置在安装轴33外周，所述第一插接槽331和第二插接槽332均用于安装

插片34，通过一深一浅的插片34安装方式，使得铁锈刮除的过程中，分层次的刮除，提高刮

除铁锈的效率。

[003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第一插接槽331和第二插接槽332内分别安装

有插片34，所述插片34一端设有弹性钢丝；所述弹性钢丝用于刮除铸铁平台铁锈；所述插片

34由弹性材料制成；所述插片34另一端设有燕尾槽341，所述插片34燕尾端用于配合插入第

一插接槽331或第二插接槽332，插片34燕尾端能够轻微的按压，方便插片34的安装，采用可

拆卸式的安装方式，便于设备的维护保养。

[003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插片34燕尾端部设置成折叠型，起到弹簧的作 

用，使得旋转过程中，插片34起到一个缓冲的过程，提高插片34的耐久性。

[0036]   工作时，针对需要除锈的铸铁平台，该处理平台移至铸铁平台上方，盘型磁铁43

滚动吸附在铸铁平台一侧，通过电机31驱动旋转轴32，并通过涡轮蜗杆副将动力传送至盘

型磁铁43，盘型磁铁43吸附平台的同时兼具驱动装置前行，电机31驱动旋转轴32旋转，旋转

轴32外周套接着安装轴33，安装轴33旋转利用插片34实现铸铁平台表面锈迹的清理，旋转

轴32旋转，通过转盘38配合活动板36用于实现安装轴33水平往复运动  ,实现旋转前进除锈

的同时还进行左右横向的摆动，使得清理的更加彻底；通过旋转轴32上设置主皮带轮52，电

机31驱动旋转轴32，并由主皮带轮52、副皮带轮53、清扫皮带轮54通过皮带实现动力传输，

驱动毛刷55清理除锈模块3剥离的铁锈，结构紧凑。

[003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8176638 B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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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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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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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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