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86910.8

(22)申请日 2020.06.24

(71)申请人 嘉善永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 314100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陶庄镇

工业功能区南北公路58号

(72)发明人 张玲玲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伯瑞杰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31227

代理人 张荣义

(51)Int.Cl.

B24B 9/04(2006.01)

B24B 27/00(2006.01)

B24B 41/06(2012.01)

B24B 4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

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设置有第一磨削组件、第

二磨削组件、第一固定组件以及第二固定组件；

所述底座的边角上设置有四个呈矩形结构的立

柱，所述立柱的上端固定安装有盖板；所述组件

包括第一磨削电机，所述第一磨削电机的输出轴

穿过第一可调节支架与第一转动轮连接，所述第

一可调节支架的底部固定安装在底座上，所述第

一转动轮设置在第一可调节支架上，第一转动轮

通过第一皮带与第一砂轮轴连接，所述第一砂轮

轴上设置有第一砂轮；本发明设置有固定组件，

确保在打磨过程中保持固定状态，提高了磨削的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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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上设置有第一

磨削组件、第二磨削组件、第一固定组件以及第二固定组件；

所述底座(1)的边角上设置有四个呈矩形结构的立柱(11)，所述立柱(11)的上端固定

安装有盖板(12)；

所述第一磨削组件包括第一磨削电机(21)，所述第一磨削电机(21)的输出轴穿过第一

可调节支架(22)与第一转动轮(23)连接，所述第一可调节支架(22)的底部固定安装在底座

(1)上，所述第一转动轮(23)设置在第一可调节支架(22)上，第一转动轮(23)通过第一皮带

(24)与第一砂轮轴(25)连接，所述第一砂轮轴(25)上设置有第一砂轮(2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磨削组件

包括第二磨削电机(31)，所述第二磨削电机(31)的输出轴穿过第二可调节支架(32)与第二

传动轮(33)连接，所述第二可调节支架(32)的底部固定安装安装在底座(1)上，所述第二传

动轮(33)设置在第二可调节支架(32)上，第二传动轮(33)通过第二皮带(34)与第二砂轮轴

(35)连接，所述第二砂轮轴(35)上设置有第二砂轮(3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组件

包括设置在盖板(12)底部的第一连接柱(41)，所述第一连接柱(41)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安装

板(42)，所述第一安装板(42)的底部设置有第一支撑架(43)和第一固定架(44)，所述第一

支撑架(43)的内侧设置有第三支撑架(4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固定组件

包括设置在盖板(12)底部的第二连接柱(51)，所述第二连接柱(51)的底部设置有第二安装

板(52)所述第二安装板(52)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支撑架(53)和第二固定架(54)，所述第二支

撑架(53)的内侧设置有第四支撑架(55)。

5.根据权利要求1和2所述的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可调

节支架(22)上设置有用于供第一磨削电机(21)输出轴和第一砂轮轴(25)穿过的通孔，第二

可调节支架(32)上设置有用于供第二磨削电机(31)输出轴和第二砂轮轴(35)穿过的通孔。

6.根据权利要求3和4所述的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

架(43)和第二支撑架(53)呈L型，第一支撑架(43)和第二支撑架(53)上设置有用于容纳铸

件的凹槽，所述第一支撑架(43)和第二支撑架(53)的数量为两个。

7.根据权利要求3和4所述的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

架(44)和第二固定架(54)呈Y型，第一固定架(44)和第二固定架(54)的数量为两个。

8.根据权利要求3和4所述的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支撑

架(45)和第四支撑架(55)呈H型，第三支撑架(45)和第四支撑架(55)的底部固定安装在底

座(1)上，所述第三支撑架(45)和第四支撑架(55)的数量为两个。

9.根据权利要求1和2所述的一终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动

轮(23)上开有用于供第一磨削电机(21)的输出轴穿过的通孔，第二传动轮(33)上开有用于

供第二磨削电机(31)的输出轴穿过的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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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铸件加工技术领域，具体地说，特别涉及到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铸件实用各种铸造方法获得的金属成型物件，即把冶炼好的液态金属，用浇注、压

射、吸入或者其他浇铸方式注入预先准备好的铸型中，冷却后经打磨等后续加工手段后，所

得到的具有一定形状，尺寸和性能的物件。

[0003] 成型的铸件表面一般会有毛刺，为了确保铸件的品质和美观性，需要对其表面进

行打磨抛光，传统的打磨方式是通过人工手动对铸件进行打磨，这种方式打磨的效率低，打

磨时铸件的位置不固定，同时极易对铸件本体造成损伤，影响产品的最终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以

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设置有第一磨削组件、第二磨

削组件、第一固定组件以及第二固定组件；

[0007] 所述底座的边角上设置有四个呈矩形结构的立柱，所述立柱的上端固定安装有盖

板；

[0008] 所述第一磨削组件包括第一磨削电机，所述第一磨削电机的输出轴穿过第一可调

节支架与第一转动轮连接，所述第一可调节支架的底部固定安装在底座上，所述第一转动

轮设置在第一可调节支架上，第一转动轮通过第一皮带与第一砂轮轴连接，所述第一砂轮

轴上设置有第一砂轮。

[0009]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二磨削组件包括第二磨削电机，所述第二磨削电

机的输出轴穿过第二可调节支架与第二传动轮连接，所述第二可调节支架的底部固定安装

安装在底座上，所述第二传动轮设置在第二可调节支架上，第二传动轮通过第二皮带与第

二砂轮轴连接，所述第二砂轮轴上设置有第二砂轮。

[0010]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固定组件包括设置在盖板底部的第一连接柱，

所述第一连接柱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安装板，所述第一安装板的底部设置有第一支撑架和第

一固定架，所述第一支撑架的内侧设置有第三支撑架。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二固定组件包括设置在盖板底部的第二连接柱，

所述第二连接柱的底部设置有第二安装板所述第二安装板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支撑架和第

二固定架，所述第二支撑架的内侧设置有第四支撑架。

[0012]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可调节支架上设置有用于供第一磨削电机输出

轴和第一砂轮轴穿过的通孔，第二可调节支架上设置有用于供第二磨削电机输出轴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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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轮轴穿过的通孔。

[0013]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支撑架和第二支撑架呈L型，第一支撑架和第二

支撑架上设置有用于容纳铸件的凹槽，所述第一支撑架和第二支撑架的数量为两个。

[0014]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固定架和第二固定架呈Y型，第一固定架和第二

固定架的数量为两个。

[0015]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三支撑架和第四支撑架呈H型，第三支撑架和第四

支撑架的底部固定安装在底座上，所述第三支撑架和第四支撑架的数量为两个。

[0016]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可调节支架、第二可调节支架、第一传动轮和第

二传动轮上开有用于供第一磨削电机以及第二磨削电机的输出轴穿过的通孔。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使用时，将铸件放置在第一固定组件和第二固定组件上，然后启动第一磨削电机

和第二磨削电机，改变第一可调节支架和第二可调节支架的角度，对设置在固定组件上的

铸件进行打磨，去除铸件表面的毛刺。

[0019] 通过改变可调节支架和铸件的角度，可以对铸件进行全面的打磨，确保毛刺的去

除率。

[0020] 打磨过程中，铸件安装在固定组件，不容易产生偏移，避免对铸件本身造成影响。

[0021] 设置有两个加工工位，可同时对两个铸件进行打磨，提高了去毛刺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铸件去毛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一磨削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二磨削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一固定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二固定组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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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图1至图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双工位铸件去毛刺装置，包括底座(1)，所述底

座(1)上设置有第一磨削组件、第二磨削组件、第一固定组件以及第二固定组件；

[0029] 所述底座(1)的边角上设置有四个呈矩形结构的立柱(11)，所述立柱(11)的上端

固定安装有盖板(12)；

[0030] 所述第一磨削组件包括第一磨削电机(21)，所述第一磨削电机(21)的输出轴穿过

第一可调节支架(22)与第一转动轮(23)连接，所述第一可调节支架(22)的底部固定安装在

底座(1)上，所述第一转动轮(23)设置在第一可调节支架(22)上，第一转动轮(23)通过第一

皮带(24)与第一砂轮轴(25)连接，所述第一砂轮轴(25)上设置有第一砂轮(26)。

[0031] 所述第二磨削组件包括第二磨削电机(31)，所述第二磨削电机(31)的输出轴穿过

第二可调节支架(32)与第二传动轮(33)连接，所述第二可调节支架(32)的底部固定安装安

装在底座(1)上，所述第二传动轮(33)设置在第二可调节支架(32)上，第二传动轮(33)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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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皮带(34)与第二砂轮轴(35)连接，所述第二砂轮轴(35)上设置有第二砂轮(36)。

[0032] 所述第一固定组件包括设置在盖板(12)底部的第一连接柱(41)，所述第一连接柱

(41)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安装板(42)，所述第一安装板(42)的底部设置有第一支撑架(43)和

第一固定架(44)，所述第一支撑架(43)的内侧设置有第三支撑架(45)。

[0033] 所述第二固定组件包括设置在盖板(12)底部的第二连接柱(51)，所述第二连接柱

(51)的底部设置有第二安装板(52)所述第二安装板(52)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支撑架(53)和

第二固定架(54)，所述第二支撑架(53)的内侧设置有第四支撑架(55)。

[0034] 所述第一可调节支架(22)上设置有用于供第一磨削电机(21)输出轴和第一砂轮

轴(25)穿过的通孔，第二可调节支架(32)上设置有用于供第二磨削电机(31)输出轴和第二

砂轮轴(35)穿过的通孔。

[0035] 所述第一支撑架(43)和第二支撑架(53)呈L型，第一支撑架(43)和第二支撑架

(53)上设置有用于容纳铸件的凹槽，所述第一支撑架(43)和第二支撑架(53)的数量为两

个。

[0036] 所述第一固定架(44)和第二固定架(54)呈Y型，第一固定架(44)和第二固定架

(54)的数量为两个。

[0037] 所述第三支撑架(45)和第四支撑架(55)呈H型，第三支撑架(45)和第四支撑架

(55)的底部固定安装在底座(1)上，所述第三支撑架(45)和第四支撑架(55)的数量为两个。

[0038] 所述第一传动轮(23)上开有用于供第一磨削电机(21)的输出轴穿过的通孔，第二

传动轮(33)上开有用于供第二磨削电机(31)的输出轴穿过的通孔。

[0039] 所述L型支撑架和H型支撑架用于支撑铸件，Y型固定架用于固定铸件，确保在磨削

过程中铸件的位置不会产生偏移。

[0040] 所述磨削组件设置有可调节支架，可以调节砂轮的位置，确保对铸件进行全面的

打磨。

[004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

[0042] 使用时，将铸件放置在第一固定组件和第二固定组件上，然后启动第一磨削电机

(21)和第二磨削电机(31)，改变第一可调节支架(22)和第二可调节支架(32)的角度，对设

置在固定组件上的铸件进行打磨，去除铸件表面的毛刺。

[004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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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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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6

CN 111673568 A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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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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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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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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