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040918.4

(22)申请日 2020.01.1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19585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5.26

(73)专利权人 聊城开发区隆阳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地址 252000 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黄河路

28号（神绘激光院内）

(72)发明人 陈玲慧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专赢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797

代理人 于刚

(51)Int.Cl.

B24B 27/033(2006.01)

B24B 41/06(2012.01)

B24B 47/12(2006.01)

B24B 41/02(2006.01)

B08B 9/023(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0103122 A,2019.08.09

CN 208681282 U,2019.04.02

CN 109607059 A,2019.04.12

CN 108608293 A,2018.10.02

CN 209793409 U,2019.12.17

CN 208945963 U,2019.06.07

CN 206998561 U,2018.02.13

CN 108747636 A,2018.11.06

CN 209062803 U,2019.07.05

CN 108360003 A,2018.08.03

CN 109290922 A,2019.02.01

CN 209868255 U,2019.12.31

CN 209774296 U,2019.12.13

CN 108145578 A,2018.06.12

CN 107116438 A,2017.09.01

CN 207326667 U,2018.05.08

CN 207127695 U,2018.03.23

审查员 余武

 

(54)发明名称

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本发明的技

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低成本、清理功能好且效率高

的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本发明的技

术实施方案为：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

装置，包括有机架等；所述机架的上方固定安装

有机壳体，所述机壳体为贯通的框体并用于机械

加工管材的打磨除锈，所述机壳体内固定安装有

支撑板，所述机壳体的一侧面固定安装有伺服电

机，所述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通过转轴设置有除

锈组件。本发明通过伺服电机带动除锈组件不停

转动，对机械管材的不间断除锈清理，除锈刮片、

除锈打磨片、除锈擦拭片对机械管材进行分级除

锈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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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其特征是，包括有机架、机壳体、伺服电机和

支撑板、除锈组件、传动组件和固定组件，所述机架的上方固定安装有机壳体，所述机壳体

内固定安装有支撑板，所述机壳体的一侧面固定安装有伺服电机，所述伺服电机的输出轴

上通过转轴设置有除锈组件，所述除锈组件连接有传动组件，所述传动组件固定安装在机

壳体的一侧面，所述传动组件上安装有用于固定机械管材的固定组件，所述伺服电机和除

锈组件的下方设置有转动式连接在机壳体上的弧形收集槽体，所述弧形收集槽体的一侧面

转动式连接有支撑杆且若干支撑杆通过小螺杆与机架连接；

所述除锈组件包括水平导轨、左右活动杆、小轮、异形凸轮和除锈部件，所述水平导轨

安装在远离伺服电机的机壳体一侧面且水平导轨内滑动式套装有左右活动杆，所述左右活

动杆的端部转动式连接有小轮且与异形凸轮相接触配合带动左右活动杆移动，所述异形凸

轮通过转轴安装在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所左右活动杆的上通过螺纹安装有除锈部件。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除锈部

件包括除锈刮片、除锈打磨片和除锈擦拭片，所述除锈刮片用于对机械管材进行初步除锈

清理，所述除锈打磨片用于对机械管材进行打磨除锈，所述除锈擦拭片用于对已经打磨除

锈好的机械管材进行最后的清洁擦拭。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传动组

件包括大带轮、传送皮带、减速组件、大带轮、转动棘轮、小棘爪、空心轮、传动辊和小带轮，

所述伺服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转轴连接有大带轮且与所述异形凸轮同轴设置，所述小带轮与

转动棘轮分别通过轴承和转轴安装在机壳体的一侧面且之间连接有减速组件，所述大带轮

与小带轮之间绕设有传送皮带，所述空心轮和传动辊为同轴设置且通过转轴和轴承安装在

机壳体上，所述空心轮内转动式设置有与转动棘轮接触的若干小棘爪。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减速组

件包括大齿轮和小齿轮，所述小齿轮与小带轮同轴设置，所述大齿轮与转动棘轮同轴设置

且大齿轮和小齿轮啮合。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固定组

件包括转动杆、水平空心框体、上下支撑杆、固定压件和空心套筒，所述转动杆与传动辊同

轴设置，所述转动杆上滑动式地设置有水平空心框体，所述水平空心框体的一侧设置有一

上下支撑杆，所述上下支撑杆的端部安装有固定压件，所述机壳体内一侧面固定安装有空

心套筒，所述空心套筒内滑动式的设置有一上下支撑杆且与固定压件连接。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固定压

件包括硬质板件和软性板件，所述硬质板件的一侧面设置有软性板件，所述硬质板件上开

有若干个小圆孔，所述软性板件底面为波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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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管材在使用和存储的过程中极易受到空去湿度和空气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导

致金属管材表面被氧化，进而导致金属管材生锈，影响金属管材的使用和二次回收利用，所

以要对金属管材的表面进行除锈清理。原有的金属管材除锈主要依靠人工进行除锈清理，

但是存在清理控制度不精准、打磨不平整等问题，因此相关技术领域的工作人员做了相应

的技术改进。

[0003] 专利公告号为：CN209062803U的专利公开了一种机械加工用管材除锈装置，利用

驱动轮进行管材运输，旋转轮上的打磨轮对管材进行除锈，吸尘罩抽取灰尘，驱动轮进行驱

动，此专利虽然解决了原有人工除锈过程中存在的清理控制度不精准、打磨不平整等问题，

但是旋转轮没有对管材的四周圆面进行除锈，清理不全面，且没有分级清理，清理不彻底，

清理时没有对机械管材进行固定，清理效果不好，本装置中还出现了除锈作用的第一电机、

第二电机以及驱动轮、抽风机等复杂的电力结构，耗电量大。

[0004] 因此，为了解决现有金属管材除锈技术中存在的清理不全面、清理不彻底，电力损

耗大、成本高等问题，急需提供一种低成本、清理功能好且效率高的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

除锈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金属管材除锈技术中存在的清理不全面、清理不彻底，电力损耗大、

成本高的缺点，因此本发明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低成本、清理功能好且效率高的机械加

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

[0006] 本发明的技术实施方案为：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包括有机架、机

壳体、伺服电机、支撑板、除锈组件、传动组件和固定组件，所述机架的上方固定安装有机壳

体，所述机壳体为贯通的框体并用于机械加工管材的打磨除锈，所述机壳体内固定安装有

支撑板，所述机壳体的一侧面固定安装有伺服电机，所述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通过转轴设

置有除锈组件，所述除锈组件连接有传动组件，所述传动组件固定安装在机壳体的一侧面，

所述传动组件上安装有用于固定机械管材的固定组件，所述伺服电机和除锈组件的下方设

置有转动式连接在机壳体上的弧形收集槽体，所述弧形收集槽体的一侧面转动式连接有支

撑杆且若干支撑杆通过小螺杆与机架连接。

[0007] 更为优选的是，所述除锈组件包括水平导轨、左右活动杆、小轮、异形凸轮和除锈

部件，所述水平导轨安装在远离伺服电机的机壳体一侧面且水平导轨内滑动式套装有左右

活动杆，所述左右活动杆的端部转动式连接有小轮且与异形凸轮相接触配合带动左右活动

杆移动，所述异形凸轮通过转轴安装在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所左右活动杆的上通过螺纹

固定安装有除锈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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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更为优选的是，所述除锈部件包括除锈刮片、除锈打磨片和除锈擦拭片，所述除锈

刮片用于对机械管材进行初步除锈清理，所述除锈打磨片用于对机械管材进行打磨除锈，

所述除锈擦拭片用于对已经打磨除锈好的机械管材进行最后的清洁擦拭。

[0009] 更为优选的是，所述传动组件包括大带轮、传送皮带、减速组件、大带轮、转动棘

轮、小棘爪、空心轮、传动辊和小带轮，所述伺服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转轴连接有大带轮且与

所述异形凸轮同轴设置，所述小带轮与转动棘轮分别通过轴承和转轴安装在机壳体的一侧

面且之间连接有减速组件，所述大带轮与小带轮之间绕设有传送皮带，所述空心轮和传动

辊为同轴设置且通过转轴和轴承安装在机壳体上，所述空心轮内转动式设置有与转动棘轮

接触的若干小棘爪。

[0010] 更为优选的是，所述减速组件包括大齿轮和小齿轮，所述小齿轮与小带轮同轴设

置，所述大齿轮与转动棘轮同轴设置且大齿轮和小齿轮啮合。

[0011] 更为优选的是，所述固定组件包括转动杆、水平空心框体、上下支撑杆、固定压件

和空心套筒，所述转动杆与传动辊同轴设置，所述转动杆上滑动式地设置有水平空心框体，

所述水平空心框体的一侧设置有一上下支撑杆，所述上下支撑杆的端部安装有固定压件，

所述机壳体内一侧面固定安装有空心套筒，所述空心套筒内滑动式的设置有一上下支撑杆

且与固定压件连接。

[0012] 更为优选的是，所述固定压件包括硬质板件和软性板件，所述硬质板件的一侧面

设置有软性板件，所述硬质板件上开有若干个小圆孔，可以节省材料，所述软性板件底面为

波浪型。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1、本发明通过伺服电机带动除锈组件不

停转动，对机械管材的不间断除锈清理，除锈刮片、除锈打磨片、除锈擦拭片对机械管材进

行分级除锈清理工作，对机械管材表面铁锈的彻底清理，提高了清理效能。

[0014] 2、本发明通过一个伺服电机带动除锈组件、传动组件和固定组件配合工作，降低

了电路损耗成本的同时实现了对单件机械管材表面铁锈的快速彻底清理，提高了机械管材

除锈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机壳体内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第一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第二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第三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传动辊的左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中各零部件的标记如下：1、机架，2、机壳体，3、伺服电机，4、支撑板，5、除锈组

件，6、传动组件，7、固定组件，501、水平导轨，502、左右活动杆，503、小轮，504、异形凸轮，

505、除锈部件，601、传送皮带，602、减速组件，603、大带轮，604、转动棘轮，605、小棘爪，

606、空心轮，607、传动辊，608、小带轮，021、大齿轮，022、小齿轮，701、转动杆，702、水平空

心框体，703、上下支撑杆，704、固定压件，705、空心套筒，41、硬质板件，42、软性板件，8、弧

形收集槽体，9、小螺杆。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1195851 B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3] 实施例：

[0024] 本发明提供一种机械加工用高效率管材除锈装置，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有机架

1、机壳体2、伺服电机3和支撑板4、除锈组件5、传动组件6和固定组件7，所述机架1的上方通

过螺栓固定安装有机壳体2，所述机壳体2为贯通的框体并用于机械加工管材的打磨除锈，

所述机壳体2内固定安装有水平设置的支撑板4，所述机壳体2内的后面通过机座固定安装

有伺服电机3，所述伺服电机3的输出轴上通过转轴设置有用于对管材进行除锈打磨的除锈

组件5，所述除锈组件5连接有进行传动管材的传动组件6，所述传动组件6固定安装在机壳

体2内的后侧面，所述传动组件6上安装有用于固定机械管材的固定组件7，所述伺服电机3

和除锈组件5的下方设置有通过铰接柱转动式连接在机壳体2上的弧形收集槽体8，用于对

除去的锈进行收集，所述弧形收集槽体8的底面通过铰接柱转动式连接有支撑杆且支撑杆

通过小螺杆9与机架1连接。

[0025] 需要使用本装置进行管材除锈时，工作人员启动伺服电机3，然后工作人员将机械

管材放置到传动组件6上，伺服电机3首先逆时针转动带动除锈组件5对管材进行除锈和传

动组件6对管材进行传动，将管材传送入除锈组件5上，且除锈组件5能对管材进行除锈作

用，当固定组件7能将传动组件6的管材进行压制固定时，此时伺服电机3顺时针转动，能带

动除锈组件5对管材的一段部位进行一段时间的除锈打磨作用，使得管材除锈打磨完全，然

后伺服电机3再逆时针转动，往复以上操作，可快速实现对大批量的机械管材的除锈清理，

工作完毕，工作人员关闭伺服电机3。

[0026] 在对大量机械管材进行除锈清理的过程中大量的铁锈和灰尘将会落入到弧形收

集槽体8内，当弧形收集槽体8内的铁锈和灰尘达到一定量时，工作人员可以在本除锈装置

的外侧放置一个垃圾桶，转动小螺杆9使小螺杆9与支撑杆脱离，然后工作人员向上移动一

支撑杆，支撑杆带动弧形收集槽体8的左部向上移动，右部向下倾斜，从而将弧形收集槽体8

内的铁锈和灰尘倒入到垃圾桶中，倾倒完毕，使弧形收集槽体8复位。

[0027] 其中，如图2所示，所述除锈组件5包括水平导轨501、左右活动杆502、小轮503、异

形凸轮504和除锈部件505，所述水平导轨501安装在机壳体2内的前侧面且水平导轨501内

滑动式套装有左右活动杆502，所述左右活动杆502的端部转动式连接有小轮503且与异形

凸轮504相接触配合带动左右活动杆502移动，所述异形凸轮504通过转轴安装在伺服电机3

的输出轴上，所述左右活动杆502上固定安装有对管材分步清理除锈的除锈部件505。

[0028] 螺纹连接的除锈部件505可以通过更换不同型号的除锈部件505满足不同型号的

机械管材需求，以及方便除锈部件505的更换。

[0029] 其中，如图2所示，所述除锈部件505包括除锈刮片、除锈打磨片和除锈擦拭片，所

述左右活动杆502上从左至右依次设置有除锈刮片、除锈打磨片和除锈擦拭，所述除锈刮片

用于对机械管材进行初步除锈清理，所述除锈打磨片用于对机械管材进行打磨除锈，所述

除锈擦拭片用于对已经打磨除锈好的机械管材进行最后的清洁擦拭。分步地进行对管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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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清理，清理效率高，清理效果好。

[0030] 其中，如图3所示，所述传动组件6包括大带轮603、传送皮带601、减速组件602、大

带轮603、转动棘轮604、小棘爪605、空心轮606、传动辊607和小带轮608，所述伺服电机3的

输出轴通过转轴连接有大带轮603且与所述异形凸轮504同轴设置，所述小带轮608与转动

棘轮604分别通过轴承和转轴安装在机壳体2内的后侧面且之间连接有减速组件602，所述

大带轮603与小带轮608之间绕设有进行动力传动的传送皮带601，所述空心轮606和传动辊

607为同轴设置且通过转轴和轴承安装在机壳体2内的前侧面，所述空心轮606内通过铰接

柱转动式设置有与转动棘轮604接触的4个小棘爪605。传动组件6能带动管材进行间歇性地

传动作用。

[0031] 其中如图3所示，所述减速组件602包括大齿轮021和小齿轮022，所述小齿轮022与

小带轮608同轴设置，所述大齿轮021与转动棘轮604同轴设置且大齿轮021和小齿轮022啮

合。减速组件602可以达到减速的作用，使得传动辊607缓慢传动作用。

[0032] 其中，如图4所示，所述固定组件7包括转动杆701、水平空心框体702、上下支撑杆

703、固定压件704和空心套筒705，所述转动杆701与传动辊607同轴设置，所述转动杆701上

滑动式地设置有水平空心框体702，所述水平空心框体702的一侧设置有一上下支撑杆703，

所述上下支撑杆703的端部安装有固定压件704，所述机壳体2内底侧面通过螺栓固定安装

有空心套筒705，所述空心套筒705内滑动式的设置有一上下支撑杆703且与固定压件704连

接。固定组件7能对管材进行间歇性地固定作用，有利于管材打磨除锈完全。

[0033] 其中，如图4所示，所述固定压件704包括硬质板件41和软性板件42，所述硬质板件

41的一侧面设置有软性板件42，所述硬质板件41上开有8个小圆孔，可以节省材料，所述软

性板件42底面为波浪型。方便对管材的间歇性固定作用，防止损坏管材。

[0034] 工作过程：需要使用本装置进行管材除锈时，工作人员启动伺服电机3，然后工作

人员将机械管材放置到传动辊607凹部，伺服电机3首先逆时针转动带动大带轮603和异形

凸轮504逆时针转动，大带轮603通过传送皮带601带动小带轮608逆时针转动，此时小齿轮

022也是逆时针转动，小齿轮022带动大齿轮021顺时针转动，大齿轮021带动转动棘轮604、

空心轮606和传动辊607顺时针转动，传动辊607对管材进行传送作用，将管材传送入除锈部

件505内，此时异形凸轮504转动通过小轮503带动左右活动杆502左右移动，左右活动杆502

上通过螺纹连接的除锈部件505会左右移动并且对机械管材进行除锈清理。

[0035] 转动杆701顺时针转动带动水平空心框体702上下移动，当水平空心框体702移动

到最低点时，固定压件704也位于最低点，此时伺服电机3顺时针转动，大带轮603通过传送

皮带601带动小带轮608顺时针转动，因为小带轮608与小齿轮022同轴设置，所以此时小齿

轮022也是顺时针转动，又因为小齿轮022和大齿轮021啮合，所以此时大齿轮021逆时针转

动，大齿轮021与转动棘轮604同轴设置，所以此时转动棘轮604也逆时针转动，空心轮606和

传动辊607都不转动，定压件704对传动辊607上的管材压制固定作用，

[0036] 异形凸轮504也顺时针转动，此时异形凸轮504通过小轮503带动左右活动杆502左

右移动，左右活动杆502上通过螺纹连接的除锈部件505也会左右移动并且对机械管材进行

除锈清理，能带动除锈部件505对管材的一段部位进行一段时间的除锈打磨作用，使得整根

管材的部位除锈完全和全面，避免一次性除锈不完全的情况，然后伺服电机3再逆时针转

动，往复以上操作，可快速实现对大批量的机械管材的除锈清理，工作完毕，工作人员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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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电机3。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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