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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水镀汽车轮毂用工

作平台的排风系统，包括压风装置和排风装置，

压风装置设置在平台外罩上方，排风装置设置在

平台外罩侧面，所述压风装置包括压风机叶片护

罩、压风机固定螺母、压风机叶片、压风机隔板、

压风机电机和压风机电机保护罩，压风机叶片护

罩设置在平台外罩内部的上方，压风机隔板设置

在平台外罩外部的上方，压风机电机设置在压风

机隔板上方，压风机叶片通过压风机固定螺母固

定在压风机电机主轴上，压风机电机保护罩设置

在压风机电机外部，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作

方便，安全可靠，可以使得在排风机关闭的时候，

外部空气无法从排风管道进入平台内部，为水镀

操作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和安全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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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镀汽车轮毂用工作平台的排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压风装置(31)和排风

装置(32)，压风装置(31)设置在平台外罩(1)上方，排风装置(32)设置在平台外罩(1)侧面；

所述压风装置(31)包括压风机叶片护罩(311)、压风机固定螺母(312)、压风机叶片

(313)、压风机隔板(314)、压风机电机(315)和压风机电机保护罩(316)，压风机叶片护罩

(311)设置在平台外罩(1)内部的上方，压风机隔板(314)设置在平台外罩(1)外部的上方，

压风机电机(315)设置在压风机隔板(314)上方，压风机叶片(313)通过压风机固定螺母

(312)固定在压风机电机(315)主轴上，压风机电机保护罩(316)设置在压风机电机(315)外

部；

所述排风装置(32)包括单向排风装置(321)、排风管道(322)、排风电机(323)、数个排

风支架(324)、排风防护罩(325)和排风机叶片(326)，单向排风装置(321)设置在排风管道

(322)前端，固定在排风支架(324)上，排风电机(323)固定在排风支架(324)上，排风机叶片

(326)设置在排风管道(322)内，排风机叶片(326)固定在排风电机(323)的主轴上，排风支

架(324)设置在平台外罩(1)侧面，排风管道(322)与平台外罩(1)排风口相通，排风防护罩

(325)设置在平台外罩(1)内部的排风口处；

所述单向排风装置(321)包括单向排风装置外壳(3211)、第一十字安装架(3212)、第二

十字安装架(3213)、连接轴(3214)、弹簧(3215)、单向挡板(3216)、单向排风装置防护罩

(3217)和调节螺母(3218)，第一十字安装架(3212)设置在单向排风装置外壳(3211)前部，

第二十字安装架(3213)设置在单向排风装置外壳(3211)后部，连接轴(3214)安装在第一十

字安装架(3212)和第二十字安装架(3213)上，弹簧(3215)套置在连接轴(3214)上，单向挡

板(3216)套置在连接轴(3214)上，单向排风装置防护罩(3217)设置在单向排风装置外壳

(3211)后部，调节螺母(3218)设置在连接轴(3214)上；

所述连接轴(3214)上设置有外螺纹，调节螺母(3218)螺接在连接轴(32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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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镀汽车轮毂用工作平台的排风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镀维修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水镀汽车轮毂用工作平台的排风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镀工艺是利用电解的方式使金属或合金沉积在工件表面，以形成均匀、致密、结

合力良好的金属层的过程，简单的理解，是物理和化学的变化或结合，目前对于汽车轮毂的

维修，也用到了水镀工艺，在对受伤的轮毂表面进行维修时，打磨过后，需要对轮毂表面进

行水镀，水镀过程需要在无尘和恒温的环境下进行，在工作时为了保持工作平台内的温度，

有时需要将排风系统关闭，这样使得外部的空气会通过排风管道进入到平台内部，破坏平

台内部的空气质量，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水镀汽车轮毂用工作平台的排风系统，使得在排风

机关闭的时候，外部空气无法从排风管道进入平台内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要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的问题，而提供一种水镀汽车轮毂用

工作平台的排风系统。

[0004] 一种水镀汽车轮毂用工作平台的排风系统，包括压风装置和排风装置，压风装置

设置在平台外罩上方，排风装置设置在平台外罩侧面；

[0005] 具体的，压风装置的作用是将平台内部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吹至平台下部，

使平台内部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不会上升至与人头部同一水平层，也使平台内部空气

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更容易被排风机排出；

[0006] 所述压风装置包括压风机叶片护罩、压风机固定螺母、压风机叶片、压风机隔板、

压风机电机和压风机电机保护罩，压风机叶片护罩设置在平台外罩内部的上方，压风机隔

板设置在平台外罩外部的上方，压风机电机设置在压风机隔板上方，压风机叶片通过压风

机固定螺母固定在压风机电机主轴上，压风机电机保护罩设置在压风机电机外部；

[0007] 所述排风装置包括单向排风装置、排风管道、排风电机、数个排风支架、排风防护

罩和排风机叶片，单向排风装置设置在排风管道前端，固定在排风支架上，排风电机固定在

排风支架上，排风机叶片设置在排风管道内，排风机叶片固定在排风电机的主轴上，排风支

架设置在平台外罩侧面，排风管道与平台外罩排风口相通，排风防护罩设置在平台外罩内

部的排风口处；

[0008] 所述单向排风装置包括单向排风装置外壳、第一十字安装架、第二十字安装架、连

接轴、弹簧、单向挡板、单向排风装置防护罩和调节螺母，第一十字安装架设置在单向排风

装置外壳前部，第二十字安装架设置在单向排风装置外壳后部，连接轴安装在第一十字安

装架和第二十字安装架上，弹簧套置在连接轴上，单向挡板套置在连接轴上，单向排风装置

防护罩设置在单向排风装置外壳后部，调节螺母设置在连接轴上；

[0009] 所述连接轴上设置有外螺纹，调节螺母螺接在连接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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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具体的由排风机叶片处排出的风从第一十字安装架的方向吹入单向排风装置内，

将单向挡板吹动，使单向挡板向第二十字安装架方向移动，风就从单向挡板两侧排出，最后

经过单向排风装置防护罩排入大气中，旋动调节螺母，控制弹簧的压缩量可以控制排风量，

排风电机停止转动时，弹簧将单向挡板压回原位，防止外部未经过过滤的空气排风管道倒

灌回平台外罩内部，影响平台外罩内部空气质量。

[001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和过程：

[0012] 使用时，工作人员首先打开排风装置，排风电机带动排风机叶片转动，将平台内部

空气由排风管道吹至单向排风装置，将单向挡板吹动，使单向挡板向第二十字安装架方向

移动，风就从单向挡板两侧排出，最后经过单向排风装置防护罩排入大气中，旋动调节螺

母，控制弹簧的压缩量可以控制排风量，排风电机停止转动时，弹簧将单向挡板压回原位，

防止外部未经过过滤的空气排风管道倒灌回平台外罩内部，影响平台外罩内部空气质量。

[0013] 压风装置的作用是将平台内部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吹至平台下部，使平台内

部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不会上升至与人头部同一水平层，也使平台内部空气中的灰尘

和有害物质更容易被排风机排出。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安全可靠，可以使得在排风机关闭的时候，外部

空气无法从排风管道进入平台内部，为水镀操作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和安全的工作环境。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与平台外罩连接的立体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压风装置的爆炸视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排风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排风装置的俯视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图4中D-D向的剖面视图；

[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单向排风装置内部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请参阅图1至图6所示，一种水镀汽车轮毂用工作平台的排风系统，包括压风装置

31和排风装置32，压风装置31设置在平台外罩1上方，排风装置32设置在平台外罩1侧面；

[0023] 具体的，压风装置31的作用是将平台内部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吹至平台下

部，使平台内部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不会上升至与人头部同一水平层，也使平台内部

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更容易被排风机排出；

[0024] 所述压风装置31包括压风机叶片护罩311、压风机固定螺母312、压风机叶片313、

压风机隔板314、压风机电机315和压风机电机保护罩316，压风机叶片护罩311设置在平台

外罩1内部的上方，压风机隔板314设置在平台外罩1外部的上方，压风机电机315设置在压

风机隔板314上方，压风机叶片313通过压风机固定螺母312固定在压风机电机315主轴上，

压风机电机保护罩316设置在压风机电机315外部；

[0025] 所述排风装置32包括单向排风装置321、排风管道322、排风电机323、数个排风支

架324、排风防护罩325和排风机叶片326，单向排风装置321设置在排风管道322前端，固定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0974919 U

4



在排风支架324上，排风电机323固定在排风支架324上，排风机叶片326设置在排风管道322

内，排风机叶片326固定在排风电机323的主轴上，排风支架324设置在平台外罩1侧面，排风

管道322与平台外罩1排风口相通，排风防护罩325设置在平台外罩1内部的排风口处；

[0026] 所述单向排风装置321包括单向排风装置外壳3211、第一十字安装架3212、第二十

字安装架3213、连接轴3214、弹簧3215、单向挡板3216、单向排风装置防护罩3217和调节螺

母3218，第一十字安装架3212设置在单向排风装置外壳3211前部，第二十字安装架3213设

置在单向排风装置外壳3211后部，连接轴3214安装在第一十字安装架3212和第二十字安装

架3213上，弹簧3215套置在连接轴3214上，单向挡板3216套置在连接轴3214上，单向排风装

置防护罩3217设置在单向排风装置外壳3211后部，调节螺母3218设置在连接轴3214上；

[0027] 所述连接轴3214上设置有外螺纹，调节螺母3218螺接在连接轴3214上；

[0028] 具体的由排风机叶片326处排出的风从第一十字安装架3212的方向吹入单向排风

装置321内，将单向挡板3216吹动，使单向挡板3216向第二十字安装架3213方向移动，风就

从单向挡板3216两侧排出，最后经过单向排风装置防护罩3217排入大气中，旋动调节螺母

3218，控制弹簧3215的压缩量可以控制排风量，排风电机323停止转动时，弹簧3215将单向

挡板3216压回原位，防止外部未经过过滤的空气排风管道322倒灌回平台外罩1内部，影响

平台外罩1内部空气质量。

[0029]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和过程：

[0030] 请参阅图1至图6所示，使用时，工作人员首先打开排风装置，排风电机323带动排

风机叶片326转动，将平台内部空气由排风管道322吹至单向排风装置321，将单向挡板3216

吹动，使单向挡板3216向第二十字安装架3213方向移动，风就从单向挡板3216两侧排出，最

后经过单向排风装置防护罩3217排入大气中，旋动调节螺母3218，控制弹簧3215的压缩量

可以控制排风量，排风电机323停止转动时，弹簧3215将单向挡板3216压回原位，防止外部

未经过过滤的空气排风管道322倒灌回平台外罩1内部，影响平台外罩1内部空气质量。

[0031] 压风装置31的作用是将平台内部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吹至平台下部，使平台

内部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物质不会上升至与人头部同一水平层，也使平台内部空气中的灰

尘和有害物质更容易被排风机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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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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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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