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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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922009.3

(22)申请日 2020.09.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059819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2.11

(73)专利权人 盐城市坚锋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地址 224000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秦南镇

虹桥居委会西侧

(72)发明人 司志洪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众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2206

代理人 雷夕娟

(51)Int.Cl.

B24B 19/00(2006.01)

B24B 27/00(2006.01)

B24B 41/00(2006.01)

B24B 41/02(2006.01)

B24B 47/20(2006.01)

B24B 55/06(2006.01)

B24B 55/12(2006.01)

B01D 46/00(2006.01)

B01D 46/1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108785 U,2015.01.21

CN 108747806 A,2018.11.06

JP S59152063 A,1984.08.30

CN 207873871 U,2018.09.18

CN 108058057 A,2018.05.22

CN 107803733 A,2018.03.16

CN 110293464 A,2019.10.01

CN 111230710 A,2020.06.05

CN 110370133 A,2019.10.25

CN 109014757 A,2018.12.18

CN 207448084 U,2018.06.05

US 6579407 B1,2003.06.17

DE 102004008441 A1,2005.09.08

审查员 张尧

 

(54)发明名称

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涉及

砂轮机领域，包括底座，所述底座长度方向两侧

上端均竖直固定设有支架，所述支架之间设有砂

轮组件，所述砂轮组件包括竖直凹槽、第一丝杆、

竖直滑座、条形架、条形凹槽、第二丝杆、条形滑

座、砂轮电机及砂轮片，所述条形架长度方向端

部与所述竖直滑座之间均分别设有缓震组件，所

述条形滑座上端另设有集尘壳体，所述集尘壳体

内设有过滤架，所述支架外端壁上设有砂轮放置

架。该砂轮机具有缓震功能，在降低设备工作噪

音的同时，还可以降低砂轮机的震动对其工作使

用的影响。可实现砂轮机位置的灵活调控，大大

扩大设备工作范围。具有除尘功能，保障设备工

作环境的同时，也使得操作人员身体健康得到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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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长度方向两侧上端

均竖直固定设有支架（2），所述支架（2）之间设有砂轮组件（3），所述砂轮组件（3）包括所述

支架（2）相对应端端壁上均分别开有的竖直凹槽（4）、竖直凹槽（4）内均设有的第一丝杆（5）

及竖直滑座（6）、竖直滑座（6）之间设有的条形架（7）、条形架（7）上端且沿其长度方向开有

的条形凹槽（8）、条形凹槽（8）内设有的第二丝杆（9）及条形滑座（10）、条形滑座（10）上端设

有的砂轮电机（11）及砂轮电机（11）输出轴上套有的砂轮片（12），所述条形架（7）长度方向

端部与所述竖直滑座（6）之间均分别设有缓震组件（13），所述条形滑座（10）上端另设有集

尘壳体（14），所述集尘壳体（14）内设有过滤架（15），所述支架（2）外端壁上设有砂轮放置架

（16）；

所述砂轮电机（11）、集尘壳体（14）沿所述条形架（7）宽度方向间隔布设，所述集尘壳体

（14）为中空圆柱形，所述集尘壳体（14）内侧端壁上开有环形凹槽，所述过滤架（15）为圆形

架体，所述过滤架（15）外侧圆周端壁活动置于所述环形凹槽内，所述集尘壳体（14）对应所

述砂轮电机（11）位置另一侧外端设有通风壳体（29），所述砂轮电机（11）为双轴驱动电机，

所述砂轮电机（11）一侧输出轴外部套有砂轮片（12）、另一侧输出轴活动贯穿集尘壳体（14）

内腔、过滤架（15）中心部伸进所述通风壳体（29）内，所述通风壳体（29）内且位于砂轮电机

（11）输出轴外部等弧度均匀固定设有扇叶（30），所述通风壳体（29）与所述集尘壳体（14）之

间开有通风口，所述通风壳体（29）对应通风口位置另一侧端端壁上开有排风口，所述集尘

壳体（14）对应所述砂轮电机（11）位置一侧端壁上均匀密集开有进风口，所述集尘壳体（14）

底部开有导尘口，所述集尘壳体（14）下端设有储尘壳体，所述集尘壳体（14）外侧设有传动

轴（31），所述传动轴（31）外部且对应所述过滤架（15）位置套有传动齿轮（32），所述传动齿

轮（32）局部活动伸进所述环形凹槽内，所述过滤架（15）外侧圆周端壁上等弧度均匀开有传

动齿槽，所述传动齿轮（32）外部的轮齿与所述传动齿槽相互之间啮合传动，所述条形架（7）

对应所述集尘壳体（14）位置一侧端壁上且长度方向一侧设有牵引绳缠绕柱（33），所述传动

轴（31）长度方向一侧套有扭簧（34）、另一侧端与所述牵引绳缠绕柱（33）之间设有牵引绳

（35），所述集尘壳体（14）内侧端壁上固定设有清理杆（36），所述清理杆（36）沿所述集尘壳

体（14）横截面半径方向设置，所述清理杆（36）对应所述过滤架（15）位置一侧端端壁上均匀

密集设有刷毛（3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丝杆（5）顶端

端部均竖直活动贯穿所述竖直凹槽（4）内顶端壁伸出，所述第一丝杆（5）伸出端端部均外接

有转动电机（17），所述第一丝杆（5）均竖直活动贯穿所述竖直滑座（6）设置，所述竖直滑座

（6）活动贯穿处内端壁与所述第一丝杆（5）外部之间均分别设有第一丝杆传动组件，所述第

二丝杆（9）活动贯穿所述条形滑座（10）设置，所述条形滑座（10）活动贯穿处内端壁与所述

第二丝杆（9）外部之间均分别设有第二丝杆传动组件，所述第二丝杆（9）长度方向一端端部

套有丝杆手动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缓震组件（13）包括

所述竖直滑座（6）相对应端中部均分别开有的矩形凹口（18）、矩形凹口（18）内端中侧均竖

直设有的缓震杆（19）、缓震杆（19）外部均固定套有的位移座（20）、位移座（20）位置上下方

且位于缓震杆（19）外部均分别设有的缓震弹簧（21）、矩形凹口（18）内顶底端且对应缓震杆

（19）位置均分别开有的缓震中空腔（22）、缓震中空腔（22）内均设有的阻尼活塞（23）及缓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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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腔（22）内均注入的阻尼液。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凹口（18）均沿

所述底座（1）宽度方向开设，所述缓震杆（19）顶底端端部均伸进所述缓震中空腔（22）内，且

其伸进端端部均与所述阻尼活塞（23）连接，所述阻尼活塞（23）上均分别均匀密集开有透液

孔，所述竖直滑座（6）上另开有通液中空腔（24），所述缓震中空腔（22）均与所述通液中空腔

（24）相连通，所述通液中空腔（24）内同样注有阻尼液，所述缓震弹簧（21）均一端端部与所

述矩形凹口（18）内端壁固定连接、另一端端部与所述缓震杆（19）外端壁固定连接，所述条

形架（7）长度方向两端均固定设有连接座（25），所述位移座（20）外端壁上均固定设有连接

轴（26），所述连接轴（26）非固定端端部与所述连接座（25）之间均活动连接，所述连接轴

（26）外部均分别套有筒形定位架（27），所述筒形定位架（27）内端口径均大于连接轴（26）横

截面直径，所述筒形定位架（27）均长度方向一端端部与所述连接座（25）固定连接、另一端

端部等弧度均匀开有定位螺孔，所述定位螺孔内均分别拧入有定位螺钉（28）。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2059819 B

3



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砂轮机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

背景技术

[0002] 砂轮机是用来刃磨各种刀具、工具的常用设备。砂轮机在工作使用时会产生震动，

震动的产生不仅会产生噪音，还可能会给砂轮机的工作使用造成干扰。砂轮机在工作使用

时，位置通常为一定设置的，从而使得设备整体工作范围得到很大的限制。砂轮机磨削机件

时会产生大量的粉尘颗粒，粉尘颗粒的产生会给操作人员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因此，现在需

要一种新的方案。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该砂轮机具有缓震功能，

在降低设备工作噪音的同时，还可以降低砂轮机的震动对其工作使用的影响。可实现砂轮

机位置的灵活调控，大大扩大设备工作范围。具有除尘功能，保障设备工作环境的同时，也

使得操作人员身体健康得到保障。

[0004]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包括底

座，所述底座长度方向两侧上端均竖直固定设有支架，所述支架之间设有砂轮组件，所述砂

轮组件包括所述支架相对应端端壁上均分别开有的竖直凹槽、竖直凹槽内均设有的第一丝

杆及竖直滑座、竖直滑座之间设有的条形架、条形架上端且沿其长度方向开有的条形凹槽、

条形凹槽内设有的第二丝杆及条形滑座、条形滑座上端设有的砂轮电机及砂轮电机输出轴

上套有的砂轮片，所述条形架长度方向端部与所述竖直滑座之间均分别设有缓震组件，所

述条形滑座上端另设有集尘壳体，所述集尘壳体内设有过滤架，所述支架外端壁上设有砂

轮放置架。砂轮放置架为倒L形架体，支架对应竖直凹槽位置另一侧外端壁上均匀固定设有

砂轮放置架。

[000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第一丝杆顶端端部均竖直活动贯穿所述竖直凹槽内

顶端壁伸出，所述第一丝杆伸出端端部均外接有转动电机，所述第一丝杆均竖直活动贯穿

所述竖直滑座设置，所述竖直滑座活动贯穿处内端壁与所述第一丝杆外部之间均分别设有

第一丝杆传动组件，所述第二丝杆活动贯穿所述条形滑座设置，所述条形滑座活动贯穿处

内端壁与所述第二丝杆外部之间均分别设有第二丝杆传动组件，所述第二丝杆长度方向一

端端部套有丝杆手动架。第一丝杆传动组件、第二丝杆传动组件均采用现有丝杆传动原理

技术设计。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缓震组件包括所述竖直滑座相对应端中部均分别开

有的矩形凹口、矩形凹口内端中侧均竖直设有的缓震杆、缓震杆外部均固定套有的位移座、

位移座位置上下方且位于缓震杆外部均分别设有的缓震弹簧、矩形凹口内顶底端且对应缓

震杆位置均分别开有的缓震中空腔、缓震中空腔内均设有的阻尼活塞及缓震中空腔内均注

入的阻尼液。位移座固定套于缓震杆长度方向中侧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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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矩形凹口均沿所述底座宽度方向开设，所述缓震杆

顶底端端部均伸进所述缓震中空腔内，且其伸进端端部均与所述阻尼活塞连接，所述阻尼

活塞上均分别均匀密集开有透液孔，所述竖直滑座上另开有通液中空腔，所述缓震中空腔

均与所述通液中空腔相连通，所述通液中空腔内同样注有阻尼液，所述缓震弹簧均一端端

部与所述矩形凹口内端壁固定连接、另一端端部与所述缓震杆外端壁固定连接，所述条形

架长度方向两端均固定设有连接座，所述位移座外端壁上均固定设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

非固定端端部与所述连接座之间均活动连接，所述连接轴外部均分别套有筒形定位架，所

述筒形定位架内端口径均大于连接轴横截面直径，所述筒形定位架均长度方向一端端部与

所述连接座固定连接、另一端端部等弧度均匀开有定位螺孔，所述定位螺孔内均分别拧入

有定位螺钉。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砂轮电机、集尘壳体沿所述条形架宽度方向间隔布

设，所述集尘壳体为中空圆柱形，所述集尘壳体内侧端壁上开有环形凹槽，所述过滤架为圆

形架体，所述过滤架外侧圆周端壁活动置于所述环形凹槽内，所述集尘壳体对应所述砂轮

电机位置另一侧外端设有通风壳体，所述砂轮电机为双轴驱动电机，所述砂轮电机一侧输

出轴外部套有砂轮片、另一侧输出轴活动贯穿集尘壳体内腔、过滤架中心部伸进所述通风

壳体内，所述通风壳体内且位于砂轮电机输出轴外部等弧度均匀固定设有扇叶，所述通风

壳体与所述集尘壳体之间开有通风口，所述通风壳体对应通风口位置另一侧端端壁上开有

排风口，所述集尘壳体对应所述砂轮电机位置一侧端壁上均匀密集开有进风口，所述集尘

壳体底部开有导尘口，所述集尘壳体下端设有储尘壳体，所述集尘壳体外侧设有传动轴，所

述传动轴外部且对应所述过滤架位置套有传动齿轮，所述传动齿轮局部活动伸进所述环形

凹槽内，所述过滤架外侧圆周端壁上等弧度均匀开有传动齿槽，所述传动齿轮外部的轮齿

与所述传动齿槽相互之间啮合传动，所述条形架对应所述集尘壳体位置一侧端壁上且长度

方向一侧设有牵引绳缠绕柱，所述传动轴长度方向一侧套有扭簧、另一侧端与所述牵引绳

缠绕柱之间设有牵引绳，所述集尘壳体内侧端壁上固定设有清理杆，所述清理杆沿所述集

尘壳体横截面半径方向设置，所述清理杆对应所述过滤架位置一侧端端壁上均匀密集设有

刷毛。过滤架可自由圆周转动，集尘壳体外侧圆周端壁上且沿条形架宽度方向间隔固定设

有一组传动轴安装座，传动轴安装座之间设有传动轴，扭簧一端与传动轴安装座固定连接、

另一端与传动轴外端壁固定连接。

[0009]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该砂轮机设有的缓震组件使得其具有缓

震功能，在降低设备工作噪音的同时，还可以降低砂轮机的震动对其工作使用的影响。第一

丝杆的转动可实现砂轮机位置高度的调控，第二丝杆的转动可实现砂轮机水平位置的调

控，筒形连接架及定位螺钉的设置可使得砂轮机位置转动，实现砂轮机位置的灵活调控，大

大扩大设备工作范围。通过电机带动扇叶转动及集尘壳体、过滤架，使得设备具有除尘功

能，保障设备工作环境的同时，也使得操作人员身体健康得到保障。设有的牵引绳、传动轴、

扭簧、传动齿轮可带动过滤架转动，再配合清理杆、刷毛可实现过滤架的清理，有效避免过

滤架上过滤网孔的堵塞，保障设备除尘性能。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整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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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2为所述缓震组件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所述条形架上端结构俯视简图；

[0013] 附图标记列表：1、底座；2、支架；3、砂轮组件；4、竖直凹槽；5、第一丝杆；6、竖直滑

座；7、条形架；8、条形凹槽；9、第二丝杆；10、条形滑座；11、砂轮电机；12、砂轮片；13、缓震组

件；14、集尘壳体；15、过滤架；16、砂轮放置架；17、转动电机；18、矩形凹口；19、缓震杆；20、

位移座；21、缓震弹簧；22、缓震中空腔；23、阻尼活塞；24、通液中空腔；25、连接座；26、连接

轴；27、筒形定位架；28、定位螺钉；29、通风壳体；30、扇叶；31、传动轴；32、传动齿轮；33、牵

引绳缠绕柱；34、扭簧；35、牵引绳；36、清理杆；37、刷毛。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1：参见图1、图2、图3，现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进行说明，

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长度方向两侧上端均竖直固定设有支架2，所述支架2之间设有砂轮

组件3，所述砂轮组件3包括所述支架2相对应端端壁上均分别开有的竖直凹槽4、竖直凹槽4

内均设有的第一丝杆5及竖直滑座6、竖直滑座6之间设有的条形架7、条形架7上端且沿其长

度方向开有的条形凹槽8、条形凹槽8内设有的第二丝杆9及条形滑座10、条形滑座10上端设

有的砂轮电机11及砂轮电机11输出轴上套有的砂轮片12，所述条形架7长度方向端部与所

述竖直滑座6之间均分别设有缓震组件13，所述条形滑座10上端另设有集尘壳体14，所述集

尘壳体14内设有过滤架15，所述支架2外端壁上设有砂轮放置架16。

[0015] 实施例2：参见图1，现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进行说明，所述第一

丝杆5顶端端部均竖直活动贯穿所述竖直凹槽4内顶端壁伸出，所述第一丝杆5伸出端端部

均外接有转动电机17，所述第一丝杆5均竖直活动贯穿所述竖直滑座6设置，所述竖直滑座6

活动贯穿处内端壁与所述第一丝杆5外部之间均分别设有第一丝杆传动组件，所述第二丝

杆9活动贯穿所述条形滑座10设置，所述条形滑座10活动贯穿处内端壁与所述第二丝杆9外

部之间均分别设有第二丝杆传动组件，所述第二丝杆9长度方向一端端部套有丝杆手动架。

[0016] 实施例3：参见图1、图2，现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进行说明，所述

缓震组件13包括所述竖直滑座6相对应端中部均分别开有的矩形凹口18、矩形凹口18内端

中侧均竖直设有的缓震杆19、缓震杆19外部均固定套有的位移座20、位移座20位置上下方

且位于缓震杆19外部均分别设有的缓震弹簧21、矩形凹口18内顶底端且对应缓震杆19位置

均分别开有的缓震中空腔22、缓震中空腔22内均设有的阻尼活塞23及缓震中空腔22内均注

入的阻尼液。

[0017] 实施例4：参见图1、图2，现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进行说明，所述

矩形凹口18均沿所述底座1宽度方向开设，所述缓震杆19顶底端端部均伸进所述缓震中空

腔22内，且其伸进端端部均与所述阻尼活塞23连接，所述阻尼活塞23上均分别均匀密集开

有透液孔，所述竖直滑座6上另开有通液中空腔24，所述缓震中空腔22均与所述通液中空腔

24相连通，所述通液中空腔24内同样注有阻尼液，所述缓震弹簧21均一端端部与所述矩形

凹口18内端壁固定连接、另一端端部与所述缓震杆19外端壁固定连接，所述条形架7长度方

向两端均固定设有连接座25，所述位移座20外端壁上均固定设有连接轴26，所述连接轴26

非固定端端部与所述连接座25之间均活动连接，所述连接轴26外部均分别套有筒形定位架

27，所述筒形定位架27内端口径均大于连接轴26横截面直径，所述筒形定位架27均长度方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2059819 B

6



向一端端部与所述连接座25固定连接、另一端端部等弧度均匀开有定位螺孔，所述定位螺

孔内均分别拧入有定位螺钉28。

[0018] 实施例5：参见图1、图3，现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便于调节的砂轮机进行说明，所述

砂轮电机11、集尘壳体14沿所述条形架7宽度方向间隔布设，所述集尘壳体14为中空圆柱

形，所述集尘壳体14内侧端壁上开有环形凹槽，所述过滤架15为圆形架体，所述过滤架15外

侧圆周端壁活动置于所述环形凹槽内，所述集尘壳体14对应所述砂轮电机11位置另一侧外

端设有通风壳体29，所述砂轮电机11为双轴驱动电机，所述砂轮电机11一侧输出轴外部套

有砂轮片12、另一侧输出轴活动贯穿集尘壳体14内腔、过滤架15中心部伸进所述通风壳体

29内，所述通风壳体29内且位于砂轮电机11输出轴外部等弧度均匀固定设有扇叶30，所述

通风壳体29与所述集尘壳体14之间开有通风口，所述通风壳体29对应通风口位置另一侧端

端壁上开有排风口，所述集尘壳体14对应所述砂轮电机11位置一侧端壁上均匀密集开有进

风口，所述集尘壳体14底部开有导尘口，所述集尘壳体14下端设有储尘壳体，所述集尘壳体

14外侧设有传动轴31，所述传动轴31外部且对应所述过滤架15位置套有传动齿轮32，所述

传动齿轮32局部活动伸进所述环形凹槽内，所述过滤架15外侧圆周端壁上等弧度均匀开有

传动齿槽，所述传动齿轮32外部的轮齿与所述传动齿槽相互之间啮合传动，所述条形架7对

应所述集尘壳体14位置一侧端壁上且长度方向一侧设有牵引绳缠绕柱33，所述传动轴31长

度方向一侧套有扭簧34、另一侧端与所述牵引绳缠绕柱33之间设有牵引绳35，所述集尘壳

体14内侧端壁上固定设有清理杆36，所述清理杆36沿所述集尘壳体14横截面半径方向设

置，所述清理杆36对应所述过滤架15位置一侧端端壁上均匀密集设有刷毛37。

[0019] 本发明还可以将实施例2、3、4、5所述技术特征中的至少一个与实施例1组合形成

新的实施方式。

[0020] 工作原理：底座用于设备整体的支撑，砂轮电机运作会带动砂轮片高速转动，可实

现机件磨削加工。转动电机运作可带动第一丝杆转动，第一丝杆的转动通过第一丝杆传动

组件可带动竖直滑座沿竖直方向往返运动，从而可以实现砂轮机位置高度的调控。手动转

动丝杆手动架可带动第二丝杆转动，第二丝杆的转动通过第二丝杆传动组件可带动条形滑

座沿第二丝杆长度方向往返运动，从而可以实现砂轮机水平位置的调控。连接轴与连接座

之间为活动连接，当需要实现砂轮机位置转动时，转动定位螺钉使得其不断拧出定位螺孔，

此时可实现连接座自由转动，从而可以实现条形架及条形架上砂轮机的转动。当砂轮机位

置调整后，再转动定位螺钉使得其不断拧入定位螺孔内，可实现筒形定位架位置的紧固，从

而实现条形架及条形架上砂轮机位置的稳固。砂轮机在工作时会产生震动，所产生的震动

通过条形架、连接座、筒形定位架、连接轴及位移座传递到缓震杆上，设有的缓震弹簧可实

现缓震杆一次缓震卸力作用。缓震杆运动可带动阻尼活塞运动，阻尼液通过透液孔流动，阻

尼活塞的运动再配合阻尼液可实现缓震杆二次缓震卸力作用。通液中空腔与缓震中空腔相

连通，使得阻尼液运动更加平缓，使得缓震组件所起到的缓震功能更加平稳。砂轮电机运动

可带动扇叶转动，扇叶的转动会带动气流运动使得集尘壳体内部产生负压，机件磨削加工

所产生的粉尘颗粒会通过进风口导入集尘壳体内，设有的过滤架实现气流过滤作用，所过

滤的杂质可通过导尘口导入储尘壳体内。第二丝杆转动带动条形滑座运动，当条形滑座远

离牵引绳缠绕柱运动时，牵引绳绷紧，牵引绳带动传动轴转动，传动轴的转动可带动传动齿

轮转动，此时扭簧产生反向扭转力；当条形滑座靠近牵引绳缠绕柱运动时，在扭簧反向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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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用下可带动传动轴转动，传动轴的转动在回收缠绕牵引绳的同时还会带动传动齿轮转

动。传动齿轮的转动通过其外部的轮齿与传动齿槽相啮合传动可带动过滤架转动，过滤架

在转动的同时通过设有的刷毛可实现过滤架的清理，防止过滤网孔的堵塞。

[0021]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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