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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发动机内缸的

喷砂装置。所述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包括

机架、承载架、承载驱动机构、喷枪以及喷砂驱动

装置，所述机架上设有喷砂室，所述承载架用于

放置工件，所述承载驱动机构用于驱动承载架进

出喷砂室，所述喷砂驱动装置驱动喷枪移动，所

述喷砂驱动装置设在机架上；所述承载架包括翻

转台、翻转电机和两个支撑座，所述两个支撑座

相对设置并位于翻转台的两端，所述翻转电机固

定在其中一个支撑座上，另一支撑座上设有转

轴，所述翻转台的一端通过法兰盘翻转电机连

接，所述翻转台的另一端与另一支撑座的转轴连

接。本实用新型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能够

改变喷砂枪与工件之间的角度，生产出的产品质

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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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承载架、承载驱动机构、喷

枪以及喷砂驱动装置，所述机架上设有喷砂室，所述承载架用于放置工件，所述承载驱动机

构用于驱动承载架进出喷砂室，所述喷砂驱动装置驱动喷枪移动，所述喷砂驱动装置设在

机架上；所述承载架包括翻转台、翻转电机和两个支撑座，所述两个支撑座相对设置并位于

翻转台的两端，所述翻转电机固定在其中一个支撑座上，另一支撑座上设有转轴，所述翻转

台的一端通过法兰盘翻转电机连接，所述翻转台的另一端与另一支撑座的转轴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驱动机构包

括基座、承载电机、丝杠、连接件以及具有滑轮的底座，所述丝杠设在基座上，所述承载电机

用于驱动丝杠，所述连接件的一端与丝杠连接，所述连接件的另一端与底座固定，所述承载

架设在底座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包括含有喷

砂室的机体、升降门和升降气缸，所述机体上设有框口，所述升降门用于封闭框口，所述升

降气缸设在机体上，所述升降门与升降气缸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门上设有滑

块，所述机体上设有导轨，所述滑块滑动设在导轨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砂驱动装置包

括水平驱动机构、垂直驱动机构和动密封机构，所述喷枪通过喷枪杆与所述垂直驱动机构

连接，所述垂直驱动机构与水平驱动机构连接，所述水平驱动机构设在机架的顶部，所述机

架顶部设有供喷枪杆移动的活动区开口，所述动密封机构用于密封活动区开口，所述喷枪

杆穿过动密封机构的密封带。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密封机构包括

密封带和两个滚筒，所述密封带的两端收卷在两个滚筒上，所述两个滚筒之间设有传动机

构，所述喷枪杆带动密封带移动，当密封带移动时，其中一个滚筒释放密封带，另一滚筒收

卷密封带。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构传动带

和两个传动轮，每一滚筒上设有一个传动轮，所述两个传动轮之间通过传动带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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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喷砂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采用的均是人工将发动机放置到喷砂室内，人工放置费时费力，操作劳动强

度大，效率低；且现有的发动机缸体喷砂，只能通过控制喷枪移动来改变喷砂的位置，但无

法改变喷枪与缸体之间的角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改变喷枪与工件之间的角度的喷砂装

置。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所述用于发

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包括机架、承载架、承载驱动机构、喷枪以及喷砂驱动装置，所述机架

上设有喷砂室，所述承载架用于放置工件，所述承载驱动机构用于驱动承载架进出喷砂室，

所述喷砂驱动装置驱动喷枪移动，所述喷砂驱动装置设在机架上；所述承载架包括翻转台、

翻转电机和两个支撑座，所述两个支撑座相对设置并位于翻转台的两端，所述翻转电机固

定在其中一个支撑座上，另一支撑座上设有转轴，所述翻转台的一端通过法兰盘翻转电机

连接，所述翻转台的另一端与另一支撑座的转轴连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承载驱动机构包括基座、承载电机、丝杠、连接件以及具有滑轮的

底座，所述丝杆设在基座上，所述承载电机用于驱动丝杠，所述连接件的一端与丝杠连接，

所述连接件的另一端与底座固定，所述承载架设在底座上。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机架包括含有喷砂室的机体、升降门和升降气缸，所述机体上设有

框口，所述升降门用于封闭框口，所述升降气缸设在机体上，所述升降门与升降气缸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升降门上设有滑块，所述机体上设有导轨，所述滑块滑动设在导轨

上。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喷砂驱动装置包括水平驱动机构、垂直驱动机构和动密封机构，所

述喷枪通过喷枪杆与所述垂直驱动机构连接，所述垂直驱动机构与水平驱动机构连接，所

述水平驱动机构设在机架的顶部，所述机架顶部设有供喷枪杆移动的活动区开口，所述动

密封机构用于密封活动区开口，所述喷枪杆穿过动密封机构的密封带。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动密封机构包括密封带和两个滚筒，所述密封带的两端收卷在两

个滚筒上，所述两个滚筒之间设有传动机构，所述喷枪杆带动密封带移动，当密封带移动

时，其中一个滚筒释放密封带，另一滚筒收卷密封带。

[0010] 进一步的，所述传动机构传动带和两个传动轮，每一滚筒上设有一个传动轮，所述

两个传动轮之间通过传动带传动。

[0011] 本实用新型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利用翻转电机带动翻转台转动，从而带

动位于翻转台上的发动机缸体，从而改变了喷枪与缸体之间的角度，能更好的对内缸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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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喷砂，提高产品质量；且通过机械驱动承载架进出喷砂室，无需人工搬运，操作强度低，省

时省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的较佳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图1中A的局部放大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用于发动机内缸侧视的结构框图。

[0015] 图4是承载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水平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垂直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是动密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是动密封机构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的较佳实施方式包括机

架1、承载架2、承载驱动机构3、喷枪4以及喷砂驱动装置5，所述机架1上设有喷砂室111，所

述承载架2用于放置工件，所述承载驱动机构3用于驱动承载架2进出喷砂室111，所述喷砂

驱动装置5驱动喷枪4移动，所述喷砂驱动装置5设在机架1上。

[0022] 所述机架1包括含有喷砂室111的机体11、升降门12和升降气缸13，所述机体11的

侧壁设有框口，所述升降门12用于封闭框口，所述升降气缸13设在机体11上，所述升降门12

与升降气缸13连接。所述升降门12上设有滑块121，所述机体11上设有导轨112，所述滑块

121滑动设在导轨112上，用于引导升降门12。升降气缸13带动升降门12升降，从而打开或关

闭框口，让承载架2进入喷砂室111或从喷砂室111出来。

[0023] 所述承载架2包括翻转台21、翻转电机22和两个支撑座23，所述两个支撑座23相对

设置并位于翻转台21的两端，所述翻转电机22固定在其中一个支撑座23上，另一支撑座23

上设有转轴，所述翻转台21的一端通过法兰盘翻转电机22连接，所述翻转台21的另一端与

另一支撑座23的转轴连接。翻转电机22转动带动翻转台21翻转，从而改变位于翻转台21上

的工件。所述翻转台21上设有固定孔，工件通过对应的夹具固定在翻转台21上，夹具设在固

定孔上。

[0024] 结合图4参考，所述承载驱动机构3包括基座31、承载电机32、丝杠33、连接件34以

及具有滑轮的底座35，所述丝杆设在基座31上，所述承载电机32用于驱动丝杠33，所述连接

件34的一端与丝杠33连接，所述连接件34的另一端与底座35固定，所述承载架2设在底座35

上。承载电机32驱动丝杆的丝杆转动，带动丝杠33的螺母移动，螺母又与连接件34连接，从

而带动底座35移动，底座35上设有滑轮，以减小摩擦力。底座35移动，从而实现带动承载架2

移动。

[0025] 如图5和图6所示，所述喷砂驱动装置5包括水平驱动机构51、垂直驱动机构52和动

密封机构53，所述喷枪4通过喷枪4杆与所述垂直驱动机构52连接，所述垂直驱动机构52与

水平驱动机构51连接，所述水平驱动机构51设在机架1的顶部，所述机架1顶部设有供喷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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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移动的活动区开口，所述动密封机构53用于密封活动区开口，所述喷枪4杆穿过动密封机

构53的密封带531。所述水平驱动机构51包括水平驱动电机、水平丝杠和两块水平支撑板，

所述水平丝杆的两端设在两块水平支撑板上，所述水平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水平丝杆的螺

杆连接，水平驱动电机驱动水平丝杠的丝杆转动，从而带动水平丝杆的螺母水平移动，水平

螺母与垂直驱动机构52固定，从而带动垂直驱动机构52水平移动，带动了连接有喷枪4的喷

枪4杆水平移动，即可水平移动喷枪4。所述垂直驱动机构52包括两个垂直支撑板、垂直电

机、垂直丝杠和垂直连接板，所述垂直丝杆的两端设在两个垂直支撑板上，其中一个垂直支

撑板固定在水平丝杆的螺母上，垂直电机的输出轴与垂直丝杆的丝杆连接，所述垂直连接

板与垂直丝杠33的螺母固定，喷枪4杆固定在垂直连接板上；垂直移动与水平移动的工作原

理相同，故不再赘述。

[0026] 如图7和图8所示，所述动密封机构53包括密封带531和两个滚筒532，所述密封带

531的两端收卷在两个滚筒532上，所述两个滚筒532之间设有传动机构，所述传动机构包括

传动带5331和两个传动轮5332，每一滚筒532上设有一个传动轮5332，所述两个传动轮5332

之间通过传动带5331传动。所述密封带531上设有穿孔，所述喷枪4杆穿过穿孔，当喷枪4杆

水平移动时带动密封带531移动。当密封带531移动时，其中一个滚筒532释放密封带531，此

时滚筒532的传动轮转动带动传动带转动，从而带动另一滚筒532转动，从而实现另一滚筒

532收卷密封带531。动密封机构53能够有效减少喷砂室111内的砂料飞扬，净化工人的工作

环境，保障了工人的健康。

[0027] 本实用新型用于发动机内缸的喷砂装置，利用翻转电机22带动翻转台21转动，从

而带动位于翻转台21上的发动机缸体，从而改变了喷枪4与缸体之间的角度，能更好的对内

缸均匀的喷砂，提高产品质量；且通过机械驱动承载架2进出喷砂室111，无需人工搬运，操

作强度低，省时省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0028]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利

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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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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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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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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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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