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106067.3

(22)申请日 2018.07.12

(73)专利权人 重庆辉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01329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九

州一路1号附466号

(72)发明人 张娜青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强大凯创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0217

代理人 王典彪

(51)Int.Cl.

B24B 19/00(2006.01)

B24B 41/06(2012.01)

B24B 47/12(2006.01)

B24B 47/20(2006.01)

B24B 55/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配件打磨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配件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配件打磨装置，包括加工台、机架、打磨

块、固定机构、驱动机构和传动机构，固定机构包

括垫板和两块固定块，两块固定块滑动连接在垫

板上；驱动机构包括液压缸和电机；传动机构包

括第一齿轮、第二齿轮、第三齿轮、第四齿轮、第

一竖杆、第二竖杆和第三竖杆，电机与第一齿轮

和打磨块固定连接，第一竖杆与第二齿轮和第三

齿轮固定连接，第二齿轮与第一齿轮啮合，第二

竖杆的上端与垫板固定连接，第二竖杆上固定连

接有第四齿轮；第三竖杆位于第一竖杆和第二竖

杆之间，第三竖杆上转动连接有第五齿轮，第五

齿轮分别与第三齿轮和第四齿轮啮合。具有上述

结构的打磨装置，打磨效率高，能适应大规模的

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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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件打磨装置，包括加工台、机架、打磨块和驱动机构，驱动机构位于加工台的上方，

驱动机构包括竖直设置的液压缸和电机，液压缸的活塞杆与电机固定连接；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固定机构和传动机构，固定机构包括垫板和对称设置的两块固定块，两块固定块滑动

连接在垫板上，滑动方向为两块固定块的相对方向，垫板位于加工台的上方；传动机构包括

第一齿轮、第二齿轮、第三齿轮、第四齿轮、第一竖杆、第二竖杆、第三竖杆、第四竖杆、推动

块和第一连杆，电机的输出轴从上至下依次与第一齿轮和打磨块固定连接，第一竖杆固定

连接有第二齿轮，第二齿轮与第一齿轮啮合；第四竖杆固定连接有第三齿轮，第四竖杆为中

空结构，其内壁设有竖直的滑槽，第一竖杆竖向滑动连接在第四竖杆内；第二竖杆位于固定

机构下方，第二竖杆与加工台转动连接，第二竖杆的上端与垫板固定连接，第二竖杆上固定

连接有第四齿轮；第三竖杆位于第二竖杆和第四竖杆之间，第三竖杆上转动连接有第五齿

轮，第五齿轮分别与第三齿轮和第四齿轮啮合；推动块内开有T型槽，第一竖杆的上端转动

连接在T型槽内，第一连杆的两端分别连接推动块和电机，第一竖杆、第二竖杆和第四竖杆

转动连接在机架上，第三竖杆固定连接在机架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配件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活塞桶、第一导管、吸尘

罩、滑板和“L”型的第二连杆，活塞桶固定于机架上，滑板竖向密封滑动连接在活塞桶内，第

二连杆的两端分别与滑板和电机固定连接，活塞桶的开口方向朝上，活塞桶上设有进气口

和出气口，进气口处设有进气阀，出气口处设有出气阀，第一导管的两端分别与进气口和吸

尘罩连通，吸尘罩的开口朝向配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配件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导管和吹尘罩，第二

导管的两端分别与出气口和吹尘罩连通，吹尘罩的开口朝向配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配件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块的大小大于配件的大

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配件打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垫板的底面设有软质材料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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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打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配件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配件打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汽车配件需要通过切割、冲压等加工程序而成，汽车配件的表面存在许多毛

刺。因此，需要对汽车配件进行打磨处理，使汽车配件的表面光滑，提高其使用的性能和效

果。目前多数厂家对配件的打磨采用的是人工打磨的方式，这种方式费时费力，不能满足大

规模的生产需要。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公开号为CN207027244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汽车配件打

磨装置，使用时，利用转动手轮旋转调节丝杠，使得丝杠在滑轨上向右滑动，即可将待打磨

的汽车配件固定夹持。将打磨电机接入电源，打磨电机驱动打磨砂轮旋转，然后将电动伸缩

缸接入电源，电动伸缩缸上的伸缩杆伸长，使得打磨砂轮向下运动，告诉旋转的打磨砂轮向

下运动的过程中与汽车配件接触，实现对汽车配件的打磨作业。

[0004] 上述技术方案虽然解决了人工打磨费时费力的问题，但是汽车配件被固定，打磨

砂轮相对于汽车配件转速低，打磨效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配件打磨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打磨装置打

磨效率低的问题。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基础方案为：配件打磨装置，包括加工台、机架、

打磨块和驱动机构，驱动机构位于加工台的上方，驱动机构包括竖直设置的液压缸和电机，

液压缸的活塞杆与电机固定连接；还包括固定机构和传动机构，固定机构包括垫板和对称

设置的两块固定块，两块固定块滑动连接在垫板上，滑动方向为两块固定块的相对方向，垫

板位于加工台的上方；传动机构包括第一齿轮、第二齿轮、第三齿轮、第四齿轮、第一竖杆、

第二竖杆、第三竖杆、第四竖杆、推动块和第一连杆，电机的输出轴从上至下依次与第一齿

轮和打磨块固定连接，第一竖杆固定连接有第二齿轮，第二齿轮与第一齿轮啮合；第四竖杆

固定连接有第三齿轮，第四竖杆为中空结构，其内壁设有竖直的滑槽，第一竖杆竖向滑动连

接在第四竖杆内；第二竖杆位于固定机构下方，第二竖杆与加工台转动连接，第二竖杆的上

端与垫板固定连接，第二竖杆上固定连接有第四齿轮；第三竖杆位于第二竖杆和第四竖杆

之间，第三竖杆上转动连接有第五齿轮，第五齿轮分别与第三齿轮和第四齿轮啮合；推动块

内开有T型槽，第一竖杆的上端转动连接在T型槽内，第一连杆的两端分别连接推动块和电

机，第一竖杆、第二竖杆和第四竖杆转动连接在机架上，第三竖杆固定连接在机架上。

[0007] 本基础方案的工作原理在于：将待打磨的配件放于垫板上，两块固定块相向运动，

将配件夹持固定。启动液压缸，液压缸的活塞杆向下运动，由于液压缸的活塞杆与电机连

接，电机的输出轴与打磨块固定连接，液压缸的活塞杆带动电机和打磨块向下运动，直至打

磨块与配件表面接触。由于推动块通过第一连杆与电机连接，电机向下运动的过程中，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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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也会在电机和第一连杆的带动下向下运动，由于第一竖杆滑动连接在第四竖杆内，第一

竖杆会在推动块的推动下向下移动，因此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始终保持啮合状态。

[0008] 关闭液压缸，启动电机，电机的输出轴带动打磨块和第一齿轮顺时针转动，由于第

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啮合，第二齿轮会逆时针旋转，由于第一竖杆与第二齿轮，第一竖杆会逆

时针旋转。由于第一竖杆和第四竖杆滑动连接，第一竖杆会带动第四竖杆逆时针转动，由于

第四竖杆与第三齿轮固定连接，第三齿轮也会逆时针旋转。由于第三齿轮与第五齿轮啮合，

第五齿轮会顺时针旋转，又由于第四齿轮与第五齿轮啮合，第四齿轮会逆时针旋转。由于第

四齿轮与第三竖杆、第三竖杆与垫板均固定连接，因此第四齿轮会带动第三竖杆和垫板逆

时针转动，由于配件被夹持固定在垫板上，配件也会随垫板逆时针旋转。

[0009] 本基础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①打磨块与配件朝相反的方向旋转，与现有技术中

配件固定相比，本装置加快了打磨块与配件间相对运动的速率，从而提高了打磨的效率。②

驱动电机即可实现打磨块和配件的相反运动，不需要另设驱动装置，从而节约了成本。③推

动块和第一支杆的设计，使得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始终保持啮合状态，二者不会脱离，保证

了传动机构的正常传动。

[0010] 进一步，还包括活塞桶、第一导管、吸尘罩、滑板和“L”型的第二连杆，滑板竖向密

封滑动连接在活塞桶内，活塞桶固定于机架上，第二连杆的两端分别与滑板和电机固定连

接，活塞桶的开口方向朝上，活塞桶上设有进气口和出气口，进气口处设有进气阀，出气口

处设有出气阀，第一导管的两端分别与进气口和吸尘罩连通，吸尘罩的开口朝向配件。

[0011] 当工件打磨完成后，驱动液压缸，使液压缸的活塞杆带动电机向上移动，由于第二

连杆的两端与电机和滑板固定连接，电机通过第二连杆带动滑板向上移动，活塞桶的体积

增大，压强减小，进气阀打开，吸尘罩会将打磨过程中产生的打磨屑通过导管吸入到活塞桶

内，实现对打磨区域的清理，不需要人工对加工台进行清理。

[0012] 进一步，还包括第二导管和吹尘罩，第二导管的两端分别与出气口和吹尘罩连通，

吹尘罩的开口朝向配件。当液压缸的活塞杆向下移动时，电机通过第一连杆带动滑板向下

移动，活塞桶的体积减小，压强增大，出气阀打开，活塞桶内的空气会通过第二导管从吹尘

罩排出，空气作用于配件，将配件表面的粉尘吹掉，方便后续的打磨。

[0013] 进一步，所述打磨块的大小大于配件的大小。打磨块可以一次性对配件进行打磨，

提高了打磨效率。

[0014] 进一步，所述垫板的底面设有软质材料层。软质材料层的设置，避免了垫板在旋转

过程中对加工台表面造成划痕。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配件打磨装置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7] 说明书附图1中的附图标记包括：加工台1、打磨块2、垫板3、固定块4、液压缸5、电

机6、第一齿轮7、第二齿轮8、第三齿轮9、第四齿轮10、第五齿轮11、第一竖杆12、第二竖杆

13、第三竖杆14、推动块15、第一连杆16、第二连杆17、活塞桶18、第一导管19、第二导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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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尘罩21、吹尘罩22、滑板23、进气阀24、出气阀25、第四竖杆26。

[0018] 如图1所示，配件打磨装置，包括加工台1、机架、打磨块2、固定机构、驱动机构和传

动机构。打磨块2的大小大于配件的大小，固定机构包括垫板3和对称设于垫板3左右两侧的

两块固定块4，两块固定块4滑动连接在垫板3上，滑动方向为左右，垫板3位于加工台1的上

方，垫板3的底面设有橡胶层。驱动机构位于固定机构的上方，驱动机构包括竖直设置的液

压缸5和电机6，液压缸5的活塞杆与电机6固定连接。

[0019] 传动机构包括第一齿轮7、第二齿轮8、第三齿轮9、第四齿轮10、第一竖杆12、第二

竖杆13、第三竖杆14、第四竖杆26、推动块15和第一连杆16，电机6的输出轴从上至下依次与

第一齿轮7和打磨块2的上端固定连接，第一竖杆12与第二齿轮8固定连接，第二齿轮8与第

一齿轮7啮合。第四竖杆26固定连接有第三齿轮9，第四竖杆26为中空结构，其内壁设有竖直

的滑槽，第一竖杆12上设有与滑槽竖向滑动连接的凸起。第二竖杆13位于固定机构下方，第

二竖杆13与加工台1转动连接，第二竖杆13的上端与垫板3的底面固定连接，第二竖杆13上

固定连接有第四齿轮10。第三竖杆14位于第四竖杆26和第二竖杆13之间，第三竖杆14上转

动连接有第五齿轮11，第五齿轮11分别与第三齿轮9和第四齿轮10啮合。推动块15内开有T

型槽，第一竖杆12的上端为T型结构，第一竖杆12的上端转动连接在T型槽内，第一连杆16的

两端分别连接推动块15的上端和电机6的一侧，第一竖杆12和第二竖杆13转动连接在机架

上，第三竖杆14固定连接在机架上。

[0020] 还包括活塞桶18、第一导管19、第二导管20、吸尘罩21、吹尘罩22、滑板23和“L”型

的第二连杆17，活塞桶18固定于机架上，滑板23竖向密封滑动连接在活塞桶18内，第二连杆

17的两端分别与滑板23的底面和电机6的一侧固定连接，活塞桶18的开口方向朝上，活塞桶

18上设有进气口和出气口，进气口处设有进气阀24，出气口处设有出气阀25，第一导管19的

两端分别与进气口和吸尘罩21连通，第二导管20的两端分别与出气口和吹尘罩22连通，吸

尘罩21和吹尘罩22的开口均朝向配件。

[0021]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22] 将待打磨的配件放于垫板3上，两块固定块4相向运动，将配件夹持固定。启动液压

缸5，液压缸5的活塞杆向下运动，由于液压缸5的活塞杆与电机6连接，电机6的输出轴与打

磨块2固定连接，液压缸5的活塞杆带动电机6和打磨块2向下运动，直至打磨块2与配件表面

接触。由于推动块15通过第一连杆16与电机6连接，电机6向下运动的过程中，推动块15也会

在电机6和第一连杆16的带动下向下运动，由于第一竖杆12滑动连接在第四竖杆26内，第一

竖杆12会在推动块15的推动下向下移动，因此第一齿轮7和第二齿轮8始终保持啮合状态。

[0023] 同时，液压缸5的活塞杆向下移动，通过电机6和第一连杆16带动滑板23向下移动，

活塞桶18的体积减小，压强增大，出气阀25打开，活塞桶18内的空气会通过第二导管20从吹

尘罩22排出，空气作用于配件，将配件表面的粉尘吹掉，方便后续的打磨。

[0024] 当打磨块2与配件表面接触时，关闭液压缸5，启动电机6，电机6的输出轴带动打磨

块2和第一齿轮7顺时针转动，由于第一齿轮7与第二齿轮8啮合，第二齿轮8会逆时针旋转，

由于第一竖杆12与第二齿轮8固定连接，第一竖杆12会逆时针旋转，由于第一竖杆12和第四

竖杆26滑动连接，第一竖杆12会带动第四竖杆26逆时针转动，由于第四竖杆26与第三齿轮9

固定连接，第三齿轮9也会逆时针旋转。由于第三齿轮9与第五齿轮11啮合，第五齿轮11会顺

时针旋转，又由于第四齿轮10与第五齿轮11啮合，第四齿轮10会逆时针旋转。由于第四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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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与第三竖杆14、第三竖杆14与垫板3均固定连接，因此第四齿轮10会带动第三竖杆14和垫

板3逆时针转动，由于配件被夹持固定在垫板3上，配件也会随垫板3逆时针旋转。打磨块2与

配件朝相反的方向旋转，加快了打磨块2与配件间相对运动的速率，从而提高了打磨的效

率。

[0025] 打磨完成后，关闭电机6，启动液压缸5，使液压缸5的活塞杆带动电机6向上运动，

由于第二连杆17的两端与电机6和滑板23固定连接，电机6通过第二连杆17带动滑板23向上

移动，活塞桶18的体积增大，压强减小，进气阀24打开，吸尘罩21会将打磨过程中产生的打

磨屑通过导管吸入到活塞桶18内，实现对打磨区域的清理，不需要人工对加工台1进行清

理。

[0026]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

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结构的前提

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

本实用新型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

为准，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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