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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包

括底板，底板的下方设置有一对定向脚轮，底板

的前方设置有两个第一连板，两个第一连板之间

设置有除锈装置，除锈装置包括转轴，转轴包括

位于中间的六棱轴段和固设在六棱轴段两端的

圆半轴段，六棱轴段的外部套设有两个刷辊，刷

辊的两侧分别设置有多个与六棱轴段相匹配的

轴套，圆半轴段的外部套设有多个第一螺母，底

板的后端还设置有一对第二连板，第二连板包括

竖板段和位于竖板段上方的横板段，横板段的下

方设置有压力调节装置。该彩钢瓦专用除锈机能

够同时对彩钢瓦中间凸起两侧的瓦面进行除锈

作业，除锈效率高，除锈效果好，操作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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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包括底板(10)，所述底板(10)的下方设置有一对定向脚轮

(11)，所述定向脚轮(11)的轮座与底板(10)的前部固定连接，所述底板(10)的后端固设有U

形推杆(12)，所述底板(10)的前方设置有两个第一连板(13)，所述第一连板(13)的尾端与

底板(10)的前部固定连接，两个第一连板(13)之间设置有除锈装置(20)，其特征在于：所述

除锈装置(20)包括转轴(21)，所述转轴(21)包括位于中间的六棱轴段(211)和固设在六棱

轴段(211)两端的圆半轴段(212)，所述六棱轴段(211)的外部套设有两个刷辊(23)，所述刷

辊(23)的两侧分别设置有多个与六棱轴段(211)相匹配的轴套(25)，所述轴套(25)套设在

六棱轴段(211)的外部；所述第一连板(13)的首端固设有与圆半轴段(212)相匹配的轴承座

(22)，所述圆半轴段(212)的端部与轴承座(22)转动连接，所述圆半轴段(212)的外部套设

有多个第一螺母(26)，所述第一螺母(26)与圆半轴段(212)螺纹连接；所述底板(10)的后端

还设置有一对第二连板(50)，所述第二连板(50)包括竖板段和位于竖板段上方的横板段

(51)，所述竖板段的下端与底板(10)的后端固定连接，所述竖板段的上端与横板段(51)的

尾端固定连接；所述横板段(51)的下方设置有压力调节装置(6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调节装置(60)

包括万向轮(61)、弹簧(62)、调节柱(63)、螺纹柱(65)、与螺纹柱(65)相匹配的第二螺母

(66)，所述弹簧(62)的下端与万向轮(61)的轮座固定连接，所述调节柱(63)的下端与弹簧

(62)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调节柱(63)的上端设置有与螺纹柱(65)相匹配的螺孔(631)，所

述螺纹柱(65)的下端与螺孔(631)螺纹连接，所述螺纹柱(65)的上端与横板段(51)固定连

接，所述第二螺母(66)设置在调节柱(63)的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刷辊(23)包括多个

套设在六棱轴段(211)外部的刷片，所述刷片包括圆盘(231)，所述圆盘(231)的中央设置有

与六棱轴段(211)相适配的正六边形安装孔(2311)，所述圆盘(231)的边沿向外辐射设置有

金属刷丝(232)，所述金属刷丝(232)的尾端与圆盘(231)的边沿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刷辊(23)的上方设

置有横截面为弧形的挡板(14)，所述挡板(14)的尾端与底板(10)的前部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孔(2311)与六

棱轴段(211)之间为间隙配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柱(63)的外部

固设有把手(6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六棱轴段(211)横

截面的边长大于圆半轴段(212)的最大半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轴套(25)的内壁为

正六棱柱状，所述轴套(25)的内壁与六棱轴段(211)之间为间隙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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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属于建筑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彩钢瓦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仓库、特种建筑、大跨度钢结构房屋的屋面、墙面

以及内外墙装饰等，具有质轻、高强、色泽丰富、施工方便快捷、抗震、防火、防雨、寿命长、免

维护等特点，现已被广泛推广应用。

[0003] 在建筑工地的安装现场，由于彩钢瓦经常暴露在外，当其生锈时，通常采用人工除

锈或者借助除锈装置来除锈。人工除锈劳动强度大，除锈效率低。常用的除锈装置一般是通

过手推车改装制成，在手推车上加装一个伺服电机，在手推车前段加装一个钢丝辊，所述钢

丝辊由伺服电机借助传动带来驱动钢丝辊旋转，旋转的钢丝辊能够对生锈的彩钢瓦进行除

锈。但是，由于目前钢丝辊长度固定，而彩钢瓦的规格不一样，除锈操作不够灵活，除锈效率

有限；并且钢丝辊表面的钢丝对彩钢瓦的压紧力一般通过手压或手提手推车的推杆来实

现，操作费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具体技术

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包括底板，所述底板的下方设置有一对定向脚轮，所述定

向脚轮的轮座与底板的前部固定连接，所述底板的后端固设有U形推杆，所述底板的前方设

置有两个第一连板，所述第一连板的尾端与底板的前部固定连接，两个第一连板之间设置

有除锈装置，所述除锈装置包括转轴，所述转轴包括位于中间的六棱轴段和固设在六棱轴

段两端的圆半轴段，所述六棱轴段的外部套设有两个刷辊，所述刷辊的两侧分别设置有多

个与六棱轴段相匹配的轴套，所述轴套套设在六棱轴段的外部；所述第一连板的首端固设

有与圆半轴段相匹配的轴承座，所述圆半轴段的端部与轴承座转动连接，所述圆半轴段的

外部套设有多个第一螺母，所述第一螺母与圆半轴段螺纹连接；所述底板的后端还设置有

一对第二连板，所述第二连板包括竖板段和位于竖板段上方的横板段，所述竖板段的下端

与底板的后端固定连接，所述竖板段的上端与横板段的尾端固定连接；所述横板段的下方

设置有压力调节装置。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压力调节装置包括万向轮、弹簧、调节柱、螺纹柱、

与螺纹柱相匹配的第二螺母，所述弹簧的下端与万向轮的轮座固定连接，所述调节柱的下

端与弹簧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调节柱的上端设置有与螺纹柱相匹配的螺孔，所述螺纹柱

的下端与螺孔螺纹连接，所述螺纹柱的上端与横板段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螺母设置在调节

柱的上方。

[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刷辊包括多个套设在六棱轴段外部的刷片，所述

刷片包括圆盘，所述圆盘的中央设置有与六棱轴段相适配的正六边形安装孔，所述圆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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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沿向外辐射设置有金属刷丝，所述金属刷丝的尾端与圆盘的边沿固定连接。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刷辊的上方设置有横截面为弧形的挡板，所述挡

板的尾端与底板的前部固定连接。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安装孔与六棱轴段之间为间隙配合。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调节柱的外部固设有把手。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六棱轴段横截面的边长大于圆半轴段的最大半

径。

[001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轴套的内壁为正六棱柱状，所述轴套的内壁与六

棱轴段之间为间隙配合。

[0013] 本实用新型所述彩钢瓦专用除锈机能够同时对彩钢瓦中间凸起两侧的瓦面进行

除锈作业，除锈效率高，除锈效果好，操作简单方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彩钢瓦专用除锈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彩钢瓦专用除锈机的结构示意图(俯视状态)；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除锈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所述转轴的结构示意图(侧视状态)；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刷片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压力调节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1] 如图1～4所示，所述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包括底板10，所述底板10的下方设置有一

对定向脚轮11，所述定向脚轮11的轮座与底板10的前部固定连接，所述底板10的后端固设

有U形推杆12，所述底板10的前方设置有两个第一连板13，所述第一连板13的尾端与底板10

的前部固定连接，两个第一连板13之间设置有除锈装置20，所述底板10的上方固设有用来

驱动除锈装置20的电机40，所述除锈装置20包括转轴21，所述转轴21包括位于中间的六棱

轴段211和固设在六棱轴段211两端的圆半轴段212，所述六棱轴段211的外部套设有两个刷

辊23，所述刷辊23的两侧分别设置有多个与六棱轴段211相匹配的轴套25，所述轴套25套设

在六棱轴段211的外部；所述第一连板13的首端固设有与圆半轴段212相匹配的轴承座22，

所述圆半轴段212的端部与轴承座22转动连接，所述圆半轴段212的外部套设有多个用来抵

紧轴套25的第一螺母26，所述第一螺母26与圆半轴段212螺纹连接；所述底板10的后端还设

置有一对L形第二连板50，所述第二连板50包括竖板段和位于竖板段上方的横板段51，所述

竖板段的下端与底板10的后端固定连接，所述竖板段的上端与横板段51的尾端固定连接；

所述横板段51的下方设置有压力调节装置60。

[0022] 所述电机40驱动除锈装置20的技术为现有技术，例如，在本实施例中，通过在圆半

轴段212的外部固设有从动轮24，电机40的转子处固设有主动轮41，主动轮41与从动轮2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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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设置有传动带30。所述电机40可选择伺服电机，电机40通电转动从而使得主动轮41转动，

主动轮41通过传动带30带动从动轮24转动，最终使得转轴21进行转动。

[0023] 目前，彩钢瓦70的结构如图3所示，彩钢瓦70的中间存在凸起。目前彩钢瓦70的中

间以及边缘部分结构不规则，通常采用人工除锈；而彩钢瓦70的其余部分称为彩钢瓦70的

瓦面，彩钢瓦70瓦面的面积大，可借助于除锈机械来快速除去。本发明所述彩钢瓦专用除锈

机也是用来除去彩钢瓦70的瓦面上的锈迹。

[0024] 所述除锈装置20在进行除锈作业时，两个刷辊23正好位于彩钢瓦70中间凸起的两

侧，两个刷辊23之间的轴套25使得两个刷辊23之间保持足够的间距；进一步地，所述轴套25

的内壁为正六棱柱状，所述轴套25的内壁与六棱轴段211之间为间隙配合。当彩钢瓦70中间

凸起的宽度增大，那么可增加两个刷辊23之间轴套25的数量从而使得两个刷辊23之间的间

距变大；同理，当彩钢瓦70中间凸起的宽度变小，那么可减少两个刷辊23之间轴套25的数量

从而使得两个刷辊23之间的间距变小。两个刷辊23随着转轴21转动而同步转动，转动的刷

辊23能够对彩钢瓦70的瓦面上的锈迹进行除锈作业。其中，第一螺母26与圆半轴段212螺纹

连接，这会使得第一螺母26会抵紧轴套25，也就使得两个刷辊23被固定在指定位置。

[0025] 所述刷辊23的长度要大于彩钢瓦70中间凸起一侧瓦面宽度的一半，当两个刷辊23

先位于彩钢瓦70中间凸起的两侧进行除锈作业完毕后，再将两个刷辊23位于彩钢瓦70边缘

的两侧，如此可接着进行除锈作业。多张彩钢瓦70可沿着其边沿拼在一起，这方便所述彩钢

瓦专用除锈机进行除锈作业。

[0026] 进一步地，由于圆半轴段212的外侧壁存在一段外螺纹，因此圆半轴段212存在最

大半径。所述六棱轴段211横截面的边长大于圆半轴段212的最大半径。这使得第一螺母26

在抵紧轴套25的过程中不存在阻挡。

[0027] 进一步地，如图3、5所示，所述刷辊23包括多个套设在六棱轴段211外部的刷片，所

述刷片包括圆盘231，所述圆盘231的中央设置有与六棱轴段211相适配的正六边形安装孔

2311，所述圆盘231的边沿向外辐射设置有金属刷丝232，所述金属刷丝232的尾端与圆盘

231的边沿固定连接。通过调整刷片的数量来调整刷辊23的长度；例如，刷片的数量增加，刷

辊23的长度增长；同理，刷片的数量减少，刷辊23的长度减小。所述六棱轴段211穿过正六边

形安装孔2311，为方便安装，所述安装孔2311与六棱轴段211之间为间隙配合；多个刷片集

中套在六棱轴段211的外部即成为刷辊23。

[0028] 所述彩钢瓦专用除锈机在除锈过程中，如果金属刷丝232对彩钢瓦70的瓦面上的

压力较大，那么刷片旋转时对彩钢瓦70瓦面的摩擦力显著增加，除锈效果显著提高，这使得

刷片能够除去一些侵蚀深度较深的锈迹；虽然，金属刷丝232对彩钢瓦70的瓦面上的压力大

会提高除锈效果，但也会导致一些未生锈的部位被大量磨损，因此，在除锈作业时，先通过

压力调节装置60来调整使得金属刷丝232对彩钢瓦70瓦面上的压力，在该压力下对彩钢瓦

70的瓦面进行除锈工作；之后，如果发现一些区域还残留大量的锈迹，那么再通过压力调节

装置60来增大金属刷丝232对彩钢瓦70瓦面上的压力，此时刷片旋转时对彩钢瓦70瓦面的

摩擦力显著增加，使得刷片能够除去侵蚀深度较深的锈迹，除锈效果显著提高。

[0029] 进一步地，如图1、6所示，所述压力调节装置60包括万向轮61、弹簧62、调节柱63、

螺纹柱65、与螺纹柱65相匹配的第二螺母66，所述弹簧62的下端与万向轮61的轮座固定连

接，所述调节柱63的下端与弹簧62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调节柱63的上端设置有与螺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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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相匹配的螺孔631，所述螺纹柱65的下端与螺孔631螺纹连接，所述螺纹柱65的上端与横

板段5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螺母66设置在调节柱63的上方。

[0030] 所述压力调节装置60来调整使得金属刷丝232对彩钢瓦70瓦面上的压力的具体方

法如下：当需要增加金属刷丝232对彩钢瓦70瓦面上的压力时，由于螺纹柱65的下端与螺孔

631螺纹连接，通过转动调节柱63使得调节柱63上端与横板段51之间的间距变大，调节柱63

下端与万向轮61之间的间距变小，这使得弹簧62会被压缩，压缩的弹簧62会产生弹力，在弹

力的作用下，会使得横板段51受到向上的拉力，由于定向脚轮11的存在，使得定向脚轮11变

成支点，根据杠杆原理，最终会促使刷辊23下压，这会使得金属刷丝232对彩钢瓦70瓦面上

的压力会变大。

[0031] 在定向脚轮11的限制下，使得底板10只能向前或向后移动。其中，在调节柱63转动

的过程中，所述万向轮61、弹簧62也会发生转动，而万向轮61与地面或彩钢瓦70的瓦面接触

时，无论万向轮61被转动何种角度，万向轮61始终能够随着底板10向前或向后移动。由于螺

纹柱65的上端与横板段51固定连接，当横板段51受到向上的拉力的过程中，所述弹簧62可

通过自身发生弯曲来保证万向轮61始终与地面或彩钢瓦70瓦面接触，最终保证金属刷丝

232能够压紧彩钢瓦70的瓦面。

[0032] 进一步地，为方便转动调节柱63，所述调节柱63的外部固设有把手67。

[0033] 进一步地，所述刷辊23的上方设置有横截面为弧形的挡板14，所述挡板14的尾端

与底板10的前部固定连接。挡板14的存在使得刷辊23在除锈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向上飞溅，

避免飞溅的碎屑伤害到工人。

[0034] 在上述实施例中，本发明所述彩钢瓦专用除锈机能够同时对彩钢瓦70中间凸起两

侧的瓦面进行除锈作业，除锈效率高，除锈效果好。两个刷辊23之间的间距以及刷辊23的长

度可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调整，操作灵活，实施效果好。可通过压力调节装置60来调节刷辊

23上的金属刷丝232对彩钢瓦70瓦面的压紧力，无需通过手压或手提推杆12的方式来调节，

操作省力。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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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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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208557073 U

10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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