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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

(57)摘要

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包括机箱，机箱

两个侧面分别设有进料口和出料口，出料口设有

除静电刷，除静电刷的刷面用于与板材表面接

触，除静电刷的接电线用于导通大地。本砂毛机

不仅能够对板材表面的毛刺进行双面打磨，而且

能够消除板材上的静电。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5页

CN 209902838 U

2020.01.07

CN
 2
09
90
28
38
 U



1.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包括机箱（1），机箱（1）两个侧面分别设有进料口和出料

口，其特征在于：出料口设有除静电刷（3），除静电刷（3）的刷面用于与板材表面接触，除静

电刷（3）的接电线用于导通大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其特征在于：除静电刷（3）两端设

有固定杆（301），固定杆（301）与固定板（302）连接，固定板（302）安装在机箱（1）外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其特征在于：固定板（302）上开凿

有滑槽（303），固定杆（301）贯穿滑槽（303）设置，且固定杆（301）两端设有外螺纹，固定杆

（301）通过螺帽与固定板（302）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其特征在于：机箱（1）内设有下磨

砂转辊（201），下磨砂转辊（201）上方设有上磨砂转辊（202），下磨砂转辊（201）与上磨砂转

辊（202）之间留有板材通过的间隙，下磨砂转辊（201）和上磨砂转辊（202）由第一驱动装置

（4）驱动旋转；

机箱（1）内设有多个下传动转辊（501），下传动转辊（501）与下磨砂转辊（201）位于同一

个水平高度，下传动转辊（501）与下磨砂转辊（201）旋转方向相反；

下传动转辊（501）上方设有多个上传动转辊（502），所述的上传动转辊（502）与下传动

转辊（501）相配合用于传输板材；上传动转辊（502）和下传动转辊（501）由第二驱动装置（6）

驱动旋转。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其特征在于：下磨砂转辊（201）两

边分别设有两个下传动转辊（501），下传动转辊（501）的转轴均通过轴承固定在机箱（1）的

侧壁上，四个下传动转辊（501）的转轴一端分别设有第一转轮（701）、第二转轮（702）、第三

转轮（703）和第四转轮（704），所述的第一转轮（701）、第二转轮（702）、第三转轮（703）和第

四转轮（704）均位于机箱（1）的同一外侧；第一转轮（701）和第二转轮（702）之间通过皮带传

动，第三转轮（703）和第四转轮（704）之间通过皮带传动；

第二驱动装置（6）包括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前轴端设有第二驱动转轮（601）；第一转

轮（701）与第二驱动转轮（601）之间通过皮带传动，第四转轮（704）与第二驱动转轮（601）之

间通过皮带传动；

四个下传动转辊（501）中位于外侧的下传动转辊（501）上方分别设有上传动转辊

（502），下传动转辊（501）和上传动转辊（502）的转轴分别设有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

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位于机箱（1）外侧，且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之间啮合。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其特征在于：第一驱动装置（4）包

括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前轴设有第一驱动转轮（401）；下磨砂转辊（201）和上磨砂转辊

（202）的转轴均通过轴承固定在机箱（1）侧壁上，下磨砂转辊（201）和上磨砂转辊（202）的转

轴一端分别设有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位于机箱（1）外

侧，且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啮合传动；下磨砂转辊（201）的转轴连接有第五转轮

（705），第五转轮（705）与第一驱动转轮（401）之间通过皮带传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或4或5或6所述的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其特征在于：机箱（1）底

部设有支腿，支腿上水平设有底板（9），第一驱动装置（4）和第二驱动装置（6）均固定在底板

（9）上。

8.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其特征在于：下传动转辊（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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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传动转辊（502）表面嵌有摩擦层（10）。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其特征在于：摩擦层（10）为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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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砂毛机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

背景技术

[0002] 装饰板在生产过程中，其板材表面会产生毛刺，为了消除板材表面的毛刺就需要

用到砂毛机；现有的砂毛机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磨砂转辊与板材发生了相互摩擦，这样使得

板材容易产生静电，如果人接触到板材，板材上的静电会对人体放电，虽然静电不会对人体

造成生命危险，但是会给人带来疼痛感。另外，现有的砂毛机只能对板材上表面的毛刺进行

打磨处理，如果需要将板材进行双面去毛刺，则需要人工将板材翻面，操作不便捷。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鉴于背景技术所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

机，不仅能够对板材表面的毛刺进行双面打磨，而且能够消除板材上的静电。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取了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包括机箱，机箱两个侧面分别设有进料口和出料口，出

料口设有除静电刷，除静电刷的刷面用于与板材表面接触，除静电刷的接电线用于导通大

地。

[0006]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除静电刷两端设有固定杆，固定杆与固定板连接，固定板安

装在机箱外壁上。

[0007]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固定板上开凿有滑槽，固定杆贯穿滑槽设置，且固定杆两端

设有外螺纹，固定杆通过螺帽与固定板固定。

[0008]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机箱内设有下磨砂转辊，下磨砂转辊上方设有上磨砂转辊，

下磨砂转辊与上磨砂转辊之间留有板材通过的间隙，下磨砂转辊和上磨砂转辊由第一驱动

装置驱动旋转；

[0009] 机箱内设有多个下传动转辊，下传动转辊与下磨砂转辊位于同一个水平高度，下

传动转辊与下磨砂转辊旋转方向相反；

[0010] 下传动转辊上方设有多个上传动转辊，所述的上传动转辊与下传动转辊相配合用

于传输板材；上传动转辊和下传动转辊由第二驱动装置驱动旋转。

[0011]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下磨砂转辊两边分别设有两个下传动转辊，下传动转辊的

转轴均通过轴承固定在机箱的侧壁上，四个下传动转辊的转轴一端分别设有第一转轮、第

二转轮、第三转轮和第四转轮，所述的第一转轮、第二转轮、第三转轮和第四转轮均位于机

箱的同一外侧；第一转轮和第二转轮之间通过皮带传动，第三转轮和第四转轮之间通过皮

带传动；

[0012] 第二驱动装置包括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前轴端设有第二驱动转轮；第一转轮与

第二驱动转轮之间通过皮带传动，第四转轮与第二驱动转轮之间通过皮带传动；

[0013] 四个下传动转辊中位于外侧的下传动转辊上方分别设有上传动转辊，下传动转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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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传动转辊的转轴分别设有下齿轮和上齿轮，下齿轮和上齿轮位于机箱外侧，且下齿轮

和上齿轮之间啮合。

[0014]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第一驱动装置包括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前轴设有第一驱

动转轮；下磨砂转辊和上磨砂转辊的转轴均通过轴承固定在机箱侧壁上，下磨砂转辊和上

磨砂转辊的转轴一端分别设有下齿轮和上齿轮，下齿轮和上齿轮位于机箱外侧，且下齿轮

和上齿轮啮合传动；下磨砂转辊的转轴连接有第五转轮，第五转轮与第一驱动转轮之间通

过皮带传动。

[0015]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机箱底部设有支腿，支腿上水平设有底板，第一驱动装置和

第二驱动装置均固定在底板上。

[0016]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下传动转辊和上传动转辊表面嵌有摩擦层。

[0017]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摩擦层为橡胶。

[0018] 本专利可达到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通过在机箱出料口处安装除静电刷，从而消除板材在因摩擦而产生的静电，有

效地防止操作人员被静电电击，同时也减少了因静电造成火灾的发生概率；

[0020] 2、除静电刷在使用中容易磨损消耗，将除静电刷固定在滑槽上，当除静电刷磨损

严重时，可以向下调节除静电刷的位置，除静电刷的安装高度可调节，能够根据使用情况随

时调节，使用方便；

[0021] 3、下磨砂转辊和上磨砂转辊同时对装饰板的板材进行上下面的打磨，提高了打磨

的质量，而传统砂毛机只能对板材上部的毛刺进行打磨处理，下部采用皮带运输的方式进

行运输；

[0022] 4、下磨砂转辊和上磨砂转辊通过下齿轮和上齿轮啮合传动，能够保证下磨砂转辊

和上磨砂转辊同步相向运动，即下磨砂转辊顺时针转动时，上磨砂转辊同步逆时针转动，另

外，下磨砂转辊与下传动转辊运动方向相反，能够保证下磨砂转辊和上磨砂转辊相对于板

材逆向打磨，打磨效果好；

[0023] 5、下磨砂转辊和上磨砂转辊打磨的过程中，会对板材产生阻力，而下传动转辊和

上传动转辊表面设有摩擦层，能够增加下传动转辊和上传动转辊与板材之间的摩擦力，利

于板材运输，防止板材打滑；

[0024] 6、摩擦层选用橡胶，是因为橡胶的摩擦力比较大，且具有弹性，当橡胶发生损坏需

要更换是，可以采用长形橡胶片进行更换，再通过胶水粘合，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外观结构图，此时图中显示的是第二驱动装置所在一侧；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除静电刷安装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外观结构图，此时图中显示的是第一驱动装置所在一侧；

[0029] 图4为本实用新型内部结构侧视图；

[0030]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下传动转辊结构图；

[0031]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下传动转辊结构图，此时摩擦层未安装。

[0032] 图中：机箱1、下磨砂转辊201、上磨砂转辊202、除静电刷3、固定杆301、固定板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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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槽303、第一驱动装置4、第一驱动转轮401、下传动转辊501、上传动转辊502、第二驱动装

置6、第二驱动转轮601、第一转轮701、第二转轮702、第三转轮703、第四转轮704第五转轮

705、下齿轮801、上齿轮802、底板9、摩擦层10。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1：

[0034] 优选的方案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制造装饰板的砂毛机，包括机箱1，机箱1两个侧

面分别设有进料口和出料口；机箱1的进料口和出料口处设有皮带运输机，皮带运输机用于

传输板材，图4中皮带运输机的支架省略未画出；

[0035] 出料口设有除静电刷3，除静电刷3的刷面用于与板材表面接触，除静电刷3的接电

线用于导通大地；本技术方案中，除静电刷3的接电线可以就近与接地干线连接；

[0036] 除静电刷3一般采用碳素纤维制造，目前在印刷领域会运用到，因为印刷过程中，

纸张摩擦容易产生静电而发生相吸作用；本技术方案将除静电刷3运用到砂毛机设备上，可

以有效地消除静电，避免了操作人员被静电电击，同时消除砂毛机上的静电也可以减少火

灾发生的概率；除静电刷3的型号可采用艾尔利达3850SC。

[0037] 进一步地，除静电刷3两端设有固定杆301，固定杆301与固定板302连接，固定板

302安装在机箱1外壁上。

[0038] 进一步地，固定板302上开凿有滑槽303，固定杆301贯穿滑槽303设置，且固定杆

301两端设有外螺纹，固定杆301通过螺帽与固定板302固定；因为除静电刷3在使用中容易

磨损消耗，将除静电刷3固定在滑槽303上，当除静电刷3磨损严重时，可以向下调节除静电

刷3的位置。

[0039] 进一步地，机箱1内设有下磨砂转辊201，下磨砂转辊201上方设有上磨砂转辊202，

下磨砂转辊201与上磨砂转辊202之间留有板材通过的间隙，下磨砂转辊201和上磨砂转辊

202由第一驱动装置4驱动旋转；下磨砂转辊201和上磨砂转辊202的表面设有用于打磨的细

纹，下磨砂转辊201和上磨砂转辊202之间相向运动用于除去装饰板板材表面的毛刺；

[0040] 机箱1内设有多个下传动转辊501，下传动转辊501与下磨砂转辊201位于同一个水

平高度，下传动转辊501与下磨砂转辊201旋转方向相反；下传动转辊501旋转用于传输板

材，即下传动转辊501转动的方向与板材运动方向同向，而下磨砂转辊201旋转的方向与板

材运动方向反向；

[0041] 下传动转辊501上方设有多个上传动转辊502，所述的上传动转辊502与下传动转

辊501相配合用于传输板材；上传动转辊502和下传动转辊501由第二驱动装置6驱动旋转。

[0042] 进一步地，下磨砂转辊201两边分别设有两个下传动转辊501，下传动转辊501的转

轴均通过轴承固定在机箱1的侧壁上，四个下传动转辊501的转轴一端分别设有第一转轮

701、第二转轮702、第三转轮703和第四转轮704，所述的第一转轮701、第二转轮702、第三转

轮703和第四转轮704均位于机箱1的同一外侧；第一转轮701和第二转轮702之间通过皮带

传动，第三转轮703和第四转轮704之间通过皮带传动；

[0043] 第一转轮701、第二转轮702、第三转轮703和第四转轮704结构相同，均设有两个环

形的皮带槽；

[0044] 第二驱动装置6包括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前轴端设有第二驱动转轮601；第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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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701与第二驱动转轮601之间通过皮带传动，第四转轮704与第二驱动转轮601之间通过皮

带传动；第一转轮701和第四转轮704与第二驱动转轮601的连接方式如图1所述，当第二驱

动转轮601逆时针旋转时，第一转轮701和第四转轮704均逆时针旋转；

[0045] 四个下传动转辊501中位于外侧的下传动转辊501上方分别设有上传动转辊502，

下传动转辊501和上传动转辊502的转轴分别设有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下齿轮801和上

齿轮802位于机箱1外侧，且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之间啮合；本技术方案中只设计了两个

上传动转辊502，也可以设计四个上传动转辊502，其效果差异不大，两个上传动转辊502可

以节约装置的投入成本。

[0046] 进一步地，第一驱动装置4包括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前轴设有第一驱动转轮401；

下磨砂转辊201和上磨砂转辊202的转轴均通过轴承固定在机箱1侧壁上，下磨砂转辊201和

上磨砂转辊202的转轴一端分别设有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位于

机箱1外侧，且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啮合传动；下磨砂转辊201的转轴连接有第五转轮

705，第五转轮705与第一驱动转轮401之间通过皮带传动；

[0047] 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以及第五转轮705所在的机箱侧壁上设有多个螺栓孔，所

述的螺栓孔用于安装齿轮箱，所示的齿轮箱用于将下齿轮801、上齿轮802和第五转轮705罩

住，齿轮箱底部开设有孔，所述的孔用于穿皮带。

[0048] 进一步地，机箱1底部设有支腿，支腿上水平设有底板9，第一驱动装置4和第二驱

动装置6均固定在底板9上；固定在底板9焊接在支腿上。

[0049] 实施例2：

[0050]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以更优的技术方案介绍如下：

[0051] 优选地方案如图5和图6所示，下传动转辊501和上传动转辊502表面嵌有摩擦层

10，其目的是为了增加下传动转辊501和上传动转辊502与板材之间的摩擦力，防止板材滑

移。

[0052] 进一步地，摩擦层10为橡胶，橡胶的摩擦力比较大，为本技术方案的优选材料。

[0053] 整个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54] 下传动转辊501和上传动转辊502用于夹持板材向前运输；

[0055] 下磨砂转辊201和上磨砂转辊202通过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啮合传动，下齿轮

801由第一驱动装置4驱动，其目的是对板材上下面的毛刺进行打磨处理；

[0056] 第一转轮701、第二转轮702、第三转轮703和第四转轮704同步旋转，两对下传动转

辊501和上传动转辊502也是通过下齿轮801和上齿轮802啮合传动，所述的下齿轮801和上

齿轮802尺寸一致，确保了下传动转辊501和上传动转辊502同步性；

[0057] 下传动转辊501和上传动转辊502表面嵌有摩擦层10，利用摩擦层10夹持板材，能

够有效地防止板材打滑；

[0058] 板材打磨的过程中会因摩擦而产生静电，采用除静电刷3来消除板材上的静电，能

够有效释放板材上的静电；除静电刷3碳素纤维的导电性好，除静电刷3的刷面接触板材表

面，静电通过接地线引入至接地体，从而对地进行释放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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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1

CN 209902838 U

11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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