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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钝化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钝化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便携钝化机。本发明的一种便携钝化机，包括

机体和刀具转盘，机体设置有用于盛装磨料的容

置腔和用于驱动刀具转盘转动的驱动装置，刀具

转盘设置有用于将刀具布置于容置腔内的刀具

安装柄。本发明的一种便携钝化机，结构紧凑，轻

巧便携，便于向客户直观的展示钝化刀具的过

程，并且可根据客户需求及时调整钝化程度，节

省了钝化刀具的成本；本发明的一种钝化机，工

作时，刀具的刀尖埋没于磨料，刀具的刀柄安装

于刀具安装柄，驱动装置驱动刀具转盘转动，使

得刀具在容置腔搅动磨料，从而实现钝化刀具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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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钝化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体和刀具转盘，机体设置有用于盛装磨料的容

置腔和用于驱动刀具转盘转动的驱动装置，刀具转盘设置有用于将刀具布置于容置腔内的

刀具安装柄；

其中，所述驱动装置包括转盘安装座和驱动转盘安装座转动的电动机，刀具转盘可拆

卸设置于转盘安装座；

其中，所述电动机设置于容置腔的中部，该钝化机还设置有用于控制电动机的控制器，

控制器与电动机电连接；

其中，所述转盘安装座设置有至少两个限位销，刀具转盘设置有与限位销配合的限位

孔；

其中，所述刀具转盘滑动设置有顶紧滑块，顶紧滑块布置于限位孔的一侧；

其中，所述顶紧滑块抵接于限位销；

其中，所述刀具安装柄设置有多个，各刀具安装柄沿着刀具转盘的圆周方向间隔布置；

其中，所述刀具安装柄枢接于刀具转盘；

其中，所述各刀具安装柄延伸于容置腔内部的长度不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钝化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驱动刀具安装柄自转的

传动机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携钝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构包括太阳轮以及

与太阳轮配合的行星轮，太阳轮与机体相对固定连接，行星轮固定于刀具安装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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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钝化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钝化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携钝化机。

背景技术

[0002] 钝化机是一种钝化刀具或其他具有利刃的装置，目前，为了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

往往需要将锋利的刀刃进行钝化，而市场上大多采用高效机械钝化方法，现有的刀具钝化

装置体型庞大，适于大批量钝化刀具。而目前，由于个性化定制产品的需求，需要一种结构

轻巧，可便于携带的钝化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便携钝化机，结构紧凑，轻巧便

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便携钝化机，包括机体和刀具转盘，机体设置有用

于盛装磨料的容置腔和用于驱动刀具转盘转动的驱动装置，刀具转盘设置有用于将刀具布

置于容置腔内的刀具安装柄。

[0005] 优选的，所述驱动装置包括转盘安装座和驱动转盘安装座转动的电动机，刀具转

盘可拆卸设置于转盘安装座。

[0006] 优选的，所述电动机设置于容置腔的中部，该钝化机还设置有用于控制电动机的

控制器，控制器与电动机电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转盘安装座设置有至少两个限位销，刀具转盘设置有与限位销配合

的限位孔。

[0008] 优选的，所述刀具转盘滑动设置有顶紧滑块，顶紧滑块布置于限位孔的一侧。

[0009] 优选的，所述刀具安装柄枢接于刀具转盘。

[0010] 优选的，还包括驱动刀具安装柄自转的传动机构。

[0011] 优选的，所述传动机构包括太阳轮以及与太阳轮配合的行星轮，太阳轮与机体相

对固定连接，行星轮固定于刀具安装柄。

[0012] 优选的，所述刀具安装柄设置有多个，各刀具安装柄沿着刀具转盘的圆周方向间

隔布置。

[0013] 优选的，所述各刀具安装柄的延伸于容置腔内部的长度不同。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便携钝化机，结构紧凑，轻巧便携，便于向客户

直观的展示钝化刀具的过程，并且可根据客户需求及时调整钝化程度，节省了钝化刀具的

成本；本发明的一种钝化机，工作时，刀具的刀尖埋没于磨料，刀具的刀柄安装于刀具安装

柄，驱动装置驱动刀具转盘转动，使得刀具在容置腔搅动磨料，从而实现钝化刀具的功能。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机体和刀具转盘分解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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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刀具转盘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的机体 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包括：

[0020] 1—机体                11—容置腔

[0021] 2—刀具转盘            21—刀具安装柄         22—顶紧滑块

[0022] 3—驱动装置            31—电动机             32—控制器

[0023] 33—转盘安装座

[0024] 51—限位销             52—限位孔

[0025] 6—传动机构            61—太阳轮             62—行星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7] 如图1、图4所示，本发明的一种便携钝化机，包括机体1和刀具转盘2，机体1设置有

用于盛装磨料的容置腔11和用于驱动刀具转盘2转动的驱动装置3，刀具转盘2设置有用于

将刀具布置于容置腔11内的刀具安装柄21。本发明的一种便携钝化机，结构紧凑，轻巧便

携，便于向客户直观的展示钝化刀具的过程，并且可根据客户需求及时调整钝化程度，节省

了钝化刀具的成本；本发明的一种钝化机，工作时，刀具的刀尖埋没于磨料，刀具的刀柄安

装于刀具安装柄21，驱动装置3驱动刀具转盘2转动，使得刀具在容置腔11搅动磨料，从而实

现钝化刀具的功能。

[0028] 如图1、图2所示，所述驱动装置3包括转盘安装座33和驱动转盘安装座33转动的电

动机31，刀具转盘2可拆卸设置于转盘安装座33。本发明的一种钝化机，刀具转盘2安装于转

盘安装座33，电动机31驱动转盘安装座33转动以驱动刀具转盘2转动；刀具转盘2可拆卸设

置于转盘安装座33，便于取下刀具转盘2，提高了刀具安装和拆卸的效率。

[0029] 如图4所示，所述电动机31设置于容置腔11的中部，该钝化机还设置有用于控制电

动机31的控制器32，控制器32与电动机31电连接。控制器32可控制电机的转速，控制器32可

以是调速器。电动机31设置于容置腔11的中部，磨料填充于电动机31和该钝化机的外壳之

间，充分利用了空间，减少了该钝化机的体积，提高了便携性能。

[0030] 如图1、图3所示，所述转盘安装座33设置有至少两个限位销51，刀具转盘2设置有

与限位销51配合的限位孔52。限位孔52套接于限位销51，使得刀具安装柄21的径向方向被

限定。具体的，所述刀具转盘2滑动设置有顶紧滑块23，顶紧滑块23布置于限位孔52的一侧。

顶紧滑块23抵接于限位销51，避免刀具转盘2从转盘安装座33松脱。

[0031] 优选的，所述刀具安装柄21枢接于刀具转盘2。本发明的一种钝化机，刀具安装柄

21可相对于刀具转盘2转动，使得刀具安装柄21具有自转的可能，使得刀尖的各个角度在磨

料中可以充分的研磨，进一步的，还包括驱动刀具安装柄21自转的传动机构6。

[0032] 如图1所示，所述传动机构6包括太阳轮61以及与太阳轮61配合的行星轮62，太阳

轮61与机体1相对固定连接，行星轮62固定于刀具安装柄21。行星轮62与太阳轮61相互啮

合，电动机31驱动刀具转盘2转动，行星轮62绕太阳轮61公转的同时发生自转，同时驱动刀

具安装柄21自转，进而使得使得刀尖的各个角度在磨料中可以充分的研磨，进一步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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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的钝化效果。

[0033] 如图3所示，所述刀具安装柄21设置有多个，各刀具安装柄21沿着刀具转盘2的圆

周方向间隔布置。具体的，可以设置有三个、四个、五个或六个刀具安装柄21，各刀具安装柄

21沿着刀具转盘2的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布置。

[0034] 作为优选的，如图2所示，所述各刀具安装柄21的延伸于容置腔11内部的长度不

同。使得刀尖处于不同深度的磨料内，可使磨料对于各刀具的刀尖进行分层研磨，减少了研

磨时不同刀具之间的相互影响。

[0035] 综上所述可知本发明乃具有以上所述的优良特性，得以令其在使用上，增进以往

技术中所未有的效能而具有实用性，成为一极具实用价值的产品。

[0036] 以上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

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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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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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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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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