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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本实用新型属于扁

钢打磨领域，主要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扁钢打

磨设备在仅需进行单面打磨时会浪费更多的加

工时间，影响加工的效率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

供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包括电机、千叶轮、

主架体、支架、工作台和升降调节机构；所述支架

固接在主架体的上表面上，工作台设置在支架和

主架体之间，且工作台固接在主架体的上表面

上，升降调节机构设置在支架和主架体之间，且

升降调节机构固接在支架上，电机设置在升降调

节机构的下方，且电机与升降调节机构固定连

接，千叶轮通过连接键安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

且千叶轮设置在工作台的正上方。本实用新型主

要用于在水冷壁熔敷焊接中对条形扁钢进行打

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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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包括电机(5)、千

叶轮(6)、主架体(7)、支架(9)、工作台(10)和升降调节机构；

所述支架(9)固接在主架体(7)的上表面上，工作台(10)设置在支架(9)和主架体(7)之

间，且工作台(10)固接在主架体(7)的上表面上，升降调节机构设置在支架(9)和主架体(7)

之间，且升降调节机构固接在支架(9)上，电机(5)设置在升降调节机构的下方，且电机(5)

与升降调节机构固定连接，千叶轮(6)通过键连接安装在电机(5)的输出轴上，且千叶轮(6)

设置在工作台(10)的正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调节机构包

括调节阀(1)、连接板A(4)、连接板B(11)和M个导套(2)和M个导柱(3)，M为正整数，所述M个

导套(2)均布设置在连接板A(4)的下表面上，且每个导套(2)均与连接板A(4)固定连接，每

个导套(2)中设有一个导柱(3)，且每个导套(2)与一个导柱(3)滑动连接，M个导柱(3)均布

设置在连接板B(11)的上表面上，每个导柱(3)均与连接板B(11)固定连接，连接板A(4)与连

接板B(11)相对设置，连接板A(4)的中心处设有通孔A，调节阀(1)设置在通孔A中，且调节阀

(1)与连接板B(11)上表面固定连接，调节阀(1)与连接板A(4)固定连接，电机(5)固接在连

接板B(11)的下表面上，连接板A(4)上表面固接在支架(9)上。

3.根据权利要求2中所述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阀(1)包括

转动把手(1-1)、丝杠(1-2)、管套(1-3)和底部壳体(1-4)，管套(1-3)内部加工有内螺纹，管

套(1-3)套设在丝杠(1-2)上，且管套(1-3)与丝杠(1-2)螺纹连接，管套(1-3)与连接板A(4)

固定连接，底部壳体(1-4)内部设有轴承A，底部壳体(1-4)与轴承A的轴承外圈固定连接，丝

杠(1-2)的一端与轴承A的轴承内圈固定连接，转动把手(1-1)固接在丝杠(1-2)的另一端

上，底部壳体(1-4)与连接板B(11)上表面固定连接，转动把手(1-1)设置在支架(9)外部。

4.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0)包括

底板(10-1)和两个限位块(10-2)，限位块(10-2)为“冂”字型结构，每个限位块(10-2)设置

在底板(10-1)上表面的一端上，且每个限位块(10-2)上的两个立壁与底板(10-1)固定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2中所述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0)上表

面的宽度小于千叶轮(6)的轮宽。

6.根据权利要求2中所述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M的取值范围为

4-6个。

7.根据权利要求2中所述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5)为异步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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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扁钢打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打磨，是指磨或擦器物表面，使其光滑精致，抛光是指利用机械、化学或电化学的

作用，使工件表面粗糙度降低，以获得光亮、平整表面的加工方法，是利用抛光工具和磨料

颗粒或其他抛光介质对工件表面进行的修饰加工，抛光不能提高工件的尺寸精度或几何形

状精度，而是以得到光滑表面或镜面光泽为目的，有时也用以消除光泽，通常以抛光轮作为

抛光工具，抛光轮一般用多层帆布、毛毡或皮革叠制而成，两侧用金属圆板夹紧，其轮缘涂

敷由微粉磨料和油脂等均匀混合而成的抛光剂，打磨抛光是目前生产器械的必要工序之

一，现有对于扁钢打磨的机床多是双面打磨，但是在水冷壁熔敷焊接中，仅对金属单向表面

的光洁度要求很高，因此运用现有技术中提供的打磨机对此类扁钢进行打磨时会浪费更多

的加工时间，影响加工的效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扁钢打磨设备在仅需进行单面打磨时会浪费

更多的加工时间，影响加工的效率的问题，进而提供了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

[0004] 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所述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包括电机、千叶轮、主架体、

支架、工作台和升降调节机构；

[0005] 所述支架固接在主架体的上表面上，工作台设置在支架和主架体之间，且工作台

固接在主架体的上表面上，升降调节机构设置在支架和主架体之间，且升降调节机构固接

在支架上，电机设置在升降调节机构的下方，且电机与升降调节机构固定连接，千叶轮通过

键连接安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且千叶轮设置在工作台的正上方；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升降调节机构包括调节阀、连接板A、连接板B和M个导套和M个导

柱，M为正整数，所述M个导套均布设置在连接板A的下表面上，且每个导套均与连接板A固定

连接，每个导套中设有一个导柱，且每个导套与一个导柱滑动连接，M个导柱均布设置在连

接板B的上表面上，每个导柱均与连接板B固定连接，且连接板A与连接板B相对设置，连接板

A的中心处设有通孔A，调节阀设置在通孔A中，且调节阀的底部壳体与连接板B上表面固定

连接，调节阀与连接板A固定连接，电机固接在连接板B的下表面上，连接板A上表面固接在

支架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调节阀包括转动把手、丝杠、管套和底部壳体，管套内部加工有内

螺纹，管套套设在丝杠上，且管套与丝杠螺纹连接，底部壳体内部设有轴承A，底部壳体与轴

承A的轴承外圈固定连接，丝杠的一端与轴承A的轴承内圈固定连接，转动把手固接在丝杠

的另一端上，底部壳体与连接板B上表面固定连接，转动把手设置在支架外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工作台包括底板和两个限位块，限位块为“冂”字型结构，每个限位

块设置在底板上表面的一端上，且每个限位块上的两个立壁与底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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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所述工作台上表面的宽度小于千叶轮的轮宽；

[0010] 进一步地，所述M的取值范围为4-6个；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电机为异步电机；

[0012]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3] 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可以根据对水冷壁熔敷焊接中扁钢

的工艺需求实现对条形扁钢的单面打磨，相对于普遍的双面打磨机，本实用新型在装卡时

更为简便，并且对于单面打磨的工作效率也相对提高。

[0014] 2、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增加了升降调节机构，根据所要加工

的条形扁钢的不同厚度，可调整调节阀，在导柱和导套的装置的带动下，可使千叶轮的位置

与扁钢充分接触，进而适用于多种型号的条形扁钢打磨，增加了通用性。

[0015] 3、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中的升降调节机构包含了多组导柱

导套的设计可提高电机及打磨轮的稳定性。

[0016] 4、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其结构简单，组装方便，占地空间小，

并适合于与多种成卷的扁钢校型传动装置配合。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轴侧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升降调节机构的轴侧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调节阀的主视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调节阀的剖视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工作台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中1调节阀、1-1转动把手、1-2丝杠、1-3管套、1-4底部壳体、2导套、3导柱、4连接

板A、5电机、6叶轮、7主架体、8扁钢、9支架、10工作台、10-1底板、10-2限位块和11连接板B。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包括电机

5、千叶轮6、主架体7、支架9、工作台10和升降调节机构；

[0024] 所述支架9固接在主架体7的上表面上，工作台10设置在支架9和主架体7之间，且

工作台10固接在主架体7的上表面上，升降调节机构设置在支架9和主架体7之间，且升降调

节机构固接在支架9上，电机5设置在升降调节机构的下方，且电机5与升降调节机构固定连

接，千叶轮6通过键连接安装在电机5的输出轴上，且千叶轮6设置在工作台10的正上方。

[0025]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的一种条形扁钢打磨设备，其主要主要通过电机5驱动千叶轮6

高速旋转，进而对扁钢8进行打磨。可根据不同宽度扁钢8更换不同宽度的千叶轮6。根据扁

钢8的不同厚度，可调整调升降调节机构，使千叶轮6的位置与扁钢8充分接触，进而对扁钢

进行打磨，本装置在实际工作中主要与扁钢的释放装置配合使用，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条形

扁钢为运输方便，多是成卷运输，在运送到工厂或是加工地点后，会通过专业的设备现将成

卷的扁钢拉直，在进行打磨，拉直后的扁钢会直接通过工作台10进行打磨，不会耽误其中运

料和装卡时间，本主架体7采用45号钢，用以提高硬度，打磨轮为定制千叶轮6，千叶轮6宽度

按照扁钢的规格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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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具体实施方式二：结合图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中的升

降调节机构作进一步限定，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升降调节机构包括调节阀1、连接板A4、连接

板B11和M个导套2和M个导柱3，M为正整数，所述M个导套2均布设置在连接板A4的下表面上，

且每个导套2均与连接板A4固定连接，每个导套2中设有一个导柱3，且每个导套2与一个导

柱3滑动连接，M个导柱3均布设置在连接板B11的上表面上，每个导柱3均与连接板B11固定

连接，且连接板A4与连接板B11相对设置，连接板A4的中心处设有通孔A，调节阀1设置在通

孔A中，且调节阀1与连接板B11上表面固定连接，调节阀1与连接板A4固定连接，电机5固接

在连接板B11的下表面上，连接板A4上表面固接在支架9上。其它组成及连接方式与具体实

施方式一相同。

[0027]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升降调节机构包含了多组导柱导套的设计可提高电机及打磨

轮的稳定性，现有技术中高度调节的方式普遍为气缸带动活塞杆，通过气动通路实现，这种

方式对于气动通路的控制性要求很好，既要保证气路管道的密封性，又要考虑气路工作中

的能量损耗，而且气动回路一旦出现损坏还不易维修和维护，进一步增加了加工的成本。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三：结合图3和图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

二所述的调节阀1作进一步限定，本实施方式中，所述调节阀1包括转动把手1-1、丝杠1-2、

管套1-3和底部壳体1-4，管套1-3内部加工有内螺纹，管套1-3套设在丝杠1-2上，且管套1-3

与丝杠1-2螺纹连接，管套1-3与连接板A4固定连接，底部壳体1-4内部设有轴承A，底部壳体

1-4与轴承A的轴承外圈固定连接，丝杠1-2的一端与轴承A的轴承内圈固定连接，转动把手

1-1固接在丝杠1-2的另一端上，底部壳体1-4与连接板B11上表面固定连接，转动把手1-1设

置在支架9外部。其它组成及连接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9] 具体实施方式四：结合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一所述

的工作台10作进一步限定，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工作台10包括底板10-1和两个限位块10-2，

限位块10-2为“冂”字型结构，每个限位块10-2设置在底板10-1上表面的一端上，且每个限

位块10-2上的两个立壁与底板10-1固定连接其它组成及连接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0] 如此设置，限位块10-2是为了起到对扁钢8在工作台上进行限位的作用，避免扁钢

8在收到千叶轮6打磨时产生横向位移，影响打磨质量，同时限位块10-2的高度可以根据扁

钢厚度的不同进行相应更换。

[0031] 具体实施方式五：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二所述

的工作台10和千叶轮6作进一步限定，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工作台10上表面的宽度小于千叶

轮6的轮宽。其它组成及连接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2] 如此设置，是为了使千叶轮6对扁钢8可以充分打磨，避免千叶轮6宽度过小，影响

扁钢的打磨效果。

[0033] 具体实施方式六：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二所述

的导套2和导柱3作进一步限定，本实施方式中，所述M的取值范围为4-6个。其它组成及连接

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二所述的电机5作进一步限定，本

实施方式中，所述电机5为异步电机。其它组成及连接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5] 本实施方式中，所用的异步电机为双帆公司生产的型号为YL112M2-4KW的异步电

机，使用异步电机可以使打磨更为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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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工作原理

[0037] 本设计是与扁钢校形传动生产线连接的，目的是对扁钢的表面进行打磨，包括打

磨扁钢表面锈蚀及毛刺。电机5驱动千叶轮6高速旋转，进而对扁钢8进行打磨。可根据不同

宽度扁钢8更换不同宽度的千叶轮6。根据扁钢8的不同厚度，可调整调节阀1，在导柱3和导

套2的装置的带动下，可使千叶轮6的位置与扁钢8充分接触，进而对扁钢进行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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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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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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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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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210909350 U

10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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