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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

器，它包括滑轮，滑轮顶端固定有底座，底座顶端

中部固定有支撑块，支撑块顶端固定有搅拌箱，

搅拌箱底端四周和底座顶端之间均固定有支撑

杆，支撑杆外侧与搅拌箱底端和底座顶端之间固

定有弹簧，搅拌箱上部一侧固定有进料组件，进

料组件包括进料箱、标识线、挡板、进料口和电动

推杆，进料箱外部一侧固定有标识线，进料箱内

部铰接有挡板，进料箱内侧靠近挡板底端和搅拌

箱外侧之间开设有进料口，挡板底端贯穿进料箱

底端和搅拌箱外部一侧固定有电动推杆，搅拌箱

顶端通过螺栓固定有搅拌组件；本实用新型具有

结构合理、操作方便，易清洗具有计量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09714892 U

2019.12.03

CN
 2
09
71
48
92
 U



1.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它包括滑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滑轮顶端固定有底

座，所述的底座顶端中部固定有支撑块，所述的支撑块顶端固定有搅拌箱，所述的搅拌箱底

端四周和底座顶端之间均固定有支撑杆，所述的支撑杆外侧与搅拌箱底端和底座顶端之间

固定有弹簧，所述的搅拌箱上部一侧固定有进料组件，所述的进料组件包括进料箱、标识

线、挡板、进料口和电动推杆，所述的进料箱外部一侧固定有标识线，所述的进料箱内部铰

接有挡板，所述的进料箱内侧靠近挡板底端和搅拌箱外侧之间开设有进料口，所述的挡板

底端贯穿进料箱底端和搅拌箱外部一侧固定有电动推杆，所述的搅拌箱顶端通过螺栓固定

有搅拌组件，所述的搅拌组件包括外壳、搅拌电机、第一齿轮、第二齿轮、搅拌轴和搅拌叶，

所述的外壳内侧中部嵌有搅拌电机，所述的搅拌电机底端固定有第一齿轮，所述的第一齿

轮外部两侧均齿合有第二齿轮，所述的第二齿轮底端贯穿外壳底端固定有搅拌轴，所述的

搅拌轴外侧固定有搅拌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电机和

电动推杆均与市电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滑轮为一种

万向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箱内侧

涂有防腐涂层，所述的搅拌箱外部一侧固定有扶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弹簧为一种

减震弹簧，所述的弹簧通过焊接固定在搅拌箱和底座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齿轮数

量为2个，所述的第二齿轮和第一齿轮之间填充有润滑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料箱底端

呈倾斜向下形状，所述的进料箱顶端铰接有塑料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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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涂料混合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防水涂料是在常温下呈无固定形状的粘稠状液态高分子合成材料，经涂布

后，通过溶剂的挥发或水分的蒸发或反应固化后在基层表面可形成坚韧的防水涂膜的材料

的总称，在对建筑物的墙体进行粉刷时，需要涂刷一层防水涂料，现有的防水涂料在生产

时，一般都是聚合物乳液中加入一些添加剂提高防水的性能，而现有的建筑用防水涂料混

合器无法观察到需要混合添加剂的使用量，易造成添加剂的使用过多或过少，影响防水涂

料的性能，而且搅拌完后溶液粘合吸附在搅拌叶和装置内壁上，长期不清洗的话易堆积污

垢，因此，提供一种结构合理、操作方便，易清洗具有计量的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是非常

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结构合理、操作方便，

易清洗具有计量的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它包括滑轮，所述

的滑轮顶端固定有底座，所述的底座顶端中部固定有支撑块，所述的支撑块顶端固定有搅

拌箱，所述的搅拌箱底端四周和底座顶端之间均固定有支撑杆，所述的支撑杆外侧与搅拌

箱底端和底座顶端之间固定有弹簧，所述的搅拌箱上部一侧固定有进料组件，所述的进料

组件包括进料箱、标识线、挡板、进料口和电动推杆，所述的进料箱外部一侧固定有标识线，

所述的进料箱内部铰接有挡板，所述的进料箱内侧靠近挡板底端和搅拌箱外侧之间开设有

进料口，所述的挡板底端贯穿进料箱底端和搅拌箱外部一侧固定有电动推杆，所述的搅拌

箱顶端通过螺栓固定有搅拌组件，所述的搅拌组件包括外壳、搅拌电机、第一齿轮、第二齿

轮、搅拌轴和搅拌叶，所述的外壳内侧中部嵌有搅拌电机，所述的搅拌电机底端固定有第一

齿轮，所述的第一齿轮外部两侧均齿合有第二齿轮，所述的第二齿轮底端贯穿外壳底端固

定有搅拌轴，所述的搅拌轴外侧固定有搅拌叶。

[0005] 所述的搅拌电机和电动推杆均与市电电性连接。

[0006] 所述的滑轮为一种万向轮。

[0007] 所述的搅拌箱内侧涂有防腐涂层，所述的搅拌箱外部一侧固定有扶杆。

[0008] 所述的弹簧为一种减震弹簧，所述的弹簧通过焊接固定在搅拌箱和底座之间。

[0009] 所述的第二齿轮数量为2个，所述的第二齿轮和第一齿轮之间填充有润滑油。

[0010] 所述的进料箱底端呈倾斜向下形状，所述的进料箱顶端铰接有塑料盖。

[0011] 本实用新型采用滑轮，在使用中需要通过滑轮将混合器移动到涂料原材料旁边，

通过电动推杆向下移动从而带动挡板向进料箱底端贴合，使涂料材料可以倒入进料箱通过

进料口进入到搅拌箱内，当需要添加添加剂时，在通过电动推杆将挡板向上抵住进料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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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进料口，将添加剂倒入到进料箱内通过标识线可以知道需要倒入多少添加剂，在通过电

动推杆将添加剂掉入搅拌箱内，使添加剂和主材料所需要的量可以精确混合，确保防涂料

的防水性能，启动搅拌电机，通过搅拌电机旋转带动底端的第一齿轮旋转，第一齿轮旋转从

而带动两边齿合的第二齿轮一同旋转，第二齿轮旋转从而带动底端的搅拌轴旋转，搅拌轴

旋转使外侧的搅拌叶旋转接触搅拌箱内的防水原料，使其流动搅拌在一起，通过两个搅拌

轴可以加快搅拌的速度，使搅拌更加均匀，确保了防水涂料的防水性能，在搅拌过程中会产

生振动和噪音，通过搅拌箱底端的弹簧和支撑杆可以减少装置的整体振动，使振动发出的

噪音减少，改善工作环境，当搅拌完成取出防水涂料后，可以通过螺栓将搅拌组件从搅拌箱

上取出来，方便人们对搅拌轴和搅拌箱内部进行清理，使溶液无法粘合吸附在搅拌轴和装

置内壁上；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合理、操作方便，易清洗具有计量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的挡板安装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的搅拌组件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1、滑轮   2、底座   3、支撑块   4、支撑杆   5、弹簧   6、搅拌箱   7、进料组件  

8、进料箱   9、标识线   10、挡板   11、进料口   12、电动推杆   13、螺栓   14、搅拌组件  

15、外壳   16、搅拌电机   17、第一齿轮   18、第二齿轮   19、搅拌轴   20、搅拌叶。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7] 实施例1

[0018] 如图1-3所示，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它包括滑轮1，所述的滑轮1顶端固定

有底座2，所述的底座2顶端中部固定有支撑块3，所述的支撑块3顶端固定有搅拌箱6，所述

的搅拌箱6底端四周和底座2顶端之间均固定有支撑杆4，所述的支撑杆4外侧与搅拌箱6底

端和底座2顶端之间固定有弹簧5，所述的搅拌箱6上部一侧固定有进料组件7，所述的进料

组件7包括进料箱8、标识线9、挡板10、进料口11和电动推杆12，所述的进料箱8外部一侧固

定有标识线9，所述的进料箱8内部铰接有挡板10，所述的进料箱8内侧靠近挡板10底端和搅

拌箱6外侧之间开设有进料口11，所述的挡板10底端贯穿进料箱8底端和搅拌箱6外部一侧

固定有电动推杆12，所述的搅拌箱6顶端通过螺栓13固定有搅拌组件14，所述的搅拌组件14

包括外壳15、搅拌电机16、第一齿轮17、第二齿轮18、搅拌轴19和搅拌叶20，所述的外壳15内

侧中部嵌有搅拌电机16，所述的搅拌电机16底端固定有第一齿轮17，所述的第一齿轮17外

部两侧均齿合有第二齿轮18，所述的第二齿轮18底端贯穿外壳15底端固定有搅拌轴19，所

述的搅拌轴19外侧固定有搅拌叶20。

[0019] 本实用新型采用滑轮1，在使用中需要通过滑轮1将混合器移动到涂料原材料旁

边，通过电动推杆12向下移动从而带动挡板10向进料箱8底端贴合，使涂料材料可以倒入进

料箱8通过进料口11进入到搅拌箱6内，当需要添加添加剂时，在通过电动推杆12将挡板10

向上抵住进料箱8关闭进料口11，将添加剂倒入到进料箱8内通过标识线9可以知道需要倒

入多少添加剂，在通过电动推杆12将添加剂掉入搅拌箱6内，使添加剂和主材料所需要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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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精确混合，确保防涂料的防水性能，启动搅拌电机16，通过搅拌电机16旋转带动底端的

第一齿轮17旋转，第一齿轮17旋转从而带动两边齿合的第二齿轮18一同旋转，第二齿轮旋

转18从而带动底端的搅拌轴19旋转，搅拌轴19旋转使外侧的搅拌叶20旋转接触搅拌箱6内

的防水原料，使其流动搅拌在一起，通过两个搅拌轴19可以加快搅拌的速度，使搅拌更加均

匀，确保了防水涂料的防水性能，在搅拌过程中会产生振动和噪音，通过搅拌箱6底端的弹

簧5和支撑杆4可以减少装置的整体振动，使振动发出的噪音减少，改善工作环境，当搅拌完

成取出防水涂料后，可以通过螺栓13将搅拌组件14从搅拌箱6上取出来，方便人们对搅拌轴

19和搅拌箱6内部进行清理，使溶液无法粘合吸附在搅拌轴19和装置内壁上；本实用新型具

有结构合理、操作方便，易清洗具有计量的优点。

[0020] 实施例2

[0021] 如图1-3所示，一种建筑用防水涂料混合器，它包括滑轮1，所述的滑轮1顶端固定

有底座2，所述的底座2顶端中部固定有支撑块3，所述的支撑块3顶端固定有搅拌箱6，所述

的搅拌箱6底端四周和底座2顶端之间均固定有支撑杆4，所述的支撑杆4外侧与搅拌箱6底

端和底座2顶端之间固定有弹簧5，所述的搅拌箱6上部一侧固定有进料组件7，所述的进料

组件7包括进料箱8、标识线9、挡板10、进料口11和电动推杆12，所述的进料箱8外部一侧固

定有标识线9，所述的进料箱8内部铰接有挡板10，所述的进料箱8内侧靠近挡板10底端和搅

拌箱6外侧之间开设有进料口11，所述的挡板10底端贯穿进料箱8底端和搅拌箱6外部一侧

固定有电动推杆12，所述的搅拌箱6顶端通过螺栓13固定有搅拌组件14，所述的搅拌组件14

包括外壳15、搅拌电机16、第一齿轮17、第二齿轮18、搅拌轴19和搅拌叶20，所述的外壳15内

侧中部嵌有搅拌电机16，所述的搅拌电机16底端固定有第一齿轮17，所述的第一齿轮17外

部两侧均齿合有第二齿轮18，所述的第二齿轮18底端贯穿外壳15底端固定有搅拌轴19，所

述的搅拌轴19外侧固定有搅拌叶20。

[0022] 所述的搅拌电机16和电动推杆12均与市电电性连接，通过市电提供用电部件电

量。

[0023] 为了便于移动，滑轮1为一种万向轮，通过滑轮1可以移动混合器。

[0024] 所述的搅拌箱6内侧涂有防腐涂层，所述的搅拌箱6外部一侧固定有扶杆，通过防

腐涂层防止装置被腐蚀，通过扶杆便于更好的移动装置。

[0025] 所述的弹簧5为一种减震弹簧，所述的弹簧5通过焊接固定在搅拌箱6和底座2之

间，通过弹簧5可以对装置进行减震，降低噪音。

[0026] 所述的第二齿轮18数量为2个，所述的第二齿轮18和第一齿轮17之间填充有润滑

油，通过润滑油可以使第一齿轮17和第二齿轮18之间更好的旋转。

[0027] 所述的进料箱8底端呈倾斜向下形状，所述的进料箱8顶端铰接有塑料盖，通过进

料箱8时原料更好的进入到装置内部，塑料盖便于关闭和打开进料箱8。

[0028] 本实用新型采用滑轮1，在使用中需要通过滑轮1将混合器移动到涂料原材料旁

边，通过电动推杆12向下移动从而带动挡板10向进料箱8底端贴合，使涂料材料可以倒入进

料箱8通过进料口11进入到搅拌箱6内，当需要添加添加剂时，在通过电动推杆12将挡板10

向上抵住进料箱8关闭进料口11，将添加剂倒入到进料箱8内通过标识线9可以知道需要倒

入多少添加剂，在通过电动推杆12将添加剂掉入搅拌箱6内，使添加剂和主材料所需要的量

可以精确混合，确保防涂料的防水性能，启动搅拌电机16，通过搅拌电机16旋转带动底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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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齿轮17旋转，第一齿轮17旋转从而带动两边齿合的第二齿轮18一同旋转，第二齿轮旋

转18从而带动底端的搅拌轴19旋转，搅拌轴19旋转使外侧的搅拌叶20旋转接触搅拌箱6内

的防水原料，使其流动搅拌在一起，通过两个搅拌轴19可以加快搅拌的速度，使搅拌更加均

匀，确保了防水涂料的防水性能，在搅拌过程中会产生振动和噪音，通过搅拌箱6底端的弹

簧5和支撑杆4可以减少装置的整体振动，使振动发出的噪音减少，改善工作环境，当搅拌完

成取出防水涂料后，可以通过螺栓13将搅拌组件14从搅拌箱6上取出来，方便人们对搅拌轴

19和搅拌箱6内部进行清理，使溶液无法粘合吸附在搅拌轴19和装置内壁上；本实用新型具

有结构合理、操作方便，易清洗具有计量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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