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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

(57)摘要

风电塔筒外壁喷漆机，它涉及风电塔筒喷漆

领域，它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漆方式的诸多不合理

因素，如人工喷漆工作效率低、工人工作环境恶

劣易得职业病，由于塔筒直径大，人站在地下仰

面工作，很多油漆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地面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该机由操作室、机架、升降机构、

行走机构、无气喷涂机、伸展臂机构、液压系统组

成，由于是多套无气喷涂机和多把喷枪同时工

作，所以工作效率高，由于该机器有升降和延展

臂机构构成，所以可以将喷枪伸展到塔筒的正上

方工作，这时的油漆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然落到塔

筒的表面上，从而降低了油漆的损耗，由于该机

有与外界环境隔绝的操作室，室内空气循环由压

缩空气供给，从而保证了操作工人能够在清新的

环境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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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它由工字梁(2)、行走电机减速机(8)、机架(21)、无气喷

涂机(26)、后伸展臂(31)、前伸展臂(36)、喷枪(43)、操控室(19)、电控柜(42)、升降电机

(56)、液压泵站(60)、限位轮(17)、升降齿条(12)、齿条固定架(11)、平衡调整油缸(49)、摆

动马达(51)、喷嘴调整油缸(46)、喷嘴距离探测装置(39)、油漆管(37)、喷枪固定架(44)、液

压油管(61)、油漆吸油管(40)、储漆桶(28)、空气过滤器(66)、定位齿轮(59)、滚动导轨(3)

组成，其特征在于喷漆房墙立柱(1)上焊有工字梁(2)，滚动导轨(3)固定在工字梁(2)上，角

钢(4)焊接在滚动导轨(3)上，滚轮(5)放置在角钢(4)上，由行走电机减速机(8)驱动，滚轮

(5)安装在支撑架(6)上，支撑架(6)焊接在横管(7)上，横管(7)与齿条固定架(11)相焊接，

升降齿条(12)安装在齿条固定架(11)上，行走电机减速机(8)通过销轴(9)与销轴座(10)相

固定，销轴座(10)焊接在横管(7)上，上下定位轮(14)安装在轮板(15)上，轮板(15)固定在

上下定位轮座(13)上，上下定位轮座(13)与齿条固定架(11)相焊接，限位轮工字梁(18)焊

接在喷漆房墙立柱(1)上，限位轮(17)与限位轮工字梁(18)相接触，限位轮(17)固定在限位

轮架(16)上，限位轮架(16)焊接在齿条固定架(11)上，操控室(19)安装在机架(21)上，电控

柜(42)安装在操控室(19)内，空气过滤器(66)与压缩空气接头(65)相连接，固定在操控室

(19)的地板上，无气喷涂机(26)通过无气喷涂机固定架(62)与机架(21)相固定，油漆吸油

管(40)一端与无气喷涂机(26)相连接，另一端放置在储漆桶(28)内，储漆桶(28)固定在机

架(21)上，升降电机(56)固定在机架(21)上，升降齿轮(63)固定在升降电机(56)的输出轴

上，升降齿轮(63)与升降齿条(12)相啮合，机架(21)下端固定有定位齿轮架(58)，定位齿轮

架(58)的端头安有定位齿轮(59)，定位齿轮(59)与升降齿条(12)相啮合，后伸展臂(31)下

端通过铰轴座(20)，铰轴座(20)固定在机架(21)上，另一端通过销轴与前伸展臂(36)相连

接，后伸展臂液压缸(23)，上端与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前铰轴座(30)相连接，后伸展臂液压油

缸前铰轴座(30)焊接在后伸展臂(31)上，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后铰轴座(24)与后伸展臂液压

油缸(23)下端相连，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后铰轴座(24)与下铰轴座(25)相固定，下铰轴座

(25)焊接在机架(21)上，后伸展臂(31)上固定有铰轴底座(32)，油缸座(33)与铰轴底座

(32)相固定，前伸展臂液压油缸(34)通过销轴与油缸座(33)相连接，前伸展臂液压油缸

(34)的前端与前伸展臂(36)通过销轴相连接，前伸展臂(36)的前端通过销轴与摆动马达摆

臂(50)相连接，摆动马达摆臂(50)的上端连接有平衡调整油缸(49)，平衡调整油缸(49)固

定在平衡调整油缸座(48)上，平衡调整油缸座(48)焊接在前伸展臂(36)上，摆动马达摆臂

(50)的另一端安装有摆动马达(51)，摆动马达(51)的下端固定有喷枪主架(52)，喷枪主架

(52)的两端安装有喷枪(43)，喷枪(43)与油漆管(37)相连，油漆管(37)的另一端与无气喷

涂机(26)的出漆口相连，喷枪固定架(44)通过转轴(53)与喷枪主架(52)相连接，喷嘴调整

油缸前座(47)固定在喷枪主架(52)上，并通过销轴与喷嘴调整油缸(46)相连接，喷嘴调整

油缸(46)的另一端与喷嘴调整油缸后座(45)相连，喷嘴调整油缸后座(45)固定在喷枪固定

架(44)上，喷嘴距离探测装置(39)固定在喷枪固定架(44)上，喷嘴距离探测装置(39)的信

号传输由导线(38)传送，管线固定架(35)固定在前伸展臂(36)和后伸展臂(31)上，各种管

线固定在管线固定架(35)上，漆物(54)喷涂在工件(55)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其特征在于有多套无气喷涂机

(26)，多套无气喷涂机(26)固定于机架(21)上，无气喷涂机(26)的出口与油漆管(37)相连

接，油漆管(37)的另一端与多套喷枪(43)相连接，喷枪(43)固定在喷枪固定架(44)上，喷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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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与工件(55)之间的距离由喷嘴距离探测装置(39)探测，由喷嘴调整油缸(46)执行距离

调整，摆动马达(51)控制喷枪组架(52)的旋转角度，喷枪组架(52)的水平度由平行调整油

缸(49)来完成，无气喷涂机(26)的入口与油漆吸油管(40)相连接，油漆吸油管(40)的另一

端放置在储油桶(28)内，无气喷涂机(26)的动力来源于压缩空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其特征在于升降电机(56)固定在

机架(21)上，通过升降齿轮(63)与升降齿条(12)相啮合，将机架(21)提升到需要高度，在行

走电机减速机(8)的带动下整个机架(21)就在滚动导轨(3)上移动，此时上下定位轮(14)将

机架(21)在上下方向上定位，从而实现机架的上升和左右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其特征在于后伸展臂(31)通过铰

轴座(20)固定在机架(21)上，后伸展臂(31)的旋转通过后伸展臂液压油缸(23)完成，后伸

展臂(31)的前端通过铰轴与前伸展臂(36)相连接，前伸展臂(36)的旋转是由前伸展臂液压

油缸(34)实现的，前伸展臂(36)的前端通过销轴与摆动马达摆臂(50)相连接，摆动马达摆

臂(50)的摆动由平衡调整油缸(49)来实现，摆动马达摆臂(50)的下端安装有摆动马达

(51)，摆动马达(51)的下端固定有喷枪组架(52)，喷枪组架(52)上安装有多套喷枪(43)，喷

枪(43)与工件(55)之间的距离探测由喷嘴距离探测装置(39)来实现，并通过喷嘴调整油缸

(46)来进行调整，从而实现了将喷枪(43)放置于工件(55)的正上方工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其特征在于操控室(19)内的空气

是与外部空气相隔绝的，操控  室内的空气由压缩机提供，操控室(19)通过压缩空气接头

(65)与空气压缩机管道相连接，由压缩空气系统提供清新的工作环境，确保工作人员在无

污染的环境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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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喷漆设备，具体涉及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

技术背景

[0002] 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它涉及风电塔筒喷漆领域，它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漆方

式的诸多不合理因素，如人工喷漆工作效率低、一人一把喷枪，一台喷涂机，工作效率自然

低下，工人在工作时戴着防护帽，但是那也防护不好，工作环境恶劣易得职业病，由于塔筒

直径大，人站在地下仰面工作，很多油漆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地面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传统的喷漆工艺的诸多不合理因素，如工作效率低、工人工作环

境恶劣、油漆浪费严重等，为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解决上述问题

的具体方案如下：

[0004] 本发明的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它是由工字梁、行走电机减速机、机架、无气

喷涂机、后伸展臂、前伸展臂、喷枪、操控室、电控柜、升降电机、液压泵站、限位轮、升降齿

条、齿条固定架、平衡调整油缸、摆动马达、喷嘴调整油缸、喷嘴距离探测装置、油漆管、喷枪

固定架、液压油管、油漆吸油管、储漆桶、空气过滤器、定位齿轮、滚动导轨组成，其特征在于

喷漆房墙立柱上焊有工字梁，滚动导轨固定在工字梁上，角钢焊接在滚动导轨上，滚轮放置

在角钢上，由行走电机减速机驱动，滚轮安装在支撑架上，支撑架焊接在横管上，横管与齿

条固定架相焊接，升降齿条安装在齿条固定架上，行走电机减速机通过销轴与销轴座相固

定，销轴座焊接在横管上，上下定位轮安装在轮板上，轮板固定在上下定位轮座上，上下定

位轮座与齿条固定架相焊接，限位轮工字梁焊接在喷漆房墙立柱上，限位轮与限位轮工字

梁相接触，限位轮固定在限位轮架上，限位轮架焊接在齿条固定架上，操控室安装在机架

上，电控柜安装在操控室内，空气过滤器与压缩空气接头相连接，固定在操控室的地板上，

无气喷涂机通过无气喷涂机固定架与机架相固定，油漆吸油管一端与无气喷涂机相连接，

另一端放置在储漆桶内，储漆桶固定在机架上，升降电机固定在机架上，升降齿轮固定在升

降电机的输出轴上，升降齿轮与升降齿条相啮合，机架下端固定有定位齿轮架，定位齿轮架

的端头安有定位齿轮，定位齿轮与升降齿条相啮合，后伸展臂下端通过铰轴座，铰轴座固定

在机架上，另一端通过销轴与前伸展臂相连接，后伸展臂液压缸，上端与后伸展臂液压油缸

前铰轴座相连接，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前铰轴座焊接在后伸展臂上，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后铰

轴座与后伸展臂液压油缸下端相连，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后铰轴座与下铰轴座相固定，下铰

轴座焊接在机架上，后伸展臂上固定有铰轴底座，油缸座与铰轴底座相固定，前伸展臂液压

油缸通过销轴与油缸座相连接，前伸展臂液压油缸的前端与前伸展臂通过销轴相连接，前

伸展臂的前端通过销轴与摆动马达摆臂相连接，摆动马达摆臂的上端连接有平衡调整油

缸，平衡调整油缸固定在平衡调整油缸座上，平衡调整油缸座焊接在前伸展臂上，摆动马达

摆臂的另一端安装有摆动马达，摆动马达的下端固定有喷枪主架，喷枪主架的两端安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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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枪，喷枪与油漆管相连，油漆管的另一端与无气喷涂机的出漆口相连，喷枪固定架通过转

轴与喷枪主架相连接，喷嘴调整油缸前座固定在喷枪主架上，并通过销轴与喷嘴调整油缸

相连接，喷嘴调整油缸的另一端与喷嘴调整油缸后座相连，喷嘴调整油缸后座固定在喷枪

固定架上，喷嘴距离探测装置固定在喷枪固定架上，喷嘴距离探测装置的信号传输由导线

传送，管线固定架固定在前伸展臂和后伸展臂上，各种管线固定在管线固定架上，漆物喷涂

在工件上。

[0005] 所述的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其有多套无气喷涂机，多套无气喷涂机固定于

机架上，无气喷涂机的出口与油漆管相连接，油漆管的另一端与多套喷枪相连接，喷枪固定

在喷枪固定架上，喷枪与工件之间的距离由喷嘴距离探测装置探测，由喷嘴调整油缸执行

距离调整，摆动马达控制喷枪主架的旋转角度，喷枪主架的水平度由平行调整油缸来完成，

无气喷涂机的入口与油漆漆油管相连接，油漆漆油管的另一端放置在储油桶内，无气喷涂

机的动力来源于压缩空气。

[0006] 所述的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其升降电机固定在机架上，通过齿轮与齿条相

啮合，将机架提升到需要高度，并通过行走电机减速机与滚轮相连接，滚轮放置在角钢上，

角钢焊接在滚动导轨上，滚动导轨又与工字梁相固定，滚轮固定在支撑架上，支撑架固定在

横管上，横管与齿条固定架相连接，在行走电机减速机的带动下整个机架就在滚动导轨上

移动，此时上下定位轮将机架在上下方向上定位，从而实现机架的上升和左右移动。

[0007] 所述的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其后伸展臂通过铰轴座固定在机架上，后伸展

臂的旋转通过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完成，后伸展臂的前端通过铰轴与前伸展臂相连接，前伸

展臂的旋转是由前伸展臂液压油缸实现的，前伸展臂的前端通过销轴与摆动马达摆臂相连

接，摆动马达摆臂的摆动由平衡调整油缸来实现，摆动马达摆臂的下端安装有摆动马达，摆

动马达的下端固定有喷枪主架，喷枪主架上安装有多套喷枪，喷枪与工件之间的距离探测

由喷嘴距离探测装置来实现，并通过喷嘴调整油缸来进行调整，该机构实现了将喷枪放置

于工件的正上方工作。

[0008] 所述的风电塔筒外壁自动喷漆机，其操控室固定在机架上，空气过滤器与压缩空

气接头相连接，压缩空气接头与空气压缩机管道相连接，操控室与外部环境隔绝，由压缩空

气系统提供清新的工作环境，确保工作人员在无污染的环境下工作。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图2是图1的左视图，图3是图1的俯视图，图4是图1的I

放大图，图5是图1的II放大图，图6是图1的III放大图，视图中零部件标号说明：

[0010] 1 .喷漆房墙立柱  2工字梁  3滚动导轨  4角钢  5滚轮  6支撑架  7横管  8行走电机

减速机  9减速机销轴  10销轴座  11齿条固定架  12齿条  13上下定位轮座  14上下定位轮 

15轮板  16限位轮架  17限位轮  18限位轮工字梁  19操控室  20铰轴座  21机架  23后伸展臂

液压油缸  24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后铰轴座  25下铰轴座  26无气喷涂机  28储漆桶  30后伸展

臂液压油缸前铰轴座  31后伸展臂  32铰轴底座  33油缸座  34前伸展臂液压油缸  35管线固

定架  36前伸展臂  37油漆管  38导线  39喷嘴距离探测装置  40油漆吸油管  42电控柜  43喷

枪  44喷枪固定架  45喷嘴调整油缸后座  46喷嘴调整油缸  47喷嘴调整油缸前座  48平衡调

整油缸座  49平衡调整油缸  50摆动马达摆臂  51摆动马达  52喷枪主架  53转轴  54漆物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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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  56升降电机  58定位齿轮架  59定位齿轮  60液压泵站  61液压油管  62无气喷涂机固

定架  63升降齿轮  65压缩空气接头  66空气过滤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具体实施方式1，结合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描述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由

工字梁2、行走电机减速机8、机架21、无气喷涂机26、后伸展臂31、前伸展臂36、喷枪43、操控

室19、电控柜42、升降电机56、液压泵站60、限位轮17、升降齿条12、齿条固定架11、平衡调整

油缸49、摆动马达51、喷嘴调整油缸46、喷嘴距离探测装置39、油漆管37、喷枪固定架44、液

压油管61、油漆吸油管40、储漆桶28、空气过滤器66、定位齿轮59、滚动导轨3组成，其特征在

于喷漆房墙立柱1上焊有工字梁2，滚动导轨3固定在工字梁2上，角钢4焊接在滚动导轨3上，

滚轮5放置在角钢4上，由行走电机减速机8驱动，滚轮5安装在支撑架6上，支撑架6焊接在横

管7上，横管7与齿条固定架11相焊接，升降齿条12安装在齿条固定架11上，行走电机减速机

8通过销轴9与销轴座10相固定，销轴座10焊接在横管7上，上下定位轮14安装在轮板15上，

轮板15固定在上下定位轮座13上，上下定位轮座13与齿条固定架11相焊接，限位轮工字梁

18焊接在喷漆房墙立柱1上，限位轮17与限位轮工字梁18相接触，限位轮17固定在限位轮架

16上，限位轮架16焊接在齿条固定架11上，操控室19安装在机架21上，电控柜42安装在操控

室19内，空气过滤器66与压缩空气接头65相连接，固定在操控室19的地板上，无气喷涂机26

通过无气喷涂机固定架62与机架21相固定，油漆吸油管40一端与无气喷涂机26相连接，另

一端放置在储漆桶28内，储漆桶28固定在机架21上，升降电机56固定在机架21上，升降齿轮

63固定在升降电机56的输出轴上，升降齿轮63与升降齿条12相啮合，机架21下端固定有定

位齿轮架58，定位齿轮架58的端头安有定位齿轮59，定位齿轮59与升降齿条12相啮合，后伸

展臂31下端通过铰轴座20，铰轴座20固定在机架21上，另一端通过销轴与前伸展臂36相连

接，后伸展臂液压缸23，上端与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前铰轴座30相连接，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前

铰轴座30焊接在后伸展臂31上，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后铰轴座24与后伸展臂液压油缸23下端

相连，后伸展臂液压油缸后铰轴座24与下铰轴座25相固定，下铰轴座25焊接在机架21上，后

伸展臂31上固定有铰轴底座32，油缸座33与铰轴底座32相固定，前伸展臂液压油缸34通过

销轴与油缸座33相连接，前伸展臂液压油缸34的前端与前伸展臂36通过销轴相连接，前伸

展臂36的前端通过销轴与摆动马达摆臂50相连接，摆动马达摆臂50的上端连接有平衡调整

油缸49，平衡调整油缸49固定在平衡调整油缸座48上，平衡调整油缸座48焊接在前伸展臂

36上，摆动马达摆臂50的另一端安装有摆动马达51，摆动马达51的下端固定有喷枪主架52，

喷枪主架52的两端安装有喷枪43，喷枪43与油漆管37相连，油漆管37的另一端与无气喷涂

机26的出漆口相连，喷枪固定架44通过转轴53与喷枪主架52相连接，喷嘴调整油缸前座47

固定在喷枪主架52上，并通过销轴与喷嘴调整油缸46相连接，喷嘴调整油缸46的另一端与

喷嘴调整油缸后座45相连，喷嘴调整油缸后座45固定在喷枪固定架44上，喷嘴距离探测装

置39固定在喷枪固定架44上，喷嘴距离探测装置39的信号传输由导线38传送，管线固定架

35固定在前伸展臂36和后伸展臂31上，各种管线固定在管线固定架35上，漆物54喷涂在工

件55上。

[0012] 具体实施方式2，结合图1，图2，图3，图6描述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在于有多套

无气喷涂机26，多套无气喷涂机26固定于机架21上，无气喷涂机26的出口与油漆管37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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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油漆管37的另一端与多套喷枪43相连接，喷枪43固定在喷枪固定架44上，喷枪43与工件

55之间的距离由喷嘴距离探测装置39探测，由喷嘴调整油缸46执行距离调整，摆动马达51

控制喷枪组架52的旋转角度，喷枪组架52的水平度由平行调整油缸49来完成，无气喷涂机

26的入口与油漆吸油管40相连接，油漆吸油管40的另一端放置在储油桶28内，无气喷涂机

26的动力来源于压缩空气。

[0013] 具体实施方式3，结合图1，图2，图3，图4，图5描述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在于升

降电机56固定在机架21上，通过升降齿轮63与升降齿条12相啮合，将机架21提升到需要高

度，并通过行走电机减速机8与滚轮5相连接，滚轮5放置在角钢4上，角钢4焊接在滚动导轨3

上，滚动导轨3又与工字梁2相固定，滚轮5固定在支撑架6上，支撑架6固定在横管7上，横管7

与齿条固定架相连接，在行走电机减速机8的带动下整个机架21就在滚动导轨3上移动，此

时上下定位轮14将机架21在上下方向上定位，从而实现机架的上升和左右移动。

[0014] 具体实施方式4，结合图1，图2，图3，图6描述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在于后伸展

臂31通过铰轴座20固定在机架21上，后伸展臂31的旋转通过后伸展臂液压油缸23完成，后

伸展臂31的前端通过铰轴与前伸展臂36相连接，前伸展臂36的旋转是由前伸展臂液压油缸

34实现的，前伸展臂36的前端通过销轴与摆动马达摆臂50相连接，摆动马达摆臂50的摆动

由平衡调整油缸49来实现，摆动马达摆臂50的下端安装有摆动马达51，摆动马达51的下端

固定有喷枪组架52，喷枪组架52上安装有多套喷枪43，喷枪43与工件55之间的距离探测由

喷嘴距离探测装置39来实现，并通过喷嘴调整油缸46来进行调整，该机构实现了将喷枪43

放置于工件55的正上方工作。

[0015] 具体实施方式3，结合图2描述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在于操控室19固定在机架

21上，空气过滤器66与压缩空气接头65相连接，压缩空气接头65与空气压缩机管道相连接，

操控室19与外部环境隔绝，由压缩空气系统提供清新的工作环境，确保工作人员在无污染

的环境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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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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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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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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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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