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180487.0

(22)申请日 2018.10.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20063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15

(73)专利权人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412007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18号

(72)发明人 吴家平　廖合良　陈旭涛　唐雄　

蒋红翼　贺显光　覃国坚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风雅颂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11403

代理人 曾志鹏

(51)Int.Cl.

B01D 19/00(2006.01)

B29C 70/5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8579134 A,2018.09.28

CN 105773995 A,2016.07.20

CN 101225155 A,2008.07.23

CN 204411783 U,2015.06.24

CN 102427865 A,2012.04.25

审查员 李平

 

(54)发明名称

一种脱泡装置、系统和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脱泡装置、系统和方法，

包括罐体，罐体包括侧壁，罐体上部设置有物料

入口，所述罐体内设置有承接物料的甩盘和位于

甩盘下方的多个依次排列的脱泡组件，所述脱泡

组件包括上隔板和位于上隔板下方的下隔板，所

述上隔板内设置有上通孔，所述下隔板和侧壁之

间设置有供物料通过的通道；所述上隔板向上倾

斜，所述下隔板向下倾斜，所述下隔板的至少一

部分位于上通孔的正下方，所述物料通过通道后

落入下方的上隔板上，本发明使树脂一直保持薄

膜状状态，不积存树脂，树脂始终保持薄膜状进

行脱泡；解决了树脂内部气泡难以溢出的问题，

脱泡后的树脂，气泡含量非常低，叶片灌注质量

中发白、干丝、气泡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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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脱泡装置，包括罐体，罐体包括侧壁(21)，罐体上部设置有物料入口，其特征是，

所述罐体内设置有承接物料的甩盘和位于甩盘下方的多个依次排列的脱泡组件，所述脱泡

组件包括上隔板(22)和位于上隔板(22)下方的下隔板(24)，所述上隔板(22)和下隔板(24)

的形状分别为环状圆板，所述上隔板(22)固定在侧壁(21)上，所述上隔板(22)和下隔板

(24)通过连接板(23)固定连接，所述上隔板(22)内设置有上通孔(221)，所述下隔板(24)内

设置有下通孔(241)，所述下隔板(24)和侧壁(21)之间设置有供物料通过的通道，所述下隔

板(24)和侧壁(21)不接触，具有一定距离；所述上隔板(22)向上倾斜，所述下隔板(24)向下

倾斜，所述下隔板(24)的至少一部分位于上通孔(221)的正下方，所述物料通过通道后落入

下方的上隔板(22)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泡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上隔板(22)和/或下隔板(24)与水平

方向的夹角为5‑30°。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泡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上通孔(221)的直径为罐体直径的1/

10‑9/10；或者所述上隔板(22)和/或下隔板(24)包括多层上下层叠的层板，每块层板之间

具有一定间隙。

4.一种脱泡系统，其特征是，包括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的所述的脱泡装置(2)，还包括

通过管道和脱泡装置(2)连接的真空泵(1)、加热器(4)以及设置在管道上的阀门，所述物料

经加热器(4)加热后进入脱泡装置(2)，真空泵(1)抽真空保持脱泡装置(2)内处于负压状

态，脱泡装置(2)脱泡后的物料进入成品罐(11)保存。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脱泡系统，其特征是，还包括将脱泡装置(2)脱泡后的物料重新

泵入脱泡装置(2)的泵、相应的管道和阀门。

6.一种脱泡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首先将物料加热，然后将加热后的物料加

入到脱泡装置中，保持脱泡装置内处于负压环境，物料被带入到甩盘中，甩盘在旋转的过程

中，物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落入到脱泡组件上，物料依次经过脱泡组件的上隔板和下隔

板，在重力的作用下沿之字形依次向下流动，物料处于薄膜状态，物料中的气泡被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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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泡装置、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的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到一种脱泡装置、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风力发电是近几年国家新能源产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通过风力发电设备，将

大自然的风能转换为电能，实现了国家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风力发电设备主要组成部

份为：风机叶片、发电机(包括装置)、调向器(尾翼)、塔架、限速安全机构和储能装置等构

件。

[0003] 其中风机叶片质量的好坏对发电系统有重大的影响，目前市场上风机叶片的主流

材料为玻璃钢，玻璃钢叶片质量的优劣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叶片的核心材料—叶片环氧

树脂内的气泡含量，树脂内的气泡含量过多，将会导致叶片表面发白及叶根空洞等现象，使

得叶片承力系数降低，严重时会导致叶片发生开裂、折断等重大事故，给叶片生产企业造成

严重的经济损失。

[0004] 因为环氧树脂属于一种高粘度液体，其树脂内部含有的气泡很难在自然状态下逸

出。脱泡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采用乳化剂等化学方式进行脱泡，采用机械等物理方式。

[0005]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621438194.4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车载树脂机的脱泡机

构，其采用搅拌的方式进行脱泡，因树脂为一种高粘度液体，且树脂用量大，每次脱泡500‑

1000kg，存在树脂内部细小气泡难以脱出的缺点。

[0006]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010595145.2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复合材料真空灌注成

型的液态树脂脱泡方法及装置，所述脱泡装置主要由真空泵(8)、多层螺旋层流板、阀门i

(10)、阀门ii(15)、阀门iii(16)构成；所述的螺旋层流板为球形弧面结构，弧面表面分布液

态树脂流动凹槽通道(17)，所述的液态树脂流动凹槽通道(17)为螺旋形；凹槽通道(17)中

分布多个液态树脂流动孔，若干个螺旋层流板依次通过多层螺旋层流板组装连接轴(14)连

接组成脱泡装置内部的液态树脂流动机构，上层螺旋层流板的出口与下层螺旋层流板的入

口对应设置，最上层螺旋层流板的入口与脱泡装置液态树脂的入口对应。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脱泡装置、系统和方法，可以将特别粘稠的

液体，比如树脂中的气体排除，脱除后得到的产品中的气体含量低，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0008] 本发明的内容为一种脱泡装置，包括罐体，罐体包括侧壁，罐体上部设置有物料入

口，所述罐体内设置有承接物料的甩盘和位于甩盘下方的多个依次排列的脱泡组件，所述

脱泡组件包括上隔板和位于上隔板下方的下隔板，所述上隔板内设置有上通孔，所述下隔

板和侧壁之间设置有供物料通过的通道；所述上隔板向上倾斜，所述下隔板向下倾斜，所述

下隔板的至少一部分位于上通孔的正下方，所述物料通过通道后落入下方的上隔板上。

[0009] 本发明的物料主要为含有气泡的树脂材料，物料从物料入口进入后，在重力的作

用下进入到甩盘，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物料被带入到上隔板，由于上隔板倾斜，其边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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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高于内侧部分的高度，物料在重力的作用下向罐体内侧流动，从上通孔流出，落入下

方的下隔板，下隔板向下倾斜，其内侧部分的高度高于边缘部分的高度，物料向罐体外侧流

动，从通道流出，落入下方的脱泡组件的上隔板，从而使物料在重力的作用下沿之字形依次

向下流动，物料处于薄膜状态，物料中的气泡被脱除。

[0010] 所述上隔板和下隔板通过连接板固定连接。连接板只连接上隔板和下隔板的部分

区域，不会对物料的流动形成干扰。

[0011] 本发明的脱泡组件固定在罐体内，其可以直接将上隔板固定在侧壁上，也可以通

过下隔板间接固定在罐体的侧壁上，还可以直接将连接板固定在罐体的侧壁上，或者通过

方式固定，优选为直接将上隔板固定在侧壁上。

[0012] 本发明的下隔板和侧壁不接触，具有一定距离，从而形成通道。通道的形成方式还

可以是其他方式，比如下隔板的边缘设置有多个细小的分散的连接杆，连接杆的另一端和

侧壁固定，连接杆和连接杆之间为通道，通道的形成方式不限于以上结构，只要其方便物料

流出，不会对物料的流动形成明显的阻碍都是可以的。

[0013] 所述下隔板内设置有下通孔。下通孔的存在，方便了脱除后的气泡可以第一时间

脱离脱泡装置，不会和罐体的物料以及其他部件，比如上隔板和下隔板接触，提高效率，更

节省了材料。

[0014] 所述上隔板和/或下隔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1‑89°，优选为5‑30°，更优选为15°。

其角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本发明的上隔板和/或下隔板的向上倾斜和/或向下倾斜，

表示其整体倾斜倾向，不代表其局部的倾斜方向，比如上隔板和/或下隔板上具有局部凸起

或凹槽，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15] 所述上通孔和/或上通孔的直径为罐体直径的1/10‑9/10，优选为3/5‑4/5，方便真

空泵对其抽真空。

[0016] 当罐体为圆形时，上隔板和下隔板的形状分别为环状圆板。

[0017] 同一个脱泡组件中，上隔板和下隔板之间的距离，以及相邻的脱泡组件中，下隔板

和上隔板之间的距离根据物料的粘稠和气泡情况以及真空泵所能形成的负压值而定。

[0018] 所述上隔板和/或下隔板包括多层上下层叠的层板，每块层板之间具有一定间隙。

多个层板构成阶梯状结构，加大了物料的流动路径，并且造成了物料在层板上的流速以及

物料在层板和层板之间的流速不同，物料的流速不同，会加大气体脱泡的效率。

[0019] 本发明的上隔板和/或下隔板上还设置有环形的凸起，凸起会加大物料的流动路

径和造成流速的不同，加大气体脱泡的效率。

[0020] 本发明的上隔板和/或下隔板上还可以设置有纵向(即和物料的流动方向相同)的

凸起，且相邻的脱泡组件的纵向凸起不在同一个竖直面上，尽可能的使同一物料经过不同

的流速到达终点，加大气体脱泡的效率。

[0021]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脱泡系统，包括脱泡装置，还包括通过管道和脱泡装置连接的

真空泵、加热器以及设置在管道上的阀门，所述物料经加热器加热后进入脱泡装置，真空泵

抽真空保持脱泡装置内处于负压状态，脱泡装置脱泡后的物料进入成品罐保存。

[0022] 还包括将脱泡装置脱泡后的物料重新泵入脱泡装置的泵、相应的管道和阀门。

[0023] 一种脱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首先将物料加热，然后将加热后的物料加入到脱泡

装置中，保持脱泡装置内处于负压环境，物料被带入到甩盘中，甩盘在旋转的过程中，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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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落入到脱泡组件上，物料依次经过脱泡组件的上隔板和下隔板，在重

力的作用下沿之字形依次向下流动，物料处于薄膜状态，物料中的气泡被脱除。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高粘度液体内部的气泡溢出有如下特征：液体越粘稠气泡

越难以逸出；压力差越大气泡越容易逸出；气泡与液体的相对速度越大越容易逸出；气泡离

液体表面越近，越容易逸出。

[0025] 上述已存在的树脂脱泡方法一般为通过加热，降低树脂粘度，同时通过在一个密

闭罐体内抽真空，提高了压力差，降低树脂内气泡脱出的难度。

[0026] 采用本发明的装置，树脂在流动过程中，全程保持成薄膜状态，使气泡离液体表面

最近，同时配合加热降低粘度、真空环境，从而快速逸出。

[0027] 本发明可以使树脂一直保持薄膜状状态，且通过循环脱泡的方式，保证底部不积

存树脂，在整个脱泡过程中，树脂可始终保持薄膜状进行脱泡。解决了树脂内部气泡难以溢

出的问题，脱泡后的树脂，气泡含量非常低，叶片灌注质量中发白、干丝、气泡等问题都得到

了解决。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脱泡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脱泡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的脱泡装置的局部放大图。

[0031] 图4为两种方法脱泡后的树脂灌注后的布头的对比图。

[0032] 左侧为普通脱泡方法的树脂灌注效果图，右侧为本脱泡方法的树脂灌注效果图。

[0033] 图5为两种方法脱泡后的树脂灌注后的立面的对比图。

[0034] 左侧为普通脱泡方法的树脂灌注效果图，右侧为本脱泡方法的树脂灌注效果图。

[0035] 图6为两种方法脱泡后的树脂灌注后的气泡聚集的对比图。

[0036] 左侧为普通脱泡方法的树脂灌注效果图，右侧为本脱泡方法的树脂灌注效果图。

[0037] 在图中，1真空泵、2脱泡装置、21侧壁、22上隔板、221上通孔、23连接板、24下隔板、

241下通孔、3电磁阀Ⅰ、4加热器、5电磁阀Ⅲ、6原料罐、7电磁阀Ⅳ、8电磁阀Ⅱ、9隔膜泵、10电

磁阀Ⅴ、11成品罐。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实施例1

[0039] 如图2‑3所示，本发明为一种脱泡装置，包括罐体，罐体包括侧壁21，罐体上部设置

有物料入口，所述罐体内设置有承接物料的甩盘和位于甩盘下方的多个依次排列的脱泡组

件，所述脱泡组件包括上隔板22和位于上隔板22下方的下隔板24，所述上隔板22内设置有

上通孔221，所述下隔板24和侧壁21之间设置有供物料通过的通道；所述上隔板22向上倾

斜，所述下隔板24向下倾斜，所述下隔板24的至少一部分位于上通孔221的正下方，所述物

料通过通道后落入下方的上隔板22上。如图2‑3所示，所述上隔板22固定在侧壁21上，所述

上隔板22和下隔板24通过连接板23固定连接，所述下隔板24和侧壁21不接触，具有一定距

离，所述下隔板24内设置有下通孔241。

[0040] 所述上隔板22和/或下隔板24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15°。所述上通孔221的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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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体直径的4/5。且上通孔221的直径大于下通孔241的直径。

[0041] 所述上隔板22和/或下隔板24包括多层上下层叠的层板，每块层板之间具有一定

间隙。

[0042] 物料上料或循环过程中，树脂均从罐体上部流入，此时树脂会在重力作用下流到

一个由电机带动高速旋转的甩盘上，被甩至罐壁上呈薄膜状态往下流。

[0043] 为延长树脂呈薄膜状态下流的时间，上隔板22为上环状圆板，焊接在罐壁上，下隔

板24为下环状圆板，通过连接板即小圆钢焊接在上环状圆板上，与罐壁之间留了少量缝隙。

若干组上环状圆板和下环状圆板组成了鱼鳞状的罐壁，薄膜状树脂呈之字形往下流。

[0044] 流到底部的树脂又通过隔膜泵压回罐体顶部，循环往复，整个脱泡过程中树脂始

终保持薄膜状进行脱泡。

[0045] 实施例2

[0046] 如图1所示，一种脱泡系统，包括脱泡装置2，还包括通过管道和脱泡装置2连接的

真空泵1、加热器4以及设置在管道上的阀门，所述物料经加热器4加热后进入脱泡装置2，真

空泵1抽真空保持脱泡装置2内处于负压状态，脱泡装置2脱泡后的物料进入成品罐11保存。

[0047] 还包括将脱泡装置2脱泡后的物料重新泵入脱泡装置2的泵、相应的管道和阀门。

[0048] 原料罐6、加热器4和脱泡装置2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原料罐6和加热器4之间设置有

电磁阀Ⅲ5，加热器4和脱泡装置2设置有电磁阀Ⅰ3。所示脱泡装置2的出料口通过管道连接

有成品罐11，脱泡装置2的出料口和成品罐11之间设置有电磁阀Ⅴ10，所述电磁阀Ⅴ10的上

游与加热器4的上游且电磁阀Ⅲ5的下游之间连通有管道，上述管道上设置有电磁阀Ⅳ7，所

述脱泡装置2的出料口方向的管道上设置有电磁阀Ⅱ8和隔膜泵9。

[0049] 隔膜泵9和所有的电磁阀都可以采用其他具有类似作用的装置替代。

[0050] 未脱泡的树脂储存在原料罐6，所有电磁阀为关闭状态。

[0051] 开始脱泡时，真空泵1和电磁阀Ⅲ5、加热器4打开，树脂被真空吸入脱泡装置2内，

上料完毕后关闭电磁阀Ⅲ5。

[0052] 打开电磁阀Ⅱ8、电磁阀Ⅳ7，开启隔膜泵9，树脂经真空脱泡装置2后回到加热器4

位置，不停循环。

[0053] 脱泡结束后，关闭电磁阀Ⅳ7，关闭真空泵1，打开电磁阀Ⅴ10，脱泡后的成品流到

成品罐。整个脱泡流程完成。

[0054] 如图4‑6所示，左侧的图片中，显示有大量白色，其为气泡；右侧的图片，显示发白

问题明显减少，基本没有气泡，表明本发明的脱泡效果更佳。

[0055] 实施例3

[0056] 一种脱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首先将物料加热，然后将加热后的物料加入到脱泡

装置2中，保持脱泡装置2内处于负压环境，物料被带入到甩盘中，甩盘在旋转的过程中，物

料被落入到脱泡组件上，物料依次经过脱泡组件的上隔板22和下隔板24，在重力的作用下

沿之字形依次向下流动，物料处于薄膜状态，物料中的气泡被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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