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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

的喷涂设备，包括混料桶和喷漆管，喷漆管一端

连接圆管，圆管开口端穿过小圆环且连接喷头，

封闭端穿过大圆环且固接扁平杆，扁平杆铆接在

第一涡轮的偏心位置，第一涡轮啮合有第一蜗

杆，第一蜗杆底部固接搅拌叶，顶端连接第二蜗

杆；第二蜗杆上部啮合不完全齿轮，第二蜗杆光

滑段套接拉伸弹簧；混料桶外设进气管、泵机、进

料斗、采样管、滚轮及直通滑槽，内设环形涡流板

及半圆形涡流板。本发明通过不完全齿轮-第二

蜗杆-拉伸弹簧的间隙性蜗杆进动结构，产生提

料式搅拌方式；通过圆管-小圆环-大圆环的套接

设置，使喷头产生摆钟式的扭动轨迹；本发明搅

拌效果好、混料及喷涂较均匀，且适应于大规模

家具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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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包括混料桶（1）和喷漆管（2），其特征在于，

所述混料桶（1）的底壁和侧壁均设夹层空腔结构，所述喷漆管（2）具体是波纹管，所述喷漆

管（2）一端连接在混料桶（1）的底壁位置并与混料桶（1）内部相连通，所述喷漆管（2）另一端

设置在混料桶（1）侧壁夹层内的上部位置且连接有圆管（3），所述圆管（3）一端为开口端而

另一端为封闭端，所述圆管（3）的开口端穿过混料桶（1）外侧壁上的小圆环（4）且连接有喷

头（5），所述小圆环（4）的外圈通过橡胶布与混料桶（1）的外侧壁密封固接，所述喷头（5）具

体是圆盘形且喷头（5）远离混料桶（1）的一侧表面铺设有喷孔，所述圆管（3）伸出混料桶（1）

外的部分还设有流量阀（6）；

所述圆管（3）的封闭端穿过混料桶（1）内侧壁上的大圆环（7）且固接有扁平杆（8），所述

大圆环（7）的外圈固定嵌套在混料桶（1）的内侧壁上，所述大圆环（7）和小圆环（4）相对的侧

面上通过压缩弹簧（9）相互连接，所述扁平杆（8）远离圆管（3）的一端部通过销轴铆接在第

一涡轮（10）的偏心位置，所述第一涡轮（10）的中心位置通过固定轴（11）架设在混料桶（1）

的内侧壁上，且固定轴（11）的一端通过横担固定在混料桶（1）的内侧壁和外侧壁上；

所述第一涡轮（10）啮合有第一蜗杆（12），所述第一蜗杆（12）的底部固接有搅拌叶

（13），所述第一蜗杆（12）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蜗杆（14），所述第二蜗杆（14）的下部为光

滑段且套接在混料桶（1）顶壁中心的轴承座（15）上，所述第二蜗杆（14）的上部为螺纹段且

啮合有不完全齿轮（16），所述不完全齿轮（16）的连续齿数占整圈的1/3-3/7，所述第二蜗杆

（14）的螺纹段与轴承座（15）之间的光滑段套接有拉伸弹簧（17），所述拉伸弹簧（17）的顶端

与第二蜗杆（14）的螺纹段固接，所述拉伸弹簧（17）的底端与轴承座（15）固接，所述不完全

齿轮（16）中心穿接有主动轴（18），所述主动轴（18）连接有电机（19），所述电机（19）的顶部

设有支撑座（20），所述支撑座（20）固定在混料桶（1）顶壁的上表面；

所述混料桶（1）的顶部还设有进气管（21）和进料斗（22），所述进气管（21）伸出混料桶

（1）外的一端连接有泵机（23）；

所述混料桶（1）顶壁的下方设有环形涡流板（24），所述环形涡流板（24）与所述混料桶

（1）的顶壁形成气体隔绝室，所述进气管（21）的底端位于所述气体隔绝室内部，所述进料斗

（22）的底端穿过环形涡流板（24）并位于环形涡流板（24）的下方，所述环形涡流板（24）的中

心位置为自上而下直径逐渐变小的变径管状，所述第二蜗杆（14）的顶部套接在所述环形涡

流板（24）中心的变径管中且与环形涡流板（24）不接触；

所述环形涡流板（24）的下方设有半圆形涡流板（25），所述半圆形涡流板（25）为与环形

涡流板（24）对称板材结构的对半切开结构，所述半圆形涡流板（25）与所述环形涡流板（24）

形成开放式的涡轮保护室，所述第一涡轮（10）位于所述涡轮保护室内部；

所述混料桶（1）侧壁的底部位置设有采样管（26）；

所述混料桶（1）底壁的下表面设有滚轮（27），所述混料桶（1）底壁下表面的中心位置设

有截面为凹形的直通滑槽（2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大

圆环（7）和小圆环（4）通过10-16根压缩弹簧（9）相连接，所述压缩弹簧（9）具体是Prime-

Line  Products公司生产的SP  9733  压缩弹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拉

伸弹簧（17）具体是镀锌不锈钢等径粗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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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机（19）具体是低速正反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泵

机（23）具体是小型空压机，其压力值为0.1-1.5MPa。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圆

管（3）与小圆环（4）的内圈光滑套接且涂有润滑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料斗（22）设有密封盖，所述进气管（21）和采样管（26）均设有电磁开关阀。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的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清洗处理：从进料斗（22）加入清洗剂和造泡剂浸泡处理，开启电机（19），使不完全齿

轮（16）逆时针低速旋转，转速为1-2r/min，将第二蜗杆（14）提升起来，在拉伸弹簧（17）作用

下，第二蜗杆（14）又迅速下降，在间歇性的提升-下降过程中，第一蜗杆（12）带动第一涡轮

（10）往复旋转，带动搅拌叶（13）往复螺旋式进动，产生搅拌和提料运动方式，此时可适当打

开流量阀（6）小流量模式，使清洗剂进入到喷漆管（2）、圆管（3）及喷头（5）中，从而对混料桶

（1）和喷漆管（2）进行清洗，清洗后废液经过采样管（26）排出并检测油漆残余情况；

b.烘干处理：从进气管（21），通过泵机（23）泵入加热空气，加热空气由空气加热器供

给，温度控制为180-250℃，打开流量阀（6）全流量模式，并关闭其他管路，使加热空气持续

流经喷漆管（2），在喷头（5）处测出气湿度，湿度达到30%以下时即可停止烘干，以免混料桶

（1）内的残余水影响初期的喷漆效果；

c.混料过程：从进料斗（22）加入溶剂、漆料及其他助剂，开启电机（19），使不完全齿轮

（16）逆时针低速旋转，转速为2-3r/min，重复步骤a的第二蜗杆（14）的间歇性提升-下降操

作过程，搅拌10-20min，并从采样管（26）中针刺取样，了解漆液的溶解性、粘度及均匀性；

d .喷漆过程：将喷头（5）对准家具待喷漆面区域，关闭其他所有管路，仅打开进气管

（21）通过泵机（23）泵入室温干燥空气，保持混料桶（1）内压力达到0.3MPa左右，保持3-

5min；缓慢打开流量阀（6），使漆液迅速涌入喷漆管（2）、圆管（3）及喷头（5）中，并立即提高

泵机（23）压力至0.5-0.6MPa，使喷头（5）扭动式的运动对家具表面进行喷涂处理；在喷漆过

程中，通过滚轮（27）移动混料桶（1），在直通滑槽（28）内设有滑轨，通过电力推车匀速移动

混料桶（1），从而对整条生产线进行均匀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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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具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

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木材家具喷漆往往是家具最终成型的最后一步工艺，喷漆的成功与否决定了家具

成品的品质、价格及艺术美观性，为了使家具表面油漆均匀，一般家装家具的喷漆过程采用

滚刷多遍的方式使漆膜均匀。但纯手工的滚刷涂漆方式效率较低下，不适用于工业大规模

家具的批量生产过程。

[0003] 现有的较高档木材家具还是采用喷枪喷涂的方式，鉴于传统空气喷枪的压力较

大，容易对家具表面造成冲击，使漆膜过厚或过薄，或在家具表面形成散花状的漆膜，造成

漆膜极度不均匀；同时传统空气喷枪的传递效率(即油漆利用率)大约在30%左右,而另外

70%左右的喷涂溶剂随着飞雾散布到周围环境当中，大量浪费油漆或涂料，不仅增加经济成

本，而且voc、苯以及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非常大，严重污染大气和水体环境，同时损害

施工者健康。

[0004] 故一些厂家开发出无气喷涂技术（airless）和低喷涂压力技术（HVLP），二者均实

现了喷枪内只有油漆而没有空气的喷漆效果，从而大大提高油漆利用率；由于喷枪没有空

气，对家具表面的冲击力较小，从而保证了漆膜的均匀性。但二者的容量均较小，而且仍然

需要将油漆均匀混合后再添加到涂料缸中，在转移过程中有油漆损失，还有清洗不便等缺

陷。言而总之，当前的无气喷涂技术（airless）和低喷涂压力技术（HVLP）还并非家具喷漆设

备的成熟产品，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

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及其使用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包括混料桶和喷漆管，混料桶的底壁和侧壁

均设夹层空腔结构，喷漆管具体是波纹管，喷漆管一端连接在混料桶的底壁位置并与混料

桶内部相连通，喷漆管另一端设置在混料桶侧壁夹层内的上部位置且连接有圆管，圆管一

端为开口端而另一端为封闭端，圆管的开口端穿过混料桶外侧壁上的小圆环且连接有喷

头，小圆环的外圈通过橡胶布与混料桶的外侧壁密封固接，喷头具体是圆盘形且喷头远离

混料桶的一侧表面铺设有喷孔，圆管伸出混料桶外的部分还设有流量阀；

圆管的封闭端穿过混料桶内侧壁上的大圆环且固接有扁平杆，大圆环的外圈固定嵌套

在混料桶的内侧壁上，大圆环和小圆环相对的侧面上通过压缩弹簧相互连接，扁平杆远离

圆管的一端部通过销轴铆接在第一涡轮的偏心位置，第一涡轮的中心位置通过固定轴架设

在混料桶的内侧壁上，且固定轴的一端通过横担固定在混料桶的内侧壁和外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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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涡轮啮合有第一蜗杆，第一蜗杆的底部固接有搅拌叶，第一蜗杆的顶端固定连接

有第二蜗杆，第二蜗杆的下部为光滑段且套接在混料桶顶壁中心的轴承座上，第二蜗杆的

上部为螺纹段且啮合有不完全齿轮，不完全齿轮的连续齿数占整圈的1/3-3/7，第二蜗杆的

螺纹段与轴承座之间的光滑段套接有拉伸弹簧，拉伸弹簧的顶端与第二蜗杆的螺纹段固

接，拉伸弹簧的底端与轴承座固接，不完全齿轮中心穿接有主动轴，主动轴连接有电机，电

机的顶部设有支撑座，支撑座固定在混料桶顶壁的上表面；

混料桶的顶部还设有进气管和进料斗，进气管伸出混料桶外的一端连接有泵机；

混料桶顶壁的下方设有环形涡流板，环形涡流板与混料桶的顶壁形成气体隔绝室，进

气管的底端位于气体隔绝室内部，进料斗的底端穿过环形涡流板并位于环形涡流板的下

方，环形涡流板的中心位置为自上而下直径逐渐变小的变径管状，第二蜗杆的顶部套接在

环形涡流板中心的变径管中且与环形涡流板不接触；

环形涡流板的下方设有半圆形涡流板，半圆形涡流板为与环形涡流板对称板材结构的

对半切开结构，半圆形涡流板与环形涡流板形成开放式的涡轮保护室，第一涡轮位于涡轮

保护室内部；

混料桶侧壁的底部位置设有采样管；

混料桶底壁的下表面设有滚轮，混料桶底壁下表面的中心位置设有截面为凹形的直通

滑槽。

[0007] 优选地，大圆环和小圆环通过10-16根压缩弹簧相连接，压缩弹簧具体是Prime-

Line  Products公司生产的SP  9733  压缩弹簧，圆管-小圆环-大圆环的套接设置，使大圆环

固定，小圆环滑动套接圆管，圆管一端绕第一涡轮旋转，使圆管另一端的喷头产生摆钟式的

扭动轨迹，在扭动过程中，小圆环其支撑定位作用，使喷头的方向产生有规律的变化，其喷

漆方向和距离有一定的区域限制，避免喷头到处乱跑，相比人工手持式喷漆，本发明的喷漆

均匀性更好，不会产生漆膜过厚或过薄的不均匀现象，应该推广。

[0008] 优选地，拉伸弹簧具体是镀锌不锈钢等径粗弹簧，电机具体是低速正反电机，通过

使不完全齿轮的低速旋转，将第二蜗杆提升起来，在拉伸弹簧作用下，第二蜗杆又迅速下

降，在间歇性的提升-下降过程中，第一蜗杆带动第一涡轮往复旋转，带动搅拌叶往复螺旋

式进动，产生搅拌和提料运动方式，这一低速搅拌方式，使漆液中空气含量较少，空气始终

与漆液表面有界面存在，提高油漆利用率。

[0009] 优选地，泵机具体是小型空压机，其压力值为0.1-1.5MPa，通过泵机调整喷漆及清

洗时的内压力，使喷漆时漆液迅速从底部冲到喷头处，避免过多的空气进入喷头，进一步提

高油漆利用率。

[0010] 优选地，圆管与小圆环的内圈光滑套接且涂有润滑油，保证圆管与小圆环之间套

接的在低压情况下的一定密封性，避免混料桶内部气压不够，同时这一设置在高于0.8MPa

时也会产生漏气现象，从而有避免混料桶内部气压过高的现象，因此本发明中的这一圆管-

小圆环-大圆环的新颖设置，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使圆管一端绕第一涡轮旋转，使圆管另一端

的喷头产生摆钟式的扭动轨迹，进而提高喷漆的均匀性；而且还有调整控制混料桶内压的

效果，其原理就是利用轴环套接的密封性容易受高压气流冲破而破坏的特性。

[0011] 优选地，进料斗设有密封盖，进气管和采样管均设有电磁开关阀，能够保持混料桶

的整体密封性，从而控制漆液及气体的单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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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a.清洗处理：从进料斗加入清洗剂和造泡剂浸泡处理，开启电机，使不完全齿轮逆时针

低速旋转，转速为1-2r/min，将第二蜗杆提升起来，在拉伸弹簧作用下，第二蜗杆又迅速下

降，在间歇性的提升-下降过程中，第一蜗杆带动第一涡轮往复旋转，带动搅拌叶往复螺旋

式进动，产生搅拌和提料运动方式，此时可适当打开流量阀小流量模式，使清洗剂进入到喷

漆管、圆管及喷头中，从而对混料桶和喷漆管进行清洗，清洗后废液经过采样管排出并检测

油漆残余情况；

b.烘干处理：从进气管，通过泵机泵入加热空气，加热空气由空气加热器供给，温度控

制为180-250℃，打开流量阀全流量模式，并关闭其他管路，使加热空气持续流经喷漆管，在

喷头处测出气湿度，湿度达到30%以下时即可停止烘干，以免混料桶内的残余水影响初期的

喷漆效果；

c.混料过程：从进料斗加入溶剂、漆料及其他助剂，开启电机，使不完全齿轮逆时针低

速旋转，转速为2-3r/min，重复步骤a的第二蜗杆的间歇性提升-下降操作过程，搅拌10-

20min，并从采样管中针刺取样，了解漆液的溶解性、粘度及均匀性；

d.喷漆过程：将喷头对准家具待喷漆面区域，关闭其他所有管路，仅打开进气管通过泵

机泵入室温干燥空气，保持混料桶内压力达到0.3MPa左右，保持3-5min；缓慢打开流量阀，

使漆液迅速涌入喷漆管、圆管及喷头中，并立即提高泵机压力至0.5-0.6MPa，使喷头扭动式

的运动对家具表面进行喷涂处理；在喷漆过程中，通过滚轮移动混料桶，在直通滑槽内设有

滑轨，通过电力推车匀速移动混料桶，从而对整条生产线进行均匀喷漆。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通过不完全齿轮-第二蜗杆-拉伸弹簧的间隙性蜗杆进动结构，不完全齿轮低

速旋转，将第二蜗杆提升起来，在拉伸弹簧作用下，第二蜗杆又迅速下降，在间歇性的提升-

下降过程中，第一蜗杆带动第一涡轮往复旋转，带动搅拌叶往复螺旋式进动，产生搅拌和提

料运动方式；本发明的这种搅拌方式速度慢、搅拌效果好，不会产生大量气泡，也不会造成

剪切固化等不利后果，利于通过上表面气压漆液，将漆液从底部喷涂出去，在喷涂结束前，

空气基本不进入到喷头中，从而大幅度提高传统空气喷枪的油漆利用率，同时也改进现有

无气喷涂技术和低喷涂压力技术混料不均、清洗不便的不足。

[0014] 2.本发明通过圆管-小圆环-大圆环的套接设置，使大圆环固定，小圆环滑动套接

圆管，圆管一端绕第一涡轮旋转，使圆管另一端的喷头产生摆钟式的扭动轨迹，在扭动过程

中，小圆环其支撑定位作用，使喷头的方向产生有规律的变化，其喷漆方向和距离有一定的

区域限制，避免喷头到处乱跑，相比人工手持式喷漆，本发明的喷漆均匀性更好，不会产生

漆膜过厚或过薄的不均匀现象，应该推广。

[0015] 3.本发明在喷漆过程中，可通过滚轮移动混料桶，并在直通滑槽内设有滑轨，通过

电力推车匀速移动混料桶，从而对整条生产线进行均匀喷漆，本发明是集混料、喷涂及行走

于一体的新型结构，有利于提高油漆混料及喷涂的均匀性，适合大范围推广使用，从而对现

有家具的高效生产提供有效的设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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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的圆管的立体图；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的小圆环与大圆环的连接

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的不完全齿轮的连接结构

示意图。

[0017] 图中：混料桶1、喷漆管2、圆管3、小圆环4、喷头5、流量阀6、大圆环7、扁平杆8、压缩

弹簧9、第一涡轮10、固定轴11、第一蜗杆12、搅拌叶13、第二蜗杆14、轴承座15、不完全齿轮

16、拉伸弹簧17、主动轴18、电机19、支撑座20、进气管21、进料斗22、泵机23、环形涡流板24、

半圆形涡流板25、采样管26、滚轮27、直通滑槽28。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9] 参照图1-4，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包括混料桶1和喷漆管2，混

料桶1的底壁和侧壁均设夹层空腔结构，喷漆管2具体是波纹管，喷漆管2一端连接在混料桶

1的底壁位置并与混料桶1内部相连通，喷漆管2另一端设置在混料桶1侧壁夹层内的上部位

置且连接有圆管3，圆管3一端为开口端而另一端为封闭端，圆管3的开口端穿过混料桶1外

侧壁上的小圆环4且连接有喷头5，小圆环4的外圈通过橡胶布与混料桶1的外侧壁密封固

接，喷头5具体是圆盘形且喷头5远离混料桶1的一侧表面铺设有喷孔，圆管3伸出混料桶1外

的部分还设有流量阀6；圆管3的封闭端穿过混料桶1内侧壁上的大圆环7且固接有扁平杆8，

大圆环7的外圈固定嵌套在混料桶1的内侧壁上，大圆环7和小圆环4相对的侧面上通过压缩

弹簧9相互连接，扁平杆8远离圆管3的一端部通过销轴铆接在第一涡轮10的偏心位置，第一

涡轮10的中心位置通过固定轴11架设在混料桶1的内侧壁上，且固定轴11的一端通过横担

固定在混料桶1的内侧壁和外侧壁上；第一涡轮10啮合有第一蜗杆12，第一蜗杆12的底部固

接有搅拌叶13，第一蜗杆12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蜗杆14，第二蜗杆14的下部为光滑段且

套接在混料桶1顶壁中心的轴承座15上，第二蜗杆14的上部为螺纹段且啮合有不完全齿轮

16，不完全齿轮16的连续齿数占整圈的1/3-3/7，第二蜗杆14的螺纹段与轴承座15之间的光

滑段套接有拉伸弹簧17，拉伸弹簧17的顶端与第二蜗杆14的螺纹段固接，拉伸弹簧17的底

端与轴承座15固接，不完全齿轮16中心穿接有主动轴18，主动轴18连接有电机19，电机19的

顶部设有支撑座20，支撑座20固定在混料桶1顶壁的上表面；混料桶1的顶部还设有进气管

21和进料斗22，进气管21伸出混料桶1外的一端连接有泵机23；混料桶1顶壁的下方设有环

形涡流板24，环形涡流板24与混料桶1的顶壁形成气体隔绝室，进气管21的底端位于气体隔

绝室内部，进料斗22的底端穿过环形涡流板24并位于环形涡流板24的下方，环形涡流板24

的中心位置为自上而下直径逐渐变小的变径管状，第二蜗杆14的顶部套接在环形涡流板24

中心的变径管中且与环形涡流板24不接触；环形涡流板24的下方设有半圆形涡流板25，半

圆形涡流板25为与环形涡流板24对称板材结构的对半切开结构，半圆形涡流板25与环形涡

流板24形成开放式的涡轮保护室，第一涡轮10位于涡轮保护室内部；混料桶1侧壁的底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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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设有采样管26；混料桶1底壁的下表面设有滚轮27，混料桶1底壁下表面的中心位置设有

截面为凹形的直通滑槽28。

[0020] 参照图1-3，大圆环7和小圆环4通过10-16根压缩弹簧9相连接，压缩弹簧9具体是

Prime-Line  Products公司生产的SP  9733  压缩弹簧，圆管-小圆环-大圆环的套接设置，使

大圆环7固定，小圆环4滑动套接圆管3，圆管3一端绕第一涡轮10旋转，使圆管3另一端的喷

头5产生摆钟式的扭动轨迹，在扭动过程中，小圆环4其支撑定位作用，使喷头5的方向产生

有规律的变化，其喷漆方向和距离有一定的区域限制，避免喷头5到处乱跑，相比人工手持

式喷漆，本发明的喷漆均匀性更好，不会产生漆膜过厚或过薄的不均匀现象，应该推广。

[0021] 参照图4，拉伸弹簧17具体是镀锌不锈钢等径粗弹簧，电机19具体是低速正反电

机，通过使不完全齿轮16的低速旋转，将第二蜗杆14提升起来，在拉伸弹簧17作用下，第二

蜗杆14又迅速下降，在间歇性的提升-下降过程中，第一蜗杆12带动第一涡轮10往复旋转，

带动搅拌叶13往复螺旋式进动，产生搅拌和提料运动方式，这一低速搅拌方式，使漆液中空

气含量较少，空气始终与漆液表面有界面存在，提高油漆利用率。

[0022] 参照图1，泵机23具体是小型空压机，其压力值为0.1-1.5MPa，通过泵机23调整喷

漆及清洗时的内压力，使喷漆时漆液迅速从底部冲到喷头5处，避免过多的空气进入喷头5，

进一步提高油漆利用率。

[0023] 参照图1-2，圆管3与小圆环4的内圈光滑套接且涂有润滑油，保证圆管3与小圆环4

之间套接的在低压情况下的一定密封性，避免混料桶1内部气压不够，同时这一设置在高于

0.8MPa时也会产生漏气现象，从而有避免混料桶1内部气压过高的现象，因此本发明中的这

一圆管-小圆环-大圆环的新颖设置，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使圆管3一端绕第一涡轮10旋转，使

圆管3另一端的喷头5产生摆钟式的扭动轨迹，进而提高喷漆的均匀性；而且还有调整控制

混料桶1内压的效果，其原理就是利用轴环套接的密封性容易受高压气流冲破而破坏的特

性。

[0024] 参照图1，进料斗22设有密封盖，进气管21和采样管26均设有电磁开关阀，能够保

持混料桶1的整体密封性，从而控制漆液及气体的单一走向。

[0025]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家具表面均匀化喷漆用的喷涂设备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a.清洗处理：从进料斗22加入清洗剂和造泡剂浸泡处理，开启电机19，使不完全齿轮16

逆时针低速旋转，转速为1-2r/min，将第二蜗杆14提升起来，在拉伸弹簧17作用下，第二蜗

杆14又迅速下降，在间歇性的提升-下降过程中，第一蜗杆12带动第一涡轮10往复旋转，带

动搅拌叶13往复螺旋式进动，产生搅拌和提料运动方式，此时可适当打开流量阀6小流量模

式，使清洗剂进入到喷漆管2、圆管3及喷头5中，从而对混料桶1和喷漆管2进行清洗，清洗后

废液经过采样管26排出并检测油漆残余情况；

b.烘干处理：从进气管21，通过泵机23泵入加热空气，加热空气由空气加热器供给，温

度控制为180-250℃，打开流量阀6全流量模式，并关闭其他管路，使加热空气持续流经喷漆

管2，在喷头5处测出气湿度，湿度达到30%以下时即可停止烘干，以免混料桶1内的残余水影

响初期的喷漆效果；

c.混料过程：从进料斗22加入溶剂、漆料及其他助剂，开启电机19，使不完全齿轮16逆

时针低速旋转，转速为2-3r/min，重复步骤a的第二蜗杆14的间歇性提升-下降操作过程，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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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10-20min，并从采样管26中针刺取样，了解漆液的溶解性、粘度及均匀性；

d.喷漆过程：将喷头5对准家具待喷漆面区域，关闭其他所有管路，仅打开进气管21通

过泵机23泵入室温干燥空气，保持混料桶1内压力达到0.3MPa左右，保持3-5min；缓慢打开

流量阀6，使漆液迅速涌入喷漆管2、圆管3及喷头5中，并立即提高泵机23压力至0 .5-

0.6MPa，使喷头5扭动式的运动对家具表面进行喷涂处理；在喷漆过程中，通过滚轮27移动

混料桶1，在直通滑槽28内设有滑轨，通过电力推车匀速移动混料桶1，从而对整条生产线进

行均匀喷漆。

[002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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