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3080058.6

(22)申请日 2021.12.09

(73)专利权人 武汉铌欧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430000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光谷大道特1号国际企业中心三

期3栋6层05号(自贸区武汉片区)

(72)发明人 王思哲　张登　袁奎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筑权网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42263

专利代理师 王维

(51)Int.Cl.

B01F 27/90(2022.01)

B01F 27/808(2022.01)

B01F 35/71(2022.01)

B01F 35/80(2022.01)

B01F 35/12(2022.01)

B01F 101/30(2022.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

料定量搅拌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

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包括安装架，

安装架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防护箱，安装架的表面

固定安装有支撑板，支撑板的表面一侧固定安装

有支撑架，支撑架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定量上料机

构，防护箱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搅拌机构，通过设

有的搅拌机构，上料完成后控制搅拌电机转动，

搅拌电机转动带动主动伞齿跟随转动，主动伞齿

带动啮合连接的从动伞齿跟随转动，从而带动固

定连接在从动伞齿顶部的传动杆转动，传动杆转

动带动表面的搅拌扇叶在搅拌桶内部搅拌，将漆

粉和水混合搅拌，这种搅拌方式匀速稳定，代替

传统手持搅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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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包括安装架(1)，其特征

在于：所述安装架(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防护箱(2)，所述安装架(1)的表面固定安装有支撑

板(3)，所述支撑板(3)的表面一侧固定安装有支撑架(4)，所述支撑架(4)的顶部固定安装

有定量上料机构(5)，所述防护箱(2)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搅拌机构(6)；

所述定量上料机构(5)包括固定安装在支撑架(4)顶部的上料箱(51)，所述上料箱(51)

的顶部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5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箱(5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上料管(53)，所述上料箱(51)内部设有绞

龙(54)，所述驱动电机(52)的输出端穿插连接上料箱(51)固定连接在绞龙(54)的一端，所

述绞龙(54)的另一端延伸至上料管(53)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机构(6)包括搅拌电机(61)和搅拌桶(69)，所述搅拌电机(61)固定安

装在防护箱(2)的内部，所述搅拌桶(69)安装在防护箱(2)的顶部且穿插连接在支撑板(3)

的表面，所述搅拌电机(61)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主动伞齿(62)，所述主动伞齿(62)的一侧

啮合连接有从动伞齿(63)，所述从动伞齿(63)的底部通过轴承转动安装在防护箱(2)的内

壁底部，所述从动伞齿(63)的顶部固定安装有传动杆(64)，所述传动杆(64)的一端穿插连

接在搅拌桶(69)内部，所述传动杆(64)的表面固定安装有两组搅拌扇叶(6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杆(64)的表面还固定安装有环形架(66)，所述环形架(66)的表面四

周固定连接有若干支撑杆(67)，所述支撑杆(67)的一端通过轴承转动安装有研磨辊(68)，

所述研磨辊(68)与搅拌桶(69)内壁接触。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绞龙(54)的表面还固定套设有固定环(55)，所述固定环(55)的表面通过

连杆固定连接有两个刮板(56)，所述刮板(56)与上料箱(51)内壁接触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桶(69)的顶部一侧固定安装有水位传感器(7)，所述上料管(53)穿插

连接在搅拌桶(69)内部，所述搅拌桶(69)的顶端连接有注水管(8)。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机(52)、搅拌电机(61)和水位传感器(7)均与外接电源电性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架(1)的底端四周均固定安装有活动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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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搅拌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

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木器漆是指用于木制品上的一类树脂漆，有聚酯、聚氨酯漆等，可分为水性和油

性。按光泽可分为高光、半哑光、哑光。按用途可分为家具漆、地板漆等，天然木器漆俗称大

漆，又有“国漆”之称。从漆树上采割下来的汁液称为毛生漆或原桶漆，用白布滤去杂质称为

生漆。现有的抗UV木器漆在进行制备时，采用人工手持搅拌器的方式进行搅拌制备，这种方

式一次制备的用量较小，无法满足大用量需求，且传统的搅拌方式无法进行定量搅拌，对于

水漆的配比无法进行把握，使得调制的木器漆无法达到最佳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

拌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提出的现有的抗UV木器漆在进行制备时，采用人工手持搅拌

器的方式进行搅拌制备，且传统的搅拌方式无法进行定量搅拌，对于水漆的配比无法进行

把握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

木器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包括安装架，所述安装架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防护箱，所述安装

架的表面固定安装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表面一侧固定安装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的顶

部固定安装有定量上料机构，所述防护箱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搅拌机构；

[0005] 所述定量上料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支撑架顶部的上料箱，所述上料箱的顶部固定

安装有驱动电机。

[0006] 为了使得便于定量上料，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方案：所述上料箱的底部固定

安装有上料管，所述上料箱内部设有绞龙，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端穿插连接上料箱固定连

接在绞龙的一端，所述绞龙的另一端延伸至上料管内部。

[0007] 为了使得便于搅拌，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搅拌机构包括搅拌电机

和搅拌桶，所述搅拌电机固定安装在防护箱的内部，所述搅拌桶安装在防护箱的顶部且穿

插连接在支撑板的表面，所述搅拌电机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主动伞齿，所述主动伞齿的一

侧啮合连接有从动伞齿，所述从动伞齿的底部通过轴承转动安装在防护箱的内壁底部，所

述从动伞齿的顶部固定安装有传动杆，所述传动杆的一端穿插连接在搅拌桶内部，所述传

动杆的表面固定安装有两组搅拌扇叶。

[0008] 为了使得结固的漆粉破碎，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方案：所述传动杆的表面还

固定安装有环形架，所述环形架的表面四周固定连接有若干支撑杆，所述支撑杆的一端通

过轴承转动安装有研磨辊，所述研磨辊与搅拌桶内壁接触。

[0009] 为了使得防止漆粉粘结在上料箱内壁，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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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还固定套设有固定环，所述固定环的表面通过连杆固定连接有两个刮板，所述刮板

与上料箱内壁接触连接。

[0010] 为了使得便于观察水量，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搅拌桶的顶部一侧

固定安装有水位传感器，所述上料管穿插连接在搅拌桶内部，所述搅拌桶的顶端连接有注

水管。

[0011] 为了使得设备运行，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方案：所述驱动电机、搅拌电机和水

位传感器均与外接电源电性连接。

[0012] 为了使得便于将安装架移动，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安装架的底端

四周均固定安装有活动轮。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通过设有的上料机构，控制驱动电机转动使得带动安装在上料箱内部的绞龙

跟随转动，绞龙转动将上料箱内部的漆粉通过上料管输送到搅拌桶内部，驱动电机转动将

漆粉定量输送到搅拌桶内部，绞龙转动过程中带动固定环跟随转动，固定环带动两个刮板

将上料箱内壁的漆粉挂掉，防止漆粉粘附在上料箱内壁；

[0015] (2)通过设有的搅拌机构，上料完成后控制搅拌电机转动，搅拌电机转动带动主动

伞齿跟随转动，主动伞齿带动啮合连接的从动伞齿跟随转动，从而带动固定连接在从动伞

齿顶部的传动杆转动，传动杆转动带动表面的搅拌扇叶在搅拌桶内部搅拌，将漆粉和水混

合搅拌，这种搅拌方式匀速稳定，代替传统手持搅拌方式；

[0016] (3)通过设有的水位传感器，当水从注水管加注到搅拌桶内部后水位达到定量配

比所需的高度后，水位传感器将搅拌桶的水加注量显示，便于提醒人员控制加水，防止水加

注过多造成漆浆浓度降低，影响使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定量上料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搅拌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研磨辊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活动轮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安装架；2、防护箱；3、支撑板；4、支撑架；5、定量上料机构；51、上料箱；52、

驱动电机；53、上料管；54、绞龙；55、固定环；56、刮板；6、搅拌机构；61、搅拌电机；62、主动伞

齿；63、从动伞齿；64、传动杆；65、搅拌扇叶；66、环形架；67、支撑杆；68、研磨辊；69、搅拌桶；

7、水位传感器；8、注水管；9、活动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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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4]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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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制备高强度环保抗UV木器

漆的原料定量搅拌装置，包括安装架1，安装架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防护箱2，安装架1的表面

固定安装有支撑板3，支撑板3的表面一侧固定安装有支撑架4，支撑架4的顶部固定安装有

定量上料机构5，防护箱2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搅拌机构6；

[0026] 定量上料机构5包括固定安装在支撑架4顶部的上料箱51，上料箱51的顶部固定安

装有驱动电机52。

[0027] 在本实施例中：上料箱5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上料管53，上料箱51内部设有绞龙54，

驱动电机52的输出端穿插连接上料箱51固定连接在绞龙54的一端，绞龙54的另一端延伸至

上料管53内部，绞龙54的表面还固定套设有固定环55，固定环55的表面通过连杆固定连接

有两个刮板56，刮板56与上料箱51内壁接触连接。

[0028] 具体使用时：控制驱动电机52转动使得带动安装在上料箱51内部的绞龙54跟随转

动，绞龙54转动将上料箱51内部的漆粉通过上料管53输送到搅拌桶69内部，控制驱动电机

52带动绞龙54转动圈数将漆粉进行定量输送到搅拌桶69内部，绞龙54转动过程中带动固定

环55跟随转动，固定环55带动两个刮板56将上料箱51内壁的漆粉挂掉，防止漆粉粘附在上

料箱51内壁。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搅拌机构6包括搅拌电机61和搅拌桶69，搅拌电机61固定安装在防

护箱2的内部，搅拌桶69安装在防护箱2的顶部且穿插连接在支撑板3的表面，搅拌电机61的

输出端固定安装有主动伞齿62，主动伞齿62的一侧啮合连接有从动伞齿63，从动伞齿63的

底部通过轴承转动安装在防护箱2的内壁底部，从动伞齿63的顶部固定安装有传动杆64，传

动杆64的一端穿插连接在搅拌桶69内部，传动杆64的表面固定安装有两组搅拌扇叶65，传

动杆64的表面还固定安装有环形架66，环形架66的表面四周固定连接有若干支撑杆67，支

撑杆67的一端通过轴承转动安装有研磨辊68，研磨辊68与搅拌桶69内壁接触。

[0030] 具体使用时：上料完成后控制搅拌电机61转动，搅拌电机61转动带动主动伞齿62

跟随转动，主动伞齿62带动啮合连接的从动伞齿63跟随转动，从而带动固定连接在从动伞

齿63顶部的传动杆64转动，传动杆64转动带动表面的搅拌扇叶65在搅拌桶69内部搅拌，将

漆粉和水混合搅拌，这种搅拌方式匀速稳定，代替传统手持搅拌方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

量配比，传动杆64表面安装的环形架66起到固定连接支撑杆67，通过轴承转动安装在支撑

杆67一端的研磨辊68在跟随传动杆64转动过程中，将未搅拌开的漆粉块进行研磨破碎，使

得达到充分的混合，便于后期使用。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搅拌桶69的顶部一侧固定安装有水位传感器7，上料管53穿插连接

在搅拌桶69内部，搅拌桶69的顶端连接有注水管8。

[0032] 具体使用时：当水从注水管8加注到搅拌桶69内部后水位达到定量配比所需的高

度后，水位传感器7将搅拌桶69的水加注量显示，便于提醒人员控制加水，防止水加注过多

造成漆浆浓度降低，影响使用。

[0033] 在本实施例中：驱动电机52、搅拌电机61和水位传感器7均与外接电源电性连接。

[0034] 具体使用时：当驱动电机52、搅拌电机61和水位传感器7与电源接通后，设备运行，

当与外接电源断开连接后，则停止运行。

[0035] 实施例2

[0036] 参阅图5所示：为了使得便于移动安装架1，本实施例区别实施例1的区别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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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架1的底端四周均固定安装有活动轮9。

[0037] 具体使用时：当需要移动设备位置是，通过推动安装架1使得底部的活动轮9转动

带动安装架1进行移动，便于对设备进行转移搬运。

[0038] 本说明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尽管参

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

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

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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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6987227 U

7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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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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