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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

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属于涂料生产加工机械

设备领域。该实用新型的生产反应釜竖直设置于

固定支架，搅拌机构设置于生产反应釜内侧中

部，驱动机构设置于生产反应釜上方外侧的固定

支架上，搅拌转轴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内侧中

部，搅拌转轴两侧分别对称设置有内搅拌杆，转

动环板外侧水平滑动设置于转动导杆，转动环板

下侧的搅拌连板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对称设置有

外搅拌杆，驱动支架竖直固定设置于搅拌支架侧

的固定支架。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快

速高效的将生产反应釜内的物料搅拌均匀，并能

根据生产所需便捷平稳的调节搅拌速度，提高涂

料生产加工自动化程度，满足生产使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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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滑性易打磨艺

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包括固定支架、生产反应釜、搅拌机构和驱动机构，所述生产反应

釜竖直设置于固定支架，生产反应釜外侧与固定支架之间均匀设置有多个安装支座，生产

反应釜下侧连通设置有排料导管，排料导管上设置有排料控制阀，所述搅拌机构竖直设置

于生产反应釜内侧中部，驱动机构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上方外侧的固定支架上，所述搅

拌机构包括搅拌支架、搅拌转轴、内搅拌链轮、内搅拌杆、转动环板、搅拌连板和外搅拌杆，

所述搅拌支架水平固定设置于生产反应釜上方一侧，搅拌转轴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内侧

中部，搅拌转轴上侧竖直转动连接于搅拌支架，搅拌支架上竖直设置有与搅拌转轴相适配

的上转动座，搅拌转轴下侧的生产反应釜上固定设置有下转动座，搅拌转轴下端转动连接

于下转动座，搅拌转轴上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内搅拌链轮，所述搅拌转轴上侧固定设置有上

固定套筒，搅拌转轴两侧分别竖直对称设置有内搅拌杆，内搅拌杆为U型结构，内搅拌杆敞

口端朝上，内搅拌杆上端与上固定套筒连接固定，所述生产反应釜上侧敞口处水平固定设

置有环状结构的转动导杆，生产反应釜上侧敞口处水平转动设置有环状结构的转动环板，

转动环板外侧水平滑动设置于转动导杆，转动环板下侧沿转动环板的径向水平固定设置有

长条形结构的搅拌连板，搅拌连板中部竖直贯穿设置有与搅拌转轴相适配的转动通孔，所

述搅拌连板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对称设置有外搅拌杆，所述外搅拌杆竖直设置于内搅拌杆外

侧，所述转动环板内侧水平设置有环状结构搅拌齿条，转动环板上侧的搅拌支架上水平固

定设置有驱动连板，驱动连板上竖直转动连接有外连接轴，外连接轴下端水平固定设置有

与搅拌齿条啮合连接的加工齿轮，外连接轴上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外搅拌链轮，所述驱动机

构包括驱动支架、搅拌电机、输出转筒、升降转轴、升降气缸和输出转轴，所述驱动支架竖直

固定设置于搅拌支架侧的固定支架，所述搅拌电机竖直向上固定设置于驱动支架下侧，搅

拌电机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输出转筒，升降转轴竖直设置于输出转筒上侧，升降转轴下

侧沿竖直方向滑动并卡装于输出转筒内，升降转轴上侧端部水平固定设置有调节连板，升

降转轴上端转动连接于调节连板下侧中部，升降气缸竖直向下固定设置于调节连板上侧的

驱动支架，升降气缸输出端与调节连板上侧中部固定连接，调节连板上方两侧分别竖直固

定设置有调节导杆，调节导杆沿竖直方向滑动设置于驱动支架，所述升降转轴从上至下依

次水平固定设置有上输出伞齿轮、下输出伞齿轮和输出齿轮，上输出伞齿轮、下输出伞齿轮

和输出齿轮的直径依次扩大，所述升降转轴一侧的驱动支架上竖直转动连接有输出转轴，

所述输出转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内输出齿轮、上搅拌伞齿轮、下搅拌伞齿轮、搅

拌齿轮和外连接链轮，上搅拌伞齿轮、下搅拌伞齿轮和搅拌齿轮的直径依次缩小，所述内输

出齿轮一侧的驱动支架上竖直转动连接有内连接轴，内连接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

有内连接链轮和内连接齿轮，内连接链轮和内搅拌链轮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内搅拌链条，

内连接齿轮和内输出齿轮啮合连接，所述外连接链轮和外搅拌链轮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外

搅拌链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升降转轴下端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升降导条，输出转筒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与升

降导条相适配的限位导槽，升降转轴下端两侧沿竖直方向依次滚动设置有多颗升降滚珠，

输出转筒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与升降滚珠相适配的滚珠导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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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内搅拌杆外侧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内辅助杆，外搅拌杆内侧沿竖

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外辅助杆，内辅助杆和外辅助杆沿生产反应釜的径向

水平设置，所述内辅助杆和外辅助杆相互交错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搅拌杆下端连接设置有与生产反应釜底面结构相适配的弧形连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搅拌转轴下侧固定设置有下固定套筒，内搅拌杆下端与下固定套筒之间水平设置有下

连接杆，内搅拌杆上侧敞口端之间水平设置有上连接杆。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10079382 U

3



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涂料生产加工机械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

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主要应用于涂料的高效搅拌生产加工。

背景技术

[0002] 涂料是涂覆在被保护或被装饰的物体表面，并能与被涂物形成牢固附着的连续薄

膜，通常是以树脂和乳液为主，添加或不添加颜料和填料，添加相应助剂，用有机溶剂或水

配置而成的粘稠液体。砂壁漆以水性丙烯酸粘合剂及其它助剂生产而成，属于弹性质感涂

料的一种，具有优异的耐候性，耐紫外线、耐老化，让墙体历久长新，砂壁漆具有特别设计的

粘度结构，柔韧性佳，能桥连细小的墙体裂缝，并且耐洗刷，厚浆涂层更有效保护建筑物，砂

壁百变状质感装饰效果，砂壁漆主要适用于砖墙面、水泥砂浆面、胶合板、防锈钢板等基面，

砂壁漆在现代高档建筑外墙装饰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现有的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

漆施工性好，表面光滑易打磨，装饰性强，仿真度高，且具有特别优良的耐水性、耐候性等特

点，可广泛用于高档写字楼、别墅等建筑物的外墙涂饰，市场前景广阔。现有市面上的光滑

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涂料是一种仿石灰石效果的新型建筑涂料，通过选择适当的粉料

和乳液及其用量，实现质感涂料牢度与易打磨这两个冲突量的平衡，使表面光滑和有良好

的触感，其涂膜就如天然石灰石一般，在砂壁漆的生产制备过程中，需要将生产反应釜内用

于制备砂壁漆的各种配料充分高效的搅拌使其混合均匀，由于砂壁漆的的黏性较高，并且

为了实现砂壁漆在施工过程中的效率和质量，需要更为高质量的将生产反应釜内的各种配

料进行搅拌混合，现有的砂壁漆生产机构结构复杂且操作麻烦，难以实现将生产反应釜内

生产砂壁漆的各种配料搅拌混合均匀，并且现有的砂壁漆生产机构在将物料搅拌过程中，

难以根据砂壁漆生产的产品规格和生产工序的变化平稳顺畅的调节搅拌速度，不能实现涂

料生产加工的自动化，不能满足生产使用的需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

种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快速高效的将生产反应釜内的物料搅拌均匀，并能根据生产所需便

捷平稳的调节搅拌速度，提高涂料生产加工自动化程度，满足生产使用需要的光滑性易打

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

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包

括固定支架、生产反应釜、搅拌机构和驱动机构，所述生产反应釜竖直设置于固定支架，生

产反应釜外侧与固定支架之间均匀设置有多个安装支座，生产反应釜下侧连通设置有排料

导管，排料导管上设置有排料控制阀，所述搅拌机构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内侧中部，驱动

机构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上方外侧的固定支架上，所述搅拌机构包括搅拌支架、搅拌转

轴、内搅拌链轮、内搅拌杆、转动环板、搅拌连板和外搅拌杆，所述搅拌支架水平固定设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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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反应釜上方一侧，搅拌转轴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内侧中部，搅拌转轴上侧竖直转动

连接于搅拌支架，搅拌支架上竖直设置有与搅拌转轴相适配的上转动座，搅拌转轴下侧的

生产反应釜上固定设置有下转动座，搅拌转轴下端转动连接于下转动座，搅拌转轴上端水

平固定设置有内搅拌链轮，所述搅拌转轴上侧固定设置有上固定套筒，搅拌转轴两侧分别

竖直对称设置有内搅拌杆，内搅拌杆为U型结构，内搅拌杆敞口端朝上，内搅拌杆上端与上

固定套筒连接固定，所述生产反应釜上侧敞口处水平固定设置有环状结构的转动导杆，生

产反应釜上侧敞口处水平转动设置有环状结构的转动环板，转动环板外侧水平滑动设置于

转动导杆，转动环板下侧沿转动环板的径向水平固定设置有长条形结构的搅拌连板，搅拌

连板中部竖直贯穿设置有与搅拌转轴相适配的转动通孔，所述搅拌连板下方两侧分别竖直

对称设置有外搅拌杆，所述外搅拌杆竖直设置于内搅拌杆外侧，所述转动环板内侧水平设

置有环状结构搅拌齿条，转动环板上侧的搅拌支架上水平固定设置有驱动连板，驱动连板

上竖直转动连接有外连接轴，外连接轴下端水平固定设置有与搅拌齿条啮合连接的加工齿

轮，外连接轴上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外搅拌链轮，所述驱动机构包括驱动支架、搅拌电机、输

出转筒、升降转轴、升降气缸和输出转轴，所述驱动支架竖直固定设置于搅拌支架侧的固定

支架，所述搅拌电机竖直向上固定设置于驱动支架下侧，搅拌电机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

输出转筒，升降转轴竖直设置于输出转筒上侧，升降转轴下侧沿竖直方向滑动并卡装于输

出转筒内，升降转轴上侧端部水平固定设置有调节连板，升降转轴上端转动连接于调节连

板下侧中部，升降气缸竖直向下固定设置于调节连板上侧的驱动支架，升降气缸输出端与

调节连板上侧中部固定连接，调节连板上方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调节导杆，调节导杆

沿竖直方向滑动设置于驱动支架，所述升降转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上输出伞齿

轮、下输出伞齿轮和输出齿轮，上输出伞齿轮、下输出伞齿轮和输出齿轮的直径依次扩大，

所述升降转轴一侧的驱动支架上竖直转动连接有输出转轴，所述输出转轴从上至下依次水

平固定设置有内输出齿轮、上搅拌伞齿轮、下搅拌伞齿轮、搅拌齿轮和外连接链轮，上搅拌

伞齿轮、下搅拌伞齿轮和搅拌齿轮的直径依次缩小，所述内输出齿轮一侧的驱动支架上竖

直转动连接有内连接轴，内连接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内连接链轮和内连接齿

轮，内连接链轮和内搅拌链轮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内搅拌链条，内连接齿轮和内输出齿轮

啮合连接，所述外连接链轮和外搅拌链轮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外搅拌链条。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升降转轴下端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升降导条，输出转筒两侧

分别竖直设置有与升降导条相适配的限位导槽，升降转轴下端两侧沿竖直方向依次滚动设

置有多颗升降滚珠，输出转筒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与升降滚珠相适配的滚珠导槽。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内搅拌杆外侧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内辅助

杆，外搅拌杆内侧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外辅助杆，内辅助杆和外辅助

杆沿生产反应釜的径向水平设置，所述内辅助杆和外辅助杆相互交错设置。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外搅拌杆下端连接设置有与生产反应釜底面结构相适配的弧形连

杆。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搅拌转轴下侧固定设置有下固定套筒，内搅拌杆下端与下固定套

筒之间水平设置有下连接杆，内搅拌杆上侧敞口端之间水平设置有上连接杆。

[0009]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通

过生产反应釜竖直设置于固定支架，生产反应釜下侧的排料导管上设置有排料控制阀，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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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机构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内侧中部，驱动机构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上方外侧的固定

支架上，利用驱动机构使能带动搅拌机构连续平稳的进行转动，使能利用搅拌机构充分高

效的将生产反应釜内的各种物料搅拌混合均匀，利用排料控制阀使能便捷的控制排料导管

的启闭，实现生产反应釜的正常生产和顺畅排料，通过搅拌电机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输

出转筒，升降转轴竖直设置于输出转筒上侧，升降转轴下侧沿竖直方向滑动并卡装于输出

转筒内，升降转轴上侧端部水平固定设置有调节连板，升降转轴上端转动连接于调节连板

下侧中部，升降气缸输出端与调节连板上侧中部固定连接，调节连板上方两侧的调节导杆

沿竖直方向滑动设置于驱动支架，利用升降气缸沿竖直方向拉动调节连板进行升降，使得

升降转轴既能够在搅拌电机的带动下进行连续运动，也能够在升降气缸的带动下进行升降

运动，通过升降转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上输出伞齿轮、下输出伞齿轮和输出齿

轮，上输出伞齿轮、下输出伞齿轮和输出齿轮的直径依次扩大，输出转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

固定设置有内输出齿轮、上搅拌伞齿轮、下搅拌伞齿轮、搅拌齿轮和外连接链轮，上搅拌伞

齿轮、下搅拌伞齿轮和搅拌齿轮的直径依次缩小，利用搅拌电机带动升降转轴进行转动，升

降气缸带动升降转轴竖直进行升降运动，升降转轴在沿竖直方向进行升降调节的过程中，

能够依次实现三种连接方式，包括上输出伞齿轮与上搅拌伞齿轮啮合连接、下输出伞齿轮

与下搅拌伞齿轮啮合连接和输出齿轮与搅拌齿轮啮合连接，在上述三种连接方式的情况

下，在搅拌电机输出转速一定时，能够利用搅拌电机带动输出转轴实现三种不同转动速度，

利用输出转轴转动速度的不同，使得在将生产反应釜内物料搅拌混合的过程中，能够根据

砂壁漆生产的产品规格和生产工序的变化平稳顺畅的调节搅拌速度，实现涂料生产搅拌加

工的自动化调节，确保能够将砂壁漆高质量的进行搅拌混合均匀，通过内输出齿轮一侧的

驱动支架上竖直转动连接有内连接轴，内连接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内连接链轮

和内连接齿轮，内连接链轮和内搅拌链轮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内搅拌链条，内连接齿轮和

内输出齿轮啮合连接，外连接链轮和外搅拌链轮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外搅拌链条，使得在

输出转轴进行连续转动的过程中，输出转轴能够带动内搅拌链条和外搅拌链条进行同步相

向的转动传送，通过升降转轴下端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升降导条，输出转筒两侧分别

竖直设置有与升降导条相适配的限位导槽，升降转轴下端两侧沿竖直方向依次滚动设置有

多颗升降滚珠，输出转筒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与升降滚珠相适配的滚珠导槽，使得既能满

足输出转筒带动升降转轴连续进行转动，也能够实现升降转轴沿输出转筒高效顺畅的进行

升降滑动调节，确保能够实现对搅拌速度进行调节的功能，通过搅拌转轴竖直设置于生产

反应釜内侧中部，搅拌转轴上侧竖直转动连接于搅拌支架，搅拌转轴上端水平固定设置有

内搅拌链轮，使得内搅拌链条能够带动搅拌转轴进行转动，利用生产反应釜上侧敞口处水

平固定设置有环状结构的转动导杆，转动环板外侧水平滑动设置于转动导杆，转动环板下

侧沿转动环板的径向水平固定设置有长条形结构的搅拌连板，转动环板内侧水平设置有环

状结构搅拌齿条，外连接轴下端水平固定设置有与搅拌齿条啮合连接的加工齿轮，外连接

轴上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外搅拌链轮，使得外搅拌链条能够带动转动环板进行转动，通过搅

拌转轴两侧分别竖直对称设置有内搅拌杆，搅拌连板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对称设置有外搅拌

杆，利用内搅拌链条和和外搅拌链条进行同步相向的转动传送，使得内搅拌杆和外搅拌杆

能够进行平稳相向的转动，并且内搅拌杆为U型结构，内搅拌杆敞口端朝上，使能够确保生

产反应釜内的物料在内搅拌杆和外搅拌杆相向转动搅拌作用下实现充分混合均匀，利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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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杆外侧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内辅助杆，外搅拌杆内侧沿竖直方向

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外辅助杆，内辅助杆和外辅助杆相互交错设置，使能够提高

物料搅拌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外搅拌杆下端连接设置有与生产反应釜底面结构相适配的弧

形连杆，使能利用弧形连杆将生产反应釜底部进行连续刮除，避免物料在生产反应釜底部

淤积而影响搅拌混合质量，利用内搅拌杆下端与下固定套筒之间水平设置有下连接杆，内

搅拌杆上侧敞口端之间水平设置有上连接杆，确保内搅拌杆的安装固定质量，实现长周期

高质量的连续混合搅拌，通过这样的结构，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快速高效的将生

产反应釜内的物料搅拌均匀，并能根据生产所需便捷平稳的调节搅拌速度，提高涂料生产

加工自动化程度，满足生产使用的需要。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生产反应釜及搅拌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驱动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升降转轴和输出转筒的连接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1. 固定支架，2.  生产反应釜，3.  搅拌机构，4.  驱动机构，5.  安装支座，6. 

排料导管，7.  排料控制阀，8.  搅拌支架，9.  搅拌转轴，10.  内搅拌链轮，11.  内搅拌杆，

12.  转动环板，13.  搅拌连板，14.  外搅拌杆，15.  上转动座，16.  下转动座，17.  上固定套

筒，18.  转动导杆，19.  转动通孔，20.  搅拌齿条，21.  驱动连板，22.  外连接轴，23.  加工

齿轮，24.  外搅拌链轮，25.  驱动支架，26.  搅拌电机，27.  输出转筒，28.  升降转轴，29. 

升降气缸，30.  输出转轴，31.  调节连板，32.  调节导杆，33.  上输出伞齿轮，34.  下输出伞

齿轮，35.  输出齿轮，36. 内输出齿轮，37.  上搅拌伞齿轮，38.  下搅拌伞齿轮，39.  搅拌齿

轮，40.  外连接链轮，41.  内连接轴，42.  内连接链轮，43.  内连接齿轮，44.  内搅拌链条，

45.  外搅拌链条，46.  升降导条，47. 限位导槽，48.  升降滚珠，49.  滚珠导槽，50. 内辅助

杆，51.  外辅助杆，52. 弧形连杆，53. 下固定套筒，54. 下连接杆，55. 上连接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进一步描述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阐述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

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的具体实施方式，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而本实用新型并

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17]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包括固定

支架1、生产反应釜2、搅拌机构3和驱动机构4，生产反应釜2竖直设置于固定支架1，生产反

应釜2外侧与固定支架1之间均匀设置有多个安装支座5，生产反应釜2下侧连通设置有排料

导管6，排料导管6上设置有排料控制阀7，搅拌机构3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2内侧中部，驱

动机构4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2上方外侧的固定支架1上。如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搅拌

机构3包括搅拌支架8、搅拌转轴9、内搅拌链轮10、内搅拌杆11、转动环板12、搅拌连板13和

外搅拌杆14，搅拌支架8水平固定设置于生产反应釜2上方一侧，搅拌转轴9竖直设置于生产

反应釜2内侧中部，搅拌转轴9上侧竖直转动连接于搅拌支架8，搅拌支架8上竖直设置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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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转轴9相适配的上转动座15，搅拌转轴9下侧的生产反应釜2上固定设置有下转动座16，

搅拌转轴9下端转动连接于下转动座16，搅拌转轴9上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内搅拌链轮10，搅

拌转轴9上侧固定设置有上固定套筒17，搅拌转轴9两侧分别竖直对称设置有内搅拌杆11，

内搅拌杆11为U型结构，内搅拌杆11敞口端朝上，内搅拌杆11上端与上固定套筒17连接固

定，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生产反应釜2上侧敞口处水平固定设置有环状结构的转动导

杆18，生产反应釜2上侧敞口处水平转动设置有环状结构的转动环板12，转动环板12外侧水

平滑动设置于转动导杆18，转动环板12下侧沿转动环板12的径向水平固定设置有长条形结

构的搅拌连板13，搅拌连板13中部竖直贯穿设置有与搅拌转轴9相适配的转动通孔19，本实

用新型的搅拌连板13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对称设置有外搅拌杆14，外搅拌杆14竖直设置于内

搅拌杆11外侧，转动环板12内侧水平设置有环状结构搅拌齿条20，转动环板12上侧的搅拌

支架8上水平固定设置有驱动连板21，驱动连板21上竖直转动连接有外连接轴22，外连接轴

22下端水平固定设置有与搅拌齿条20啮合连接的加工齿轮23，外连接轴22上端水平固定设

置有外搅拌链轮24。如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驱动机构4包括驱动支架25、搅拌电机26、输

出转筒27、升降转轴28、升降气缸29和输出转轴30，驱动支架25竖直固定设置于搅拌支架8

侧的固定支架1，搅拌电机26竖直向上固定设置于驱动支架25下侧，搅拌电机26输出端竖直

转动连接有输出转筒27，升降转轴28竖直设置于输出转筒27上侧，升降转轴28下侧沿竖直

方向滑动并卡装于输出转筒27内，升降转轴28上侧端部水平固定设置有调节连板31，升降

转轴28上端转动连接于调节连板31下侧中部，升降气缸29竖直向下固定设置于调节连板31

上侧的驱动支架25，升降气缸29输出端与调节连板31上侧中部固定连接，调节连板31上方

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调节导杆32，调节导杆32沿竖直方向滑动设置于驱动支架25，本

实用新型的升降转轴28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上输出伞齿轮33、下输出伞齿轮34和

输出齿轮35，上输出伞齿轮33、下输出伞齿轮34和输出齿轮35的直径依次扩大，升降转轴28

一侧的驱动支架25上竖直转动连接有输出转轴30，输出转轴30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

有内输出齿轮36、上搅拌伞齿轮37、下搅拌伞齿轮38、搅拌齿轮39和外连接链轮40，上搅拌

伞齿轮37、下搅拌伞齿轮38和搅拌齿轮39的直径依次缩小，内输出齿轮36一侧的驱动支架

25上竖直转动连接有内连接轴41，内连接轴41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内连接链轮42

和内连接齿轮43，内连接链轮42和内搅拌链轮10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内搅拌链条44，内连

接齿轮43和内输出齿轮36啮合连接，外连接链轮40和外搅拌链轮24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外

搅拌链条45。

[0018] 如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升降转轴28下端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升降导条46，

输出转筒27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与升降导条46相适配的限位导槽47，升降转轴28下端两侧

沿竖直方向依次滚动设置有多颗升降滚珠48，输出转筒27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与升降滚珠

48相适配的滚珠导槽49，使得既能满足输出转筒27带动升降转轴28连续进行转动，也能够

实现升降转轴28沿输出转筒27高效顺畅的进行升降滑动调节，确保能够实现对搅拌速度进

行调节的功能。本实用新型的内搅拌杆11外侧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内

辅助杆50，外搅拌杆14内侧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外辅助杆51，内辅助

杆50和外辅助杆51沿生产反应釜2的径向水平设置，内辅助杆50和外辅助杆51相互交错设

置，使能够提高物料搅拌的效率和质量。本实用新型的外搅拌杆14下端连接设置有与生产

反应釜2底面结构相适配的弧形连杆52，使能利用弧形连杆52将生产反应釜2底部进行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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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除，避免物料在生产反应釜2底部淤积而影响搅拌混合质量。本实用新型的搅拌转轴9下

侧固定设置有下固定套筒53，内搅拌杆11下端与下固定套筒53之间水平设置有下连接杆

54，内搅拌杆11上侧敞口端之间水平设置有上连接杆55，确保内搅拌杆11的安装固定质量，

实现长周期高质量的连续混合搅拌。

[001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一种光滑性易打磨艺术质感砂壁漆的生产机构在

使用的时候，通过生产反应釜2竖直设置于固定支架1，生产反应釜2下侧的排料导管6上设

置有排料控制阀7，搅拌机构3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2内侧中部，驱动机构4竖直设置于生

产反应釜2上方外侧的固定支架1上，利用驱动机构4使能带动搅拌机构3连续平稳的进行转

动，使能利用搅拌机构3充分高效的将生产反应釜2内的各种物料搅拌混合均匀，利用排料

控制阀7使能便捷的控制排料导管6的启闭，实现生产反应釜2的正常生产和顺畅排料，通过

搅拌电机26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输出转筒27，升降转轴28竖直设置于输出转筒27上侧，

升降转轴28下侧沿竖直方向滑动并卡装于输出转筒27内，升降转轴28上侧端部水平固定设

置有调节连板31，升降转轴28上端转动连接于调节连板31下侧中部，升降气缸29输出端与

调节连板31上侧中部固定连接，调节连板31上方两侧的调节导杆32沿竖直方向滑动设置于

驱动支架25，利用升降气缸29沿竖直方向拉动调节连板31进行升降，使得升降转轴28既能

够在搅拌电机26的带动下进行连续运动，也能够在升降气缸29的带动下进行升降运动，通

过升降转轴28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上输出伞齿轮33、下输出伞齿轮34和输出齿轮

35，上输出伞齿轮33、下输出伞齿轮34和输出齿轮35的直径依次扩大，输出转轴30从上至下

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内输出齿轮36、上搅拌伞齿轮37、下搅拌伞齿轮38、搅拌齿轮39和外连

接链轮40，上搅拌伞齿轮37、下搅拌伞齿轮38和搅拌齿轮39的直径依次缩小，利用搅拌电机

26带动升降转轴28进行转动，升降气缸29带动升降转轴28竖直进行升降运动，升降转轴28

在沿竖直方向进行升降调节的过程中，能够依次实现三种连接方式，包括上输出伞齿轮33

与上搅拌伞齿轮37啮合连接、下输出伞齿轮34与下搅拌伞齿轮38啮合连接和输出齿轮35与

搅拌齿轮39啮合连接，在上述三种连接方式的情况下，在搅拌电机26输出转速一定时，能够

利用搅拌电机26带动输出转轴30实现三种不同转动速度，利用输出转轴30转动速度的不

同，使得在将生产反应釜2内物料搅拌混合的过程中，能够根据砂壁漆生产的产品规格和生

产工序的变化平稳顺畅的调节搅拌速度，实现涂料生产搅拌加工的自动化调节，确保能够

将砂壁漆高质量的进行搅拌混合均匀，通过内输出齿轮36一侧的驱动支架25上竖直转动连

接有内连接轴41，内连接轴41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内连接链轮42和内连接齿轮

43，内连接链轮42和内搅拌链轮10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内搅拌链条44，内连接齿轮43和内

输出齿轮36啮合连接，外连接链轮40和外搅拌链轮24之间水平连接设置有外搅拌链条45，

使得在输出转轴30进行连续转动的过程中，输出转轴30能够带动内搅拌链条44和外搅拌链

条45进行同步相向的转动传送，通过升降转轴28下端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升降导条

46，输出转筒27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与升降导条46相适配的限位导槽47，升降转轴28下端

两侧沿竖直方向依次滚动设置有多颗升降滚珠48，输出转筒27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与升降

滚珠48相适配的滚珠导槽49，使得既能满足输出转筒27带动升降转轴28连续进行转动，也

能够实现升降转轴28沿输出转筒27高效顺畅的进行升降滑动调节，确保能够实现对搅拌速

度进行调节的功能，通过搅拌转轴9竖直设置于生产反应釜2内侧中部，搅拌转轴9上侧竖直

转动连接于搅拌支架8，搅拌转轴9上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内搅拌链轮10，使得内搅拌链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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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带动搅拌转轴9进行转动，利用生产反应釜2上侧敞口处水平固定设置有环状结构的转

动导杆18，转动环板12外侧水平滑动设置于转动导杆18，转动环板12下侧沿转动环板12的

径向水平固定设置有长条形结构的搅拌连板13，转动环板12内侧水平设置有环状结构搅拌

齿条20，外连接轴22下端水平固定设置有与搅拌齿条20啮合连接的加工齿轮23，外连接轴

22上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外搅拌链轮24，使得外搅拌链条45能够带动转动环板12进行转动，

通过搅拌转轴9两侧分别竖直对称设置有内搅拌杆11，搅拌连板13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对称

设置有外搅拌杆14，利用内搅拌链条44和和外搅拌链条45进行同步相向的转动传送，使得

内搅拌杆11和外搅拌杆14能够进行平稳相向的转动，并且内搅拌杆11为U型结构，内搅拌杆

11敞口端朝上，使能够确保生产反应釜2内的物料在内搅拌杆11和外搅拌杆14相向转动搅

拌作用下实现充分混合均匀，利用内搅拌杆11外侧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

根内辅助杆50，外搅拌杆14内侧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外辅助杆50，内

辅助杆50和外辅助杆51相互交错设置，使能够提高物料搅拌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外搅拌杆

14下端连接设置有与生产反应釜2底面结构相适配的弧形连杆52，使能利用弧形连杆52将

生产反应釜2底部进行连续刮除，避免物料在生产反应釜2底部淤积而影响搅拌混合质量，

利用内搅拌杆11下端与下固定套筒53之间水平设置有下连接杆54，内搅拌杆11上侧敞口端

之间水平设置有上连接杆55，确保内搅拌杆11的安装固定质量，实现长周期高质量的连续

混合搅拌。通过这样的结构，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快速高效的将生产反应釜2内

的物料搅拌均匀，并能根据生产所需便捷平稳的调节搅拌速度，提高涂料生产加工自动化

程度，满足生产使用的需要。

[0020] 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

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实用新型说明书的内容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

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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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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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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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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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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