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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

备系统，包括仓储单元、灌装单元和传输单元；所

述仓储单元内放置料桶；所述仓储单元包括出口

通道和入口通道；所述传输单元包括第一轨道和

移动平台；所述出口通道和入口通道位于第一轨

道的路径上；所述移动平台循环运行在第一轨道

内；所述灌装单元对应设置在出口通道和入口通

道之间，与移动平台的运行路径对应；所述仓储

单元包括第一搬运装置和第二搬运装置；通过和

出口通道对应的第一搬运装置，实现了对移动平

台匀速输出料桶，避免了仓库转移、搬运摆放等

环节步骤造成的供应速度不稳定的问题，显著提

升了制备系统的运行效率；通过第二搬运装置完

成灌装后料桶的整齐排布和周期性输出，提高了

成品的仓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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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仓储单元(1)、灌装单元(2)和

传输单元(3)；所述仓储单元(1)内放置有若干料桶(4)；所述仓储单元(1)包括出口通道

(101)和入口通道(102)；所述传输单元(3)包括第一轨道(31)和移动平台(32)；所述出口通

道(101)和入口通道(102)位于第一轨道(31)的路径上；所述移动平台(32)循环运行在第一

轨道(31)内；所述灌装单元(2)对应设置在出口通道(101)和入口通道(102)之间，与移动平

台(32)的运行路径对应；

所述仓储单元(1)包括第一搬运装置(11)；所述第一搬运装置(11)包括驱动器(12)和

架体(13)；所述驱动器(12)包括动力辊组(121)和第二轨道(122)；所述架体(13)包括放置

层(131)和稳定件(132)；所述放置层(131)包括平移辊组(133)和安装座(134)；所述平移辊

组(133)沿水平方向设置，与安装座(134)连接；若干所述放置层(131)沿竖直方向平行间隔

排布；所述稳定件(132)成对连接设置在放置层(131)的两侧；所述稳定件(132)表面设置有

嵌槽(138)；所述嵌槽(138)与第二轨道(122)沿竖直方向滑动配合；所述动力辊组(121)与

对应侧的稳定件(132)接触，驱动稳定件(132)升降移动；所述架体(13)沿平移辊组(133)输

送方向的两端分别设置有进料窗(135)和出料窗(136)；所述出料窗(136)与出口通道(101)

位置对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

(134)包括侧板(137)；所述侧板(137)成对夹持设置在动力辊组(121)的传输路径两侧，且

彼此间距与料桶(4)的外径对应；出料窗(136)上设置有限位卡(15)；所述限位卡(15)包括

第一卡件(151)；所述第一卡件(151)成对铰接设置在出料窗(136)两侧；所述第一卡件

(151)与出料窗(136)之间设置有弹性件；所述弹性件牵引第一卡件(151)转动，且转动路径

与料桶(4)的移动路径相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仓储单元

(1)还包括第二搬运装置(16)；所述第二搬运装置(16)包括固定座(161)、接引板(162)和隔

离板组(163)；所述接引板(162)沿自身长度方向的其中一端铰接设置在固定座(161)上；所

述接引板(162)翻转轨迹侧面与入口通道(102)位置对应；所述入口通道(102)与接引板

(162)上远离铰接处的一端上表面衔接；向上翻转所述接引板(162)，由入口通道(102)进入

接引板(162)区域的料桶(4)随板面倾斜坡度滑移至靠近铰接处的一端；所述隔离板组

(163)包括若干相互平行间隔的隔板(164)；所述隔板(164)沿接引板(162)的宽度方向伸缩

移动；相邻所述隔板(164)之间的间距与料桶(4)宽度对应；所述接引板(162)远离铰接处的

一端对应设置有堆料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

(161)上方设置有推料器(17)；所述推料器(17)包括电力伸缩杆组(171)和顶板(172)；所述

电力伸缩杆组(171)沿接引板(162)的长度方向伸缩，且伸缩路径与接引板的板面区域对

应；所述顶板(172)连接设置在电力伸缩杆组(171)上；所述顶板(172)在水平方向上与料桶

(4)的位置对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

(161)顶部设置有卡槽(166)；所述固定座(161)上方设置有缓冲器(18)；所述缓冲器(18)包

括定位板(181)、连杆(182)和套环(183)；所述定位板(181)底部嵌设在卡槽(166)内；所述

连杆(182)沿竖直方向连接设置在定位板(181)顶部；所述套环(183)对应套设在连杆(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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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连杆(182)、定位板(181)沿竖直方向同步升降移动，且运行路径上的最高点位置与

推料器(17)的运行路径错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移动平台

(32)包括滑动座(33)、料腔(34)和抓取器(35)；所述滑动座(33)底部与第一轨道(31)滑动

配合；所述料腔(34)设置在滑动座(34)上方；所述料腔(34)面向仓储单元(1)的一侧上设置

有换料口(341)；换料口(341)上设置有伸缩挡板(349)；所述出口通道(101)和入口通道

(102)在水平方向上与换料口(341)的移动轨迹位置对应；所述抓取器(35)设置在料腔(34)

内；所述抓取器(35)包括旋转台(351)和抓手(36)；所述抓手(36)的抓握尺寸与料桶(4)尺

寸对应；若干所述抓手(36)环向设置在旋转台(351)外边缘处，与旋转台(351)同步转动；所

述抓手(36)的旋转移动与灌装单元(2)出料端的排料路径相交；所述换料口(341)与抓手

(36)的移动轨迹位置对应；转动所述旋转台(351)，若干抓手(36)按照转动方向依次与换料

口(341)衔接，传递料桶(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抓手

(36)包括弧形件(361)和第二卡件(362)；所述弧形件(361)固定设置在旋转台(351)上；所

述弧形件(361)内壁上设置有辅助滑轮(363)；所述辅助滑轮(363)与料桶(4)外侧对应配

合；所述第二卡件(362)成对弹性铰接设置在弧形件(361)的两端；所述第二卡件(362)的摆

动路径与料桶(4)的位置对应；所述料腔(34)的内壁与料桶(4)外侧贴合；所述料桶(4)随弧

形件(361)的旋转，自身在料腔(34)内壁和辅助滑轮(363)之间做回转运动；所述第一轨道

(31)在对应出口通道(101)的部分朝背向出口通道(101)的方向偏转；所述第一轨道(31)在

对应入口通道(102)的部分朝面向入口通道(102)的方向偏转；所述第二卡件(362)的收紧

力小于料桶(4)因偏转产生的沿移动方向的重力分力。

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空载的移动平台(32)沿第一轨道(31)运行至第一搬运装置(11)处，使换料口

(341)与出口通道(101)对接，并将伸缩挡板(349)收起；运行与出口通道(101)对应层的平

移辊组(133)，将料桶(4)转移到出口通道(101)外部，并顺着第一轨道(31)的当前倾斜坡度

继续滑动进入抓手(36)内；

步骤二，转动旋转台(351)，切换抓手(36)将进入料腔(34)内的料桶(4)固定；若当前移

动平台(32)满载，则继续沿第一轨道(31)移动来切换下一台空载的移动平台；若当前放置

层(131)内的料桶(4)搬空，则运行动力辊组(121)切换其它层的放置层(131)来继续向移动

平台(32)补充料桶(4)；被切换下来的空载放置层(131)则通过进料窗(135)来补充新的空

料桶；

步骤三，装满料桶(4)的移动平台(32)利用伸缩挡板(349)将换料口(341)封闭，随后沿

第一轨道(31)运行至与灌装单元(2)位置对应处；随后旋转抓取器(35)，沿转动方向依次将

料桶(4)装满；

步骤四，完成灌装的移动平台(32)沿第一轨道(31)继续运行至第二搬运装置(12)处，

使换料口(341)与入口通道(102)对接，并将伸缩挡板(349)收起；转动旋转台(351)，灌满的

料桶(4)沿切换顺序，依次顺着第一轨道(31)的当前倾斜坡度滑动到接引板(162)上；接引

板(162)通过翻转不断腾出与换料口(341)对应区域的空位，并配合隔离板组(163)逐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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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料桶(4)的位置排布；

步骤五，当接引板(162)满载后，收回隔离板组(163)，伸出顶板(172)将接引板(162)上

的料桶整齐推至堆料口外，完成接引板(162)的清空过程，随后继续步骤四的料桶(4)转移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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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工艺方法和涂料配方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涂料生产领域，尤其涉及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工艺方

法和涂料配方。

背景技术

[0002] 在涂料的生产过程中，灌装工序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传统的灌装还大量存在采用

人工补充空桶的方式，而灌装好的料桶也缺乏高效的堆码流程，这些都造成了灌装流程的

效率低下。所以有必要发明一种空料桶供给迅速，且可以对灌装后料桶进行仓储前高效排

布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空料桶供给迅速，且

可以对灌装后料桶进行仓储前高效排布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

[0004]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包括仓

储单元、灌装单元和传输单元；所述仓储单元内放置有若干料桶；所述仓储单元包括出口通

道和入口通道；所述传输单元包括第一轨道和移动平台；所述出口通道和入口通道位于第

一轨道的路径上；所述移动平台循环运行在第一轨道内；所述灌装单元对应设置在出口通

道和入口通道之间，与移动平台的运行路径对应；

[0005] 所述仓储单元包括第一搬运装置；所述第一搬运装置包括驱动器和架体；所述驱

动器包括动力辊组和第二轨道；所述架体包括放置层和稳定件；所述放置层包括平移辊组

和安装座；所述平移辊组沿水平方向设置，与安装座连接；若干所述放置层沿竖直方向平行

间隔排布；所述稳定件成对连接设置在放置层的两侧；所述稳定件表面设置有嵌槽；所述嵌

槽与第二轨道沿竖直方向滑动配合；所述动力辊组与对应侧的稳定件接触，驱动稳定件升

降移动；所述架体沿平移辊组输送方向的两端分别设置有进料窗和出料窗；所述出料窗与

出口通道位置对应。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安装座包括侧板；所述侧板成对夹持设置在动力辊组的传输路径

两侧，且彼此间距与料桶的外径对应；出料窗上设置有限位卡；所述限位卡包括第一卡件；

所述第一卡件成对铰接设置在出料窗两侧；所述第一卡件与出料窗之间设置有弹性件；所

述弹性件牵引第一卡件转动，且转动路径与料桶的移动路径相交。

[0007] 进一步地，仓储单元还包括第二搬运装置；所述第二搬运装置包括固定座、接引板

和隔离板组；所述接引板沿自身长度方向的其中一端铰接设置在固定座上；所述接引板翻

转轨迹侧面与入口通道位置对应；所述入口通道与接引板上远离铰接处的一端上表面衔

接；向上翻转所述接引板，由入口通道进入接引板区域的料桶随板面倾斜坡度滑移至靠近

铰接处的一端；所述隔离板组包括若干相互平行间隔的隔板；所述隔板沿接引板的宽度方

向伸缩移动；相邻所述隔板之间的间距与料桶宽度对应；所述接引板远离铰接处的一端对

应设置有堆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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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座上方设置有推料器；所述推料器包括电力伸缩杆组和顶板；

所述电力伸缩杆组沿接引板的长度方向伸缩，且伸缩路径与接引板的板面区域对应；所述

顶板连接设置在电力伸缩杆组上；所述顶板在水平方向上与料桶的位置对应。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座顶部设置有卡槽；所述固定座上方设置有缓冲器；所述缓冲

器包括定位板、连杆和套环；所述定位板底部嵌设在卡槽内；所述连杆沿竖直方向连接设置

在定位板顶部；所述套环对应套设在连杆上；所述连杆、定位板沿竖直方向同步升降移动，

且运行路径上的最高点位置与推料器的运行路径错开；

[0010] 进一步地，移动平台包括滑动座、料腔和抓取器；所述滑动座底部与第一轨道滑动

配合；所述料腔设置在滑动座上方；所述料腔面向仓储单元的一侧上设置有换料口；换料口

上设置有伸缩挡板；所述出口通道和入口通道在水平方向上与换料口的移动轨迹位置对

应；所述抓取器设置在料腔内；所述抓取器包括旋转台和抓手；所述抓手的抓握尺寸与料桶

尺寸对应；若干所述抓手环向设置在旋转台外边缘处，与旋转台同步转动；所述抓手的旋转

移动与灌装单元出料端的排料路径相交；所述换料口与抓手的移动轨迹位置对应；转动所

述旋转台，若干抓手按照转动方向依次与换料口衔接，传递料桶。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抓手包括弧形件和第二卡件；所述弧形件固定设置在旋转台上；所

述弧形件内壁上设置有辅助滑轮；所述辅助滑轮与料桶外侧对应配合；所述第二卡件成对

弹性铰接设置在弧形件的两端；所述第二卡件的摆动路径与料桶的位置对应；所述料腔的

内壁与料桶外侧贴合；所述料桶随弧形件的旋转，自身在料腔内壁和辅助滑轮之间做回转

运动；所述第一轨道在对应出口通道的部分朝背向出口通道的方向偏转；所述第一轨道在

对应入口通道的部分朝面向入口通道的方向偏转；所述第二卡件的收紧力小于料桶因偏转

产生的沿移动方向的重力分力。

[0012] 进一步地，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的工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一，空载的移动平台沿第一轨道运行至第一搬运装置处，使换料口与出口通

道对接，并将伸缩挡板收起；运行与出口通道对应层的平移辊组，将料桶转移到出口通道外

部，并顺着第一轨道的当前倾斜坡度继续滑动进入抓手内；

[0014] 步骤二，转动旋转台，切换抓手将进入料腔内的料桶固定；若当前移动平台满载，

则继续沿第一轨道移动来切换下一台空载的移动平台；若当前放置层内的料桶搬空，则运

行动力辊组切换其它层的放置层来继续向移动平台补充料桶；被切换下来的空载放置层则

通过进料窗来补充新的空料桶；

[0015] 步骤三，装满料桶的移动平台利用伸缩挡板将换料口封闭，随后沿第一轨道运行

至与灌装单元位置对应处；随后旋转抓取器，沿转动方向依次将料桶装满；

[0016] 步骤四，完成灌装的移动平台沿第一轨道继续运行至第二搬运装置处，使换料口

与入口通道对接，并将伸缩挡板收起；转动旋转台，灌满的料桶沿切换顺序，依次顺着第一

轨道的当前倾斜坡度滑动到接引板上；接引板通过翻转不断腾出与换料口对应区域的空

位，并配合隔离板组逐排完成了料桶的位置排布；

[0017] 步骤五，当接引板满载后，收回隔离板组，伸出顶板将接引板上的料桶整齐推至堆

料口外，完成接引板的清空过程，随后继续步骤四的料桶转移过程。

[0018]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包括仓储单元、灌装单元

和传输单元；所述仓储单元内放置有若干料桶；所述仓储单元包括出口通道和入口通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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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传输单元包括第一轨道和移动平台；所述出口通道和入口通道位于第一轨道的路径上；

所述移动平台循环运行在第一轨道内；所述灌装单元对应设置在出口通道和入口通道之

间，与移动平台的运行路径对应；所述仓储单元包括第一搬运装置和第二搬运装置；通过和

出口通道对应的第一搬运装置，实现了对移动平台匀速输出料桶，避免了仓库转移、搬运摆

放等环节步骤造成的供应速度不稳定的问题，显著提升了制备系统的运行效率；通过第二

搬运装置完成灌装后料桶的整齐排布和周期性输出，提高了成品的仓储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为制备系统整体架构示意图；

[0020] 附图2为第一搬运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3为第一搬运装置运行原理示意图；

[0022] 附图4为放置层内料桶转移过程示意图；

[0023] 附图5为第二搬运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6为第二搬运装置运行原理示意图；

[0025] 附图7为移动平台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8为移动平台局部结构细节图；

[0027] 附图9为移动平台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9] 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如附图1所示，包括仓储单元1、灌装单元2和

传输单元3；所述仓储单元1内放置有若干料桶4；所述仓储单元1包括出口通道101和入口通

道102；所述传输单元3包括第一轨道31和移动平台32；所述出口通道101和入口通道102位

于第一轨道31的路径上；所述移动平台32循环运行在第一轨道31内；所述灌装单元2对应设

置在出口通道101和入口通道102之间，与移动平台32的运行路径对应；移动平台32从出口

通道101处接收空的料桶4，在经过灌装单元2使将这些料桶4装满，随后运行到入口通道102

处将装满的料桶4移出，如此就可以实现一个灌装流程；而灌装工序上游的搅拌等工序可以

利用采购的通用设备实现，在此不做赘述。

[0030] 所述仓储单元1包括第一搬运装置11；如附图2所示，所述第一搬运装置11包括驱

动器12和架体13；所述驱动器12包括动力辊组121和第二轨道122；所述架体13包括放置层

131和稳定件132；所述放置层131包括平移辊组133和安装座134；所述平移辊组133沿水平

方向设置，与安装座134连接，通过配套电机驱动辊子转动来实现料桶4的位置移动杆；若干

所述放置层131沿竖直方向平行间隔排布；所述稳定件132成对连接设置在放置层131的两

侧；所述稳定件132表面设置有嵌槽138；所述嵌槽138与第二轨道122沿竖直方向滑动配合；

所述动力辊组121与对应侧的稳定件132接触，驱动稳定件132升降移动，即实现架体13整体

的升降，令不同高度上的放置层131都可以与固定位置的出口通道101对接；所述架体13沿

平移辊组133输送方向的两端分别设置有进料窗135和出料窗136；所述出料窗136与出口通

道101位置对应；

[0031] 如附图3中(a)部分所示为架体13的初始状态，此时架体13的各层放置层131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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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装满了空的料桶4；最下层的放置层131和出料窗136对接，也就是和出口通道101对接；运

行该放置层上的平移辊组133，料桶4如箭头所示被转移出出口通道101；料桶4在经过出料

窗136位置时，一方面受到身后其它料桶4的推力，另一方面可以在进料窗135的对应侧设置

一个伸缩推动机构来加强出料推力，其结构与推料器17类似，可以直接采购获得，在此不做

赘述；如附图3(b)部分所示，上述放置层131内的料桶4已经全部转移完毕，此时运行动力辊

组121，将架体13沿箭头所示方向下移至(c)部分所示位置；随后倒数第二层的放置层131

内，平移辊组133运行，继续向出料窗136输送料桶4，而下降的最后一层放置层131内的平移

辊组133同样开始运行，新的料桶4从进料窗135进入；如附图3的(d)部分所示，即为架体上

的不同层的料桶4同步输出、补充的状态示意；这种利用架体13升降来达到料桶4的输出缓

冲结构，可以根据工艺要求实现匀速的料桶4输出动作，避免了进料窗135这一端对应的仓

库转移、搬运摆放等环节步骤速度不稳定的问题，显著提升了制备系统的运行效率。

[0032] 所述安装座134包括侧板137；所述侧板137成对夹持设置在动力辊组121的传输路

径两侧，且彼此间距与料桶4的外径对应，可以使料桶4整齐排成一排而不会发生位置错乱；

如附图4所示，出料窗136上设置有限位卡15；所述限位卡15包括第一卡件151；所述第一卡

件151成对铰接设置在出料窗136两侧；所述第一卡件151与出料窗136之间设置有弹性件；

所述弹性件牵引第一卡件151转动，且转动路径与料桶4的移动路径相交；第一卡件151的作

用在于，可以在平移辊组133未运行时约束料桶4的位置，避免架体13升降运行震动导致其

位置偏移甚至掉落。

[0033] 仓储单元1还包括第二搬运装置16；如附图5所示，所述第二搬运装置16包括固定

座161、接引板162和隔离板组163；所述接引板162沿自身长度方向的其中一端铰接设置在

固定座161上；所述接引板162的转轴由电机驱动旋转实现板面的翻转，且翻转轨迹侧面与

入口通道102位置对应；所述入口通道102与接引板162上远离铰接处的一端上表面衔接；如

图中箭头所示向上翻转所述接引板162，由入口通道102进入接引板162区域的料桶4随板面

倾斜坡度滑移至靠近铰接处的一端；所述隔离板组163包括若干相互平行间隔的隔板164；

所述隔板164沿接引板162的宽度方向伸缩移动；相邻所述隔板164之间的间距与料桶4宽度

对应；所述接引板162远离铰接处的一端对应设置有堆料口；隔板164的作用在于可以将不

同排的料桶位置固定，保持整体排布整体；隔离板组163和接引板162连接，二者同步翻转；

[0034] 所述固定座161上方设置有推料器17；所述推料器17包括电力伸缩杆组171和顶板

172；所述电力伸缩杆组171沿接引板162的长度方向伸缩，且伸缩路径与接引板的板面区域

对应；所述顶板172连接设置在电力伸缩杆组171上；所述顶板172在水平方向上与料桶4的

位置对应。

[0035] 所述固定座161顶部设置有卡槽166；所述固定座161上方设置有缓冲器18；所述缓

冲器18包括定位板181、连杆182和套环183；所述定位板181底部嵌设在卡槽166内；所述连

杆182沿竖直方向连接设置在定位板181顶部；所述套环183对应套设在连杆182上；所述连

杆182、定位板181沿竖直方向同步升降移动，且运行路径上的最高点位置与推料器17的运

行路径错开；

[0036] 以具有两块隔板的隔离板组163为例，如附图6所示：图中(a)部分所示，离入口通

道102较近的隔板164a伸出，移动平台32向入口通道102输送完成灌装的料桶4，这些料桶4

沿着隔板164a的伸缩方向排成一排；随后收回隔板164a，如图中(b)部分所示反装接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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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料桶4顺着倾斜坡度滑动至与定位板181的位置；随后如图中(c)部分所示，伸出隔板

164b将上述贴合定位板181的料桶4位置固定；接着如图中(d)部分所示重新伸出隔板164a，

接着如(e)部分所示，重复(a)部分的料桶4转移步骤；随后如图中(f)部分所示，收回隔板

164a，再次翻转接引板162，新的一排料桶4滑动至于隔板164b贴合位置；接着如图中(g)部

分所示，再次伸出隔板164a，将贴合隔板164b的料桶位置固定；然后如图中(h)部分所示，继

续接受来自移动平台32的料桶4，最终达到满载；最后如图中(i)部分所示，上移定位板181，

利用推料器17将排列整齐的料桶4从堆料口(图中未画出)推离接引板162部分；堆料口外可

以预先放置带有承靠底座的叉车，用来将料桶4接收并完成后续叠放仓储过程，可以显著提

高成品的仓储效率；当接引板162面积较大，需要承受较大料桶4施加的压力时，可以在板面

底部设置液压推力设备，用来辅助翻转动作顺利进行，油压推力设备为市面上常见的设备，

在此不做赘述。

[0037] 如附图7和附图9所示，移动平台32包括滑动座33、料腔34和抓取器35；所述滑动座

33底部与第一轨道31滑动配合；所述料腔34设置在滑动座34上方；所述料腔34面向仓储单

元1的一侧上设置有换料口341；换料口341上设置有伸缩挡板349，可以在移动平台32运行

过程中或输送暂停时，避免对应换料口341处的料桶4因为震动或倾斜而移出；所述出口通

道101和入口通道102在水平方向上与换料口341的移动轨迹位置对应；所述抓取器35设置

在料腔34内；所述抓取器35包括旋转台351和抓手36；所述抓手36的抓握尺寸与料桶4尺寸

对应；若干所述抓手36环向设置在旋转台351外边缘处，与旋转台351同步转动；所述抓手36

的旋转移动与灌装单元2出料端的排料路径相交；所述换料口341与抓手36的移动轨迹位置

对应；转动所述旋转台351，若干抓手36按照转动方向依次与换料口341衔接，传递料桶4。

[0038] 如附图8所示，所述抓手36包括弧形件361和第二卡件362；所述弧形件361固定设

置在旋转台351上；所述弧形件361内壁上设置有辅助滑轮363；所述辅助滑轮363与料桶4外

侧对应配合；所述第二卡件362成对弹性铰接设置在弧形件361的两端；所述第二卡件362的

摆动路径与料桶4的位置对应；所述料腔34的内壁与料桶4外侧贴合；所述料桶4随弧形件

361的旋转，自身在料腔34内壁和辅助滑轮363之间做回转运动；所述第一轨道31在对应出

口通道101的部分朝背向出口通道101的方向偏转；所述第一轨道31在对应入口通道102的

部分朝面向入口通道102的方向偏转；所述第二卡件362的收紧力小于料桶4因偏转产生的

沿移动方向的重力分力；当移动平台处于和出口通道101对应的位置时，抓手36转动至与换

料口341对应的位置时，从出口通道101转移出的料桶4在自身重力分力的作用下挤开第二

卡件362，进入移动平台32；当移动平台处于和入口通道102对应的位置时，抓手36转动至与

换料口341对应的位置时，料桶4在自身重力分力的作用下挤开第二卡件362，滑动离开移动

平台32，穿过入口通道102。

[0039] 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制备系统的工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步骤一，空载的移动平台32沿第一轨道31运行至第一搬运装置11处，使换料口341

与出口通道101对接，并将伸缩挡板349收起；运行与出口通道101对应层的平移辊组133，将

料桶4转移到出口通道101外部，并顺着第一轨道31的当前倾斜坡度继续滑动进入抓手36

内；

[0041] 步骤二，转动旋转台351，切换抓手36将进入料腔34内的料桶4固定；若当前移动平

台32满载，则继续沿第一轨道31移动来切换下一台空载的移动平台；若当前放置层131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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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桶4搬空，则运行动力辊组121切换其它层的放置层131来继续向移动平台32补充料桶4；

被切换下来的空载放置层131则通过进料窗135来补充新的空料桶；

[0042] 步骤三，装满料桶4的移动平台32利用伸缩挡板349将换料口341封闭，随后沿第一

轨道31运行至与灌装单元2位置对应处；随后旋转抓取器35，沿转动方向依次将料桶4装满；

[0043] 步骤四，完成灌装的移动平台32沿第一轨道31继续运行至第二搬运装置12处，使

换料口341与入口通道102对接，并将伸缩挡板349收起；转动旋转台351，灌满的料桶4沿切

换顺序，依次顺着第一轨道31的当前倾斜坡度滑动到接引板162上；接引板162通过翻转不

断腾出与换料口341对应区域的空位，并配合隔离板组163逐排完成了料桶4的位置排布；

[0044] 步骤五，当接引板162满载后，收回隔离板组163，伸出顶板172将接引板162上的料

桶整齐推至堆料口外，完成接引板162的清空过程，随后继续步骤四的料桶4转移过程。

[0045] 环保型负氧离子水性涂料配方，包括水220-300份、成膜助剂70-110份、水性树脂

550-650份、增稠剂6-12份、消泡剂3-8份、PH调节剂0.5-1.5份、分散剂3-10份、负离子活性

剂45-90份；

[0046] 其中，成膜助剂选用丙二醇丁醚；水性树脂选用的是丙烯酸、聚氨酯和聚氨酯衍生

物中的一种或多种；增稠剂为羟乙基纤维素、聚丙烯酸酯、聚酰胺蜡中的一种或多种；消泡

剂为聚硅氧烷—聚醚共聚物；PH调节剂为氢氧化钠；分散剂为聚丙烯酸盐；负离子活性剂包

括电气石、水晶盐、纳米二氧化硅，且上述成分的质量比为1:1:1；

[0047] 水晶盐颗粒可以在同空气里的水结合过程中产生负离子，同时依靠周围环境湿度

的变化来实现水的释放与结合的循环；纳米二氧化硅则可以在光照条件下降解一定量的甲

醛，并伴生负氧离子；电气石内部含有微孔结构，可以为水分吸附和甲醛的分解容纳提供场

所。

[004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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