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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以铝灰为原料的阳极防氧化涂层的喷涂机，

包括喷涂装置、置放于喷涂装置内的集料小车、

设置于喷涂装置旁的储料槽和喷涂机。采用本发

明，可将铝电解阳极吊装到悬挂于集料小车上

方，通过喷涂机将防氧化涂料送入喷料管并通过

喷涂装置的喷头自动喷射到铝电解阳极表面，不

再需要人工涂抹防氧化涂料，省时省力，高效安

全，并且防氧化涂料喷涂均匀，喷涂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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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铝灰为原料的阳极防氧化涂层的喷涂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喷涂装置、置放于喷涂

装置内的集料小车、设置于喷涂装置旁的储料槽和喷涂机；

所述喷涂装置包括矩形围挡式的主框架(1)、分别安装于主框架四角的四个升降机构

(2)、安装于升降机构顶端的喷头机构(3)；所述主框架包括设置于四角的四根导槽式立柱

(1-1)、围合在导槽式立柱外围中部的四块挡板(1-2)；

所述升降机构(2)包括底部装有滑车(2-2)的悬臂式升降杆(2-1)、驱动升降杆升降的

气缸(2-3)；升降杆底部的滑车(2-2)配装于主框架导槽式立柱(1-1)的导槽内，所述气缸竖

直设置于主框架四角外围，气缸活塞竖直向上连接于悬臂式升降杆(2-1)的悬臂上；

所述喷头机构(3)包括竖直安装于悬臂式升降杆(2-1)的悬臂顶部的钢管(3-1)、焊接

于钢管顶端的螺帽、装配在螺帽中且下插入钢管中的螺杆(3-2)、配装于螺杆上的第一锁紧

螺母(3-3)、槽底中心插装在螺杆上且槽口向上的槽型架(3-4)、配装于螺杆上并分别位于

槽型架的槽底上下的第二锁紧螺母(3-5)、装配于螺杆顶端的水平连接轴(3-6)、设置于槽

型架上的喷头卡具(3-7)、安装于喷头卡具上的喷头(3-10)；所述喷头卡具(3-7)的底部通

过两个吊耳(3-8)套装在水平连接轴(3-6)的两边，喷头卡具的两侧底部通过外凸的摆轴

(3-9)安装于槽型架的两个侧板上；所述喷头卡具两侧的摆轴(3-9)安装于槽型架的两个侧

板上，在槽型架的底板上开设有让螺杆(3-2)穿过的腰型孔；

所述集料小车包括设置于主框架(1)内的矩形的集料槽(4-1)、安装于集料槽底部四角

的滚轮(4-2)、设置于集料槽一侧底部的导料管(4-3)、安装于集料槽上的把手(4-4)；所述

储料槽(5)设置于导料管(4-3)出料口下方；

所述喷涂机(6)包括带有料槽(6-1)的机体、将料槽内防氧化涂料导出的导料管(6-2)，

在喷涂机的导料管外端焊接有分料管(6-3)，在分料管上设置有至少四根喷料管(6-4)，每

一根喷料管通过一根连接管(7)连接一个喷头(3-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铝灰为原料的阳极防氧化涂层的喷涂机，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主框架的四块挡板(1-2)的顶端和底端分别安装有横向连接杆(1-3)。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以铝灰为原料的阳极防氧化涂层的喷涂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集料槽(4-1)的槽底为斜坡底，所述导料管(4-3)设置于坡底低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以铝灰为原料的阳极防氧化涂层的喷涂机，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集料槽相对的两侧板外焊接有销轴，所述把手(4-4)用金属杆弯折成弓形，把手的两端套

装于销轴上并可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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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铝灰为原料的阳极防氧化涂层的喷涂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电解辅助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以铝灰为原料的铝电解阳极

防氧化涂料的喷涂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铝电解阳极由铝导杆、钢爪、爆炸块、炭块四大部分组成。电解铝生产过程中，为了

延长阳极炭块与钢爪的使用周期，需要在炭块与钢爪的表面涂覆防氧化涂层。以铝灰为原

料的阳极防氧化涂层有耐腐蚀，流动性差，粒度较大等特点，目前市场上没有可用的成套自

动化能够喷涂较大颗粒铝灰的喷涂设备，均采用人工涂抹，费时费力，增加工人的劳动强

度，不利于现场的管理与安全文明生产，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以铝灰为原料的铝电解阳极

防氧化涂料喷涂机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以铝灰为原料的铝

电解阳极防氧化涂料喷涂机构。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以铝灰为原料的铝电解阳极防氧化涂料喷涂机构，包括喷涂装置、置放于喷

涂装置内的集料小车、设置于喷涂装置旁的储料槽和喷涂机；

[0006] 所述喷涂装置包括矩形围挡式的主框架、分别安装于主框架四角的四个升降机

构、安装于升降机构顶端的喷头机构；所述主框架包括设置于四角的四根导槽式立柱、围合

在导槽式立柱外围中部的四块挡板；

[0007]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底部装有滑车的悬臂式升降杆、驱动升降杆升降的气缸；升降

杆底部的滑车配装于主框架导槽式立柱的导槽内，所述气缸竖直设置于主框架四角外围，

气缸活塞竖直向上连接于悬臂式升降杆的悬臂上；

[0008] 所述喷头机构包括竖直安装于悬臂式升降杆的悬臂顶部的钢管、焊接于钢管顶端

的螺帽、装配在螺帽中且下插入钢管中的螺杆、配装于螺杆上的第一锁紧螺母、槽底中心插

装在螺杆上且槽口向上的槽型架、配装于螺杆上并分别位于槽型架的槽底上下的第二锁紧

螺母、装配于螺杆顶端的水平连接轴、设置于槽型架上的喷头卡具、安装于喷头卡具上的喷

头；所述喷头卡具的底部通过两个吊耳套装在水平连接轴的两边，喷头卡具的两侧底部通

过外凸的摆轴安装于槽型架的两个侧板上；喷头卡具两侧的摆轴安装于槽型架的两个侧板

上，在槽型架的底板上开设有让螺杆穿过的腰型；

[0009] 所述集料小车包括设置于主框架内的矩形的集料槽、安装于集料槽底部四角的滚

轮、设置于集料槽一侧底部的导料管、安装于集料槽上的把手；所述储料槽设置于导料管出

料口下方；

[0010] 所述喷涂机包括带有料槽的机体、将料槽内防氧化涂料导出的导料管，在喷涂机

的导料管外端焊接有分料管，在分料管上设置有至少四根喷料管，每一根喷料管通过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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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连接一个喷头。

[0011] 进一步地，在所述主框架的四块挡板的顶端和底端分别安装有横向连接杆。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集料槽的槽底为斜坡底，所述导料管设置于坡底低端。

[0013] 进一步地，在所述集料槽相对的两侧板外焊接有销轴，所述把手用金属杆弯折成

弓形，把手的两端套装于销轴上并可转动。

[0014] 采用本发明，可将铝电解阳极吊装到悬挂于本发明的集料小车上方，通过喷涂机

将防氧化涂料送入喷料管并通过四个喷头自动喷射到铝电解阳极表面，不再需要人工涂抹

防氧化涂料，同时解决了现有喷涂设备不能喷涂较大颗粒铝灰的技术问题，省时省力，高效

安全，并且防氧化涂料喷涂均匀，喷涂质量好。

[0015] 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便于清理，防氧化涂料浪费少，可有效改善生产环境。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喷涂装置的示意图；

[0018] 图3是升降机构的示意图；

[0019] 图4是升降杆的示意图；

[0020] 图5是滑车的示意图；

[0021] 图6是喷头机构的示意图；

[0022] 图7是集料小车的示意图；

[0023] 图8是喷涂机的示意图；

[0024] 图9是采用本发明向铝电解阳极喷涂防氧化涂料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以铝灰为原料的铝电解阳极防氧化涂料喷涂设备，包括喷涂装

置、置放于喷涂装置内的集料小车4、设置于喷涂装置旁的储料槽5和喷涂机6。所述喷涂装

置包括矩形围挡式的主框架1、分别安装于主框架四角的四个升降机构2、安装于升降机构

顶端的喷头机构3，连接喷头机构和喷涂机的喷料管6-4。图1中只示意性地画出了一根喷料

管。

[0026] 如图2所示，所述喷涂装置的主框架包括设置于四角的四根导槽式立柱1-1、围合

在导槽式立柱外围中部的四块挡板1-2。在四块挡板1-2的顶端和底端可分别安装横向连接

杆1-3，可增加主框架的结构强度和稳定性。

[0027] 如图2、图3、图4、图5所示，所述喷涂装置的升降机构2包括底部装有滑车2-2的悬

臂式升降杆2-1、驱动升降杆升降的气缸2-3；升降杆底部的滑车2-2配装于主框架导槽式立

柱1-1的导槽内，滑车上的滑轮可沿导槽滑动。所述气缸竖直设置于主框架四角外围，气缸

活塞竖直向上连接于悬臂式升降杆2-1的悬臂上。气缸缸座安装于底板上，导槽式立柱1-1

底端也焊接于同一块底板上。

[0028] 如图6所示，所述喷头机构3包括竖直安装于悬臂式升降杆2-1的悬臂顶部的钢管

3-1、焊接于钢管顶端的螺帽、装配在螺帽中且下插入钢管中的螺杆3-2、配装于螺杆上的第

一锁紧螺母3-3、槽底中心插装在螺杆上且槽口向上的槽型架3-4、配装于螺杆上并分别位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2251904 A

4



于槽型架的槽底上下的第二锁紧螺母3-5、装配于螺杆顶端的水平连接轴3-6、设置于槽型

架上的喷头卡具3-7、安装于喷头卡具上的喷头3-10；所述喷头卡具3-7的底部通过两个吊

耳3-8套装在水平连接轴3-6的两边，喷头卡具的两侧底部通过外凸的摆轴3-9安装于槽型

架的两个侧板上。调节第二锁紧螺母3-5可以调节喷头卡具3-7及喷头3-10上下摆动的角

度，调节第一锁紧螺母3-3可以调节喷头卡具及喷头左右摆动的角度。喷头卡具的两侧摆轴

3-9安装于槽型架的两个侧板上，在槽型架的底板上开设有让螺杆3-2穿过的腰型孔。

[0029] 如图7所示，所述集料小车4包括设置于主框架1内的矩形的集料槽4-1、安装于集

料槽底部四角的滚轮4-2、设置于集料槽一侧底部的导料管4-3、安装于集料槽上的把手4-

4。所述集料槽4-1的槽底为斜坡底，所述导料管4-3设置于坡底低端。可以将集料小车一侧

两个轮子的安装支架设置成稍高于另一侧两个轮子，即可使集料槽形成一个向导料管2倾

斜的斜坡底，这样可以使集料槽中汇集的防氧化涂料顺利通过导料管流入储料槽5。如图1、

图9所示，所述储料槽5设置于导料管4-3出料口下方。在所述集料槽相对的两侧板外焊接有

销轴，所述把手4-4用金属杆弯折成弓形，把手的两端套装于销轴上并可转动，可将把手拉

起或放下。

[0030] 如图8所示，所述喷涂机6为现有技术设备，直接购买市场上的砂浆喷涂机、静电喷

涂机即可。喷涂机包括带有料槽6-1的机体、将料槽内防氧化涂料导出的导料管6-2。在现有

喷涂机的导料管外端焊接一根分料管6-3，在分料管上设置至少四根喷料管6-4，每一根喷

料管通过一根连接管7连接一个喷头3-10。喷涂机启动，即可将防氧化涂料送入喷料管并通

过喷头快速均匀地喷射涂抹到铝电解阳极表面。

[0031] 如图9所示，采用本发明向铝电解阳极喷涂防氧化涂料时，手握把手4-4，将集料小

车4推至集料槽位于主框架1内。现场工作人员操作天车吊运防氧化涂料倒入喷涂机6的料

槽6-1中。组装完成的铝电解阳极8用悬链输送系统送至悬吊于集料小车4上方，启动喷涂机

6，液态的防氧化涂料经过喷料管6-4进入连接管7后从喷头3-10喷出。与此同时，四组气缸

2-3启动，推动悬臂式升降杆2-1上升，喷头从下至上向铝电解阳极喷涂防氧化涂料，气缸活

塞升到顶部后，再慢慢下落复位，带动悬臂式升降杆下降，喷头再从上至下向铝电解阳极喷

涂防氧化涂料。通过调节左右锁紧螺母3-3和锁紧螺母3-5可以调节喷头卡具及喷头上下左

右的角度，使防氧化涂料均匀喷涂在铝电解阳极的炭块与钢爪的表面。气缸活塞杆回到原

位后喷涂机停止，防氧化涂料停止喷出。喷涂完成的铝电解阳极在悬链的带动下离开本发

明设备，在悬链上排队的下一个铝电解阳极进入，开始下一个工作循环。

[0032] 在喷涂防氧化涂料过程中，铝电解阳极上漏下的防氧化涂料与喷头喷出的一小部

分防氧化涂料流入集料小车6的集料槽内，并自动从导料管流出到储料槽5。储料槽中的防

氧化涂料装满后，现场操作人员操作天车吊运储料槽，把储料槽中的物料倒入喷涂机的料

槽中循环使用，节约涂料且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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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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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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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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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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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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