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667120.0

(22)申请日 2018.05.07

(73)专利权人 兴国人和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342400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红门工

业园

(72)发明人 茅建　茅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中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266

代理人 高海棠

(51)Int.Cl.

B05B 16/00(2018.01)

B05B 13/02(2006.01)

B05B 14/40(2018.01)

B05B 15/50(2018.01)

B05B 15/00(2018.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

色喷涂设备，包括底座，着色喷涂排结构，清理铲

结构，除味抽风机结构，着色室，注料管，吊杆，从

动轮，支撑杆，杂质箱，插座，电机，主轮轮，导带，

支撑柱和控制面板，所述的着色喷涂排结构螺栓

连接在着色室的内部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清

理铲结构插接在插座内；所述的除味抽风机结构

螺栓连接在底座的上表面右侧位置。本实用新型

喷排具体采用环形不锈钢排，有利于将着色涂料

均匀的涂抹在彩瓦的外表面，保证彩瓦的质量；

抽风机的设置，有利于将着色喷涂过程中的异味

进行排出，保证工作环境的干净；铲头和防滑垫

的设置，有利于对损坏的彩瓦进行铲移，避免人

手直接接触漆料。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08494704 U

2019.02.15

CN
 2
08
49
47
04
 U



1.一种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该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

设备包括底座(1)，着色喷涂排结构(2)，清理铲结构(3)，除味抽风机结构(4)，着色室(5)，

注料管(6)，吊杆(7)，从动轮(8)，支撑杆(9)，杂质箱(10)，插座(11)，电机(12)，主动轮

(13)，导带(14)，支撑柱(15)和控制面板(16)，所述的着色喷涂排结构(2)螺栓连接在着色

室(5)的内部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清理铲结构(3)插接在插座(11)内；所述的除味抽风

机结构(4)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注料管(6)螺纹连接在着色室(5)

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吊杆(7)分别螺栓连接在着色室(5)的内部上表面左右两侧；所

述的从动轮(8)轴接在支撑杆(9)的正表面左侧位置；所述的支撑杆(9)焊接在着色室(5)的

内部右侧下部位置；所述的杂质箱(10)设置在除味抽风机结构(4)右侧底座(1)的上表面；

所述的插座(11)螺钉连接在着色室(5)的左侧上部位置；所述的电机(12)螺栓连接在着色

室(5)的正表面左下侧；所述的主动轮(13)键连接在电机(12)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导带(14)

套接在从动轮(8)和主动轮(13)的外表面；所述的支撑柱(15)分别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

表面左右两侧；所述的控制面板(16)螺钉连接在着色室(5)的正表面左上侧；所述的着色喷

涂排结构(2)包括储料罐(21)，喷枪(22)，喷排(23)，导液管(24)，连接管(25)和喷头(26)，

所述的喷枪(22)螺钉连接在储料罐(21)的下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导液管(24)一端螺纹连

接在喷枪(22)的下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连接管(25)的上端；所述的连接管(25)螺纹连接

在喷排(23)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喷头(26)螺纹连接在喷排(23)的下表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理铲结

构(3)包括铲柄(31)，连接杆(32)，铲头(33)，防滑垫(34)和清理铲刃(35)，所述的连接杆

(32)螺纹连接在铲柄(31)的上端；所述的铲头(33)焊接在连接杆(32)的上端；所述的防滑

垫(34)胶接在铲头(33) 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清理铲刃(35)一体化设置在铲头(33)

的上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除味抽风

机结构(4)包括弯管(41)，导气管(42)，过滤阀(43)，吸尘罩(44)，抽风机(45)和排气管

(46)，所述的弯管(41)一端螺纹连接连接在导气管(42)的上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吸尘罩

(44)的右侧；所述的过滤阀(43)设置在弯管(41)和吸尘罩(44)的相交处；所述的抽风机

(45)螺纹连接在抽风机(45)的上端；所述的排气管(46)螺纹连接在抽风机(45)的右侧。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带(14)

具体采用不锈钢链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排(23)

具体采用环形不锈钢排。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吊杆(7)

分别轴接在喷排(23)的上表面左右两侧。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注料管

(6)的右侧下部位置螺纹连接有手动阀；所述的注料管(6)与着色室(5)内部连通。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柱

(15)设置在抽风机(45)的左侧。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头(26)

通过导液管(24)与储料罐(21)内部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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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抽风机

(45)和电机(12)分别电性连接控制面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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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彩瓦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

涂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如今，在各种行业都会对产品表面喷涂一层或两层涂料，从而同时实现美观和

保护物体表面的效果，目前的喷涂技术都是人工进行喷涂，喷涂效率低且喷涂效果差，不适

用批量喷涂；喷涂是非常精细的工艺，涂料中通常有分散不佳的颜料聚集体，此颜料聚集体

喷至产品表面时将造成涂膜缺陷，不仅影响了使用，还影响了美观。

[0003] 传统的喷涂装置喷出来的涂料因受到阳光照射，温度变化，风吹雨淋等外界条件

的影响，而出现褪色，变色，粉化和强度下降等一系列老化的现象，并且传统的喷涂装置喷

涂在工件上的涂料太厚，容易造成流淌的现象，因此传统的装置喷涂出来的涂料不具有高

效耐候性。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206315955U，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高效耐候性彩瓦着色喷涂

装置，所述底座上分别固定有所述喷枪支架和所述固定支架，所述喷枪支架上固定连接有

所述丝杠，所述丝杠上设有所述丝母，所述丝母的下端面固定连接有所述喷枪，所述固定支

架顶端设有传送机构，所述支架底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机械手，所述喷枪支架内侧下方设

有所述回收箱，且所述回收箱一侧设有所述储液罐，所述回收箱通过所述回流管与所述储

液罐连通，且所述回收箱与储液罐之间设有所述循环泵，所述储液罐通过所述输送管与所

述喷枪连接，且所述储液罐与喷枪之间设有抽液泵。但是现有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

还存在着喷涂不均匀，喷涂过程中气味过大和对喷涂中产生的坏瓦清理不方便的问题。

[0005] 因此，发明一种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

以解决现有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喷涂不均匀，喷涂过程中气味过大和对喷涂中产生

的坏瓦清理不方便的问题。一种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包括底座，着色喷涂排结

构，清理铲结构，除味抽风机结构，着色室，注料管，吊杆，从动轮，支撑杆，杂质箱，插座，电

机，主动轮，导带，支撑柱和控制面板，所述的着色喷涂排结构螺栓连接在着色室的内部上

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清理铲结构插接在插座内；所述的除味抽风机结构螺栓连接在底座

的上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注料管螺纹连接在着色室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吊杆分别

螺栓连接在着色室的内部上表面左右两侧；所述的从动轮轴接在支撑杆的正表面左侧位

置；所述的支撑杆焊接在着色室的内部右侧下部位置；所述的杂质箱设置在除味抽风机结

构右侧底座的上表面；所述的插座螺钉连接在着色室的左侧上部位置；所述的电机螺栓连

接在着色室的正表面左下侧；所述的主动轮键连接在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导带套接在

从动轮和主动轮的外表面；所述的支撑柱分别螺栓连接在底座的上表面左右两侧；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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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螺钉连接在着色室的正表面左上侧；所述的着色喷涂排结构包括储料罐，喷枪，喷

排，导液管，连接管和喷头，所述的喷枪螺钉连接在储料罐的下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导液

管一端螺纹连接在喷枪的下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连接管的上端；所述的连接管螺纹连接

在喷排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喷头螺纹连接在喷排的下表面。

[0007] 优选的，所述的清理铲结构包括铲柄，连接杆，铲头，防滑垫和清理铲刃，所述的连

接杆螺纹连接在铲柄的上端；所述的铲头焊接在连接杆的上端；所述的防滑垫胶接在铲头

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清理铲刃一体化设置在铲头的上端。

[0008] 优选的，所述的除味抽风机结构包括弯管，导气管，过滤阀，吸尘罩，抽风机和排气

管，所述的弯管一端螺纹连接连接在导气管的上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吸尘罩的右侧；所述

的过滤阀设置在弯管和吸尘罩的相交处；所述的抽风机螺纹连接在抽风机的上端；所述的

排气管螺纹连接在抽风机的右侧。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导带具体采用不锈钢链带。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喷排具体采用环形不锈钢排。

[0011] 优选的，所述的吊杆分别轴接在喷排的上表面左右两侧。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注料管的右侧下部位置螺纹连接有手动阀；所述的注料管与着色

室内部连通。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支撑柱设置在抽风机的左侧。

[0014] 优选的，所述的喷头通过导液管与储料罐内部连通。

[0015] 优选的，所述的抽风机和电机分别电性连接控制面板。

[0016] 优选的，所述的抽风机具体采用型号为HG-HF-150P的抽风机。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8] 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喷排具体采用环形不锈钢排，有利于将着色涂料均匀的

涂抹在彩瓦的外表面，保证彩瓦的质量。

[0019]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抽风机的设置，有利于将着色喷涂过程中的异味进行排

出，保证工作环境的干净。

[0020]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铲头和防滑垫的设置，有利于对损坏的彩瓦进行铲移，避

免人手直接接触漆料。

[0021]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清理铲刃的设置，有利于对着色室和导带上附着的漆料

进行清除，便于对设备的维护保养。

[0022]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电机和导带的设置，有利于快速的对彩瓦进行移动，提高

了喷漆效率，节省了人力。

[0023]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注料管的设置，有利于方便的向储料罐内注入着色漆料。

[0024]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杂质箱的设置，有利于收集喷涂过程中的杂质，便于集中

进行处理。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着色喷涂排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清理铲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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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除味抽风机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

[0030] 1、底座；2、着色喷涂排结构；21、储料罐；22、喷枪；  23、喷排；24、导液管；25、连接

管；26、喷头；3、清理铲结构；  31、铲柄；32、连接杆；33、铲头；34、防滑垫；35、清理铲刃；4、除

味抽风机结构；41、弯管；42、导气管；43、过滤阀；44、吸尘罩；  45、抽风机；46、排气管；5、着

色室；6、注料管；7、吊杆；8、从动轮；9、支撑杆；10、杂质箱；11、插座；12、电机；13、主动轮； 

14、导带；15、支撑柱；16、控制面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2] 实施例：

[0033] 如附图1至附图4所示

[003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的彩瓦生产用着色喷涂设备，包括底座  1，着色喷涂排

结构2，清理铲结构3，除味抽风机结构4，着色室5，注料管6，吊杆7，从动轮8，支撑杆9，杂质

箱10，插座11，电机  12，主动轮13，导带14，支撑柱15和控制面板16，所述的着色喷涂排结构

2螺栓连接在着色室5的内部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清理铲结构3插接在插座11内；所述的

除味抽风机结构4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注料管6螺纹连接在着色室5

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吊杆7分别螺栓连接在着色室5的内部上表面左右两侧；所述的

从动轮8轴接在支撑杆9的正表面左侧位置；所述的支撑杆9焊接在着色室5的内部右侧下部

位置；所述的杂质箱10设置在除味抽风机结构4右侧底座1的上表面；所述的插座11螺钉连

接在着色室5的左侧上部位置；所述的电机12螺栓连接在着色室5 的正表面左下侧；所述的

主动轮13键连接在电机12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导带14套接在从动轮8和主动轮13的外表面；

所述的支撑柱  15分别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表面左右两侧；所述的控制面板16螺钉连接在

着色室5的正表面左上侧；所述的着色喷涂排结构2包括储料罐21，喷枪22，喷排23，导液管

24，连接管25和喷头26，所述的喷枪22螺钉连接在储料罐21的下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导液

管  24一端螺纹连接在喷枪22的下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连接管25的上端；所述的连接管25

螺纹连接在喷排23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喷头26螺纹连接在喷排23的下表面。

[003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清理铲结构3包括铲柄31，连接杆32，铲头33，防滑

垫34和清理铲刃35，所述的连接杆32螺纹连接在铲柄31的上端；所述的铲头33焊接在连接

杆32的上端；所述的防滑垫34胶接在铲头33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清理铲刃  35一体化

设置在铲头33的上端。

[003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除味抽风机结构4包括弯管41，导气管42，过滤阀

43，吸尘罩44，抽风机45和排气管46，所述的弯管41一端螺纹连接连接在导气管42的上端，

另一端螺纹连接在吸尘罩44的右侧；所述的过滤阀43设置在弯管41和吸尘罩44的相交处；

所述的抽风机45螺纹连接在抽风机45的上端；所述的排气管46螺纹连接在抽风机45的右

侧。

[003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导带14具体采用不锈钢链带。

[003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喷排23具体采用环形不锈钢排。

[003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吊杆7分别轴接在喷排23的上表面左右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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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注料管6的右侧下部位置螺纹连接有手动阀；所述

的注料管6与着色室5内部连通。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支撑柱15设置在抽风机45的左侧。

[004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喷头26通过导液管24与储料罐  21内部连通。

[004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抽风机45和电机12分别电性连接控制面板16。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抽风机45具体采用型号为  HG-HF-150P的抽风机。

[0045] 工作原理

[0046]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将需要的喷涂的彩瓦放置在导带14的上表面，通过控制面

板16启动电机12在主动轮13的带动下使得导带14带在彩瓦进行转动；同时启动喷枪22使得

涂料经导液管24和连接管25从喷头26喷出；控制面板16启动抽风机45将喷涂过程中的异味

经吸尘罩44从排气管46中排出，起到净化工作环境的作用；在喷涂结束后，手握铲柄31用铲

头33对彩瓦进行移动，防滑垫34  会起到防滑的作用。

[0047]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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