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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及

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

料制备系统及其制备方法，包括搅拌装置、砂磨

机和球磨机；搅拌装置的出料口与砂磨机的进料

口相连通，砂磨机的出料口与球磨机的进料口相

连通；搅拌装置包括搅拌仓、驱动组件和搅拌组

件，搅拌组件安装于搅拌仓内，驱动组件为搅拌

组件提供动力，搅拌组件包括搅拌轴Ⅰ、搅拌轴Ⅱ

和搅拌叶。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是：搅拌轴Ⅱ转动时，搅拌叶在纵向面上旋转，搅

拌轴Ⅰ转动时，搅拌叶以搅拌轴Ⅰ的纵轴为转轴

360度旋转搅拌，搅拌方向更全面，搅拌更加彻

底，利于粉体原料和溶剂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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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搅拌装置、砂磨机和球磨 

机；搅拌装置的出料口与砂磨机的进料口相连通，砂磨机的出料口与球磨机的进料口相连 

通；  搅拌装置包括搅拌仓、驱动组件和搅拌组件，搅拌组件安装于搅拌仓内，驱动组件为搅 

拌组件提供动力，搅拌仓为分体设置的，包括上半圆，环形腰圈和下半圆，环形腰圈活动连 

接于上半圆和下半圆之间，共同组成圆球形，驱动组件包括电机Ⅰ和电机Ⅱ，搅拌组件包括 

搅拌轴Ⅰ、搅拌轴Ⅱ和搅拌叶，搅拌轴Ⅰ活动连接于环形腰圈的直径轴上，搅拌轴Ⅰ的一端与 

电机Ⅰ的动力输出轴连接，电机Ⅰ与环形腰圈固联，搅拌轴Ⅱ的一端垂直连接于搅拌轴Ⅰ的中 

点处，搅拌轴Ⅱ与搅拌轴Ⅰ之间通过轴承活动连接，轴承套接于搅拌轴Ⅰ上，搅拌轴Ⅱ的另一 

端与上半圆活动连接，且上半圆上设有电机Ⅱ，电机Ⅱ的动力输出轴与搅拌轴Ⅱ的另一端 

连接，搅拌轴Ⅰ上设有梳齿状的搅拌叶，搅拌叶的自由端的形状与下半圆的弧度相适配，搅 

拌轴Ⅰ与搅拌轴Ⅱ连接处的轴承上设置中间搅拌叶，搅拌轴Ⅰ为中空结构，其中空腔内活动 

连接有螺杆，螺杆通过电机Ⅰ驱动，每一片搅拌叶均通过轴杆与搅拌轴Ⅰ活动连接，轴杆上套 

接斜齿轮，斜齿轮与螺杆啮合传动，搅拌仓的上半圆上设有用于储存粉体原料的存储罐和 

至少设有1个粉末喷嘴，存储罐与粉末喷嘴通过管道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上半圆上

设  有溶剂投料口，下半圆的最下方设有出料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搅拌仓内壁 

和搅拌组件上均涂有防粘涂层。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防粘涂层

为 特氟龙材料。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上半圆上

设  有观察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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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石墨烯生产领域，涉及一种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应对高粘度高固含量石墨烯浆料分散的设备组合在制备石墨烯浆料时，将

石墨烯粉体投入溶剂中，由于石墨烯粉体比表面积大，吸液性强，使石墨烯浆料基本不具备

流动性，常规的搅拌及高速剪切方式很难将其混合均匀，致使浆料固含量不具备一致性。为

了保证石墨烯浆料分散均匀，一般只能降低浆料固含量保证其流动性，这样大大增加了使

用方的溶剂成本及干燥能耗。

[0003] 现有技术中，生产高粘度浆料的设备包括搅拌釜与砂磨机。其生产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

[0004] 1、配料。按工艺要求称取一定比例的粉末原料和溶剂，将称好的原料倒入搅拌釜

内。

[0005] 2、预混。将搅拌釜的搅拌电机打开，使粉末原料充分溶解于溶剂中。预混结束时观

察溶液状况，溶液表面无明显块状物即为溶解完全。

[0006] 3、分散。搅拌釜的出料口接上砂磨机的隔膜泵，砂磨机的出料口与搅拌釜的进料

口相接。溶液通过砂磨机的隔膜泵抽入砂磨机进行砂磨分散，循环砂磨多次即可得到浆料。

[0007] 而且常规高速剪切方式的分散效率低下，分散效果不好。具有以下缺点：1.酸洗氧

化石墨烯，高比表石墨烯粉体分散难度大，常规搅拌、高速剪切方式无法在石墨烯粉体投入

溶剂中后进行有效分散混合，浆料不均匀。2.高比表石墨烯浆料无法将固含量做高。3.石墨

烯浆料分散效率低下。

[0008]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420445230.4，公开了一种缓存桶的高粘度浆料制备系统，

其特征是：包括缓存桶、砂磨机与搅拌釜，所述砂磨机的隔膜泵的进料端安装有三通阀门，

所述三通阀门的两个进料端口分别与所述缓存桶的出料口及所述搅拌釜的出料口相连通，

所述缓存桶的进料口与所述砂磨机的出料口相连通。缺点是：其中的搅拌釜结构非常简单，

搅拌釜的桶身为圆柱形，浆料容易黏在桶壁，造成损耗；搅拌釜内设置有搅拌桨叶，容易造

成浆料黏在桨叶上，降低生产效率；搅拌釜内壁为不锈钢材质，也容易造成浆料黏在上面，

不容易流动。

[0009] 中国专利，申请号  201520623513.8，公开了一种应对高粘度高固含量石墨烯浆料

分散的设备组合，其特征是：包括球磨机、第一中转釜、砂磨机和第二中转釜，所述球磨机的

出料口通过第一管道连接所述第一中转釜的进料口，所述第一中转釜的出料口通过第二管

道连接所述砂磨机的进料口，所述砂磨机的出料口通过第三管道与所述第二中转釜的进料

口连接，所述第二中转釜的出料口通过第四管道连接所述球磨机的进料口。由于现有的搅

拌釜的搅拌效果不好，导致后续的分散工序中需要多次球磨和砂磨，浪费能源，生产效率也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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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旋转式密齿型石

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及其制备方法。

[0011]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2] 一种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包括搅拌装置、砂磨机和球磨机；搅拌装

置的出料口与砂磨机的进料口相连通，砂磨机的出料口与球磨机的进料口相连通；

[0013] 搅拌装置包括搅拌仓、驱动组件和搅拌组件，搅拌组件安装于搅拌仓内，驱动组件

为搅拌组件提供动力，搅拌仓为分体设置的，包括上半圆，环形腰圈和下半圆，环形腰圈活

动连接于上半圆和下半圆之间，共同组成圆球形，驱动组件包括电机Ⅰ和电机Ⅱ，搅拌组件

包括搅拌轴Ⅰ、搅拌轴Ⅱ和搅拌叶，搅拌轴Ⅰ活动连接于环形腰圈的直径轴上，搅拌轴Ⅰ的一

端与电机Ⅰ的动力输出轴连接，电机Ⅰ与环形腰圈固联，搅拌轴Ⅱ的一端垂直连接于搅拌轴Ⅰ

的中点处，搅拌轴Ⅱ与搅拌轴Ⅰ之间通过轴承活动连接，轴承套接于搅拌轴Ⅰ上，搅拌轴Ⅱ的

另一端与上半圆活动连接，且上半圆上设有电机Ⅱ，电机Ⅱ的动力输出轴与搅拌轴Ⅱ的另

一端连接，搅拌轴Ⅰ上设有梳齿状的搅拌叶，搅拌叶的自由端的形状与下半圆的弧度相适

配，搅拌轴Ⅰ与搅拌轴Ⅱ连接处的轴承上设置中间搅拌叶，搅拌轴Ⅰ为中空结构，其中空腔内

活动连接有螺杆，螺杆通过电机Ⅰ驱动，每一片搅拌叶均通过轴杆与搅拌轴Ⅰ活动连接，轴杆

上套接斜齿轮，斜齿轮与螺杆啮合传动，搅拌仓的上半圆上设有用于储存粉体原料的存储

罐和至少设有1个粉末喷嘴，存储罐与粉末喷嘴通过管道连接。

[0014] 上半圆上设有溶剂投料口，下半圆的最下方设有出料口。

[0015] 搅拌仓内壁和搅拌组件上均涂有防粘涂层。

[0016] 防粘涂层为特氟龙材料。

[0017] 上半圆上设有观察窗。

[0018] 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步骤一、配好粉体原料和溶剂，将粉体原料放入存储罐，溶剂投入搅拌仓内；

[0020] 步骤二、通过粉末喷嘴将粉体原料投入搅拌仓内；

[0021] 步骤三、电机Ⅱ启动，电机Ⅱ驱动搅拌轴Ⅱ转动，搅拌轴Ⅱ带动搅拌轴Ⅰ水平旋转，

环形腰圈跟着搅拌轴Ⅰ水平旋转而旋转，搅拌叶在搅拌轴Ⅰ水平旋转作用下沿纵向面旋转搅

拌；

[0022] 步骤四、电机Ⅰ启动，电机Ⅰ驱动搅拌轴Ⅰ旋转，搅拌轴Ⅰ带动搅拌叶以其纵轴为转轴

360度旋转搅拌，电机Ⅰ驱动搅拌轴Ⅰ内的螺杆，螺杆带动与其啮合的轴杆上的螺母，轴杆带

动搅拌叶以轴杆为轴360度旋转；

[0023] 步骤五、重复步骤二至步骤四直至粉体原料与溶剂搅拌和混合均匀；

[0024] 步骤六、搅拌好的浆料进入砂磨机进行砂磨，砂磨好的浆料进入球磨机进行球磨，

球磨完成后出料。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6] （1）搅拌轴Ⅰ与搅拌轴Ⅱ垂直设置，搅拌轴Ⅰ由电机Ⅰ驱动，搅拌轴Ⅱ由电机Ⅱ驱动，

搅拌叶设于搅拌轴Ⅰ上，电机Ⅰ与环形腰圈固联，搅拌轴Ⅱ转动时，搅拌叶在纵向面上旋转，

搅拌轴Ⅰ转动时，搅拌叶以搅拌轴Ⅰ的纵轴为转轴360度旋转搅拌，搅拌方向更全面，搅拌更

加彻底，利于粉体原料和溶剂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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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2）利用存储罐与粉末喷嘴分次添加粉体原料，利于粉体原料和溶剂混合均匀。

[0028] （3）搅拌仓为分体设置的，包括上半圆，环形腰圈和下半圆，环形腰圈活动连接于

上半圆和下半圆之间，在搅拌轴Ⅱ转动时，搅拌轴Ⅰ和环形腰圈一起跟着旋转，结构创新。

[0029] （4）电机Ⅰ驱动搅拌轴Ⅰ内的螺杆，螺杆带动与其啮合的轴杆上的螺母，轴杆带动搅

拌叶以轴杆为轴360度旋转，搅拌方位更加全面，利于融合。

[0030] （5）中间搅拌叶只跟随搅拌轴Ⅰ在纵向面上旋转，不进行360度翻转，利于搅动下半

圆中间的浆料。

[0031] （6）经过搅拌、砂磨和球磨后的石墨烯在浆料中分散的更加均匀，有利于提高含固

量，而且更高效，能耗更低。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的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是搅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其中，1-上半圆，2-环形腰圈，3-下半圆，4-电机Ⅰ，5-电机Ⅱ，6-搅拌轴Ⅰ，7-搅拌轴

Ⅱ，8-搅拌叶，9-存储罐，10-粉末喷嘴，11-轴杆，12-中间搅拌叶，13-砂磨机，14-球磨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36] 如图1所示，一种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包括搅拌装置、砂磨机和球

磨机；搅拌装置的出料口与砂磨机的进料口相连通，砂磨机的出料口与球磨机的进料口相

连通；

[0037] 搅拌装置包括搅拌仓、驱动组件和搅拌组件，搅拌组件安装于搅拌仓内，驱动组件

为搅拌组件提供动力，搅拌仓为分体设置的，包括上半圆，环形腰圈和下半圆，环形腰圈活

动连接于上半圆和下半圆之间，共同组成圆球形，驱动组件包括电机Ⅰ和电机Ⅱ，搅拌组件

包括搅拌轴Ⅰ、搅拌轴Ⅱ和搅拌叶，搅拌轴Ⅰ活动连接于环形腰圈的直径轴上，搅拌轴Ⅰ的一

端与电机Ⅰ的动力输出轴连接，电机Ⅰ与环形腰圈固联，搅拌轴Ⅱ的一端垂直连接于搅拌轴Ⅰ

的中点处，搅拌轴Ⅱ与搅拌轴Ⅰ之间通过轴承活动连接，轴承套接于搅拌轴Ⅰ上，搅拌轴Ⅱ的

另一端与上半圆活动连接，且上半圆上设有电机Ⅱ，电机Ⅱ的动力输出轴与搅拌轴Ⅱ的另

一端连接，搅拌轴Ⅰ上设有梳齿状的搅拌叶，搅拌叶的自由端的形状与下半圆的弧度相适

配，搅拌轴Ⅰ与搅拌轴Ⅱ连接处的轴承上设置中间搅拌叶，搅拌轴Ⅰ为中空结构，其中空腔内

活动连接有螺杆，螺杆通过电机Ⅰ驱动，每一片搅拌叶均通过轴杆与搅拌轴Ⅰ活动连接，轴杆

上套接斜齿轮，斜齿轮与螺杆啮合传动，搅拌仓的上半圆上设有用于储存粉体原料的存储

罐和至少设有1个粉末喷嘴，存储罐与粉末喷嘴通过管道连接。

[0038] 上半圆上设有溶剂投料口，下半圆的最下方设有出料口。

[0039] 搅拌仓内壁和搅拌组件上均涂有防粘涂层。

[0040] 防粘涂层为特氟龙材料。

[0041] 上半圆上设有观察窗。

[0042] 旋转式密齿型石墨烯浆料制备系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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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步骤一、配好粉体原料和溶剂，将粉体原料放入存储罐，溶剂投入搅拌仓内；

[0044] 步骤二、通过粉末喷嘴将粉体原料投入搅拌仓内；

[0045] 步骤三、电机Ⅱ启动，电机Ⅱ驱动搅拌轴Ⅱ转动，搅拌轴Ⅱ带动搅拌轴Ⅰ水平旋转，

环形腰圈跟着搅拌轴Ⅰ水平旋转而旋转，搅拌叶在搅拌轴Ⅰ水平旋转作用下沿纵向面旋转搅

拌；

[0046] 步骤四、电机Ⅰ启动，电机Ⅰ驱动搅拌轴Ⅰ旋转，搅拌轴Ⅰ带动搅拌叶以其纵轴为转轴

360度旋转搅拌，电机Ⅰ驱动搅拌轴Ⅰ内的螺杆，螺杆带动与其啮合的轴杆上的螺母，轴杆带

动搅拌叶以轴杆为轴360度旋转；

[0047] 步骤五、重复步骤二至步骤四直至粉体原料与溶剂搅拌和混合均匀；

[0048] 步骤六、搅拌好的浆料进入砂磨机进行砂磨，砂磨好的浆料进入球磨机进行球磨，

球磨完成后出料。

[004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50] （1）搅拌轴Ⅰ与搅拌轴Ⅱ垂直设置，搅拌轴Ⅰ由电机Ⅰ驱动，搅拌轴Ⅱ由电机Ⅱ驱动，

搅拌叶设于搅拌轴Ⅰ上，电机Ⅰ与环形腰圈固联，搅拌轴Ⅱ转动时，搅拌叶在纵向面上旋转，

搅拌轴Ⅰ转动时，搅拌叶以搅拌轴Ⅰ的纵轴为转轴360度旋转搅拌，搅拌方向更全面，搅拌更

加彻底，利于粉体原料和溶剂混合均匀。

[0051] （2）利用存储罐与粉末喷嘴分次添加粉体原料，利于粉体原料和溶剂混合均匀。

[0052] （3）搅拌仓为分体设置的，包括上半圆，环形腰圈和下半圆，环形腰圈活动连接于

上半圆和下半圆之间，在搅拌轴Ⅱ转动时，搅拌轴Ⅰ和环形腰圈一起跟着旋转，结构创新。

[0053] （4）电机Ⅰ驱动搅拌轴Ⅰ内的螺杆，螺杆带动与其啮合的轴杆上的螺母，轴杆带动搅

拌叶以轴杆为轴360度旋转，搅拌方位更加全面，利于融合。

[0054] （5）中间搅拌叶只跟随搅拌轴Ⅰ在纵向面上旋转，不进行360度翻转，利于搅动下半

圆中间的浆料。

[0055] （6）经过搅拌、砂磨和球磨后的石墨烯在浆料中分散的更加均匀，有利于提高含固

量，而且更高效，能耗更低。

[0056]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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