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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包括

过滤室、研磨腔、混合出料部件、搅拌室、第一气

活塞部件和第二气活塞部件。通过过滤室将不同

粒度的涂料进行分类，通过设置研磨部件将大粒

度的涂料进一步研磨从而实现了涂料粒度的统

一，避免了涂料的不均匀性。通过设置特定结构

的搅拌装置，通过喷气设置，使得涂料的搅拌过

程更加均匀稳定，从而实现了涂料产品的高度稳

定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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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过滤室、研磨腔、混合出料部件、搅拌

室、第一气活塞部件和第二气活塞部件；

所述过滤室包括过滤室外壳、过滤室入料口、过滤室入水口、斜过滤板、扫帚板部件、大

块出料口和小块出料口；所述过滤室入料口设置在过滤室外壳顶壁最左侧，所述过滤室入

水口设置在过滤室外壳顶壁右侧，在过滤室外壳内部设置有斜过滤板，所述斜过滤板设置

为左低右高的形式，在所述斜过滤板上部设置有扫帚板部件，所述扫帚板部件包括扫帚板

和推力伸长杆，所述扫帚板底部设置有多根橡胶条，所述扫帚板与斜过滤板呈锐角形式设

置，且底部橡胶条与斜过滤板顶部紧密相接但不固接，所述推力伸长杆与所述斜过滤板平

行设置，一端与过滤室外壳左侧壁固接另一端与扫帚板背部固接，通过伸长和缩短实现扫

帚板在斜过滤板上部左右移动；在斜过滤板最右端的过滤室外壳侧壁上设置有大块出料

口，所述大块出料口以左高右低的方式设置；在过滤室外壳底壁上向下凹陷形成小块出料

口；

所述研磨腔包括研磨腔外壳、研磨室入口、研磨轴、研磨内环、研磨外块、研磨电机、研

磨腔过滤板和研磨腔出料口；所述研磨室入口设置在研磨腔外壳侧壁顶端，并与所述大块

出料口相连通，所述研磨轴竖直设置在研磨腔外壳中央，所述研磨电机设置在研磨腔外壳

顶壁上，用于驱动研磨轴转动，在研磨轴上设置有多个研磨内环，在研磨腔外壳内侧壁上设

置有多个研磨外块，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间隔布置，且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的外

表面均进行了粗糙化处理；在研磨轴下方横向设置有研磨腔过滤板，在研磨腔过滤板下部

的研磨腔外壳底壁向下凹陷形成研磨腔出料口；

所述混合出料部件包括第一混料入口、第二混料入口和混合出料口；所述第一混料入

口和第二混料入口设置在混合出料部件顶端，并分别与所述小块出料口和所述研磨腔出料

口相连通，所述研磨腔出料口设置在混合出料部件的顶端；

所述搅拌室包括搅拌室外壳、搅拌室入料口、第一搅拌轴、第一搅拌杆、第一搅拌电机、

第一入气管、第二搅拌轴、第二搅拌杆、第二搅拌电机、第二入气管和搅拌室出料口；所述搅

拌室入料口设置在搅拌室外壳顶壁的一侧，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均竖直设置在搅

拌室外壳内部，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均设置在所述搅拌室入料口的右侧，所述搅

拌室出料口设置在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之间的搅拌室外壳底部，并呈向下凹陷式设

置；在所述第一搅拌轴上设置有多排第一搅拌杆，所述第一搅拌轴顶部和底部分别通过密

封轴承与搅拌室外壳顶壁和底壁转动连接，在第一搅拌轴底部连接有第一搅拌电机，用于

驱动第一搅拌轴转动，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一搅拌杆均为中空结构设置，在第一搅拌轴顶

部联通有第一入气管，在所述第一搅拌杆的壁上密布设置有通孔；所述第二搅拌轴、第二搅

拌杆、第二搅拌电机、第二入气管的设置方式与第一搅拌轴、第一搅拌杆、第一搅拌电机、第

一入气管的设置方式相同；

所述第一气活塞部件包括第一活塞腔外壳、第一十字凸轮、第一十字凸轮轴、第一凸轮

电机、第一推板、第一弹性部件、第一活塞推杆、第一活塞和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述第

一凸轮电机通过设置在第一十字凸轮中心的第一十字凸轮轴与第一十字凸轮相连并对其

进行转动驱动，所述第一推板设置在第一十字凸轮下部，并与所述第一十字凸轮的外缘部

相接触，所述第一活塞推杆设置于第一推板底部，在第一活塞推杆的另一端设置有第一活

塞，所述第一活塞和第一推板平行设置，所述第一活塞推杆与二者垂直设置，在第一活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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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外部设置有第一弹性部件，所述第一弹性部件一端与第一推板底部固接另一端与第一活

塞腔外壳外顶壁固接，所述第一活塞设置于第一活塞腔外壳内部，在第一活塞腔底部设置

有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述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与所述第一入气管相连通；

所述第二气活塞部件包括第二活塞腔外壳、第二十字凸轮、第二十字凸轮轴、第二凸轮

电机、第二推板、第二弹性部件、第二活塞推杆、第二活塞和第二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述第

二气活塞部件出气口与所述第二入气管相连通，所述第二十字凸轮工作时转动角度与第一

十字凸轮工作时转动角度设置为始终相差45°，其它设置方式与第一气活塞部件相同；

所述斜过滤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10~15°；

所述扫帚板采用顶端向右倾斜的方式与斜过滤板形成锐角，所述锐角为25~33°；

在所述混合出料部件顶端还设置有补充入水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腔外壳整体呈圆

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

之间的间隙为0.2~0.8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腔外

壳内侧壁之间的间隙为1.2~2.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性部件和第二

弹性部件均为高弹性弹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性部件和第二

弹性部件均为多根气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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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领域，也涉及涂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涂料是无固定形状的粘稠状液态高分子合成材料，通常通过与水混合并搅拌

后使用。在涂覆于建筑物上的时候，对均匀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现有的搅拌方式仅仅是

采用常规的搅拌设备对其进行搅拌，得到的产品越来越不能满足成分和尺寸的均一性。建

筑涂料至生产过程中由于含有多种成分，并且在涂料使用过程中有时也会需要将两种不同

的涂料混合在一体，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涂料颗粒尺寸不均一的问题，而常规搅拌并不

会使得这些颗粒尺寸实现均一的要求，因此在涂覆的过程中就需要对施工人员的施工要求

进一步的提高，否则就会产生涂覆不均匀情况的出现而造成返工，从而耗费大量的人力时

间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提出一种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

[0004] 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

[0005] 一种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包括过滤室、研磨腔、混合出料部件、搅拌室、第一气活

塞部件和第二气活塞部件。

[0006] 所述过滤室包括过滤室外壳、过滤室入料口、过滤室入水口、斜过滤板、扫帚板部

件、大块出料口和小块出料口；所述过滤室入料口设置在过滤室外壳顶壁最左侧，所述过滤

室入水口设置在过滤室外壳顶壁右侧，在过滤室外壳内部设置有斜过滤板，所述斜过滤板

设置为左低右高的形式，在所述斜过滤板上部设置有扫帚板部件，所述扫帚板部件包括扫

帚板和推力伸长杆，所述扫帚板底部设置有多根橡胶条，所述扫帚板与斜过滤板呈锐角形

式设置，且底部橡胶条与斜过滤板顶部紧密相接但不固接，所述推力伸长杆与所述斜过滤

板平行设置，一端与过滤室外壳左侧壁固接另一端与扫帚板背部固接，通过伸长和缩短实

现扫帚板在斜过滤板上部左右移动；在斜过滤板最右端的过滤室外壳侧壁上设置有大块出

料口，所述大块出料口以左高右低的方式设置；在过滤室外壳底壁上向下凹陷形成小块出

料口。

[0007] 所述研磨腔包括研磨腔外壳、研磨室入口、研磨轴、研磨内环、研磨外块、研磨电

机、研磨腔过滤板和研磨腔出料口；所述研磨室入口设置在研磨腔外壳侧壁顶端，并与所述

大块出料口相连通，所述研磨轴竖直设置在研磨腔外壳中央，所述研磨电机设置在研磨腔

外壳顶壁上，用于驱动研磨轴转动，在研磨轴上设置有多个研磨内环，在研磨腔外壳内侧壁

上设置有多个研磨外块，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间隔布置，且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

的外表面均进行了粗糙化处理；在研磨轴下方横向设置有研磨腔过滤板，在研磨腔过滤板

下部的研磨腔外壳底壁向下凹陷形成研磨腔出料口。

[0008] 所述混合出料部件包括第一混料入口、第二混料入口和混合出料口；所述第一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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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入口和第二混料入口设置在混合出料部件顶端，并分别与所述小块出料口和所述研磨腔

出料口相连通，所述研磨腔出料口设置在混合出料部件的底端。

[0009] 所述搅拌室包括搅拌室外壳、搅拌室入料口、第一搅拌轴、第一搅拌杆、第一搅拌

电机、第一入气管、第二搅拌轴、第二搅拌杆、第二搅拌电机、第二入气管和搅拌室出料口；

所述搅拌室入料口设置在搅拌室外壳顶壁的一侧，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均竖直设

置在搅拌室外壳内部，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均设置在所述搅拌室入料口的右侧，

所述搅拌室出料口设置在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之间的搅拌室外壳底部，并呈向下凹陷

式设置；在所述第一搅拌轴上设置有多排第一搅拌杆，所述第一搅拌轴顶部和底部分别通

过密封轴承与搅拌室外壳顶壁和底壁转动连接，在第一搅拌轴底部连接有第一搅拌电机，

用于驱动第一搅拌轴转动，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一搅拌杆均为中空结构设置，在第一搅拌

轴顶部联通有第一入气管，在所述第一搅拌杆的壁上密布设置有通孔；所述第二搅拌轴、第

二搅拌杆、第二搅拌电机、第二入气管的设置方式与第一搅拌轴、第一搅拌杆、第一搅拌电

机、第一入气管的设置方式相同。

[0010] 所述第一气活塞部件包括第一活塞腔外壳、第一十字凸轮、第一十字凸轮轴、第一

凸轮电机、第一推板、第一弹性部件、第一活塞推杆、第一活塞和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

述第一凸轮电机通过设置在第一十字凸轮中心的第一十字凸轮轴与第一十字凸轮相连并

对其进行转动驱动，所述第一推板设置在第一十字凸轮下部，并与所述第一十字凸轮的外

缘部相接触，所述第一活塞推杆设置于第一推板底部，在第一活塞推杆的另一端设置有第

一活塞，所述第一活塞和第一推板平行设置，所述第一活塞推杆与二者垂直设置，在第一活

塞推杆外部设置有第一弹性部件，所述第一弹性部件一端与第一推板底部固接另一端与第

一活塞腔外壳外顶壁固接，所述第一活塞设置于第一活塞腔外壳内部，在第一活塞腔底部

设置有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述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与所述第一入气管相连通。

[0011] 所述第二气活塞部件包括活第二塞腔外壳、第二十字凸轮、第二十字凸轮轴、第二

凸轮电机、第二推板、第二弹性部件、第二活塞推杆、第二活塞和第二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

述第二气活塞部件出气口与所述第二入气管相连通，所述第二十字凸轮工作时转动角度与

第一十字凸轮工作时转动角度设置为始终相差45°，其它设置方式与第一气活塞部件相同。

[0012] 本发明所谓的“十字凸轮”在机械领域是比较通用的概念，是指两个中心宽两端尖

的对称椭球体在中轴部分重合，而形成截面为近似“十”字的凸轮。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斜过滤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10~15°。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扫帚板采用顶端向右倾斜的方式与斜过滤板形成锐角，所述锐角

为25~33°。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研磨室外壳整体呈圆筒（上部中空圆柱体且底部缩小）。

[0016] 作为优选，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之间的间隙为0.2~0.8mm。

[0017] 作为优选，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腔外壳内侧壁之间的间隙为1.2~2.5mm。

[0018] 作为优选，所述研磨外块与研磨轴之间的间隙为1.2~2.5mm。

[0019] 作为优选，所述研磨轴外壁也经过粗糙化处理。

[0020] 作为优选，在所述混合出料部件顶端还设置有补充入水口。

[0021]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弹性部件和第二弹性部件均为高弹性弹簧。

[0022]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弹性部件和第二弹性部件均为多根气动杆（每个弹性部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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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布置的3根气动杆）。

[0023] 作为优选，在搅拌室顶部，设置有出气口。

[0024] 本发明的效果在于：

[0025] 1，通过在搅拌轴的搅拌杆上设置通孔，在搅拌的过程中通过搅拌杆喷射高压气

体，从而强化液体的涡流效应，从而达到强化搅拌的效果。并且从搅拌杆中喷出的空气在形

成气泡上升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的强化向上的搅拌。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在两个搅拌轴的

搅拌杆上的供气部件中，设置十字凸轮和活塞部件，通过将两个十字凸轮转动的角度设置

的相差45度，从而使得两个搅拌轴的搅拌杆上喷射气体的强度不一致，并且在其中一个最

强的时候另外一个正好是最弱的时候，从而使得在两个搅拌轴之间的液体能够左右被搅动

（即强化了液体的有规律周期性的横向运动），从而强化并均匀化了搅拌作用。

[0026] 2，通过设置过滤室，配合设置过滤板和过滤板上的扫帚板部件，将符合要求的小

颗粒通过过滤板滤下，而不符合要求的相对较大颗粒成为板上物，通过扫帚板部件推送到

研磨室中，通过研磨后形成小颗粒，并且符合要求的会通过研磨过滤板滤下，与过滤室中的

滤下物混合进入到搅拌室中，从而使得进入搅拌室中的涂料物料均为较小颗粒的均一性较

强的涂料，从而在均匀的搅拌后得到的产品均一性和稳定性得到大幅增强。

[0027] 3，通过设置特定形式的研磨室，通过设置间距稳定的研磨内环和研磨外块，通过

研磨内环和研磨外块之间的摩擦使得研磨得到的颗粒大小均一稳定，配合研磨过滤板的进

一步对颗粒尺寸的检验，使得最终得到的物料粒度小而均匀。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1-过滤室，11-过滤室入料口，12-过滤室入水口，13-斜过滤板，14-扫帚板，

15-大块出料口，16-混合出料口，21-研磨轴，22-研磨内环，23-研磨外块，24-研磨电机，25-

研磨腔过滤板，26-研磨腔出料口，3-搅拌室，31-第一搅拌轴，311-第一搅拌杆，312-第一搅

拌电机，313-第一入气管，32-第二搅拌轴，321-第二搅拌杆，322-第二搅拌电机，323-第二

入气管，33-搅拌室出料口，34-第一气活塞部件，341-第一十字凸轮，342-第一推板，343-第

一弹性部件，344-第一活塞推杆，345-第一活塞，351-第二十字凸轮，352-第二十字凸轮轴，

353-第二弹性部件，354-第二凸轮电机，355-第二活塞。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所示：包括过滤室、研磨腔、混合出料部件、搅拌室、第一气活塞部件和第二

气活塞部件。

[0032] 所述过滤室包括过滤室外壳、过滤室入料口、过滤室入水口、斜过滤板、扫帚板部

件、大块出料口和小块出料口；所述过滤室入料口设置在过滤室外壳顶壁最左侧，所述过滤

室入水口设置在过滤室外壳顶壁右侧，在过滤室外壳内部设置有斜过滤板，所述斜过滤板

设置为左低右高的形式，在所述斜过滤板上部设置有扫帚板部件，所述扫帚板部件包括扫

帚板和推力伸长杆，所述扫帚板底部设置有多根橡胶条（密布如扫帚设置），所述扫帚板与

斜过滤板呈锐角（29°）形式设置，且底部橡胶条与斜过滤板顶部紧密相接但不固接，所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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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伸长杆与所述斜过滤板平行设置，一端与过滤室外壳左侧壁固接另一端与扫帚板背部固

接，通过伸长和缩短实现扫帚板在斜过滤板上部左右移动；在斜过滤板最右端的过滤室外

壳侧壁上设置有大块出料口，所述大块出料口以左高右低的方式设置；在过滤室外壳底壁

上向下凹陷形成小块出料口。

[0033] 所述研磨腔包括研磨腔外壳、研磨室入口、研磨轴、研磨内环、研磨外块、研磨电

机、研磨腔过滤板和研磨腔出料口；所述研磨室入口设置在研磨腔外壳侧壁顶端，并与所述

大块出料口相连通，所述研磨轴竖直设置在研磨腔外壳中央，所述研磨电机设置在研磨腔

外壳顶壁上，用于驱动研磨轴转动，在研磨轴上设置有3个研磨内环，在研磨腔外壳内侧壁

上设置有5个研磨外块（一端3个，一端2个，研磨室入口处不设置研磨外块，每个研磨外块为

小半圆环形），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间隔布置，且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的外表面均

进行了粗糙化处理；在研磨轴下方横向设置有研磨腔过滤板，在研磨腔过滤板下部的研磨

腔外壳底壁向下凹陷形成研磨腔出料口。

[0034] 所述混合出料部件包括第一混料入口、第二混料入口和混合出料口；所述第一混

料入口和第二混料入口设置在混合出料部件顶端，并分别与所述小块出料口和所述研磨腔

出料口相连通，所述研磨腔出料口设置在混合出料部件的底端。

[0035] 所述搅拌室包括搅拌室外壳、搅拌室入料口、第一搅拌轴、第一搅拌杆、第一搅拌

电机、第一入气管、第二搅拌轴、第二搅拌杆、第二搅拌电机、第二入气管和搅拌室出料口；

所述搅拌室入料口设置在搅拌室外壳顶壁的一侧，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均竖直设

置在搅拌室外壳内部，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均设置在所述搅拌室入料口的右侧，

所述搅拌室出料口设置在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之间的搅拌室外壳底部，并呈向下凹陷

式设置；在所述第一搅拌轴上设置有3排第一搅拌杆（每排3个），所述第一搅拌轴顶部和底

部分别通过密封轴承与搅拌室外壳顶壁和底壁转动连接，在第一搅拌轴底部连接有第一搅

拌电机，用于驱动第一搅拌轴转动，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一搅拌杆均为中空结构设置，在第

一搅拌轴顶部联通有第一入气管，在所述第一搅拌杆的壁上密布设置有通孔；所述第二搅

拌轴、第二搅拌杆、第二搅拌电机、第二入气管的设置方式与第一搅拌轴、第一搅拌杆、第一

搅拌电机、第一入气管的设置方式相同。

[0036] 所述第一气活塞部件包括第一活塞腔外壳、第一十字凸轮、第一十字凸轮轴、第一

凸轮电机、第一推板、第一弹性部件、第一活塞推杆、第一活塞和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

述第一凸轮电机通过设置在第一十字凸轮中心的第一十字凸轮轴与第一十字凸轮相连并

对其进行转动驱动，所述第一推板设置在第一十字凸轮下部，并与所述第一十字凸轮的外

缘部相接触，所述第一活塞推杆设置于第一推板底部，在第一活塞推杆的另一端设置有第

一活塞，所述第一活塞和第一推板平行设置，所述第一活塞推杆与二者垂直设置，在第一活

塞推杆外部设置有第一弹性部件，所述第一弹性部件一端与第一推板底部固接另一端与第

一活塞腔外壳外顶壁固接，所述第一活塞设置于第一活塞腔外壳内部，在第一活塞腔底部

设置有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述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与所述第一入气管相连通。

[0037] 所述第二气活塞部件包括活第二塞腔外壳、第二十字凸轮、第二十字凸轮轴、第二

凸轮电机、第二推板、第二弹性部件、第二活塞推杆、第二活塞和第二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

述第二气活塞部件出气口与所述第二入气管相连通，所述第二十字凸轮工作时转动角度与

第一十字凸轮工作时转动角度设置为始终相差45°，其它设置方式与第一气活塞部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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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所述斜过滤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11°。

[0039] 所述研磨室外壳整体呈圆筒（上部中空圆柱体，下部中空倒置圆台体）。

[0040] 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之间的间隙为0.35mm。

[0041] 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腔外壳内侧壁之间的间隙为1.3mm。

[0042] 所述研磨外块与研磨轴之间的间隙为1.5mm。

[0043] 所述研磨轴外壁也经过粗糙化处理。

[0044] 在所述混合出料部件顶端还设置有补充入水口。

[0045] 所述第一弹性部件和第二弹性部件均为高弹性弹簧。

[0046] 对比例1

[0047] 本对比例没有设置第一气活塞部件和第二气活塞部件，其它设置方式与实施例1

相同，在经过15小时的相同条件下的对比性试验，产品合格率比实施例1低21%，不合格的产

品都是均匀性不合格。将对比例的搅拌室的搅拌时间增加1.5倍后（即时间是实施例1的2.5

倍），产品合格率和实施例1基本相同。

[0048] 实施例2

[0049] 一种建筑用涂料搅拌装置，包括过滤室、研磨腔、混合出料部件、搅拌室、第一气活

塞部件和第二气活塞部件。

[0050] 所述过滤室包括过滤室外壳、过滤室入料口、过滤室入水口、斜过滤板、扫帚板部

件、大块出料口和小块出料口；所述过滤室入料口设置在过滤室外壳顶壁最左侧，所述过滤

室入水口设置在过滤室外壳顶壁右侧，在过滤室外壳内部设置有斜过滤板，所述斜过滤板

设置为左低右高的形式，在所述斜过滤板上部设置有扫帚板部件，所述扫帚板部件包括扫

帚板和推力伸长杆，所述扫帚板底部设置有多根橡胶条，所述扫帚板与斜过滤板呈锐角形

式设置，且底部橡胶条与斜过滤板顶部紧密相接但不固接，所述推力伸长杆与所述斜过滤

板平行设置，一端与过滤室外壳左侧壁固接另一端与扫帚板背部固接，通过伸长和缩短实

现扫帚板在斜过滤板上部左右移动；在斜过滤板最右端的过滤室外壳侧壁上设置有大块出

料口，所述大块出料口以左高右低的方式设置；在过滤室外壳底壁上向下凹陷形成小块出

料口。

[0051] 所述研磨腔包括研磨腔外壳、研磨室入口、研磨轴、研磨内环、研磨外块、研磨电

机、研磨腔过滤板和研磨腔出料口；所述研磨室入口设置在研磨腔外壳侧壁顶端，并与所述

大块出料口相连通，所述研磨轴竖直设置在研磨腔外壳中央，所述研磨电机设置在研磨腔

外壳顶壁上，用于驱动研磨轴转动，在研磨轴上设置有5个研磨内环，在研磨腔外壳内侧壁

上设置有9个研磨外块，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间隔布置，且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的

外表面均进行了粗糙化处理；在研磨轴下方横向设置有研磨腔过滤板，在研磨腔过滤板下

部的研磨腔外壳底壁向下凹陷形成研磨腔出料口。

[0052] 所述混合出料部件包括第一混料入口、第二混料入口和混合出料口；所述第一混

料入口和第二混料入口设置在混合出料部件顶端，并分别与所述小块出料口和所述研磨腔

出料口相连通，所述研磨腔出料口设置在混合出料部件的底端。

[0053] 所述搅拌室包括搅拌室外壳、搅拌室入料口、第一搅拌轴、第一搅拌杆、第一搅拌

电机、第一入气管、第二搅拌轴、第二搅拌杆、第二搅拌电机、第二入气管和搅拌室出料口；

所述搅拌室入料口设置在搅拌室外壳顶壁的一侧，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均竖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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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搅拌室外壳内部，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均设置在所述搅拌室入料口的右侧，

所述搅拌室出料口设置在第一搅拌轴和第二搅拌轴之间的搅拌室外壳底部，并呈向下凹陷

式设置；在所述第一搅拌轴上设置有5排第一搅拌杆，所述第一搅拌轴顶部和底部分别通过

密封轴承与搅拌室外壳顶壁和底壁转动连接，在第一搅拌轴底部连接有第一搅拌电机，用

于驱动第一搅拌轴转动，所述第一搅拌轴和第一搅拌杆均为中空结构设置，在第一搅拌轴

顶部联通有第一入气管，在所述第一搅拌杆的壁上密布设置有通孔；所述第二搅拌轴、第二

搅拌杆、第二搅拌电机、第二入气管的设置方式与第一搅拌轴、第一搅拌杆、第一搅拌电机、

第一入气管的设置方式相同。

[0054] 所述第一气活塞部件包括第一活塞腔外壳、第一十字凸轮、第一十字凸轮轴、第一

凸轮电机、第一推板、第一弹性部件、第一活塞推杆、第一活塞和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

述第一凸轮电机通过设置在第一十字凸轮中心的第一十字凸轮轴与第一十字凸轮相连并

对其进行转动驱动，所述第一推板设置在第一十字凸轮下部，并与所述第一十字凸轮的外

缘部相接触，所述第一活塞推杆设置于第一推板底部，在第一活塞推杆的另一端设置有第

一活塞，所述第一活塞和第一推板平行设置，所述第一活塞推杆与二者垂直设置，在第一活

塞推杆外部设置有第一弹性部件，所述第一弹性部件一端与第一推板底部固接另一端与第

一活塞腔外壳外顶壁固接，所述第一活塞设置于第一活塞腔外壳内部，在第一活塞腔底部

设置有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述第一气活塞部件出气口与所述第一入气管相连通。

[0055] 所述第二气活塞部件包括活第二塞腔外壳、第二十字凸轮、第二十字凸轮轴、第二

凸轮电机、第二推板、第二弹性部件、第二活塞推杆、第二活塞和第二气活塞部件出气口，所

述第二气活塞部件出气口与所述第二入气管相连通，所述第二十字凸轮工作时转动角度与

第一十字凸轮工作时转动角度设置为始终相差45°，其它设置方式与第一气活塞部件相同。

[0056] 所述斜过滤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13°。

[0057] 所述扫帚板采用顶端向右倾斜的方式与斜过滤板形成锐角，所述锐角为31°。

[0058] 所述研磨室外壳整体呈圆筒。

[0059] 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外块之间的间隙为0.6mm。

[0060] 所述研磨内环与研磨腔外壳内侧壁之间的间隙为2.1mm。

[0061] 所述研磨外块与研磨轴之间的间隙为2.1mm。

[0062] 所述研磨轴外壁也经过粗糙化处理。

[0063] 在所述混合出料部件顶端还设置有补充入水口。

[0064] 所述第一弹性部件和第二弹性部件均为多根气动杆（每个弹性部件为均匀布置的

3根气动杆）。

[0065] 对比例2

[0066] 本对比例设置第一气活塞部件和第二气活塞部件的十字凸轮转动角度无差别，其

它设置方式与实施例2相同，在经过15小时的相同条件下的对比性试验，产品合格率比实施

例2低3.5%，不合格的产品都是均匀性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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