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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

属于机械技术领域，解决了铝制型材酸洗钝化后

容易残留的酸洗液的问题，本铝制型材酸洗钝化

装置包括吊取平台和循环转动机构，所述吊取平

台包括第一安装板和第二安装板，第二安装板固

定在第一安装板下端，第二安装板中间开设有通

孔，循环转动机构包括第一电机，第一电机固定

在第一安装板上端，第二安装板下方设置有酸洗

钝化箱，酸洗钝化箱内部设置有推料机构；本铝

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采用抓取机构和推料机构，

可以上下前后推动铝制型材，将型材倾斜将酸洗

液沥干，去除铝制型材酸洗钝化后残留的酸洗

液；采用吊取平台，带动抓取机构循环转动，实现

对铝制型材上下前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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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包括吊取平台(1)和循环转动机构(2)，其特征在于，所

述吊取平台(1)包括第一安装板(101)和第二安装板(103)，第二安装板(103)固定在第一安

装板(101)下端，第二安装板(103)中间开设有通孔，循环转动机构(2)包括第一电机(201)，

第一电机(201)固定在第一安装板(101)上端，第二安装板(103)下方设置有酸洗钝化箱

(3)，酸洗钝化箱(3)内部设置有推料机构(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吊取平台(1)

还包括固定支架(102)，固定支架(102)数量为四个，固定支架(102)的一端固定在第一安装

板(101)上方，固定支架(102)另一端固定在房顶或钢梁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转动机构

(2)还包括转动辊(202)和传送带(203)，转动辊(202)的一端固定在第一电机(201)的输出

轴上，转动辊(202)的另一端设在第二安装板(103)的通孔内，传送带(203)包覆在转动辊

(202)上，传送带(203)位于第二安装板(103)的通孔内，且传送带(203)下端设置有若干抓

取机构(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洗钝化箱

(3)的一侧固定有第一滑动槽(301)，酸洗钝化箱(3)的另一侧固定有第二滑动槽(302)，且

酸洗钝化箱(3)的两侧均开设有长条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料机构(4)

包括推块(401)、从动轮(402)、第三安装板(403)、伸缩杆(404)、传动轮(405)和第二电机

(406)，第三安装板(403)设置在酸洗钝化箱(3)的长条孔内部，第二电机(406)固定在第三

安装板(403)上，传动轮(405)固定在第二电机(406)的输出轴上，且传动轮(405)滚动设置

在第二滑动槽(302)内部，从动轮(402)旋转连接在第三安装板(403)的端面，且从动轮

(402)滚动设置在第一滑动槽(301)内部，伸缩杆(404)固定在第三安装板(403)的上方，推

块(401)固定在伸缩杆(404)的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抓取机构(5)

包括安装块(501)、钢丝绳(502)、抓爪(503)、第三电机(504)和连接块(505)，连接块(505)

固定在传送带(203)的下端，安装块(501)固定在连接块(505)的下端，第三电机(504)固定

在安装块(501)的侧面，且第三电机(504)的输出轴位于安装块(501)的内部，钢丝绳(502)

的一端固定在第三电机(504)的输出轴上，抓爪(503)固定在钢丝绳(502)的另一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抓爪(503)上

设置有防脱拉杆，抓爪(503)与防脱拉杆组成防脱组件，且防脱组件呈口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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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酸洗钝化装置，特别是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

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铝制型材在加工过程中会造成表面缺陷，腐蚀隐患，出现黑色氧化皮和其它金属

化合物、黄色焊缝及冷拔时的油脂等，为了提高不锈钢的外观和耐蚀性，加工后的不锈钢必

须进行酸洗钝化处理，使处理后的表面形成一层以铬为主要物质的钝化膜，阻止与其它物

质反应，达到钝化目的，使之光亮洁白从而提高不锈钢制品的表面防腐质量，延长设备使用

寿命；对铝制型材全面酸洗钝化，清除各类油污、锈、氧化皮、焊斑等污垢，处理后表面变成

均匀银白色，大大提高不锈钢抗腐蚀性能，适用于各种型号不锈钢零件、板材及其设备；酸

洗钝化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经济实用，同时添加了高效缓蚀剂、抑雾剂，防止金属出现过腐

蚀和氢脆现象、抑制酸雾的产生；特别适用于小型复杂工件，不适合涂膏的情况，优于市场

同类产品。

[0003] 经检索 ，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不锈钢酸洗钝化装置【申请号 ：

201620072693.X；公开号：CN205368504U】。这种不锈钢酸洗钝化装置虽然对不锈钢进行了

酸洗钝化，但是依旧没有解决酸洗钝化后容易残留的酸洗液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

置，该装置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去除铝制型材酸洗钝化后残留的酸洗液。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包括吊取平台和循环转动机构，所述吊取平台包括

第一安装板和第二安装板，第二安装板固定在第一安装板下端，第二安装板中间开设有通

孔，循环转动机构包括第一电机，第一电机固定在第一安装板上端，第二安装板下方设置有

酸洗钝化箱，酸洗钝化箱内部设置有推料机构。

[000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吊取平台内的循环转动机构转动带动铝制型材移动到酸洗

钝化箱上方，将铝制型材放入酸洗钝化箱内进行酸洗钝化，之后推料机构对铝制型材进行

推动，将铝制型材内的酸洗液沥干，循环转动机构将铝制型材带离酸洗钝化箱，完成酸洗钝

化。

[0008] 所述吊取平台还包括固定支架，固定支架数量为四个，固定支架的一端固定在第

一安装板上方，固定支架另一端固定在房顶或钢梁上。

[0009] 采用以上结构，固定支架可以从上方对第一安装板进行固定，且固定支架对第一

安装板的固定更加稳定。

[0010] 所述循环转动机构还包括转动辊和传送带，转动辊的一端固定在第一电机的输出

轴上，转动辊的另一端设在第二安装板的通孔内，传送带包覆在转动辊上，传送带位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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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板的通孔内，且传送带下端设置有若干抓取机构。

[0011] 采用以上结构，第一电机通过输出轴带动转动辊转动，带动传送带转动，从而带动

抓取机构转动。

[0012] 所述酸洗钝化箱的一侧固定有第一滑动槽，酸洗钝化箱的另一侧固定有第二滑动

槽，且酸洗钝化箱的两侧均开设有长条孔。

[0013] 采用以上结构，可以将将推料机构从长条孔安装到酸洗钝化箱内部，并且通过第

一滑动槽和第二滑动槽固定在酸洗钝化箱的两侧。

[0014] 所述推料机构包括推块、从动轮、第三安装板、伸缩杆、传动轮和第二电机，第三安

装板设置在酸洗钝化箱的长条孔内部，第二电机固定在第三安装板上，传动轮固定在第二

电机的输出轴上，且传动轮滚动设置在第二滑动槽内部，从动轮旋转连接在第三安装板的

端面，且从动轮滚动设置在第一滑动槽内部，伸缩杆固定在第三安装板的上方，推块固定在

伸缩杆的上方。

[0015] 采用以上结构，第二电机通过输出轴转动带动传动轮转动，传动轮在第二滑动槽

内转动，通过第三安装板带动从动轮在第一滑动槽内转动，带动第三安装板上推块推动铝

制型材，伸缩杆伸展带动铝制型材倾斜，将铝制型材上的酸洗液沥干。

[0016] 所述抓取机构包括安装块、钢丝绳、抓爪、第三电机和连接块，连接块固定在传送

带的下端，安装块固定在连接块的下端，第三电机固定在安装块的侧面，且第三电机的输出

轴位于安装块的内部，钢丝绳的一端固定在第三电机的输出轴上，抓爪固定在钢丝绳的另

一端。

[0017] 采用以上结构，第三电机通过输出轴转动带动钢丝绳收放，从而带动抓爪起降，实

现对铝制型材的提取。

[0018] 所述抓爪上设置有防脱拉杆，抓爪与防脱拉杆组成防脱组件，且防脱组件呈口字

型。

[0019] 采用以上结构，防脱拉杆可以防止铝制型材脱落。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0021] 1、采用抓取机构和推料机构，可以上下前后推动铝制型材，将型材倾斜将酸洗液

沥干，去除铝制型材酸洗钝化后残留的酸洗液；

[0022] 2、采用吊取平台，带动抓取机构循环转动，实现了对铝制型材上下前后移动；

[0023] 3、采用第二电机和传动轮，带动推块前后移动，对铝制型材进行推动，使铝制型材

倾斜，对铝制型材酸洗钝化后残留的酸洗液进行沥干；

[0024] 4、采用伸缩杆，带动推块进行上下升降，对铝制型材进行推动，使铝制型材倾斜，

对铝制型材酸洗钝化后残留的酸洗液进行沥干。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的前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图2的下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中酸洗钝化箱和推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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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6为本发明中推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中抓取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1-吊取平台、101-第一安装板、102-固定支架、103-第二安装板、2-循环转动

机构、201-第一电机、202-转动辊、203-传送带、3-酸洗钝化箱、301第一滑动槽、302-第二滑

动槽、4-推料机构、401-推块、402-从动轮、403-第三安装板、404-伸缩杆、405-传动轮、406-

第二电机、5-抓取机构、501-安装块、502-钢丝绳、503-抓爪、504-第三电机、505-连接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34] 下面详细描述本专利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专利，而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35] 在本专利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前”、“后”、“左”、

“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专利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

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36] 在本专利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设置”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相连、设置，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设

置，或一体地连接、设置。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

语在本专利中的具体含义。

[0037] 请参阅图1-7，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铝制型材酸洗钝化装置，包括吊取平台1和循

环转动机构2，所述吊取平台1包括第一安装板101和第二安装板103，第二安装板103固定在

第一安装板101下端，第二安装板103中间开设有通孔，循环转动机构2包括第一电机201，第

一电机201固定在第一安装板101上端，第二安装板103下方设置有酸洗钝化箱3，酸洗钝化

箱3内部设置有推料机构4；吊取平台1内的循环转动机构2转动带动铝制型材移动到酸洗钝

化箱3上方，将铝制型材放入酸洗钝化箱3内进行酸洗钝化，之后，推料机构4对铝制型材进

行推动，将铝制型材内的酸洗液沥干，循环转动机构2将铝制型材带离酸洗钝化箱3，完成酸

洗钝化。

[0038] 所述吊取平台1还包括固定支架102，固定支架102数量为四个，固定支架102的一

端固定在第一安装板101上方，固定支架102另一端固定在房顶或钢梁上；固定支架102可以

从上方对第一安装板101进行固定，且固定支架102对第一安装板101的固定更加稳定。

[0039] 所述循环转动机构2还包括转动辊202和传送带203，转动辊202的一端固定在第一

电机201的输出轴上，转动辊202的另一端设在第二安装板103的通孔内，传送带203包覆在

转动辊202上，传送带203位于第二安装板103的通孔内，且传送带203下端设置有若干抓取

机构5；第一电机201通过输出轴带动转动辊202转动，带动传送带203转动，从而带动抓取机

构5转动。

[0040] 所述酸洗钝化箱3的一侧固定有第一滑动槽301，酸洗钝化箱3的另一侧固定有第

二滑动槽302，且酸洗钝化箱3的两侧均开设有长条孔；可以将将推料机构4从长条孔安装到

酸洗钝化箱3内部，并且通过第一滑动槽301和第二滑动槽302固定在酸洗钝化箱3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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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所述推料机构4包括推块401、从动轮402、第三安装板403、伸缩杆404、传动轮405

和第二电机406，第三安装板403设置在酸洗钝化箱3的长条孔内部，第二电机406固定在第

三安装板403上，传动轮405固定在第二电机406的输出轴上，且传动轮405滚动设置在第二

滑动槽302内部，从动轮402旋转连接在第三安装板403的端面，且从动轮402滚动设置在第

一滑动槽301内部，伸缩杆404固定在第三安装板403的上方，推块401固定在伸缩杆404的上

方；第二电机406通过输出轴转动带动传动轮405转动，传动轮405在第二滑动槽302内转动，

通过第三安装板403带动从动轮402在第一滑动槽301内转动，带动第三安装板403上推块

401推动铝制型材，伸缩杆404伸展带动铝制型材倾斜，将铝制型材上的酸洗液沥干。

[0042] 所述抓取机构5包括安装块501、钢丝绳502、抓爪503、第三电机504和连接块505，

连接块505固定在传送带203的下端，安装块501固定在连接块505的下端，第三电机504固定

在安装块501的侧面，且第三电机504的输出轴位于安装块501的内部，钢丝绳502的一端固

定在第三电机504的输出轴上，抓爪503固定在钢丝绳502的另一端；第三电机504通过输出

轴转动带动钢丝绳502收放，从而带动抓爪503起降，实现对铝制型材的提取。

[0043] 所述抓爪503上设置有防脱拉杆，抓爪503与防脱拉杆组成防脱组件，且防脱组件

呈口字型；防脱拉杆可以防止铝制型材脱落。

[004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当抓爪5移动到吊取平台1的一端时，将铝制型材挂入抓爪5

内，第一电机201通过输出轴带动转动辊202转动，带动传送带203转动，传送带203转动带动

抓爪503移动，从而带动铝制型材移动到酸洗钝化箱3上方，第三电机504转动将铝制型材完

全没入酸洗钝化箱3内部的酸洗液中，进行酸洗钝化，酸洗钝化完成后，第三电机504反向转

动，将铝制型材提升到酸洗钝化箱3上方，第二电机406通过输出轴转动带动传动轮405转

动，传动轮405在第二滑动槽302内转动，通过第三安装板403带动从动轮402在第一滑动槽

301内转动，带动推块401推动铝制型材，伸缩杆404向上推动推块401，从而推动铝制型材倾

斜，将铝制型材上的酸洗液沥干，酸洗液回流到酸洗钝化箱3内部，推料机构4退回原位，循

环转动机构2带动抓爪5移动，从而带动铝制型材移动到吊取平台1的另一端，取下铝制型

材，完成酸洗钝化。

[0045] 综上，采用抓取机构5和推料机构4，可以上下前后推动铝制型材，将型材倾斜将酸

洗液沥干，去除铝制型材酸洗钝化后残留的酸洗液；采用吊取平台1，带动抓取机构5循环转

动，实现了对铝制型材上下前后移动；采用第二电机406和传动轮405，带动推块401前后移

动，对铝制型材进行推动，使铝制型材倾斜，对铝制型材酸洗钝化后残留的酸洗液进行沥

干；采用伸缩杆404，带动推块401进行上下升降，对铝制型材进行推动，使铝制型材倾斜，对

铝制型材酸洗钝化后残留的酸洗液进行沥干。

[0046]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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