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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设备及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

设备及其方法，该设备包括支撑架，在该支撑架

内设置有喷涂组件和设置在支撑架内底面用于

带动管件移动和旋转的平车，所述喷涂组件包括

底部设置有开口的长形装料箱和用于调整长形

装料箱位置的调位组件，以及用于限定开口部位

输出粘合剂量的控制组件，涂敷方法包括对管件

进行除锈和对管件加热，以及再通过喷涂组件将

粘合剂涂覆在管件的内外表面步骤。用该设备向

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制作成本较低和耗能量

较少，且涂敷时间非常短，其涂敷粘合剂的效果

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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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包括支撑架，在该支撑架内设置

有喷涂组件和设置在支撑架内底面用于带动管件移动和旋转的平车，所述喷涂组件包括底

部设置有开口的长形装料箱和用于调整长形装料箱位置的调位组件，以及用于限定开口部

位输出粘合剂量的控制组件；所述支撑架包括四根竖杆件和分别固定在相邻两根竖杆件之

间的两根间隔有一定距离的横杆件，且每一根竖杆件中均安装有用于降低温度的引风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涂组件设置有2－9个，且每一个喷

涂组件中的长形装料箱均包括梯形件和与梯形件下端连接的且底面一侧设置有开口的矩

形件，以及设置在梯形件和矩形件两侧的长方形架，且在长方形架上设置有调位组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调位组件包括安装在支撑架中杆形件

上的限位杆，在限位杆上安装有主电机和副电机，以及设置在长方形架上表面的滑轮，所述

主电机的输出轴上设置有与滑轮连接的传动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组件包括分别安装在两个长方形

架下方杆件内表面上的轴承和与两个轴承连接的圆形杆，以及设置在圆形杆上的横板件和

固定在横板件外侧的竖板件，且在竖板件的侧面安装有用于驱动横板件移动的限位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平车包括矩形框架和安装在矩形框架

两侧上的用于支撑管件的由第一驱动组件带动的旋转轮，以及设置在矩形框架两侧底部的

且与轨道相接触的转动轮和用于驱动转动轮的第二驱动组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组件包括安装在矩形框架上

的电机和由电机驱动的减速器，以及分别设置在减速器输出轴和旋转轮轴上相互啮合的伞

齿轮；所述第二驱动组件包括安装在矩形框架上的电机和由电机驱动的减速器，且在转动

轮的轴上和减速器的输出轴上分别设置有由链条连接的齿轮。

7.用于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或5或6所述的设备涂敷管表面粘合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对管件进行除锈，然后将除锈的管件加热200－230℃后输入到支撑管

装置上，再通过喷涂组件将粘合剂涂覆在管件的内外表面。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涂组件将粘合剂涂覆在管件的外表

面的步骤中包括依次向长形装料箱内输入环氧粉末、塑胶粉末和聚乙烯粉末，且依次将三

种物料涂覆到管件表面；而通过长形装料箱将粘合剂涂覆在管件的内表面的步骤中包括向

长形装料箱内涂敷输入环氧粉末，将环氧粉末涂敷管件内表面。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环氧粉末涂覆管件时间为22－25秒，

涂层厚度为120－350微米：塑胶粉末涂覆管件时间为60－120秒，涂层厚度为100－170微

米；聚乙烯粉末涂覆管件时间为60－120秒，涂层厚度为1.8－3.7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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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设备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设备，以及利用该设备涂敷管表面粘合

剂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管的内外表面涂覆有粘合剂不仅使其具有防腐和抗冲击等性能，而且还可防止

其内的液体被污染，为此，钢管的内外表面涂覆粘合剂被广泛地应用。在现有技术中，涂敷

钢管是利用中频炉将钢管加热到180－200℃，然后将被加热的钢管取出后利用挤出机分别

挤出片状的胶和聚乙烯缠绕在钢管的内外表面，当缠绕完成后将其放入水中进行冷却，经

冷却后即制成涂敷有粘合剂的钢管。虽然该种涂敷钢管的方式也可以使其具有防腐和抗冲

击等性能，但因缠绕片状的胶和聚乙烯的过程中不仅所采用的时间相对较长，而且制作成

本相对较高；另外，因钢管上的焊缝基本上凸出于其外表面，如果采用片状的胶和聚乙烯制

作钢管粘合剂，极易使钢管焊缝部位的粘合剂达不到预定的厚度，且相邻片状胶之间会产

生缝，所以，该种涂敷粘合剂的方式使钢管不具有非常理想的防腐和抗冲击等性能。

[0003] 中国专利204278351U号公告的名称为“一种大口径防腐管自动涂塑机”提出一种

解决方案。该种大口径防腐管自动涂塑机由托辊装置、硫化装置、升降装置组成。其中的托

辊装置由托辊底座、托辊组组成，托辊底座对称设置于硫化装置两端，托辊组固装于托辊底

座上；硫化装置是由储粉槽、高压气室、支撑框架组成，支撑框架活动设置于升降装置上，储

粉槽和高压气室依次固装于支撑框架上；而升降装置是由升降底座、升降减速电机、螺旋升

降机、联接轴组成，螺旋升降机呈矩形均布于升降底座两侧，联接轴分左右固装于升降底座

两侧并连接于螺旋升降机之间，升降减速电机与联接轴传动连接。虽然该种自动涂塑机可

全自动化对大口径钢管进行涂塑，其提出涂塑速度快、生产效率高，具有较高创新性，但因

硫化装置中的储粉槽设置在被涂塑钢管的下方，且通过高压气室将储粉槽内的粉末喷到被

加热的钢管表面，高压气室喷涂粉末的过程中必须采用很大的气压，否则粉末不易粘结在

钢管的外表面，而用大气压喷粉末一方面会增加制作成本，另一方面因气压不会很均匀地

将粉末喷到钢管的表面，所以，利用该种自动涂塑机涂敷钢管上的粘合剂不很均匀，而粘合

剂不均匀会影响复合管的质量；同时因气体在喷粉末的过程中会直接与钢管接触，从而可

大量地降低钢管的温度，而钢管的温度降低后要想再喷涂粉末会影响其质量，且喷粉末的

气体温度不能升高，如果提高气体温度会将粉末粘合，所以，利用气体喷粉末也会降低涂敷

钢管的质量；另外，因储粉槽设置在被涂塑钢管的下方，并且通过高压气室来对钢管进行喷

涂粉末，所以，该种涂塑机只能对钢管的外表面进行喷涂，而不能对钢管的内壁进行喷涂，

即使利用喷枪通过电气控制进入管内对管内壁进行喷涂，且其喷涂的效率非常低，且还存

在喷涂不均匀，影响钢管质量等问题。

[0004] 另外，中国专利103920620  A号公告的名称为“大口径涂塑复合钢管涂塑、加热装

置”采用一次加热炉、涂塑机构、传导架及二次加热炉等部件，其中的涂塑机构由上料箱、第

一喷涂单元、第二喷涂单元以及粉料回收仓构成，第一喷涂单元与第二喷涂单元相互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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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设置，第一喷涂单元及第二喷涂单元分别由正压吹粉机构以及与其相对设置的负压吸

粉机构构成，在正压吹粉机构的左端设置有通过上料管相连的上料箱，在负压吸粉机构的

右端设置有通过送粉管相连接的粉料回收仓。在喷涂粘合剂的过程中，将一次加热炉加热

的钢管由传导架导下落在喷涂机构段内进行双向的吸附喷涂，即将管体的管口两端分别对

准旋转喷涂头及旋转吸粉头，在第一喷涂单元进行喷涂时，上料箱内的粉末由正压吹粉机

构的旋风回收器收纳进粉罐内，然后开启阀门气动执行器，粉罐内的粉末在空气压缩机的

作用下向旋转喷涂头的方向喷出，而负压吸粉机构的旋转吸粉头在吸风机的作用下，对粉

料进行吸引，实行一端喷料一端吸料，再加上管体随着旋转喷涂头和旋转吸粉头的旋转，再

将该一端喷涂的半成品送入第二喷涂单元，同样原理进行管体另一端的喷涂。虽然该装置

通过一端喷料一端吸料的方式可对钢管的内外表面进行涂塑，但所喷涂的物料从旋转喷涂

头喷出后在向外延伸的过程中并不会很均匀地扩散所有领域，并且气体也会降低钢管的温

度，所以，采用该种装置喷敷钢管上的涂塑层均匀程度也相对较差和制作成本相对较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任务是提供一种利用控制的方式将粉末往复直接喷到管件的表面来解

决耗能量大和涂敷时间长及制作成本高等问题的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设备。

[0006] 本发明的另一任务是提供一种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方法。

[0007] 本发明所提出的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设备包括支撑架，在该支撑架内设置有

喷涂组件和设置在支撑架内底面用于带动管件移动和旋转的平车，所述喷涂组件包括底部

设置有开口的长形装料箱和用于调整长形装料箱位置的调位组件，以及用于限定开口部位

输出粘合剂量的控制组件；所述支撑架包括四根竖杆件和分别固定在相邻两根竖杆件之间

的两根间隔有一定距离的横杆件，且每一根竖杆件中均安装有用于降低温度的引风机。

[0008] 所述喷涂组件设置有2－9个，且每一个喷涂组件中的长形装料箱均包括梯形件和

与梯形件下端连接的且底面一侧设置有开口的矩形件，以及设置在梯形件和矩形件两侧的

长方形架，且在长方形架上设置有调位组件。

[0009] 所述调位组件包括安装在支撑架中杆形件上的限位杆，在限位杆上安装有主电机

和副电机，以及设置在长方形架上表面的滑轮，所述主电机的输出轴上设置有与滑轮连接

的传动带。所述控制组件包括分别安装在两个长方形架下方杆件内表面上的轴承和与两个

轴承连接的圆形杆，以及设置在圆形杆上的横板件和固定在横板件外侧的竖板件，且在竖

板件的侧面安装有用于驱动横板件移动的限位装置。

[0010] 所述平车包括矩形框架和安装在矩形框架两侧上的用于支撑管件的由第一驱动

组件带动的旋转轮，以及设置在矩形框架两侧底部的且与轨道相接触的转动轮和用于驱动

转动轮的第二驱动组件。所述第一驱动组件包括安装在矩形框架上的电机和由电机驱动的

减速器，以及分别设置在减速器输出轴和旋转轮轴上相互啮合的伞齿轮；所述第二驱动组

件包括安装在矩形框架上的电机和由电机驱动的减速器，且在转动轮的轴上和减速器的输

出轴上分别设置有由链条连接的齿轮。

[0011] 用上述的设备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对管件进行除

锈，然后将除锈的管件加热200－230℃后输入到支撑管装置上，再通过喷涂组件将粘合剂

涂覆在管件的内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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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喷涂组件将粘合剂涂覆在管件的外表面的步骤中包括依次向长形装料箱内

输入环氧粉末、塑胶粉末和聚乙烯  粉末，且依次将三种物料涂覆到管件表面；而通过长形

装料箱将粘合剂涂覆在管件的内表面的步骤中包括向长形装料箱内涂敷输入环氧粉末，将

环氧粉末涂敷管件内表面。所述环氧粉末涂覆管件时间为22－25秒，涂层厚度为120－350

微米：塑胶粉末涂覆管件时间为60－120秒，涂层厚度为100－170微米；聚乙烯粉末涂覆管

件时间为60－120秒，涂层厚度为1.8－3.7毫米。

[0013] 本发明所提出的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设备中的喷涂组件设置有2－9个，而每

一个喷涂组件均利用长形装料箱内的粉末通过开口将其直接喷到管件的表面，且长形装料

箱可依次放入不同种类的粉末，管件在有序地移动和旋转过程中就能将粘合剂涂覆成功，

并且在喷粉末过程中，可以使粉末通过开口能很均匀地向外输出，且不会对管件直接造成

降低温度，而限位装置用电量也相对较少，所以，利用该种设备向管表面涂敷粘合剂的制作

成本较低和耗能量相对较少，且涂敷时间非常短，其涂敷粘合剂的效果很理想；同时因控制

组件中的限位装置通过驱动横板件移动的方式来调整开口的间距，可很方便地调整粘合剂

的输出量，而平车只采用矩形框架和由电机驱动的减速器等部件，所以，该设备的结构相当

简单；另外，在支撑架的每一根竖杆件上的用于降低温度的引风机，采用该种引风机不会影

响粉末和支撑架的质量，而且不会降低被涂敷加热管件的温度。

[0014] 附图说明：

[0015] 附图1是本发明所提出的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设备一个实施例的外观结构示

意图；

[0016] 附图2是图1中支撑架上的竖杆件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3是图1中长形装料箱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4是图3中梯形件和矩形件剖面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5是图3中轴承和圆形杆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6是图3中限位装置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7是图5中固定在竖板件上螺丝杆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8是图1中调位组件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9是图8中安装电机部分放大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10是图1中平车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11是图10中第一驱动组件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12是图10中第二驱动组件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13是图12中转动轮与齿轮连接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8]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参见图1和图2，该图给出本发明所提出的往管件表面涂敷粘合剂的设备一个实施

例的外观结构。该设备包括支撑架1、平车2、轨道3、喷涂组件包括长形装料箱4和调位组件

5、控制组件6。

[0030] 本实施例给出的支撑架1包括四根竖杆件11和分别固定在相邻两根竖杆件11之间

的两根间隔有一定距离的横杆件12，且每一根竖杆件11中均安装有用于降低温度的引风机

13，该引风机13是通过引风的方式来降低竖杆件11和横杆件12的温度，以保持其安全性能。

本实施例给出的喷涂组件设置有四个，且每两个喷涂组件设置在同一条直线上，且同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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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上的喷涂组件就可对管件进行涂敷粘合剂，所以，四个喷涂组件可同时对两根管件7进

行涂敷粘合剂，也可间隔一定时间分别对管件7进行涂敷粘合剂；同时因喷涂组件是用于向

管件7表面涂敷粘合剂的部件，可根据管件7的长度和增加涂敷管件7的数量来调整喷涂组

件的数量，通常情况下可以设置2－9个喷涂组件；所述喷涂组件包括用于装粘合剂的长形

装料箱4和用于调整长形装料箱4高度的调位组件5，以及用于控制粘合剂输出量的控制组

件6，其中，在相对两根横杆件12上设置有用于连接调位组件5的杆形件14。本实施例给出的

平车2设置在轨道3上，而两条轨道3分别进入支撑架1内的两侧，以使平车2带动管件7进入

喷涂组件下方，利用喷涂组件往管件7的表面涂敷粘合剂。

[0031] 参见图3至9，这七种图给出喷涂组件一个实施例的外观整体结构示意图，其中，图

3至7给出长形装料箱4和控制组件6的外观结构示意图，而图8和9给出调位组件5的外观结

构示意图。

[0032] 长形装料箱4包括竖断面为梯形的梯形件41和与梯形件41下端连接的且底面一侧

设置有开口43的矩形件42，以及设置在梯形件41和矩形件42两侧的长方形架44，该长方形

架44是用于固定梯形件41和矩形件42，以及与调位组件5相接触的部件，所以，长方形架44

可采用矩形框或其它形状的部件，且在每一个长方形架44的上表面安装有滑轮51；所述矩

形件42由L形板件421和竖板件422构成，且在L形板件421和竖板件422下表面之间设置有开

口43，且开口43的宽度由控制组件6来限定。

[0033] 控制组件6包括分别安装在两个长方形架44下方杆件内表面上的轴承61和与两个

轴承61连接的圆形杆62，以及设置在圆形杆62上的横板件63和固定在横板件63外侧的竖板

件64，且在竖板件64的侧面安装有用于驱动横板件63移动的限位装置，而横板件63在限位

装置的驱动下可控制开口43的宽度；所述的限位装置包括设置在竖板件64侧面的电机65和

设置在电机65转动轴上的齿轮66，以及固定在竖板件64上螺丝杆67，且使齿轮66与螺丝杆

67相啮合，当电机65带动齿轮66转动的过程中，可驱动竖板件64和横板件63移动，从而可控

制开口43的宽度。

[0034] 调位组件5包括安装在支撑架1中杆形件14上的限位杆52和安装在限位杆52上的

电机，该电机包括用于驱动长形装料箱4上下移动的主电机53和用于驱动长形装料箱4横向

移动的副电机54，以及分别设置在长方形架44上表面的滑轮51，其中，主电机53的输出轴上

设置有的输出轴上设置有与滑轮51连接的传动带55，主电机53转动可以使传动带55收缩或

延伸，以调整长形装料箱4与管件7之间的距离；副电机54的输出轴上设置有主齿轮56，而在

主齿轮56的两侧设置有与其相啮合的副齿轮57，副电机54转动可以使长形装料箱4横向移

动来调整相邻两个长形装料箱4的间距。

[0035] 参见图10至图13，这四个图给出平车2一个实施例的外观结构示意图。平车2包括

矩形框架21和安装在矩形框架21两侧上的用于支撑管件7的由第一驱动组件带动的旋转轮

22，以及设置在矩形框架21两侧底部的且与轨道3相接触的转动轮23和用于驱动转动轮23

的第二驱动组件，其中，矩形框架21的两侧分别安装有方形管件24，所述第一驱动组件包括

安装在方形管件24上的电机25A和由电机25A驱动的减速器26A，以及分别设置在减速器26A

输出轴和旋转轮22轴上相互啮合的伞齿轮27；所述第二驱动组件包括安装在方形管件24上

的电机25B和由电机25B驱动的减速器26B，且在转动轮23的轴上和减速器26B的输出轴上分

别设置有由链条28连接的齿轮29。第一驱动组件是用于驱动管件7旋转的部件，当电机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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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旋转轮22转动的过程中，管件7转动可以涂敷粘合剂；第二驱动组件是用于驱动平车2

沿轨道3行走的部件，当电机25B驱动齿轮29转动，通过链条28来带动转动轮23转动来调整

平车2的位置。

[0036] 利用上述设备涂敷管件7内外表面粘合剂的方法设备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对管件7

进行除锈，该种除锈的方式是将管件7加热3度后对其表面的油脂和污垢等附着物进行喷射

除锈，然后将除锈后的管件7放入加热炉中进行加热，该加热炉可采用红外线加热炉或其它

类型的加热炉，当管件7被加热到200－230℃时，再将管件7从加热炉中取出后将其输入到

平车2上，即将管件7两个端部区域分别放置在两个旋转轮22之间，再通过喷涂组件将粘合

剂涂覆在管件7的内外表面。所述粘合剂包括环氧粉末、塑胶粉末和聚乙烯粉末，在用喷涂

组件将三种粘合剂涂覆在管件7外表面的过程中，向长形装料箱4内依次输入环氧粉末、塑

胶粉末和聚乙烯粉末，每种粉末的输入量可根据管件7直径大小来确定其数量，其中，环氧

粉末涂覆时间在22－25秒之间，涂层厚度为120－350微米：塑胶粉末涂覆时间为60－120

秒，厚度为100－170微米；聚乙烯  粉末涂覆时间为60－120秒，厚度为1.8－3.7毫米；在用

喷涂组件往管件7内表面涂覆粘合剂的过程中，先将长形装料箱4输入到管件7内，因管件7

内表面只需要涂敷环氧粉末这一种粘合剂，所以，在长形装料箱4内装入环氧粉末，其粉末

的输入量也可根据管件7直径大小来确定其数量，环氧粉末涂覆时间在22－25秒之间，涂层

厚度为120－350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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