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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方法及

设备，具有环保、高效、提高金属件表面硬度和抗

腐蚀能力的优势，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完成金属件

预处理；漆液调配；将金属件挂在传输设备上并

经过电泳涂装设备，完成金属件与漆液接触；打

开电泳涂装设备电源，等待上色时间结束断开电

泳涂装设备电源；水洗；烘干的步骤。采用了传输

设备、电泳涂装设备、水洗设备以及烘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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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金属件预处理；

步骤2：漆液调配，将0.75-1.25份色浆，15-25份丙烯酸，60-100份水，2.25-6.75份铜粉

在电泳涂装设备(2)中混合均匀；

步骤3：将金属件挂在传输设备(1)上并经过电泳涂装设备(2)，完成金属件与漆液接

触；

步骤4：打开电泳涂装设备(2)电源，等待上色时间结束断开电泳涂装设备(2)电源；

步骤5：水洗；

步骤6：烘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件电泳上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的金属件的预处

理包括：抛丸或者酸洗磷化。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金属件电泳上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漆液调配包括：

漆液温度控制28～32℃，漆液p  H值：6～8。

4.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传输设备(1)、电泳涂装设备(2)、水洗

设备(3)以及烘干设备(4)；

传输设备(1)依次路经电泳涂装设备(2)、水洗设备(3)以及烘干设备(4)；

所述传输设备(1)包括导轨(11)、安装于导轨(11)上的传动链(12)、安装在传动链(12)

上的挂钩(13)、以及安装于挂钩(13)上用于固定金属件的挂具(14)；

所述挂钩(13)包括第一挂杆(131)、中间部位与第一挂杆(131)铰接的第一连杆(132)、

与第一连杆(132)的第一端铰接的第二连杆(133)、与第一连杆(132)的第二端铰接的第三

连杆(134)，第二连杆(133)和第三连杆(134)均铰接于传动链(12)上；

所述导轨(11)靠近电泳涂装设备(2)处设置依次相连的第一斜坡段(111)、水平段

(112)和第二斜坡段(113)，所述挂钩(13)的移动方向依次经过第一斜坡段(111)、水平段

(112)和第二斜坡段(113)，所述第一挂杆(131)上设置有第一导电片(1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金属件电泳上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泳涂装设备(2)包

括用于容纳漆液的电泳槽(21)、架设在电泳槽(21)上并相对于水平段(112)相互平行的水

平架(22)、设置于水平架(22)上靠近第一斜坡段(111)的位置设置有第二导电片(23)，所述

挂钩(13)经过水平架(22)时，第一导电片(15)与第二导电片(23)接触通电。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金属件电泳上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泳槽(21)靠近第一

斜坡段(111)的一侧设置有第三斜坡(2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金属件电泳上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泳涂装设备(2)还

包括设置于电泳槽(21)上的搅拌系统(25)，所述搅拌系统(25)包括循环泵(251)、具有通孔

的循环管路(253)以及设置于循环管路(253)上的控制阀(252)，所述循环管路(253)包括按

电泳槽(21)的长边方向布设的主管路(2531)、连接主管路(2531)按电泳槽(21)宽度方向布

设的分管路(2532)；通孔位于循环管路(253)的侧面。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金属件电泳上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泳涂装设备(2)还

包括用以向电泳槽(21)内通入热水的热水泵(254)以及通入冷水的冷水泵(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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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方法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件表面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方法及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现有的金属件，特别是水泵,农用机,清洗机等部件用传统的喷漆工艺来做表

面上色,但其外表面的抗腐蚀能力完全不足，容易造成工件损坏。现目前采用较多的工艺处

理方式一般为喷漆处理与电泳处理,但电泳处理表面颜色目前技术只能支持产品做到黄

色,无法生产金色表面产品,于是各生产单位以先电泳再喷漆的工艺来达到产品表面金色

的效果,并且两道工艺之后产品螺纹以及接头处出现喷漆导致的漆渣依附,从而导致安装

费力以及安装工具损坏,结果导致大大浪费了人力物力以及运输成本。

[0003] 由喷漆的处理方式可知，喷漆的颗粒很容易吸进肺里,危害身体健康,轻者使人感

到不适、出现头痛、头昏、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和精神不集中等症状，重则对人的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毒害。油漆中含有苯、甲苯、二甲苯等各种

有机溶剂，对人体造血机能的危害极大，是诱发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俗称血癌）的主

要原因，还会影响女性生殖能力，导致胎儿先天性缺陷。其中芳香族化合物如苯、甲苯、苯乙

烯等还能使人体产生畸变、癌变。在喷漆过程中，雾状漆颗粒和漆的有机溶剂将从喷漆厂挥

发出来，并以机械排风方式，通过水浴洗漆、活性炭吸附部分苯类有机废气排放到喷漆房

外，对周围生态环境会造成严重污染和危害。喷漆车间持续释放苯、甲醛等致癌物质，会对

附近居民小区造成严重污染，对人体伤害非常大，危及生命。

[0004] 在无防护情况下喷漆，作业场所空气中苯浓度相当高,对喷漆工人危害极大。长期

接触苯会引起慢性中毒,造成白细胞减少，血小板降低,骨髓造血功能发生障碍等疾病产

生。

[0005] 另外，喷漆时为了喷的均匀会在漆里加入松香水，松香水是强有机溶解剂，它的化

学成分主要是甲苯，对人的神经系统、造血系统有损害。喷漆的漆料属于挥发性的，容易散

发到空气中，对环境影响恶劣。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方法及设

备，具有环保、高效、提高金属件表面硬度和抗腐蚀能力的优势。

[000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金属件预处理；

[0009] 步骤2：漆液调配，将0.75-1.25份色浆，15-25份丙烯酸，60-100份水，2.25-6.75份

铜粉在电泳涂装设备中混合均匀；

[0010] 步骤3：将金属件挂在传输设备上并经过电泳涂装设备，完成金属件与漆液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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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步骤4：打开电泳涂装设备电源，等待上色时间结束断开电泳涂装设备电源；

[0012] 步骤5：水洗；

[0013] 步骤6：烘干。

[0014] 通过上述设置，在金属件通过电泳的工艺进行表面处理，相对于喷漆工艺，阴极电

泳上漆具有漆膜性能好，涂层均匀，漆膜色泽不变深，有色金属也能涂覆等特点：

[0015] 1）阴极电泳加工漆的泳透力高，这就使得阴极电泳加工在进行复杂工件内部涂装

时，可以省略辅助电极，从而简化了电泳涂装工艺和材料消耗。

[0016] 2）阴极电泳加工具有显著的耐腐蚀性。

[0017] 3）阴极电泳加工更具有耐碱性。

[0018] 4）阴极电泳加工漆在电泳涂装时库仑效率高，可减少耗电量。

[0019] 5）阴极电泳加工槽液比较稳定，容易控制，不易受杂质离子和微生物的影响而变

质。

[0020] 金属件通过此工艺之后，表面硬度和抗腐蚀能力明显提升，并且此工艺过程更加

节能环保，漆液是水溶性的，所以明显降低了空气中的挥发物质，员工不需要加口罩。

[0021] 作为本发明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步骤1中的金属件的预处理包括：抛丸或者酸

洗磷化。

[0022] 通过上述设置，将金属件事先预处理，可以提高电泳过程中的附着能力。

[0023] 作为本发明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步骤2中的漆液调配包括：漆液温度控制28～

32℃，漆液PH值：6～8。

[0024] 通过上述设置，提高金属件表面上漆的均匀程度。

[0025] 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设备，包括传输设备、电泳涂装设备、水洗设备以及烘干设

备；

[0026] 传输设备依次路经电泳涂装设备、水洗设备以及烘干设备；

[0027] 所述传输设备包括导轨、安装于导轨上的传动链、安装在传动链上的挂钩、以及安

装于挂钩上用于固定金属件的挂具；

[0028] 所述挂钩包括第一挂杆、中间部位与第一挂杆铰接的第一连杆、与第一连杆的第

一端铰接的第二连杆、与第一连杆的第二端铰接的第三连杆，第二连杆和第三连杆均铰接

于传动链上。

[0029] 通过上述设置，传输设备携带金属件经过电泳涂装设备后，金属件表面就附上漆

料，然后通过水洗设备进行清洁，之后通过烘干设备进行烘干，完成金属件的上漆。多个金

属件经过预处理之后，先将多个金属件挂在挂具上，然后将挂具挂在挂钩上，挂钩被传动链

带动沿滑轨进行移动。由于挂具以及金属件自身的重力作用，挂钩在移动过程中会变化形

态。当滑轨高低位置不同，或是拐弯的时候，挂钩可以适当的调节，减少挂具的晃动。第一连

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以及部分传动链，此四者形成平行四边形结构，当传动链在导轨上

变化的时候，第一连杆的位置跟随变化，从而减缓安装在第一连杆上的第一挂杆的摇晃。

[0030] 作为本发明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导轨靠近电泳涂装设备处设置依次相连

的第一斜坡段、水平段和第二斜坡段，所述挂钩的移动方向依次经过第一斜坡段、水平段和

第二斜坡段，所述第一挂杆上设置有第一导电片。

[0031] 通过上述设置，为了能够自动将金属件浸没在电泳涂装设备的漆料下，并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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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上提出金属件以完成电泳步骤，所以将滑轨设置了第一斜坡段、水平段和第二斜坡段，

此处的水平段更加靠近电泳涂装设备，而移动方向则是由第一斜坡段向第二斜坡端，并且

在第一挂杆上设置第一导电片，则是为了在移动的过程中，到达对应的位置的时候，可以有

效和电源设备接触通电。

[0032] 作为本发明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电泳涂装设备包括用于容纳如权利要求

1所述漆液的电泳槽、架设在电泳槽上并相对于水平段相互平行的水平架、设置于水平架上

靠近第一斜坡段的位置设置有第二导电片，所述挂钩经过水平架时，第一导电片与第二导

电片接触通电。

[0033] 通过上述设置，为了让第一导电片接触更加稳定可靠，设置水平架固定在电泳槽

上，当第一导电片和第二掉电品接触，则金属件成为负极。另外第一导电片和第二导电片设

置的位置有其他的作用，当第一导电片接触第二导电片的时候，由于其刚从第一斜坡段下

来，自身的重力作用会有一个分力作用在第二导电片上，从而无需借助其他结构，使得第一

导电片和第二导电片接触可靠。

[0034] 作为本发明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电泳槽靠近第一斜坡段的一侧设置有第

三斜坡。

[0035] 通过上述设置，第三斜坡有利于漆液流动和回流。

[0036] 作为本发明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电泳涂装设备还包括设置于电泳槽上的

搅拌系统，所述搅拌系统包括循环泵、具有通孔的循环管路以及设置于循环管路上的控制

阀，所述循环管路包括按电泳槽的长边方向布设的主管路、连接主管路按电泳槽宽度方向

布设的分管路；通孔位于循环管路的侧面。

[0037] 通过上述设置，通过搅拌系统，可以使得漆料处于较为均匀的状态，不至于一些重

金属下沉。

[0038] 作为本发明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电泳涂装设备还包括用以向电泳槽内通

入热水的热水泵以及通入冷水的冷水泵。

[0039] 通过上述设置，通过热水泵以及冷水泵来控制温度，提高电泳效率。

[0040]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1] 1、提高对金属件表面的保护，提高金属件表面硬度和抗腐蚀能力；

[0042] 2、减少环境污染，更加节能环保；

[0043] 3、提高金属件处理效率和工作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44] 图1为实施例的金属件电泳上漆设备结构方框图；

[0045] 图2为传输设备和电泳涂装设备装配结构图；

[0046] 图3为图2的A部放大图；

[0047] 图4为挂钩的结构示意图；

[0048] 图5为电泳槽内的循环管路图。

[0049] 图中：1、传输设备；11、导轨；111、第一斜坡段；112、水平段；113、第二斜坡段；12、

传动链；13、挂钩；131、第一挂杆；132、第一连杆；133、第二连杆；134、第三连杆；14、挂具；

15、第一导电片；2、电泳涂装设备；21、电泳槽；22、水平架；23、第二导电片；24、第三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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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搅拌系统；251、循环泵；252、控制阀；253、循环管路；2531、主管路；2532、分管路；254、热

水泵；255、冷水泵；3、水洗设备；4、烘干设备。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1] 实施例1：

[0052] 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设备，主要是对金属件进行表面上漆处理，金属件是一般是

事前经过预处理后的。金属件的预处理可以由其他设备进行，金属件的预处理包括：抛丸或

者酸洗磷化。

[0053] 如图1所示，金属件电泳上漆设备包括传输设备1、电泳涂装设备2、水洗设备3以及

烘干设备4。传输设备1用于传输预处理后的金属件，传输设备1依次路经电泳涂装设备2、水

洗设备3以及烘干设备4。

[0054] 水洗设备3可以是喷淋设备或是采用水槽设备，水槽设备则借助漂洗的方式进行

洗涤金属件上的多余漆液。

[0055] 烘干设备4可以为烘箱或恒温箱。

[0056] 结合图2、图3和图4，传输设备1包括导轨11、安装于导轨11上的传动链12、安装在

传动链12上的挂钩13、以及安装于挂钩13上用于固定金属件的挂具14。

[0057] 挂具14为网格装用于绑定金属件，一个挂具14上可以绑定多个金属件，一个挂具

14固定在一个挂钩13上。传动链12上保持相同间距设置多个挂钩13。传动链12为链条，其驱

动源为链轮，电机带动链轮转动从而使得传动链12在导轨11内移动。

[0058] 如图4所示，挂钩13包括第一挂杆131、中间部位与第一挂杆131铰接的第一连杆

132、与第一连杆132的第一端铰接的第二连杆133、与第一连杆132的第二端铰接的第三连

杆134，第二连杆133和第三连杆134均铰接于传动链12上。

[0059] 结合图2和图4，导轨11靠近电泳涂装设备2处设置依次相连的第一斜坡段111、水

平段112和第二斜坡段113，挂钩13的移动方向依次经过第一斜坡段111、水平段112和第二

斜坡段113，第一挂杆131上设置有第一导电片15。为了能够自动将金属件浸没在电泳涂装

设备2的漆料下，并可以自动向上提出金属件以完成电泳步骤，所以将滑轨设置了第一斜坡

段111、水平段112和第二斜坡段113，此处的水平段112更加靠近电泳涂装设备2，而移动方

向则是由第一斜坡段111向第二斜坡端，并且在第一挂杆131上设置第一导电片15，则是为

了在移动的过程中，到达对应的位置的时候，可以有效和电源设备接触通电。

[0060] 电泳涂装设备2还包括用于容纳漆液的电泳槽21、架设在电泳槽21上并相对于水

平段112相互平行的水平架22、设置于水平架22上靠近第一斜坡段111的位置设置有第二导

电片23，挂钩13经过水平架22时，第一导电片15与第二导电片23接触通电。第二导电片23的

上部设置成弯曲弧形，便于链条移动时，挂钩13上的第一导电片15可靠脱离第二导电片23。

[0061] 为了让第一导电片15接触更加稳定可靠，设置水平架22固定在电泳槽21上，当第

一导电片15和第二掉电品接触，则金属件成为负极。另外第一导电片15和第二导电片23设

置的位置有其他的作用，当第一导电片15接触第二导电片23的时候，由于其刚从第一斜坡

段111下来，自身的重力作用会有一个分力作用在第二导电片23上，从而无需借助其他结

构，使得第一导电片15和第二导电片23接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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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由上可知：传输设备1携带金属件经过电泳涂装设备2后，金属件表面就附上漆料，

然后通过水洗设备3进行清洁，之后通过烘干设备4进行烘干，完成金属件的上漆。多个金属

件经过预处理之后，先将多个金属件挂在挂具14上，然后将挂具14挂在挂钩13上，挂钩13被

传动链12带动沿滑轨进行移动。由于挂具14以及金属件自身的重力作用，挂钩13在移动过

程中会变化形态。当滑轨高低位置不同，或是拐弯的时候，挂钩13可以适当的调节，减少挂

具14的晃动。第一连杆132、第二连杆133、第三连杆134以及部分传动链12，此四者形成平行

四边形结构，当传动链12在导轨11上变化的时候，第一连杆132的位置跟随变化，从而减缓

安装在第一连杆132上的第一挂杆131的摇晃。

[0063] 如图2所示，电泳槽21靠近第一斜坡段111的一侧设置有第三斜坡24。第三斜坡24

有利于漆液流动和回流。

[0064] 如图5所示，电泳涂装设备2还包括设置于电泳槽21上的搅拌系统25，搅拌系统25

包括循环泵251、具有通孔的循环管路253以及设置于循环管路253上的控制阀252，循环管

路253包括按电泳槽21的长边方向布设的主管路2531、连接主管路2531按电泳槽21宽度方

向布设的分管路2532；通孔位于循环管路253的侧面。通过搅拌系统25，可以使得漆料处于

较为均匀的状态，不至于一些重金属下沉。

[0065] 电泳涂装设备2还包括用以向电泳槽21内通入热水的热水泵254以及通入冷水的

冷水泵255。通过热水泵254以及冷水泵255来控制温度，提高电泳效率。

[0066] 实施例2：

[0067] 一种金属件电泳上漆方法，基于实施例1的设备，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8] 步骤1：金属件预处理；

[0069] 步骤2：漆液调配，将0.75-1.25份色浆，15-25份丙烯酸，60-100份水，2.25-6.75份

铜粉在电泳涂装设备2中混合均匀，优选为：1份色浆，20份丙烯酸，80份水，3-6份铜粉，漆液

温度控制28～32℃，漆液PH值：6～8。

[0070] 步骤3：将金属件挂在传输设备1上并经过电泳涂装设备2，完成金属件与漆液接

触；

[0071] 步骤4：打开电泳涂装设备2电源，等待上色时间结束断开电泳涂装设备2电源；

[0072] 步骤5：水洗；

[0073] 步骤6：烘干。

[0074] 其产生的效果为：在金属件通过电泳的工艺进行表面处理，相对于喷漆工艺，阴极

电泳上漆具有漆膜性能好，涂层均匀，漆膜色泽不变深，有色金属也能涂覆等特点：

[0075] 1）阴极电泳加工漆的泳透力高，这就使得阴极电泳加工在进行复杂工件内部涂装

时，可以省略辅助电极，从而简化了电泳涂装工艺和材料消耗。

[0076] 2）阴极电泳加工具有显著的耐腐蚀性。

[0077] 3）阴极电泳加工更具有耐碱性。

[0078] 4）阴极电泳加工漆在电泳涂装时库仑效率高，可减少耗电量。

[0079] 5）阴极电泳加工槽液比较稳定，容易控制，不易受杂质离子和微生物的影响而变

质。

[0080] 金属件通过此工艺之后，表面硬度和抗腐蚀能力明显提升，并且此工艺过程更加

节能环保，漆液是水溶性的，所以明显降低了空气中的挥发物质，员工不需要加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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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金属件的效果：金属件能够做成金色，提供的用铜金属产生金属质感的一套生产

工艺。

[0082]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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