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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橡胶刷滚筒技术领域，具体的说

是一种橡胶刷滚筒；包括滚筒体；橡胶网筒的两

侧面设置有转动柱，且转动柱端部设置有转动

轴，且转动轴位于橡胶网筒内；海绵内芯的外部

包裹有弹性过滤网，且海绵内芯通过空心转筒连

通到转动柱的端部；橡胶网筒的内部两侧壁上通

过转动滑套转动安装有空心转轴；空心转轴上套

接有橡胶渗液柱，且橡胶渗液柱的外壁上设置有

弹性吸液棉板，且弹性吸液棉板与弹性过滤网的

外壁挤压接触，且弹性吸液棉板与橡胶网筒的内

壁接触；主动齿盘设置在转动轴上；从动齿盘设

置在空心转轴，从动齿盘与主动齿盘相互啮合；

有效的防止了滚筒体上聚集的涂料溶液较多，进

而导致涂料溶液在墙体上出现大块聚集或挤压

滴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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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橡胶刷滚筒，其特征在于：包括滚筒体(1)；所述滚筒体(1)是由橡胶网筒(11)、

转动柱(12)、转动轴(13)和海绵内芯(14)组成；所述橡胶网筒(11)的两侧面设置有转动柱

(12)，且转动柱(12)端部设置有转动轴(13)，且转动轴(13)位于橡胶网筒(11)内；所述转动

轴(13)的端部通过轴承转动设置在海绵内芯(14)的两侧，且海绵内芯(14)的外部包裹有弹

性过滤网(15)，且海绵内芯(14)通过空心转筒连通到转动柱(12)的端部；所述海绵内芯

(14)与橡胶网筒(11)之间设置有液体转移装置(2)；所述液体转移装置(2)包括空心转轴

(21)、橡胶渗液柱(23)、弹性吸液棉板(24)、主动齿盘(25)和从动齿盘(26)；所述橡胶网筒

(11)的内部两侧壁上均匀开设多个滑动槽(111)，且多个滑动槽(111)内通过转动滑套(22)

转动安装有空心转轴(21)；所述空心转轴(21)上套接有橡胶渗液柱(23)，且橡胶渗液柱

(23)的外壁上均匀设置有多个弹性吸液棉板(24)，且多个弹性吸液棉板(24)与弹性过滤网

(15)的外壁挤压接触，且弹性吸液棉板(24)与橡胶网筒(11)的内壁接触；所述主动齿盘

(25)设置在转动轴(13)上，且主动齿盘(25)上均匀设置有拨动主齿(251)；所述从动齿盘

(26)设置在空心转轴(21)，且从动齿盘(26)上均匀设置有拨动副齿(261)，且从动齿盘(26)

与主动齿盘(25)相互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橡胶刷滚筒，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槽(111)内设置有弹

性密封圈(6)，且弹性密封圈(6)的内侧壁包裹在转动滑套(22)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橡胶刷滚筒，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渗液柱(23)的外壁上

开设有摆动槽(231)，且摆动槽(231)内通过铰接柱铰接有弹性吸液棉板(24)；所述摆动槽

(231)内设置有弹性密封囊(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橡胶刷滚筒，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齿盘(25)的内部开设

有积液腔(254)，且积液腔(254)内放置有吸液棉，且积液腔(254)与空心转筒连通；所述拨

动主齿(251)上开设有积液槽(252)，且积液槽(252)与积液腔(254)连通；所述积液槽(252)

的顶端设置有波纹导液膜(253)，且波纹导液膜(253)的内侧壁接触有挤压弹簧(4)，且挤压

弹簧(4)的端部与吸液棉接触；所述从动齿盘(26)上设置有吸液膜(262)，且吸液膜(262)位

于拨动副齿(261)之间，且吸液膜(262)内设置有海绵吸液柱(5)，且海绵积吸液柱位于从动

齿盘(26)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橡胶刷滚筒，其特征在于：所述从动齿盘(26)内开设有吸

液腔(263)，且吸液腔(263)内放置有环形海绵层(3)，且环形海绵层(3)内壁和外壁均设置

有弹性滤网；所述空心转轴(21)的外壁上设置有挤挤压拨动块(8)，且挤挤压拨动块(8)与

弹性滤网挤压接触；所述海绵积液柱与环形海绵层(3)的外壁滑动接触；所述吸液腔(263)

与空心转轴(21)通过导液槽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橡胶刷滚筒，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密封囊(7)通过导流

槽与空心转轴(21)连通，且弹性密封囊(7)内侧壁设置有输液膜(71)，且输液膜(71)与弹性

吸液棉板(24)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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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橡胶刷滚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橡胶刷滚筒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橡胶刷滚筒。

背景技术

[0002] 橡胶刷滚筒是日常建筑装饰工程中大面积滚花涂料的常用工具，用橡胶刷滚筒进

行墙面滚花具有滚面范围广、省时省力的功效，橡胶刷滚筒是目前最常用的便捷高效的滚

花工具，滚花橡胶刷滚筒的滚花效果由滚筒表面材料和结构决定，主要材料有化纤纤维、橡

胶和皮革等，结构有雕花、梳齿状条纹等，橡胶滚筒是常用的滚花滚筒，橡胶滚筒由于刻花

形式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滚花效果。

[0003] 而现有的橡胶刷滚筒在使用时，大多都是将滚筒放入到印刷溶液中进行，让滚筒

的表面吸附有大量的涂料溶液，当滚筒带动涂料溶液在墙体上转动时，聚集在滚筒上的涂

料溶液在挤压力的作用下会发生滴落或喷出的现象，进而影响滚筒的对墙面的均匀刷料的

效果，同时造成涂料的浪费现象。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橡胶刷滚筒，本发明主要用于解决

现有的当滚筒带动涂料溶液在墙体上转动时，聚集在滚筒上的涂料溶液在挤压力的作用下

会发生滴落或喷出的现象，进而影响滚筒的对墙面的均匀刷料的效果，同时造成涂料的浪

费现象。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橡胶刷滚筒，包

括滚筒体；所述滚筒体是由橡胶网筒、转动柱、转动轴和海绵内芯组成；所述橡胶网筒的两

侧面设置有转动柱，且转动柱端部设置有转动轴，且转动轴位于橡胶网筒内；所述转动轴的

端部通过轴承转动设置在海绵内芯的两侧，且海绵内芯的外部包裹有弹性过滤网，且海绵

内芯通过空心转筒连通到转动柱的端部；所述海绵内芯与橡胶网筒之间设置有液体转移装

置；所述液体转移装置包括空心转轴、橡胶渗液柱、弹性吸液棉板、主动齿盘和从动齿盘；所

述橡胶网筒的内部两侧壁上均匀开设多个滑动槽，且多个滑动槽内通过转动滑套转动安装

有空心转轴；所述空心转轴上套接有橡胶渗液柱，且橡胶渗液柱的外壁上均匀设置有多个

弹性吸液棉板，且多个弹性吸液棉板与弹性过滤网的外壁挤压接触，且弹性吸液棉板与橡

胶网筒的内壁接触；所述主动齿盘设置在转动轴上，且主动齿盘上均匀设置有拨动主齿；所

述从动齿盘设置在空心转轴，且从动齿盘上均匀设置有拨动副齿，且从动齿盘与主动齿盘

相互啮合；工作时，将待印刷的涂料通过空心转筒填充到海绵内芯中，随着涂料不断的填

充，进而使海绵内芯上吸附有大量的涂料液体，同时海绵内芯填充的涂料溶液会印染到橡

胶网筒的外壁上，进而操作人员将吸附有涂料溶液的滚筒体在墙体上往复的滚动印刷；随

着橡胶网筒的外壁在墙体上不断的转动挤压印刷，进而使内部通过转动齿盘啮合的从动齿

盘转动，进而带动空心转轴在橡胶网筒和海绵内芯之间产生转动，通过转动的空心转动将

会带动弹性吸液棉板，转动的弹性吸液棉板挤压贴合到弹性过滤网上，进而使弹性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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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海绵内芯，使海绵内芯内填充吸附的涂料液体进入到弹性吸液棉板上，随着橡胶渗液

柱的不断转动，使吸收有涂料溶液的弹性吸液棉板挤压接触到橡胶网筒的内壁上，进而使

弹性吸液棉板上吸附的涂料溶液通过挤压的方式转移到橡胶网筒的外壁上，进而通过橡胶

网筒将涂料溶液印刷到墙体上；通过设置的海绵内芯和弹性过滤网的设置，可以将涂料溶

液通过输液管输送到海绵内芯上，通过弹性过滤网对涂料溶液中结晶体或胶状杂物进行过

滤；再通过橡胶网筒和液体转移装置的配合，可以将海绵内芯内填充吸附的涂料液体通过

弹性吸液棉板转移到橡胶网筒的外壁上，进而通过橡胶网筒将涂料溶液印染到墙体上，有

效的防止了滚筒体上聚集的涂料溶液较多，进而导致涂料溶液在墙体上出现大块聚集或挤

压滴落的现象。

[0006] 优选的，所述滑动槽内设置有弹性密封圈，且弹性密封圈的内侧壁包裹在转动滑

套上；工作时，当橡胶网筒的外壁在墙壁上转动挤压时，内部设置的橡胶渗液柱在外界的挤

压力下通过转动滑套在滑动槽内滑动，进而使从动齿盘与主动齿盘进行紧密啮合，进而增

大弹吸液棉板在海绵内芯上的接触面积，进而增大弹性吸液棉板的吸收涂料溶液的效率，

使得挤压的橡胶网筒能够吸收到足够的涂料溶液；当橡胶网筒脱离挤压后，该处的弹性吸

液棉板在转动滑套的带动下，减小与海绵内芯的接触面积，进而降低橡胶网筒在未接触墙

体时，橡胶网筒的外壁上吸附有较少的涂料溶液，有效的防止了涂料溶液在橡胶网筒上出

现聚集滴落的现象。

[0007] 优选的，所述橡胶渗液柱的外壁上开设有摆动槽，且摆动槽内通过铰接柱铰接有

弹性吸液棉板；所述摆动槽内设置有弹性密封囊；工作时，设置的弹性吸液棉板通过铰接柱

铰接在摆动槽内，当弹性吸液棉板与海绵内芯产生挤压时，弹性过滤网与弹性吸液棉板的

摩擦力，会使弹性吸液棉板产生摆动，同时使弹性密封囊产生挤压，进而增大弹性吸液棉板

的吸收溶液的效率；当弹性吸液棉板与海绵内芯脱离挤压时，弹性密封囊的恢复力会推动

弹性吸液棉板的端部产生甩动，使弹性吸液棉板能够以甩动的方式贴合在橡胶网筒的内壁

上，进一步弹性吸液棉板与橡胶网筒的接触面积，同时弹性吸液棉板的甩动的冲击力能够

使内部的涂料溶液充分的吸附在橡胶网筒的内壁上，进而增大弹性吸液棉板对液体的转移

接触能力。

[0008] 优选的，所述主动齿盘的内部开设有积液腔，且积液腔内放置有吸液棉，且积液腔

与空心转筒连通；所述拨动主齿上开设有积液槽，且积液槽与积液腔连通；所述积液槽的顶

端设置有波纹导液膜，且波纹导液膜的内侧壁接触有挤压弹簧，且挤压弹簧的端部与吸液

棉接触；所述从动齿盘上设置有吸液膜，且吸液膜位于拨动副齿之间，且吸液膜内设置有海

绵吸液柱，且海绵积吸液柱位于从动齿盘内；工作时，当主动齿盘带动从动齿盘转动时，主

动齿盘上设置的拨动主齿会啮合到相邻的拨动副齿之间，使拨动副齿之间设置的吸液膜和

海绵吸液柱能够挤压波纹导液膜，进而使波纹导液膜产生凹陷，凹陷的波纹导液膜会挤压

挤压弹簧，使吸液棉上吸附的涂料溶液挤压进入到积液槽内，进而使积液槽内的填充的涂

料溶液通过波纹导液膜进入到吸液膜内，同时设置的海绵吸液柱能够吸收吸液膜上聚集的

涂料溶液，进而随着主动齿盘和从动齿盘的产生间啮合转动，进而使从动齿盘内不断的吸

收涂料溶液，进而增大液体转移装置对涂料溶液的转移能力。

[0009] 优选的，所述从动齿盘内开设有吸液腔，且吸液腔内放置有环形海绵层，且环形海

绵层内壁和外壁均设置有弹性滤网；所述空心转轴的外壁上设置有挤挤压拨动块，且挤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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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拨动块与弹性滤网挤压接触；所述海绵积液柱与环形海绵层的外壁滑动接触；所述吸液

腔与空心转轴通过导液槽连通；工作时，当空心转轴转动时，会带动挤挤压拨动块挤压拨动

环形海绵层在吸液腔内转动，同时，当波纹导液膜产生凹陷时，挤压弹簧的反作用力会使海

绵吸液柱在吸液腔内滑动，进而转动的环形海绵层会挤压海绵积液柱，金进而使海绵积液

柱上吸收的涂料溶液挤压转移的环形海绵层内，随着环形海绵层内不断的吸收涂料溶液，

进而转动的挤挤压拨动块会挤压环形海绵层，进而使环形海绵层吸附的涂料溶液通过导液

槽进入空心转轴内，随着空心转轴不断的收集溶液，空心转轴内的溶液会渗入到橡胶渗液

柱内，进而增大橡胶渗液柱对涂料溶液的吸附能力，同时吸附在橡胶渗液柱上的涂料溶液

会补充到弹性吸液棉板上，进而增大弹性吸液棉板吸收溶液的能力。

[0010] 优选的，所述弹性密封囊通过导流槽与空心转轴连通，且弹性密封囊内侧壁设置

有输液膜，且输液膜与弹性吸液棉板接触；工作时，当弹性密封囊脱离挤压时，弹性密封囊

的膨胀会通过导流槽将空心转轴内的溶液吸入到弹性密封囊内，使弹性密封囊填充有部分

溶液；当弹性密封囊挤压时，内部的涂料溶液会通过输液膜进入到弹性吸液棉板上，进而增

大弹性吸液棉板吸收涂料液体的能力；同时增大弹性吸液棉板对涂料溶液的转移效果。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2] 1.本发明通过设置的海绵内芯和弹性过滤网的设置，可以将涂料溶液通过输液管

输送到海绵内芯上，通过弹性过滤网对涂料溶液中结晶体或胶状杂物进行过滤；再通过橡

胶网筒和液体转移装置的配合，可以将海绵内芯内填充吸附的涂料液体通过弹性吸液棉板

转移到橡胶网筒的外壁上；通过橡胶网筒将涂料溶液印染到墙体上，有效的防止了滚筒体

上聚集的涂料溶液较多，进而导致涂料溶液在墙体上出现大块聚集或挤压滴落的现象。

[0013] 2.本发明通过摆动设置的弹性吸液棉板，弹性吸液棉板与海绵内芯脱离挤压时，

弹性密封囊的恢复力会推动弹性吸液棉板的端部产生甩动，使弹性吸液棉板能够以甩动的

方式贴合在橡胶网筒的内壁上，进一步弹性吸液棉板与橡胶网筒的接触面积，同时弹性吸

液棉板的甩动的冲击力能够使内部的涂料溶液充分的吸附在橡胶网筒的内壁上，进而增大

弹性吸液棉板对液体的转移接触能力。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图2中A-A处剖视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橡胶渗液柱和弹性吸液棉板连接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图2中B-B处剖视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图5中C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中：滚筒体1、橡胶网筒11、滑动槽111、转动柱12、转动轴13、海绵内芯14、弹性过

滤网15、液体转移装置2、空心转轴21、转动滑套22、橡胶渗液柱23、摆动槽231、弹性吸液棉

板24、主动齿盘25、拨动主齿251、积液槽252、波纹导液膜253、积液腔254、从动齿盘26、拨动

副齿261、吸液膜262、吸液腔263、环形海绵层3、挤压弹簧4、海绵吸液柱5、弹性密封圈6、弹

性密封囊7、输液膜71、挤挤压拨动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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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使用图1-图6对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一种橡胶刷滚筒进行如下说明。

[0023] 如图1-图6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橡胶刷滚筒，包括滚筒体1；所述滚筒体1是由

橡胶网筒11、转动柱12、转动轴13和海绵内芯14组成；所述橡胶网筒11的两侧面设置有转动

柱12，且转动柱12端部设置有转动轴13，且转动轴13位于橡胶网筒11内；所述转动轴13的端

部通过轴承转动设置在海绵内芯14的两侧，且海绵内芯14的外部包裹有弹性过滤网15，且

海绵内芯14通过空心转筒连通到转动柱12的端部；所述海绵内芯14与橡胶网筒11之间设置

有液体转移装置2；所述液体转移装置2包括空心转轴21、橡胶渗液柱23、弹性吸液棉板24、

主动齿盘25和从动齿盘26；所述橡胶网筒11的内部两侧壁上均匀开设多个滑动槽111，且多

个滑动槽111内通过转动滑套22转动安装有空心转轴21；所述空心转轴21上套接有橡胶渗

液柱23，且橡胶渗液柱23的外壁上均匀设置有多个弹性吸液棉板24，且多个弹性吸液棉板

24与弹性过滤网15的外壁挤压接触，且弹性吸液棉板24与橡胶网筒11的内壁接触；所述主

动齿盘25设置在转动轴13上，且主动齿盘25上均匀设置有拨动主齿251；所述从动齿盘26设

置在空心转轴21，且从动齿盘26上均匀设置有拨动副齿261，且从动齿盘26与主动齿盘25相

互啮合；工作时，将待印刷的涂料通过空心转筒填充到海绵内芯14中，随着涂料不断的填

充，进而使海绵内芯14上吸附有大量的涂料液体，同时海绵内芯14填充的涂料溶液会印染

到橡胶网筒11的外壁上，进而操作人员将吸附有涂料溶液的滚筒体1在墙体上往复的滚动

印刷；随着橡胶网筒11的外壁在墙体上不断的转动挤压印刷，进而使内部通过转动齿盘啮

合的从动齿盘26转动，进而带动空心转轴21在橡胶网筒11和海绵内芯14之间产生转动，通

过转动的空心转动将会带动弹性吸液棉板24，转动的弹性吸液棉板24挤压贴合到弹性过滤

网15上，进而使弹性过滤网15挤压海绵内芯14，使海绵内芯14内填充吸附的涂料液体进入

到弹性吸液棉板24上，随着橡胶渗液柱23的不断转动，使吸收有涂料溶液的弹性吸液棉板

24挤压接触到橡胶网筒11的内壁上，进而使弹性吸液棉板24上吸附的涂料溶液通过挤压的

方式转移到橡胶网筒11的外壁上，进而通过橡胶网筒11将涂料溶液印刷到墙体上；通过设

置的海绵内芯14和弹性过滤网15的设置，可以将涂料溶液通过输液管输送到海绵内芯14

上，通过弹性过滤网15对涂料溶液中结晶体或胶状杂物进行过滤；再通过橡胶网筒11和液

体转移装置2的配合，可以将海绵内芯14内填充吸附的涂料液体通过弹性吸液棉板24转移

到橡胶网筒11的外壁上，进而通过橡胶网筒11将涂料溶液印染到墙体上，有效的防止了滚

筒体1上聚集的涂料溶液较多，进而导致涂料溶液在墙体上出现大块聚集或挤压滴落的现

象。

[0024] 如图2所示，所述滑动槽111内设置有弹性密封圈6，且弹性密封圈6的内侧壁包裹

在转动滑套22上；工作时，当橡胶网筒11的外壁在墙壁上转动挤压时，内部设置的橡胶渗液

柱23在外界的挤压力下通过转动滑套22在滑动槽111内滑动，进而使从动齿盘26与主动齿

盘25进行紧密啮合，进而增大弹吸液棉板在海绵内芯14上的接触面积，进而增大弹性吸液

棉板24的吸收涂料溶液的效率，使得挤压的橡胶网筒11能够吸收到足够的涂料溶液；当橡

胶网筒11脱离挤压后，该处的弹性吸液棉板24在转动滑套22的带动下，减小与海绵内芯14

的接触面积，进而降低橡胶网筒11在未接触墙体时，橡胶网筒11的外壁上吸附有较少的涂

料溶液，有效的防止了涂料溶液在橡胶网筒11上出现聚集滴落的现象。

[0025]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橡胶渗液柱23的外壁上开设有摆动槽231，且摆动槽23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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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铰接柱铰接有弹性吸液棉板24；所述摆动槽231内设置有弹性密封囊7；工作时，设置的

弹性吸液棉板24通过铰接柱铰接在摆动槽231内，当弹性吸液棉板24与海绵内芯14产生挤

压时，弹性过滤网15与弹性吸液棉板24的摩擦力，会使弹性吸液棉板24产生摆动，同时使弹

性密封囊7产生挤压，进而增大弹性吸液棉板24的吸收溶液的效率；当弹性吸液棉板24与海

绵内芯14脱离挤压时，弹性密封囊7的恢复力会推动弹性吸液棉板24的端部产生甩动，使弹

性吸液棉板24能够以甩动的方式贴合在橡胶网筒11的内壁上，进一步弹性吸液棉板24与橡

胶网筒11的接触面积，同时弹性吸液棉板24的甩动的冲击力能够使内部的涂料溶液充分的

吸附在橡胶网筒11的内壁上，进而增大弹性吸液棉板24对液体的转移接触能力。

[0026] 如图5和图6所示，所述主动齿盘25的内部开设有积液腔254，且积液腔254内放置

有吸液棉，且积液腔254与空心转筒连通；所述拨动主齿251上开设有积液槽252，且积液槽

252与积液腔254连通；所述积液槽252的顶端设置有波纹导液膜253，且波纹导液膜253的内

侧壁接触有挤压弹簧4，且挤压弹簧4的端部与吸液棉接触；所述从动齿盘26上设置有吸液

膜262，且吸液膜262位于拨动副齿261之间，且吸液膜262内设置有海绵吸液柱5，且海绵积

吸液柱位于从动齿盘26内；工作时，当主动齿盘25带动从动齿盘26转动时，主动齿盘25上设

置的拨动主齿251会啮合到相邻的拨动副齿261之间，使拨动副齿261之间设置的吸液膜262

和海绵吸液柱5能够挤压波纹导液膜253，进而使波纹导液膜253产生凹陷，凹陷的波纹导液

膜253会挤压挤压弹簧4，使吸液棉上吸附的涂料溶液挤压进入到积液槽252内，进而使积液

槽252内的填充的涂料溶液通过波纹导液膜253进入到吸液膜262内，同时设置的海绵吸液

柱5能够吸收吸液膜262上聚集的涂料溶液，进而随着主动齿盘25和从动齿盘26的产生间啮

合转动，进而使从动齿盘26内不断的吸收涂料溶液，进而增大液体转移装置2对涂料溶液的

转移能力。

[0027]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从动齿盘26内开设有吸液腔263，且吸液腔263内放置有环

形海绵层3，且环形海绵层3内壁和外壁均设置有弹性滤网；所述空心转轴21的外壁上设置

有挤挤压拨动块8，且挤挤压拨动块8与弹性滤网挤压接触；所述海绵积液柱与环形海绵层3

的外壁滑动接触；所述吸液腔263与空心转轴21通过导液槽连通；工作时，当空心转轴21转

动时，会带动挤挤压拨动块8挤压拨动环形海绵层3在吸液腔263内转动，同时，当波纹导液

膜253产生凹陷时，挤压弹簧4的反作用力会使海绵吸液柱5在吸液腔263内滑动，进而转动

的环形海绵层3会挤压海绵积液柱，金进而使海绵积液柱上吸收的涂料溶液挤压转移的环

形海绵层3内，随着环形海绵层3内不断的吸收涂料溶液，进而转动的挤挤压拨动块8会挤压

环形海绵层3，进而使环形海绵层3吸附的涂料溶液通过导液槽进入空心转轴21内，随着空

心转轴21不断的收集溶液，空心转轴21内的溶液会渗入到橡胶渗液柱23内，进而增大橡胶

渗液柱23对涂料溶液的吸附能力，同时吸附在橡胶渗液柱23上的涂料溶液会补充到弹性吸

液棉板24上，进而增大弹性吸液棉板24吸收溶液的能力。

[0028]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弹性密封囊7通过导流槽与空心转轴21连通，且弹性密封囊

7内侧壁设置有输液膜71，且输液膜71与弹性吸液棉板24接触；工作时，当弹性密封囊7脱离

挤压时，弹性密封囊7的膨胀会通过导流槽将空心转轴21内的溶液吸入到弹性密封囊7内，

使弹性密封囊7填充有部分溶液；当弹性密封囊7挤压时，内部的涂料溶液会通过输液膜71

进入到弹性吸液棉板24上，进而增大弹性吸液棉板24吸收涂料液体的能力；同时增大弹性

吸液棉板24对涂料溶液的转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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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30] 工作时，将待印刷的涂料通过空心转筒填充到海绵内芯14中，随着涂料不断的填

充，进而使海绵内芯14上吸附有大量的涂料液体，同时海绵内芯14填充的涂料溶液会印染

到橡胶网筒11的外壁上，进而操作人员将吸附有涂料溶液的滚筒体1在墙体上往复的滚动

印刷；随着橡胶网筒11的外壁在墙体上不断的转动挤压印刷，进而使内部通过转动齿盘啮

合的从动齿盘26转动，进而带动空心转轴21在橡胶网筒11和海绵内芯14之间产生转动，通

过转动的空心转动将会带动弹性吸液棉板24，转动的弹性吸液棉板24挤压贴合到弹性过滤

网15上，进而使弹性过滤网15挤压海绵内芯14，使海绵内芯14内填充吸附的涂料液体进入

到弹性吸液棉板24上，随着橡胶渗液柱23的不断转动，使吸收有涂料溶液的弹性吸液棉板

24挤压接触到橡胶网筒11的内壁上，进而使弹性吸液棉板24上吸附的涂料溶液通过挤压的

方式转移到橡胶网筒11的外壁上，进而通过橡胶网筒11将涂料溶液印刷到墙体上。

[003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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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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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0032] 虽然本发明是通过具体实施例进行说明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明白，在不脱离

本发明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变换及等同替代。另外，针对特定情形或材

料，可以对本发明做各种修改，而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因此，本发明不局限于所公开的具

体实施例，而应当包括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范围内的全部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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