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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属于

涂刷设备领域，本设备包括上方分别安置有料筒

和升降板的底板，升降板侧方设有可升降的粉刷

机构，粉刷机构通过出料管与料筒连接，出料管

上连接有泵体，底板上设有输出轴在料筒的电

机，输出轴上交错分布有高低位置不同的搅拌

叶，料筒内壁上部至少连接有一个监测器，底板

上设有计算机。本发明采用机械设备粉刷墙体，

粉刷过程中实现收集滴漏的刷浆，智能化控制墙

体粉刷，保证墙体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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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包括上方分别安置有料筒（3）和升降板（7）的底板（1），所述的

升降板（7）侧方设有可升降的粉刷机构（9），所述的粉刷机构（9）通过出料管（4）与料筒（3）

连接，所述的出料管（4）上连接有泵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板（1）上设有输出轴在料筒

（3）的电机（301），所述的输出轴上交错分布有高低位置不同的搅拌叶（302），所述的料筒

（3）内壁上部至少连接有一个监测器（5），所述的底板（1）上设有计算机（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料筒（3）上部分别

安装有进料管（303）和出料管（4），所述的出料管（4）上装有泵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监测器为：数显砂

浆稠度仪、砂浆密度仪、砂浆分层度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刷机构（9）包括

末端与升降机构（7）连接的连接管（905），所述的连接管（905）侧方连接有出料管（4），所述

的连接管（905）端部两侧设有Y型连接架（901），所述的连接架（901）之间通过转轴（904）连

接有滚刷轮（903），所述的连接架（901）下方通过连接绳连接有接料板（906），所述的连接管

（905）端部连接有用于喷砂且与滚刷轮（903）对应的喷管（90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管（905）内安

置有管径小于连接管（905）的网管（905b），所述的网管（905b）出料端连接有短管（905a），所

述的网管（905b）内壁上交错设置有锥台（905c），所述的锥台（905c）表面设有长方体状的导

流块（905d），所述的导流块（905d）侧面均布弧形凹凸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刷机构（9）上安

置有烘干装置（10），

优选的，所述烘干装置（10）为冷风干燥装置；

优选的，所述烘干装置（10）为热风干燥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刷机构（9）同一

侧面的升降机构（7）上部设有红外线计数器（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升降机构（7）包括

一侧面镂空的升降主体，所述的升降主体内竖直设有螺旋杆（701），所述螺旋杆（701）上下

端与升降主体均通过轴承连接，升降主体下部设有用于驱动螺旋杆（701）旋转的锥齿轮组

（703），所述的螺旋杆（701）上配合连接有升降块（704）。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板（1）表面还安

置有蓄电池（2），底面连接有滚轮（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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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涂刷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装潢是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简称。建筑装饰是为保护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完

善建筑物的物理性能、使用功能和美化建筑物，在粉刷涂料前需使用水泥砂浆对砖块结构

表面进行涂刷，再采用涂料、装饰装修材料或饰物对建筑物的内外表面及空间进行的各种

处理过程。现有的对于内墙体的装饰装潢，大多需要粉刷墙体，对于墙体的粉刷现有的一般

采用粉刷辊包裹水泥砂浆后推动使其旋转涂在内墙壁上，但现有结构一般采用人工方法涂

覆，对于工人的手法及经验对施工的结果影响很大，无法做到统一性，且工人需要手举粉刷

辊垂直涂覆已到达良好效果，劳动强度大，粉刷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粉刷浆液滴漏，再弄脏了

周围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采用机械设备粉刷墙体，粉刷过程中实现收集滴

漏的刷浆，智能化控制墙体粉刷，保证墙体施工质量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方案为：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包括上方分别安

置有料筒和升降板的底板，升降板侧方设有可升降的粉刷机构，粉刷机构通过出料管与料

筒连接，出料管上连接有泵体，底板上设有输出轴在料筒的电机，输出轴上交错分布有高低

位置不同的搅拌叶，料筒内壁上部至少连接有一个监测器，底板上设有计算机。通过机械设

备对墙体进行粉刷，代替人工粉刷，降低人员劳动力同时机械操作粉刷质量更高，整个粉刷

过程通过计算机进行监控，实时收集装置上各部件的参数，对参数进行分析，决策粉刷参数

是否进行改变，实时优化粉刷参数，可实现粉刷过程中无滴漏刷浆的情况出现，对墙体施工

质量的提升起到极大作用，并缩短施工时间。料筒内设置电机输出轴及搅拌叶可对粉刷的

刷浆进行搅拌作用，避免刷浆出现沉淀、分层等现象影响墙体施工质量。

[0005] 优选的，料筒上部分别安装有进料管和出料管，出料管上装有泵体。进料管的设置

可将粉刷原料放入料筒内，由电机及搅拌叶对粉刷原料进行搅拌工作，出料管的进管口设

置于料筒下部便于对料筒内的刷浆原料抽取，避免出料管进管口位于料筒上部导致无法抽

取料筒下部原料的情况出现。

[0006] 优选的，监测器为：数显砂浆稠度仪、砂浆密度仪、砂浆分层度仪。可实现对粉刷原

料的砂浆的流动性、砂浆密度、砂浆分层情况进行监控，实时将监测数据反馈至计算机对各

参数进行分析，决策粉刷参数是否进行改变，实时优化粉刷参数。

[0007] 优选的，粉刷机构包括末端与升降机构连接的连接管，连接管侧方连接有出料管，

连接管端部两侧设有Y型连接架，连接架之间通过转轴连接有滚刷轮，连接架下方通过连接

绳连接有接料板，连接管端部连接有用于喷砂且与滚刷轮对应的喷管。利用升降机构实现

粉刷机构上下升降，该方式可保证每次粉刷机构上下升降对墙体粉刷稳定性，相比与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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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不会受到工人的手法及经验对施工的结果影响，而在粉刷过程中为避免粉刷的刷浆

滴落设置接料板解决刷浆滴落的情况出现，连接管接收出料管抽取的刷浆，由于出料管上

设有泵体，可促使刷浆从喷管中喷出驱动滚刷轮转动，同时将刷浆喷到滚刷轮上实现给料。

[0008] 优选的，连接管内安置有管径小于连接管的网管，网管出料端连接有短管，网管内

壁上交错设置有锥台，锥台表面设有长方体状的导流块，导流块侧面均布弧形凹凸面。出料

管由泵体将搅拌混合过的水泥刷浆抽取送入连接管中，水泥砂浆在连接管中具有一定的流

动速度，砂浆受挤压力从网管中流过，在经过网管时砂浆受锥台及导流块的引导作用砂浆

流速不断不规则增速，砂浆在网管网目及短管时，砂浆的含气量不断降低，使得水泥砂浆孔

结构改变，孔间距系数减小，实现水泥砂浆在粉刷后形成的粉刷层凝固过程中，水向外逸出

受到阻力减小，水可从毛细管经过快速外逸出，缩小了在粉刷时粉刷层的收缩力，同时粘结

面上的剪应力小于粘接面的抗剪强度，解决了粉刷层出现空鼓的问题，有效提高墙体施工

质量。

[0009] 优选的，粉刷机构上安置有烘干装置，烘干装置为冷风干燥装置；烘干装置为热风

干燥装置。在墙体粉刷结束后为提高粉刷墙体施工速度可利用烘干装置对墙体进行烘干处

理，加快墙体施工速度，根据施工环境选择烘干装置为热风干燥装置或冷风干燥装置。

[0010] 优选的，粉刷机构同一侧面的升降机构上部设有红外线计数器。优选红外线计数

器为反射式红外线计数器，可对粉刷机构在墙体上下升降的次数，统计滚刷轮来回滚动次

数，并将参数反馈计算机进行分析与决策，优化粉刷参数。

[0011] 优选的，升降机构包括一侧面镂空的升降主体，升降主体内竖直设有螺旋杆，螺旋

杆上下端与升降主体均通过轴承连接，升降主体下部设有用于驱动螺旋杆旋转的锥齿轮

组，螺旋杆上配合连接有升降块。升降机构通过锥齿轮组驱动螺旋杆旋转带动升降块上下

升降，即可实现与升降块连接的连接管上下升降，从而带动滚刷轮上下升降对墙体进行粉

刷。

[0012] 优选的，底板表面还安置有蓄电池，底面连接有滚轮。蓄电池的设置便于装置持续

工作或户外工作，滚轮的设置便于装置移动，提高装置的灵活度。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通过机械设备对墙体进行粉刷，代替人工粉刷，降低人员劳动力同时机械操作

粉刷质量更高；

[0015] 2)整个粉刷过程通过计算机进行监控，实时收集装置上各部件的参数，对参数进

行分析，决策粉刷参数是否进行改变，实时优化粉刷参数，可实现粉刷过程中无滴漏刷浆的

情况出现，对墙体施工质量的提升起到极大作用，并缩短施工时间；

[0016] 3)解决了粉刷层出现空鼓的问题，有效提高墙体施工质量；

[0017] 4)可实现对粉刷原料的砂浆的流动性、砂浆密度、砂浆分层情况进行监控，统计滚

刷轮来回滚动次数，实时将监测数据反馈至计算机对各参数进行分析，决策粉刷参数是否

进行改变，实时优化粉刷参数。

[0018] 本发明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提供一种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弥

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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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粉刷机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连接管剖视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的导流块俯视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粉刷过程中计算机控制流程图。附图

标记说明：1.底板；101.滚轮；2.蓄电池；3.料筒；301.电机；302.搅拌叶；  303.进料管；4.出

料管；5.监测器；6.计算机；7.升降机构；701.螺旋杆；702.轴承；703.锥齿轮组；704.升降

块；8.红外线计数器；9.粉刷机构；901.连接架；902. 喷管；903.滚刷轮；904.转轴；905.连

接管；905a.短管；905b.网管；905c.锥台；  905d .导流块；906.接料板；10.烘干装置；11.墙

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4所示，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包括上方分别安置有料筒3和升降板7的底板

1，升降板7侧方设有可升降的粉刷机构9，粉刷机构9通过出料管4  与料筒3连接，出料管4上

连接有泵体，底板1上设有输出轴在料筒3的电机  301，输出轴上交错分布有高低位置不同

的搅拌叶302，料筒3内壁上部至少连接有一个监测器5，底板1上设有计算机6。通过机械设

备对墙体11进行粉刷，代替人工粉刷，降低人员劳动力同时机械操作粉刷质量更高，整个粉

刷过程通过计算机6进行监控，实时收集装置上各部件的参数，对参数进行分析，决策粉刷

参数是否进行改变，实时优化粉刷参数，可实现粉刷过程中无滴漏刷浆的情况出现，对墙体

施工质量的提升起到极大作用，并缩短施工时间。料筒3内设置电机  301输出轴及搅拌叶

302可对粉刷的刷浆进行搅拌作用，避免刷浆出现沉淀、分层等现象影响墙体施工质量。

[0027] 料筒3上部分别安装有进料管303和出料管4，出料管4上装有泵体。进料管303的设

置可将粉刷原料放入料筒3内，由电机301及搅拌叶302对粉刷原料进行搅拌工作，出料管4

的进管口设置于料筒3下部便于对料筒内的刷浆原料抽取，避免出料管4进管口位于料筒3

上部导致无法抽取料筒3下部原料的情况出现。

[0028] 监测器为：数显砂浆稠度仪、砂浆密度仪、砂浆分层度仪。可实现对粉刷原料的砂

浆的流动性、砂浆密度、砂浆分层情况进行监控，实时将监测数据反馈至计算机6对各参数

进行分析，决策粉刷参数是否进行改变，实时优化粉刷参数。

[0029] 粉刷机构9包括末端与升降机构7连接的连接管905，连接管905侧方连接有出料管

4，连接管905端部两侧设有Y型连接架901，连接架901之间通过转轴904连接有滚刷轮903，

连接架901下方通过连接绳连接有接料板906，连接管905端部连接有用于喷砂且与滚刷轮

903对应的喷管902。利用升降机构7实现粉刷机构9上下升降，该方式可保证每次粉刷机构9

上下升降对墙体粉刷稳定性，相比与工人操作，不会受到工人的手法及经验对施工的结果

影响，而在粉刷过程中为避免粉刷的刷浆滴落设置接料板906解决刷浆滴落的情况出现，连

接管  905接收出料管4抽取的刷浆，由于出料管4上设有泵体，可促使刷浆从喷管902  中喷

出驱动滚刷轮903转动，同时将刷浆喷到滚刷轮903上实现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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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连接管905内安置有管径小于连接管905的网管905b，网管905b出料端连接有短管

905a，网管905b内壁上交错设置有锥台905c，锥台905c表面设有长方体状的导流块905d，导

流块905d侧面均布弧形凹凸面。出料管4由泵体将搅拌混合过的水泥刷浆抽取送入连接管

905中，水泥砂浆在连接管905中具有一定的流动速度，砂浆受挤压力从网管905d中流过，在

经过网管905d时砂浆受锥台  905c及导流块905d的引导作用砂浆流速不断不规则增速，砂

浆在网管905d网目及短管905a时，砂浆的含气量不断降低，使得水泥砂浆孔结构改变，孔间

距系数减小，实现水泥砂浆在粉刷后形成的粉刷层凝固过程中，水向外逸出受到阻力减小，

水可从毛细管经过快速外逸出，缩小了在粉刷时粉刷层的收缩力，同时粘结面上的剪应力

小于粘接面的抗剪强度，解决了粉刷层出现空鼓的问题，有效提高墙体施工质量。

[0031] 粉刷机构9上安置有烘干装置10，烘干装置10为冷风干燥装置；烘干装置  10为热

风干燥装置。在墙体11粉刷结束后为提高粉刷墙体施工速度可利用烘干装置10对墙体11进

行烘干处理，加快墙体施工速度，根据施工环境选择烘干装置10为热风干燥装置或冷风干

燥装置。

[0032] 粉刷机构9同一侧面的升降机构7上部设有红外线计数器8。优选红外线计数器8为

反射式红外线计数器8，可对粉刷机构9在墙体11上下升降的次数，统计滚刷轮903来回滚动

次数，并将参数反馈计算机6进行分析与决策，优化粉刷参数。

[0033] 升降机构7包括一侧面镂空的升降主体，升降主体内竖直设有螺旋杆701，螺旋杆

701上下端与升降主体均通过轴承连接，升降主体下部设有用于驱动螺旋杆701旋转的锥齿

轮组703，螺旋杆701上配合连接有升降块704。升降机构7  通过锥齿轮组703驱动螺旋杆701

旋转带动升降块704上下升降，即可实现与升降块704连接的连接管905上下升降，从而带动

滚刷轮903上下升降对墙体11  进行粉刷。

[0034] 底板1表面还安置有蓄电池2，底面连接有滚轮101。蓄电池2的设置便于装置持续

工作或户外工作，滚轮101的设置便于装置移动，提高装置的灵活度。

[0035] 实施例2：

[0036] 本发明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实际工作时：将粉刷的水泥浆液原料倒入料筒  3

内，通过电机301对原料进行搅拌防止原料下沉或分层，通过滚轮101将装置推至墙体11附

近，控制涂刷距离，启动出料管4上的泵体抽取水泥砂浆输送到连接管905内并由喷管902将

砂浆喷出驱动滚刷轮903转动，同时将刷浆喷到滚刷轮903上实现给料，升降机构7通过锥齿

轮组703驱动螺旋杆701旋转带动升降块704上下升降，带动滚刷轮903上下升降对墙体11进

行粉刷，在墙体11  粉刷结束后为提高粉刷墙体施工速度可利用烘干装置10对墙体11进行

烘干处理，加快墙体施工速度。整个涂刷过程中通过红外线计数器8、数显砂浆稠度仪、砂浆

密度仪、砂浆分层度仪，实现对粉刷原料的砂浆的流动性、砂浆密度、砂浆分层情况进行监

控，统计滚刷轮903来回滚动次数，实时将监测数据反馈至计算机  6对各参数进行分析，决

策粉刷参数是否进行改变，实时优化粉刷参数。

[0037] 参照图5所示，本发明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粉刷过程中计算机6控制流程为：

[0038] S1：输入涂刷参数，例如墙体涂刷次数，电机301转速、升降机构7升降距离等参数；

[0039] S2：发送进行涂刷操作指令，控制装置个部件协调运作进行墙体涂刷操作；

[0040] S3：收集红外线计数器8、数显砂浆稠度仪、砂浆密度仪、砂浆分层度仪监测数据，

分析并优化，优化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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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δ＝δm-δc＝μmIm-μcLc

[0042] σm＝Emεm

[0043] p＝σmAm＝σmbI

[0044] T＝P/A

[0045] 式中：δm为粉刷层的形变值；δc为混凝土基层的变形值；μm为砂浆的变形率，含收

缩、温度变形；Im为砂浆层的计算长度；μc为水泥砂浆固化后变形率，含收缩、温度变形；Lc为

水泥砂浆固化后的计算长度；Em为砂浆的弹性模量；εm为砂浆的应变；b为砂浆厚度；I为砂浆

宽度；A为粘接面面积；

[0046] S4：根据步骤3优化后的参数，再次发送进行涂刷操作指令，控制装置个部件协调

运作进行墙体涂刷操作；

[0047] S5：结束程序。

[0048] 通过将红外线计数器8、数显砂浆稠度仪、砂浆密度仪、砂浆分层度仪监测数据进

行实时收集，根据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再通过计算程序进行优化，决策是否对S1步骤的涂刷

参数进行改变，实现涂刷参数优化，对墙体施工质量的提升起到极大作用，缩短施工时间，

相比于人工凭经验进行涂刷，采用计算机6控制各部件并对涂刷参数进行优化的方式可降

低人员劳动力同时机械操作粉刷质量更高，墙体施工质量高且稳定。

[0049] 涂刷试验：

[0050] 采用人工涂刷方式与本发明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进行涂刷试验；

[0051] 在1平米的墙面上进行涂刷；

[0052] 评定标准采用GBJ301-88《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和GB50210-2001 《建筑装

饰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标准进行评定；

[0053] 结果：

[0054] 人工涂刷：涂层的层数和厚度符合设计规定，评分等级为三级；

[0055] 采用本发明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涂层的层数和厚度符合设计规定，评分等级

为一级；

[0056] 在涂覆后6个月后进行粉刷层空鼓检测，人工涂覆的墙面出现空鼓的情况，而本发

明的节能型墙体粉刷装置涂覆的墙面无空鼓情况出现。

[0057] 上述实施例中的常规技术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现有技术，在此不作详细叙

述。

[0058]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等同

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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