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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明之課題係減低或避免於向媒體接收托盤排出媒體中該媒體壓曲之虞，而正確地將複數張 

媒體堆疊於托盤。

本發明之媒體排出裝置包含：排出滾筒對36，其具備藉由驅動源之動力驅動並輸送媒體P之排 

出驅動滾筒36a與接於排出驅動滾筒36a而從動旋轉之排出從動滾筒36b ；及媒體接收托盤18，其 

接收藉由排出滾筒對36輸送並排出之媒體P ；且媒體接收托盤18包含使自排出滾筒對36排出之 

媒體P之前端以對於媒體載置面以特定角度進入之方式導引之導引構件44 ；導引構件44係以可於 

對於媒體接收托盤18之媒體載置面18a進退之方向彈性變位地設置，並對應於排出至媒體接收托 

盤18之媒體P之按壓荷重之增加而向對於媒體載置面18a接近之方向變位。

A medium discharge device includes a discharge roller pair that is provided with a discharge driving 
roller which feeds a medium by being driven with motive force of a driving source and a discharge driven 
roller which drivably rotates in contact with the discharge driving roller, and a medium receiving tray which 
receives the medium that is fed and discharged by the discharge roller pair, in which the medium receiving 
tray includes a guide member which guides such that a tip end of the medium which is discharged from the 
discharge roller pair enters the medium mounting surface at a predetermined angle, and the guide member 
is provided to be elastically displaceable in an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dire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medium 
mounting surface of the medium receiving tray and is displaced in a direction coming close to the medium 
mounting surface according to raising of a pressing load due to the medium that is discharged to the medium 
receiving tray.

指定代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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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簡單說明：

18 · · ·排紙托盤

18a - · ·媒體載置面

24 - · •排出口

44· · ·導引構件

46a · · •托盤構件

46b · · ·托盤構件

46c· · •托盤構件

46d · · •托盤構件

X···方向

Y-·•方向

Z··.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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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說明書】

【中文發明名稱】

圖像讀取裝置

【英文發明名稱】

IMAGE READING APPARATUS

【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將媒體向裝置外部排出且堆疊之媒體排出裝置及 

包含媒體排出裝置之圖像讀取裝置。

【先前技術】

於圖像讀取裝置之一例之掃描器，存在以設置有作為媒體之原稿之

自動送給裝置（亦稱為ADF（Auto Document Feeder :自動送稿器）），且可 

進行複數張原稿之自動送給與讀取之方式構成者。所送給之複數張原稿於 

設置於上述自動送給裝置之搬送方向下游側之圖像讀取部中被讀取。

於如此之掃描器中，存在包含以於上述圖像讀取部之下游側設置有 

排出滾筒對，將原稿向裝置外部排出，同時於接收排出之複數張原稿之排 

紙接收托盤（亦稱為排紙堆疊器等）按排出順序堆疊之方式構成之媒體排出 

裝置之情況。

例如於專利文獻1，揭示有藉由設置於作為上述圖像讀取部之攝像部

130之下游側之第2搬送滾筒140及第2從動滾筒141向裝置外排出用紙，且 

用紙堆疊於作為排紙接收托盤之前表面蓋105a、上表面蓋105b及輔助蓋 

105c之構成之媒體排出裝置。

［先前技術文獻］

第1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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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文獻］

［專利文獻1］日本專利特開2014-051338號公報

【發明內容】

［發明欲解決之問題］

於如此之媒體排出裝置中，因將複數張媒體堆疊於排紙接收托盤 ， 

故如圖17所示，以排紙接收托盤100之媒體載置面100a設置於較上述排出 

滾筒對102更下方側，且於上述媒體（符號P）自排出滾筒對102送出後，以 

具有距該排出滾筒對102特定之距離L並相對於上述排紙接收托盤100之媒 

體載置面100a以特定之角度81著陸排出之方式構成。

此處，於媒體P之彈性較強之情形，即剛性較高之媒體之情形，自排 

出滾筒對102送出之媒體P之前端大致筆直行進至著陸點，相對於媒體載 

置面100a以角度81著陸。於媒體P之前端著陸後，媒體P藉由排出滾筒對 

102進一步輸送排出，而載置於排紙接收托盤100。

另一方面，於媒體之彈性較弱之情形，即薄紙等之剛性較低之媒體 

P'（於圖17中以虛線顯示）之情形時，自排出滾筒對102送出之媒體P，於到 

達著陸點A之前因自重下垂，於較著陸點A更靠近媒體搬送方向上游側（例 

如圖17之著陸點B），以較角度81更大之角度82著陸。

若彈性較弱之媒體P'之前端以較大之角度82相對於媒體載置面100a 

著陸，媒體P'藉由排出滾筒對102進一步輸送至下游側，則存在媒體P，之 

前端卡於媒體載置面100a而壓曲之虞。若於先前排出之媒體發生壓曲，則 

增加發生後續之媒體與壓曲之媒體衝突堵塞，或裝載順序逆轉等之異常。

鑒於上述問題點，本發明之目的在於於向排紙接收托盤之媒體之排 

出中減低或避免該媒體發生壓曲之虞，且正確地排出複數張媒體且堆疊於

第2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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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紙接收托盤。

［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

為了解決上述課題，本發明之第1態樣之媒體排出裝置之特徵在於包 

含：排出滾筒對，其包含藉由驅動源之動力驅動並送出媒體之排出驅動滾 

筒與接於上述排出驅動滾筒之排出從動滾筒；及媒體接收托盤，其接收藉 

由上述排出滾筒對輸送排出之上述媒體，且上述媒體接收托盤包含：導引 

構件，其以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體之前端對於上述媒體載置面 

以特定角度進入之方式導引，上述導引構件係可於相對於上述媒體接收托 

盤之上述媒體載置面進退之方向彈性變位地設置，並對應於排出至上述媒 

體接收托盤之上述媒體之按壓荷重之增加而向相對於上述媒體載置面接近 

之方向變位之構成。

根據本態樣，因可藉由上述導引構件導引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 

上述媒體，且相對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媒體載置面以特定之進入角度著 

陸，故可減低或避免於媒體之排出時彈性較弱（剛性較低）之媒體於媒體接 

收托盤上發生壓曲之虞。因此，可抑制後續之媒體堵塞之虞，而可正確地 

將媒體堆疊於媒體接收托盤。

除此之外，上述導引構件於對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上述媒體載置 

面彈性地於進退之方向變位，且對應於排出至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上述媒 

體之按壓荷重之增加而向對於上述媒體載置面接近方向變位。即，於排出 

之媒體張數較多時，上述導引構件以對於上述媒體載置面接近之方式變 

位。藉此，可確保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高度方向（與媒體載置面垂直之方 

向）之裝載空間。

本發明之第2態樣之媒體排出裝置之特徵在於：於第1態樣中，上述

第3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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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構件形成自搬送方向上游側以特定之角度連接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 

上述媒體載置面之向下斜面。

根據本態樣，可以確實對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媒體載置面以特定 

之角度進入之方式導引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體。

本發明之第3態樣之媒體排出裝置之特徵在於：於第1態樣或第2態樣 

中，對於與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媒體搬送方向交叉之寬度方向之一部分設 

置上述導引構件。

根據本態樣，藉由上述導引構件對於上述寬度方向部分地設置，較 

遍及上述寬度方向設置導引構件之情形，可容易地進行該導引構件之彈性 

力之調整。又，可構成簡單且低成本地設置上述導引構件。

本發明之第4態樣之媒體排出裝置之特徵在於：於第3態樣中，上述 

導引構件設置於上述寬度方向之中央部。

根據本態樣，於與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媒體搬送方向交叉之寬度方 

向之中央部中，上述導引構件可確實導引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 

體。尤其，於藉由於與媒體搬送方向交叉之方向之中央部配置並輸送媒體 

之所謂之中心送給而自上述媒體排出裝置之上游側搬送上述媒體之情形 ， 

可高效地導引上述媒體。

本發明之第5態樣之媒體排出裝置之特徵在於：於第3態樣中，上述 

導引構件於相對於上述寬度方向至少以2個部位導引上述媒體。

根據本態樣，因上述導引構件相對上述寬度方向以2個部位以上支持 

並導引上述媒體，故可穩定搬送該媒體。

本發明之第6態樣之媒體排出裝置之特徵在於：於第1態樣至第5態樣 

中任一者中，上述導引構件藉由板彈簧構成。

第4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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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態樣，可簡單且便宜地實現上述導引構件於對於上述媒體接 

收托盤之上述媒體載置面進退之方向彈性變位，且對應於排出至上述媒體 

接收托盤之上述媒體之按壓荷重之增加而向對於上述媒體載置面接近之方 

向變位之構成。

本發明之第7態樣之圖像讀取裝置之特徵在於包含：裝置本體，其包 

含讀取媒體之讀取部；及第1態樣至第6態樣中任一媒體排出裝置，其將於 

上述讀取部讀取之上述媒體排出至上述裝置本體之外部。

根據本態樣，於包含於裝置本體內讀取媒體之讀取部之圖像讀取裝 

置中，將上述媒體朝向上述讀取部送給時，可獲得與第1態樣至第4態樣中 

任一者相同之作用效果。

本發明之第8態樣之圖像讀取裝置之特徵在於，於第7態樣中，上述 

媒體接收托盤構成為可收納於設置於上述裝置本體內之收納部，上述導引 

構件係連動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向上述收納部之收納動作且於向對於上述 

媒體載置面接近之方向變位，與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一起收納於上述收納部 

之構成。

根據本態樣，於將上述媒體接收托盤收納於上述裝置本體內之收納 

部時，可將上述導引構件一同收納於上述收納部。此時，因上述導引構件 

於向相對於上述媒體載置面接近之方向變位，故可省空間地收納上述導引 

構件。

【圖式簡單說明】

圖1係顯示本發明之掃描器之一例之外觀立體圖。

圖2係顯示本發明之掃描器之送給狀態之立體圖。

圖3係於本發明之掃描器以上部單元相對於下部單元打開狀態之情形

第5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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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體圖。

圖4係顯示本發明之掃描器之送給路徑之側剖視圖。

圖5係本發明之掃描器之主要部分放大圖。

圖6係設置於掃描器之媒體排出裝置之側剖視圖。

圖7係針對媒體排出裝置之導引構件進行說明之圖。

圖8係顯示於導引構件導引用紙之狀態之圖。

圖9係顯示於導引構件載置複數張用紙之狀態之圖。

圖10係顯示實施例2之媒體排出裝置之構成之概略側視圖。

圖11係自掃描器之裝置本體伸出排紙托盤之狀態之立體剖視圖。

圖12係將排紙托盤收納於掃描器之裝置本體之狀態之側剖視圖。

圖13係顯示實施例3之媒體排出裝置之主要部分之立體圖。

圖14係顯示實施例4之媒體排出裝置之主要部分之立體圖。

圖15係針對實施例4之媒體排出裝置之另一例進行說明之立體圖。

圖16係顯示實施例5之媒體排出裝置之主要部分之立體圖。

圖17係針對先前技術進行說明之圖。

【實施方式】

〔實施例1〕

首先，針對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之記錄裝置之概略進行說明。作為本 

實施例之圖像讀取裝置之一例，例舉可讀取媒體之正面及背面之至少一面 

之文件掃描器（以下，簡稱為掃描器10）為例。

圖1係顯示本發明之掃描器之一例之外觀立體圖。圖2係顯示本發明 

之掃描器之送給狀態之立體圖。圖3係於本發明之掃描器中以上部單元相 

對於下部單元打開狀態之情形之立體圖。圖4係顯示本發明之掃描器之送

第6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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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路徑之側剖視圖。

圖5係本發明之掃描器之主要部分放大圖。圖6係設置於掃描器之媒 

體排出裝置之側剖視圖。圖7係針對媒體排出裝置之導引構件進行說明之 

圖。圖8係顯示於導引構件導引用紙之狀態之圖。圖9係顯示於導引構件載 

置複數張用紙之狀態之圖。

〈掃描器之概要〉

作為本發明之圖像讀取裝置之掃描器10，如圖1所示，包含：下部單 

元12及上部單元14，其等構成包含讀取原稿圖像之讀取部（後述之圖像讀 

取部34）之裝置本體11 ；紙張支架16，其相對於上部單元14進行開閉；及 

排紙托盤18，其作為接收自裝置本體11排出之用紙P之「媒體接收托 

盤」。

另，於各圖中顯示之X-Y-Z座標系，X方向為裝置寬度方向即用紙寬 

度方向，Y方向為用紙搬送方向。Z方向為與Y方向交叉之方向，大致顯示 

與搬送之用紙之面正交之方向。又，將+Y方向側作為裝置前面側，將-Y 

方向側作為裝置背面側。又，自裝置前面側觀察將右側作為+x方向，將 

左側作為-X方向。又，將+Z方向作為裝置上方（包含上部、上表面等），將 

-Z方向側作為裝置下方（包含下部、下表面等）。

又，於掃描器10中，作為媒體之用紙P為向各圖之+Y方向搬送之構 

成。以下，將搬送用紙P之方向（+Y方向側）稱為「下游」，將與此相反之 

方向（-Y方向側）稱為「上游」。

上部單元14相對於下部單元12以將用紙搬送方向下游側作為轉動支 

點可轉動地安裝於下部單元12。上部單元14可取相對於下部單元12關閉 

並與下部單元12共同構成用紙P之用紙搬送路徑之閉合狀態（參照圖2），與

第7頁（發明說明書） 
C210124PBX20190211C docx



1659917 108年02月11日所提修正

相對於下部單元12向裝置前面側轉動露出用紙P之用紙搬送路徑而可容易 

地進行用紙P之夾紙之處理之打開狀態（參照圖3）。

又，設置有將上部單元14之上部開閉之紙張支架16。

紙張支架16以相對於下部單元12之背面側之上部可轉動地安裝於下 

部單元12。紙張支架16可取如圖1所示覆蓋上部單元14之上部及送給口 

20（圖2）之非送給狀態與如圖2所示自圖1之非送給狀態轉動至裝置背面 

側，開放送給口20，同時紙張支架16之背面（後述之支持面16a）連接於用 

紙P之媒體載置構件22之送給狀態。

又，於下部單元12之裝置前面側設置有自裝置本體11內排出用紙P之 

排出口24與媒體排出裝置42。媒體排出裝置42係由後述之排出滾筒對36 

與可自排出口24向裝置前面側伸出之排紙托盤18構成。排紙托盤18可採 

取收納於設置於下部單元12之底部之收納部50（參照圖4）之狀態（圖1）與伸 

出至裝置前面側之狀態（圖2）。又，於本實施形態中排紙托盤18係連結複 

數個托盤構件46a、46b、46c及46d而構成，對應於排出之用紙P之長度， 

可調整自排出口24之伸出長度。

另，於後文針對排紙托盤18之細部與排紙托盤18向收納部50之收納 

構造進行詳細說明。

〈關於掃描器之送給路徑〉

接著，參照圖4，針對掃描器10之用紙搬送路徑進行說明。

設置於送給口20之用紙P，其前端側（下游側）支持於媒體載置構件22 

之媒體載置面22a，後端側（上游側）藉由處於相對於下部單元12轉動至裝 

置背面側之姿勢之紙張支架16之背面即支持面16a支持並載置。於送給口 

20可設置複數張用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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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置於媒體載置構件22之用紙P，藉由相對於設置有媒體載置構件22 

之下部單元12可旋轉地設置之第1送給滾筒26拾取而送給至下游側（+Y方 

向側）。具體而言，藉由第1送給滾筒26一面接觸於對向於用紙P之媒體載 

置面22a之面，一面旋轉，將用紙P向下游側送給。因此，於掃描器10中 

將複數張用紙P設置於送給口20之情形，自媒體載置構件22之媒體載置面 

22a側之用紙P依次朝向下游側送給。另，第1送給滾筒26以相對於媒體載 

置構件22之媒體載置面22a一部分突出之方式配置。

媒體載置構件22發揮於較第1送給滾筒26更上游側中，支持設置於送 

給口20之用紙P，同時於較第1送給滾筒26更下游側中，作為藉由第1送給 

滾筒26送給之用紙P之搬送路徑之角色。

又，於與第1送給滾筒26對向之位置設置有對第1送給滾筒26側賦能 

之用紙返回構件27，抑制用紙P之多張進紙。

於第1送給滾筒26之下游側，於下部單元12可旋轉地設置有作為「送 

給滾筒」之第2送給滾筒28，於上部單元14可旋轉地設置有分離滾筒30。

第2送給滾筒28與第1送給滾筒26相同，以相對於媒體載置構件22之 

媒體載置面22a一部分突出之方式配置，且藉由一面接觸於對向於用紙P 

之媒體載置面22a之面一面旋轉，而將用紙P朝向下游側送給。

於本實施形態中對於分離滾筒30給予特定之旋轉阻力。且，於藉由 

第1送給滾筒26送給2張以上之用紙P之情形，僅使藉由分離滾筒30分離， 

且與第2送給滾筒28相接之用紙P夾於第2送給滾筒28與分離滾筒30間並送 

給至送給方向下游側。

於第2送給滾筒28之搬送方向下游側設置有搬送滾筒對32、作為「讀 

取部」之圖像讀取部34及構成媒體排出裝置42之排出滾筒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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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實施形態中排出滾筒對36包含：排出驅動滾筒36a，其設置於下 

部單元12 ；及排出從動滾筒36b，其設置於上部單元14，且相對於排出驅 

動滾筒36a從動旋轉。

藉由第2送給滾筒28及分離滾筒30夾住且送給至搬送方向下游側之用 

紙P夾於搬送滾筒對32間，被搬送至位於搬送滾筒對32之下游側之圖像讀 

取裝置34。

搬送滾筒對32包含：搬送驅動滾筒32a，其設置於下部單元12 ；及搬 

送從動滾筒32b，其設置於上部單元14，且相對於搬送驅動滾筒32a從動 

旋轉。

另，於本實施形態中第1送給滾筒26、第2送給滾筒28、搬送驅動滾 

筒32a及排出驅動滾筒36a藉由設置於下部單元12內之至少1個驅動源 

48（圖12）旋轉驅動。

又，第1送給滾筒26、第2送給滾筒28、分離滾筒30及搬送滾筒對32 

係配置於媒體載置構件22之與媒體搬送方向交叉之寬度方向（X軸方向）之 

中央部，將用紙P之寬度方向之中央作為基準進行用紙P之定位，所謂進 

行中心進紙之構成。因此，排出滾筒對36亦設置於X軸方向中央部。

圖像讀取部34包含：上部圖像讀取感測器38，其設置於上部單元14 

側；及下部圖像讀取感測器40，其設置於下部單元12側。於本實施形態 

中，上部圖像讀取感測器38及下部圖像讀取感測器40作為一例作為密著 

型圖像感測器模組（CISM）而構成。

用紙P於圖像讀取部34讀取用紙P之正面或背面之至少一面之圖像 

後，夾於位於圖像讀取部34之搬送方向下游側之排出滾筒對36間且自排 

出口24向排紙托盤18排出。另，圖4中之一點鏈線係顯示用紙P之送給路

第10頁（發明說明書）
C210124PBX20190211C docx



1659917 108年02月11日所提修正

徑。

〈關於排紙托盤〉

接著，參照圖5〜圖9針對排紙托盤18進行說明。

排紙托盤18設置於較排出滾筒對36更下方側，確保複數張用紙P之堆 

疊空間。

於排紙托盤18之與媒體搬送方向交叉之寬度方向（X軸方向）之中央部 

設置有以將自排出滾筒對36排出之用紙P之前端相對於媒體載置面18a以 

特定角度進入之方式導引之導引構件44。特定角度81係設定為於媒體 

載置面18a著陸後之用紙P進一步輸送至下游側時，於媒體載置面18a上壓 

曲之虞較低之角度。

更具體而言，導引構件44係以自搬送方向上游側朝向下游側形成下 

降斜面，且相對於排紙托盤18之媒體載置面18a以特定之角度81連接之方 

式構成。

導引構件44可於相對於排紙托盤18之媒體載置面18a進退之方向（圖6 

之上下方向）彈性變位地設置。於本實施形態中導引構件44藉由板彈簧形 

成，藉此，可簡單且便宜地實現向相對於媒體載置面18a進退之方向之彈 

性變位。

導引構件44構成為對應於排出至排紙托盤18之用紙P之按壓荷重之增 

加而向對於媒體載置面18a接近之方向變位。

接著，針對導引構件44之動作進行說明。首先，於用紙P為剛性較高 

之媒體之情形（以圖7之虛線顯示），自排出滾筒對36送出之用紙P不會垂下 

而大致筆直前進，對於媒體載置面18a以角度01著陸。另，剛性較高之媒 

體，通常無導引構件44亦可對於媒體載置面18a以角度81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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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構件44以不妨礙剛性較高之媒體之進路之方式設置，導引構件 

44係斜面44a之前端部44b呈稍微向下方側彎曲之形狀。

另一方面，於圖7中以實線顯示之用紙P為薄紙等之剛性較低之媒體 

（彈性較弱之媒體）之情形，自排出滾筒對36送出之用紙P容易因自重垂 

下，於該狀態，如以同圖中之一點鏈線顯示之軌跡，以較角度更大之角 

度82著陸於媒體載置面18a。然而，如圖8所示因用紙P接觸於導引構件44 

而導引，故可將用紙P相對於排紙托盤18之媒體載置面18a以角度81著 

陸。

因此，用紙P即使為薄紙等之剛性較低之媒體，亦可將用紙P相對於 

排紙托盤18之媒體載置面18a確實以角度81著陸，可減低或避免於排紙托 

盤18之媒體載置面18a上用紙P壓曲之虞。因此，可抑制後續之用紙夾 

紙、用紙順序之互換等之虞，正確地將媒體堆疊於排紙托盤18。

除此之外，導引構件44對應於排出至排紙托盤18之用紙P之按壓荷重 

之增加，向相對於媒體載置面18a接近之方向彈性變位。即，於排出之用 

紙P之張數較多時，導引構件44以相對於媒體載置面18a接近之方式變位 

（參照圖9）。藉此，可確保排紙托盤18之高度方向（與媒體載置面18a垂直 

之方向）之裝載空間。另，於圖9中，以虛線顯示變位前之導引構件44（相 

對於媒體載置面18a之角度為81）。來自用紙P之按壓荷重之增加所致之變 

位後之導引構件44相對於媒體載置面18a之角度為較81更小之83。

導引構件44例如雖可設置為排紙托盤18之寬度方向之全寬，但藉由 

相對於排紙托盤18之寬度方向部分性地設置，亦可構成簡單且低成本地設 

置導引構件44，此外亦可容易地進行導引構件44之彈性力之調整。

又，如後述之實施例所示，亦可相對於排紙托盤18之寬度方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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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設置複數個導引構件44。

〈關於排紙托盤之收納構造〉

接著，參照圖11及圖12，針對排紙托盤18之收納構造進行說明。圖 

11係自掃描器之裝置本體伸出排紙托盤之狀態之立體剖視圖。圖12係將排 

紙托盤收納於掃描器之裝置本體之狀態之側剖視圖。

於本實施形態中，排紙托盤18係可收納於裝置本體11內之構成。具 

體而言，以收納於設置於下部單元12之收納部50之方式構成。

如上所述，於本實施形態中排紙托盤18係連結複數個導引構件46a、 

46b、46c及46d而構成。如圖11所示，位於最下游側之托盤構件46d可滑 

動地設置於托盤構件46c之上側，托盤構件46c可滑動地設置於托盤構件 

46b之上側。

又，托盤構件46b可滑動地設置於托盤構件46a之下側，收納托盤構 

件46b、46c、46d之托盤構件46a，如圖12所示，收納於收納部50。

導引構件44安裝於托盤構件46b中較媒體載置面18a更下一階之位置 

之滑動部52。滑動部52係於托盤構件46b中使托盤構件46c滑動並收納之 

空間。

於托盤構件46c滑動收納於托盤構件46b時，以於托盤構件46c按壓導 

引構件44之斜面44a（圖11），向相對於媒體載置面18a接近之方向變位之方 

式構成。另，於圖11中，以虛線顯示之導引構件44係表示向相對於媒體載 

置面18a接近之方向變位之導引構件44。

若於托盤構件46b完全收納托盤構件46c，則導引構件44之高度成為 

納入托盤構件46a下側之高度，托盤構件46b可收納於托盤構件46a，進而 

托盤構件46a可收納於收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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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可將設置於排紙托盤18之導引構件44連動於排紙托盤18之向 

收納部50之收納動作且與排紙托盤18一起收納於設置於裝置本體11內之 

收納部50。因此，可省空間地收納導引構件44。

〔實施例2〕

於實施例2中，基於圖10，針對媒體排出裝置之另一例進行說明。

圖10係顯示實施例2之媒體排出裝置之構成之概略側視圖。於本實施 

例中針對與實施例1相同之構成附註相同之符號，並省略其構成之說明。

於本實施形態之媒體排出裝置60中排紙托盤18包含如圖10所示之導 

引構件62。即，導引構件62包含：導引板64，其具有用紙P之導引面；及 

彈簧構件66，其設置於導引板64與排紙托盤18之滑動部52之間。導引板 

64以非彈性材料形成。

導引板64係構成為對應於排出至排紙托盤18之用紙P之按壓荷重之增 

加，而抵抗彈簧構件66之賦能力且向相對於媒體載置面18a接近方向變 

位。

於本實施形態中亦與實施例1相同，不論用紙ρ之剛性，均可將用紙ρ 

相對於排紙托盤18之媒體載置面18a確實以角度3 1著陸，可減低或避免 

於排紙托盤18之媒體載置面18a上用紙P壓曲之虞。因此，可抑制後續之 

用紙夾紙、用紙之順序互換等之虞，且正確地將媒體堆疊於排紙托盤18。

又，於本實施形態中，亦可成為將導引構件62連動於排紙托盤18向 

收納部50之收納動作且與排紙托盤18同時收納於收納部50之構成。

〔實施例3〕

於實施例3中，基於圖13，針對媒體排出裝置之進一步其他之例進行 

說明。圖13係顯示實施例3之媒體排出裝置之重要部分之立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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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實施形態之媒體排出裝置70中，於排紙托盤18設置有3個導引構 

件72、74、76。具體而言包含：導引構件72，其設置於排紙托盤18之中 

央部；導引構件74，其設置於自排紙托盤18之裝置前面側觀察於導引構 

件72之左側（-X側）之端部；及導引構件76，其設置於導引構件72之右側 

（+X側）之端部。

於排出之用紙P之寬度方向（X軸方向）之尺寸較大，且彈性較弱（剛性 

較低）之情形，存在若僅藉由中央部之導引構件72支持用紙P，則用紙P之 

側端因自重而垂下，用紙P之側緣之前端先於用紙P之中央部之前端相對 

於媒體載置面18a以大於角度81之角度著陸之情形。

於本實施形態中，因可藉由於排紙托盤18之寬度方向之端部側亦設 

置有導引構件74、76，而將寬度尺寸較大之用紙P之靠近側緣之部分藉由 

導引構件74、76支持，故可減低如上述之用紙P之側緣之前端首先著陸於 

媒體載置面18a之虞。由此，可將用紙P相對於排紙托盤18之媒體載置面 

18a確實以角度81著陸。

另，雖於本實施形態中構成中央之導引構件72之板彈簧形成為較構 

成導引構件74、76之板彈簧更廣寬度，且較高地設定彈性力，但亦可將3 

個導引構件72、74、76之彈性力設為相同。

又，亦可於寬度方向配置3個以上之導引構件。於設置複數個導引構 

件之情形，不限於相對於排紙托盤18之寬度方向之中央部對照設置之情 

形。

〔實施例4〕

於實施例4中，基於圖14及圖15，針對媒體排出裝置之另一其他例進 

行說明。圖14係顯示實施例4之媒體排出裝置之主要部分之立體圖。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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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針對實施例4之媒體排出裝置之另一例進行說明之立體圖。

於本實施形態之媒體排出裝置80中，於排紙托盤18，相對其寬度方 

向之中央部C於寬度方向（X軸方向）之兩側，設置有導引構件82、84。

於本實施形態中，導引構件82、84設置於掃描器10中導引可讀取之 

最小尺寸之原稿（用紙P1）之位置。

於本實施形態中，因藉由2個導引構件82、84支持並導引用紙P，故 

可實現更穩定之用紙之搬送。

另，如本實施形態於中心送給之掃描器10之情形，導引構件82、84 

較佳為位於相對於搬送之用紙P之中央部C對照之位置，即，位於距中央 

部C等距離之位置。

又，於掃描器10中讀取之原稿尺寸為固定，決定尺寸之用紙P藉由媒 

體排出裝置80排出之情形，亦可如圖15所示，於對應於其用紙P之尺寸之 

位置配置2個導引構件82、84。

〔實施例5〕

於實施例5中，基於圖16，針對媒體排出裝置之進一步之另一例進行 

說明。圖16係顯示實施例5之媒體排出裝置之主要部分之立體圖。

於先前說明之各實施例中，雖針對藉由板彈簧形成之導引構件（例如 

實施例1之導引構件44）進行說明，但本發明之導引構件亦可使用鋼線等之 

具有彈性之線材形成。

本實施形態之媒體排出裝置90之導引構件92，如圖16所示包含：線 

材自Z軸方向觀察時以形成大致U字狀之方式彎曲形成，且作為托盤構件 

46b對滑動部52之安裝部之2根足部92a ；及與安裝於滑動部52之2根足部 

92a連接之部分於自滑動部52遠離之方向（+Z側）以角度81彎曲之彈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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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b。

設置於排紙托盤18之寬度方向之兩端部之導引構件94、96亦與導引 

構件92相同地使線材彎曲而形成。

根據如此形成之導引構件92、94、96，亦可將用紙P相對於排紙托盤 

18之媒體載置面18a確實以角度81著陸，可減低或避免於排紙托盤18之媒 

體載置面18a上用紙P壓曲之虞。

藉由具有彈性之線材形成導引構件92、94、96，藉此可進一步輕量 

化導引構件92、94、96。

又，因導引構件92、94、96之彈性力之調整可藉由改變為彈性力不 

同之線材（改變線材粗細或材質）或改變線材之彎曲幅度而調整，故導引構 

件之設計自由度增加。

另，亦可不將線材彎曲成U字狀，而藉由1根線材形成導引構件92、 

94、96。

另，於上述說明之各實施例中，作為設置有本發明之媒體排出裝置 

之裝置，雖針對藉由中心送給方式送給用紙P之掃描器10進行說明，但亦 

可採用於以將用紙P之一側緣作為定位基準之單邊方式送給用紙P之裝 

置。

又，本發明之媒體排出裝置並未限定於設置於掃描器10之情形，可 

設置於自裝置本體內將用紙等之媒體複數張持續排出且堆疊之構成之各種 

裝置。例如，亦可作為以於作為媒體之用紙進行記錄之印表機為代表之記 

錄裝置之媒體排出裝置而採用。

另，本發明並非限定於上述實施形態，於申請專利範圍記載之發明 

範圍內可進行各種變形，其等亦包含於本發明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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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說明】

10 掃描器

11 裝置本體

12 下部單元

14 上部單元

16 紙張支架

16a 支持面

17 紙張支架蓋

18 排紙托盤

18a 媒體載置面

20 送給口

22 媒體載置構件

22a 媒體載置面

24 排出口

26 第1送給滾筒

27 用紙返回構件

28 第2送給滾筒

30 分離滾筒

32 搬送滾筒對

32a 搬送驅動滾筒

32b 搬送從動滾筒

34 圖像讀取部

36 排出滾筒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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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a 排出驅動滾筒

36b 排出從動滾筒

38 上部圖像讀取感測器

40 下部圖像讀取感測器

42 媒體排出裝置

44 導引構件

44a 斜面

44b 前端部

46a 托盤構件

46b 托盤構件

46c 托盤構件

46d 托盤構件

48 驅動源

50 收納部

52 滑動部

60 媒體排出裝置

62 導引構件

64 導引板

66 彈簧構件

70 媒體排出裝置

72 導引構件

74 導引構件

76 導引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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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媒體排出裝置

82 導引構件

84 導引構件

90 媒體排出裝置

92 導引構件

92a 足部

92b 彈簧部

94 導引構件

96 導引構件

100 排紙接收托盤

100a 媒體載置面

102 排出滾筒對

A 著陸點

B 著陸點

C 中央部

L 距離

P 用紙（媒體）

Pl 用紙（媒體）

P， 用紙（媒體）

X 方向

Y 方向

Z 方向

Θ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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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1 角度

Θ2 角度

Θ3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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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案號：106144986

【發明摘要】 I公告本I
【中文發明名稱】

圖像讀取裝置

【英文發明名稱】

IMAGE READING APPARATUS

【中文】

本發明之課題係減低或避免於向媒體接收托盤排出媒體中該媒體壓 

曲之虞，而正確地將複數張媒體堆疊於托盤。

本發明之媒體排出裝置包含：排出滾筒對36，其具備藉由驅動源之 

動力驅動並輸送媒體P之排出驅動滾筒36a與接於排出驅動滾筒36a而從動 

旋轉之排出從動滾筒36b ；及媒體接收托盤18，其接收藉由排出滾筒對36 

輸送並排出之媒體P ；且媒體接收托盤18包含使自排出滾筒對36排出之媒 

體P之前端以對於媒體載置面以特定角度進入之方式導引之導引構件44 ； 

導引構件44係以可於對於媒體接收托盤18之媒體載置面18a進退之方向彈 

性變位地設置，並對應於排出至媒體接收托盤18之媒體P之按壓荷重之增 

加而向對於媒體載置面18a接近之方向變位。

【英文】

A medium discharge device includes a discharge roller pair that is provided 

with a discharge driving roller which feeds a medium by being driven with motive 

force of a driving source and a discharge driven roller which drivably rotates in 

contact with the discharge driving roller, and a medium receiving tray which receives 

the medium that is fed and discharged by the discharge roller pair, in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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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 receiving tray includes a guide member which guides such that a tip end of 

the medium which is discharged from the discharge roller pair enters the medium 

mounting surface at a predetermined angle, and the guide member is provided to be 

elastically displaceable in an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dire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medium mounting surface of the medium receiving tray and is displaced in a 

direction coming close to the medium mounting surface according to raising of a 

pressing load due to the medium that is discharged to the medium receiving tray.

【指定代表圖】

圖5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8 排紙托盤

18a 媒體載置面

24 排出口

44 導引構件

46a 托盤構件

46b 托盤構件

46c 托盤構件

46d 托盤構件

X 方向

Y 方向

z 方向

第2頁（發明摘要）
C210124PBX20190211C docx



1659917 108年02月11日所提修正田

【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

一種圖像讀取裝置，其特徵在於包含：

媒體載置部，其以傾斜姿勢載置媒體；

送給滾筒，其將媒體朝斜下方送給；

讀取部，其讀取自上述送給滾筒送給之上述媒體 ；

排出滾筒對，其將於上述讀取部進行讀取後之上述媒體排出；及 

媒體接收托盤，其載置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體；且 

上述媒體接收托盤包含對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體之搬

送方向下游側之前端進行導引之導引構件 ，

上述導引構件係，

對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與媒體搬送方向交叉之寬度方向之一部

分進行設置，

上述導引構件之至少一部分相對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的傾斜， 

小於從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體相對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 

的排出角度。

【第2項】

一種圖像讀取裝置，其特徵在於包含：

媒體載置部，其以傾斜姿勢載置媒體；

送給滾筒，其將媒體朝斜下方送給；

讀取部，其讀取自上述送給滾筒送給之上述媒體 ；

排出滾筒對，其將於上述讀取部進行讀取後之上述媒體排出；及 

媒體接收托盤，其載置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體；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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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媒體接收托盤包含對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體之搬 

送方向下游側之前端進行導引之導引構件 ，

上述導引構件係，

對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與媒體搬送方向交叉之寬度方向之一部

分進行設置，且

該導引構件係由非彈性構件之導引部、及彈簧構件所形成。

【第3項】

一種圖像讀取裝置，其特徵在於包含：

媒體載置部，其以傾斜姿勢載置媒體；

送給滾筒，其將媒體朝斜下方送給；

讀取部，其讀取自上述送給滾筒送給之上述媒體 ；

排出滾筒對，其將於上述讀取部進行讀取後之上述媒體排出；及

媒體接收托盤，其載置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體；且

上述媒體接收托盤包含對自上述排出滾筒對排出之上述媒體之搬 

送方向下游側之前端進行導引之導引構件 ，

上述導引構件係對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與媒體搬送方向交叉之寬 

度方向之一部分進行設置 ，

上述導引構件具有：以上述排出滾筒側為自由端之末端、被固定 

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基端側、以及於自上述基端側至上述末端之 

間向上方傾斜之傾斜面，並以上述媒體的搬送方向下游側之前端抵 

接於上述傾斜面的方式配置上述導引構件。

【第4項】

如請求項1至3中任一項之圖像讀取裝置，其中：

第2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C210124PBX20190211C docx



1659917 108年02月11日所提修正田

上述導引構件之前端部係連動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之拉伸動作， 

而離開上述媒體接收托盤。

【第5項】

如請求項1至3中任一項之圖像讀取裝置，其中：

上述導引構件藉由板彈簧構成。

【第6項】

如請求項1至3中任一項之圖像讀取裝置，其中：

上述導引構件設置於上述寬度方向之中央部。

【第7項】

如請求項1至3中任一項之圖像讀取裝置，其中：

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係構成為可收納於收納部，該收納部係設置於 

具有讀取上述媒體之讀取部之裝置本體內，且

上述導引構件係連動於上述媒體接收托盤向上述收納部之收納動 

作而向接近上述媒體載置面之方向變位，且與上述媒體接收托盤一 

起收納於上述收納部之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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