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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根据示例，
防止介质输送卡住的设备可以包
括致动器，
以便将介质装载在介质路径宽度内并
且使介质在介质路径宽度内前进。
设备还可以包
括检测介质的相应边缘的第一传感器和第二传
感器，
其中第一传感器和第二传感器可以被定位
在介质动作区域之外且在介质路径宽度的相对
侧上。设备可以进一步包括控制器，
响应于介质
的第一边缘被第一传感器检测到和介质的第二
边缘被第二传感器检测到中的一者或两者，
该控
制器阻止致动器使介质沿着介质路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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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防止介质输送卡住的设备，
包括：
将介质装载在介质输送设备内并使所述介质在所述介质路径宽度内前进的致动器；
检测所述介质的第一边缘的第一传感器；
检测所述介质的第二边缘的第二传感器，
其中，
所述第一传感器和所述第二传感器被
定位在介质动作区域之外并且在所述介质路径宽度的相对侧上；
以及
控制器，
响应于所述介质的所述第一边缘被所述第一传感器检测到和所述介质的所述
第二边缘被所述第二传感器检测到中的一者或两者，
所述控制器确定介质是否被正确地装
载在介质输送设备内，
且如果介质未被正确地装载，
则阻止所述致动器使所述介质沿着所
述介质路径前进，
其中，
控制器计算偏斜率以便确定所述介质的进一步前进，
其中，
为了计算所述偏斜率，
所述控制器将：
在检测到所述介质的所述第一边缘和第二边缘之前评价所述介质的一部分的前进的
推进距离；
估定在所述第一传感器和所述第二传感器中的所述至少一个和所述介质路径宽度的
端部之间的余量距离；
以及
估计所述余量距离是否允许所述介质的剩余部分前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
其中，
响应于检测到所述介质的所述第一边缘和所述介
质的所述第二边缘中的一者，
所述控制器将确定所述介质的偏移装载错误已经发生。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设备，
进一步包括：
用户界面；
其中，
响应于确定所述偏移装载错误已经发生，
所述控制器将在所述用户界面上显示
具有合适介质装载程序的消息。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
其中，
响应于检测到所述介质的所述第一边缘和所述介
质的所述第二边缘两者，
所述控制器将确定所述介质的宽介质大小错误已经发生。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设备，
进一步包括：
显示器；
其中，
响应于确定所述宽介质大小错误已经发生，
所述控制器将在所述显示器上显示
具有介质大小的指导的消息。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
进一步包括：
检测在所述介质路径宽度中的所述介质的存在的中间传感器，
其中，
所述中间传感器
被定位在所述第一传感器和所述第二传感器之间。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
其中，
所述设备是文档馈送器。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
其中，
所述设备是选自基本由扫描仪、打印机、
复印机、
传真机和碎纸机构成的组的机器。
9 .一种防止介质输送卡住的方法，
包括：
由控制器确定介质是否被正确地装载在介质输送设备的介质路径宽度内；
由所述控制器从偏移传感器接收已经检测到所述介质的边缘的通知，
其中，
所述偏移
传感器被定位在介质动作区域之外，
其中，
所述介质动作区域在所述介质路径宽度之内；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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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于从所述偏移传感器接收到所述通知，
使所述介质停止前进通过所述介质输送设
备，
其中，
控制器计算偏斜率以便确定所述介质的进一步前进，
其中，
为了计算所述偏斜率，
所述控制器将：
在检测到所述介质的所述边缘之前评价所述介质的一部分的前进的推进距离；
估定在所述偏移传感器和所述介质路径宽度的端部之间的余量距离；
以及
估计所述余量距离是否允许所述介质的剩余部分前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
进一步包括：
响应于从所述偏移传感器接收到所述通知，
显示具有用于所述介质的合适介质输送设
备装载程序的消息和偏移装载错误消息中的至少一个。
11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介质动作区域包括所述介质路径宽度内的
如下区域，
在所述区域之上动作在所述介质上执行。
12 .一种防止介质输送卡住的设备，
包括：
致动器，
其使被装载在介质输送设备的介质路径宽度内的介质前进；
第一传感器和第二传感器中的至少一个，
其在所述介质的装载和前进期间检测所述介
质的边缘，
其中，
所述第一传感器和所述第二传感器中的所述至少一个被定位在介质动作
区域之外，
其中，
所述介质动作区域被定位在所述介质路径宽度之内；
以及
控制器，
其计算偏斜率以便确定所述介质的前进，
其中，
为了计算所述偏斜率，
所述控制器将：
在检测到所述介质的所述边缘之前评价所述介质的一部分的前进的推进距离；
估定在所述第一传感器和所述第二传感器中的所述至少一个和所述介质路径宽度的
端部之间的余量距离；
以及
估计所述余量距离是否允许所述介质的剩余部分前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
13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设备，
其中，
响应于估计到所述余量距离允许所述介质的所
述剩余部分前进，
则所述控制器将使所述介质的所述剩余部分前进通过所述介质输送设
备。
14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设备，
其中，
响应于估计到所述余量距离不允许所述介质的
所述剩余部分前进，
所述控制器将：
使所述介质停止前进；
并且
显示预期的介质输送卡住的警告和用于防止所述预期的介质输送卡住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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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介质输送卡住
背景技术
[0001] 介质馈送器装置被用于许多类型的机器中，
包括扫描仪、
打印机、传真机、
复印机、
碎纸机等。介质馈送器装置通常包括馈送器输送机构以便装载介质片材并使其前进到机器
中。例如，
馈送器输送机构使得介质片材前进以致可以在介质片材上执行具体动作或任务。
例如，
通过使介质片材前进，
馈送器输送机构允许介质片材被机器扫描、
打印、
传真、
复印或
切碎。
附图说明
[0002] 在以下(多个)附图中通过示例的方式且非限制性地图示本公开的特征，
其中，
相
似的附图标记指示相似的元件，
其中：
[0003] 图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介质馈送器设备的框图；
[0004] 图2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包括一个边缘传感器的介质输送设备的示意图；
[0005] 图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包括两个边缘传感器的介质输送设备的示意图；
[0006] 图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包括两个边缘传感器和一个中间传感器的介质输送
设备的示意图；
[0007] 图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防止发生介质输送卡住的方法的流程图；
[0008] 图6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另一示例的防止发生介质输送卡住的方法的流程图；
以及
[0009] 图7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可以被使用以便执行控制器的各种功能的计算装置
的示意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为了简单和说明性的目的，
本公开主要通过参考其示例而被描述。在以下描述中，
阐述许多具体细节以便提供对本公开的深入理解。然而将易于显而易见的是，
可以在不限
于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实践本公开。在其它情况下，
一些方法和结构尚未被详细描述，
以
便不会不必要地使本公开难以理解。如本文所使用的，
术语“一”和“一个”旨在表示至少一
个具体元件，
术语“包括”意味着包括但不限于，
术语“包含”意味着包含但不限于，
并且术语
“基于”意味着至少部分基于。
[0011] 本文公开的是介质输送设备和方法的示例，
其基于从定位在介质输送设备内的传
感器接收到的反馈主动地防止发生介质输送卡住。在各种示例中，
反馈接收自在介质输送
设备内的多个传感器。介质卡住，
例如，
当(例如纸、
牛皮纸等等的)介质片材被卡在或堵在
介质输送设备内部时发生。
因此，
介质卡住会导致被损坏的介质，
其要么被困在介质输送设
备内部要么从介质输送设备输出。
[0012] 根据公开的示例，
介质可以被装载在介质馈送器设备的介质输送设备的介质路径
宽度中。介质路径宽度例如是介质输送设备的开口的宽度。第一传感器可以被定位在介质
动作区域之外，
其中介质动作区域在介质路径宽度内。介质动作区域例如是其中在介质上
执行具体任务的介质输送设备的区域的宽度。例如，
介质动作区域可以是用于执行扫描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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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任务的一个或更多个扫描杆的宽度、
打印分配器横穿以便在介质上执行打印任务的宽
度、用于执行关闭(shut)介质的任务的多个刀片的宽度等等。在任何情况下，
根据公开的示
例，
介质动作区域的宽度小于介质路径宽度。
[0013] 根据示例，
当介质被不正确地装载在介质输送设备的介质路径宽度内时，
第一传
感器被定位在介质输送设备内以检测介质的边缘或侧边界并且通知介质馈送器设备的控
制器。即，
第一传感器可以检测到介质已经被装载在介质动作区域之外给定距离。之后控制
器可以确定介质已经以过大偏移被不正确地装载并且阻止介质前进通过文档输送部以主
动防止介质卡住。偏移例如可以指的是介质以在介质动作区域之外的方式被装载。在此方
面，
控制器可以指示介质馈送器设备的用户界面为用户显示具有合适介质输送设备装载程
序的消息以便用户将介质重新装载到介质输送设备内。
[0014] 第二传感器可以被定位在与第一传感器相对的侧面上在介质路径宽度内在介质
动作区域之外。如果第一传感器和第二传感器中的一个在介质的装载期间检测到介质的边
缘或侧边界，
则控制器可以由于介质的偏移装载错误而阻止介质前进通过介质输送设备。
如果第一传感器和第二传感器二者均在介质的装载期间检测到介质的边缘，
则控制器也可
以由于介质大小错误(例如，
介质片材过宽)而阻止介质前进到介质输送设备。在任一情况
下，
控制器可以指示介质馈送器设备的用户界面为用户显示具有合适程序或指导的消息以
便用户将介质重新装载到介质输送设备中。根据示例，
中间传感器可以被定位在第一传感
器和第二传感器之间以便检测在介质输送设备中的介质的存在。
[0015] 根据另一示例，
介质可以在介质输送设备的介质路径宽度内前进。当介质在介质
输送设备中前进时，
第一传感器和第二传感器中的至少一个可以检测到介质的边缘或侧边
界，
并且因此警告控制器介质的前进偏斜或偏心。即，
第一传感器或第二传感器可以检测到
介质已经前进到介质动作区域之外给定距离。响应于该警告，
控制器可以计算偏斜率以便
确定介质是否可以进一步前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为了计算偏斜率，
控制器可以：
在
检测到介质的边缘之前评价介质的一部分的前进的推进距离；
估定在第一传感器和第二传
感器中的至少一个和介质路径宽度的端部之间的余量距离；
以及估计余量距离是否允许介
质的剩余部分前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如果估计的余量距离允许介质的剩余部分前
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
则控制器可以使介质的剩余部分前进通过介质输送设备。如
果估计的余量距离不允许介质的剩余部分前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
则控制器可以使
介质停止前进并且向用户显示警告。
[0016] 因此，
公开的示例可以防止普遍的介质输送卡住情形发生。公开的示例可以防止
宽于允许的介质大小的介质或文档的前进或馈送、
防止被装载成从介质路径宽度的中心过
多地偏移的介质的馈送并且检测到在前进期间偏斜的介质以便在发生介质输送卡住之前
停止前进。其它的介质馈送器设备在介质输送卡住发生之后做出反应或者通过日常维护并
发布用户介质装载指令来防止介质输送卡住。然而这些方法均没有解决用户将介质不正确
地装载到介质输送设备内的倾向或者在介质输送卡住期间防止对原始介质的损坏。在此方
面，
公开的示例可以提供对不安全介质装载和馈送条件的主动感测的技术益处以便保护可
能没有被正确地装载、
过宽或过度偏斜从而不能被介质馈送器设备的介质输送设备安全地
处理的介质原件。
[0017] 参考图1，
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介质馈送器设备100的框图。应该理解的是，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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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馈送器设备100可以包括额外的部件并且本文描述的一个或更多个部件可以被移除和/
或修改而不背离介质馈送器设备100的范围。介质馈送器设备100可以被实施在扫描仪、
打
印机、
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等等中。如所示，
介质馈送器设备100可以包括控制器110、
数
据存储器115、介质传感器120A-N(其中N可以是大于1的数字)、介质输送设备130和用户界
面140。另外，
介质馈送器设备100可以是自动文档馈送器。
[0018] 可以是处理器、
微处理器、微控制器、专用集成电路(ASIC)等的控制器110将在介
质馈送器设备100中执行各种处理功能。
处理功能可以包括控制器110的传感器模块112、
馈
送器模块114和偏斜模块116的功能。
[0019] 传感器模块112可以从介质传感器120A-N接收已经检测到介质和/或介质边缘的
存在的反馈或通知。介质传感器120A-N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光学传感器、
位置传感器、
接近传
感器和标志以便检测介质和/或介质边缘的存在。传感器模块112例如可以基于介质传感器
120A-N的通知确定介质偏移、
过宽或者沿着介质路径偏斜。馈送器模块114可以指示介质输
送设备130前进或使已经被装载到介质输送设备130内的介质停止前进。偏斜模块116可以
计算偏斜率以确定介质是否可以继续前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在这种示例中，
模块
112-116是实施在硬件中的电路。在另一示例中，
模块112-116可以是机器可读指令，
其被存
储在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上并且被控制器110执行，
如下文进一步讨论的。
[0020] 控制器110可以通过总线(未示出)被联接到数据存储器115和用户界面140。
总线
可以是在介质馈送器设备100的各个部件之间传送数据的通信系统。在示例中，
总线可以是
外围部件互连(PCI)、
工业标准架构(ISA)、PCI-Express、

网络用户总线

(NuBus)、专有总线等等。数据存储器115可以包括物理存储器，
例如硬盘驱动器、
光学驱动
器、
闪存驱动器、
驱动器阵列或其任意组合，
并且可以包括易失性和/或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器。
[0021] 介质输送没备130可以包括开口以便接收被装载的介质。
介质输送设备130还可以
包括介质输送辊以使介质沿着介质路径前进。根据示例，
介质输送辊可以由马达(例如致动
器)提供动力。例如，
控制器110可以指示马达经由介质输送辊使介质前进或者停止前进。用
户界面140例如可以是包括触摸板或触摸屏的显示器，
以便向介质馈送器设备100的用户显
示消息或通知。
[0022] 图2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包括一个边缘传感器的介质输送设备200的示意图。
应该理解的是，
介质输送设备200可以包括额外的部件并且本文描述的一个或更多个部件
可以被移除和/或修改而不背离介质输送设备200的范围。介质输送设备200在这种示例中
可以是扫描仪的部分，
并且可以包括边缘传感器210、
介质动作区域220、
介质路径宽度230、
扫描杆240和介质输送辊250。
[0023] 在图2的示例中，
边缘传感器210被定位在介质动作区域220之外，
不过在介质输送
设备200的介质路径宽度230之内。介质动作区域220例如是其中在介质上执行具体任务的
介质输送设备的区域的宽度。例如，
在图2中的介质动作区域220是跨越用于执行扫描介质
的任务的扫描杆240的宽度。介质路径宽度230可以是介质输送设备200的开口的宽度。介质
动作区域220的宽度小于介质路径宽度230。边缘传感器210可以被定位在介质输送设备200
的左侧上以便检测介质的左边缘的存在。因此边缘传感器210可以检测到介质相对于介质
动作区域220的偏移或偏斜。当介质首先被装载到介质输送设备200内时且当介质通过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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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辊250沿图2中方向箭头所示的原始馈送方向前进通过介质输送设备200时，
边缘传感
器210可以检测介质的边缘的存在。根据另一示例，
边缘传感器210也可以被定位在介质输
送设备200的右侧上以便如上所述检测介质的右边缘的存在。
[0024] 图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包括两个边缘传感器的介质输送设备300的示意图。
介质输送设备300在这种示例中可以是扫描仪的部分，
并且可以包括第一边缘传感器310、
第二边缘传感器315、
介质动作区域320、
介质路径宽度330、
扫描杆340和介质输送辊350。
[0025] 在图3的示例中，
第一边缘传感器310和第二边缘传感器315被定位在介质动作区
域320(和扫描杆340)之外，
不过在介质路径宽度330之内。第一边缘传感器310和第二边缘
传感器315也被定位在介质输送设备300的相对侧上，
如图3中所示。因此，
当介质首先被装
载到介质输送设备300内时且当介质通过介质输送辊350沿图3中方向箭头所示的原始馈送
方向前进通过介质输送设备300时，
边缘传感器310和315可以检测介质的一个或两个边缘
的存在。例如，
如果边缘传感器310和315两者均检测到介质的边缘的存在，
这可以表明介质
对于介质动作区域320而言过宽。
[0026] 图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包括两个边缘传感器和一个中间传感器的介质输送
设备400的示意图。介质输送设备400在这种示例中可以是扫描仪的部分，
并且可以包括第
一边缘传感器410、第二边缘传感器415、
中间传感器417、介质动作区域420、介质路径宽度
430、
扫描杆440和介质输送辊450。
[0027] 在图4的示例中，
中间传感器417可以被定位在第一边缘传感器410和第二边缘传
感器415之间、
在介质动作区域420(和扫描杆440)和介质路径宽度430之内。在此方面，
当介
质首先被装载到介质输送设备400内时且当介质通过介质输送辊450沿图4中方向箭头所示
的原始馈送方向前进通过介质输送设备400时，
中间传感器417可以检测介质的存在。
[0028] 图5和图6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基于从介质传感器接收的反馈来防止发生介
质输送卡住的方法500和600的流程图。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应该显而易见的是，
方
法500和600代表通用图释并且其它操作可以被添加或现有操作可以被移除、
修改或重新布
置而不背离方法500和600的范围。
[0029] 图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示例的防止发生介质输送卡住的方法500的流程图。
方法
500可以例如通过介质馈送器设备100的控制器110来实施。
[0030] 在框510中，
控制器110的传感器模块112可以确定介质被装载到介质输送设备的
介质路径宽度之内。在框520中，
传感器模块112可以从偏移传感器接收已经检测到介质的
侧边界的通知。偏移传感器可以被定位在介质动作区域之外并且介质动作区域可以在介质
路径宽度之内。
因此，
响应于从偏移传感器接收到通知，
可以使介质停止前进通过介质输送
设备，
如框530中所示。根据示例，
响应于从偏移传感器接收到通知，
控制器110可以显示具
有用于介质的合适介质输送设备装载程序的消息和偏移装载错误消息中的至少一个。现在
将参照图6中的方法600更详细地描述方法500。
[0031] 图6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另一示例的防止发生介质输送卡住的方法600的流程图。
方
法600可以例如通过介质馈送器设备100的控制器110来实施。
[0032] 在框605中，
控制器110的传感器模块112可以检测到介质已经被装载到介质输送
设备的介质路径宽度中。例如，
响应于从中间传感器接收的反馈，
传感器模块112可以检测
到介质已经被装载。
中间传感器可以被定位在介质动作区域之间且在第一边缘传感器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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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缘传感器之间，
如下文进一步讨论的。
因此，
由于其在介质输送设备的介质路径宽度之
内的位置，
中间传感器可以检测到介质的存在。
[0033] 一旦已经检测到介质的装载，
则基于是否响应于检测到介质边缘的存在而触发第
一边缘传感器和第二边缘传感器中的一者或两者，
传感器模块112可以确定介质是否被正
确地装载到介质输送设备内。根据示例，
第一边缘传感器和第二边缘传感器被定位在介质
动作区域之外并且在介质路径宽度之内的相对侧上。因此，
第一边缘传感器和第二边缘传
感器可以检测介质的相对边缘的存在。
[0034] 响应于第一边缘传感器和第二边缘传感器中的一个检测到介质的边缘，
传感器模
块112可以确定介质由于偏移而没有被正确装载，
如框615中所示。因此，
馈送器模块114使
介质不前进通过介质输送设备，
并且传感器模块112可以指示介质馈送器设备的用户界面
为用户显示具有合适中心装载程序的消息，
如框620中所示。
[0035] 响应于第一边缘传感器和第二边缘传感器中的两个检测到介质的相对边缘，
传感
器模块112可以确定因为介质对于介质动作区域而言过宽从而介质没有被正确装载，
如框
625中所示。因此，
馈送器模块114可以使介质前进通过介质输送设备，
并且传感器模块112
可以指示介质馈送器设备的用户界面为用户显示具有合适介质大小的指导的消息，
如框
630中所示。
[0036] 如果在框610中边缘传感器均没有被触发，
则馈送器模块114可以使介质在介质输
送设备的介质路径宽度之内前进，
如框635中所示。在介质前进期间，
传感器模块112可以确
定第一边缘传感器和第二边缘传感器中的至少一个是否检测到介质的边缘。如果边缘传感
器均没有被触发，
则馈送器模块114可以继续使介质前进，
如框635中所示。
[0037] 然而，
如果传感器模块112确定边缘传感器中的至少一个被触发，
则于是偏斜模块
116可以计算用于介质的前进的偏斜率，
如框645中所示。偏斜率例如被计算，
以便确定介质
是否能够进一步前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
[0038] 根据示例，
通过在由被触发的边缘传感器检测到介质的边缘之前评价介质的一部
分的前进的推进距离并且通过估定在被触发的边缘传感器和介质路径宽度的端部之间的
余量距离来计算偏斜率。基于在余量距离中的推进距离，
偏斜模块116可以准确地估计余量
距离是否允许介质的剩余部分继续前进而不会导致介质输送卡住。
[0039] 在此方面，
如果偏斜模块116基于计算的偏斜率在框645中确定介质输送卡住将不
会发生，
则于是馈送器模块114可以继续使介质的剩余部分前进，
如框635中所示。另一方
面，
如果偏斜模块116基于计算的偏斜率在框645中确定介质输送卡住将会发生，
则馈送器
模块114可以如框650中所示使介质停止前进并且偏斜模块116可以指示介质馈送器设备的
用户界面显示向用户警告潜在的介质输送卡住的消息，
如框655中所示。
[0040] 在方法500和600中陈述的一些或全部操作可以作为实用工具(utility)、
程序或
子程序被包含在任意期望的计算机可获取介质中。此外，
方法500和600可以被计算机程序
实施，
所述计算机程序可以以活动和非活动两者的各种形式存在。例如，
它们可以作为机器
可读指令存在，
包括源代码、
目标代码、可执行代码或者其它格式。上述中的任意可以被实
施在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
[0041] 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的示例包括计算机系统RAM、
ROM、EPROM、EEPROM和
磁或光盘或带。因此应该理解的是，
能够执行上述功能的任何电子装置均可以执行上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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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那些功能。
[0042] 现在转向图7，
根据示例性实施方式示出计算装置700的示意性视图 ，
所述计算装
置700可以被实施为执行模块112-116的各种功能。装置700可以包括被结构互连部(fabric
interconnect)720联接到计算机可读介质710的控制器702。计算机可读介质710可以是参
与向控制器702提供用于执行的指令的任何合适的介质。例如，
计算机可读介质710可以是
非易失性介质，
例如光或磁盘；
易失性介质，
例如存储器。
[0043] 计算机可读介质710可以存储指令以便执行方法500和600。
例如，
计算机可读介质
710可以包括机器可读指令，
例如传感器检测指令712以便在介质装载或前进期间确定至少
一个边缘传感器是否检测到介质的边缘，
馈送器前进指令714以便使被装载在介质输送设
备的介质路径宽度之内的介质前进，
和偏斜率计算指令716以便计算用于介质前进的偏斜
率。因此，
计算机可读介质710可以包括机器可读介质以便当被控制器702执行时执行方法
500和600。
[0044] 本文已经描述且图示出的是本公开的示例以及一些变型。
本文所使用的术语、描
述和附图仅通过图示的方式陈述并且不意味着限制。在本公开的范围内许多变型是可能
的，
本公开的范围旨在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价方案限定，
其中所有术语意味着其最广的
合理含义，
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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