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581880.0

(22)申请日 2019.09.20

(73)专利权人 南京瑞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

道步月路29号

(72)发明人 王伟凯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思牛达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1355

代理人 雍常明

(51)Int.Cl.

B41J 2/21(2006.01)

B41J 3/54(2006.01)

B41J 15/04(2006.01)

B41J 15/16(2006.01)

B41J 11/00(2006.01)

B65H 18/10(2006.01)

B65H 23/26(2006.01)

B65H 23/18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

刷机，包括放卷模块、印刷模块和收卷模块，所述

放卷模块和收卷模块分别位于印刷模块的两侧；

所述放卷模块包括放卷底座，所述放卷底座的一

侧顶部安装有放卷电控箱，所述放卷电控箱的一

侧固定连接有放卷墙板。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在

喷码平台的顶部设置四个印刷单元，对印刷机内

部需要印刷的材料进行印刷，达到对材料进行多

种颜色套印的效果，此外，每组印刷单元上均安

装有一组导向辊，四组导向辊呈弧形设置，达到

支撑和绷紧材料的效果，减少了导向辊的数量，

提高了对材料表面印刷的精度和对材料表面进

行套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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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放卷模块(1)、印刷模块(2)和收卷模

块(3)，所述放卷模块(1)和收卷模块(3)分别位于印刷模块(2)的两侧；

所述放卷模块(1)包括放卷底座(101)，所述放卷底座(101)的一侧顶部安装有放卷电

控箱(103)，所述放卷电控箱(103)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放卷墙板(102)，所述放卷墙板(102)

远离放卷电控箱(103)的一侧安装有放卷拼接台(106)、放卷轴(104)、多个放卷过辊(105)、

张力检测单元(107)和纠偏单元(108)；

所述印刷模块(2)包括印刷底座(201)，所述印刷底座(2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印刷内

墙板(202)和印刷电控箱(204)，所述印刷内墙板(202)的底部外侧壁安装有多个过辊(205)

和两个对称设置的牵引辊(206)，所述印刷底座(201)的顶部安装有喷码平台(207)，所述喷

码平台(207)的顶部安装有四个倾斜设置的印刷单元(210)，所述印刷单元(210)的底部外

侧壁安装有两个导向辊(211)，八个所述导向辊(211)呈179°弧形设置，所述印刷底座(201)

的顶部安装有操作台(208)；

所述收卷模块(3)包括收卷底座(301)，所述收卷底座(3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收卷电

控箱(303)，所述收卷电控箱(303)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收卷墙板(302)，所述收卷墙板(302)

远离收卷电控箱(303)的一侧安装有多个收卷过辊(304)、收卷拼接台(305)和收卷轴

(3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印刷底座

(201)远离印刷内墙板(202)的一侧安装有印刷外墙板(20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印刷底座

(201)的顶部安装有外部钣金壳(209)，所述操作台(208)安装在外部钣金壳(209)的一侧顶

部，四个所述印刷单元(210)、喷码平台(207)和多个导向辊(211)均位于外部钣金壳(209)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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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印刷设备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

印刷机。

背景技术

[0002] 印刷机是印刷文字和图像的机器。现代印刷机一般由装版、涂墨、压印、输纸(包括

折叠)等机构组成。它的工作原理是:先将要印刷的文字和图像制成印版，装在印刷机上，然

后由人工或印刷机把墨涂敷于印版上有文字和图像的地方，再直接或间接地转印到纸或其

他承印物(如纺织品、金属板、塑胶、皮革、木板、玻璃和陶瓷)上，从而复制出与印版相同的

印刷品。

[0003] 当今，标识技术的应用正逐步深入每一个角落，尤其在工业方面的应用范围越来

越广，应用的复杂性大为增加，使得标识成为各种行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迎合消费者的审美习惯，标识做的大多是五颜六色，而目前印刷机上的喷印单元均为单色

喷印单元，组合排列后导辊数量过多，精度难以调节，套印效果差。

[0004]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四色

数字印刷机。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包括放卷模块、印刷模块和收卷模块，所述放卷模块

和收卷模块分别位于印刷模块的两侧；

[0008] 所述放卷模块包括放卷底座，所述放卷底座的一侧顶部安装有放卷电控箱，所述

放卷电控箱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放卷墙板，所述放卷墙板远离放卷电控箱的一侧安装有放卷

拼接台、放卷轴、多个放卷过辊、张力检测单元和纠偏单元；

[0009] 所述印刷模块包括印刷底座，所述印刷底座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印刷内墙板和印刷

电控箱，所述印刷内墙板的底部外侧壁安装有多个过辊和两个对称设置的牵引辊，所述印

刷底座的顶部安装有喷码平台，所述喷码平台的顶部安装有四个倾斜设置的印刷单元，所

述印刷单元的底部外侧壁安装有两个导向辊，八个所述导向辊呈179°弧形设置，所述印刷

底座的顶部安装有操作台；

[0010] 所述收卷模块包括收卷底座，所述收卷底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收卷电控箱，所述

收卷电控箱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收卷墙板，所述收卷墙板远离收卷电控箱的一侧安装有多个

收卷过辊、收卷拼接台和收卷轴。

[0011] 优选地，所述印刷底座远离印刷内墙板的一侧安装有印刷外墙板。

[0012] 优选地，所述印刷底座的顶部安装有外部钣金壳，所述操作台安装在外部钣金壳

的一侧顶部，四个所述印刷单元、喷码平台和多个导向辊均位于外部钣金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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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14] 通过在喷码平台的顶部设置四个印刷单元，对印刷机内部需要印刷的材料进行印

刷，达到对材料进行多种颜色套印的效果，此外，每组印刷单元上均安装有一组导向辊，四

组导向辊呈弧形设置，达到支撑和绷紧材料的效果，减少了导向辊的数量，提高了对材料表

面印刷的精度和对材料表面进行套印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中A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中印刷底座、印刷内墙板、印

刷外墙板、印刷电控箱和外部钣金壳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中放卷底座、放卷墙壁、放卷

电控箱、放卷轴、放卷过辊和防卷拼接台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中收卷底座、收卷轴、收卷墙

板、收卷电控箱、收卷过辊和收卷拼接台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中收卷轴、收卷底座、收卷拼

接台、收卷过辊和收卷墙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放卷模块；101、放卷底座；102、放卷墙板；103、放卷电控箱；104、放卷轴；

105、放卷过辊；106、放卷拼接台；107、张力检测单元；108、纠偏单元；2、印刷模块；201、印刷

底座；202、印刷内墙板；203、印刷外墙板；204、印刷电控箱；205、过辊；206、牵引辊；207、喷

码平台；208、操作台；209、外部钣金壳；210、印刷单元；211、导向辊；3、收卷模块；301、收卷

底座；302、收卷墙板；303、收卷电控箱；304、收卷过辊；305、收卷拼接台；306、收卷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3] 参照图1-6，一种新型的四色数字印刷机，包括放卷模块1、印刷模块2和收卷模块

3，放卷模块1和收卷模块3分别位于印刷模块2的两侧，放卷模块1包括放卷底座101，放卷底

座101的一侧顶部安装有放卷电控箱103，放卷电控箱103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放卷墙板102，

放卷墙板102远离放卷电控箱103的一侧安装有放卷拼接台106、放卷轴104、多个放卷过辊

105、张力检测单元107和纠偏单元108，放卷模块1的作用是对材料进行放卷，便于印刷模块

2对材料的表面进行套印，放卷电控箱103通过导线与操作台208连接，便于操作台208给放

卷电控箱103发送指令，控制放卷轴104的转动，需要说明的是，放卷模块1自带驱动装置，驱

动装置带动放卷轴104转动，张力检测单元107采用的张力检测传感器，张力检测单元107通

过导线与操作台208连接，目的是将检测到材料的张力数据传递给操作台208，便于工人人

员根据材料的张力情况进行调节，放卷过辊105的作用是起到的是支撑材料、对材料进行导

向以及绷紧材料的功能，纠偏单元108采用的是位置测量传感器和纠偏装置，此处为现有技

术，目的是对材料的位置进行纠偏，防止材料在传输的过程中发生位置偏印，并将材料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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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数据传输给操作台208，纠偏单元108通过导线与操作台208连接，操作台208内部自带处

理器，可以处理对张力检测单元107检测到的数据和纠偏单元108检测到的数据进行采集转

化，并在操作台208上的显示屏上显示出来，放卷拼接台106的作用是进行放卷拼接换料。

[0024] 其中，印刷模块2包括印刷底座201，印刷底座2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印刷内墙板

202和印刷电控箱204，印刷内墙板202的底部外侧壁安装有多个过辊205和两个对称设置的

牵引辊206，印刷底座201的顶部安装有喷码平台207，喷码平台207的顶部安装有四个倾斜

设置的印刷单元210，印刷单元210的底部外侧壁安装有两个导向辊211，八个导向辊211呈

179°弧形设置，印刷底座201的顶部安装有操作台208，印刷底座201远离印刷内墙板202的

一侧安装有印刷外墙板203，印刷底座201的顶部安装有外部钣金壳209，操作台208安装在

外部钣金壳209的一侧顶部，四个印刷单元210、喷码平台207和多个导向辊211均位于外部

钣金壳209内，牵引辊206的作用是牵引材料在印刷模块2的内部运动，过辊205起到的是支

撑材料、对材料进行导向以及绷紧材料的功能，导向辊211的作用是起到对材料的位置进行

支撑，使材料呈179°弧形设置，且多个印刷单元210均匀导向辊211上的材料平行设置，印刷

单元210是现有技术，为单色印刷头，对材料的表面进行印刷，四个印刷单元210可以对材料

的表面进行彩色的套印，使印刷出的产品迎合社会的需求，印刷单元210通过导线与操作台

208连接，目的是操作台208内部的处理器控制各个印刷单元210的工作状态。

[0025] 其中，收卷模块3包括收卷底座301，收卷底座3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收卷电控箱

303，收卷电控箱303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收卷墙板302，收卷墙板302远离收卷电控箱303的一

侧安装有多个收卷过辊304、收卷拼接台305和收卷轴306，收卷电控箱303通过导线与操作

台208连接，便于操作台208对收卷电控箱303发送指令，收卷电控箱303的作用是便于控制

收卷轴306的转动，收卷模块3的作用是对套印加工完成的材料进行收卷，收卷拼接台305的

作用是进行收卷拼接换料。

[0026] 本实用新型中，当需要对材料的表面进行套印时，材料在放卷模块1中通过放卷轴

104输出，经过多个放卷过辊105过度，当材料经过放卷拼接台106时可进行放卷拼接换料，

经过张力检测单元107时检测材料张力后经过纠偏单元108调整整齐后进入印刷模块2，在

印刷模块2中，材料随着过辊205过渡，经过牵引辊206牵引后，进入数喷码平台207，印刷单

元210通过特有角度安装，致使材料与四个印刷单元210上的喷头分别平行，印刷完成并干

燥后，采用双牵引结构保证印刷模块2中张力恒定，不影响印刷效果，再次经过牵引辊206，

进入收卷模块3中，在收卷模块3中，材料随着收卷过辊304过度，经过收卷拼接台305时可进

行收卷拼接换料后，最终收卷轴306收卷整齐，整机运行、停止控制均在操作台208上进行操

作，结构模块化，便于运输组装，使用方便，功能齐全，同时采用较少的过辊205和导向辊

211，提高了对材料表面印刷的精度和对材料表面的套印效果。

[0027] 本实用新型使用到的标准零件均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异形件根据说明书的和附图

的记载均可以进行订制，各个零件的具体连接方式均采用现有技术中成熟的螺栓、铆钉、焊

接等常规手段，机械、零件和设备均采用现有技术中，常规的型号，加上电路连接采用现有

技术中常规的连接方式，在此不再详述。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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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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