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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

印装置，属于机械技术领域。本改良纸板压印机

中的压印装置，包括机架，机架包括安装板一、安

装板二和支脚，机架上设置有滚筒一和滚筒二；

安装板一上开设有条形方孔，条形方孔中还设置

有能够对滚筒一加墨的供墨机构，供墨机构包括

供墨盒和竖直固定在供墨盒上的供墨管，且供墨

管均穿过条形方孔，供墨盒具有盛放油墨的内

腔，供墨管与供墨盒内腔相连通，安装板一上还

设置有能够带动供墨管进行位置调节的滑动机

构。本发明供墨便捷，具有能够更有效的实现对

纸板压印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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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包括机架，所述的机架包括安装板一、安装板二

和若干支脚，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板一和安装板二水平固定在支脚上，且安装板一位于

安装板二之上，所述的安装板一和安装板二之间设置有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所述的机架

上还水平设置有滚筒一和滚筒二，所述的滚筒二具有空腔，滚筒一通过转轴一转动设置在

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之间，且滚筒一的外壁开设有若干凹孔，所述的滚筒一位于滚筒二的

正上方，滚筒二通过转轴二转动设置在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之间；所述的安装板一上开设

有条形方孔，且条形方孔中还设置有能够对滚筒一加墨的供墨机构，所述的供墨机构包括

供墨盒和竖直固定在供墨盒上的若干供墨管，且供墨管均穿过条形方孔，所述的供墨盒具

有盛放油墨的内腔，供墨管与供墨盒内腔相连通，所述的安装板一上还设置有能够带动供

墨管进行位置调节的滑动机构，滑动机构包括调节板、调节电机一和丝杆一，调节电机一水

平固定在安装板一的上表面，所述的丝杆一的一端通过联轴器固定在调节电机一的输出轴

上，丝杆一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安装板一的上表面，所述的调节板上水平开设有通

孔一，通孔一内固定有轴承一，轴承一内圈上固定有螺母一，且螺母一与丝杆一螺纹连接，

且滚筒二的内壁上设置有若干电加热块，所述的安装板二上水平固定有一转动电机，所述

的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有主动轮，所述的转轴一上固定有从动轮，且主动轮与从动

轮之间套设有皮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板上

水平开设有通孔二，所述的通孔二内设置有支撑轴一，支撑轴一的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

安装板一上，且支撑轴一与丝杆一相互平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滑动机构

还包括调节电机二和丝杆二，所述的调节电机二水平固定在调节板的上表面，所述的丝杆

二的一端通过联轴器固定在调节电机二的输出轴上，且丝杆二与丝杆一相垂直，丝杆二的

另一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调节板的上表面，所述的供墨盒上水平开设有通孔三，通孔三内

固定有轴承二，轴承二内圈上固定有螺母二，且螺母二与丝杆二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供墨盒上

水平开设有通孔四，所述的通孔四内设置有支撑轴二，支撑轴二的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

调节板上，且支撑轴二与丝杆二相互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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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机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纸板压印机，特别是一种改良纸板压印

机中的压印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业界，压印是在特定的自动化机器上进行的。存在不同类型的机器构造，其中最

普遍的是通过沿垂直方向作往复运动来工作的立式印压机、滚筒印压机和转轮印压机。s通

过压印来印刷文字和/或图案是公知的做法，即通过使用压力将取自一或多条压印带(通常

称为金属带)的彩色或金属薄膜施加到片状的载体上。在业界，通常使用立式印压机来进行

这种转移操作，其中印刷载体逐片地导入所述印压机，而压印带则连续地进给。

[0003] 由于存在上述的问题，经检索，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包括印压机的压印机

【专利号：ZL201180045526.6；授权公告号：CN103118873A】。这种包括印压机(310)的压印

机，所述印压机包括固定压台(320)以及进行往复运动的活动压台(330)，所述往复运动由

构成肘节(340)的铰接件赋予。根据本发明，所述压印机包括凸轮轴(380)，以及构成肘节

(340)的每一铰接件包括连接件(390)，所述连接件与所述凸轮轴(380)支承的凸轮(385)接

合。

[0004] 但是，这种包括印压机的压印机还是存在很多缺陷，整体结构比较复杂，对于一些

精度要求不高的压印时，就存再一定的浪费现象。所以，对于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还有待

研发出一种能够更加便捷的实现对纸板压印的压印机。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

压印装置，本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供墨便捷，具有能够更有效的实现对纸板压印

的特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包括机架，所述的机架包括安装板一、安装板

二和若干支脚，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板一和安装板二水平固定在支脚上，且安装板一位

于安装板二之上，所述的安装板一和安装板二之间设置有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所述的机

架上还水平设置有滚筒一和滚筒二，所述的滚筒二具有空腔，滚筒一通过转轴一转动设置

在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之间，且滚筒一的外壁开设有若干凹孔，所述的滚筒一位于滚筒二

的正上方，滚筒二通过转轴二转动设置在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之间；所述的安装板一上开

设有条形方孔，且条形方孔中还设置有能够对滚筒一加墨的供墨机构，所述的供墨机构包

括供墨盒和竖直固定在供墨盒上的若干供墨管，且供墨管均穿过条形方孔，所述的供墨盒

具有盛放油墨的内腔，供墨管与供墨盒内腔相连通，所述的安装板一上还设置有能够带动

供墨管进行位置调节的滑动机构，所述的滑动机构包括调节板、调节电机一和丝杆一，调节

电机一水平固定在安装板一的上表面，所述的丝杆一的一端通过联轴器固定在调节电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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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轴上，丝杆一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安装板一的上表面，所述的调节板上水平

开设有通孔一，通孔一内固定有轴承一，轴承一内圈上固定有螺母一，且螺母一与丝杆一螺

纹连接。调节电机一能够带动丝杆一转动，螺纹连接在丝杆一上的螺母一能够沿着丝杆一

作丝杆螺母传动，从而通过调节板通孔一内的轴承一能够使调节板能够沿着丝杆一作直线

运动，实现供墨盒上的供墨管能够沿着滚筒一的轴向进行调节供墨，所述的滚筒二通过转

轴二转动设置在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之间，且滚筒二的内壁上设置有若干电加热块。滚筒

二内的电加热块能够散出热量，使压印后的纸板能够能好的上色，所述的安装板二上水平

固定有一转动电机，所述的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有主动轮，所述的转轴一上固定有

从动轮，且主动轮与从动轮之间套设有皮带。转动电机能够带动主动轮转动，通过皮带带动

从动轮转动，从而带动转轴一转动，实现滚筒一转动。

[0008] 在上述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中，所述的调节板上水平开设有通孔二，所

述的通孔二内设置有支撑轴一，支撑轴一的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安装板一上，且支撑轴

一与丝杆一相互平行。通过支撑轴一从而能够使调节板沿着丝杆一的传动更加稳定。

[0009] 在上述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中，所述的滑动机构还包括调节电机二和丝

杆二，所述的调节电机二水平固定在调节板的上表面，所述的丝杆二的一端通过联轴器固

定在调节电机二的输出轴上，且丝杆二与丝杆一相垂直，丝杆二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座固定

在调节板的上表面，所述的供墨盒上水平开设有通孔三，通孔三内固定有轴承二，轴承二内

圈上固定有螺母二，且螺母二与丝杆二螺纹连接。调节电机二能够带动丝杆二转动，螺纹连

接在丝杆二上的螺母二能够沿着丝杆二作丝杆螺母传动，从而通过供墨盒通孔四内的轴承

二能够使调节板能够沿着丝杆二作直线运动。

[0010] 在上述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中，所述的供墨盒上水平开设有通孔四，所

述的通孔四内设置有支撑轴二，支撑轴二的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调节板上，且支撑轴二

与丝杆二相互平行。通过支撑轴二从而能够使供墨盒沿着丝杆二的传动更加稳定，实现供

墨盒上的供墨管能够沿着滚筒一的径向进行调节供墨。

[0011] 供墨盒内的油墨能够流到供墨管上，供墨管上的油墨流出，通过张力吸附在滚筒

一外壁上的凹孔内，通过滚筒一滚过纸板表面，从而能够形成图案；同时，通过滑动机构能

够实现对供墨块进行水平位置的调节，从而能够根据实际要求进行添加油墨。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0013] 1、本发明中的供墨盒内的油墨能够流到供墨管上，供墨管上的油墨流出，通过张

力吸附在滚筒一外壁上的凹孔内，通过滚筒一滚过纸板表面，从而能够形成图案。

[0014] 2、本发明中的调节电机一能够带动丝杆一转动，通过供墨块上的通孔一内的轴承

一能够使调节板能够沿着丝杆一作直线运动，调节电机二能够带动丝杆二转动，通过供墨

盒上的通孔四内的轴承二能够使调节板能够沿着丝杆二作直线运动，实现供墨盒上的供墨

管能够沿着滚筒一的轴向和径向进行调节供墨，更加灵活实用。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17] 图中，1、安装板一；2、安装板二；3、支脚；4、支撑轴一；5、支撑轴二；6、滚筒一；7、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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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二；8、凹孔；9、条形方孔；10、供墨盒；11、供墨管；12、转动电机；13、调节电机一；14、调节

电机二；15、丝杆一；16、丝杆二；17、调节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19] 如图1所示，一种改良纸板压印机中的压印装置，包括机架，机架包括安装板一1、

安装板二2和支脚3，安装板一1和安装板二2水平固定在支脚3上，且安装板一1位于安装板

二2之上，安装板一1和安装板二2之间设置有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机架上还水平设置有滚

筒一6和滚筒二7。

[0020] 如图2所示，滚筒二7具有空腔，滚筒一6通过转轴一转动设置在支撑板一和支撑板

二之间，且滚筒一6的外壁开设有若干凹孔8，所述的滚筒一6位于滚筒二7的正上方，滚筒二

7通过转轴二转动设置在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之间；所述的安装板一1上开设有条形方孔9，

且条形方孔9中还设置有能够对滚筒一6加墨的供墨机构，供墨机构包括供墨盒10和竖直固

定在供墨盒10上的供墨管11，且供墨管11均穿过条形方孔9，供墨盒10具有盛放油墨的内

腔，供墨管11与供墨盒10内腔相连通。

[0021] 安装板一1上还设置有能够带动供墨管11进行位置调节的滑动机构。滑动机构包

括调节板17、调节电机一13和丝杆一15，调节电机一13水平固定在安装板一1的上表面，所

述的丝杆一15的一端通过联轴器固定在调节电机一13的输出轴上，丝杆一15的另一端通过

轴承座固定在安装板一1的上表面，所述的调节板17上水平开设有通孔一，通孔一内固定有

轴承一，轴承一内圈上固定有螺母一，且螺母一与丝杆一15螺纹连接。调节电机一13能够带

动丝杆一15转动，螺纹连接在丝杆一15上的螺母一能够沿着丝杆一15作丝杆螺母传动，从

而通过调节板17通孔一内的轴承一能够使调节板17能够沿着丝杆一15作直线运动，实现供

墨盒10上的供墨管11能够沿着滚筒一6的轴向进行调节供墨，调节板17上水平开设有通孔

二，所述的通孔二内设置有支撑轴一4，支撑轴一4的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安装板一1上，

且支撑轴一4与丝杆一15相互平行，通过支撑轴一4从而能够使调节板17沿着丝杆一15的传

动更加稳定。

[0022] 滑动机构还包括调节电机二14和丝杆二16，所述的调节电机二14水平固定在调节

板17的上表面，所述的丝杆二16的一端通过联轴器固定在调节电机二14的输出轴上，且丝

杆二16与丝杆一15相垂直，丝杆二16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调节板17的上表面，所述

的供墨盒10上水平开设有通孔三，通孔三内固定有轴承二，轴承二内圈上固定有螺母二，且

螺母二与丝杆二16螺纹连接。调节电机二14能够带动丝杆二16转动，螺纹连接在丝杆二16

上的螺母二能够沿着丝杆二16作丝杆螺母传动，从而通过供墨盒10通孔四内的轴承二能够

使调节板17能够沿着丝杆二16作直线运动，供墨盒10上水平开设有通孔四，通孔四内设置

有支撑轴二5，支撑轴二5的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调节板17上，且支撑轴二5与丝杆二16相

互平行，通过支撑轴二5从而能够使供墨盒10沿着丝杆二16的传动更加稳定，实现供墨盒10

上的供墨管11能够沿着滚筒一6的径向进行调节供墨。

[0023] 滚筒二7通过转轴二转动设置在支撑板一和支撑板二之间，且滚筒二7的内壁上设

置有电加热块。滚筒二7内的电加热块能够散出热量，使压印后的纸板能够能好的上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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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板二2上水平固定有一转动电机12，转动电机12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有主动轮，所述的转轴

一上固定有从动轮，且主动轮与从动轮之间套设有皮带。转动电机12能够带动主动轮转动，

通过皮带带动从动轮转动，从而带动转轴一转动，实现滚筒一6转动。

[0024] 供墨盒10内的油墨能够流到供墨管11上，供墨管11上的油墨流出，通过张力吸附

在滚筒一6外壁上的凹孔8内，通过滚筒一6滚过纸板表面，从而能够形成图案；同时，调节电

机一13能够带动丝杆一15转动，通过供墨块上的通孔一内的轴承一能够使调节板17能够沿

着丝杆一15作直线运动，调节电机二14能够带动丝杆二16转动，通过供墨盒10上的通孔四

内的轴承二能够使调节板17能够沿着丝杆二16作直线运动，实现供墨盒10上的供墨管11能

够沿着滚筒一6的轴向和径向进行调节供墨，更加灵活实用。

[0025]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0026]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1、安装板一；2、安装板二；3、支脚；4、支撑轴一；5、支撑轴

二；6、滚筒一；7、滚筒二；8、凹孔；9、条形方孔；10、供墨盒；11、供墨管；12、转动电机；13、调

节电机一；14、调节电机二；15、丝杆一；16、丝杆二；17、调节板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

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本质；把它们

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是与本实用新型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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