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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

包括底座以及设在底座上用于固定承印物的定

位块，所述底座上设有通口，还包括设在通口内

的输送带以及与输送带相配合的传动辊，所述定

位块设有若干个且可拆卸的安装于输送带上，所

述传动辊两端固定于通口的内壁上，所述底座上

设有朝向定位块设置的检测头。本发明结构简

单、工作效率高、烫印效果好、成品率高以及成本

低。通过设置输送带，工人只需不断地将承印物

放置于烫印版印刷前的定位块上，输送带将承印

物不断地进行输送，从而增加了工人的工作效

率，增加了烫金机的生产量，且能够增加工人操

作时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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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包括底座以及设在底座上用于固定承印物的定位块，

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上设有通口，还包括设在通口内的输送带以及与输送带相配合的传

动辊，所述定位块设有若干个且可拆卸的安装于输送带上，所述传动辊两端固定于通口的

内壁上，所述底座上设有朝向定位块设置的检测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块底部与

输送带内设有相吸的磁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块两侧设

有限位机构，所述限位机构包括设在输送带上的固定块、插设于固定块上的拉杆、设在拉杆

上的挡块以及套设在拉杆上且位于挡块与固定块之间的弹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拉杆前端设有

与定位块侧壁相贴的弹性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机构至少

设有四个，且两两相对设置于定位块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口内设有与

输送带顶壁相贴的支撑块，所述支撑块两端与通口内壁相连且穿过输送带与传动辊平行设

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辊至少设

有两个，且平行设置于传送带的两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块相对输

送带相向设置的棱边呈圆弧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块的四个

顶角呈倒圆角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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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印刷烫金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烫金是指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将电化  烫金纸烫印到承印物表面的工艺过程。

电化铝烫印的图文呈现出强烈的金属光泽，色彩鲜艳夺目、永不褪色。尤其是金银电化铝，

以其富丽堂皇、精致高雅的装潢点缀了印刷品表面，增强了印品的艺术性，起到了突出主题

的宣传效果；其光亮程度大大超过了印金和印银，使产品具有高档的感觉和给人以美的享

受。同时由于电化铝具有优良的物理、化学性能，起到了保护印品的作用，所以烫金工艺被

广泛地应用于高档、精美的包装装潢商标、挂历和书刊封面等印刷品上；其次，电化铝烫印

范围非常广泛，从一般书籍封面、商标图案、宣传广告、塑料制品到日用百货，从纸张到皮

革、棉布等；再则，烫金是一种干式加工方法，工件烫金后可立即包装、运输。所以，烫金技术

被广泛地采用，烫印的适用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0003] 学生用的尺子、铅笔等文具都需要使用包装盒包装，包装盒上的图案通过烫印机

印制的，现有的烫印机只有一个定位块，需人工进行上料，等承印物印刷好后，将其拿下，再

放置下一个承印物，这样工作效率极低，且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从而导致生产量低。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上述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工作效率高、烫印效果好、成

品率高以及成本低的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

[0005] 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包括底座以及

设在底座上用于固定承印物的定位块，所述底座上设有通口，还包括设在通口内的输送带

以及与输送带相配合的传动辊，所述定位块设有若干个且可拆卸的安装于输送带上，所述

传动辊两端固定于通口的内壁上，所述底座上设有朝向定位块设置的检测头。

[0006] 上述结构中，工人将承印物固定于输送带的定位块上，输送带将定位块输送至烫

印版下方，检测头对定位块进行检测是否到位，检测好后进行烫印，烫印好后的承印物通过

输送带继续输送至底座下方后，通过烫金机的卸料装置进行卸料，从而增加了工作效率，增

加了产量，减少了人力成本。通过设置输送带以及若干个定位块能够使得工人不需要等承

印物烫印好后再放置下一个承印物，从而增加了工人的工作效率，且能够增加工人操作时

的安全性。定位块通过可拆卸的方式安装于输送带上，能够适用于不同大小的承印物，从而

能够增加适用范围，增加了本发明的实用性。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定位块底部与输送带内设有相吸的磁铁。

[0008] 上述结构中，通过磁铁使得定位块固定于输送带上，且能够便于更换定位块，以适

用于不同承印物的需求。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定位块两侧设有限位机构，所述限位机构包括设在输

送带上的固定块、插设于固定块上的拉杆、设在拉杆上的挡块以及套设在拉杆上且位于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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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与固定块之间的弹簧。

[0010] 上述结构中，通过拉动拉杆，使得弹簧压缩，将定位块固定好后，释放拉杆，通过弹

簧的弹力将定位块固定住，从而能够防止输送带输送时定位块产生晃动而导致烫金效果

差，增加了本发明的可靠性。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拉杆前端设有与定位块侧壁相贴的弹性块。

[0012] 上述结构中，通过设置弹性块能够减少定位块受到的磨损，从而延长了定位块的

使用寿命。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限位机构至少设有四个，且两两相对设置于定位块两

侧。

[0014] 采用上述结构，能够增加定位块的稳定性，且能够增加定位块可更换的大小，扩大

了适用范围，增加了本发明的实用性。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通口内设有与输送带顶壁相贴的支撑块，所述支撑块

两端与通口内壁相连且穿过输送带与传动辊平行设置。

[0016] 上述结构中，通过设置支撑块能够增加烫印版烫印时的稳定性，对定位块起到了

很好的支撑作用，从而增加了烫印的效果，增加了本发明的可靠性。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传动辊至少设有两个，且平行设置于传送带的两端。

[0018] 采用上述结构，能够增加输送带输送的稳定性，防止定位块输送时产生抖动而影

响了烫印的效果，从而增加了本发明的可靠性。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支撑块相对输送带相向设置的棱边呈圆弧状。

[0020] 采用上述结构，能够减小输送带输送时，与支撑块产生的磨损，从而延长了输送带

的使用寿命。

[002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定位块的四个顶角呈倒圆角设置。

[0022] 采用上述结构，能够便于承印物扣合在定位块上，从而增加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简单、工作效率高、烫印效果好、成品率高以及成

本低。通过设置输送带，工人只需不断地将承印物放置于烫印版印刷前的定位块上，输送带

将承印物不断地进行输送，从而增加了工人的工作效率，增肌了烫金机的生产量，且能够增

加工人操作时的安全性。定位块通过可拆卸的方式安装于输送带上，能够适用于不同大小

的承印物，从而能够增加适用范围，增加了本发明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中限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标号含义：1-底座；11-定位块；12-通口；2-输送带；3-传动辊；4-检测头；5-限

位机构；51-固定块；52-拉杆；53-挡块；54-弹簧；55-弹性块；6-支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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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如图1至图3所示的一种用于烫金机的输送装置，包括底座1以及设在底座1上用于

固定承印物的定位块11，所述底座1上设有通口12，还包括设在通口12内的输送带2以及与

输送带2相配合的传动辊3，所述定位块11设有若干个且可拆卸的安装于输送带2上，所述传

动辊3两端固定于通口12的内壁上，所述底座1上设有朝向定位块11设置的检测头4。

[0030] 上述结构中，工人将承印物固定于输送带2的定位块11上，输送带2将定位块11输

送至烫印版下方，检测头4对定位块11进行检测是否到位，检测好后进行烫印，烫印好后的

承印物通过输送带2继续输送至底座1下方后，通过烫金机的卸料装置进行卸料，从而增加

了工作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力成本。通过设置输送带2以及若干个定位块11能够使

得工人不需要等承印物烫印好后再放置下一个承印物，从而增加了工人的工作效率，且能

够增加工人操作时的安全性。定位块11通过可拆卸的方式安装于输送带2上，能够适用于不

同大小的承印物，从而能够增加适用范围，增加了本发明的实用性。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定位块11底部与输送带2内设有相吸的磁铁。

[0032] 上述结构中，通过磁铁使得定位块11固定于输送带2上，且能够便于更换定位块

11，以适用于不同承印物的需求。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定位块11两侧设有限位机构5，所述限位机构5包括设在输送带2

上的固定块51、插设于固定块51上的拉杆52、设在拉杆52上的挡块53以及套设在拉杆52上

且位于挡块53与固定块51之间的弹簧54。

[0034] 上述结构中，通过拉动拉杆52，使得弹簧54压缩，将定位块11固定好后，释放拉杆

52，通过弹簧54的弹力将定位块11固定住，从而能够防止输送带2输送时定位块11产生晃动

而导致烫金效果差，增加了本发明的可靠性。

[0035] 本实施例中，所述拉杆52前端设有与定位块11侧壁相贴的弹性块55。

[0036] 上述结构中，通过设置弹性块55能够减少定位块11受到的磨损，从而延长了定位

块11的使用寿命。

[0037] 本实施例中，所述限位机构5至少设有四个，且两两相对设置于定位块11两侧。

[0038] 采用上述结构，能够增加定位块11的稳定性，且能够增加定位块11可更换的大小，

扩大了适用范围，增加了本发明的实用性。

[0039] 本实施例中，所述通口12内设有与输送带2顶壁相贴的支撑块6，所述支撑块6两端

与通口12内壁相连且穿过输送带2与传动辊3平行设置。

[0040] 上述结构中，通过设置支撑块6能够增加烫印版烫印时的稳定性，对定位块11起到

了很好的支撑作用，从而增加了烫印的效果，增加了本发明的可靠性。

[0041] 本实施例中，所述传动辊3至少设有两个，且平行设置于传送带的两端。

[0042] 采用上述结构，能够增加输送带2输送的稳定性，防止定位块11输送时产生抖动而

影响了烫印的效果，从而增加了本发明的可靠性。

[0043] 本实施例中，所述支撑块6相对输送带2相向设置的棱边呈圆弧状。

[0044] 采用上述结构，能够减小输送带2输送时，与支撑块6产生的磨损，从而延长了输送

带2的使用寿命。

[0045] 本实施例中，所述定位块11的四个顶角呈倒圆角设置。

[0046] 采用上述结构，能够便于承印物扣合在定位块11上，从而增加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004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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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型，上述假设的这些

改进和变型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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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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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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