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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

备，包括工作柜，所述工作柜顶部设有工作室，所

述工作室内部设有入料模组、第一移印模组、第

二移印模组、180度翻转模组和打印模组，所述打

印模组包括固定柱，所述固定柱底部与工作柜固

定连接，所述固定柱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

件，所述第一固定件一端套接有安装杆。本实用

新型通过套孔将第一固定件和第二固定件与安

装杆进行套接，套孔内部的卡齿与安装杆上的卡

槽进行卡接，卡齿和卡槽的设置能够防止第一固

定件和第二固定件在安装杆上发生转动，同时卡

齿和卡槽可引导第二固定件带动喷码打印机沿

着安装杆进行移动，方便对喷码打印机的位置进

行调整，实现喷码位置可调，方便后续产品的共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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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包括工作柜(1)，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柜(1)顶部设有工

作室(2)，所述工作室(2)内部设有入料模组(3)、第一移印模组(4)、第二移印模组(5)、180

度翻转模组(6)和打印模组(7)，所述打印模组(7)包括固定柱(701)，所述固定柱(701)底部

与工作柜(1)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柱(701)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件(702)，所述第一固定

件(702)一端套接有安装杆(703)，所述安装杆(703)一端套接有第二固定件(704)，所述第

一固定件(702)和第二固定件(704)一端均开设有套孔(705)，所述套孔(705)顶壁和底壁均

固定连接有卡齿(706)，所述安装杆(703)顶部和底部均开设有卡槽(707)，所述卡齿(706)

与卡槽(707)相卡接，所述套孔(705)一侧设有开口(708)，所述开口(708)顶部和底部均设

有压合板(709)，两个所述压合板(709)通过螺丝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固定件(704)一端固定

连接有喷码打印机(7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喷码打印机

(710)一侧设有打印显示屏(711)，所述打印显示屏(711)倾斜设置，所述打印显示屏(711)

背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杆(712)，所述支撑杆(712)一端与第一固定件(702)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入料模组(3)包

括入料架(301)，所述工作柜(1)一侧开设有进出口(101)，所述入料架(301)一端贯穿进出

口(101)并延伸至工作柜(1)外侧，所述入料架(301)顶部安装有传送带(302)，所述传送带

(302)顶部固定连接有安装座(303)，所述安装座(303)底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卡块(304)，

两个所述卡块(304)分别设置于入料架(301)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303)顶

部通过螺丝固定连接有固定模(305)，所述固定模(305)顶部四角均固定连接有限位块

(306)，所述限位块(306)一侧固定连接有橡胶垫(307)，所述入料架(301)两端均固定连接

有挡块(308)。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移印模组

(4)包括第一移印机(401)，所述第一移印机(401)底部与工作柜(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移

印机(401)工作端安装有第一移印压模(402)，所述第一移印压模(402)设置于传送带(302)

顶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移印模组

(5)包括第二移印机(501)，所述第二移印机(501)底部与工作柜(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移

印机(501)工作端安装有第二移印压模(502)，所述第二移印压模(502)设置于传送带(302)

顶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180度翻转模组

(6)设置于第一移印机(401)和第二移印机(501)之间，所述180度翻转模组(6)包括固定座

(601)，所述固定座(601)底部与工作柜(1)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座(601)顶部安装有机械臂

(60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柜(1)一侧

固定连接有电脑显示屏(102)，所述电脑显示屏(102)一侧设有人机屏(103)，所述人机屏

(103)底部设有控制按钮(104)，所述工作柜(1)顶部固定连接有工作指示灯(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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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移印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移印机是一种印刷设备，适用于塑胶、玩具、玻璃、金属、陶瓷、电子、IC封等。移印

是一种间接的可凹胶头印刷技术，已成为各种物体表面印刷和装饰的一种主要方法。

[0003] 现有的移印设备在产品移印结束后，需对产品进行产品代码的喷码打印，其喷码

打印机的位置往往都是固定不变的，无法根据不同产品进行调整，喷码位置不可调，缺乏后

续产品的共用性。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来解决上述问题很有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以解决技术中现有的移印设

备在产品移印结束后，需对产品进行产品代码的喷码打印，其喷码打印机的位置往往都是

固定不变的，无法根据不同产品进行调整，喷码位置不可调，缺乏后续产品的共用性的问

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包

括工作柜，所述工作柜顶部设有工作室，所述工作室内部设有入料模组、第一移印模组、第

二移印模组、180度翻转模组和打印模组，所述打印模组包括固定柱，所述固定柱底部与工

作柜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柱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件，所述第一固定件一端套接有安装

杆，所述安装杆一端套接有第二固定件，所述第一固定件和第二固定件一端均开设有套孔，

所述套孔顶壁和底壁均固定连接有卡齿，所述安装杆顶部和底部均开设有卡槽，所述卡齿

与卡槽相卡接，所述套孔一侧设有开口，所述开口顶部和底部均设有压合板，两个所述压合

板通过螺丝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固定件一端固定连接有喷码打印机。

[0007] 优选的，所述喷码打印机一侧设有打印显示屏，所述打印显示屏倾斜设置，所述打

印显示屏背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一端与第一固定件固定连接，打印显示屏可

显示所打印的产品代码，方便操作人员进行观察。

[0008] 优选的，所述入料模组包括入料架，所述工作柜一侧开设有进出口，所述入料架一

端贯穿进出口并延伸至工作柜外侧，所述入料架顶部安装有传送带，所述传送带顶部固定

连接有安装座，所述安装座底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卡块，两个所述卡块分别设置于入料架

两侧，两个卡块卡住入料架两侧，可对安装座进行限位加固，提高安装座的移动稳定性。

[0009] 优选的，所述安装座顶部通过螺丝固定连接有固定模，所述固定模顶部四角均固

定连接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块一侧固定连接有橡胶垫，所述入料架两端均固定连接有挡块，

限位块能够对产品外壳四角进行定位，橡胶垫可避免产品外壳四角遭受磨损。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移印模组包括第一移印机，所述第一移印机底部与工作柜固定

连接，所述第一移印机工作端安装有第一移印压模，所述第一移印压模设置于传送带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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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移印压模可对产品外壳的A面进行图案移印。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二移印模组包括第二移印机，所述第二移印机底部与工作柜固定

连接，所述第二移印机工作端安装有第二移印压模，所述第二移印压模设置于传送带顶部，

第二移印压模可对产品外壳的B面进行图案移印。

[0012] 优选的，所述180度翻转模组设置于第一移印机和第二移印机之间，所述180度翻

转模组包括固定座，所述固定座底部与工作柜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座顶部安装有机械臂，机

械臂可对产品外壳进行抓取和翻转，实现产品外壳的A/B面切换。

[0013] 优选的，所述工作柜一侧固定连接有电脑显示屏，所述电脑显示屏一侧设有人机

屏，所述人机屏底部设有控制按钮，所述工作柜顶部固定连接有工作指示灯，工作指示灯能

够实时显示设备的工作运行状态。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15] 1、通过套孔将第一固定件和第二固定件与安装杆进行套接，套孔内部的卡齿与安

装杆上的卡槽进行卡接，卡齿和卡槽的设置能够防止第一固定件和第二固定件在安装杆上

发生转动，同时卡齿和卡槽可引导第二固定件带动喷码打印机沿着安装杆进行移动，方便

对喷码打印机的位置进行调整，实现喷码位置可调，方便后续产品的共用性；

[0016] 2、通过传送带可带动安装座沿着入料架进行移动，固定模通过螺丝固定于安装

座，方便进行拆装，便于更换不同产品的所对应的不同安装座，方便后续产品的共用性，入

料架两端均设有挡块，当安装座与挡块接触后，传送带便会反向运作，以防止安装座发生倾

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打印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结构剖视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固定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入料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

[0024] 1、工作柜；2、工作室；3、入料模组；4、第一移印模组；5、第二移印模组；6、180度翻

转模组；7、打印模组；101、进出口；102、电脑显示屏；103、人机屏；104、控制按钮；105、工作

指示灯；301、入料架；302、传送带；303、安装座；304、卡块；305、固定模；306、限位块；307、橡

胶垫；308、挡块；401、第一移印机；402、第一移印压模；501、第二移印机；502、第二移印压

模；601、固定座；602、机械臂；701、固定柱；702、第一固定件；703、安装杆；704、第二固定件；

705、套孔；706、卡齿；707、卡槽；708、开口；709、压合板；710、喷码打印机；711、打印显示屏；

712、支撑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对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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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图1‑6所示的一种可调式自动移印设备，包括工作柜1，所述

工作柜1顶部设有工作室2，所述工作室2内部设有入料模组3、第一移印模组4、第二移印模

组5、180度翻转模组6和打印模组7，所述打印模组7包括固定柱701，所述固定柱701底部与

工作柜1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柱701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件702，所述第一固定件702一

端套接有安装杆703，所述安装杆703一端套接有第二固定件704，所述第一固定件702和第

二固定件704一端均开设有套孔705，所述套孔705顶壁和底壁均固定连接有卡齿706，所述

安装杆703顶部和底部均开设有卡槽707，所述卡齿706与卡槽707相卡接，所述套孔705一侧

设有开口708，所述开口708顶部和底部均设有压合板709，两个所述压合板709通过螺丝固

定连接，所述第二固定件704一端固定连接有喷码打印机710。

[0027] 所述喷码打印机710一侧设有打印显示屏711，所述打印显示屏711倾斜设置，所述

打印显示屏711背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杆712，所述支撑杆712一端与第一固定件702固定连

接。

[0028] 所述入料模组3包括入料架301，所述工作柜1一侧开设有进出口101，所述入料架

301一端贯穿进出口101并延伸至工作柜1外侧，所述入料架301顶部安装有传送带302，所述

传送带302顶部固定连接有安装座303，所述安装座303底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卡块304，两

个所述卡块304分别设置于入料架301两侧。

[0029] 所述安装座303顶部通过螺丝固定连接有固定模305，所述固定模305顶部四角均

固定连接有限位块306，所述限位块306一侧固定连接有橡胶垫307，所述入料架301两端均

固定连接有挡块308。

[0030] 所述第一移印模组4包括第一移印机401，所述第一移印机401底部与工作柜1固定

连接，所述第一移印机401工作端安装有第一移印压模402，所述第一移印压模402设置于传

送带302顶部。

[0031] 所述第二移印模组5包括第二移印机501，所述第二移印机501底部与工作柜1固定

连接，所述第二移印机501工作端安装有第二移印压模502，所述第二移印压模502设置于传

送带302顶部。

[0032] 所述180度翻转模组6设置于第一移印机401和第二移印机501之间，所述180度翻

转模组6包括固定座601，所述固定座601底部与工作柜1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座601顶部安装

有机械臂602。

[0033] 所述工作柜1一侧固定连接有电脑显示屏102，所述电脑显示屏102一侧设有人机

屏103，所述人机屏103底部设有控制按钮104，所述工作柜1顶部固定连接有工作指示灯

105。

[0034] 本实用工作原理：

[0035] 参照说明书附图1‑6，在使用本设备时，首先通过传送带302将固定模305从工作室

2内移至工作柜1外侧，将待打印的产品外壳放置于固定模305上，使产品外壳需要打印的A

面朝上，再通过传送带302将固定模305传送回工作室2内，当产品外壳移动至第一移印压模

402正下方时，传送带302短暂停留，第一移印机401驱动第一移印压模402下压并将图案移

印至产品外壳A面，传送带302继续带动固定模305进行移动，当产品外壳移动至机械臂602

正前方时，传送带302短暂停留，机械臂602对产品外壳进行夹取并旋转180度，使产品外壳

需要打印的B面朝上放置于固定模305上，传送带302继续带动固定模305进行移动，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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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移动至第二移印压模502正下方时，传送带302短暂停留，第二移印机501驱动第二移印

压模502下压并将图案移印至产品外壳B面，传送带302继续带动固定模305进行移动，当产

品外壳移动至喷码打印机710正下方时，传送带302短暂停留，喷码打印机710将产品数据代

码打印至产品外壳B面，打印完成后，传送带302反向运作并带动固定模305移动至工作柜1

外侧，等待下一次打印操作，第一固定件702和第二固定件704通过套孔705与安装杆703进

行套接，套孔705内部的卡齿706与安装杆703上的卡槽707进行卡接，卡齿706和卡槽707的

设置能够防止第一固定件702和第二固定件704在安装杆703上发生转动，同时卡齿706和卡

槽707可引导第二固定件704带动喷码打印机710沿着安装杆703进行移动，方便对喷码打印

机710的位置进行调整，实现喷码位置可调，方便后续产品的共用性；

[0036] 参照说明书附图1‑6，在使用本设备时，通过传送带302可带动安装座303沿着入料

架301进行移动，固定模305通过螺丝固定于安装座303，方便进行拆装，便于更换不同产品

的所对应的不同安装座303，方便后续产品的共用性，入料架301两端均设有挡块308，当安

装座303与挡块308接触后，传送带302便会反向运作，以防止安装座303发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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