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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包括：打印压板结

构，具有用于从底侧向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

施加真空的多个通孔以及在所述打印压板结构

的表面中的多个沉孔，每个沉孔与至少一个通孔

相关联以分配经由所述通孔施加的横过所述打

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真空；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用

于在打印区域中支撑打印介质；和沿打印介质前

进的方向行进横过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

至少一个真空带(20，21，22，23，24，25)，所述带

与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仅一部分交迭，以

在所述打印压板结构上形成至少一个带区和至

少一个非带区；其中所述通孔的密度和尺寸以及

所述沉孔的孔迹的分布、面积和形状中的至少一

个在所述带区和所述非带区之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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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包括：

打印压板结构，具有用于向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施加真空的多个通孔以及在所述

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中的多个沉孔，每个沉孔与至少一个通孔相关联以分配经由所述通孔

施加的横过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真空；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用于在打印区域中支撑打

印介质；和沿打印介质前进的方向行进横过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至少一个真空带，

所述带与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仅一部分交迭，以在所述打印压板结构上形成至少一

个带区和至少一个非带区；其中

所述通孔的密度和尺寸以及所述沉孔的孔迹的分布、面积和形状中的至少一个在所述

带区和所述非带区之间不同，

其中所述带区中的所述沉孔的孔迹的面积小于所述非带区中的所述沉孔的孔迹的面

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所述带区中的所述通孔的尺寸大于

所述非带区中的所述通孔的尺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所述带区中的所述沉孔的孔迹沿打

印介质前进的方向具有纵向矩形或椭圆形或近似纵向矩形或椭圆形的形状，并且所述非带

区中的所述沉孔的孔迹具有菱形或近似菱形的形状。

4.根据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所述带区中的所述沉孔的孔迹具有纵

向矩形或椭圆形或近似纵向矩形或椭圆形的形状，并且所述沉孔沿垂直于打印介质前进的

方向的宽度为相关联的通孔的直径的150％至3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包括行进横过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

的至少两个真空带，所述真空带彼此间隔，其中非带区形成在所述至少两个真空带之间以

及在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未被所述真空带覆盖的外边缘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所述打印压板结构也在介质输入区

域和介质输出区域中的至少一个中支撑所述打印介质；

其中所述打印区域中的通孔的密度大于所述介质输入区域和所述介质输出区域中的

所述至少一个中的通孔的密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所述打印压板结构也在介质输入区

域和介质输出区域中的至少一个中支撑所述打印介质；

其中所述打印区域中的通孔的尺寸大于所述介质输入区域和所述介质输出区域中的

所述至少一个中的通孔的尺寸。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所述打印压板结构也在介质输入区

域和介质输出区域中的至少一个中支撑所述打印介质；

其中所述打印区域中的沉孔的孔迹的面积小于所述介质输入区域和所述介质输出区

域中的所述至少一个中的沉孔的孔迹的面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所述打印压板结构也在介质输入区

域和介质输出区域中支撑所述打印介质；并且

其中，在所述带区中，所述通孔在所述打印区域中具有第一直径，在所述介质输入区域

中具有第二直径，并且在所述介质输出区域中具有第三直径；其中所述第一直径大于所述

第二直径，并且所述第二直径大于所述第三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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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所述沉孔的孔迹在所述打印区域具

有第一尺寸，在所述介质输入区域中具有第二尺寸，并且在所述介质输出区域中具有第三

尺寸；其中所述第一尺寸小于所述第二尺寸和所述第三尺寸，并且所述第三尺寸小于所述

第二尺寸。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所述打印压板结构包括沿垂直于介

质前进的方向并排布置的多个打印压板模块，其中相邻的打印压板模块在其侧边缘处彼此

交迭。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密闭泡沫构件被夹在相邻的打印

压板模块的交迭的侧边缘之间。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其中当与所述打印压板模块的其它部

分中的沉孔相比时，位于所述打印压板模块的交迭的边缘区域中的沉孔的孔迹被扩大，并

且沿横向方向延伸。

14.一种打印压板组件，包括：

打印压板结构，具有用于从底侧向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施加真空的多个通孔以及

在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中的多个沉孔，每个沉孔与至少一个通孔相关联以分配经由所

述通孔施加的横过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真空；

所述打印压板结构在打印区域、介质输入区域和介质输出区域中支撑打印介质，其中，

在打印介质前进的方向上，当与所述介质输入区域和所述介质输出区域相比时，所述打印

区域短，并且其中所述打印区域占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面积不超过20％；并且进一步

包括

沿打印介质前进的方向行进横过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至少两个真空带，所述真

空带彼此间隔，其中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被带交迭的区为带区，并且所述打印压板结构的

暴露的区为非带区；其中

所述通孔的尺寸以及所述沉孔的孔迹的面积和形状中的至少一个在所述带区和所述

非带区之间不同；并且其中所述通孔的尺寸以及所述沉孔的孔迹的面积和形状中的至少一

个在所述打印区域、所述介质输入区域和所述介质输出区域之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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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和打印压板组件

背景技术

[0001] 大幅面打印机中的一个重要部件是打印压板。打印压板提供充分受控的平坦表

面，以支撑待打印的打印介质。在喷墨打印系统中，在介质和墨笔之间保持限定的距离，也

称为打印头与纸的间距(PPS)，对于在打印时实现良好的打印质量并避免任何介质碰撞是

重要的。保持介质在适当的位置的一种方法是通过经由真空系统施加正交于打印压板表面

的压紧力。

[0002] 为了横跨打印压板和打印区域而供给介质，可以在由打印压板提供的打印区域的

下游和/或上游使用送纸辊。也可以使用真空带，该真空带行进横过打印压板并经由提供在

该带中的多个真空孔将真空传递到打印介质。

附图说明

[0003] 下面参考附图描述本公开的示例，其中：

[0004] 图1示出根据一个示例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的平面视图；

[0005] 图2示意性地示出打印压板/真空带装置的一部分的平面视图，以例示本公开的一

些原理；

[0006] 图3A和图3B示意性地示出打印介质支撑组件的俯视图，以分别例示打印介质如何

进入打印区域以及打印介质如何离开打印区域；

[0007] 图4示出用于例示当更多或者更少的真空孔被打印介质覆盖时真空压力的变化的

图表；

[0008] 图5示出根据一个示例的打印压板模块的俯视图；

[0009] 图6示出根据一个示例的打印压板结构的一部分的俯视图；

[0010] 图7示出根据一个示例的通过打印压板结构的一部分的剖面图；

[0011] 图8示出根据一个示例的打印压板结构的一部分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本公开描述一种包括用真空系统运行并使用真空带的打印压板结构的打印介质

支撑组件。该打印压板结构包括具有用于向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施加真空的多个通孔和打

印压板结构的表面中的多个沉孔(sinkhole)的单部件或多部件打印压板。每个沉孔与至少

一个通孔相关联以分配经由通孔施加的横过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真空。真空可经由提供

在打印压板结构的底侧处的真空室施加，其中真空由诸如风扇的真空发生器供应至真空

室。可以提供用于整个打印压板的一个真空室或者用于打印压板的区段的几个真空室。

[0013] 打印压板结构在打印区域中支撑打印介质，并且真空压紧介质，以提供对于精确

墨点布置所需的平面度。

[0014] 本公开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还包括沿打印介质前进的方向行进横过打印压板结

构的表面的至少一个真空带，以便将打印介质输送通过打印区域。真空经由通孔提供，并且

沉孔产生正交于介质的足够的力，以将介质压抵带，从而避免当打印介质由真空带输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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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相对于带滑动的任何风险。

[0015] 一个或多个真空带与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仅一部分交迭，以形成打印压板结构

的由带覆盖的至少一个带区和至少一个非带区或暴露区。在一个示例中，介质输送使用几

个带的系统实现，诸如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或者六个带，而不限于任何特定数目的带。总

宽度小于总的打印压板的宽度的这些带行进横过打印压板表面，并使用真空压住打印介质

并使打印介质保持平坦或“熨烫(iron)”打印介质。真空效果基于提供在带中的真空孔，其

由打印压板结构中提供的沉孔和通孔供给。

[0016] 在本公开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中，打印压板结构中通孔的尺寸和密度以及沉孔的

孔迹的分布、面积和形状中的至少一个在带区和非带区之间不同。在带区和非带区之间调

节通孔的密度和/或尺寸以及沉孔的分布、尺寸和/或形状，使得能够适当地供给带中的真

空孔并最小化带和打印压板表面之间的摩擦。使用真空将介质在带上压紧由于带和压板表

面之间的摩擦与真空的法向力而对带驱动引入摩擦。通过适当地调节压板内的通孔的分布

和尺寸与沉孔的分布、尺寸和形状，真空的压紧和“熨烫”效应可被优化，同时使摩擦最小

化。这使得能够控制介质平面度并在横过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的不同区域中避免真空损

失。

[0017] 图1示出根据一个示例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的示意性平面视图。在本示例中，如下

面更详细描述的，打印介质支撑组件包括具有在边缘区域处交迭的三个打印压板模块12、

14、16的打印压板结构10。也如下面更详细描述的，六条真空带20、21、22、23、24、25沿打印

介质前进的方向行进横过打印压板结构10，真空带20至25仅被示意性地示出为具有与打印

压板结构中提供的通孔和沉孔合作的真空孔。真空带20至25可以是行进横过打印压板结构

10的表面的环形带。

[0018] 在本公开的一个示例中，如下面更详细描述的，打印压板结构提供大幅面打印机

的打印压板，并提供打印区域、打印介质输入区域和打印介质输出区域。在一个非限制性示

例中，打印压板尺寸为1050mm  x  350mm，其中打印区域面积尺寸仅为大约1050mm  x  20mm，

并因此仅占打印压板的全部面积的大约6％。例如由大约1000mm  x  350mm的塑料部件构造

具有该尺寸或者类似尺寸的具有所需的例如0.1mm的平面度的打印压板需要复杂的生产工

艺并且昂贵。因此，本公开提出将任意较大的打印压板结构分成多个打印压板模块；在本示

例中，提供三个打印压板模块12、14、16，本示例中，每个均具有333mm  x  350mm的尺寸。这些

数字仅用作示例，并且不将本公开限制于任何特定尺寸的打印压板结构或任何特定数目的

打印压板模块。

[0019] 在本示例中被分解成每个均具有相关联的真空室和真空发生器(例如风扇)的三

个打印压板模块12、14、16的打印压板结构的模块化设计有助于在使用不同介质尺寸时减

小压力损失。例如，当使用打印介质时，其宽度等于或小于打印压板模块中两个的宽度，模

块之一的真空发生器可以被停用。

[0020] 如下面进一步详细描述的，在两个相邻的打印压板模块12、14以及打印压板模块

14、16的界面处，采取措施以提供良好的真空性能并避免真空损失。在本公开的一个示例

中，相邻的打印压板模块在所述界面处彼此交迭，并且密闭泡沫构件(closed  cell  foam 

member)被夹在相邻打印压板模块的交迭的侧边缘之间，以在打印压板之间获得良好的密

封。因此，可避免来自打印压板结构的顶表面处的打印压板模块之间的间隙的竖直空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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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示意性地例示包括带真空孔32的真空带的示例，真空带在具有通孔36的打印

压板34之上行进，以向打印压板的表面供给真空。图2还示意性地示出打印压板34的表面中

提供的沉孔38，其中一个通孔36与每个沉孔38相关联。带30的移动方向由图2的右手侧的箭

头A示意性地示出。每当带30的真空孔32与沉孔38中的一个交迭时，真空经由通孔36和真空

孔32被施加到带30的顶表面。因此，沉孔38被用于将真空分配横过打印压板34的表面的一

部分。带30的真空孔32由打印压板的上表面中的沉孔38供给。在本公开的一个示例中，相邻

的沉孔38和通孔36在介质前进方向A上相对于彼此偏置，以将真空更均匀地施加至带30并

通过带30。

[0022] 该类型的介质前进系统可因真空向带30施加的法向力而引入摩擦。摩擦力F是法

向力N和摩擦系数μ的乘积：F＝N  xμ

[0023] 反过来，法向力N是压力P和液压面积A的乘积：N＝P  x  A

[0024] 在此情况下，液压面积A是供给带的真空孔32的沉孔孔迹(footprint)的面积。将

摩擦保持尽量小是被期望的。理论上，存在用于减少摩擦力的三个参数：如果打印压板表面

或带表面的摩擦系数可被减小，则将产生较小的摩擦力。然而，在大多数打印介质支撑系统

中，打印压板和真空带的材料根据材料相容性以及其它因素来限定，并因此不应被改变。减

小摩擦的另一种方法是，减少由真空室产生的压力。然而，压力值是为了牢固地保持、输送

一切可能的被支撑的打印介质并保持其平坦而选择，所以该值不能随意改变。用于减小摩

擦力的第三个选项是，减小由沉孔的面积(例如由它们的长度和宽度)所限定的液压面积。

为了向真空带并因此向所输送的打印介质提供连续的真空，沉孔应被布置为沿介质输送的

方向以小间距彼此相邻，从而在真空供给中无间隔。沉孔38的长度基本上由打印压板的总

长度以及当真空孔未覆盖时允许用于确保良好的真空性能的沉孔的数目限定。另一方面，

沉孔38的宽度是可变参数，并用于减小沉孔的面积，该宽度可被减小到通孔32的直径+/-沿

横向方向(垂直于介质前进方向)带位移的最坏情况，以便仍然确保带30内的所有真空孔由

沉孔供给。考虑到这些参数，本公开的示例提供通孔36的密度和尺寸以及沉孔38的孔迹的

分布、面积和形状的最佳组合，以确保最佳介质压紧力和打印压板结构与真空带之间的最

小摩擦力。这可以通过在带区和非带区之间不同地改变通孔的密度和尺寸以及沉孔的孔迹

的分布、面积和形状中的至少一个而实现。

[0025] 图3A和图3B示意性地示出打印介质支撑组件的俯视图，分别用于例示打印介质如

何进入打印区域和离开打印区域。打印介质支撑组件的例示基本上与在图1中一样，包括打

印压板结构10和六个真空带(带的附图标记已被省略，以便不影响附图的清晰度)。打印压

板结构10包括介质输入区域、介质输出区域和打印区域，其中介质输入区域在打印区域的

上游，并且介质输出区域在打印区域的下游。打印介质40在真空带上被输送横过打印压板

结构10，其中，如图3A中所示，当打印介质进入打印区域时，前缘出现在打印压板结构中，并

且如图3B中所示，当打印介质离开打印区域时，后缘出现在打印压板结构10中。如图4的图

表中示意性示出的，当打印介质到达打印区域或离开打印区域时，存在许多未覆盖的真空

孔并且真空压力下降。如图4中所示，当未覆盖的孔的数目增加时，由打印压板结构的表面

施加的真空压力显著下降。为了减少这种压力下降，可在打印压板结构的不同区域以不同

的方式减少打印压板结构中的通孔的数目，尽可能多地避免真空泄漏，但仍然确保良好的

介质平面度或“熨烫”效应。如下面关于图5说明的，真空性能的要求并非对于打印压板结构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6414090 B

6



10的所有区域都是相同的。

[0026] 图5示出对应于模块12至14和16中的任意一个的一个打印压板模块的俯视图。图

中，带区50和非带区52由各自的方框标识，这些方框沿纵向方向或打印介质输送的方向延

伸。带区50是打印压板模块的被真空带交迭的那些部分，如图1中所示，例如。非带区52是打

印压板模块的暴露在两个相邻带之间或模块的边缘处的那些部分。在图5中，在打印压板模

块12的侧边缘处的非带区51另外被表示为“内压板(interplaten)”区，由52'标识。

[0027] 在横向方向上，打印压板模块12可被进一步划分成打印区域54、介质输入区域56

和介质输出区域58。在打印机运行期间，打印介质将沿纵向方向(在图中从顶部向底部)输

送，通过介质输入区域56进入，随后到达打印区域54并经由介质输出区域58离开。

[0028] 如图5中所示，打印压板结构12的区域之上的通孔的尺寸和分布以及沉孔的尺寸、

几何形状和分布在介质输入区域56、打印区域54和介质输出区域58之间不相同，并且在带

区50和非带区52之间也不相同，并进一步在内压板区52'中不相同。通孔由黑色圆点例示，

并且沉孔由限定不同孔迹的不同形状的周线例示，其中省略附图标记以免使图5的例示不

清楚。

[0029] 在带区50中，打印压板结构和带的组合由于真空所引起的带上的法向力而引入相

对较高的摩擦。在该区域中，希望最小化沉孔的液压面积以确保良好的真空性能。在一个示

例中，沉孔的宽度被制成象通孔的直径+/-沿横向方向带位移的最坏情况一样小，以确保在

所有操作条件下的带孔供给。在打印区域、介质输入区域和介质输出区域的每个中，带区中

的沉孔的宽度可例如为大约4mm。

[0030] 为限定在纵向方向上的沉孔长度，在打印区域54、介质输入区域56和介质输出区

域58之间有区别。在沉孔被完全覆盖时，它们起到最佳效果。为了在打印区域54中获得良好

的真空，该区域中的沉孔的长度对应于打印区域的长度的大约一半，例如约10mm。对于打印

压板模块的其余部分，具有高真空的要求不高，因为介质平面度的要求不高。因此，在介质

输入区域56和介质输出区域58中的沉孔的长度远比打印区域中的大，并且对于介质输入区

域可大概为35mm，对于介质输入区域可大概为30mm的规则。在所描述的示例中，带区中的沉

孔具有包括圆角的细长矩形的形状，具有如上说明的最小宽度并具有根据沉孔所位于的区

域而不同的长度。沉孔长度在打印区域54最短，而在介质输入区域56最长。如图5中还示出

的，提供在打印压板模块中的通孔和沉孔在横向方向(垂直于介质输送方向)上相对于彼此

偏置，以向带的底侧尽可能多地提供连续真空。

[0031] 在不是内压板区的非带区52中，本示例中的沉孔的形状已被选择为菱形。具有菱

形的孔迹的沉孔的优点在于，真空逐渐地增大和减小，因此避免介质前进期间的摩擦峰值。

在打印区域54、在非带区中在介质输入区域56和介质输出区域58之间分配沉孔的相对尺寸

的策略类似于带区的策略。在一个示例中，所有的沉孔的宽度是相同的，并且可以为大约

8mm，在一个示例中为7.7mm。打印区域中的沉孔的长度(沿纵向方向)是最短的，诸如10mm，

在介质输入区域和介质输出区域中的沉孔的长度大得多，例如介质输入区域为32mm并且介

质输出区域为27mm。

[0032] 更一般来说，在带区和非带区两者中，沉孔的孔迹在打印区域中具有第一尺寸，在

介质输入区域中具有第二尺寸并且在介质输出区域中具有第三尺寸；其中，第一尺寸小于

第二尺寸和第三尺寸，并且第三尺寸小于第二尺寸。在一个示例中，在带区中的沉孔中，沉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6414090 B

7



孔的宽度是相同的，并且在非带区中的沉孔中，沉孔的宽度是相同的，但是沉孔的长度在打

印区域、介质输入区域和介质输出区域之间不同。上面的数字和形状仅为示例，并用于例示

将根据包括不同区域的打印压板结构的尺寸、印刷技术、使用的材料、待打印的打印介质的

性质及类似的因素而变化的相对的尺寸。

[0033] 在具有比打印区域大得多的打印介质输入区域和打印介质输出区域的相对较大

的打印压板结构的示例中，可遇到下面的相对尺寸：打印区域长度为打印压板的总长度的

大约5％至10％，例如为打印压板的总长度的6％、7％、8％或9％。介质输入区域的长度为打

印压板的总长度的大约30％至50％，例如为打印压板的总长度的大约35％、40％或45％。介

质输出区域的长度为打印压板的总长度的大约40％至65％，例如为打印压板的总长度的大

约45％、50％或55％。打印压板的总长度为大约100mm至大约500mm，例如大约250mm、350mm

或450mm。

[0034] 在内压板区中的沉孔策略又不同，并且将在下面参考图8更详细地说明。

[0035] 以下指出沉孔的几何形状和尺寸的一个示例：

[0036]

[0037] 关于打印压板模块12中的通孔的直径，在带区50和非带区52之间还可以有区别，

并且进一步地，在打印区域、介质输入区域和介质输出区域之间可以有区别。

[0038] 在带区50内，对于限定孔直径，考虑被带交迭的孔可被墨和因带磨损产生的诸如

灰尘的带颗粒的混合物阻塞。最大浓度的墨位于打印区域54中，使得位于打印区域54和带

区50中的通孔的直径将最大。这些孔的直径可在1.8mm至2.8mm的范围内，例如大约2.1mm、

2.3mm或2.5mm。另一方面，介质输入区域56中的墨浓度低于打印区域中的墨浓度，但高于介

质输出区域58中的墨浓度。因此，介质输入区域和介质输出区域(对应于带区)中通孔的孔

直径可比打印区域中的孔直径小，但仍然足够大以应付带磨损。通孔直径的示例对于介质

输入区域在1.5mm至2.3mm的范围内，例如，大约1.8mm或2mm，并且对于介质输出区域在

1.5mm至1.8mm范围内，例如，大约1.5mm或1.7mm。

[0039] 在非带区52中，没有带颗粒阻塞通孔的风险，所以孔直径可以更小。在一个示例

中，对于打印区域54、介质输入区域56和介质输出区域58中的每个，孔直径均被选择为在

1.5mm至1.8mm范围内，例如，大约1.5mm或1.7mm。根据一个示例的打印压板结构中的通孔直

径的概况由下面的表格给出：

[0040]

  带区直径[mm] 非带区直径[mm]

介质输入 2 1.5

打印区域 2.3 1.5

介质输出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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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尤其，通孔直径的绝对值，将取决于所使用的打印流体的类型和真空带的材料。实

验已显示，带区中小于1.5mm的通孔直径导致很大一部分的孔被阻塞。因此，对于具有低浓

度的墨和带灰尘的区来说1.5mm的直径恰好可以接受。从2mm及以上的直径开始，阻塞问题

变少。具有例如2.3mm的直径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阻塞。在非带区中，尽管在诸如打印区域

的影响最大的区域中，即使在仅1.5mm的通孔直径处，孔也不阻塞。这一观察表明，真空带磨

损主要影响阻塞。

[0042] 在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示例中，每个打印压板模块的边缘区或内压板区52'与其

它模块不同地配置，以便在具有良好的真空性能并避免真空压力损失的相邻的打印压板模

块之间提供界面。图6示出包括打印压板模块14和在界面边缘60处交迭的打印压板模块12

的一部分的打印压板结构的一部分。打印压板模块14的相反的界面边缘60被示出未连接至

下一个相邻的打印压板模块。在图7的剖面视图中进一步例示该交迭区。在一个示例中，为

了在诸如模块12和14的相邻的打印压板模块之间实现有效的密封，压缩的密闭泡沫构件62

被夹在打印压板模块的交迭边缘部分之间。因此，在相邻的打印压板模块之间将没有竖直

空气间隙并且没有竖直的空气流，使得没有真空可逃逸到打印压板的表面。将该结构用于

连接相邻的打印压板模块便于获得大的打印压板，诸如具有高度的平面度的1000mm 

x350mm的压板。界面边缘60处的打印压板模块的真空性能应如全部打印压板模块的其余部

分一样好，以避免起皱和褶皱。由于纸张在湿的时候被展开，打印介质的褶皱通常将出现在

真空的最薄弱点中。因此，应避免压板模块之间的任何间隙。任何间隙由密闭泡沫构件闭

合，密闭泡沫构件可被预压缩或者可在插入相邻的打印压板模块的交迭的界面边缘60之间

时被压缩。

[0043] 图8示出打印压板模块的放大视图，以例示打印压板模块的内压板边缘区52'中沉

孔可如何变化。该沉孔的几何形状和尺寸的这种修改的一个原因是，难以提供延伸通过两

个交迭的界面边缘60或者甚至通过泡沫构件62的通孔。因此，在一个示例中，内压板边缘区

52'中的通孔被提供为相对于模块的外边缘有偏置，并且沉孔的几何形状被修改以便也提

供延伸到所述外边缘的真空。在图8所示的示例中，沉孔64被布置在距模块的外边缘的一定

距离处，并且每个沉孔在介质输送方向上被划分成多个较短的孔，在所述分段之间具有斜

道，以划分每个沉孔的总长，从而提高真空性能。此外，每个沉孔朝向侧边缘延伸，以在靠近

侧边缘的区域也提供真空。为了向沉孔64供应足够的真空，至少一些沉孔可以与多于一个

的通孔66相关联。

[0044] 在所示的示例中，除了内压板边缘区52'，一个通孔与每个沉孔相关联，因为已发

现每个沉孔提供一个通孔通常是足够的。然而，本公开不限于这样的实施例，并且多于一个

通孔可以与一个或多个沉孔相关联。

[0045] 从图8也可以很好地认识到，沉孔68、70可以根据其位置而具有不同的尺寸和形

状，例如不管它们是在图8中所例示的打印区域中还是在介质输出区域中，或者在介质输入

区域(未示出)中。该图还很好地例示了通孔68、70和相关联的沉孔72、74(附图标记仅与通

孔中的一些以及沉孔中的一些相关联，以便不影响本说明的清晰度)如何在介质前进方向

上相对于彼此偏置以便对真空带和被输送横过打印压板结构的打印介质施加尽可能长的

连续真空。

[0046] 综上所述，本公开的示例提供在整个打印压板的表面具有良好真空性能的一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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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介质支撑组件和一种打印压板结构。即使用高真空系统，打印压板和行进横过打印压板

的真空带之间的摩擦也可最小化。此外，能够提供用于大幅面打印机的非常大的压板结构，

而在压板模块界面处没有真空损失。打印压板结构进一步在提高行进横过打印压板的打印

介质的前缘和后缘区域中的真空性能方面被优化，以甚至当打印介质由给出卷曲边缘的功

能供给时获得最佳介质平面度。甚至当一部分打印压板没有打印介质时，真空性能可进一

步被优化。而且，打印压板表面和行进横过的真空带之间的摩擦的影响不仅被最小化，而且

在打印压板被打印介质覆盖和打印压板未被覆盖的两种状况之间平衡，以便对驱动真空带

实现稳定而平滑的伺服驱动。打印压板组件在对打印流体和真空带磨损引起的阻塞不敏感

方面进一步被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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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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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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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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