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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的塑料制品

用喷墨装置，包括喷墨工作台，支撑柱，支撑座，

置物横板，存墨罐，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

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

构，导墨管，墨水添加管，电动喷墨枪，输送软管，

清洁开关，储尘抽屉，成品缓存箱和清理箱，所述

的支撑柱分别螺栓连接在喷墨工作台的下表面

四角位置；所述的支撑座焊接在支撑柱的下表

面。本实用新型清理电机，旋转轴，套筒，除尘套，

棉布刷毛和滚珠轴承的设置，有利于在喷墨前对

塑料制品表面进行清理，丰富了喷墨装置的使用

功能，并能保证喷墨的质量；PVC波纹防护板，磁

铁块和手握把手的设置，有利于在喷墨过程中起

到防护的作用，并且方便吸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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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

包括喷墨工作台(1)，支撑柱(2)，支撑座(3)，置物横板(4)，存墨罐(5)，塑料制品表面清洁

刷毛结构(6)，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7)，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构(8)，导墨管(9)，墨水添

加管(10)，电动喷墨枪(11)，输送软管(12)，清洁开关(13)，储尘抽屉(14)，成品缓存箱(15)

和清理箱(16)，所述的支撑柱(2)分别螺栓连接在喷墨工作台(1)的下表面四角位置；所述

的支撑座(3)焊接在支撑柱(2)的下表面；所述的置物横板(4)横向螺栓连接在支撑柱(2)和

支撑柱(2)的内侧下部位置；所述的存墨罐(5)胶接在置物横板(4)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

的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6)安装在清理箱(16)的内部上侧位置；所述的可调节防护

支撑架结构(7)安装在喷墨工作台(1)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构

(8)设置在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7)的内部下侧并放置在喷墨工作台(1)的上表面中间位

置；所述的导墨管(9)贯穿存墨罐(5)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墨水添加管(10)螺纹连接

在存墨罐(5)的上表面左侧位置并与存墨罐(5)的内部连通；所述的输送软管(12)一端螺纹

连接在导墨管(9)的上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电动喷墨枪(11)的输入端；所述的电动喷墨枪

(11)安装在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7)的下部；所述的清洁开关(13)镶嵌在清理箱(16)的

正表面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储尘抽屉(14)放置在清理箱(16)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的成

品缓存箱(15)螺栓连接在喷墨工作台(1)的上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清理箱(16)螺栓连接

在喷墨工作台(1)的上表面左侧位置；所述的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6)包括清理电机

(61)，旋转轴(62)，套筒(63)，除尘套(64)，棉布刷毛(65)和滚珠轴承(66)，所述的旋转轴

(62)一端联轴器连接在清理电机(61)的输出轴上，另一端贯穿套筒(63)插接在滚珠轴承

(66)的内圈；所述的除尘套(64)套接在套筒(63)的外表面；所述的棉布刷毛(65)缝接在除

尘套(64)的外表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防护

支撑架结构(7)包括U型吊架(71)，伸缩气缸(72)，控制开关(73)，PVC波纹防护板(74)，固定

板(75)和连接套筒(76)，所述的伸缩气缸(72)螺栓连接在U型吊架(71)的水平段的下表面

中间位置；所述的控制开关(73)镶嵌在U型吊架(71)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PVC波纹防

护板(74)螺钉连接在U型吊架(71)右侧设置的垂直段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固定板

(75)分别横向焊接在U型吊架(71)的下部左右两端；所述的连接套筒(76)套接在伸缩气缸

(72)的输出端并用螺栓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喷膜

固定条结构(8)包括塑料制品放置座(81)，万向球(82)，支撑软管(83)，横向固定条(84)，纵

向固定条(85)和磁铁条(86)，所述的万向球(82)分别镶嵌在塑料制品放置座(81)的内部左

右两侧的上部位置；所述的支撑软管(83)螺钉连接在万向球(82)的外表面；所述的横向固

定条(84)轴接在支撑软管(83)的顶端；所述的纵向固定条(85)分别轴接在横向固定条(84)

的内侧上下两部位置；所述的磁铁条(86)分别胶接在横向固定条(84)和纵向固定条(85)的

下表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软管

(83)具体采用不锈钢软管；所述的塑料制品放置座(81)具体采用不锈钢座；所述的塑料制

品放置座(81)与喷墨工作台(1)螺栓连接设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墨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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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存墨罐(5)的相交处设置有密封圈垫；所述的导墨管(9)的下表面距离存墨罐(5)内部的

下表面的距离设置在三毫米至五毫米。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轴(62)

与滚珠轴承(66)的内圈过盈配合设置；所述的除尘套(64)具体采用尼龙布套；所述的棉布

刷毛(65)的长度设置在五厘米至十厘米。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理电机

(61)与清理箱(16)的内表面左侧上部螺栓连接；所述的滚珠轴承(66)镶嵌在清理箱(16)的

内表面右侧上部。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PVC波纹防

护板(74)的左侧上下两部分别胶接有磁铁块(741)；所述的PVC波纹防护板(74)的正表面左

侧螺钉连接在有手握把手(742)。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动喷墨枪

(11)螺栓连接在连接套筒(76)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的固定板(75)具体采用长方形的不锈

钢板；所述的固定板(75)与喷墨工作台(1)螺栓连接。

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理箱

(16)和成品缓存箱(15)分别采用正表面开口的不锈钢箱；所述的储尘抽屉(14)的正表面中

间位置螺钉连接有抽拉把手；所述的成品缓存箱(15)的内部横向螺钉连接有不锈钢置物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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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塑料制品喷墨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

喷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塑料制品是采用塑料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生活用品、工业用品的统称，包括以

塑料为原料的所有注塑、吸塑等工艺制品；塑料是一类具有可塑性的合成高分子材料，它与

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形成了当今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三大合成材料；生活中会用到许多的

塑料制品，许多人想对自己的塑料制品喷印上属于私人的标志，但是目前的塑料制品喷墨

装置不具有喷印私人标志的功能，而且对于不同大小的塑料制品，不能精准控制喷印的位

置。

[0003] 目前在制造塑料制品时，需要对塑料制品表面喷印标志已达到区别塑料制品的目

的，而对于塑料制品表面进行喷印标志时，从而方便人们辨识产品的厂家和产品的用途，进

而方便人们的使用。标志的印刷都是通过人工进行印刷的，这样导致生产速度缓慢，另外对

于人工刷制的要求很高，这样对员工的技术要求变得很高，而由人工印刷，就会出现印刷的

不均匀，从而影响到产品印刷的效果，进而影响到人们的使用。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207510026U，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塑料制品喷墨装置，包括

喷墨装置本体、支柱、模板和放置台，支柱固定连接在喷墨装置本体下表面，喷墨装置本体

外表面前侧固定连接有加墨口，喷墨装置本体上方左侧固定连接有电源，喷墨装置本体上

方右侧固定连接有储物箱，喷墨装置本体下表面中间固定连接有喷墨头，喷墨装置本体下

表面右侧设置有滑槽，滑槽活动连接有活动杆的一端，活动杆另一端固定连接有照射灯；喷

墨头下方设置有平板，平板中间设置有通孔，通孔外围设置有凹槽，平板下方两侧固定连接

有烘干灯，模板中间设置有私人标志通孔，模板下方固定连接有凸块。但是现有的塑料制品

用喷墨装置还存在着在喷墨前不具备对塑料制品表面灰尘清理的功能，不能根据塑料制品

大小的不同进行调节和对喷墨模具固定不方便的问题。

[0005] 因此，发明一种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以

解决现有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在喷墨前不具备对塑料制品表面灰尘清理的功能，不能根

据塑料制品大小的不同进行调节和对喷墨模具固定不方便的问题。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多功能的塑料制品

用喷墨装置，包括喷墨工作台，支撑柱，支撑座，置物横板，存墨罐，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

结构，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构，导墨管，墨水添加管，电动喷墨枪，

输送软管，清洁开关，储尘抽屉，成品缓存箱和清理箱，所述的支撑柱分别螺栓连接在喷墨

工作台的下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支撑座焊接在支撑柱的下表面；所述的置物横板横向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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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连接在支撑柱和支撑柱的内侧下部位置；所述的存墨罐胶接在置物横板的上表面中间位

置；所述的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安装在清理箱的内部上侧位置；所述的可调节防护

支撑架结构安装在喷墨工作台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构设置在可

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的内部下侧并放置在喷墨工作台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导墨管贯

穿存墨罐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墨水添加管螺纹连接在存墨罐的上表面左侧位置并与

存墨罐的内部连通；所述的输送软管一端螺纹连接在导墨管的上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电

动喷墨枪的输入端；所述的电动喷墨枪安装在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的下部；所述的清洁

开关镶嵌在清理箱的正表面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储尘抽屉放置在清理箱的内部下侧位

置；所述的成品缓存箱螺栓连接在喷墨工作台的上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清理箱螺栓连接

在喷墨工作台的上表面左侧位置；所述的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包括清理电机，旋转

轴，套筒，除尘套，棉布刷毛和滚珠轴承，所述的旋转轴一端联轴器连接在清理电机的输出

轴上，另一端贯穿套筒插接在滚珠轴承的内圈；所述的除尘套套接在套筒的外表面；所述的

棉布刷毛缝接在除尘套的外表面。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包括U型吊架，伸缩气缸，控制开关，PVC波

纹防护板，固定板和连接套筒，所述的伸缩气缸螺栓连接在U型吊架的水平段的下表面中间

位置；所述的控制开关镶嵌在U型吊架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PVC波纹防护板螺钉连接

在U型吊架右侧设置的垂直段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固定板分别横向焊接在U型吊架的

下部左右两端；所述的连接套筒套接在伸缩气缸的输出端并用螺栓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构包括塑料制品放置座，万向球，支撑软管，

横向固定条，纵向固定条和磁铁条，所述的万向球分别镶嵌在塑料制品放置座的内部左右

两侧的上部位置；所述的支撑软管螺钉连接在万向球的外表面；所述的横向固定条轴接在

支撑软管的顶端；所述的纵向固定条分别轴接在横向固定条的内侧上下两部位置；所述的

磁铁条分别胶接在横向固定条和纵向固定条的下表面。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支撑软管具体采用不锈钢软管；所述的塑料制品放置座具体采用

不锈钢座；所述的塑料制品放置座与喷墨工作台螺栓连接设置。

[0011] 优选的，所述的导墨管与存墨罐的相交处设置有密封圈垫；所述的导墨管的下表

面距离存墨罐内部的下表面的距离设置在三毫米至五毫米。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轴与滚珠轴承的内圈过盈配合设置；所述的除尘套具体采用

尼龙布套；所述的棉布刷毛的长度设置在五厘米至十厘米。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清理电机与清理箱的内表面左侧上部螺栓连接；所述的滚珠轴承

镶嵌在清理箱的内表面右侧上部。

[0014] 优选的，所述的PVC波纹防护板的左侧上下两部分别胶接有磁铁块；所述的PVC波

纹防护板的正表面左侧螺钉连接在有手握把手。

[0015] 优选的，所述的电动喷墨枪螺栓连接在连接套筒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的固定板

具体采用长方形的不锈钢板；所述的固定板与喷墨工作台螺栓连接。

[0016] 优选的，所述的磁铁条与塑料制品放置座吸附设置。

[0017] 优选的，所述的清理箱和成品缓存箱分别采用正表面开口的不锈钢箱；所述的储

尘抽屉的正表面中间位置螺钉连接有抽拉把手；所述的成品缓存箱的内部横向螺钉连接有

不锈钢置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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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的，所述的电动喷墨枪通过输送软管和导墨管与存墨罐的内部连通；所述的

存墨罐具体采用透明的圆柱形的PVC塑料罐。

[0019] 优选的，所述的清洁开关电性连接清理电机；所述的伸缩气缸和电动喷墨枪分别

电性连接控制开关；所述的清理电机具体采用型号为YE2的电机；所述的伸缩气缸具体采用

型号为JY-100的气缸；所述的电动喷墨枪具体采用型号为1000B的喷枪。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清理电机，旋转轴，套筒，除尘套，棉布刷毛和滚珠轴承的

设置，有利于在喷墨前对塑料制品表面进行清理，丰富了喷墨装置的使用功能，并能保证喷

墨的质量。

[0022]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除尘套具体采用尼龙布套；所述的棉布刷毛的长度设置

在五厘米至十厘米，有利于在清理过程中起到对塑料制品保护的作用，避免划伤塑料制品。

[0023]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PVC波纹防护板，磁铁块和手握把手的设置，有利于在喷

墨过程中起到防护的作用，并且方便吸附固定。

[0024]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U型吊架，伸缩气缸和连接套筒的设置，有利于根据塑料

制品型号的不同进行高度的调节，满足实际喷墨的需要。

[0025]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万向球，支撑软管，横向固定条和纵向固定条的设置，有

利于进行角度的调节，方便对喷墨图形模具进行压紧固定，保证喷墨的质量。

[0026]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成品缓存箱的内部横向螺钉连接有不锈钢置物板，有利

于对喷墨完成的成品进行临时的放置晾干，充分利用了喷墨工作台的空间。

[0027]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存墨罐具体采用透明的圆柱形的PVC塑料罐，有利于对用

墨量进行查看，方便在墨量不足时及时的进行添加。

[0028]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清理箱和储尘抽屉的设置，有利于对清理下的废物进行

收集，并方便进行清理。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至图4中：1、喷墨工作台；2、支撑柱；3、支撑座；4、置物横板；5、存墨罐；6、塑料

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61、清理电机；62、旋转轴；63、套筒；64、除尘套；65、棉布刷毛；66、

滚珠轴承；7、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71、U型吊架；72、伸缩气缸；73、控制开关；74、PVC波纹

防护板；741、磁铁块；742、手握把手；75、固定板；76、连接套筒；8、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构；

81、塑料制品放置座；82、万向球；83、支撑软管；84、横向固定条；85、纵向固定条；86、磁铁

条；9、导墨管；10、墨水添加管；11、电动喷墨枪；12、输送软管；13、清洁开关；14、储尘抽屉；

15、成品缓存箱；16、清理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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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如附图1至附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多功能的塑料制品用喷墨装置，包括

喷墨工作台1，支撑柱2，支撑座3，置物横板4，存墨罐5，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6，可调

节防护支撑架结构7，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构8，导墨管9，墨水添加管10，电动喷墨枪11，输

送软管12，清洁开关13，储尘抽屉14，成品缓存箱15和清理箱16，所述的支撑柱2分别螺栓连

接在喷墨工作台1的下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支撑座3焊接在支撑柱2的下表面；所述的置物

横板4横向螺栓连接在支撑柱2和支撑柱2的内侧下部位置；所述的存墨罐5胶接在置物横板

4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6安装在清理箱16的内部上侧位

置；所述的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7安装在喷墨工作台1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可调节

喷膜固定条结构8设置在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7的内部下侧并放置在喷墨工作台1的上表

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导墨管9贯穿存墨罐5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墨水添加管10螺纹连

接在存墨罐5的上表面左侧位置并与存墨罐5的内部连通；所述的输送软管12一端螺纹连接

在导墨管9的上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电动喷墨枪11的输入端；所述的电动喷墨枪11安装在

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7的下部；所述的清洁开关13镶嵌在清理箱16的正表面上部中间位

置；所述的储尘抽屉14放置在清理箱16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的成品缓存箱15螺栓连接在

喷墨工作台1的上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清理箱16螺栓连接在喷墨工作台1的上表面左侧位

置；所述的塑料制品表面清洁刷毛结构6包括清理电机61，旋转轴62，套筒63，除尘套64，棉

布刷毛65和滚珠轴承66，所述的旋转轴62一端联轴器连接在清理电机61的输出轴上，另一

端贯穿套筒63插接在滚珠轴承66的内圈；所述的除尘套64套接在套筒63的外表面；所述的

棉布刷毛65缝接在除尘套64的外表面；通过清洁开关13启动清理电机61，使清理电机61带

动旋转轴62在滚珠轴承66内转动，进而使套筒63，除尘套64和棉布刷毛65进行转动，手持塑

料制品靠近棉布刷毛65在棉布刷毛65的作用下，对塑料制品的表面进行清洁，清洁的杂物

会落入到储尘抽屉14内。

[0036] 如附图3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防护支撑架结构7包括U型吊

架71，伸缩气缸72，控制开关73，PVC波纹防护板74，固定板75和连接套筒76，所述的伸缩气

缸72螺栓连接在U型吊架71的水平段的下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控制开关73镶嵌在U型吊架

71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PVC波纹防护板74螺钉连接在U型吊架71右侧设置的垂直段的

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固定板75分别横向焊接在U型吊架71的下部左右两端；所述的连接

套筒76套接在伸缩气缸72的输出端并用螺栓连接；通过控制开关73启动伸缩气缸72带动电

动喷墨枪11向下运动，靠近塑料制品的上表面，接着手握手握把手742，向左侧拉动PVC波纹

防护板74，使得磁铁块741与U型吊架71的正表面左侧相吸附设置，通过控制开关73启动电

动喷墨枪11，将存墨罐5的墨汁经过导墨管9和输送软管12，抽送到电动喷墨枪11内，进而从

电动喷墨枪11喷出，起到对塑料制品喷墨的作用；喷墨结束后，将成品放置在成品缓存箱15

内进行临时的放置，方便下一道工序使用时的取拿。

[0037] 如附图4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喷膜固定条结构8包括塑料制

品放置座81，万向球82，支撑软管83，横向固定条84，纵向固定条85和磁铁条86，所述的万向

球82分别镶嵌在塑料制品放置座81的内部左右两侧的上部位置；所述的支撑软管83螺钉连

接在万向球82的外表面；所述的横向固定条84轴接在支撑软管83的顶端；所述的纵向固定

条85分别轴接在横向固定条84的内侧上下两部位置；所述的磁铁条86分别胶接在横向固定

条84和纵向固定条85的下表面；将需要喷墨的塑料制品放置在塑料制品放置座81的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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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将需要喷涂的图案模具板放置在塑料制品的上表面，转动支撑软管83，使得万向球82

在塑料制品放置座81内转动，从而调节横向固定条84和纵向固定条85的角度，使得横向固

定条84和纵向固定条85可以对图案模具板进行按压固定。

[003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支撑软管83具体采用不锈钢软管；所述的塑料制品

放置座81具体采用不锈钢座；所述的塑料制品放置座81与喷墨工作台1螺栓连接设置。

[003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导墨管9与存墨罐5的相交处设置有密封圈垫；所述

的导墨管9的下表面距离存墨罐5内部的下表面的距离设置在三毫米至五毫米。

[004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旋转轴62与滚珠轴承66的内圈过盈配合设置；所述

的除尘套64具体采用尼龙布套；所述的棉布刷毛65的长度设置在五厘米至十厘米。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清理电机61与清理箱16的内表面左侧上部螺栓连

接；所述的滚珠轴承66镶嵌在清理箱16的内表面右侧上部。

[0042] 如附图3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PVC波纹防护板74的左侧上下两部分

别胶接有磁铁块741；所述的PVC波纹防护板74的正表面左侧螺钉连接在有手握把手742。

[004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电动喷墨枪11螺栓连接在连接套筒76的内部下侧

位置；所述的固定板75具体采用长方形的不锈钢板；所述的固定板75与喷墨工作台1螺栓连

接。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磁铁条86与塑料制品放置座81吸附设置。

[004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清理箱16和成品缓存箱15分别采用正表面开口的

不锈钢箱；所述的储尘抽屉14的正表面中间位置螺钉连接有抽拉把手；所述的成品缓存箱

15的内部横向螺钉连接有不锈钢置物板。

[004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电动喷墨枪11通过输送软管12和导墨管9与存墨罐

5的内部连通；所述的存墨罐5具体采用透明的圆柱形的PVC塑料罐。

[004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清洁开关13电性连接清理电机61；所述的伸缩气缸

72和电动喷墨枪11分别电性连接控制开关73；所述的清理电机61具体采用型号为YE2的电

机；所述的伸缩气缸72具体采用型号为JY-100的气缸；所述的电动喷墨枪11具体采用型号

为1000B的喷枪。

[0048] 工作原理

[0049]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首先，通过清洁开关13启动清理电机61，使清理电机61带动

旋转轴62在滚珠轴承66内转动，进而使套筒63，除尘套64和棉布刷毛65进行转动，手持塑料

制品靠近棉布刷毛65在棉布刷毛65的作用下，对塑料制品的表面进行清洁，清洁的杂物会

落入到储尘抽屉14内；然后，将需要喷墨的塑料制品放置在塑料制品放置座81的上表面，并

将需要喷涂的图案模具板放置在塑料制品的上表面，转动支撑软管83，使得万向球82在塑

料制品放置座81内转动，从而调节横向固定条84和纵向固定条85的角度，使得横向固定条

84和纵向固定条85可以对图案模具板进行按压固定；最后，通过控制开关73启动伸缩气缸

72带动电动喷墨枪11向下运动，靠近塑料制品的上表面，接着手握手握把手742，向左侧拉

动PVC波纹防护板74，使得磁铁块741与U型吊架71的正表面左侧相吸附设置，通过控制开关

73启动电动喷墨枪11，将存墨罐5的墨汁经过导墨管9和输送软管12，抽送到电动喷墨枪11

内，进而从电动喷墨枪11喷出，起到对塑料制品喷墨的作用；喷墨结束后，将成品放置在成

品缓存箱15内进行临时的放置，方便下一道工序使用时的取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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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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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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