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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

多喷头印刷设备，包括工作部和控制主机，工作

部包括自动送纸设备、输送台、喷墨打印组件、模

切设备和收纸设备，喷墨打印组件包括喷墨供墨

设备和打印头，控制主机上设电眼接口、同步器

接口、以太网接口和打印头接口，本发明设计合

理，通过集成多个打印喷头，完成大跨度、连续的

打印工作，通过同步器控制打印速度，提高打印

质量，同时，为避免多个打印喷头之间的不良影

响，对打印喷头进行合理的、间隔分布，并通过打

印电眼，进行相对偏移量的计算、通过同步器计

算打印速率，实现不同打印喷头打印时间间隔的

控制，从而达到大跨度、连续的高效、高质量打印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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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动化多喷头印

刷设备包括工作部和用于控制工作部印刷工作的控制主机，所述工作部依次包括用于打印

物供给的自动送纸设备、用于打印物输送的输送台、用于打印的喷墨打印组件、用于打印后

打印物切割的模切设备和用于切割后打印物收集的收纸设备，所述控制主机与工作部交

互，控制工作部内部组件工作；

所述喷墨打印组件设置于自动送纸设备和模切设备之间，包括喷墨供墨设备和打印

头，所述喷墨供墨设备和打印头连接，为打印头供墨，所述打印头位于输送台上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打印头上集成有至少一个打印喷头，打印头按其上的打印喷头数量可分为单喷头打印头、

双喷头打印头和多喷头打印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控制主机上设电眼接口、同步器接口、以太网接口和打印头接口，控制主机通过电眼接口连

接用于感应打印物的印刷电眼，控制主机通过同步器接口连接检测打印物移动速度的同步

器，控制主机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控制终端，控制主机通过打印头接口连接喷墨打印组件。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墨供墨设备通过供墨管道与打印头的进墨口连通，向打印头供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印刷电眼设置于打印头和模切设备之间。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双喷头打印头或多喷头打印头上的2个及以上的打印喷头沿输送台的输送方向进行错位间

隔设置，相邻的两个打印喷头之间的间距相同。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的工作方法如下：

(1)所述控制终端向控制主机发送打印命令，由控制主机控制工作部进行印刷工作；

(2)印刷工作开始时，自动送纸设备开始供给打印物，打印物沿输送台方向，通过输送

台后工序后方输送；

(3)印刷电眼感应到打印物，并反馈给控制主机，通过控制主机控制喷墨打印组件安装

预先测量的相对偏移量进行喷墨打印；

(4)随后，模切设备对完成喷墨打印的打印物进行切割；

(5)最终，通过收纸设备对切割后打印物进行收集整理。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设定

相邻的两个打印喷头之间的间距d、第一个打印喷头沿输送方向与印刷电眼的直线距离为

D1，则第二个打印喷头沿输送方向与印刷电眼的直线距离为D2···第N个打印喷头沿输

送方向与印刷电眼的直线距离为Dn，D1-D2＝D2＝D3···＝Dn-1-Dn＝d。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由上

可得，第一个打印喷头与印刷电眼的相对偏移量为D2，第二个打印喷头与第一个打印喷头

的相对偏移量为D1-D2＝d，第三个打印喷头与第二个打印喷头的相对偏移量为D2-D3＝

d···第N个打印喷头与第N-1个打印喷头的相对偏移量为Dn-1-Dn＝d。

10.如权利要求1或9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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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模切设备上的模切刀沿输送方向纵横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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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印刷设备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

刷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印刷是指将文字、图画、照片、防伪等原稿经制版、施墨、加压等工序，使油墨转移

到纸张、织品、塑料品、皮革等材料表面上，批量复制原稿内容的技术。

[0003] 现代印刷多是通过印刷设备进行印刷，通过喷墨方式对印刷物进行施墨，其中，单

印刷喷头使用较多，但此种印刷设备在进行大篇幅的印刷时，效率极为低下，而使用多印刷

喷头印刷时，由于印刷喷头之间间隔较小，导致印刷喷头之间喷墨气流紊乱，容易导致打印

模糊、重影等严重的质量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从而公开了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

[0005] 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动化多喷头

印刷设备包括工作部和用于控制工作部印刷工作的控制主机，所述工作部依次包括用于打

印物供给的自动送纸设备、用于打印物输送的输送台、用于打印的喷墨打印组件、用于打印

后打印物切割的模切设备和用于切割后打印物收集的收纸设备，所述控制主机与工作部交

互，控制工作部内部组件工作；

[0007] 所述喷墨打印组件设置于自动送纸设备和模切设备之间，包括喷墨供墨设备和打

印头，所述喷墨供墨设备和打印头连接，为打印头供墨，所述打印头位于输送台上方。

[0008] 上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中，所述打印头上集成有

至少一个打印喷头，打印头按其上的打印喷头数量可分为单喷头打印头、双喷头打印头和

多喷头打印头。

[0009] 上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中，所述控制主机上设电

眼接口、同步器接口、以太网接口和打印头接口，控制主机通过电眼接口连接用于感应打印

物的印刷电眼，控制主机通过同步器接口连接检测打印物移动速度的同步器，控制主机通

过以太网接口连接控制终端，控制主机通过打印头接口连接喷墨打印组件。

[0010] 上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中，所述喷墨供墨设备通

过供墨管道与打印头的进墨口连通，向打印头供墨。

[0011] 上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中，所述印刷电眼设置于

打印头和模切设备之间。

[0012] 上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中，所述双喷头打印头或

多喷头打印头上的2个及以上的打印喷头沿输送台的输送方向进行错位间隔设置，相邻的

两个打印喷头之间的间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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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上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中，所述的自动化多喷头

印刷设备的工作方法如下：

[0014] (1)所述控制终端向控制主机发送打印命令，由控制主机控制工作部进行印刷工

作；

[0015] (2)印刷工作开始时，自动送纸设备开始供给打印物，打印物沿输送台方向，通过

输送台后工序后方输送；

[0016] (3)印刷电眼感应到打印物，并反馈给控制主机，通过控制主机控制喷墨打印组件

安装预先测量的相对偏移量进行喷墨打印；

[0017] (4)随后，模切设备对完成喷墨打印的打印物进行切割；

[0018] (5)最终，通过收纸设备对切割后打印物进行收集整理。

[0019] 上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中，设定相邻的两个打印

喷头之间的间距d、第一个打印喷头沿输送方向与印刷电眼的直线距离为D1，则第二个打印

喷头沿输送方向与印刷电眼的直线距离为D2···第N个打印喷头沿输送方向与印刷电眼

的直线距离为Dn，D1-D2＝D2＝D3···＝Dn-1-Dn＝d。

[0020] 上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中，由上可得，第一个打印

喷头与印刷电眼的相对偏移量为D2，第二个打印喷头与第一个打印喷头的相对偏移量为

D1-D2＝d，第三个打印喷头与第二个打印喷头的相对偏移量为D2-D3＝d···第N个打印

喷头与第N-1个打印喷头的相对偏移量为Dn-1-D  n＝d。

[0021] 上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中，所述模切设备上的模

切刀沿输送方向纵横分布。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包括工作部和控制主

机，工作部包括自动送纸设备、输送台、喷墨打印组件、模切设备和收纸设备，喷墨打印组件

包括喷墨供墨设备和打印头，控制主机上设电眼接口、同步器接口、以太网接口和打印头接

口，本发明设计合理，通过集成多个打印喷头，完成大跨度、连续的打印工作，通过同步器控

制打印速度，提高打印质量，同时，为避免多个打印喷头之间的不良影响，对打印喷头进行

合理的、间隔分布，并通过打印电眼，进行相对偏移量的计算、通过同步器计算打印速率，实

现不同打印喷头打印时间间隔的控制，从而达到大跨度、连续的高效、高质量打印工作。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示意图。

[0025] 图2为工作部俯视图。

[0026] 图3为打印头示意图。

[0027] 图4为打印头与打印电眼示意图。

[0028] 附图标号说明：1、工作部；2、控制主机；3、控制终端；4、自动送纸设备；5、输送台；

6、喷墨打印组件；7、模切设备；8、收纸设备；9、喷墨供墨设备；10、打印头；11、印刷电眼；12、

同步器；13、打印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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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更加清晰明确，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

述，任何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进行等价替换和常规推理得出的方案均落入本发明

保护范围。

[0030] 实施例一

[0031] 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动化多喷头

印刷设备包括工作部和用于控制工作部印刷工作的控制主机，所述工作部依次包括用于打

印物供给的自动送纸设备、用于打印物输送的输送台、用于打印的喷墨打印组件、用于打印

后打印物切割的模切设备和用于切割后打印物收集的收纸设备，所述控制主机与工作部交

互，控制工作部内部组件工作；

[0032] 所述喷墨打印组件设置于自动送纸设备和模切设备之间，包括喷墨供墨设备和打

印头，所述喷墨供墨设备和打印头连接，为打印头供墨，所述打印头位于输送台上方；

[0033] 其中，所述打印头上集成有至少一个打印喷头，打印头按其上的打印喷头数量可

分为单喷头打印头、双喷头打印头和多喷头打印头；

[0034] 所述控制主机上设电眼接口、同步器接口、以太网接口和打印头接口，控制主机通

过电眼接口连接用于感应打印物的印刷电眼，控制主机通过同步器接口连接检测打印物移

动速度的同步器，控制主机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控制终端，控制主机通过打印头接口连接

喷墨打印组件，所述喷墨供墨设备通过供墨管道与打印头的进墨口连通，向打印头供墨；

[0035] 本实施例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可在打印头上集成多个

打印喷头，从而完成大跨度、连续的打印工作，并由同步器控制打印速度，提高打印质量。

[0036] 实施例二

[0037] 本实施例中，所述印刷电眼设置于打印头和模切设备之间，所述双喷头打印头或

多喷头打印头上的2个及以上的打印喷头沿输送台的输送方向进行错位间隔设置，相邻的

两个打印喷头之间的间距相同；

[0038] 本实施例中，多个打印喷头之间采用错位的、等间隔设置，防止由于打印喷头相邻

过近，而产出喷墨气流影响，导致打印模糊重影等质量问题。

[0039] 实施例三

[0040] 基于上述实施例，所述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的工作方法如下：

[0041] (1)所述控制终端向控制主机发送打印命令，由控制主机控制工作部进行印刷工

作；

[0042] (2)印刷工作开始时，自动送纸设备开始供给打印物，打印物沿输送台方向，通过

输送台后工序后方输送；

[0043] (3)印刷电眼感应到打印物，并反馈给控制主机，通过控制主机控制喷墨打印组件

安装预先测量的相对偏移量进行喷墨打印；

[0044] (4)随后，模切设备对完成喷墨打印的打印物进行切割；

[0045] (5)最终，通过收纸设备对切割后打印物进行收集整理；

[0046] 其中，设定相邻的两个打印喷头之间的间距d、第一个打印喷头沿输送方向与印刷

电眼的直线距离为D1，则第二个打印喷头沿输送方向与印刷电眼的直线距离为D2···第

N个打印喷头沿输送方向与印刷电眼的直线距离为Dn，D1-D2＝D2＝D3···＝Dn-1-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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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0047] 由上可得，第一个打印喷头与印刷电眼的相对偏移量为D2，第二个打印喷头与第

一个打印喷头的相对偏移量为D1-D2＝d，第三个打印喷头与第二个打印喷头的相对偏移量

为D2-D3＝d···第N个打印喷头与第N-1个打印喷头的相对偏移量为Dn-1-D  n＝d；

[0048] 本实施例依据打印喷头与打印电眼以及打印喷头之间的间距，进行相对偏移量的

计算，通过同步器计算打印速率，从而控制不同打印喷头的打印时间间隔，高效、高质量的

完成大跨度、连续的打印工作；

[0049] 综上述实施例所述，本发明的一种用于工业印刷的自动化多喷头印刷设备，其设

计合理，通过集成多个打印喷头，完成大跨度、连续的打印工作，通过同步器控制打印速度，

提高打印质量，同时，为避免多个打印喷头之间的不良影响，对打印喷头进行合理的、间隔

分布，并通过打印电眼，进行相对偏移量的计算、通过同步器计算打印速率，实现不同打印

喷头打印时间间隔的控制，从而达到大跨度、连续的高效、高质量打印工作。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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