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457068.7

(22)申请日 2018.11.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53226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3.29

(73)专利权人 重庆市骏煌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401520 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花园村

九社

(72)发明人 吴建均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强大凯创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0217

代理人 李静

(51)Int.Cl.

B42C 9/00(2006.01)

审查员 杨秋娟

 

(54)发明名称

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印刷装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包括机架和固定在机架上

的液压缸，所述机架上固定有气箱、压箱、胶水箱

和工作部，液压缸与气箱连接，所述气箱与胶水

箱分别位于压箱的两侧，所述工作部位于压箱的

正下方，所述气箱与压箱之间连通有气管，所述

胶水箱与工作部之间连通有导管，压箱上方设有

与机架转动配合的杠杆，杠杆两端铰接有第二支

杆和第三连杆，所述第二连杆与第三连杆分别与

压箱和胶水箱竖直滑动配合，所述工作部包括第

二挡板和第三挡板，所述第二挡板上开有若干个

朝向气箱的出胶口。将本装置用于印刷品装订，

能对胶装的纸张侧边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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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包括机架和固定在机架上的液压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

上固定有气箱、压箱和工作部，所述气箱位于压箱的一侧，所述工作部包括第二挡板和第三

挡板，位于第二挡板一侧且远离第三挡板的一侧的机架上固接有压箱，所述压箱朝向第三

挡板的一端开口，所述压箱内设有第二活塞板、固定板、第一挡板和第二连杆，所述第二活

塞板与压箱沿朝向第三挡板方向滑动配合，所述压箱与第三挡板之间设有与机架滑动连接

的压板，所述第二活塞板与压板之间固接有第二连杆且第二连杆与固定板滑动配合，所述

固定板与压箱内侧壁固接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板与第二活塞板之间固接有弹簧，所述第二

活塞板与压板远离气箱的一端之间固接有第一挡板；机架上固接有位于第三挡板一侧远离

第二挡板一侧的气箱，气箱内朝向第二挡板方向滑动连接有第一活塞板，第一活塞板靠近

第二挡板的一侧上固接有第一连杆，第一连杆与气箱滑动配合，且第一连杆靠近第二挡板

的一端上固接有推板；第一活塞板远离推板的一侧与液压缸的活塞杆固接；所述气箱设有

第一连杆的一端与压箱远离第二连杆的一端之间连通有气管，第二挡板呈中空，第二挡板

上设有与其连通的导管，且第二挡板朝向气箱的一侧上设有与中空的第二挡板连通的出胶

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远离第二挡板一

端连通有胶水箱，所述胶水箱内竖直滑动连接有第三活塞板,所述胶水箱内设有能推动第

三活塞板的第三连杆，第三连杆与第三活塞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活塞板上开有开口，所述

开口内设有出胶单向阀，所述导管内设有第一调节阀，所述导管与胶水箱的连通处位于第

三活塞板下方。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箱上方设有第一支

杆，第一支杆一端与第三连杆连接，另一端连接有第二支杆，所述第一支杆、第二支杆和第

三连杆组成类似杠杆结构，所述第一支杆朝向压箱一侧的左右部均开有滑槽，所述滑槽内

均滑动连接有滑块，滑块分别与第二支杆和第三连杆顶部铰接，所述第二支杆与第二活塞

板顶部固接且与压箱竖直滑动配合，所述第三连杆与胶水箱竖直滑动配合。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胶水箱的左侧设有固

定在机架上的储胶箱，所述储胶箱与胶水箱之间连通有出胶管，储胶箱与胶水箱的连通处

位于第三活塞板上方，所述出胶管内设有出液单向阀。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挡板靠近胶水

箱，所述第二挡板下端右侧固接有水平的第三挡板，所述工作部呈L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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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印刷装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书本等印刷品，由于人们对于书本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

对于书本的印刷需求也随之增大。

[0003] 现在常用的装订方式是采用胶装，即利用胶装机对纸张的侧边涂抹胶水来纸张进

行装订，但如此还是会存在一些不足：由于纸张层叠的堆积在工作台上，高处的纸张会沿周

侧滑动，从而导致纸张的不平齐，使得纸张在胶装时出现错位，从而影响胶装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能平整对齐的印刷品用装订装置。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包括机架和固定

在机架上的液压缸，所述机架上固定有气箱、压箱和工作部，所述气箱位于压箱的一侧，所

述工作部包括第二挡板和第三挡板，位于第二挡板一侧且远离第三挡板的一侧的机架上固

接有压箱，所述压箱朝向第三挡板的一端开口，所述压箱内设有第二活塞板、固定板、第一

挡板和第二连杆，所述第二活塞板与压箱沿朝向第三挡板方向滑动配合，所述压箱与第三

挡板之间设有与机架滑动连接的压板，所述第二活塞板与压板之间固接有第二连杆且第二

连杆与固定板滑动配合，所述固定板与压箱内侧壁固接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板与第二活塞

板之间固接有弹簧，所述第二活塞板与压板远离气箱的一端之间固接有第一挡板；机架上

固接有位于第三挡板一侧远离第二挡板一侧的气箱，气箱内朝向第二挡板方向滑动连接有

第一活塞板，第一活塞板靠近第二挡板的一侧上固接有第一连杆，第一连杆与气箱滑动配

合，且第一连杆靠近第二挡板的一端上固接有推板；第一活塞板远离推板的一侧与液压缸

的活塞杆固接；所述气箱设有第一连杆的一端与压箱远离第二连杆的一端之间连通有气

管，第二挡板呈中空，第二挡板上设有与其连通的导管，且第二挡板朝向气箱的一侧上设有

与中空的第二挡板连通的出胶口。

[0006] 本发明的原理以及有益效果：

[0007] (1)把印刷好的纸张层叠放置在工作部上，通过液压缸压缩气箱，推动推板带动纸

张朝工作部侧壁移动，从而通过工作部的侧壁和推板对纸张的两侧边进行对齐。

[0008] (2)当气箱中的气体进入第二活塞板与胶水箱顶壁之间的空间内后，随着气体的

逐渐增多，使得第二活塞板与胶水箱顶壁之间的压强增大，进而推动第二活塞板下滑，从而

通过第二连杆带动压板下滑，使压板能对纸张的侧边对齐压紧。

[0009] 进一步，所述导管远离第二挡板一端连通有胶水箱，所述胶水箱内竖直滑动连接

有第三活塞板,所述胶水箱内设有能推动第三活塞板的第三连杆，第三连杆与第三活塞板

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活塞板上开有开口，所述开口内设有出胶单向阀，所述导管内设有第一

调节阀，所述导管与胶水箱的连通处位于第三活塞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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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有益效果：当第三连杆带动第三活塞板竖直向上滑动时，使得第三活塞板与胶水

箱顶壁之间的空间减小，压强增大，从而让胶水从开口挤进到第三活塞板与胶水箱底壁之

间的空间里,通过导管将第三活塞板与胶水箱之间的胶水导进第二挡板的中空空间内。

[0011] 进一步，所述压箱上方设有第一支杆，第一支杆一端与第三连杆连接，另一端连接

有第二支杆，所述第一支杆、第二支杆和第三连杆组成类似杠杆结构，所述第一支杆朝向压

箱一侧的左右部均开有滑槽，所述滑槽内均滑动连接有滑块，滑块均与第二支杆和第三连

杆顶部铰接，所述第二支杆与第二活塞板顶部固接且与压箱竖直滑动配合，所述第三连杆

与胶水箱竖直滑动配合。

[0012] 有益效果：第二支杆随第二活塞板下移时，带动第三连杆上移，为第三活塞板上移

提供动力。

[0013] 进一步，所述胶水箱的左侧设有固定在机架上储胶箱，所述储胶箱与胶水箱之间

连通有出胶管，所述连通处位于第三活塞板上方，所述出胶管内设有出液单向阀。

[0014] 有益效果：当第三活塞板带动第三连杆下滑时，第三活塞板与胶水箱顶壁之间的

压强减弱，使得储胶箱中的压强大于第三活塞板与胶水箱顶壁之间的压强，从而让储胶箱

中的胶水流进胶水箱中，对胶水箱中的胶水进行补充。

[0015] 进一步，所述第二挡板靠近胶水箱，所述第二挡板下端右侧固接有水平的第三挡

板，所述工作部呈L型。

[0016] 有益效果：与水平的支撑台相比能同时满足对于压板和推板的支撑。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的横向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9]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

[0020] 液压缸1、活塞杆101、气箱2、第一活塞板201、第一连杆202、推板203、气管3、第二

调节阀301、压箱4、第二活塞板401、第二连杆402、压板403、第一挡板404、固定板405、固定

杆406、弹簧407、第一支杆501、第二支杆502、胶水箱6、第三活塞板601、第三连杆602、出胶

单向阀603、导管7、第二挡板8、第三挡板801、出胶口802、储胶箱9、出胶管901、出液单向阀

902。

[0021] 实施例一：

[0022] 一种印刷品用装订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机架，机架上从左至右固定有储胶箱9、

胶水箱6、压箱4、气箱2和液压缸1，压箱4正下方设置有固定在机架上的工作部，工作部呈L

型，工作部包括横向设置在压箱4正下方的第三挡板801和位于第三挡板801左侧且竖向设

置的第二挡板8，第二挡板8内部中空且右侧均布有若干出胶口802，第三挡板801左端与第

二挡板8下端焊接。

[0023] 气箱2内横向滑动连接有第一活塞板201，液压缸1的活塞杆101与气箱2右壁横向

滑动配合并与第一活塞板201的右壁焊接，气箱2左侧设有与机架横向滑动连接的推板203，

推板203位于第二挡板8的正右方，推板203右壁与第一活塞板201左壁之间固接有第一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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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第一连杆202与气箱2左壁横向滑动配合。

[0024] 压箱4与气箱2之间连通有气管3，气管3上设有第二调节阀301，气管3与气箱2的连

通处位于第一活塞板201的左侧，气管3与压箱4的连通处位于压箱4顶部。压箱4内设有第二

活塞板401和位于第二活塞板401下侧的固定板405，第二活塞板401与压箱4竖直滑动连接，

固定板405与压箱4内壁之间固接有用于稳固固定板405的固定杆406，固定板405上部与第

二活塞板401之间焊接有弹簧407。压箱4下侧设有与机架竖直滑动连接的压板403，第二活

塞板401与压板403之间固接有第二连杆402，第二连杆402竖直贯穿固定板405且与固定板

405竖直滑动配合。第二活塞板401下端与压板403上端之间固接有第一挡板404，第一挡板

404靠近压箱4的左侧内壁，第一挡板404能与第二挡板8竖直相贴。

[0025] 胶水箱6内竖直滑动连接有第三活塞板601，第三活塞板601上开有开口，开口内设

有出胶单向阀603，当第三活塞板601上侧压强大于第三活塞板601下侧压强时，胶水能够从

第三活塞板601上侧流进第三活塞板601下侧，胶水箱6与第二挡板8之间连通有固定在机架

上的导管7，导管7与胶水箱6的连通处位于第三活塞板601下侧。导管7上设有第一调节阀。

本实施例中第一调节阀的型号为：VBL。

[0026] 压箱4上方设有第一支杆501，第一支杆501的中部设有转轴，转轴垂直于纸面向内

贯穿第一支杆且与机架转动连接，第一支杆501两端连接有第二支杆502和第三连杆602，第

一支杆501、第二支杆502和第三连杆602组成类似杠杆结构。具体为：第二支杆502与第三连

杆602的顶部均铰接有滑块，第一支杆501的底面的左右两部均开有滑槽，滑块与滑槽滑动

配合。第二支杆502下端竖直延伸进压箱4中并与第二活塞板401顶部固接，第二支杆502与

压箱4顶壁竖直滑动配合。第三连杆602下端竖直延伸进胶水箱6中并与第三活塞板601顶部

固接，第三连杆602与胶水箱6顶壁竖直滑动配合。

[0027] 储胶箱9与胶水箱6之间连通有出胶管901，出胶管901内设有出液单向阀902，当储

胶箱9内的压强大于第三活塞板601与胶水箱6顶壁之间的压强时，胶水能从储胶箱9中流进

胶水箱6中。

[0028] 初始时，储胶箱9与胶水箱6第三活塞板601上侧中均装有适量的胶水。

[0029] 具体实施过程：

[0030] 当纸张的长边大于纸张宽边时，把印刷好的纸张层叠放置在第三挡板801上，纸张

的宽边与第三挡板801相抵，启动液压缸1，通过液压缸1的活塞杆101带动第一活塞板201朝

向第二挡板8横向滑动，通过第一活塞板201带动第一连杆202促使推板203朝向第二挡板8

横向滑动。第一活塞板201在气箱2内横向滑动时，通过第一活塞板201将气箱2中的气体压

进气管3中，通过气管3导流让气体进入压箱4中。

[0031] 由于进入压箱4中的气体使第二活塞板401上侧的压强增大，从而推动第二活塞板

401朝向第三挡板801滑动，通过第二活塞板401竖直向下滑动带动第二连杆402朝向第三挡

板801竖直滑动，通过第二连杆402带动压板403朝向第三挡板801竖直滑动，对纸张的上端

进行对齐限位。

[0032] 第二活塞板401下滑时，第二活塞板带动第二支杆502竖直下滑，使得第二支杆502

顶部固接的滑块沿滑槽朝第一支杆501的左侧滑动，使得第一支杆501倾斜，由于第一支杆

501的倾斜带动第三连杆602顶部固接的滑块沿滑槽滑动，从而带动第三连杆602上滑。通过

第三连杆602朝上滑动进而带动第三活塞板601向上滑动，从而使第三活塞板601对第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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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板601上侧内的胶水挤压，促使胶水从而第三活塞板601上侧流进第三活塞板601下侧。人

工开启第一调节阀，通过导管7将第三活塞板601下侧的胶水转移至第二挡板8的中空空腔

中。并且在第二活塞板401下滑的同时，带动第一挡板404也向下滑动，进而通过第一挡板

404对第二挡板8上多余的出胶口802进行封挡，减少胶水的浪费。让胶水从出胶口802流出，

当推板203推动纸张至第二挡板8后，从出胶口802流出的胶水恰好能对纸张进行胶装装订。

[0033] 当液压缸1反向移动后，第二活塞板401与压箱顶壁之间气体被抽回气箱中，使得

第二活塞板401与压箱顶壁之间的气体压强减小，从而使得第二活塞板401所受的压力减

弱，第二活塞板401在弹簧407的作用下，向上滑动，从而带动第二支杆502向上滑动，通过第

二支杆502带动第一支杆501，通过第一支杆501带动第三连杆602，通过第三连杆602带动第

三活塞板601下滑，使得第三活塞板601与胶水箱6顶壁之间的压强减弱，从而使得储胶箱9

中的压强大于第三活塞板601与胶水箱6顶壁之间的压强，从而将储胶箱9中胶水通过出胶

管901导进胶水箱6，对胶水箱6中的胶水进行补充。

[0034] 当纸张的长边小于纸张的宽边时，通过设定第二调节阀301的阀值，使得流向压箱

的气体流速增快。因为纸张宽边大于长边时，推板推动纸张第二挡板移动的距离较短，则使

得压板不能与纸张接触，使得第一挡板无法对第二挡板上的多余出胶口进行封堵，就会造

成胶水的浪费，所以通过调节第二调节阀301的阀值，实现当第二挡板与纸张接触时，压板

也刚好与纸张接触。从而达到节省胶水的效果。

[0035] 以上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

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发明所省略描述的技术、形状、

构造部分均为公知技术。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532267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09532267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