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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接印刷于物体表面印刷机包含物体

旋转子系统。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包含：具有输

出轴的致动器；安装到所述输出轴的固持器，所

述固持器被配置成抓紧所述物体的一部分；和控

制器，所述控制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致动器。

所述控制器被配置成操作所述致动器以旋转所

述固持器和由所述固持器抓紧的所述物体以使

印刷机中的印刷头中的至少一个能够印刷所述

物体的圆周的比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的宽度长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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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印刷系统，包括：

至少一个印刷头，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被配置成喷出标记材料；

物体旋转子系统，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被配置成固持物体和移动所述物体经过所述至

少一个印刷头以接收从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喷出的标记材料，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具有：

第一致动器；

固持器，所述固持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第一致动器，所述固持器被配置成抓紧所述

物体的一部分；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第一致动器，所述控制器被配置成操作所述

第一致动器以旋转所述固持器和由所述固持器抓紧的所述物体以使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

能够印刷所述物体的圆周的比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的宽度长的一部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印刷系统，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进一步包括：

第二致动器，所述第二致动器具有输出轴；

延伸部，所述延伸部可旋转地安装到所述第二致动器的所述输出轴；以及

所述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被进一步配置成操作所述第二致动器以将所述延伸部移进与

移出与所述物体的与由所述固持器抓紧的所述物体的所述部分相对的端部的接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印刷系统，其中所述固持器为夹盘。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印刷系统，其中连接到所述固持器的所述第一致动器为步进

电动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印刷系统，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进一步包括：

旋转编码器，所述旋转编码器被配置成产生指示所述第一致动器的输出轴的角度位移

的电信号；且

所述控制器被进一步配置成处理由所述旋转编码器产生的所述电信号以识别所述物

体的表面的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印刷系统，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进一步包括：

电源；

电开关，所述电开关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电力开关和所述第一致动器；且

所述控制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电开关，所述控制器被进一步配置成操作所述电开关

以选择性地将所述电源连接到所述第一致动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印刷系统，进一步包括：

第三致动器，所述第三致动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且

所述控制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第三致动器，所述控制器被进一步配置成操作连接到

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的所述第三致动器以在工艺方向上移动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印刷系统，进一步包括：

第四致动器，所述第四致动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或所述至少一个印

刷头，所述第四致动器被配置成将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或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相对于彼此

移动；且

所述控制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第四致动器，所述控制器被进一步配置成操作所述第

四致动器以将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或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相对于彼此移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印刷系统，进一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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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所述传感器被配置成当与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相对地定位所述物体旋转子系

统时产生对应于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与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之间的距离的信号；且

所述控制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传感器，所述控制器被进一步配置成参考从所述传感

器接收的所述信号操作连接到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的所述第四致动器以将所述物体旋转

子系统或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相对于彼此移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印刷系统，所述控制器被进一步配置成旋转所述夹盘和由所

述固持器抓紧的所述物体以使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能够将标记材料喷出到所述物体的所

述圆周的按预定距离分开的至少两个部分上，所述两个部分和所述预定距离一起大于所述

至少一个印刷头的宽度。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印刷系统，所述控制器被进一步配置成旋转所述夹盘和由所

述固持器抓紧的所述物体以使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能够将标记材料喷出到所述物体的所

述圆周的连续部分上，所述连续部分在距离上至少比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的宽度大且高达

与所述物体的全转一样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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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三维(3D)物体的印刷期间旋转所述物体的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大体涉及一种用于在三维(3D)物体上印刷的系统，且更确切地说，涉及在

圆柱形或其它圆形物体上印刷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商业物品印刷通常出现在物品的生产期间。举例来说，球表皮在球完工和充气之

前印刷有图案或标志。因此，举例来说，在潜在产品消费者支持多个专业或大学团队的地区

中，例如配送站点或零售商店的非生产机构需要保存具有区域中流行的各种团队的标志的

产品库存。针对每一不同标志订购正确数目的产品以维持库存可能成问题。

[0003] 解决非生产销路中的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应为保存未印刷版本的产品，和在配送

站点或零售商店处在其上印刷图案或标志。已开发被称为直接印刷于物体表面(direct-

to-object，DTO)印刷机的印刷机，用于印刷个别物体。这些DTO印刷机具有通常按一个印刷

头摞在另一印刷头上的垂直配置排列的多个印刷头。这些印刷头固定于定向上。当待被印

刷的物体为圆形时，例如，球、水瓶和类似物，完整的图像不能印刷在所述表面上，这是因为

圆形表面远离印刷头的平坦面落下。使DTO印刷机能够在圆物件的圆周的全部或一部分上

印刷图像将是有益的。

发明内容

[0004] 新三维(3D)物体印刷系统使圆物体的大部分或全部圆周能够被印刷。所述印刷系

统包含：至少一个印刷头，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被配置成喷出标记材料；物体旋转子系统，

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被配置成固持物体且将所述物体移动经过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以接

收从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喷出的标记材料。所述物体旋转子系统具有：第一致动器；夹盘，

所述夹盘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第一致动器，所述夹盘被配置成抓紧所述物体的一部分；和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第一致动器。所述控制器被配置成操作所述第一

致动器以旋转所述夹盘和由所述夹盘抓紧的所述物体以使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能够印刷

所述物体的圆周的比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的宽度长的一部分。

[0005] 一种物体旋转子系统使圆物体的大部分或全部圆周能够在DTO印刷机中印刷。所

述物体旋转子系统包含：第一致动器；夹盘，所述夹盘连接到所述第一致动器，所述夹盘被

配置成抓紧所述物体的一部分；和控制器，所述控制器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第一致动器。所

述控制器被配置成操作所述第一致动器以旋转所述夹盘和由所述夹盘抓紧的所述物体以

使所述印刷头中的至少一个能够印刷所述物体的圆周的比所述至少一个印刷头的宽度长

的一部分。

附图说明

[0006] 使圆物体的大部分或全部圆周能够被印刷的印刷系统和物体旋转子系统的前述

方面和其它特征在以下结合附图进行的描述中解释。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383135 A

4



[0007] 图1A是具有使圆物体的大部分或全部圆周能够被印刷的物体旋转子系统的DTO印

刷系统的侧视图的示意图。

[0008] 图1B是来自印刷头的图1A的物体旋转子系统的视图的示意图，所述印刷头将材料

喷出到由子系统固持的物体上。

[0009] 图2描绘在图1的印刷系统中使用的物体旋转子系统的实施例。

[0010] 图3A描绘用于操作旋转由物体旋转子系统固持的物体的图1的印刷机的过程。

[0011] 图3B描绘用于操作旋转由物体旋转子系统固持的物体的图1的印刷机的替代性过

程。

[0012] 图4描绘由图1A中展示的物体旋转子系统固持的物体的圆周的不连续段的印刷。

[0013] 图5描绘由图1A中展示的物体旋转子系统固持的物体的圆周的连续印刷。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整体理解本发明的实施例，参考图。在图中，已经贯穿全文使用相似参考数字来

标示相似元件。

[0015] 图1A描绘直接印刷于物体表面(DTO)印刷系统100的侧视图，所述印刷系统被配置

成当物体旋转子系统108移动物体104经过印刷头118的阵列112时印刷紧固于所述子系统

108内的物体104的表面。如在本文件中使用，词语“印刷头(printhead)”意味着具有被配置

成喷出标记材料的多个喷射器的组件。由喷射器喷出的标记材料取决于所述喷射器流体连

接到的标记材料源。物体旋转子系统108沿着部件116双向滑动，如由图中的箭头指示。控制

器124被配置成操作致动器128以在将物体104安装到子系统108内后移动物体旋转系统

108。控制器124还操作性地连接到致动器138，所述致动器被配置成移动子系统108、印刷头

阵列112或两者以用于朝向彼此或远离彼此移动。距离传感器142与印刷头阵列112相关联。

传感器142被配置成当物体104与印刷头阵列相对时产生对应于印刷头阵列112与物体104

之间的距离的信号。控制器124接收这些信号且操作致动器138以将印刷头阵列112或子系

统108或两者相对于彼此移动。控制器124还被配置成操作阵列112中的印刷头118以将标记

材料喷出到物体104的表面上。如果阵列112中的印刷头118中的一个或多个排出紫外线

(UV)标记材料，那么UV固化装置120由控制器124操作以固化UV材料。如在本文件中使用，

“UV光”指具有比可见光短但比X射线长的波长的光。此光的波长为约10nm到约400nm。

[0016] 从与图1B中的印刷头相对的角度来展示子系统108的一个实施例。子系统108包含

收纳部件116的一对套管132。套管132中的至少一个操作性地连接到致动器128，因此控制

器124可操作致动器128以沿着部件116双向移动子系统108。这双向移动被叫作在工艺方向

上移动。图中展示的配置使致动器140和242从部件116偏移。印刷头118在交叉工艺方向上

从部件116的纵轴偏移以使印刷头能够朝向由子系统108固持的物体104喷出标记材料。同

样地，使UV固化装置120在交叉工艺方向上偏移以使UV固化装置能够将UV光朝向物体104上

的图像引导以固化物体上的可UV固化材料。致动器140机械连接到套管132中的一个且操作

性地连接到控制器124。固持器212安装到致动器140的输出轴144。固持器212被配置成当致

动器140由控制器124操作以旋转物体104时抓紧且固持物体104的一部分136，如如下文更

详细地解释。可旋转地安装到致动器242的输出轴234的延伸部230支撑物体104的底部。致

动器242连接到套管132且致动器242将其输出轴234朝向且远离物体104移位以使物体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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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被安装和从物体旋转子系统108去除，如下更充分地解释。

[0017] 图2是可在印刷系统100中使用的物体旋转子系统108的实施例的图示。如在本文

件中使用，词语“子系统”指被操作以执行较大系统内的特定功能的两个或更多个组件。虽

然未在图2中描绘，但控制器124操作致动器128以在工艺方向上移动套管132和子系统108

经过印刷头阵列112和UV固化装置120，如上参看图1B所指出。如在图1B和图2中所展示，子

系统108的致动器140可为具有其上安装了固持器212的输出轴144的电动机。图2进一步描

绘通过电开关220电连接到电源216的致动器140。控制器124操作性地连接到电开关220以

使控制器能够操作开关220和将致动器140选择性地连接到电力。一旦物体104的至少一部

分136紧固于固持器212内，那么控制器124可通过开关220操作致动器140以旋转物体。当物

体旋转子系统108移动经过阵列112中的印刷头118(图1A)时，物体的旋转使物体的一部分

或全部圆周能够由印刷头中的一个或多个印刷。在图2中展示的一个实施例中，旋转编码器

224紧靠着致动器140的输出轴定位以使控制器124能够接收由编码器产生的指示轴144的

位置的电信号。控制器124配置有使控制器能够处理来自编码器224的电信号和识别物体

104的圆周的面向印刷头118的部分的软件，因此图像的一部分可印刷于物体上。在替代性

实施例中，致动器140为步进电动机且控制器124参考发送到致动器以旋转固持器和物体的

脉冲来识别由固持器212握紧的物体的位置。在此实施例中，不需要编码器来使控制器能够

识别物体表面的面向印刷头的部分。

[0018] 固持器212可为被配置成抓紧位于待印刷的物体的末端处的结构、粒状材料固持

器或类似者的已知筒夹、三爪夹盘、套环。如在本文件中所使用，词语“固持器”意味着被配

置成紧固待印刷的物体的任一装置。如在本文件中所使用，词语“套环”和“夹盘”意味着具

有开口和变化开口的大小以按预定定向选择性地紧固物体的至少一个可移动部件的平坦

部件。夹盘可在第一方向上旋转以将夹盘的至少一个可移动部件推进到夹盘内的开口内，

以按已知方式紧固物体。颠倒夹盘的旋转将物体从套环释放。在夹盘的另一实施例中，夹盘

的可移动部件一起出现于夹盘内的开口的中心处，且夹盘在第一方向上的旋转交部件朝向

开口的圆周移动，因此可将部件插入到物体的例如瓶的嘴部的开口内，且在第一方向上的

旋转抵靠物体开口的圆周推动部件以固持物体供印刷。颠倒夹盘的旋转使部件一起在开口

的中心以减小抵靠物体开口的圆周的压力，因此可去除物体。如在本文件中所使用，术语

“粒状材料固持器”意味着填充有粒状材料的柔韧容器，所述容器使其内部流体连接到空气

抽空和空气加压源以使粒状材料的晶粒之间的空气能够被去除以紧固使容器变形的物体

的一部分和推进颗粒之间的空气以释放物体部分。

[0019] 如图2中所展示，物体旋转子系统108中的致动器242的输出轴234包含接合物体

104的底部的延伸部230。延伸部230一轴承或类似物可旋转地安装到输出轴234。随着致动

器140旋转物体104，延伸部230围绕输出轴234旋转以使物体能够旋转。输出轴234操作性地

连接到致动器242，所述致动器被配置成在垂直方向上双向移动输出轴234。操作性地连接

到致动器242的控制器124操作致动器242以将延伸部230移动到延伸部230接合由固持器

212在其另一端固持的物体104的底表面的位置。在这位置中，延伸部230帮助在印刷期间和

在其随着致动器140转动输出轴144和物体104自由旋转时支撑物体104。致动器242的操作

变化延伸部230与固持器212之间的距离以容纳不同长度的物体。一旦完成物体的印刷且子

系统108返回到其开始位置，那么就操作固持器212以释放物体104的一端，且操作致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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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以降低延伸部230，因此可从子系统108检索物体104。

[0020] 用于操作印刷机100的过程在图3中展示。在所述过程的描述中，所述过程正执行

某一任务或功能的叙述指控制器或通用处理器执行存储于操作性地连接到所述控制器或

处理器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媒体中的经编程指令以操纵资料或操作印刷机中的一

个或多个组件以执行所述任务或功能。上文提到的控制器124可为此控制器或处理器。替代

地，可以用多于一个处理器和相关联的电路系统和组件来实施控制器，其中的每一个被配

置成形成本文所描述的一个或多个任务或功能。另外，可按任何切实可行的时序次序执行

所述方法的步骤，而不管在图中展示的次序或描述所述处理的次序。

[0021] 图3A是实施以上用旋转物体子系统108的任一实施例描述的正被印刷的物体的旋

转的过程的流程图。过程300开始于操作固持器212以将物体104紧固于子系统108中和操作

致动器242以用延伸部230支撑物体的底部(块304)。控制器124操作致动器128以当控制器

操作印刷头时通过阵列112中的印刷头118移动物体104以印刷物体的面向印刷头的段(块

308)。如果将印刷物体的另一段(块312)，那么控制器124操作致动器140以在物体已经过阵

列112中的最后一个印刷头118到待印刷的下一个段后旋转所述物体104(块316)。控制器

124操作致动器128以通过印刷头118在相反的方向上移动物体，因此印刷头可印刷面向印

刷头的段(块312)。旋转物体并且然后使物体穿过印刷头的这过程继续，直到物体圆周上需

要印刷的所有段被印刷。那时，控制器124操作致动器128以使物体返回到其开始位置(块

320)，在其开始位置，可将它从固持器212释放(块324)。

[0022] 实施由旋转物体子系统108的任一实施例固持的物体的印刷的替代性过程的流程

图展示于图3B中。过程350开始于操作固持器212以将物体104紧固于子系统108中和操作致

动器242以用延伸部230支撑物体的底部(块354)。控制器124操作致动器128以制动与阵列

112中的印刷头118中的一个相对的物体(块358)。在物体的印刷前，操作员可键入识别物体

配置的数据。当物体为非圆柱形时(块362)，印刷与印刷头相对的物体段(块366)且所述过

程确定是否将印刷另一物体段(块370)。在块366中通过处理执行的印刷可包含如果图像的

垂直高度大于当前正用以印刷所述段的印刷头中的喷射器阵列的高度，那么将物体垂直移

动小的增量以印刷所述段。如果待印刷另一段，那么控制器124操作致动器138以在旋转物

体前参考来自传感器142的信号将阵列112、子系统108或两者相对于彼此移动(块374)。一

旦物体与阵列已按适当距离分开以实现在不撞击阵列的情况下旋转物体，那么通过操作致

动器138的控制器124，旋转物体(块378)且将物体返回到适合于印刷非圆柱形物体的另一

段的距离(块382)。印刷这段(块366)且过程继续，直到印刷与所述印刷头相对的物体圆周

的所有段(块370)。当印刷当前周边的所有段时，所述过程确定是否将用另一印刷头印刷所

述周边(块386)。如果是，那么重复块358到382的处理以用另一印刷头印刷周边。一旦周边

已由所有印刷头印刷，那么将物体返回到其开始位置(块390)且从固持器释放(块394)。如

果物体为圆柱形，那么可在不撞击印刷头的情况下将其旋转。在这情形中，操作制动物体的

第一印刷头以在旋转物体时印刷圆周(块396)。在块396中通过处理执行的印刷可包含如果

图像的垂直高度大于当前正用以印刷所述段的印刷头中的喷射器阵列的高度，那么将物体

垂直移动小的增量以印刷所述段。如果待用另一印刷头印刷圆周(块386)，那么将物体与印

刷头相对地移动(块358)且在用印刷头印刷时旋转(块396)。这过程继续，直到所有印刷头

已印刷圆周。那时，将物体返回到其开始位置(块390)且从固持器释放(块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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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3A和图3B的过程中的物体104的旋转可呈现圆周或周边的另一部分用于印刷，

所述另一部分与第一印刷部分分开预定距离，如图4中所描绘。因此，可印刷物体的圆周或

周边的不同段，以避开表面中的突起或凹陷，例如，柄。圆柱形物体可通过图3B中块396处的

过程旋转以实现在物体104的全部或大多数圆周周围的连续图像的印刷，如图5中所描绘。

在图3A的过程中，在物体已经过印刷头阵列后发生的物体的旋转可呈现不连续段供印刷或

连续段供印刷，而不管物体的配置。

[0024] 应了解，以上公开的设备和其它特征和功能或其替代物的变化可合乎需要地组合

到许多其它不同系统或应用中。举例来说，虽然已通过垂直配置来说明以上描述的实施例，

但可配置印刷系统和物体旋转子系统用于在其它方向上移动物体通过印刷机。其中各种目

前未预见到或未预料的替代方案、修改、变化或改善可以随后由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进

行，也希望它们由所附权利要求书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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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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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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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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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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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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