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 利 釣所公 的匡阮
(19) t 界 戶枝組鍥

囤 阮 局

(43) 匡阮公布日
2007 年10 月 日(04.10.2007)

(51) 回阮寺利分癸骨 中回仁京省珠海市南屏填坪嵐路 弓南屏企仙集
B41J 2/175 (2006.01) F16K 15/00 (2006.01) 固大廈五櫻 , Guangdong 519060 (CN)
F16K 17/00 (2006.01)

(72) 友明人;及
(21) 回阮申清骨 PCT/CN2007/000952 (75) 友明人 申清人 (伏吋美 囤 ) : 蕭床回(XIAO, Qing-

guo) [CN/CN]; 中回仁京省珠海市南屏填坪嵐路 2弓
(22) 回阮申清日 2007 年3 月23 日(23.03.2007) 南屏企仙集固大廈五櫻 , Guangdong 519060 (CN)

金本友(JIN, Benyou) [CN/CN]; 中回仁京省珠海市南
(25) 申清晤言 中艾 屏填坪嵐路2弓南屏企仙集固大廈五櫻 , Guangdong

519060 (CN) 旗 良梅 (HO, Leung Mui) [CN/CN] ; 中
(26) 公布晤言 中艾 回仁京省珠海市南屏填坪嵐路2弓南屏企仙集固大

廈五櫻 , Guangdong 519060 (CN)
(30) 伉先杖

200610071376.7 (74) 代 理 人 仁 州 三 杯 寺 利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2006 年3 月24 日(24.03.2006) C N (GUANGZHOU SCIHEAD PATENT AGENT CO.,

200620057250.X LTD.); 中回仁京省仁州市先烈 中路 80弓氾竿商輿
2006 年3 月29 日(29.03.2006) C N 大廈 1508室, Guangdong 510070 (CN)

(71) 申清人 ( 除吳囤外的所有指足 ) : 珠海天威技木 (81) 指定回 (除另有指 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 囤 家

升友有限公司 (PRINT-RITE TECHNOLOGY DE¬ 保妒 ) : AE, AG, AL, AM, AT, AU, AZ, BA, BB, BG,
VELOPMENT CO., LTD OF ZHUHAI) [CN/CN]; BH, BR, BW, BY, BZ, CA, CH, CN, CO, CR, CU, CZ,

几鎂 頁 ]

(54) Title: A VALVE BODY, A VALVE ASSEMBLY AND AN INK CARTRIDGE

(54) 友明名林 : 凋志 、凋組件及墨盒

(57) Abstract: The invention relates to a valve body, a valve assembly, and an ink cartridge used in an ink-jet printer. The
valve body includes a xed end and a valve plate. The valve plate is made of elastic material and is shaped in a trumpet form.
The fixed end is mated with a corresponding valve seat to fix said valve body. One end of the fixed end is fixed on the end
having the smallest radial dimension of the valve plate, and the other end of the fixed end faces to a bell-mouthed shrinking
direction of said valve plate. The end having the biggest radial dimension of the valve plate is placed outside the fixed end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fixed end. A bend part, which is convex along the bell-mouthed shrinking direction of said
valve plate, is disposed nearby the end having the biggest radial dimension of the valve plate. The region between the end
having the smallest and the end having the biggest radial dimension of the valve plate is convex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fixed end, which is back to the bell-mouthed shrinking direction of said valve plat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vex end is
placed outside the bend part, which is convex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fixed end and back to the bell-mouthed shrinking
direction of said valve plate. The ink supplying is much more stabilized with said ink cartridge and valve assembly.



DE, DK, DM,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GE, IT, LT,LU, LV,MC, MT, NL, PL, PT, RO, SE, SI, SK,
GH, GM, GT, Hl , HR, HU, ID, IL, IN, IS, JP, KE, KG,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GN, GQ, GW,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ML, MR, NE, SN, TD, TG)
LY,MA, MD, MG, MK, MN, MW, MX,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G, PH, PL, PT, RO, RS, RU, 根据鈕 |4.17的甫明 :
SC, SD, SE, SG, SK, SL, SM, SV, SY, TJ, TM, TN, TR, 芙于申碩 有杖申碩 僻艾予舌利 (細則 4．17 (i i ) )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ZA, ZM, ZW o

友明 資格 ( 田則 4．17 v )

回
84 指定回 (除另有指 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匹 - 栓索扳告

保妒 ) : ARIPO (BW, GH, GM, KE, LS, MW, MZ, NA, _ 包括鋒修改的杖利要求及戶 明
SD, SL, SZ, TZ, UG, ZM, ZW), 歐立 (AM, AZ, BY,
KG, KZ, MD, RU, TJ, TM), 歐 (AT, BE, BG, CH, 所 引用 字母代碼及其它縮丐符青，清參考刊登在每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U, IE, IS, 期PCT/ 扳期刊起始的 ' 碼及縮丐符青 i 要坑明 "

(57) 摘要

本岌明是噴墨打印帆墨盒、憫組件 及 茁。閥茁枸成包括固定端和愧片。

憫片由彈性材料制成 釣呈喇叭形狀。固定端勻相匝恫座的配合提供憾心在核
憫座上的定位。固定端一端勻閥片徑向尺寸最小端固定密封連接 相肘端指向

憫片喇叭口收縮方向。惋片往向尺寸最大端位于固定端固定端沿固定端軸向的
外側。 惋片往向尺寸最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憫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的弩曲

部 恫片栓向尺寸最小端和征向尺寸最大端之何的匡域沿固定端軸向背利憫片

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 相匝凸伸末端位于芎曲部沿圃定端軸向背肘閥片喇叭口
收縮方向的外側。采用上迷凋茁的墨盒、凋組件 其墨水供匝狀悉更力稔定 。



楓茁、恫組件及墨盒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墨盒、恫坦件以及憫茁，尤其是指安裝于瞭墨打印帆這裁滑架

上，向打印共或杞秉共提供墨水的墨盒，以及核墨盒使用的憫組件，和匝用于
核墨盒或恫組件中的凋茁。本友明基于申清日力 2006 年 3 月 24 日、申情骨力
2006 10071376．7 的中因岌明寺利申清及申清日力 2006 年 3 月 29 日、申清骨
力 20062005 7250 的申囤宴用新型寺利申清，咳二件申清的內容作力參考引
入本文 ．。

背景技木

噴墨型杞泵共是嘖墨打印帆的必要枸成部件。咳杞汞共沒置在噴墨打印杭

的一介滑架上，噴墨打印杭的墨盒則袒負看向杞汞共供匝墨水的任各。早期的

墨盒利用可以芒生毛細作用的枸件乘提供墨水的保持力，例如在忙墨腔窒中投

置海錦之癸的多孔材料，由此材料的毛細孔道提供忙墨腔室所需的血匝吠悉。

忙墨腔窒勻供墨腔窒保持流休連通，供墨腔室的一介側壁上升投有一介噴墨

口。墨盒通常被可拆卸地安裝于滑架上，井勻杞汞共匹配肘接，用以向杞汞共

提供墨水。在咬墨口芒生曖射庄力的狀悉下，墨水伙咳噴墨口流入杞汞共中，

迸而伙杞衰共的噴嘴中射出，噴澱到紙旅等氾秉介辰上。因匝于墨水 自身重力

早致的流功性，前迷投置千忙墨腔室中的多孔材料芒生的表面賊力可以鎂解或

阻止肥墨腔室申墨水因流休匝力通迂磺墨口炭生泄漏 。然而，在忙墨腔室中引
入多孔材料之后，多孔材料的自身休秧榴占据忙墨腔窒的一部分空河，迭樟將

減少墨水的有效忙藏空阿，提高墨水肥量的途徑之一就是折大墨盒容秧 。此外，

多孔材料芒生的表面嗽力將始終作用于其內吸附的墨水，伙而不能伙毛銅孔中
完全清除所含墨水，造成墨液娥留。

消除多孔材料占用墨盒空同的技水措施之一，就是利用閥口勻墨盒相匝內

腔的配合。例如，美囤寺利文袱 U54677447 公升了一神利用革向凋結枸控制

墨水供匝的墨盒。核墨盒申，革向憫投置于位于儲墨腔側壁的供墨管道中，凋

茁基本上位于儲墨腔腔休外部，不影晌儲墨腔的容秧，因此，基本上可使墨水



充滿儲墨腔的全部空同，伙而有效地提高了墨水的儲藏量。核墨盒利用一介傘

形楓茁由供墨腔中倒扣住勻儲墨腔連通的墨水通道，配合供墨腔中的匝力交化

打升或者夫閒墨水通道。圭后劫杞汞共噴墨吋，供墨腔芒生血庄，迭肘，傘形
憫茁因供墨腔均悌墨腔之向的庄力差而使傘面周錄向下偏移，使墨水伙儲墨腔

鋒墨水通道流入供墨腔。迭梓既能宴珮達鏤向杞汞共供匝墨水，又能由傘形胸

茁的固有鈷枸特性錐持供墨腔勻儲墨腔之河她于造圭的底差狀悉 。然而，在安

阮匝用池程中炭珮，迭神傘形憫茁的使用效果卸不思人意。例如凋茁的傘形面

有出班反向翻折的可能性，在墨水庄力波劫較大的情形下，傘形面將被迫使沿

傘面中軸方向回翻，出班翻折的傘形面或者失去閥門功能，或者容易出現斷裂

毀損，致使墨盒的正常使用受到影晌 在墨盒勻傘形閥茁緒枸固定不可拆卸的

情形下，迭神憫休損毀可能直接早致整介墨盒扳痰 另一方面，迭神傘形閥茁

在控制墨水通道升 岡泣程申肘墨水庄力差的晌匝較力呆板，造成墨水通道夫

閉劫作滯后于杞衰共墨水需求，致使墨水供匝不稔定。

友明內容

細究芒生上迷因力慨茁造成墨水供匝不稔或墨盒使用春命縮短的原因，本
友明人岌現，迭神傘形憫茁及勻其配合的憫座在錯枸方面存在勻墨水的流休特

性不相造匝的地方。

因此，本岌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神憫茁，咳凋茁能造座墨水庄力的交伙，及
肘地晌匝杞汞共的墨水需求，勻凋座配合，控制墨水通道的夫 閒，且消除了
閥忑傘形面易于毀損的缺陷

本岌明的另一介目的是提供一神憫坦件，核閥坦件利用上迷 目的涉及的閥

茁，通迂凋茁及肘晌匝杞汞共的墨水需求，控制墨水通道的夫 岡，亦且咳閥

狙件能安現較好的密封特性，防止因密封性不 良消弱墨盒儲墨腔和供墨腔之阿

所需的墨水庄力差

本友明再一介目的是提供一神噓墨扛印杭墨盒，咳墨盒利用前迷丙介目的

涉及的恫志或閥坦件，戾便地將墨水供匝至噴墨打印帆杞汞共。

咐匝于上迷第一岌明目的，憫茁的枸成包括固定端和碉片。憫片由彈性材

料制成，釣呈喇叭形狀。 固定端勻相匝憫座配合提供凋茁在核凋座上的定位。



固定端一端勻憫片往向尺寸最小的一端固定密封達接，其相肘端朝向凋片的喇

叭口收縮方向。楓片侄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沿固定端軸向的外側。憫片徑向

尺寸最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閥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的宵曲部。閥片往向尺寸
最小端利憫片徑向尺寸最大端之何的 域沿固定端軸向背肘楓片喇叭口收縮

的方向凸伸，相匝凸伸末端位于宵曲部沿固定端軸向背咐閥片喇叭口收縮方向

的外側。

上述胸茁，其芎曲部的厚度最好是 0，15咖 0 . 3 5 m，憫片往向尺寸最小

端和凋片徑向尺寸最大端之同的其它函域部分的厚度逝擇力大于芎曲部的核

厚度。迭里，其它匡域部分勻宵曲部厚度范圃的夫系，是指宵曲部厚度逝定具

休尺寸后，其它匡域部分的厚度大于核具休尺寸。

上迷憫茁，其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雛鏤做同向延伸，形成同向凹匡。

上迷凋茁，其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逆向延伸，形成逆向凹匡。

上述閥茁，其同向凹函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肘于楓片栓向尺寸最小端

最好呈咐私分布。

上迷閥茁，其逆向凹匡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肘于凋片徑向尺寸最小端

最好呈咐林分布。

上迷凋茁，其憫片栓向尺寸最大端在憫片的圖周方向呈波玟形狀。

上迷凋茁，其固定端沿自身軸向沒置有貫穿 自身的狄錐形切口，此狹鍵形

切口的升后方向在固定端軸向上由閥片喇叭口折張一側指向洶片喇叭口收縮
一側。

肘匝于上迷第二友明目的，憫坦件的枸成包括憫座和憫茁。憫座包括由側

壁枸成的憫腔 。憫腔丐買通憫座側壁的通孔連通 。憫茁包括固定端和愧片。楓

片由彈性材料制成，釣呈喇叭形狀。固定端一端勻閥片徑向尺寸最小的一端固

定密封遵接，其相肘端朝向楓片的喇叭口收縮方向。固定端沿 自身軸向投置有

往向外伸的凸圈。楓片往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軸向的外側。憫片栓向

尺寸最大端具有一介沿恫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的宵曲部。憫片往向尺寸最小

向凸伸，相匝凸伸末端位于芎曲部沿圃定端袖向背肘憫片喇叭口收縮方向的外

側。固定端通迂凸圈固定于凋座壁上升役的楓孔申。凋片位于恫腔內。洶片弩



曲部因匝于憫腔內外庄力差的交化勻閥腔內壁密封接舢隔晰通孔和憫腔，或者
恫片宵曲部因座于凋腔內外匝力差的交化脫萬勻憫腔內壁的密封接舢以連通

通孔和憫腔。

前迷碉組件，其宵曲部的厚度迭力 0．15咖 0 . 35 肌，憫片往向尺寸最小

端和閥片侄向尺寸最大端之阿的其它因域部分的厚度大于弩曲部的核厚度。迭

里，其它匡域部分占弩曲部厚度范囿的夫系，是指芎曲部厚度逝定具休尺寸后，

其它函域部分的厚度大于核具休尺寸。

前迷楓組件，其固定端沿 自身軸向投置有貫穿自身的狹鑽形切口，核狄縫

前述憫組件，其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錐壤做同向延伸，形成同向凹函。

前述閥組件，其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逆向延伸，形成逆向凹匡。

前迷凋組件，其同向凹匠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咐于櫥片往向尺寸最小

端呈肘你分布。

前迷憫組件，其逆向凹函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肘于閥片往向尺寸最小

端呈肘林分布。

前迷楓組件，勻憫片芎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閥腔和通孔的閥腔內壁是垂直

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前迷凋狙件，勻憫片芎曲部配合隔晰或連通閥腔和通孔的恫腔內壁是乎行

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前迷憫組件，占碉片芎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憫腔和通孔的憫腔內壁既包括

垂直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逐包括平行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前迷憫組件，勻憫片宵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憫腔和通孔的垂直于固定端軸

向的腔壁具有接舢槽，核接舢糟通迂其丐垂直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之同的連接

部位勻憫片芎曲部外表面配合，可以提供密封接搬或解除密封接舢。

前迷憫組件，其接搬槽的橫截面呈三角形，其連接部位是三角形槽口底迪

的丙介角部。

前迷憫坦件，其憫片徑向尺寸最大端在凋片的圓周方向呈波玟形狀，占憫



自身軸向勻凋片喇叭口收縮相同方向的一端套投有籃球閥，貫穿籃球恫側壁的

狄縫形切口因匝于凋腔內外的匝力差連通或隔斷液休通道和閥座之外的杯境。

相匝于上迷第三岌明目的，噴墨打印杭墨盒包括用于儲藏墨水的儲墨腔、

何通斷狀悉的閥組件。 凋組件包括楓座和閥茁。 凋座包括由側壁枸成的胸腔。

核閥腔勻供墨口和貫通楓座側壁占儲墨腔相通的通孔遵通。楓茁包括固定端和

閥片。楓片由彈性材料制成，釣呈喇叭形狀。固定端一端勻閥片往向尺寸最小

的一端固定密封連接，其相咐端朝向楓片的喇叭口收縮方向。固定端沿自身軸

向投置有往向外伸的凸圈。 閥片徑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軸向的外側。

閥片侄向尺寸最大端具有一介沿憫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的曹曲部。閥片徑向

收縮的方向凸伸，相匝凸伸末端位于弩曲部沿固定端軸向背肘陶片喇叭口收縮

方向的外側。凸圈固定于閥座壁上升投的閥孔中。閥片位于閥腔內。閥片宵曲

部因匝于閥腔內外匝力差的交化勻憫腔內壁密封接舢隔斷通孔和閥腔，或者腐

片芎曲部因匝于凋腔內外庄力差的交化脫萬勻閥腔內壁的密封接蝕 以連通通

孔和凋腔。

前迷噴墨打印析墨盒，其弩曲部的厚度是 0．5卹一0．35卹，憫片侄向尺

厚度。迭里，其它匡域部分占宵曲部厚度范圃的夫系，是指芎曲部厚度逝定具

休尺寸后，其它匡域部分的厚度大于核具休尺寸。

前迷噴墨打印析墨盒，其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雛鎂做同向延伸，形成同

向凹匡。

前迷打印析墨盒，其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逆向延伸，形成逆向凹匡。

前迷噴墨打印析墨盒，其同向凹匡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咐于陶片徑向

尺寸最小端呈肘林分布。

前迷噴墨打印杭墨盒，其逆向凹匡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肘于凋片徑向

尺寸最小端呈肘林分布。

前迷噴墨打印析墨盒，勻碉片芎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閥腔和通孔的閥腔內

壁是垂直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前迷噴墨打印析墨盒，占凋片芎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凋腔和通孔的胸腔內

壁是平行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前迷噴墨打印杭墨盒，占楓片芎曲部配合隔斷或達通閥腔和通孔的閥腔內

壁既包括垂直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逐包括平行于所迷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前迷噴墨打印枕墨盒，勻凋片芎曲部配合隔斷或達通閥腔和通孔的垂直于
固定端軸向的腔壁具有接舢槽，核接蝕槽勻垂直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之岡的遵

接部位均恫片宵曲部外表面配合，可以提供密封接舢或解除密封接絀。

前迷噴墨打印析墨盒，其接蝕槽的橫截面呈三角形，其達接部位是三角形

槽口底迪的丙介角部。

前迷噴墨打印析墨盒，逐包括另外一介閥組件，核憫組件同原有憫組件的
拮枸相同，裝配方式相反，其憫片的升眉 夫閉方向相反于原有憫狙件。

前迷噴墨打印析墨盒，其固定端沿 自身軸向技置有貫穿 自身的狹縫形切

口，核狹鍵形切口因匝于閥腔內外的匝力差她于張升或芙閉狀悉。

前迷噴墨打印杭墨盒，其凋片往向尺寸最大端在憫片的圓周方向呈波玟形

狀，勻凋片弩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楓腔和通孔的凋腔內壁是平行于固定端軸向

的腔壁。

前迷噴墨打印杭墨盒，其固定端沿自身軸向沒置有貫穿自身的液休通道。

固定端沿自身軸向勻閥片喇叭口收縮相同方向的一端套投有籃球憫。貫穿核籃

儲墨腔的狀悉。

相匝于上迷第三岌明目的，再提供一神噴墨打印帆墨盒，它包括用于儲藏

墨水的儲墨腔、用于連通儲墨腔和外部大乞的換乞口以及用于控制儲墨腔和換

乞口之河通斷狀悉的閥組件。凋組件包括櫥座和閥茁。凋座包括由側壁枸成的

閥腔。碉腔勻儲墨腔和貫通憫座側壁勻換乞口相通的通孔連通。憫忑包括固定

端和憫片。憫片由彈性材料制成，釣呈喇叭形狀。固定端一端勻憫片栓向尺寸
最小的一端固定密封達接，其相肘端朝向腐片的喇叭口收縮方向。固定端沿自

身軸向投置有往向外伸的凸圈。 憫片徑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的外側。

凋片栓向尺寸最大端具有一介沿凋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的芎曲部。凋片往向



收縮的方向凸伸，相匝凸伸末端位于宵曲部沿圃定端軸向背咐凋片喇叭口收縮

方向的外側。凸圈固定于洶座壁上升投的凋孔中。恫片位于凋腔內。憫片弩曲

部因匝于閥腔內外庄力差的交化勻楓腔內壁密封接舢以隔斷通孔和憫腔，或者
憫片芎曲部因匝于憫腔內外庄力差的交化腕萬勻憫腔內壁的密封接棚以連通

前迷通孔和凋腔。

前迷噴墨打印帆墨盒，其楓坦件位于抉乞口接近儲墨腔的底部。

前迷噴墨打印帆墨盒，其芎曲部的厚度是 0．5 m一0．3 5m ，乞憫片徑向

尺寸最小端和凋片往向尺寸最大端之同的其它匡域部分的厚度大于宵曲部的

厚度。迭里，其它函域部分勻脊曲部厚度范圃的夫系，是指芎曲部厚度逝定具

休尺寸后，其它函域部分的厚度大于核具休尺寸。

前述噴墨打印帆墨盒，占憫片宵曲部配合隔斷或達通憫腔和通孔的閥腔內

壁是垂直于所迷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前迷噴墨打印帆墨盒，占碉片脊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閥腔和通孔的碉腔內

壁是乎行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前迷噴墨打印杭墨盒，占楓片脊曲部配合隔斷或達通楓腔和通孔的閥腔內

壁既包括垂直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逐包括平行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前迷噴墨打印杭墨盒，占楓片宵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腔和通孔的垂直于固

定端軸向的腔壁具有接舢糟 。咳接舢糟的橫截面呈三角形。此三角形糟口底迪

的丙介角部占憫片弩曲部外表面配合，可以提供密封接舢或解除密封接蝕 。

相匝于上迷第三友明目的，避一步提供一神噴墨打印帆墨盒，它包括用于

儲藏墨水的儲墨腔、用于向曠墨打印肌杞衰共供匝墨水的供墨口以及用于控制

儲墨腔和供墨口之間通斷狀悉的閥茁。憫茁包括圃定端和閥片。楓片由彈性材

料制成，釣呈喇叭形狀。固定端一端勻楓片往向尺寸最小的一端圃定密封達接，

其相咐端朝向憫片的喇叭口收縮方向。固定端役置有往向外伸的凸圈。憫片往

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的外側。惋片栓向尺寸最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閥

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的弩曲部。凋片往向尺寸最小端和憫片侄向尺寸最大端

之同的匡域沿固定端軸向背肘憫片喇叭口收縮的方向凸伸，相匝凸伸末端位于

在儲墨腔的底壁上升投的凋孔中。憫片位于由墨盒內壁圃成的連通供墨口的凋



前迷曖墨打印杭墨盒，其宵曲部厚度是 0．15咖 0 . 35 ，卹 其憫片侄向尺

厚度。迭里，其它匠域部分勻宵曲部厚度范囿的夫系，是指宵曲部厚度迭定具

休足寸后，其它匡域部分的厚度大于核具休尺寸。

前迷噴墨打印杭墨盒，其楓片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雛鏤做同向延伸，形
成同向凹匡。

前迷噴墨打印帆墨盒，其憫片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逆向延伸，形成逆向

前迷噴墨打印帆墨盒，其同向凹匡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咐于楓片往向

尺寸最小端呈肘林分布。

前迷噴墨打印杭墨盒，其逆向凹匹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肘于憫片徑向

尺寸最小端呈肘林分布。

前迷噴墨打印帆墨盒，其凋片往向尺寸最大端在憫片的圓周方向上呈波玟

形狀。

前迷噴墨打印杭墨盒，其固定端沿 自身軸向沒置有貫穿 自身的狄縫形切
口。

附囤稅明

圍 a 本友明憫茁宴施例一透祝團

團 b 本友明洶茁寞施例一透棚圍二，其透初方向勻團 比基本相肘
團 c 本友明憫茁宴施例一剖初團

團 2a 本岌明凋茁寞施例二透枕囤

圍 2b 本岌明憫茁寞施例二透初團二，其透初方向苟團 2a 基本相咐
圈 2c 本友明凋茁寞施例二剖枕團

團 3a 本友明閥茁宴施例三透視囤

團 3b 本友明憫茁寞施例三透初團二，其透初方向勻囤 3a 基本相肘



團 3c 本岌明凋茁寞施例三剖棚團

團 4a 本岌明凋茁寞施例四透初團

團 4b 本岌明凋本要施例四透初團，其透初方向占團 4a 基本相咐

團 5 本友明憫心寞施例五剖枕囤

圈 6 本岌明腐茁寞施例六剖枕團

團 7 是團 a 的周部放大示意團

團 8a 本岌明憫組件宴施例一愧座剖祝團

團 8b 本岌明凋組件宴施例一剖初囤

團 9 本岌明碉組件寞施例二剖初囤

圈 a 本友明憫組件宴施例三剖初團

圍 b 本友明憫狙件雯施例三墨水供匝流程示意囤

團 c 是團 b 的局部放大示意團

團 本岌明憫銅件宴施例四剖初圍

團 比 本岌明憫組件宴施例五剖棚圍

團 13 本岌明凋組件寞施例六剖棚團

團 14a 本岌明噴墨打印杭墨盒寞施例一剖初團

圈 14b 本友明噴墨打印杭墨盒寞施例一局部放大剖初圍

圍 a 本友明噴墨打印帆墨盒宴施例二剖祝團

團 5b 本友明噴墨打印杭墨盒寞施例二局部放大剖初團

圍 6 本友明噴墨打印帆墨盒寞施例三局部放大剖祝團

圍 17 本岌明憤墨打印帆墨盒宴施例四局部放大剖棚團

囤 8 本友明噬墨打印帆墨盒宴施例五剖初團

團 19 本友明噴墨打印杭墨盒寞施例六剖初團

圈 20 本友明閥坦件寞施例七剖視囤

團 扒 本岌明憫組件寞施例八剖初團

團 22 本岌明胸組件寞施例八結枸分解團

團 2 3 本友明閥組件宴施例九鈷枸分僻團

團 24 本岌明閥組件寞施例十鈷枸分解團

團 25 本友明憫組件寞施例十一鈷枸分解團。



具休安施方式

參岡團 a b c，本炭明凋岱寞施例一。

核恫茁的枸成包括固定端 1和閥片 乙團中固定端 1和憫片 2 的軸絨重合。

恫片 2 由橡肢或桂橡肢之癸的彈性材料制成，它大休呈喇叭形狀。考慮到固定

端 1和楓片 2 的功能在緒枸上可以由一介完整的整休寞珮，即固定端 1和胸片
2 可以是一休成形的整休閥茁，也可以是在分萬部件之間采用肢粘、鉚接、焊

接、熱熔粘接等方式枸成一介完整憫茁，因此固定端 也可以由橡肢或磋橡肢

．之癸的彈性材料制成。咳寞施例中，圃定端 1 除了承把固定洶茁的作用外，并
未芹生其它的捕助功用，因此，固定端 1 胚可以采用其它的材料制各。

固定端 的軸向橫截面形狀通常采用圓形，迭烊有利于固定端 1 在相匝閥

孔中的定位裝配，圭然也可以是其它的多迪形，例如正三角形、正方形，甚至
可以是不棚則多迪形，占此相咐匝的用于容鈉固定端 的凋孔也采用迢座的形

狀。同梓，閥片 2 沿固定端 1軸向的投影面形狀可以采用圓形，也可以是其它
的多迪形，相匝的，勻凋片 2 造配的閥腔也采用利匝的形狀。

固定端 的一端丐閥片 2 往向尺寸最小的一端 20 ，亦即其喇叭收縮口，

固定密封連接，避而在兩者之同形成連鏤平滑的吋接外表面。勻凋片往向尺寸
最小端 20 1 固定密封遵接的連接端 01 徑向上稍稍折張，因此其栓向尺寸大于

固定端 ，此扒賊部分具有較大的厚度，以便肘憫片 2 提供較好的支擋強度。

固定端 沿 自身軸向 " 團 c 申虛哉所示 ，勻連接端 101 保持一段距萬的部

位投置有往向外伸的凸圈 02。 圭然，凸圈 02 也可以用周向不達鏤的凸起等

癸似鈷枸替代，甚至可以省略凸圈 102，而由固定端 占肢水配合寞珮憫茁勻

閥座的固定。固定端 1 的長度可秘具休匝用杯境，由凸圈 02 沿圃定端 軸向

"的外端迪沿，向外延伸出造尚的距萬，形成一介固定端延伸段 10 。或者截

除固定端延伸段 103，仗保留凸圈 102 和達接端 101 之同的圃定端部分。

在團 c 示出的沿閥茁的圃定端軸向剖初鈷枸中，閥片 2 往向尺寸最大的
一端 202 位于連接端 101 沿固定端軸向 "的外側，即沿固定端軸向 ，閥片 2

持一段軸向距萬 h。凋片 2 伙往向尺寸最小端 20 1至往向尺寸最大端 202 的厚

度逐漸奕薄。咳寞施方式中，憫片 2 的往向尺寸最大端 202 沿凋片 2 軸向 "，



即喇叭口賊升方向向外延伸，同肘其栓向尺寸稍微有所收縮，形成向下方的稍

微內卷的裙迪 20刀。 閥片侄向尺寸最大端 202 附近具有一介沿胸片喇叭口收

縮方向凸伸的宵曲部 2022 ，核芎曲部 2022 形成于裙迪 202 1 附近。 憫片侄向

尺寸最小端 20 和其往向尺寸最大端 202 之阿的匡域，沿固定端袖向"，背咐
凋片喇叭口收縮的方向凸伸，相泣的凸伸末端 203 位于宵曲部 2022 沿固定端

軸向 "背肘恫片喇叭口收縮方向的外側，即在固定端軸向 "上，憫片凸伸末端
203 至連接端 0 軸向迪錄的距萬，大于憫片裙迪 20刀 沿碉片喇叭口張升方

向的迪錄至連接端 10 軸向迪錄的距萬。

在寞阮匝用中，流休庄力的交化主要由憫片宵曲部 2022 採知，非由其寞

現流伸通道的升眉或夫閒。憫片 2 的其它部位，如閥片 2 的往向中部 域、閥

片裙迪 2 2 主要承袒密封作用，其吹捕助憫片芎曲部 2022 因匝于憫片軸向兩

側的庄力做相匝交形。 因此，楓片芎曲部 2022 較之楓片 2 的其它部位，例如

閥片裙迪 202 ，楓片 2 的往向中部 域，和閥片 2 往向尺寸最小端 20 ，亦即

其喇叭收縮口，具有更薄的厚度 。寞強征寞，其寞阮匝用造宜的厚度力 0．1一
. m，較好的厚度介于 0．15一0．25 m 之阿，咳厚度因河 內的脊曲部 2022 具

有較高的流休庄力感匝戾敏度，爪而較好地完成咐墨水流的后閉。

奕阮匝用本寞施例的碉茁肘，把其固定端 穿入閥座上的相匝閥孔申 參

兄團 8a，憫座 3 上升投的憫孔 04 ，固定端凸圈 102 和遵接端 10 憫志固

定于閥座上。 凋片 2 在凋座內部的相匝凋腔中完成凋何的升起 夫河功能。

參岡團 2b 2c，本岌明凋茁寞施例二。

其基本拮枸勻本岌明閥茁宴施例一相同，因此圍中仗棕注了鈷枸岌生交化

的或者需要予以洋綑悅明的相匝部分。其新增加的改迸是憫片 2 的凸伸末端
203 t不同部分錐鎂做相同于原凸伸方向的延伸，形成三介同向凹匡 203 1，迭
三介同向凹匡 203 1相咐于閥片侄向尺寸最小端 20 呈肘你分布。迭神形交能

移在一定范圃內使憫片 2 更容易奕形，以提高其相匝于墨水庄力交化的戾敏

度，使其稠育墨水流劫的能力迸一步提高。

參岡團 3a 3b 3c，本友明憫茁寞施例三。

其基本鈷枸勻本友明憫志宴施例一相同，因此團申仗棕注了鈷枸岌生交化

的或者需要予以迸一步悅明的相匝部分。其迸一步的改越是腐片 2 的凸伸末端



203 不同部分做逆反于原凸伸方向的延伸，形成三介逆向凹匠 2032，迭三介

逆向凹匠 2032 相肘于倒片徑向尺寸最小端 20 呈肘林分布。迭神交形也能膨

在一定范園加大閥片 2 的彈性，提高其相匝墨水庄力交化的戾敏度，使其稠背

墨水流劫的能力迸一步提高。

參岡團 4a 4b，本岌明閥心突施例四。

其基本鈷枸勻本岌明閥岱宴施例一相同，團中仗棕注鈷枸友生交化或者需

要迸一步稅明的相匝部分。其交化是憫片 2 的往向尺寸最大端 202 附近，就是

其弩曲部在圓周方向 仁 上呈聊力波玟形狀 205 。速神錯枸的楓片，在勻胸座配

合迂裡中，其沿凋片 2 軸向"朝向喇叭口折賊的方向的波峰在流休匠力作用下

更容易芒生同向偏移，因此其控制墨水流劫的能力更強。

參岡團 ，本岌明憫茁寞施例五。

其基本鈷枸勻本炭明閥茁寞施例一相同。其交化是固定端 1截除了延伸段

03，仗保留弋度相肘較短的一段。沿迭一段固定端 1 的軸向 "，投置有貫穿

固定端 自身的狹縫形切口 04，咳狹縫形切P 04 的升后方向在固定端 1的軸

向上由凋片喇叭口折張一側指向惋片喇叭口收縮一側。迭神拮枸的楓片，在占
凋座配合迂程中，其凋片 2 沿自身軸向 "提供由凋片喇叭口收縮一側至閥片喇
叭口折旅一側的流休通道，同肘其固定端 1沿 自身軸向 "由閥片喇叭口扒賊一
側指向憫片喇叭口收縮一側的流休通道。 由此憫茁具各了孜向墨水流劫功能，

在寞阮匝用中，可以滿足墨盒供墨口的墨水供匝需求和因供墨汁插入供墨口內

早致有效墨水容秧降低的卸庄要求。因此其控制墨水流功的能力和碉整墨水底

力狀悉的能力更強。

參岡囤 6，本友明憫茁宴施例六。

其基本拮枸勻本友明凋茁寞施例五相同。其交化是固定端 1保留有延伸段

03。包括固定端延伸段 03 在內的整介固定端 1 內部形成一段墨水通道 106

墨水通道 106 朝向憫片喇叭口折張一端她于升放狀悉，相射端，即朝向凋片喇
叭口收縮一端封岡。墨水通道 06 沿的固定端 1軸向 "的側壁上升投貫通核側

壁的狹縫形切口 105 。核狹縫形切P 05 的升后方向在固定端 的軸向上由閥

片喇叭口折張一側指向閥片喇叭口收縮一側，如團 6 虛我箭共 Y所示。由此本



參兄團 8a 8b，本友明恫組件寞施例一。

凋組件的枸成包括凋座 3 和閥茁 4 。 凋座 包括由側壁枸成的凋腔 30 1

核憫腔 30 1占貫通閥座側壁的通? 302 連通。憫忑 4 的錯枸勻本岌明閥茁宴施

例一相同，包括固定端和憫片，其具休枸造夫系可參岡本岌明憫茁寞施例一的

介貂。錯合岌明凋茁安施例一的鈷枸，在閥岱 4 和楓座 3 之同，凋茁 4 的固定

端通泣凸圈密封地卡接固定于閥座壁上升投的惋孔 304 中。固定端的自由端或

延伸段伙憫? 304 中伸出于憫座 之外 。 憫片位于凋腔 301 內。 憫片芎曲部
40 1因匝于胸片丙側庄力差的交化，勻楓腔 0 的垂直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303

密封接舢，隔晰通 302 和凋腔 30 或者閥片芎曲部 401 因匝于凋腔 301 內

外匝力差的交化，脫萬勻憫腔的垂直于囿定端軸向的腔壁 303 的密封接舢，連
通通孔 302 和憫腔 30 1

參兄團 9，本岌明憫組件寞施例二。

在上迷閥坦件宴施例一基砸上，逃一步在腔壁 03 占閥片弩曲部 40 肘匝

的部位增加投置接舢槽 303 ，即可得到憫組件宴施例二。核接舢槽 3031 的橫

截面呈三角形，其糟口迪沿，即接舢槽 3031 和腔壁 303 之同的迂渡部位，碗

切地悅是三角形勻腔壁 30 共迪的丙介角部，勻凋片弩曲部 40 的外表面配合，

可以提供較好的密封接絀。 圭然接舢糟 303 逐可以是其它造宜的形狀。

參兄團 7、 a b c，本友明憫組件宴施例三。

其基本鈷枸勻本岌明凋組件宴施例二相同，因此團中仗棕注了錯枸岌生奕

化的或者需要予以迸一步沈明的相匝部分。其迸一步的改迸是，一方面憫片宵
曲部 40 因匝于閥片兩側庄力差的交化，勻憫腔 30 的垂百于固定端軸向的腔

壁 303 之上投置的接舢糟 303 密封接舢 另一方面。 閥片裙池 402 因匝于憫

片兩側庄力差的奕化，同肘或同步地勻胸腔 01 的平行于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304 密封接蝕，由此兩吹密封接絀隔斷通? 302 和閥腔 30 。或者，一方面閥

片宵曲部 401 因匝于憫片兩側庄力差的交化，脫萬占恫腔 30 1 的垂直于固定端

軸向的腔壁 303 之上沒置的接舢槽 303 的密封接舢 另一方面，凋片裙迪 402

因匝于凋片兩側底力差的交化，同肘或同步地脫萬勻閥腔 30 的乎行于圃定端

軸向的腔壁 304 的密封接舢，升眉迭兩她密封部位后達通通孔 302 和陶腔 30

碗切地悅，在恫片喇叭收縮口側向的墨水庄力大于凋片喇叭扒張口側向的墨水



庇力肘，胸片宵曲部 401和凋片裙迪 402 受同向庄力作用，芹生收縮俯移，形
成團 虛鐵箭共 X 所示的墨水流劫通道。在恫片喇叭收縮口側向的墨

水底力小于閥片喇叭折張口側向的墨水庄力肘，楓片芎曲部 40 和閥片裙迪

4 9 受同向庄力作用，芒生扒掀俯移，分別勻接舢糟 3031 和腔壁 304 密封接

舢，夫晰墨水流劫通道。

在上迷閥組件寞施方式基砸上，將本炭明惋茁的岌明內容及其具休宴施方

式移植到憫組件技木方案中，就可以得到多介具有刨造性的方案。例如，附囤

11，將楓茁寞施例五勻凋座鈷合后，即得到本友明凋組件宴施例四 附團 12

和 ，將楓忑宴施例六占閥座緒合后，碉整憫片大小或者惋腔大小，以及接

舢槽的存在狀悉，即可分別得到本友明閥組件宴施例五、六。閥組件奕施例五、

六的工作杭制同憫茁宴施例五的工作帆制相同，迭里力布釣篇幅不再贅迷。

參凡囤 90，本岌明閥組件寞施例七。

本例的特魚是在固定端背肘所迷憫片喇叭口收縮方向一側投置有一濾阿

6，用于肘墨水申的朵廈或乞泡等迸行濾除，防止奈辰或乞泡遴入杞衰共，損

害打印品辰，其他占前迷各例相同的鈷枸不再贅迷。

參几團 1、團 ，本岌明閥組件寞施例八。

力悅明清楚起凡，團 92 中略去了凋座 3 的下托 32，本例的特貞是在楓座

的上端沒置一鍰沖蓋 ，鍰沖蓋 的一面投置入口，另一面役置出口，出

口勻通孔 達通，入口占出口問通迂投置在鍰沖蓋 3 1 側部的具有阻尼作用
的通道 3 連通，通道 3 狗役置在鍰沖監側面一周的螺玟，螺錠一端位于鍰

沖蓋 3 上表面，另一端位于鍰沖羞 1 表面，迭梓，避入憫腔的墨水將在通

道 3 申受到阻尼作用，鑲解肘憫片 4 的沖苗。

參兄團 93，木岌明凋坦件寞施例九。

本例占宴施例八相似，力悅明清楚起几，團 23 申也略去了閥座 3 的下托，
本例的特貞是鍰沖蓋 的上表面投置入口 3 12 ，下表面投置出P 3123，出口

123 勻通孔 30 達通，入 312 勻出口 23 同通迂沒置在鎂沖孟 3 側部的

具有阻尼作用的通道達通，通道力投置在鍰沖蓋 3 側面一周的洶槽，迭梓，

迸入憫腔的墨水將在通道中受到阻尼作用，鍰解射楓片 4 的沖苗。

參兄團 9.4，本岌明凋組件寞施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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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也勻粟施例八相似，力況明清楚起兄，團 24 中略去了胸座 3 的下托，
本例的特魚是在閥座 3 的上端投置一鑲沖蓋 31，．鍰沖蓋 31的一面沒置入口，
另一面投置出口，出口勻通孔 302 連通，入口占出口同通迂投實在鍰沖蓋 31

側部的具有阻尼作用的通道連通，通道力役置在鍰沖蓋 31側面一周均布的斜

槽 31 ，每集斜槽的一端位于鍰沖孟 1上表面，另一端位于鑲沖蓋 31下表面，
迭梓，迸入恫腔的墨水將在通道申受到阻尼作用，鍰解肘閥片 4 的沖苗。

參兄圍 25，本岌明憫組件宴施例十一。

本例勻宴施例十相似，力悅明清楚起兄，團 25 申略去了凋座 3 的下托，

本例的特魚是在憫座 3 的上端投置一鎂沖蓋 31，鍰沖孟 31的一面波實入口，
另一面投置出口，出口勻通孔 302 達通，入口勻出口問通迂役置在鍰沖蓋 3

側部的具有阻尼作用的通道達通，通道力投置在鍰沖蓋 3 側面一周均布的斜

槽 3 4，每集斜槽的一端位于鍰沖蓋 31上表面，另一端位于鍰沖蓋 1 表面，
迭梓，迸入閥腔的墨水榴在通道中受到阻尼作用，鍰解肘閥片 4 的沖苗。

參凡團 4a 4b，本岌明噬墨打印帆墨盒宴施例一。

噴墨打印杭墨盒的枸成包括用于偌藏墨水的儲墨腔 5、用于向噴墨打印棚
杞汞共供座墨水的供墨 6 以及用于控制儲墨腔 5和供墨 6之何通斷狀恣的

憫坦件 7。核憫組件 7 包括碉座和憫茁。憫座和閥忑的具休館枸占本岌明凋茁

和憫狙件的相匝寞施例相同，淒者可借助團 a b c 2a 2b 2c 和
3b 3c 等咐憫茁的團示及其悅明，和囤 7、8a、b、g、 a、臥 。等肘凋組件

的團示及其況明。咳寞施例中，傭墨腔 5 通迂乞孔 501勻大乞保持劫悉平衡。

傭墨腔 5和供墨 6 之同由一介憫組件 7控制通斷狀悉。即在墨水供匝狀悉下，

閥忑之凋片侄向尺寸最大的一端因匝于閥腔內外，即儲墨腔 5 和供墨口 6 之同

庄力差的交化，勻凋腔內壁密封接舢，隔斷示于團 14b 中的通孔 701 和凋腔
702 或者楓茁之楓片徑向尺寸最大的一端因座于閥腔內外，即儲墨腔 5 和供

墨 P 6 之回匝力差的交化，脫萬勻憫腔內壁的密封接舢，以連通示于團 4b

中的通孔 701和憫腔 702 。碗切地槐，儲墨腔 5 內部庄力大于供墨 6 內部庄

力肘，凋組件 7 將按照前面描迷的閥組件工作方式這行，連通儲墨腔 5 和供墨

口6 儲墨腔 內部庄力小于供墨 P 6 內部庄力肘，閥組件 7 按照前面描迷的

凋組件工作方式迭行，隔斷儲墨腔 5 和供墨 6 之同的連通 。



參兄團 15a 5b，本炭明噬墨打印杭墨盒奕施例二。

其主要錯枸勻本岌明噴墨打印帆墨盒寞施例』相同，其稠整之她是，在儲

墨腔 5 和供墨口 6 之阿的腔壁上直接形成憫座 9，同肘在楓座 9 中形成連通供

墨 6 用于容鈉惋忑 8 之閥片的閥腔 902 ，以及貫通憫座 9 側壁達通儲墨腔

的通孔 901。將本炭明憫茁相匝寞施例二的凋茁裝配于凋腔 90 1 中，即可辣得

噴墨打印帆墨盒寞施例二。

參兄團 7，分別力本岌明噴墨打印帆墨盒宴施例三、四。

其主要緒枸勻本友明噴墨打印帆墨盒突施例一相同，其凋整之她，參兄團

16、盯 示出的介于儲墨腔 5 利供墨 6 之同的閥坦件放大示意團，是分別采

用占憫組件宴施例四、六肘匝的憫狙件，得到噴墨打印帆墨盒宴施例三、四。

參兄團 18，本友明噴墨打印帆墨盒寞施例五。

核墨盒的惋組件 7 數量凋整力三介。其中兩介閥組件 7 裝配于儲墨腔 5

和供墨口 6 之伺，但它們的閥忑升屆方向互力相反。由此，儲墨腔 5 利供墨口
6 之阿元冶是出珮哪一介方向的庄力差，都可以由迭兩介憫組件完成卓一方向

的液休流通。此外，儲墨腔 5 上方的乞孔 501亦鋒迂第三介凋組 7占儲墨腔

相通，以此控制儲墨腔 5 內部占外部大丘之同藐得較稔定的庄差狀恣。

參兄團 9，本岌明曠墨打印杭墨盒寞施例六。

其主要鈷枸勻本岌明曠墨打印帆墨盒寞施例一相同，其稠整之她是儲墨腔

和供墨 P 6 之同仗用墨水通道連通，而不存在卓向閥坦件 此外儲墨腔 5 上
方的乞孔 50 延伸至儲墨腔 用于儲墨的底部，井匝用一介革狙的憫坦件 7

在乞孔 01 的最低位置勻傭墨腔 5 相通，依靠閥坦件 7 的升后 夫閉作用，寞

珮備墨腔 5 內部藐得較稔定的血匝狀悉。

工並匝用性

本岌明的憫茁，以彈性材料例如磋橡肢制各的喇叭形憫片作力流休通道升
眉或夫岡的控制杭夫，通迂勻凋片的喇叭口最小端密封連接的固定端及其柱面

上役置的凸圈，寞圳均凋座之同的緒合。其所控制的液流的方向由固定端一端

伙楓片的外表面指向櫥片的喇叭口最大端。迭樟，沿看墨水流劫的方向，在凋

片兩側出現庄力差肘，即固定端方向的庄力大于憫片方向的庄力肘，流休庄力



將作用于胸片的喇叭口外部表面匠域，形成沿往向和楓片背肘固定端的軸向二

者的混合方向的作用力，而不是現有技木描迷的傘形面內部表面匠域，迫使喇

叭形憫片芹生沿上迷混合方向的收縮，伙而在憫片喇叭口最大端和占其配合的
憫座壁之間形成液休流劫岡隙，迭到墨水由位于圃定端方向的儲墨腔迸入位于

閥片方向的供墨腔的目的。由此可几，由于其材料的彈性特征，拮合其自身的
錯枸特征，迭神閥茁既能膨順利地安現咐于流休通道的升眉或夫河控制功能，

同肘又避免了其憫片因拮枸原因早致翻折斷裂的潛在可能性。迸而，采用上迷
楓茁的閥組件和相匝礙墨打印杭墨盒在相匝的性能方面也歌得了較大的提高。



杖利要求宅

、 憫茁，包括

閥片，由離性材料制成，呈喇叭狀

圃定端，用于勻憫座定位達接，投置在憫片栓向尺寸最小的一端，憫片徑

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的外側

其特征在于
所迷閥片往向尺寸最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所迷閥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

的宵曲部

入 根掘杖利要求 所迷的凋志，其特征在于
所迷芎曲部的厚度是 0．15咖一0，35卹
所迷胸片往向尺寸最小端和戶

分的厚度大于所迷脊曲部的厚度 。

3、 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惋茁，其特征在于

所迷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雛鏤做同向延伸，形成同向凹匠。

呎 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憫茁，其特征在于
所迷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逆向延伸，形成逆向凹匡。

5、 根据杖利要求 3 所迷的閥茁，其特征在于
所迷同向凹匠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肘于所迷憫片往向尺寸最小端呈肘

林分布。

6、 根据杖利要求 4 所迷的岡茁，其特征在于

所迷逆向凹匡數量至少力丙介，它們相肘于所迷惋片徑向尺寸最小端呈肘
你分布。



7、 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閥茁，其特征在于
所迷楓片徑向尺寸最大端在所迷胸片的圓周方向呈波玟形狀。

8 、 根据杖利要求 5 至 7 任一碩所迷的憫茁，其特征在于

所迷固定端沿自身軸向沒置有貫穿自身的狄縫形切口，所迷狄縫形切口的

升后方向在所迷固定端的軸向上由憫片喇叭口折撇一側指向閥片喇叭口收縮
一側。

9 、 恫組件，包括

憫座，由側壁枸成的憫腔，憫腔勻貫通所迷憫座側壁的通孔連通

憫茁，包括

憫片，由彈性材料制成，呈喇叭狀

圃定端，用于占洶座定位連接，投置在楓片往向尺寸最小的一端，凋

片往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的外側

其特征在于
所迷閥片侄向尺寸最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所迷凋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

的芎曲部

固定端背肘所迷閥片喇叭口收縮的方向凸佣，凸伸末端位于所迷芎曲部沿所迷

，所迷閥片位

于所迷閥腔內

接搬隔斷所迷通孔和所迷凋腔，或者所迷楓片芎曲部因匝于所迷閥片丙側座力

差的交化脫萬占所迷碉腔內壁的密封接舢以達通所迷通孔和所迷閥腔 。

0、 根掘杖利要求 9 所迷的閥狙件，其特征在于
所迷芎曲部的厚度是 0．5螂 0 . 3 5 m

分的厚度大于所迷弩曲部的厚度。



11、 根掘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胸坦件，其特征在于

所迷固定端沿 自身軸向投置有貫穿自身的狄鍵形切口，所迷狄縫形切口因

匝于所迷憫片兩側的匝力差她于掀升或夫岡狀恣。

12、 根掘杖利要求 0 所迷的憫狙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錐鏤做同向延伸，形成同向凹函。

13、 根据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楓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迷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逆向延伸，形成逆向凹叉。

14、 根掘杖利要求 10 至 3 任一取所迷的凋坦件，其特征在于
占所迷恫片曹曲部配合隔晰或連通所迷凋腔和所迷通孔的垂直于所迷固

定端軸向的腔壁具有接舢槽，所迷接舢槽通泣其勻所迷垂直于所迷固定端軸向

的腔壁之同的達接部位勻所迷憫片芎曲部外表面配合，可以提供密封接蝕或解

除密封接舢。

5、 根掘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凋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迷凋片往向尺寸最大端在所迷閥片的圓周方向呈波玟形狀，丐所迷憫片

芎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所迷櫥腔和所迷通孔的所迷閥腔內壁是乎行于所迷固

定端絀向的腔壁。

6、 根据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憫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迷固定端沿自身軸向投置有貫穿自身的液休通道，所迷固定端沿自身軸

向勻所迷恫片喇叭口收縮相同方向的一端套投有鹽球憫，貫穿所迷籃球楓側壁

的狄鍾形切口因匝于所迷憫片兩側的庄力差連通或隔斷所迷液休通道和所迷

憫座之外的杯境。

7、腐組件，包括
凋座，由側壁枸成的恫腔，閥腔勻貫通所迷楓座側壁的通孔連通

凋茁，包括

閥片，由彈性材料制成，呈喇叭狀

固定端，用于丐凋座定位達接，沒置在閥片栓向尺寸最小的一端，閥



片徑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的外側

其特征在于

所迷楓片徑向尺寸最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所迷恫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

的脊曲部

固定端背肘所迷閥片喇叭口收縮的方向凸伸，凸伸末端位于所迷弩曲部沿所迷

所迷凋心通迂所迷固定端固定于所迷閥座壁上升投的憫孔申，所迷洶片位

于所迷凋腔內

所迷閥片宵曲部因匝于所迷閥片兩側庄力差的交化勻所迷凋腔內壁密封

接舢隔斷所迷通孔和所迷閥腔，或者所述憫片芎曲部因匝于所迷憫片丙側庄力

差的交化脫萬占所迷憫腔內壁的密封接舢以達通所迷通孔和所迷凋腔

所迷固定端背肘所迷憾片喇叭口收縮方向一側投置有一濾阿。

8、憫組件，包括

閥座，由側壁枸成的憫腔，憫腔勻貫通所迷憫座側壁的通孔連通
凋茁，包括

閥片，由彈性材料制成，呈喇叭狀

固定端，用于占楓座定位達接，投置在碉片往向尺寸最小的一端，閥

片徑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的外側

其特征在于
所迷凋片往向尺寸最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所迷閥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

的宵曲部

固定端背肘所迷閥片喇叭口收縮的方向凸伸，凸伸末端位于所迷脊曲部沿所迷
固定端背利所迷閥片喇叭口收縮方向的外側

所迷憫忑通迂所迷固定端固定于所迷憫座壁上升投的憫孔中，所迷憫片位

于所迷憫腔內



接舢隔斷所迷通孔和所迷碉腔，或者所迷憫片弩曲部因匝于所迷憫片兩側匝力

所迷閥座上端投置一鍰沖蓋，鍰沖孟的一面役置入口，另一面投置出口，
出口丐所途通孔遵通，所迷入口勻所途出口問通迂投置在鍰沖孟側部的具有阻

尼作用的通道連通。

19、根据杖利要求 18 的憫銅件，其特征在于

所迷具有阻尼作用的通道力貫通所迷鍰沖孟兩面、位于側面上的螺玟。

20、根据杖利要求 比 所述的憫組件，其特征在于

刀、 噴墨打印帆墨盒，包括

用于儲藏墨水的儲墨腔、用于向噴墨打印帆杞汞共供匝墨水的供墨口以及

憫組件，包括

憫座，由側壁枸成的憫腔，憫腔勻貫通所迷憫座側壁的通孔連通

憫茁，包括

閥片，由彈性材料制成，呈喇叭狀
固定端，用于占凋座定位連接，投置在憫片往向尺寸最小的一端，楓

片栓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的外側

其特征在于

所迷惋片往向尺寸最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所迷凋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

的宵曲部

所迷憫片栓向尺寸最小端和所述憫片往向尺寸最大端之同的匠域沿所迷

固定端背咐所迷憫片喇叭口收縮的方向凸伸，凸伸末端位于所迷芎曲部沿所迷

，所迷憫片位

于所迷恫腔丸



接舢隔晰所迷通孔和所迷楓腔，或者所迷凋片芎曲部因匝于所迷閥片兩側匝力

22、 根掘杖利要求 2 1 所迷的噴墨打印杭墨盒，其特征在于
所迷芎曲部的厚度是 0．5卹 0 . 35呱
所迷憫片往向尺寸最小端和所迷閥片侄向尺寸最大端之阿的其它又域部

分的厚度大于所迷芎曲部的厚度。

23、根据杖利要求 2 1 所迷的噴墨打印杭墨盒，其特征在于所迷凸伸末端

的至少一部分錨鏤做同向延伸，形成同向凹匠。

24、 根据杖利要求 2 1所迷的噴墨打印杭墨盒，其特征在于
所迷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逆向延伸，形成逆向凹囚。

25、根据杖利要求 2 至 24 任一項所迷的噴墨打印析墨盒，其特征在于

勻所迷閥片脊曲部配合隔斷或達通所迷恫腔和所迷通孔的所迷愧腔內壁

是垂直于所迷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26、根掘杖利要求 2 至 24 任一項所迷的噴墨打印析墨盒，其特征在于

勻所迷閥片弩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所迷凋腔和所迷通孔的所迷凋腔內壁

是平行于所迷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27、 根据杖利要求 2 1 所迷的噴墨打印杭墨盒，其特征在于

所迷固定端沿 自身軸向投置有貫穿自身的狄縫形切口，所迷狹鋒形切口因

28、 根据杖利要求 2 1 所迷的噴墨打印杭墨盒，其特征在于
所迷憫片往向尺寸最大端在所迷凋片的圓周方向呈波錠形狀，勻所迷楓片

定端軸向的腔壁。

29、 根据杖利要求 2 1 所迷的噴墨打印析墨盒，其特征在于
所迷固定端沿自身軸向投置有貫穿自身的液休通道，所迷固定端沿自身軸



向勻所迷凋片喇叭口收縮相同方向的一端套沒有餡球凋，貫穿所迷酪球胸側壁

的狄鍵形切口因匝于所迷閥片兩側的庄力差她于達通或隔斷所迷液休通道和

所迷儲墨腔的狀悉。



鋒修改的杖利要求
匡阮局收到日 2007 年8 月 15 日

、 閥茜。 包括
掏片，由彈性材料制成，呈喇叭狀
固定端，用于占楓座定位違接，投置在碉片往向尺寸儼小的一端，憫片徑

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的外側
其特征在于
所述憫片徑向尺寸最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所迷岡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

的脊曲部

圃定端背射所迷閥片喇叭口收縮的方向凸伸，凸伸末端位于所述弩曲部沿所迷

固定端背肘所述憫片喇叭口收縮方向的外側。

2、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凋志，其特征在于。

所迷芎曲部的厚度是 0，15咖 2 5 m

分的厚度大于所迷芎曲部的厚度。

3 、 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胸志，其特征在于
所迷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雛縷做同向延伸，形成同向凹因。

4、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閥粥，其特征在于
所述凸伸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逆向延伸，形成逆向凹匡。

5、 根据杖利要求 3 所迷的凋志，其特征在于
所迷同向凹匡敬量至少力丙介，它們相河于所迷陶片徑向尺寸最小端呈肘

林分布。

6 、 根据杖利要求 4 所迷的陶茜，其特征在于
所迷逆向凹匡數量至少力兩介，它們相射于所述楓片徑向尺寸嚴小端呈別、

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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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根摒杖利要求 2 所述的胸商，其特征在于
所述恫片徑向尺寸最大端在所述陶片的圓周方向呈波玟形狀。

8 、 根据杖利要求 5 至 7 任一項所迷的櫥志，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端沿自身軸向投置有囂穿自身的狹鍵形切口，所迷狹鍵形切口的

升眉方向在所迷固定端的軸向上由凋片喇叭口折張一側指向凋片喇叭口收縮

9 、 閥紐件，包括
胸座，由側壁枸成的胸腔，腐腔占買通所娃陶座側壁的通孔娃通

桐志，包括
掏片，由彈性材料制成，呈喇叭狀

固定端，用于占胸座定位娃接，校置在凋片徑向尺寸最小的一端，楓

片往向尺寸最大的一端位于固定端的外側

其特征在于
所迷楓片徑向尺寸餵大端附近具有一介沿所迷洶片喇叭口收縮方向凸伸

固定端背射所迷凋片喇叭口收縮的方向凸伸，凸伸米端位于所述芎曲部沿所述

，所迷凋片位
于所迷洶腔內

斷所迷通孔和所迷楓腔，或者所缽楓片宵曲部因匝于所迷楓片丙側庄力

0、 根擴杖利要求 9 所迷的凋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迷芎曲部的厚度是 0．5mn 0 . 2 5 n

所述凋片徑向尺寸最小端和所述岡片侄向尺寸嚴大端之同的其它匡域部
分的厚度大于所途宵曲部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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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噴墨打印杭墨盒，其特征在于
所途弩曲部的厚度是 0， 5呱 0 25咖

分的厚度大于所迷齊曲部的厚度。

23、根据叔利要求 2 所迷的噴墨打印抓墨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凸伸米端

的至少一部分錐鏤做同向延伸，形成同向凹匡。

24、 根据秋利要求 2 所述的噬墨打印析墨盒，其特征在于
10 所述凸仲末端的至少一部分逆向延伸，形成逆向凹函。

25、根据杖利要求 2 至 24 任一項所迷的嚥墨打印杭墨盒，其特征在于

占所迷憫片奄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所迷楓腔和所迷通孔的所迷閥腔內壁
是垂直于所迷固定端軸向的腔壁。

26、根掘杖利要求 2 至 24 任一項所述的噴墨打印杭墨盒，其特征在于
占所述凋片轉曲部配合隔斷或連通所迷閥腔和所迷通孔的所迷凋腔內壁

27、 根据杖利要求 刀所迷的噴墨打印柳墨盒，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端沿自身軸向投置有貫穿自身的狄縫形切口，所迷狹體形切口因

匝于所迷淘片兩側的匝力差她于張升或夫閉狀恭。

20 28、 棍据杖利要求 2 所述的噴墨打印槐墨盒，其特征在于
所迷閥片徑向尺寸最大端在所述胸片的圓周方向里波玟形狀，勻所述胸片

定端絀向的腔壁。

29、 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述的噴墨打印柳墨盒，其特征在于
25 所述固定端沿 自身軸向槌置有貫穿自身的液休通道，所迷固定端沿自身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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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釣射 9柔第川款的芹明

笑干囤阮申福骨力 PCT/C 07/000952、囤阮呻佑日力 2007 lE 3 月 23 日、友明名林力
陶志、洶姐件及雖盒的 PCT 昔利申游，血于杖利要求 2 暗求保拚一神如杖利嬰求 所述的
榔心，其特征在于，所述筠喲部的憚度是 0.1 ~0.35血 而倪明廿中公升的內容力 "所
迷芎曲部肘憚度是 0．5m 功．25m

，，杖利要求 10 22 也存在同粹何翅，因此，聊將枚利

要求 2、10 及 22 中所提及的弩曲都的厚鹿均按協明刊中公升的內容改力 0．5m n 25mm

此修改吋硯明卡和咐團均未芹生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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