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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全伺服卫星式柔版印刷

机，包括印刷机组、引入装置、引出装置和收卷装

置，其中印刷机组和引入装置、引出装置顶部设

有烘箱，印刷机组的中心印辊外表面设有用于调

温的流水层设有预热辊组设有冷却辊组；印刷机

组的机架中设置有中心印辊装置；中心印辊装置

的输入端与引入装置的输出端相连接，中心印辊

装置的输出端与引出装置的输入端相连接；引出

装置的输出端与收卷装置的输入端相连接；机架

在沿中心印辊装置的周向连接有若干个涂料辊

组及若干色组烘干装置以及一个压辊装置。本发

明全伺服卫星式柔性印刷机中各个组成部分中

的伺服电机独立驱动。这样的设计便于检修或更

换。并运用的新式的刮墨刀装置，可以减少油墨

挥发，刮墨更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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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伺服卫星式柔版印刷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印刷机组、放卷装置、引入装置、引

出装置和收卷装置；所述印刷机组和所述引入装置、所述引出装置顶部设有烘箱，印刷机组

的中心印辊外表面设有用于调温的流水层设有预热辊组设有冷却辊组；

所述印刷机组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底部设置有调节底板（2）；所述机架（1）中设

置有中心印辊装置（3）；所述中心印辊装置（3）的输入端与所述引入装置的输出端相连接，

所述中心印辊装置（3）的输出端与所述引出装置的输入端相连接；所述引出装置的输出端

与所述收卷装置的输入端相连接；

所述机架（1）在沿所述中心印辊装置（3）的周向依次间隔连接有若干个涂料辊组（4）及

若干个色组烘干装置（5）以及至少一个压辊装置（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柔性印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涂料辊组（4）包括至少

一个用于直接印刷的版辊（4.2）以及至少一个用于为所述版辊（4.2）涂墨的网纹辊（4.1），

版辊采用伺服直连驱动，版辊和网纹辊均采用套筒换版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复合式柔性印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贯

穿所述机架（1）的牵引辊；

所述机架（1）相对的两个端面的同一高度处均设置有轴承组件，所述轴承组件包括轴

承套（3.3）以及设置在所述轴承套（3.3）中的轴承（3.4）；

所述牵引辊通过所述轴承（3.4）与所述轴承套（3.3）转动连接；

所述牵引辊其中一端穿出所述机架（1）的部分可拆卸连接有制动盘（3.5）；

所述机架（1）在有所述制动盘（3.5）的一端下端连接有盘式制动装置（3.6）；

所述机架（1）的另一端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牵引辊的直驱电机（3.2），所述直驱电机

（3.2）与所述牵引辊传动连接；

所述盘式制动装置（3.6）包括呈向上开口的U字型制动钳、第一气缸（3.61）、第一活塞

杆（3.62）以及第一制动块（3.63）；

所述制动钳的一端上设置有第一气缸（3.61）；所述第一气缸（3.61）的一端设置有第一

活塞杆（3.62）；

所述第一活塞杆（3.62）一端插入到所述第一气缸（3.61）内，另一端向所述制动钳的另

一端延伸并连接有第一制动块（3.63）；

所述第一气缸（3.61）的另一端与气压源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式柔性印刷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制动钳的一端上设置有第二气缸（3.64）；所述第二气缸（3.64）的一端设置有第二

活塞杆（3.65）；

所述第二活塞杆（3.65）一端插入到所述第二气缸（3.64）内，另一端向所述制动钳的另

一端延伸并连接有第二制动块（3.66）；

所述第二气缸（3.64）的另一端与气压源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复合式柔性印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涂料辊组（4）上还设置

有刮刀装置（4.3）；

所述刮刀装置（4.3）包括涂料辊组底座（4.31）以及两个摆臂气缸（4.32）；所述涂料辊

组底座（4.31）两端分别转动连接有一个所述摆臂气缸（4.32）的固定端；

两个所述摆臂气缸（4.32）的活动端分别与连杆（4.34）的两端转动连接，所述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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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两端还套接有切刀臂（4.33）的下端；两个所述切刀臂（4.33）的上端与所述机架转动

连接；

至少一个所述切刀臂（4.33）传动连接有切刀组件；

当所述摆臂气缸（4.32）的活动端相对固定端发生滑动时，带动所述连杆（4.34）、所述

切刀臂（4.33）以及所述切刀组件，改动所述切刀组件相对所述机架的位置以及角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式柔性印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刀组件包括上切刀

（4.35）以及与所述上切刀（4.35）连接的下切刀（4.36）；所述上切刀（4.35）与其中一个所述

切刀臂（4.33）可拆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式柔性印刷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无杆气缸（4.37）；所

述无杆气缸（4.37）包括滑轨以及滑块，所述滑块与所述滑轨滑动连接；

所述切刀组件包括上切刀（4.35）以及与所述上切刀（4.35）连接的下切刀（4.36）；

两个所述切刀臂（4.33）的上端分别与所述滑轨的两端连接;所述上切刀（4.35）固定在

无杆气缸（4.37）的滑块上；

当所述滑块沿所述滑轨滑动时，所述切刀组件随所述滑块滑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复合式柔性印刷机，其特征在于：

至少其中一个所述切刀臂（4.33）上端与所述滑轨之间通过液压缓冲器（4.38）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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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伺服卫星式柔版印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具体地指一种全伺服卫星式柔版印刷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印刷业中，卫星式的柔版印刷机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印刷机械，目前在欧美国

家以高速度、环保、高效率等优势，在包装市场上占据主要地位。但在我国，由于技术、市场

等原因，卫星式柔版印刷机的发展一直比较迟缓。

[0003] 目前传统的卫星式柔版印刷机采用普通的圆辑，无法对基材进行控温，其造成1、

印品质量差，机械制造误差会直接影响到印刷产品质量：2、印刷效率低，无法在保证印刷质

量的同时进行高速印刷。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全伺服卫星式柔版印刷机。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所示：

一种全伺服卫星式柔版印刷机，包括印刷机组、放卷装置、引入装置、引出装置和收卷

装置；所述印刷机组和所述引入装置、所述引出装置顶部设有烘箱，印刷机组的中心印辊外

表面设有用于调温的流水层设有预热辊组设有冷却辊组；

所述印刷机组包括机架,所述机架底部设置有调节底板；所述机架中设置有中心印辊

装置；所述中心印辊装置的输入端与所述引入装置的输出端相连接，所述中心印辊装置的

输出端与所述引出装置的输入端相连接；所述引出装置的输出端与所述收卷装置的输入端

相连接；

所述机架在沿所述中心印辊装置的周向依次间隔连接有若干个涂料辊组及若干个色

组烘干装置以及至少一个压辊装置。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涂料辊组包括至少一个用于直接印刷的版辊以及至少一个用于为

所述版辊涂墨的网纹辊，版辊采用伺服直连驱动，版辊和网纹辊均采用套筒换版结构。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机架上设置有贯穿所述机架的牵引辊；

所述机架相对的两个端面的同一高度处均设置有轴承组件，所述轴承组件包括轴承套

以及设置在所述轴承套中的轴承；

所述牵引辊通过所述轴承与所述轴承套转动连接；

所述牵引辊其中一端穿出所述机架的部分可拆卸连接有制动盘；

所述机架在有所述制动盘的一端下端连接有盘式制动装置；

所述机架的另一端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牵引辊的直驱电机，所述直驱电机与所述牵引

辊传动连接；

所述盘式制动装置包括呈向上开口的U字型制动钳、第一气缸、第一活塞杆以及第一制

动块；

所述制动钳的一端上设置有第一气缸；所述第一气缸的一端设置有第一活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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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活塞杆一端插入到所述第一气缸内，另一端向所述制动钳的另一端延伸并连

接有第一制动块；

所述第一气缸的另一端与气压源相连通。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制动钳的一端上设置有第二气缸；所述第二气缸的一端设置有第

二活塞杆；

所述第二活塞杆一端插入到所述第二气缸内，另一端向所述制动钳的另一端延伸并连

接有第二制动块；

所述第二气缸的另一端与气压源相连通。

[0009] 采用钳盘式制动器，当柔性印刷机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时，启用钳盘式制动器

进行制动，停止印刷机的当前工作状态。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涂料辊组上还设置有刮刀装置；

所述刮刀装置包括涂料辊组底座以及两个摆臂气缸；所述涂料辊组底座两端分别转动

连接有一个所述摆臂气缸的固定端；

两个所述摆臂气缸的活动端分别与连杆的两端转动连接，所述连杆两端还套接有切刀

臂的下端；两个所述切刀臂的上端与所述机架转动连接；

至少一个所述切刀臂传动连接有切刀组件；

当所述摆臂气缸的活动端相对固定端发生滑动时，带动所述连杆、所述切刀臂以及所

述切刀组件，改动所述切刀组件相对所述机架的位置以及角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切刀组件包括上切刀以及与所述上切刀连接的下切刀；所述上切

刀与其中一个所述切刀臂可拆卸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刮刀装置还包括无杆气缸；所述无杆气缸包括滑轨以及滑块，所述

滑块与所述滑轨滑动连接；

所述切刀组件包括上切刀以及与所述上切刀连接的下切刀；

两个所述切刀臂的上端分别与所述滑轨的两端连接;所述上切刀固定在无杆气缸的滑

块上；

当所述滑块沿所述滑轨滑动时，所述切刀组件随所述滑块滑动。

[0013] 进一步地，至少其中一个所述切刀臂上端与所述滑轨之间通过液压缓冲器连接。

[0014] 通过无杆气缸调整切刀的水平位置，通过摆臂气缸调整切刀臂来调整切刀的垂直

位置以及切削角度。

[0015] 本发明的全伺服卫星式柔性印刷机中各个组成部分中的伺服电机独立驱动，而各

个气动压装结构、刹车装置、刮刀装置、电烘干部分、伺服机组调节装置均通过独立模块设

置。这样的设计便于检修或更换。并运用的新式的刮刀装置，可以灵活提高对网纹辊的切削

角度。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侧视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1中盘式制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1中刮刀装置部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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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5为摆臂气缸与切刀臂、下切刀部件示意图。

[0021]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机架1；调节底部2；中心印辊装置3；直驱电机3.2；轴承套3.3；轴承3.4；制动盘3.5；盘

式制动装置3.6；第一气缸3.61；第一活塞杆3.62；第一制动块3.63；第二气缸3.64；第二活

塞杆3.65；第二制动块3.66；涂料辊组4；版辊4.2；网纹辊4.1；刮刀装置4.3底座4.31；摆臂

气缸4.32；切刀臂4.33；连杆4.34；上切刀4.35；下切刀4.36；无杆气缸4.37；液压缓冲器

4.38；色组烘干装置5；压辊装置6。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23] 一种全伺服卫星式柔版印刷机，包括印刷机组、放卷装置、引入装置、引出装置和

收卷装置；印刷机组和引入装置、引出装置顶部设有烘箱，印刷机组的中心印辊外表面设有

用于调温的流水层设有预热辊组设有冷却辊组；

印刷机组包括机架1,机架1底部设置有调节底板2；机架1中设置有中心印辊装置3；中

心印辊装置3的输入端与引入装置的输出端相连接，中心印辊装置3的输出端与引出装置的

输入端相连接；引出装置的输出端与收卷装置的输入端相连接；

机架1在沿中心印辊装置3的周向依次间隔连接有若干个涂料辊组4及若干个色组烘干

装置5以及至少一个压辊装置6。

[0024] 特别地，涂料辊组4包括至少一个用于直接印刷的版辊4.2以及至少一个用于为版

辊4.2涂墨的网纹辊4.1。

[0025] 特别地，机架1上设置有贯穿机架1的牵引辊；

机架1相对的两个端面的同一高度处均设置有轴承组件，轴承组件包括轴承套3.3以及

设置在轴承套3.3中的轴承3.4；

牵引辊通过轴承3.4与轴承套3.3转动连接；

牵引辊其中一端穿出机架1的部分可拆卸连接有制动盘3.5；

机架1在有制动盘3.5的一端下端连接有盘式制动装置3.6；

机架1的另一端设置有用于驱动牵引辊的直驱电机3.2，直驱电机3.2与牵引辊传动连

接；

盘式制动装置3.6包括呈向上开口的U字型制动钳、第一气缸3.61、第一活塞杆3.62以

及第一制动块3.63；

制动钳的一端上设置有第一气缸3.61；第一气缸3.61的一端设置有第一活塞杆3.62；

第一活塞杆3.62一端插入到第一气缸3.61内，另一端向制动钳的另一端延伸并连接有

第一制动块3.63；

第一气缸3.61的另一端与气压源相连通。

[0026] 特别地，制动钳的一端上设置有第二气缸3.64；第二气缸3.64的一端设置有第二

活塞杆3.65；

第二活塞杆3.65一端插入到第二气缸3.64内，另一端向制动钳的另一端延伸并连接有

第二制动块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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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气缸3.64的另一端与气压源相连通。

[0027] 特别地，涂料辊组4上还设置有刮刀装置4.3；

刮刀装置4.3包括涂料辊组底座4.31以及两个摆臂气缸4.32；涂料辊组底座4.31两端

分别转动连接有一个摆臂气缸4.32的固定端；

两个摆臂气缸4.32的活动端分别与连杆4.34的两端转动连接，连杆4.34两端还套接有

切刀臂4.33的下端；两个切刀臂4.33的上端与机架转动连接；

至少一个切刀臂4.33传动连接有切刀组件；

当摆臂气缸4.32的活动端相对固定端发生滑动时，带动连杆4.34、切刀臂4.33以及切

刀组件，改动切刀组件相对机架的位置以及角度。

[0028] 特别地，切刀组件包括上切刀4.35以及与上切刀4.35连接的下切刀4.36；上切刀

4.35与其中一个切刀臂4.33可拆卸连接。

[0029] 特别地，还包括无杆气缸4.37；无杆气缸4.37包括滑轨以及滑块，滑块与滑轨滑动

连接；

切刀组件包括上切刀4.35以及与上切刀4.35连接的下切刀4.36；

两个切刀臂4.33的上端分别与滑轨的两端连接;上切刀4.35固定在无杆气缸4.37的滑

块上；

当滑块沿滑轨滑动时，切刀组件随滑块滑动。

[0030] 特别地，至少其中一个切刀臂4.33上端与滑轨之间通过液压缓冲器4.38连接。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9263245 A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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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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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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