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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喷墨头清洗装置(1)，其使喷墨头(10)

从打印位置(P1)移动至清洗位置(P2)进行清洗，

包括：在打印位置(P1)与清洗位置(P2)之间输送

喷墨头(10)的输送机构(20)；和对输送至清洗位

置(P1)的喷墨头(10)的喷出面(12)进行清洗的

清洗机构(30)，输送机构(20)使喷墨头(10)的姿

态变化，使得喷墨头(10)的喷出面(12)的朝向在

打印位置(P1)和清洗位置(P2)各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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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喷墨头清洗装置，其使喷墨头从打印位置移动至清洗位置进行清洗，所述喷墨

头清洗装置的特征在于，包括：

在分别设定为水平方向的输送位置的打印位置与清洗位置之间输送喷墨头的输送机

构；和

对输送至所述清洗位置的所述喷墨头的喷出面进行清洗的清洗机构；

所述输送机构使所述喷墨头的姿态变化，使得所述喷墨头的喷出面的朝向在所述打印

位置和所述清洗位置各自不同，

所述输送机构以所述喷墨头能够水平移动且能够转动的方式支承所述喷墨头，在使所

述喷墨头从所述打印位置水平移动到所述清洗位置的期间中，以使所述喷墨头成为规定的

转动姿态的方式驱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墨头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送机构以在所述打印位置喷出面朝向斜下方、在所述清洗位置喷出面朝向铅垂

下方的方式支承所述喷墨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墨头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送机构使所述喷墨头在从所述打印位置水平移动至所述清洗位置期间转动45

度以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墨头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洗机构包括能够与所述喷出面抵接的刮取部件，

所述输送机构在使清洗后的所述喷出面与所述刮取部件抵接的状态下使所述喷墨头

水平移动，由此能够刮取所述喷出面的附着物。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墨头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具有浸渍有保管液的吸收体的保管机构，

所述输送机构将所述喷墨头输送至保管位置，使喷出面与所述保管机构的吸收体抵

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喷墨头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收体构成为在中央形成有凹部，所述凹部的周缘部与所述喷出面抵接而将所述

凹部密闭。

7.一种喷墨头清洗方法，其使喷墨头从打印位置移动至清洗位置进行清洗，所述清洗

方法的特征在于，包括：

在分别设定为水平方向的输送位置的打印位置与清洗位置之间输送喷墨头的输送步

骤；和

对输送至所述清洗位置的所述喷墨头的喷出面进行清洗的清洗步骤，

在所述输送步骤中，在使所述喷墨头从所述打印位置水平移动到所述清洗位置的期间

中，以使所述喷墨头成为规定的转动姿态的方式驱动，而使喷墨头的姿态变化，使得所述喷

墨头的喷出面的朝向在所述打印位置和所述清洗位置各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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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头清洗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喷墨头清洗装置和方法，更详细来讲，涉及使喷墨头从打印位置移动

至清洗位置进行清洗的喷墨头清洗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喷墨头具备多个喷嘴，通过适当选择所使用的喷嘴喷出墨水，能够对片剂等被打

印物的表面实施所希望的标记。喷墨头的喷出面上可能附着有喷出的墨水的一部分、或者

作为被打印物的片剂的粉末等的异物，在长时间持续使用时，容易发生喷出不良，因而一直

以来就对清洗喷墨头的喷出面的清洗装置进行着研究。

[0003] 例如，专利文献1所公开的喷墨头的清洗装置具备能够使喷墨头水平移动配置的

喷墨头洗涤部。喷墨头洗涤部在覆盖喷墨头的罩部的内部具备清洗剂喷出部、空气喷出部

和吸引部，在将清洗剂从清洗剂喷出部喷出到喷墨头的喷出面之后，从空气喷出部进行鼓

气，将清洗剂和溶解的墨水吹飞，利用吸引部吸引这些废液，能够进行清洗。

[0004] 现有技术文献

[0005] 专利文献

[0006]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2－178529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7] 发明想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8] 上述现有的清洗装置能够抑制喷墨头的喷嘴堵塞和伴随喷出面的污垢的喷出不

良，但是可能存在打印时在喷墨头的墨水流路或喷嘴产生的气泡在清洗时也不向外部喷出

而残留的情况，仍然存在可能发生喷出不良的问题。

[0009]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可靠地防止喷墨头的喷出不良的喷墨头清

洗装置和方法。

[0010] 用于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

[0011]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通过一种喷墨头清洗装置实现，其使喷墨头从打印位置移动至

清洗位置进行清洗，上述喷墨头清洗装置包括：在打印位置与清洗位置之间输送喷墨头的

输送机构；和对输送至上述清洗位置的上述喷墨头的喷出面进行清洗的清洗机构，上述输

送机构使上述喷墨头的姿态变化，使得上述喷墨头的喷出面的朝向在上述打印位置和上述

清洗位置各自不同。

[0012] 在该喷墨头清洗装置中，优选上述输送机构以在上述打印位置喷出面朝向斜下

方、在上述清洗位置喷出面朝向铅垂下方的方式支承上述喷墨头。

[0013] 另外，优选上述输送机构以上述喷墨头能够水平移动且能够转动的方式支承上述

喷墨头。在该构成中，优选上述输送机构使上述喷墨头在从上述打印位置水平移动至上述

清洗位置期间转动45度以上。优选上述清洗机构包括能够与上述喷出面抵接的刮取部件，

上述输送机构，在使清洗后的上述喷出面与上述刮取部件抵接的状态下使上述喷墨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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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由此能够刮取上述喷出面的附着物。

[0014] 优选还包括具有浸渍有保管液的吸收体的保管机构，上述输送机构将上述喷墨头

输送至保管位置，使喷出面与上述保管机构的吸收体抵接。在该构成中，优选上述吸收体在

中央形成有凹部，上述凹部的周缘部与上述喷出面抵接而将上述凹部被密闭。

[0015] 另外，本发明的上述目的通过一种喷墨头清洗方法实现，其使喷墨头从打印位置

移动至清洗位置进行清洗法，上述喷墨头清洗方法包括：在打印位置与清洗位置之间输送

喷墨头的输送步骤；和对输送至上述清洗位置的上述喷墨头的喷出面进行清洗的清洗步

骤，在上述输送步骤中，使上述喷墨头的姿态变化，使得上述喷墨头的喷出面的朝向在上述

打印位置和上述清洗位置各自不同。

[0016] 发明效果

[0017] 根据本发明，能够提供能够可靠地防止喷墨头的喷出不良的喷墨头清洗装置和方

法。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喷墨头清洗装置的正视图。

[0019] 图2是从箭头A方向观察图1所示的喷墨头清洗装置的侧视图。

[0020] 图3是从箭头B方向观察图1所示的喷墨头清洗装置的其他状态的侧视图。

[0021] 图4是图1所示的喷墨头清洗装置的主要部分截面图。

[0022] 图5是图1所示的喷墨头清洗装置的另外的主要部分截面图。

[0023] 图6是表示图4的变形例的主要部分截面图。

[0024] 图7是用于说明图6所示的结构的动作的主要部分截面图。

[0025] 图8是表示图5的变形例的主要部分截面图。

[0026] 图9是用于说明图8所示的结构的动作的主要部分仰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图1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所涉

及的喷墨头清洗装置的正视图，图2是从箭头A方向观察图1所示的喷墨头清洗装置的侧视

图。如图1和图2所示，喷墨头清洗装置1具备：输送喷墨头10的输送装置20；对喷墨头10的喷

出面进行清洗的清洗装置30；和保管喷墨头10的保管具40，分别被支承部件2支承，由未图

示的控制装置控制动作。

[0028] 喷墨头10的形成有多个喷嘴的喷嘴板的前端面为喷出面12，具备供给墨水的墨水

罐14。喷墨头10以如下方式构成：供给至内置的墨水供给路的墨水在经过墨水喷出路径返

回墨水罐14的过程中，利用对每个喷嘴设置的压电元件的工作从喷出面12喷出。从墨水罐

14向喷出面12供给墨水，从经由调节器16连接的压缩空气供给源供给压缩空气而进行。在

喷墨头10的背面侧设置有安装用的一对臂18、18。

[0029] 输送装置20具备线性导引机构，该线性导引机构具备能够沿着水平配置的导轨21

往复移动的滑块22。滑块22的表面固定有托架23，一对臂18、18通过旋转轴24以能够旋转的

方式安装在托架23上。旋转轴24由伺服电动机25驱动，使得喷墨头10形成规定的旋转姿态。

[0030] 输送装置20具备上述构成，因而能够将喷墨头10以喷墨头10能够水平移动并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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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旋转的方式支承。关于喷墨头10的水平方向的输送位置，如图1所示，分别设定打印位置

P1、清洗位置P2和保管位置P3，以在各位置P1～P3上喷墨头10形成预期姿态的方式控制喷

墨头10的旋转。

[0031] 在打印位置P1的附近，配置有在外周面具有片剂或胶囊剂等被打印物的保持部52

的标记滚筒50。图3是从箭头B方向观察图1所示的喷墨头清洗装置的侧视图，表示喷墨头10

位于打印位置P1的状态。如图3所示，喷墨头10的喷出面12在标记滚筒50的外周面的附近以

与保持部52相对的方式朝向斜下方，以喷墨头10倾斜的姿态被保持。喷墨头10对于从未图

示的供给单元供给被标记滚筒50的保持部52保持的被打印物，以喷墨方式形成规定的标记

图案。

[0032] 打印位置P1上喷墨头10的姿态不一定必须限定为喷出面12朝向斜下方的姿态，但

在喷出面12为朝向上方的姿态时，作为被打印物的片剂等的粉、或在周边漂浮的雾状或液

状的墨水等容易附着在喷出面12，并且容易残留，因而喷出面12的朝向优选为水平方向的

下方。在本实施方式中，以从喷出面12喷出的墨水的方向与水平方向所成的角度约为5度的

方式，设定喷墨头10的打印姿态。

[0033] 喷墨头10在达到对预先设定个数的被打印物进行打印等需要清洗的时机，通过输

送装置20的动作，被输送到图1所示的清洗位置P2。此时，输送装置20以使喷墨头10沿着导

轨21水平输送同时进行旋转、喷出面12朝向铅垂下方的方式立起。

[0034] 在喷墨头10内的墨水流路中有时会因反复打印等而产生气泡，如果该气泡不从墨

水喷出路喷出而滞留在喷嘴附近，就可能会导致墨水的喷出不良。在本实施方式的喷墨头

清洗装置1中，在喷墨头10从打印位置P1移动至清洗位置P2期间，如上所述使喷墨头10旋转

而使姿态变化，因而能够促进滞留在喷墨头10内的气泡喷出，能够防止因气泡而引起的喷

出不良。

[0035] 从打印位置P1输送至清洗位置P2期间喷墨头10的旋转角度θ(参照图3)过小时，难

以获得旋转所带来的气泡喷出的效果，因而优选在45度以上，更优选在60度以上，进一步优

选在75度以上。旋转后喷墨头10优选喷出面12朝向铅垂下方，通过形成喷嘴位于最下部的

姿态，能够气泡的脱离良好，使喷出变得容易。旋转角度θ没有特别的上限，但由于打印时喷

墨头10优选如上所述喷出面12朝向斜下方的姿态，因而旋转角度θ优选在90度以下。在本实

施方式中，将旋转角度θ设定在约85度。

[0036] 清洗位置P2的附近配置有清洗装置30。清洗装置30以能够通过气缸31的杆上下移

动的方式被支承，在喷墨头10被输送至清洗位置P2时，能够使清洗装置30上升而接近喷墨

头10的喷出面12。

[0037] 图4是清洗装置30的截面图。清洗装置30以具备清洗液喷嘴32和气体喷嘴33的清

洗部件34能够通过自动气缸35在水平方向往复运动的方式配置在壳体36的内部。通过在壳

体36的上部形成开口36a，一边使清洗部件34往返运动，一边从清洗液喷嘴32和气体喷嘴33

依次喷出清洗液和气体，能够轮流地向喷墨头10的喷出面12喷射清洗液和气体。在壳体36

的下部形成有与未图示的吸引装置连接的吸引口37，能够将在壳体36内浮游或滞留的墨水

或异物等与清洗液一起从吸引口37回收。

[0038] 这样一来，本实施方式的喷墨头清洗装置1中，通过在打印位置P1与清洗位置P2之

间使喷墨头10的姿态变化，能够防止因气泡在喷墨头10内滞留而引起的喷出不良。并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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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清洗位置P2利用清洗装置20对喷墨头10的喷出面12进行清洗，能够防止伴随喷嘴堵塞

或污垢的喷出不良。因此，能够可靠地防止喷墨头10的喷出不良。

[0039] 通过使在清洗位置P2进行清洗后的喷墨头10再次移动至打印位置P1并进行旋转，

能够继续进行打印，但在夜间或休息时等长时间不进行打印的情况下，使喷墨头10移动至

保管位置P3，不改变姿态，能够保持起立状态进行保管。

[0040] 在保管位置P3配置有保管具40。保管具40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被气缸41的杆支

承，在喷墨头10被输送到保管位置P3时，能够使保管具40上升而接近喷墨头10的喷出面12。

[0041] 图5是保管具40的截面图。保管具40在上部开口的容器42内收容有浸渍了保管液

的碎纱或海绵等的吸收体44。吸收体44能够通过保管具40的上升而与喷墨头10的喷出面12

抵接。保管液只要是能够在喷嘴内浸透而防止墨水干燥固化的液体即可，例如能够使用具

有与墨水同样的成分的液体。通过将喷墨头10保管在保管位置P3，即使在喷墨头10长时间

持续不使用状态的情况下，也不会因墨水干燥而发生喷嘴堵塞，能够可靠地防止喷出不良。

在使喷墨头10从保管位置P3移动至打印位置P1再次进行打印的情况下，优选在移动途中的

清洗位置P2对喷出面12进行清洗。

[0042] 以上对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具体方式不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例如，图4所示的清洗装置30，可以如图6所示在壳体36的上部具备由硅胶等构成

的刀片状的刮取部件38。通过该构成，从喷嘴32、33向喷墨头10的喷出面12依次喷射清洗液

和气体而进行清洗，之后，如图7所示，使喷墨头10移动，使喷出面12与刮取部件38的上端抵

接，能够在该状态下使喷墨头10向箭头方向水平移动。由此，即使在清洗后的喷出面12上残

留有清洗液的水滴等的附着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利用刮取部件38刮取该附着物，因而能够

可靠地防止在之后的打印工序中水滴等附着物在片剂等的被打印物上附着。

[0043] 另外，图5所示的吸收体44可以如图8的截面图所示在中央形成有凹部44a。该吸收

体44例如可以由硅胶构成，可以使凹部44a的周缘部与图9的仰视图所示的喷墨头10的喷出

面12的周缘部12a(图9的斜线部)抵接，能够将凹部44a密闭。根据该构成，即使在保管液为

颜料墨水的情况下，也能够防止颜料颗粒在喷出面12的喷嘴12b附近附着残留，并且能够防

止喷嘴12b内的干燥。凹部44a的密闭时在喷出面12与凹部44a的底面之间形成的间隙s例如

可以设定为0.5mm左右。

[0044] 附图标记说明

[0045] 1 喷墨头清洗装置

[0046] 10 喷墨头

[0047] 12 喷出面

[0048] 20  输送装置

[0049] 30  清洗装置

[0050] 40 保管具

[0051] 32 吸收体

[0052] P1 打印位置

[0053] P2  清洗位置

[0054] P3 保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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