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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包括

进纸箱、升降板、进纸装置和防护装置，所述进纸

箱内侧壁中部前后对称设有升降槽，升降槽内通

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升降板，升降板的前端

与控制系统相连接，前后升降板左侧转动连接有

进纸装置，前后升降板右侧转动连接有防护装

置，进纸装置包括进纸辊，前后升降板左侧转动

连接有进纸辊。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进纸系统存

在的搓纸轮更换时拆卸不便、存在一次输送多张

纸张，造成卡纸现象和纸屑长时间积累到打印

机、印刷机中影响其使用寿命的问题，可以实现

打印机、印刷机准确进纸的功能，具有搓纸轮更

换方便、打印机、印刷机不易卡纸、节约纸张和延

长其使用寿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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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包括进纸箱(1)、升降板(2)、进纸装置(3)和防护装置

(4)，其特征在于：所述进纸箱(1)内侧壁中部前后对称设有升降槽，升降槽内通过滑动配合

的方式连接有升降板(2)，升降板(2)的前端与控制系统相连接，前后升降板(2)左侧转动连

接有进纸装置(3)，前后升降板(2)右侧转动连接有防护装置(4)；其中：

所述的进纸装置(3)包括进纸辊(31)，前后升降板(2)左侧转动连接有进纸辊(31)，进

纸辊(31)的侧壁均匀设有轮座(32)，轮座(32)的侧壁沿其周向方向均匀设有限位块(33)，

轮座(32)的外端卡接有搓纸轮(36)；

所述的搓纸轮(36)内侧壁均匀设有限位槽，搓纸轮(36)上端左侧前后对称设有卡槽，

中部前后对称设有螺纹槽，搓纸轮(36)上端右侧前后对称设有卡柱(37)，中部前后对称螺

纹连接有螺纹杆(38)，且螺纹杆(38)的右端穿过搓纸轮(36)的侧壁；

所述的防护装置(4)包括防护筒(41)，防护筒(41)的前后两端对称设有齿轮盘(42)，齿

轮盘(42)与限位机构(43)啮合，限位机构(43)安装在进纸箱(1)的内侧壁，且防护筒(41)上

下设置有两层；

所述的防护筒(41)内部从内向外依次安装有气管(411)和吸附筒(412)，气管(411)通

过轴承穿过防护筒(41)的后侧壁与吸气泵相连接，吸附筒(412)的后端内壁与固定齿盘

(413)相啮合，防护筒(41)的前端螺纹连接有防护盖(414)，防护盖(414)的后端设有两层限

位环分别与气管(411)和吸附筒(412)相互卡接，防护盖(414)的前端通过齿轮盘(42)与限

位机构(43)相啮合；

所述上层防护筒(41)的尺寸大于下层防护筒(41)的尺寸，且上层防护筒(41)上通孔的

吸附力大于下层防护筒(41)上通孔的吸附力大于两张打印纸之间的摩擦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限位机构(43)

包括限位齿轮筒(431)，齿轮盘(42)与限位齿轮筒(431)相啮合，限位齿轮筒(431)的内部通

过限位弹簧(432)安装有限位卡块(43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搓纸轮(36)、

卡柱(37)和螺纹杆(38)均为橡胶材质，且螺纹杆(38)的右侧呈弧形结构，与搓纸轮(36)的

弧度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管(411)、吸

附筒(412)和防护筒(41)的侧壁均均匀设有通孔，且防护筒(41)上的通孔呈8字排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防护筒(41)与

进纸辊(31)旋转方向相同，下防护筒(41)与上防护筒(41)旋转方向相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管(411)、吸

附筒(412)、防护筒(41)和限位机构(43)共中心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防护筒(41)和

下防护筒(41)之间的左侧设有过渡板(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筒(41)、

齿轮盘(42)与限位机构(43)为可拆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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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纸张印刷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打印机、印刷机是现今社会中较为常见的办公设备，打印机、印刷机能够对纸张进

行打字、印刷，离不开进纸系统将纸张输送到打印机、印刷机中，但是，现有进纸系统在实际

使用时会存在很多的问题：

[0003] 问题一：现有进纸系统的搓纸轮为固定安装，而搓纸轮的使用寿命有限，在对搓纸

轮进行更换时，拆卸十分麻烦；

[0004] 问题二：搓纸轮能对纸张进行输送，但是，存在一次输送多张纸张的情况，容易导

致打印机、印刷机卡纸，同时造成纸张的浪费；

[0005] 问题三：现有进纸系统只对纸张输送，而纸张上的纸屑在输送中会落到打印机、印

刷机中，纸屑长时间的积累会影响打印机、印刷机的使用寿命。

[0006] 针对上述所列的问题，现有技术条件下还没有较好的探索与实践成果，因此，很有

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以解决上述所列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包括进

纸箱、升降板、进纸装置和防护装置，所述进纸箱内侧壁中部前后对称设有升降槽，升降槽

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升降板，升降板的前端与控制系统相连接，前后升降板左侧

转动连接有进纸装置，前后升降板右侧转动连接有防护装置。

[0008] 所述的进纸装置包括进纸辊，前后升降板左侧转动连接有进纸辊，进纸辊的侧壁

均匀设有轮座，轮座的侧壁沿其周向方向均匀设有限位块，轮座的外端卡接有搓纸轮。

[0009] 所述的搓纸轮内侧壁均匀设有限位槽，搓纸轮上端左侧前后对称设有卡槽，中部

前后对称设有螺纹槽，搓纸轮上端右侧前后对称设有卡柱，中部前后对称螺纹连接有螺纹

杆，且螺纹杆的右端穿过搓纸轮的侧壁，搓纸轮、卡柱和螺纹杆均为橡胶材质，且螺纹杆的

右侧呈弧形结构，与搓纸轮的弧度相同；工作时，搓纸轮能够快速、便捷的更换。

[0010] 所述限位机构包括限位齿轮筒，齿轮盘与限位齿轮筒相啮合，限位齿轮筒的内部

通过限位弹簧安装有限位卡块；工作时，限位机构与防护筒为可拆卸结构，方便对内部吸附

筒清理。

[0011] 所述的防护装置包括防护筒，防护筒的前后两端对称设有齿轮盘，齿轮盘与限位

机构啮合，限位机构安装在进纸箱的内侧壁，且防护筒上下设置有两层，上防护筒和下防护

筒之间的左侧设有过渡板，上防护筒与进纸辊旋转方向相同，下防护筒与上防护筒旋转方

向相反，防护筒、齿轮盘与限位机构为可拆卸结构。

[0012] 所述的防护筒内部从内向外依次安装有气管和吸附筒，气管、吸附筒、防护筒和限

位机构共中心线，气管、吸附筒和防护筒的侧壁均均匀设有通孔，且防护筒上的通孔呈字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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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气管通过轴承穿过防护筒的后侧壁与吸气泵相连接，吸附筒的后端内壁与固定齿盘相

啮合，防护筒的前端螺纹连接有防护盖，防护盖的后端设有两层限位环分别于气管和吸附

筒相互卡接，防护盖的前端通过齿轮盘与限位机构相啮合；工作时，防护装置实现对单张纸

张的输送。

[0013] 所述上层防护筒的尺寸大于下层防护筒的尺寸，且上层防护筒上通孔的吸附力大

于下层防护筒上通孔的吸附力大于两张打印纸之间的摩擦力；工作时，有多张纸输送时，防

护装置能够对多余纸张拦截。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一、本发明设置有搓纸轮，搓纸轮为组装结构，在更换搓纸轮时避免了进纸系统的

拆卸，搓纸轮更换方便、快捷；

[0016] 二、本发明设置有吸附筒，吸附筒减少了纸屑进入机器，能够延长机器的使用寿

命；

[0017] 三、本发明设置有防护筒、防护筒上下设置有两个，且转动方向相反，能够解决多

张纸进入机器的问题，避免了机器卡纸，节约纸张。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进纸装置(除卡柱外)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图1的剖面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防护筒上通孔的排列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的单张纸时使用状态图；

[0024] 图6是本发明的多张纸时使用状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参考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说明。在此过程中，为确保说明的明确性和

便利性，我们可能对图示中线条的宽度或构成要素的大小进行夸张的标示。

[0026] 另外，下文中的用语基于本发明中的功能而定义，可以根据使用者、运用者的意图

或惯例而不同。因此，这些用语基于本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进行定义。

[0027] 如图1至图6所示，一种印刷机纸张进给系统，包括进纸箱1、升降板2、进纸装置3和

防护装置4，所述进纸箱1内侧壁中部前后对称设有升降槽，升降槽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

连接有升降板2，升降板2的前端与控制系统相连接，前后升降板2左侧转动连接有进纸装置

3，前后升降板2右侧转动连接有防护装置4。

[0028] 所述的进纸装置3包括进纸辊31，前后升降板2左侧转动连接有进纸辊31，进纸辊

31的侧壁均匀设有轮座32，轮座32的侧壁沿其周向方向均匀设有限位块33，轮座32的外端

卡接有搓纸轮36。

[0029] 所述的搓纸轮36内侧壁均匀设有限位槽，搓纸轮36上端左侧前后对称设有卡槽，

中部前后对称设有螺纹槽，搓纸轮36上端右侧前后对称设有卡柱37，中部前后对称螺纹连

接有螺纹杆38，且螺纹杆38的右端穿过搓纸轮36的侧壁，搓纸轮36、卡柱37和螺纹杆38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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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材质，且螺纹杆38的右侧呈弧形结构，与搓纸轮36的弧度相同；工作时，当需要更换搓

纸轮36时，只需将搓纸轮36卡接到轮座32上，将限位槽与限位块33卡接，然后捏合搓纸轮36

将卡柱37与卡槽卡接，同时转动螺纹杆38，使得螺纹杆38与螺纹槽螺纹连接，螺纹拧紧后的

螺纹杆38右侧与搓纸轮36的侧壁相吻合，从而实现了对搓纸轮36快速、便捷的更换。

[0030] 所述的限位机构43包括限位齿轮筒431，齿轮盘42与限位齿轮筒431相啮合，限位

齿轮筒431的内部通过限位弹簧432安装有限位卡块433；工作时，当需要对吸附筒412进行

清理时，只需要向前推动防护筒41，使得后端的齿轮盘42与限位机构43分离，然后向后推动

防护筒41，取下防护筒41，转动取下防护盖414，将吸附筒412取下清理即可。

[0031] 所述的防护装置4包括防护筒41，防护筒41的前后两端对称设有齿轮盘42，齿轮盘

42与限位机构43啮合，限位机构43安装在进纸箱1的内侧壁，且防护筒41上下设置有两层，

上防护筒41和下防护筒41之间的左侧设有过渡板5，上防护筒41与进纸辊31旋转方向相同，

下防护筒41与上防护筒41旋转方向相反，防护筒41、齿轮盘42与限位机构43为可拆卸结构。

[0032] 所述的防护筒41内部从内向外依次安装有气管411和吸附筒412，气管411、吸附筒

412、防护筒41和限位机构43共中心线，气管411、吸附筒412和防护筒41的侧壁均均匀设有

通孔，且防护筒41上的通孔呈8字排列，气管411通过轴承穿过防护筒41的后侧壁与吸气泵

相连接，吸附筒412的后端内壁与固定齿盘413相啮合，防护筒41的前端螺纹连接有防护盖

414，防护盖414的后端设有两层限位环分别于气管411和吸附筒412相互卡接，防护盖414的

前端通过齿轮盘42与限位机构43相啮合；工作时，吸气泵通过气管411吸气，此时，经过搓纸

轮36的纸张通过过渡板5进入到上下防护筒41之间，由于上防护筒41的吸附力大于下防护

筒41的吸附力，因此纸张会被上防护筒41吸附，上防护筒41与搓纸轮36转动方向相同，实现

对纸张的输送，同时，吸附筒412能够对纸张上的纸屑进行吸附。

[0033] 所述上层防护筒41的尺寸大于下层防护筒41的尺寸，且上层防护筒41上通孔的吸

附力大于下层防护筒41上通孔的吸附力大于两张打印纸之间的摩擦力；工作时，当有两张

纸被搓纸轮36输送到上下防护筒41之间时，由于上层防护筒41上通孔的吸附力大于下层防

护筒41上通孔的吸附力大于两张打印纸之间的摩擦力，因此上层纸被上防护筒41吸附，下

层纸被下防护筒41吸附，此外，上下防护筒41的转动方向相反，因而，下防护筒41所吸附的

纸张会被拦截，并向后退到过渡板5左侧，实现只输送一张纸的功能，当需要再次输送纸张

时，下方被拦截的纸张会被搓纸轮36再次输送，然后通过过渡板5被上防护筒41吸附，输送

到机器中。

[0034] 更换搓纸轮36：当需要更换搓纸轮36时，只需将搓纸轮36卡接到轮座32上，将限位

槽与限位块33卡接，然后捏合搓纸轮36将卡柱37与卡槽卡接，同时转动螺纹杆38，使得螺纹

杆38与螺纹槽螺纹连接，螺纹拧紧后的螺纹杆38右侧与搓纸轮36的侧壁相吻合，从而实现

了对搓纸轮36快速、便捷的更换；

[0035] 清理吸附筒412：当需要对吸附筒412进行清理时，只需要向前推动防护筒41，使得

后端的齿轮盘42与限位机构43分离，然后向后推动防护筒41，取下防护筒41，转动取下防护

盖414，将吸附筒412取下清理即可；

[0036] 搓纸轮36送单张纸时：吸气泵通过气管411吸气，此时，经过搓纸轮36的纸张通过

过渡板5进入到上下防护筒41之间，由于上防护筒41的吸附力大于下防护筒41的吸附力，因

此纸张会被上防护筒41吸附，上防护筒41与搓纸轮36转动方向相同，实现对纸张的输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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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吸附筒412能够对纸张上的纸屑进行吸附；

[0037] 搓纸轮36送多张纸时：当有两张纸被搓纸轮36输送到上下防护筒41之间时，由于

上层防护筒41上通孔的吸附力大于下层防护筒41上通孔的吸附力大于两张打印纸之间的

摩擦力，因此上层纸被上防护筒41吸附，下层纸被下防护筒41吸附，此外，上下防护筒41的

转动方向相反，因而，下防护筒41所吸附的纸张会被拦截，并向后退到过渡板5左侧，实现只

输送一张纸的功能，当需要再次输送纸张时，下方被拦截的纸张会被搓纸轮36再次输送，然

后通过过渡板5被上防护筒41吸附，输送到机器中。

[0038] 综上所述的工作流程实现了打印机、印刷机准确进纸的功能，解决了现有进纸系

统存在的搓纸轮36更换时拆卸不便、存在一次输送多张纸张，造成卡纸现象和纸屑长时间

积累到打印机、印刷机中影响其使用寿命的问题，达到了目的。

[0039] 本发明只是参考附图图示的实施例进行了举例说明，我们认为具有相关领域基本

知识的人员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多种多样的变形和同等水平的其它实施例。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127404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10127404 B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10127404 B

8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10127404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