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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公开了一

种通过将喷头进行包裹，在喷头外侧形成扩展的

冷却空腔，通过水循环配合空气流动相结合进行

降温的冷却结构，其特征在于冷却筒盖置于冷却

筒上，且和冷却筒组合成冷却水腔，冷却筒的内

侧壁有三个等径圆弧面组合而成，所述冷却筒底

部中心位置开有安装孔，安装孔的外侧环形分布

有3个固定孔，所述固定孔位于对应圆弧面的圆

心上，所述冷却筒盖上开有安装孔，且和冷却筒

上的安装孔共轴，冷却筒盖上开有三个固定孔，

且和冷却筒上的三个固定孔一一对应；所述安装

孔的内侧置有安装密封用的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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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由进水管、冷却筒盖、固定孔、冷却筒、出水

管、密封套、安装孔、中空管、散热导流片、冷却水腔和内螺旋槽组成，冷却筒盖置于冷却筒

上，且和冷却筒组合成冷却水腔，冷却筒的内侧壁有三个等径圆弧面组合而成，所述冷却筒

底部中心位置开有安装孔，安装孔的外侧环形分布有3个固定孔，所述固定孔位于对应圆弧

面的圆心上，所述冷却筒盖上开有安装孔，且和冷却筒上的安装孔共轴，冷却筒盖上开有三

个固定孔，且和冷却筒上的三个固定孔一一对应，进水管置于冷却筒上，且和冷却水腔相连

通，出水管置于冷却筒上，且和冷却水腔相连通，所述进水管轴线、出水管轴线以及安装孔

轴线共面，所述进水管位于冷却筒相邻两个圆弧面中部，出水管位于另一个圆弧面的中部，

三个中空管的一端对应置于冷却筒内的固定孔内，另一端对应置于冷却筒盖上的固定孔

上，所述中空管和固定孔之间置有密封圈，螺旋导流板置于中空管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导流板的一

侧开有贯穿的弧形卡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螺旋导流板

上的弧形卡槽位于同一圆周上，所述三个螺旋导流板中的靠近进水管一侧的两个螺旋导流

板的螺旋方向相反，靠近出水管一侧的螺旋导流板螺距不同与其他两个螺旋导流板螺距。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导流板

的外边缘和冷却筒的内壁预留间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管的内壁上

等角度开有多个内螺旋槽，能够增加中空管内壁的表面积，提高和空气接触面积，且螺旋设

计能够改变气流的方向，增加气流流动时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孔的内侧置

有安装密封用的密封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导流板为螺

旋板，能够充分的将喷头加热管的热量扩散至水循环中，并通过螺旋板之间的螺旋通道进

行热交换冷却，调高冷却效率。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导流板的一

侧开有贯穿的弧形卡槽，能够通过三组螺旋导流板之间的配合，对喷头加热管进行夹持，形

成周向包裹的散热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轴线、出

水管轴线以及安装孔轴线共面，能够使得流经的冷却水能够均衡的分流在三个冷却空腔

内，流经冷却筒内的每个区域，避免存在流动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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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涉及一种3D打印时，对打印喷头进行冷却的结

构，属于工业制造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通过将喷头进行包裹，在喷头外侧形成扩展的冷却空

腔，通过水循环配合空气流动相结合进行降温的冷却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是采用3D打印技术，该技术是一种快速成型方法，其通过

分析数模文件对其进行快速的堆积打印成型，无论是塑料材质还是金属材质，均需要通过

喷头的加热，进行喷射堆叠形成所需要的形状结构，不同的材质加热温度不同，因此喷头位

置是主要的损耗元件之一，为了延长使用寿命，需要进行降温，传统的都是通过自然散热，

由于喷头表面积有限，通过自然散热效率低，时间长，容易出现温度过高，导致内部材料的

烧损，打印出的产品表面发黑，或充填效果差，也有在旁侧增加风扇进行散热，但其散热效

果不均，不能进行全方位的冷却，冷却效果差。

[0003] 公告号CN206186368U公开了一种带有风扇冷却装置的3D打印喷头，包括风扇冷却

装置、挤出头、散热片、步进电机、直线导轨、桥架、电机架子、送丝块和皮带固定装置，所述

风扇冷却装置包括两个风扇和通风管；直线导轨固定在桥架上，电机架子活动穿接在直线

导轨上，电机架子的顶端设有皮带固定装置，电机架子的内部安装有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与

送丝块相连，送丝块与挤出头相连；挤出头的外壁上分别设有散热片和风扇；所述通风管一

端的出风口对着挤出头，另一端的进风口与另一个风扇相连，该装置的风扇角度固定，对喷

头进行冷却时只能对其固定部位进行冷却散热，效果较低。

[0004] 公开于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用于加深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技术的理解，而

不应当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提供了一种通过将喷头进行

包裹，在喷头外侧形成扩展的冷却空腔，通过水循环配合空气流动相结合进行降温的冷却

结构。

[0006] 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

由进水管、冷却筒盖、固定孔、冷却筒、出水管、密封套、安装孔、中空管、散热导流片、冷却水

腔和内螺旋槽组成，冷却筒盖置于冷却筒上，且和冷却筒组合成冷却水腔，冷却筒的内侧壁

有三个等径圆弧面组合而成，所述冷却筒底部中心位置开有安装孔，安装孔的外侧环形分

布有3个固定孔，所述固定孔位于对应圆弧面的圆心上，所述冷却筒盖上开有安装孔，且和

冷却筒上的安装孔共轴，冷却筒盖上开有三个固定孔，且和冷却筒上的三个固定孔一一对

应；所述安装孔的内侧置有安装密封用的密封圈；

[0007] 进水管置于冷却筒上，且和冷却水腔相连通，出水管置于冷却筒上方，且和冷却水

腔相连通，所述进水管轴线、出水管轴线以及安装孔轴线共面，所述进水管位于冷却筒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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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圆弧面中部，出水管位于另一个圆弧面的中部；

[0008] 三个中空管的一端对应置于冷却筒内的固定孔内，另一端对应置于冷却筒盖上的

固定孔上，所述中空管和固定孔之间置有密封圈，所述中空管的内壁上等角度开有多个内

螺旋槽，螺旋导流板置于中空管上，所述螺旋导流板为螺旋板；

[0009] 所述螺旋导流板的一侧开有贯穿的弧形卡槽，多个所述  螺旋导流板上的弧形卡

槽位于同一圆周上，所述三个螺旋导流板中的靠近进水管一侧的两个螺旋导流板的螺旋方

向相反，靠近出水管一侧的螺旋导流板螺距不同于 其他两个螺旋导流板螺距；

[0010] 所述螺旋导流板的外边缘和冷却筒的内壁预留间隙；

[0011] 有益效果。

[0012] 一、水浴包裹冷却，增加冷却均衡性。

[0013] 二、水冷却气冷相结合，提高热量散失效率。

[0014] 三、水气之间相互交互补偿，保证冷却介质的温度均衡。

[0015] 四、中空环内的内螺旋槽增加了和空气的接触面积，改变中空管内的气流旋向，更

好的进行水气之间的交互。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的立体结构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的立体拆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的俯视图，其仅仅显示了套筒内的结构示

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散热导流片的立体结构图。

[0020] 附图中

[0021] 其中零件为：进水管（1），冷却筒盖（2），喷头加热管（3），固定孔（4），冷却筒（5），出

水管（6），喷头（7），密封套（8），安装孔（9），中空管（10），散热导流片（11），冷却水腔（12），内

螺旋槽（13）。

[00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冷却装置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3D打印喷头（7）冷却

装置由进水管（1）、冷却筒盖（2）、固定孔（4）、冷却筒（5）、出水管（6）、密封套（8）、安装孔

（9）、中空管（10）、散热导流片（11）、冷却水腔（12）和内螺旋槽（13）组成，冷却筒盖（2）置于

冷却筒（5）上，且和冷却筒（5）组合成冷却水腔（12），冷却筒（5）的内侧壁有三个等径圆弧面

组合而成，所述冷却筒（5）底部中心位置开有安装孔（9），安装孔（9）的外侧环形分布有3个

固定孔（4），所述固定孔（4）位于对应圆弧面的圆心上，所述冷却筒盖（2）上开有安装孔（9），

且和冷却筒（5）上的安装孔（9）共轴，冷却筒盖（2）上开有三个固定孔（4），且和冷却筒（5）上

的三个固定孔（4）一一对应；所述安装孔（9）的内侧置有安装密封用的密封圈；

[0024] 进水管（1）置于冷却筒（5）上，且和冷却水腔（12）相连通，出水管（6）置于冷却筒

（5）上方，且和冷却水腔（12）相连通，所述进水管（1）轴线、出水管（6）轴线以及安装孔（9）轴

线共面，所述进水管（1）位于冷却筒（5）相邻两个圆弧面中部，出水管（6）位于另一个圆弧面

的中部；

[0025] 三个中空管（10）的一端对应置于冷却筒（5）内的固定孔（4）内，另一端对应置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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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筒盖（2）上的固定孔（4）上，所述中空管（10）和固定孔（4）之间置有密封圈，所述中空管

（10）的内壁上等角度开有多个内螺旋槽（13），螺旋导流板置于中空管（10）上，所述螺旋导

流板为螺旋板；

[0026] 所述螺旋导流板的一侧开有贯穿的弧形卡槽，多个所述  螺旋导流板上的弧形卡

槽位于同一圆周上，所述三个螺旋导流板中的靠近进水管（1）一侧的两个螺旋导流板的螺

旋方向相反，靠近出水管（6）一侧的螺旋导流板螺距不同于 其他两个螺旋导流板螺距；

[0027] 所述螺旋导流板的外边缘和冷却筒（5）的内壁预留间隙；

[0028] 使用时，将本装置通过安装孔（9）安装在喷头（7）加热环外侧，使得螺旋倒流板上

的弧形卡槽和喷头（7）加热环外侧壁贴合，使得喷头（7）延伸出冷却筒（5）底部的安装孔

（9），并通过密封圈进行密封，然后将进水管（1）、出水管（6）接入循环水路，水流动进水管

（1）进入到冷却水腔（12）内，在冷却水腔（12）内通过螺旋导流板回旋，和喷头（7）加热管（3）

之间形成交互，然后在从出水管（6）流出，实现水流冷却循环，在中空管（10）内，通过外部空

气自然散热，在喷头（7）加热管（3）进行工作时，热量从螺旋导流板进行传递，并直接传递的

循环水路中，同时位于螺旋导流板上的中空管（10），对部分热量进行吸收，并通过中空区域

的空气自发散热，同时当水温升高时，中空管（10）位置通过内螺旋槽（13）的设计，增加接触

面积，使得水内的热量能够和空气形成互补，提高热量散失效率，

[0029] 所述冷却筒（5）的内侧壁有三个等径圆弧面组合而成，能够在喷头（7）加热管（3）

外侧形成三个均衡的冷却空腔，对喷头（7）加热管（3）外周边形成稳定的热量交换；

[0030] 所述进水管（1）轴线、出水管（6）轴线以及安装孔（9）轴线共面，能够使得流经的冷

却水能够均衡的分流在三个冷却空腔内，流经冷却筒（5）内的每个区域，避免存在流动死

角；

[0031] 所述中空管（10）的内壁上等角度开有多个内螺旋槽（13），能够增加中空管（10）内

壁的表面积，提高和空气接触面积，且螺旋设计能够改变气流的方向，增加气流流动时长；

[0032] 所述螺旋导流板为螺旋板，能够充分的将喷头（7）加热管（3）的热量扩散至水循环

中，并通过螺旋板之间的螺旋通道进行热交换冷却，调高冷却效率；

[0033] 所述螺旋导流板的一侧开有贯穿的弧形卡槽，能够通过三组螺旋导流板之间的配

合，对喷头（7）加热管（3）进行夹持，形成周向包裹的散热结构；

[0034] 所述三个螺旋导流板中的靠近进水管（1）一侧的两个螺旋导流板的螺旋方向相

反，靠近出水管（6）一侧的螺旋导流板螺距不同去其他两个螺旋导流板螺距，能够在进水管

（1）进行均衡的分流，由于水流进入后已经进行了热交换，水体热量升高，螺距的变化增加

了对应区域的流量，确保热量的吸收散失；

[0035] 所述螺旋导流板的外边缘和冷却筒（5）的内壁预留间隙，能够和冷却筒（5）外侧的

空气通过筒壁进行热量扩散，提高热交换面积；

[0036] 达到对打印喷头（7）进行冷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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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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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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