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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流延膜加工设备技术领域，

特指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包括冷却槽，

冷却槽内填充有冷却水，冷却槽内设置有若干组

冷却水管，所有冷却水管一端均与一组进水水管

连接，另一端均与一组出水水管连接，进水水管

与冷却水泵连接，冷却水泵通过管路与冷水水箱

连接，冷却槽两侧分别设置有一组升降框架，升

降框架上设置有冷却滚筒，冷却水槽上端还架设

有一组高度调节框架，高度调节框架内设置有辅

助冷却辊连接，冷却槽上方设置有一组水雾去除

装置；通过将冷却装置独立出加工机械，独立工

作，且能够与各种型号的成型加工机械配合，通

过冷却滚筒、冷却槽和辅助冷却管的协同作用，

将冷却效果最大化，且由于冷却装置独立工作，

维修与维护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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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包括冷却槽，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槽内填充有冷却

水，所述冷却槽内设置有若干组冷却水管，所有所述冷却水管一端均与一组进水水管连接，

另一端均与一组出水水管连接，所述进水水管与冷却水泵连接，所述冷却水泵通过管路与

冷水水箱连接，所述冷却槽两侧分别设置有一组升降框架，所述升降框架上端设置有腰形

槽，所述腰形槽内侧壁加工有移动T型滑槽，所述移动T型滑槽内设置有移动安装块，所述移

动安装块两侧设置有与所述移动T型滑槽对应的T型移动块，所述移动安装块与一组升降液

压缸活动端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液压缸设置在所述腰形槽内，且所述每组所述移动安装块

内均设置有转动轴承，两组转动轴承之间设置有冷却滚筒，所述冷却水槽上端还架设有一

组高度调节框架，所述高度调节框架内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所述高度调节装置与辅助冷

却辊连接，所述辅助冷却辊两端分别设置有密封端盖，所述密封端盖内部设置有转动轴承，

所述转动轴承的内圈上加工有内螺纹，所述转动轴承内圈通过内螺纹与一组冷却管螺纹连

接，所述冷却管内具有低温冷却液体，所述冷却槽上方设置有一组水雾去除装置，所述水雾

去除装置设置在支撑框架上，所述支撑框架下端设置有移动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雾去除装置

包括除雾壳体，所述除雾壳体下端面为半圆弧形，所述除雾壳体下端面上阵列有若干组出

风口，所述除雾壳体顶端设置有进风管，所述进风管内设置有除雾风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度调节装置

包括调节螺杆，所述高度调节框架顶端加工有调节螺纹孔，所述调节螺杆设置在所述调节

螺纹孔内，且所述调节螺杆顶端与一组调节把手固定连接，所述调节螺杆下端与一组冷却

辊承载块活动连接，所述辅助冷却辊设置在所述冷却辊承载块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装置包括

两组移动底座，所述移动底座分别设置在所述冷却槽的两侧，所述移动底座下端均设置有

若干组移动万向轮，所述移动底座上还加工有支撑螺纹孔，所述支撑螺纹孔内设置有支撑

调节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调节装置

包括支撑螺栓，所述支撑螺栓顶端设置有支撑把手，所述支撑螺栓下端设置有支撑底座，所

述支撑螺栓与所述支撑底座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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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流延膜加工设备技术领域，特指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流延膜，是通过熔体流涎骤冷生产的一种无拉伸、非定向的平挤薄膜。有单层流涎

和多层共挤流涎两种方式。与吹膜相比，其特点是生产速度快，产量高，薄膜的透明性、光泽

性、厚度均匀性等都极为出色；流延膜由于自身良好的物力特性，被各种加工厂商青睐；

[0003] 流延膜在流延成型时，高温流延膜的冷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而目前的冷却

装置与加工机械一体成型，冷却效果低下，维修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以上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本实用新型通过

将冷却装置独立出加工机械，独立工作，且能够与各种型号的成型加工机械配合，通过冷却

滚筒、冷却槽和辅助冷却管的协同作用，将冷却效果最大化，且由于冷却装置独立工作，维

修与维护都非常方便。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包括冷却槽，所述冷却槽内填充有冷却水，所述冷却

槽内设置有若干组冷却水管，所有所述冷却水管一端均与一组进水水管连接，另一端均与

一组出水水管连接，所述进水水管与冷却水泵连接，所述冷却水泵通过管路与冷水水箱连

接，所述冷却槽两侧分别设置有一组升降框架，所述升降框架上端设置有腰形槽，所述腰形

槽内侧壁加工有移动T型滑槽，所述移动T型滑槽内设置有移动安装块，所述移动安装块两

侧设置有与所述移动T型滑槽对应的T型移动块，所述移动安装块与一组升降液压缸活动端

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液压缸设置在所述腰形槽内，且所述每组所述移动安装块内均设置有

转动轴承，两组转动轴承之间设置有冷却滚筒，所述冷却水槽上端还架设有一组高度调节

框架，所述高度调节框架内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所述高度调节装置与辅助冷却辊连接，所

述辅助冷却辊两端分别设置有密封端盖，所述密封端盖内部设置有转动轴承，所述转动轴

承的内圈上加工有内螺纹，所述转动轴承内圈通过内螺纹与一组冷却管螺纹连接，所述冷

却管内具有低温冷却液体，所述冷却槽上方设置有一组水雾去除装置，所述水雾去除装置

设置在支撑框架上，所述支撑框架下端设置有移动装置。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水雾去除装置包括除雾壳体，所述除雾壳体下端面为半圆弧形，所

述除雾壳体下端面上阵列有若干组出风口，所述除雾壳体顶端设置有进风管，所述进风管

内设置有除雾风机。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包括调节螺杆，所述高度调节框架顶端加工有调节

螺纹孔，所述调节螺杆设置在所述调节螺纹孔内，且所述调节螺杆顶端与一组调节把手固

定连接，所述调节螺杆下端与一组冷却辊承载块活动连接，所述辅助冷却辊设置在所述冷

却辊承载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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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的，所述移动装置包括两组移动底座，所述移动底座分别设置在所述冷却

槽的两侧，所述移动底座下端均设置有若干组移动万向轮，所述移动底座上还加工有支撑

螺纹孔，所述支撑螺纹孔内设置有支撑调节装置。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调节装置包括支撑螺栓，所述支撑螺栓顶端设置有支撑把手，

所述支撑螺栓下端设置有支撑底座，所述支撑螺栓与所述支撑底座转动连接。

[0011]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

[0012] 1.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冷却装置独立出加工机械，独立工作，且能够与各种型号的

成型加工机械配合，通过冷却滚筒、冷却槽和辅助冷却管的协同作用，将冷却效果最大化，

且由于冷却装置独立工作，维修与维护都非常方便;

[0013] 2.本实用新型在冷却槽上方设置可移动的水雾去除装置，将冷却滚筒上结成的水

雾直接去除，且水雾去除装置可移动，能够在不需要的时候取出水雾去除装置，保证装置的

占地面积；

[0014] 3.本实用新型辅助冷却管移动方面进行辅助冷却工作，一方面通过自身的高度能

够调节保证装置能够适应不同的加工机械。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去除水雾去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升降框架的俯视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水雾去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冷却水槽的俯视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辅助冷却辊的结构示意图。

[0020] 1.  冷却槽;2.  升降框架;3.  冷却滚筒;4.  高度调节框架；5.  高度调节装置;6. 

辅助冷却辊;7.  水雾去除装置；8.  支撑框架；9.  移动装置；11.  冷却水管；12.  进水水管；

13.  出水水管；21.  腰形槽；22.  移动T型滑槽；23.  移动安装块；24.  T型移动块；25.  升降

液压缸；51.  调节螺杆；52.调节螺纹孔；53.  调节把手；54.冷却辊承载块；61.  密封端盖；

62.  转动轴承；63.冷却管；71. 除雾壳体；72.  进风管；73. 除雾风机；91.移动底座；92.移

动万向轮；93.支撑调节装置；931.支撑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说明。

[0022] 实施例一：

[0023]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流延膜加工用冷却装置，包括冷却槽1，所

述冷却槽1内填充有冷却水，所述冷却槽内1设置有若干组冷却水管11，所有所述冷却水管

11一端均与一组进水水管12连接，另一端均与一组出水水管13连接，所述进水水管12与冷

却水泵连接，所述冷却水泵通过管路与冷水水箱连接，所述冷却槽1两侧分别设置有一组升

降框架2，所述升降框架2上端设置有腰形槽21，所述腰形槽21内侧壁加工有移动T型滑槽

22，所述移动T型滑槽22内设置有移动安装块23，所述移动安装块23两侧设置有与所述移动

T型滑槽22对应的T型移动块24，所述移动安装块23与一组升降液压缸25活动端固定连接，

所述升降液压缸25设置在所述腰形槽21内，且所述每组所述移动安装块23内均设置有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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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两组转动轴承之间设置有冷却滚筒3，所述冷却水槽1上端还架设有一组高度调节框

架4，所述高度调节框架4内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5，所述高度调节装置5与辅助冷却辊6连

接，所述辅助冷却辊6两端分别设置有密封端盖61，所述密封端盖61内部设置有转动轴承

62，所述转动轴承62的内圈上加工有内螺纹，所述转动轴承内圈通过内螺纹与一组冷却管

63螺纹连接，所述冷却管63内具有低温冷却液体，所述冷却槽1上方设置有一组水雾去除装

置7，所述水雾去除装置7设置在支撑框架8上，所述支撑框架8下端设置有移动装置9。

[0024] 具体的，所述水雾去除装置7包括除雾壳体71，所述除雾壳体71下端面为半圆弧

形，所述除雾壳体71下端面上阵列有若干组出风口，所述除雾壳体顶端设置有进风管72，所

述进风管72内设置有除雾风机73。

[0025] 具体的，所述高度调节装置5包括调节螺杆51，所述高度调节框架51顶端加工有调

节螺纹孔52，所述调节螺杆51设置在所述调节螺纹孔52内，且所述调节螺杆51顶端与一组

调节把手53固定连接，所述调节螺杆51下端与一组冷却辊承载块54活动连接，所述辅助冷

却辊6设置在所述冷却辊承载块54内。

[0026] 具体的，所述移动装置9包括两组移动底座91，所述移动底座91分别设置在所述冷

却槽1的两侧，所述移动底座91下端均设置有若干组移动万向轮92，所述移动底座91上还加

工有支撑螺纹孔，所述支撑螺纹孔内设置有支撑调节装置93。

[0027] 具体的，所述支撑调节装置93包括支撑螺栓931，所述支撑螺栓931顶端设置有支

撑把手，所述支撑螺栓931下端设置有支撑底座，所述支撑螺栓931与所述支撑底座转动连

接。

[0028]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

的具体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

下，还可做出很多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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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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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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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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