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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适用于冷却沿一

个输送方向输送的一个中空板，且包含一个第一

冷却件、一个第二冷却件、一个冷却液机，及一个

温度控制单元。每一个冷却件包括一个本体、位

于该本体沿该输送方向的相反两端面的一个进

料口及一个出料口，及一个连通该进料口与该出

料口的冷却输送道。该中空板沿该输送方向依序

经过该第一、第二冷却件的冷却输送道，且具有

一个介于该第一、第二冷却件间的中间段。该温

度控制单元接收该中间段的一个板温以输出一

个板温值，且比较该板温值与一个参考上限值，

并于该板温值高于该参考上限值时控制该冷却

液机以降低其输出的冷却液的液温值。借此，达

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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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适用于冷却沿一个输送方向输送的一个中空板，其特征

在于：该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包含：

一个第一冷却件及一个与该第一冷却件沿该输送方向间隔设置的第二冷却件，每一个

冷却件包括一个呈板状的本体、位于该本体沿该输送方向的相反两端面分别供输入及输出

该中空板的一个进料口及一个出料口、一个贯穿设置该本体且连通该进料口与该出料口的

冷却输送道、至少一个开设于该本体外表面的冷却液入口、至少一个开设于该本体外表面

的冷却液出口，及至少一个设置于该本体且连通该冷却液入口与该冷却液出口的冷却液流

道，该中空板沿该输送方向依序经过该第一、第二冷却件的冷却输送道，且具有一个介于该

第一、第二冷却件间的中间段；

一个冷却液机，用于输出一个冷却液至每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入口，并接收回流自每

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出口的一个回收冷却液；及

一个温度控制单元，用于接收该中空板的中间段的一个板温以输出一个相关于该板温

的板温值，该温度控制单元比较该板温值与一个参考上限值，且于该板温值高于该参考上

限值时，该温度控制单元控制该冷却液机以降低该冷却液的一个液温值，该温度控制单元

还用于接收一个相关于该中空板厚度的板厚值，且根据该板厚值以调整该参考上限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温度控制单元包括至少

一个用于接收该板温以输出该板温值的温度感测器，及一个用于比较该板温值与该参考上

限值的比较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温度感测器相邻地设置

于该第二冷却件的进料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温度控制单元用于比较

该板温值与一个参考下限值，于该板温值低于该参考下限值时，该温度控制单元控制该冷

却液机以升高该液温值。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温度控制单元用于接收

该板厚值，且根据该板厚值以调整该参考下限值。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温度控制单元用于接收

一个相关于该中空板的输送速度的速度值，且根据该速度值以调整该参考上限值及该参考

下限值。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温度控制单元用于接收

一个相关于环境温度的室温值，且根据该室温值以调整该参考上限值及该参考下限值。

8.根据权利要求5至7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温

度控制单元还包括一个用于产生该参考上限值及该参考下限值的参考温度产生模块。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入

口及冷却液出口分别开设于该本体顶面的相反两侧。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

入口位于该本体顶面朝远离于该冷却液机的一侧，每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出口位于该本体

顶面邻于该冷却液机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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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冷却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挤出成型机于输出一个中空板时，由于该中空板还处于高温的待冷却状

态，因此会再以一个输送机构将待冷却的该中空板输送至一个冷却装置进行冷却，以使经

冷却后的该中空板的温度低于一个目标温度值。

[0003] 然而，现有的该冷却装置为了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下，例如不同的板厚、输送速

度、环境温度…等，都能确保最终输出的中空板温度能够低于该目标温度值，从而需要采取

较为保守的方式来设定该冷却装置所输出的冷却液温，例如将冷却液温对应于中空板最

厚、输送速度最快，且环境温度最高的生产条件来做设定。当该冷却装置处理较薄的中空

板、或是较慢的输送速度时仍把冷却液温维持在上述的设定值，将会造成多余的能源消耗

从而垫高了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调温以减少耗能的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

[0005] 于是，本发明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适用于冷却沿一个输送方向输送的一个中空

板，且包含一个第一冷却件及一个沿该输送方向间隔设置于该第一冷却件的第二冷却件、

一个冷却液机，及一个温度控制单元。

[0006] 每一个冷却件包括一个概呈板状的本体、位于该本体沿该输送方向的相反两端面

分别供输入及输出该中空板的一个进料口及一个出料口、一个贯穿设置该本体且连通该进

料口与该出料口的冷却输送道、至少一个开设于该本体外表面的冷却液入口、至少一个开

设于该本体外表面的冷却液出口，及至少一个设置于该本体且连通该冷却液入口与该冷却

液出口的冷却液流道，该中空板沿该输送方向依序经过该第一、第二冷却件的冷却输送道，

且具有一个介于该第一、第二冷却件间的中间段。

[0007] 该冷却液机用于输出一个冷却液至每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入口，并接收回流自每

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出口的一个回收冷却液。

[0008] 该温度控制单元用于接收该中空板的中间段的一个板温以输出一个相关于该板

温的板温值，该温度控制单元比较该板温值与一个参考上限值，且于该板温值高于该参考

上限值时，该温度控制单元控制该冷却液机以降低该冷却液的一个液温值。

[0009] 较佳地，该温度控制单元包括至少一个用于接收该板温以输出该板温值的温度感

测器，及一个用于比较该板温值与该参考上限值的比较器。

[0010] 较佳地，该温度感测器相邻地设置于该第二冷却件的进料口。

[0011] 较佳地，该温度控制单元还比较该板温值与一个参考下限值，于该板温值低于该

参考下限值时，该温度控制单元控制该冷却液机以升高该液温值。

[0012] 较佳地，该温度控制单元还接收一个相关于该中空板厚度的板厚值，且根据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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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值以调整该参考上限值及该参考下限值。

[0013] 较佳地，该温度控制单元还接收一个相关于该中空板的输送速度的速度值，且根

据该速度值以调整该参考上限值及该参考下限值。

[0014] 较佳地，该温度控制单元还接收一个相关于环境温度的室温值，且根据该室温值

以调整该参考上限值及该参考下限值。

[0015] 较佳地，该温度控制单元还包括一个用于产生该参考上限值及该参考下限值的参

考温度产生模块。

[0016] 较佳地，每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入口及冷却液出口分别开设于该本体顶面的相反

两侧。

[0017] 较佳地，每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入口位于该本体顶面朝远离于该冷却液机的一

侧，每一个冷却件的冷却液出口位于该本体顶面邻于该冷却液机的一侧。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该温度控制单元根据该板温值高于该参考上限值时

控制该冷却液机对应地降低所输出的该冷却液的液温值，能使该冷却液机仅于必要的情况

下才进行降温的动作，从而能达到自动调温以减少耗能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9] 本发明的其他的特征及功效，将于参照图式的实施方式中清楚地呈现，其中：

[0020] 图1是一个立体组合图，说明本发明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

[0021] 图2是沿图1中的线II-II的局部剖面图；及

[0022] 图3是一个方块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参阅图1及图2，本发明中空板成型冷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适用于冷却沿一个输

送方向输送的一个中空板10，且包含一个第一冷却件1、一个沿该输送方向间隔设置于该第

一冷却件1的第二冷却件2、一个冷却液机3，及一个温度控制单元4。

[0024] 每一个冷却件1、2包括一个概呈板状的本体11、21、位于该本体11、21沿该输送方

向的相反两端面分别供输入及输出该中空板10的一个进料口12、22及一个出料口13、23、一

个贯穿设置该本体11、21且连通该进料口12、22与该出料口13、23的冷却输送道14、24、分别

开设于该本体11、21顶面相反两侧的两个冷却液入口15、25及两个冷却液出口16、26，及多

个设置于该本体11、21且连通所述冷却液入口15、25与所述冷却液出口16、26的冷却液流道

17、27。每一个冷却件1、2的冷却液入口15、25位于该本体11、21的顶面朝远离于该冷却液机

3的一侧，每一个冷却件1、2的冷却液出口16、26位于该本体1、2的顶面邻于该冷却液机3的

一侧。该中空板10沿该输送方向依序经过该第一、第二冷却件1、2的冷却输送道14、24，且具

有一个介于该第一、第二冷却件1、2间的中间段101。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冷却件1、2的冷

却液入口15、25的数量及冷却液出口16、26的数量也可以是一，或三以上的值。每一个冷却

件1、2的冷却液流道17、27的数量也可以是一。

[0025] 该冷却液机3输出一个冷却液31至每一个冷却件1、2的冷却液入口15、25，并接收

回流自每一个冷却件1、2的冷却液出口16、26的一个回收冷却液32。其中，该冷却液31及该

回收冷却液32分别由多个管路输送及回收于该冷却液机3与每一个冷却板1、2间，且流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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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如图1中的箭头所示。

[0026] 再配合参阅图3，该温度控制单元4包括三个彼此间隔设置的温度感测器41、一个

参考温度产生模块42，及一个比较器43。所述温度感测器41相邻地设置于该第二冷却件2的

进料口22，且接收该中空板10的中间段101的一个板温以输出一个相关于该板温的板温值

Tpp。该参考温度产生模块42分别接收一个相关于该中空板10厚度的板厚值、一个相关于该

中空板10的输送速度的速度值，及一个相关于环境温度的室温值，且根据该板厚值、该速度

值及该室温值以产生一个参考上限值TH及一个参考下限值TL。其中，常见于一般中空板生产

中的板厚值介于2～10mm、速度值介于5～15m/min，也就是说不同生产条件下的板厚值差异

有高达5倍的范围、速度值差异也有3倍的范围，因此不同的生产条件对应于不同的参考上

限值TH及参考下限值TL设定能更为准确地达到节能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温度感测器41的

数量也可以是一、二，或四以上的值。

[0027] 该比较器43比较该板温值Tpp与该参考上限值TH，且于该板温值Tpp高于该参考上限

值TH时，该温度控制单元4控制该冷却液机3以降低该冷却液31的一个液温值。该比较器43

还比较该板温值Tpp与该参考下限值TL，于该板温值Tpp低于该参考下限值TL时，该温度控制

单元4控制该冷却液机3以升高该液温值。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一个温度感测器41所输出

的板温值Tpp未必完全相同，因此该比较器43于进行温度值的比较之前，视情况(例如每一个

温度感测器41的设置位置)以对所述板温值Tpp执行一个对应的运算以得到一个等效板温值

T’pp，再使用所述效板温值T’pp分别与该参考上限值TH及该参考下限值TL做比较。

[0028] 经由以上的说明，上述实施例具有以下优点：

[0029] 一、通过该温度控制单元4根据该板温值Tpp高于该参考上限值TH时控制该冷却液

机3对应地降低所输出的该冷却液31的液温值，能使该冷却液机3仅于必要的情况下才进行

降温的动作，从而能达到自动调温以减少耗能的目的。

[0030] 二、通过该温度控制单元4还比较该板温值Tpp与该参考下限值TL，且于该板温值Tpp

低于该参考下限值TL时，该温度控制单元4控制该冷却液机3以升高该液温值，从而能避免

该冷却液机3操作于较为耗能的低温状态以进一步地节省能源。

[0031] 三、通过该温度控制单元4还接收该板厚值、该速度值及该室温值以对应地调整该

参考上限值TH及该参考下限值TL，从而于不同的生产条件下皆能发挥出节能的效果。

[0032] 综上所述，本发明装置确实能达成本发明的目的。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即凡依

本发明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简单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仍属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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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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