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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

属于稳流器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机壳、

电路板和变压装置，机壳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电路

板，电路板的上部固定连接有自饱和电容，自饱

和电容的外壁固定连接有胶层，胶层的外壁固定

连接有绝缘层，电路板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可

变电阻，电路板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变压装

置，且变压装置与自饱和电容并联。在电路板的

上部外壁固定安装自饱和电容，通过自饱和电

容，能够在稳流器内部电流大小不能满足输出电

流时，进行放电，增大电路中的电流值，从而达到

稳定输出满足的电流值，有效的解决了稳流器不

能在电压过低的环境下工作的问题，从而提高了

挤出片材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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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包括机壳(1)、电路板(2)和变压装置(3)，其特征在于：所述

机壳(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电路板(2)，所述电路板(2)的上部固定连接有自饱和电容

(203)，所述自饱和电容(203)的外壁固定连接有胶层(2032)，所述胶层(2032)的外壁固定

连接有绝缘层(2031)，所述电路板(2)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可变电阻(202)，且所述可变

电阻(202)与自饱和电容(203)串联连接，所述电路板(2)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变压装置

(3)，且所述变压装置(3)与自饱和电容(203)并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压装置(3)的底

部内侧外壁固定连接有T形铁芯(303)，所述变压装置(3)的外壁贯穿连接有导线(204)，且

所述导线(204)将变压装置(3)与自饱和电容(203)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其特征在于：所述T形铁芯(303)的右

侧紧密贴合有两个第二铁芯(302)，且所述两个第二铁芯(302)分布设置在T形铁芯(303)的

内外两侧，所述T形铁芯(303)远离第二铁芯(302)的一侧紧密贴合有两个第一铁芯(301)，

且所述两个第一铁芯(301)分布设置在T形铁芯(303)的内外两侧，并且所述第一铁芯(301)

与所述第二铁芯(302)外壁缠绕有线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1)的底部外

壁固定连接有底垫(101)，且所述底垫(101)均布设置在机壳(1)的四周，所述机壳(1)的前

方外壁贯穿连接有插接口(10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接口(102)的内

部贯穿连接三个输入端口(201)，且所述三个输入端口(201)呈等排并列布设，所述机壳(1)

的前方外壁固定连接有多个散热孔(104)，且所述多个散热孔(104)设置在插接口(102)的

上方，并且所述散热孔(104)呈等间距布设。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1)上部外壁

贯穿连接有电源开关(107)，所述机壳(1)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显示屏(105)，且所述显示

屏(105)设置在电源开关(107)的左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1)的前方外

壁贯穿连接有输出端口(103)，所述机壳(1)的上部外壁贯穿连接有调流旋钮(106)，且所述

调流旋钮(106)的外壁设有凹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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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稳流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

背景技术

[0002] 挤出片材机稳流器是一种在挤出片材机输入电流时，提供稳定电流的设备，通过

稳流器内部设置的变压装置，能够有效的提高稳流器的工作电压，从而提高挤出片材机的

工作效率，但是，在输入稳流器内部的电流过低时，稳流器不能够保持稳定的电流输出，从

而提高了挤出片材机适用条件，不能达到很好的实用效果。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103457491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应用于电镀车的稳流电路结

构，包括全桥稳流器U、比较器、大功率三极管Q以及分流器RW，通过电容C用于实现滤波作

用，分流器RW、大功率三极管Q以及比较器用于实现电流检测调节作用，能够有效地保证电

镀电流稳定，进而能够有效地保证电镀层的均一性，但是，在电镀机使用过程中稳流电路结

构不能在电压过低的环境下维持电镀电流稳定，从而使得电镀机的实用性降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能

够在稳流器内部电流大小不能满足输出电流时，进行放电，增大电路中的电流值，有效的解

决了稳流器不能在电压过低的环境下工作的问题，从而提高了挤出片材机的实用性。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挤出片材机稳

流器，包括机壳、电路板和变压装置，所述机壳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电路板，所述电路板的上

部固定连接有自饱和电容，且所述自饱和电容下部设有的焊脚与电路板上部外壁设置的焊

盘焊接，所述自饱和电容的外壁固定连接有胶层，所述胶层的外壁固定连接有绝缘层，且所

述绝缘层将自饱和电容的外壁紧密包裹，所述电路板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可变电阻，且

所述可变电阻与自饱和电容串联连接，所述电路板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变压装置，且所

述变压装置与自饱和电容并联。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变压装置的底部内侧外壁固定连接有T形铁芯，所述变压装置的外

壁贯穿连接有导线，且所述导线将变压装置与自饱和电容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T形铁芯的右侧紧密贴合有两个第二铁芯，且所述两个第二铁芯分

布设置在T形铁芯的内外两侧，所述T形铁芯远离第二铁芯的一侧紧密贴合有两个第一铁

芯，且所述两个第一铁芯分布设置在T形铁芯的内外两侧，并且所述第一铁芯与所述第二铁

芯外壁缠绕有线圈。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机壳的底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底垫，且所述底垫均布设置在机壳的

四周，所述机壳的前方外壁贯穿连接有插接口。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插接口的内部贯穿连接三个输入端口，且所述三个输入端口呈等

排并列布设，所述机壳的前方外壁固定连接有多个散热孔，且所述多个散热孔设置在插接

口的上方，并且所述散热孔呈等间距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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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机壳上部外壁贯穿连接有电源开关，所述机壳的上部外壁固定连

接有显示屏，且所述显示屏设置在电源开关的左侧。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机壳的前方外壁贯穿连接有输出端口，所述机壳的上部外壁贯穿

连接有调流旋钮，且所述调流旋钮的外壁设有凹纹槽。

[001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3] 1、该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在电路板的上部外壁固定安装自饱和电容，而且自饱

和电容与可变电阻串联，通过自饱和电容，能够在稳流器内部电流大小不能满足输出电流

时，进行放电，增大电路中的电流值，而且通过自饱和电容与可变电阻串联，能够在放电的

同时，控制电流输出大小，从而达到稳定输出满足的电流值，有效的解决了稳流器不能在电

压过低的环境下工作的问题，从而提高了挤出片材机的实用性。

[0014] 2、该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在电路板的上部外壁固定安装可变电阻，在电流过饱

和时，能够通过可变电阻增大阻值，从而避免电压值出现波形浮动，解决了稳流器电流不稳

定的问题。

[0015] 3、该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在自饱和电容的外壁设置通过胶层固定连接的绝缘

层，通过绝缘层将自饱和电容包裹，从而达到防止自饱和电容在工作时发生漏电，解决了自

饱和电容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

[0016] 4、该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在机壳的前方外壁固定安装散热孔，通过多个散热孔，

能够有效的使得机壳内部的空气与外界空气对流，从而达到降低机壳内部工作温度的效

果，进而解决了机壳内部部件容易受高温影响造成损坏的问题。

[0017] 5、该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在机壳底部的四周布设底垫，通过四个底垫能够在稳

流器在工作时，能够达到减震的效果，从而提高稳流器的稳定性，有效的避免造成降低稳流

效果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施例的整体结构图；

[0019] 图2为本实施例的电路板结构图；

[0020] 图3为本实施例的变压装置结构图；

[0021] 图4为本实施例的自饱和电容结构图。

[0022] 图中，1、机壳；101、底垫；102、插接口；103、输出端口；104、散热孔；105、显示屏；

106、调流旋钮；107、电源开关；2、电路板；201、输入端口；202、可变电阻；203、自饱和电容；

2031、绝缘层；2032、胶层；204、导线；3、变压装置；301、第一铁芯；302、第二铁芯；303、T铁铁

芯。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4]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挤出片材机稳流器，包括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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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路板2和变压装置3，机壳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电路板2，电路板2的上部固定连接有自饱

和电容203，且自饱和电容203下部设有的焊脚与电路板2上部外壁设置的焊盘焊接，通过自

饱和电容203，能够在稳流器内部电流大小不能满足输出电流时，进行放电，增大电路中的

电流值，自饱和电容203的外壁固定连接有胶层2032，胶层2032的外壁固定连接有绝缘层

2031，且绝缘层2031将自饱和电容203的外壁紧密包裹，通过绝缘层2031将自饱和电容203

包裹，从而达到防止自饱和电容203在工作时发生漏电，电路板2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可

变电阻202，且可变电阻202与自饱和电容203串联连接，通过可变电阻202增大阻值，从而避

免电压值出现波形浮动，电路板2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变压装置3，且变压装置3与自饱和

电容203并联。

[0025] 进一步的，变压装置3的底部内侧外壁固定连接有T形铁芯303，变压装置3的外壁

贯穿连接有导线204，且导线204将变压装置3与自饱和电容203连接，通过T形铁芯303使得

能够产生磁通回路，从而达到产生感应电压的效果。

[0026] 进一步的，T形铁芯303的右侧紧密贴合有两个第二铁芯302，且两个第二铁芯302

分布设置在T形铁芯303的内外两侧，T形铁芯303远离第二铁芯302的一侧紧密贴合有两个

第一铁芯301，且两个第一铁芯301分布设置在T形铁芯303的内外两侧，并且第一铁芯301与

第二铁芯302外壁缠绕有线圈，通过第一铁芯301外表面缠绕的线圈通有交流电流，第一铁

芯301产生交流磁通，使得第二铁芯302感应出电压，而且第一铁芯301与第二铁芯302外壁

缠绕线圈的数量不同，从而能够达到变压的效果。

[0027] 进一步的，机壳1的底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底垫101，且底垫101均布设置在机壳1的

四周，机壳1的前方外壁贯穿连接有插接口102，通过底垫101能够在稳流器在工作时，提高

机壳1的稳定性，从而避免造成降低稳流效果的问题，而且插接口102用以进行防护输入端

口201，能够有效的避免输入端口201造成撞损的问题。

[0028] 进一步的，插接口102的内部贯穿连接三个输入端口201，且三个输入端口201呈等

排并列布设，机壳1的前方外壁固定连接有多个散热孔104，且多个散热孔104设置在插接口

102的上方，并且散热孔104呈等间距布设，通过三个输入端口201接通电源，从而使得稳流

器能够接入电流，而且通过多个散热孔，能够有效的使得机壳1内部的空气与外界空气对

流，从而达到降低机壳1内部工作温度的效果，进而防止机壳1内部部件造成损坏。

[0029] 进一步的，机壳1上部外壁贯穿连接有电源开关107，机壳1的上部外壁固定连接有

显示屏105，且显示屏105设置在电源开关107的左侧，通过电源开关107用以控制稳流器的

工作状态，而且通过显示屏105能够使得直观的观察变压后的电压数据是否发生改变，从而

进行判断输出的电流是否稳定。

[0030] 进一步的，机壳1的前方外壁贯穿连接有输出端口103，机壳1的上部外壁贯穿连接

有调流旋钮106，且调流旋钮106的外壁设有凹纹槽，通过调流旋钮106能够有效的改变可变

电阻202的阻值。

[0031] 工作原理：首先，将稳流器通过输入端口201接通电源，从而使得电流进入稳流器

的内部，设置在机壳1上部外壁的电源开关107用以控制稳流器的工作状态，而且输入端口

201贯穿设置在插接口102的内部，通过插接口102用以进行防护输入端口201，从而避免输

入端口201造成撞损，然后，自饱和电容203与可变电阻202串联，通过自饱和电容203放电，

能够避免输入电流不能够满足变压装置3所需电流强度的问题，接着，在变压装置3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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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第一铁芯301，通过第一铁芯301外表面缠绕的线圈通有交流电流，第一铁芯301产生

交流磁通，使得第二铁芯302感应出电压，而且第一铁芯301与第二铁芯302外壁缠绕线圈的

数量不同，从而能够进行变压，最后通过输出端口103输出稳定的电流。

[0032]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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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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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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