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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ＣＦＤ对凹印机冷却辊的随动性能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传统冷却辊与喷淋式新型

冷却辊的 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ｓｈ模型，对冷却辊与主机随动性能进行分析计算，得到不同运转周期冷却辊

表面温度的分布云图和散点图，结果表明喷淋式冷却辊达到适合印刷的温度范围所用的时间更短。

最后，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实验验证。该研究解决了传统冷却辊与主机的随动性差，冷却效率低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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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版印刷因其印刷速度高、印品墨色饱满厚实

而在包装印刷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１］。在印刷过程

中，当一个色组印刷完成后，料膜表面的印刷油墨尚

未干燥，需经高温烘箱干燥后才能进入下一色组印

刷。烘箱中的高温使料膜产生热胀，此时进行印刷

就会造成套印不准、图文变形等问题［２］。为此，需在

干燥装置后加装冷却装置对经过高温干燥的卷筒承

印材料进行降温冷却。冷却辊是应用在凹印机和淋

膜机械中最常见的冷却装置。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冷却辊的结构及冷却性能

进行了研究。１９８２年，庞云舟等［３］在不考虑冷却条

件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方程的方法对冷却辊温度场

进行了计算分析。２００３年，陈群［４］采用计算流体力

学的方法对冷却水套的性能进行了建模分析与研

究。２００４年，杨云等［５］对水冷却辊的关键加工技术

及工艺参数进行了总结。２００８年，陈洪冰等［６］从制

造工艺方面研究了层流冷却辊的动态性能，研制了

新型喷焊层材料，并对其硬度性能及组织结构进行

了分析研究。熊文等［７］以高温相变储热系统为研究

对象，建立了储热室隔热壁的有限元分析模型，对比

了储热室的隔热性能，仿真计算了隔热壁的温度分

布。２０１４年，Ｆｕ等［８］研究了冷却水温及辊速对冷

却辊热传递性能的影响。２０１５年，郭茜等［９］采用有

限元分析方法对冷却辊进行了温度场数值分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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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冷却辊表面温度与辊厚、辊外径及冷却辊速度

之间的关系。２０１６年，陈北荣等［１０］根据冷却辊在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故障现象，对冷却辊的性能进行

了优化设计。

１　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ｓｈ模型的建立

图１为传统冷却辊的原理图［１１］，它采用一端进

水一端出水式冷却方式，整体质量较大，高速运转时

筒体易产生振动。在升降速和启动的过程中，与主

机的随动性较差，表面温度不均匀。图２为设计的

新型喷淋式冷却辊。本文基于ＣＦＤ方法，通过建立

新旧冷却辊的 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ｓｈ模型，对其随动性能进

行数值对比与分析。

图１　传统冷却辊工作原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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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ｌｌｒｏｌｌｅｒ
　

图２　喷淋式新型冷却辊工作原理简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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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ｓｈ模型是一种非定常计算数学模

型［１２］，流场中的网格区域至少有两个，区域间通过

网络界面以数据连接和传递关系连接在一起［１３１４］。

为分析冷却辊在启动和升降速过程中达到稳定所需

要的时间，通过以下步骤建立 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ｓｈ模型。

１）在Ｓｏｌｖｅｒ（求解器）面板中选择非定常流动

格式。

２）定义边界条件：交界面定义为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在

流体或固体面板中选择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ｓｈ，设定：转动速

度为１５．４３ｒａｄ／ｓ，铝的导热系数为２０２．４Ｗ／（ｍ·Ｋ），

纸张的导热系数为０．０８Ｗ／（ｍ·Ｋ），水的导热系数

为０．６Ｗ／（ｍ·Ｋ）。

３）交界面设置。本文选用非正则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设置方法，选择两个交接面，分别建立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ｉｎ

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ｕｔ传导模式，液固表面传导数据的形

式选择为耦合，见图３。

图３　交界面设置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４）迭代计算和数据保存。

２　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ｓｈ模型数据分析

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ｓｈ模型的转动与时间相关，其计算

结果可实时监测空间位置的变化和温度数据［１５］。

冷却辊适合印刷的温度分布范围是２９８～３３０Ｋ之

间，此时冷却辊引起废品率较低［１６１７］。设冷却辊的

转动速度为：ω＝１５．４３ｒａｄ／ｓ，则冷却辊的转动周期

为：犜＝２π／ω＝０．４２ｓ。

图４和图５分别为经过２０个周期８．４ｓ后温度

云图和散点图。

图４　冷却辊温度分布云图（狋＝８．４ｓ）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ｒｏｌｌｅｒ

（狋＝８．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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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可知，经过２０个周期后，喷淋式冷却辊表面

温度分布均匀，且温度范围集中分布在３２５～３３０Ｋ之

间，完全满足印刷的要求，可进行正常冷却；传统冷却辊

的表面温度逐渐趋向均匀，但尚未达到印刷的要求。

图６为经过３０个周期１２．６ｓ后传统冷却辊表

面温度分布的云图和散点图。由图６可以看出，经

过３０个周期后传统冷却辊的表面温度达到３２０～

３３０Ｋ之间，分布较均匀，达到了印刷的温度要求。

图５　冷却辊温度分布散点图（狋＝８．４ｓ）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狋＝８．４ｓ）
　

图６　温度云图和散点图（狋＝１２．６ｓ）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ｓｐｏ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狋＝１２．６ｓ）

　　综上对比分析可知，喷淋式冷却辊在相同的外

部条件下，达到适合印刷的温度分布所用的时间比

传统冷却辊少用４．２ｓ，即１０个周期。这样在印刷

机升降速和启动的过程中，喷淋式冷却辊可以在较

短时间内对料膜进行冷却，即具有较高的主机随动

性能，减少了材料浪费。

３　冷却辊随动性实验验证

冷却辊在稳定工作状态下与主机的随动性能通

过实验计算随动比进行评价。

本文 的 实 验 在 青 岛 人 民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ＦＲ３００ＥＬＳ凹印机上进行，机器印刷的速度为１１０

ｍ／ｍｉｎ。冷却辊转动速度的测定采用 Ｍ１５６５７１型

闪光非接触式测速仪进行测量，冷却辊表面温度测

定采用非接触式Ｒａｙｔｅｋ红外测温仪进行测量。

安装完毕的传统冷却辊见图７，喷淋式冷却辊

的实验装置见图８。通过实验测得传统与喷淋式冷

却辊随动性的实验数据见表１。

图７　传统冷却辊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ｌｉｎｇｒｏｌｌｅｒ
　

图８　喷淋式冷却辊

Ｆｉｇ．８　Ｓｐｒａｙｃｏｏｌｉｎｇｒｏｌ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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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冷却辊主机随动性数据分析

Ｔａｂ．１　Ｓｅｒｖｏｄａｔａ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ｃｏｏｌｉｎｇｒｏｌｌｅｒ

序号
冷却辊速度／ｒｐｓ

传统 喷淋式

达到平均速度所需时间／ｓ

传统 喷淋式

１ ０．３９９ ０．４１５ １１．５ ７．６

２ ０．４０２ ０．４１５ １１．８ ７．９

３ ０．４１１ ０．４１７ １１．６ ８．０

４ ０．４０６ ０．４２０ １１．６ ８．１

５ ０．３８１ ０．４１８ １１．５ ７．８

由实验数据计算可知，传统冷却辊与主机的随动

性达到９５．２％，稳定时的平均速度为０．３９９８±０．００５

ｒａｄ／ｓ，达到稳定速度时所需的时间为１１．６９ｓ。仅能

满足一般印刷的需求；喷淋式冷却辊与主机的随动性

达到９８．９％，稳定时的平均速度大约为０．４１７±

０．００５ｒａｄ／ｓ，达到稳定速度时所需的时间为７．８８ｓ，

可以满足高档印刷品对冷却辊随动性的要求。

４　结　论

本文利用流体分析的 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ｓｈ模型理论，

对传统和喷淋式冷却辊与主机的随动性能进行了仿

真计算分析和实验验证。仿真结果表明，喷淋式冷

却辊达到适合印刷的温度范围时所用的时间更短

（传统冷却辊需要１２．３ｓ，喷淋式冷却辊需要８．２

ｓ），与主机的随动性能好，能更好地降低能耗和减少

材料浪费；实验结果表明，传统冷却辊与主机的随动

性达 到９５．２％，达 到 稳 定 速 度 时 所 需 的 时 间 为

１１．６９ｓ。喷 淋 式 冷 却 辊 与 主 机 的 随 动 性 达 到

９８．９％，达到稳定速度时所需的时间为７．８８ｓ。喷

淋式冷却辊能更好地满足高档印刷品对随动性的要

求，解决了传统冷却辊与主机的随动性差，冷却效率

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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