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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线材加工送线装置，用自送线轮传送线

材经过工作区，包括有基座总成、送线轴、重力滑

轮、第一从动滑轮、前置配重滑轮、第二从动滑

轮、后置配重滑轮以及收线轴。基座总成用于提

供设置面以供其他元件设置于其上。在送线轴与

收线轴之上分别装设送线轮以及收线轮。重力滑

轮用于隔离线材离开送件轮之后的抖动，第一从

动滑轮与前置配重滑轮用于平衡缓冲线材进入

步进带动轮之前的张力，第二从动滑轮与后置配

重滑轮用于平衡缓冲线材由步进带动轮离开后

进入工作区时的张力。本发明的线材加工送线装

置可以确保线材经过工作区时维持适当的张力

而不会松弛、抖动，以利对线材的加工作业的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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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材加工送线装置，用自送线轮传送线材经过工作区，而由收线轮卷收；其特征

在于，包括有：

基座总成，具有设置面，且所述设置面沿水平方向上具有第一侧边以及第二侧边，所述

设置面上由所述第一侧边至所述第二侧边依序设置第一滑轨、第二滑轨及一第三滑轨；所

述第一滑轨、所述第二滑轨以及所述第三滑轨互相平行且垂直于所述水平方向，并且所述

工作区位于所述第二滑轨与所述第三滑轨之间；

送线轴，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对应于所述第一侧边，所述送线轮装设于所述送线轴

上；

重力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所述重力滑轮的轴心可滑动地设置于所述第一滑轨；

第一从动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对应于所述第二滑轨的上端设置；

前置配重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所述前置配重滑轮的轴心可滑动地设置于所述

第二滑轨；

步进带动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所述步进带动轮位于所述第二滑轨及所述第三滑

轨之间，并且位于所述工作区的一侧；

第二从动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对应于所述第三滑轨的上端设置；

后置配重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并且所述后置配重滑轮的轴心可滑动地设置于所

述第三滑轨；以及

收线轴，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对应于所述第二侧边，且所述收线轮装设于所述收线轴

上；所述线材由所述送线轮输出，接触于所述重力滑轮的下缘之后延伸至所述第一从动滑

轮的上缘，并缠绕于所述前置配重滑轮及所述第一从动滑轮至少一圈之后延伸至所述步进

带动轮；所述线材再由所述步进带动轮延伸至所述第二从动滑轮上缘，并缠绕于后置配重

滑轮以及所述第二从动滑轮至少一圈之后延伸至所述收线轮的上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材加工送线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第一惰轮，位于所

述步进带动轮靠近所述第二侧边之一侧，并且所述线材系先接触所述第一惰轮再延伸至所

述步进带动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线材加工送线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第二惰轮，位于所

述步进带动轮靠近所述第二侧边之一侧，并且与所述第一惰轮保持一间隔距离，离开所述

步进带动轮的所述线材先接触所述第二惰轮再延伸至所述第二从动滑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材加工送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总成包括有多个支

架，并且所述第一滑轨、所述第二滑轨以及所述第三滑轨分别设置于所述多个支架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材加工送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步进带动轮的外周面设

置容纳线材的槽沟，且所述槽沟内设置摩擦凸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线材加工送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步进带动轮包括有依序

同轴装设的第一盘体、第二盘体以及第三盘体，所述第二盘体的直径小于所述第一盘体的

直径以及所述第三盘体的直径，并且所述摩擦凸齿设置于所述第二盘体的外周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材加工送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置配重滑轮具有前置

配重件，并且所述后置配重滑轮具有后置配重件，所述后置配重件的重量大于所述前置配

重件的重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材加工送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置配重滑轮具有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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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并且所述后置配重滑轮具有后置弹簧，所述后置弹簧的向下弹力大于所述前置弹簧

的向下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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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材加工送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有关于待加工电线的传送作业，特别是关于一种线材加工送线装置，用于

将线材连续输送穿过工作区。

现有技术

[0002] 对于线灯等长串型电气装置，理想的加工方式是不截断电线，而是连续输送电线

通过工作区后再将长线灯卷收，最后再依据线灯实际上的灯泡数、长度需求，将长线灯截短

为短线灯。

[0003] 上述的连续输送电线方式，是由送线轮持续送出电线后，让电线通过工作区，再由

收线轴卷收。这一个持续送线的过程，实际上是依据待加工部件，例如线灯的灯泡之间所需

要的距离，通过步进马达一次步进转动输送电线移动所需的距离。步进马达可以直接区转

收县轮，也可以另外以步进带动轮在送线轮与收线轮之间卷动电线。

[0004] 步进马达是断断续续的转动，每次朝相同转向转动固定角度，而对电线产生断续

的拉力。而送线轮本身会有一定的转动惯性，当步进马达启动时，电线张力会突然加大，并

且电线会因为张力突然增大而形成弦波震动。而步进马达停止时，送线轮会因为惯性持续

转动，而使得电线松弛下垂。

[0005] 然而，对于设置在加工区的装置而言，不论是剥线、焊接灯泡、灯泡上胶等，都必须

是在电线被拉直并且是稳定的状态下才能在正确的位置上进行加工。因此，每次步进马达

进行步进送线之后，都必须暂停一段时间，等待弦波震动、抖动或电线松弛下垂等现象消退

后才能进行加工，而使得连续输送电线通过工作区的加工方式反而加工效率慢。

发明内容

[0006] 现有技术中的送线再卷收的技术中，使用步进输送方式存在者弦波震动、抖动或

电线松弛下垂不利于连续输送电线通过工作区的加工方式。

[0007] 本发明提出一种线材加工送线装置，用自(通过)送线轮传送线材经过工作区，而

由收线轮卷收。所述线材加工送线装置包括有基座总成、送线轴、重力滑轮、第一从动滑轮、

前置配重滑轮、步进带动轮、第二从动滑轮、后置配重滑轮以及一收线轮。

[0008] 基座总成具有设置面，且所述设置面沿水平方向上具有第一侧边以及第二侧边，

所述设置面上由所述第一侧边至所述第二侧边依序设置第一滑轨、第二滑轨及第三滑轨。

所述第一滑轨、所述第二滑轨以及所述第三滑轨互相平行且垂直于所述水平方向，并且所

述工作区位于所述第二滑轨与所述第三滑轨之间。送线轴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对应于所

述第一侧边，所述送线轮装设于所述送线轴上。重力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所述重力滑

轮的轴心可滑动地设置于所述第一滑轨。第一从动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对应于所述

第二滑轨的上端设置。前置配重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所述前置配重滑轮的轴心可滑

动地设置于所述第二滑轨。步进带动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所述步进带动轮位于所述第

二滑轨及所述第三滑轨之间，并且位于所述工作区的一侧。第二从动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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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且对应于所述第三滑轨的上端设置。后置配重滑轮设置于所述设置面，并且所述后置配

重滑轮的轴心可滑动地设置于所述第三滑轨。收线轴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对应于所述第

二侧边，且所述收线轮装设于所述收线轴上；所述线材由所述送线轮输出，接触于所述重力

滑轮的下缘之后延伸至所述第一从动滑轮的上缘，并缠绕于所述前置配重滑轮及所述第一

从动滑轮至少一圈之后延伸至所述步进带动轮；所述线材再由所述步进带动轮延伸至所述

第二从动滑轮上缘，并缠绕于后置配重滑轮以及所述第二从动滑轮至少一圈之后延伸至所

述收线轮的上缘。

[0009] 优选地，线材加工送线装置还包括有第一惰轮，位于所述步进带动轮靠近所述第

二侧边之一侧，并且所述线材系先接触所述第一惰轮再延伸至所述步进带动轮。

[0010] 优选地，线材加工送线装置还包括有第二惰轮，位于所述步进带动轮靠近所述第

二侧边之一侧，并且与所述第一惰轮保持一间隔距离，离开所述步进带动轮的所述线材先

接触所述第二惰轮再延伸至所述第二从动滑轮。

[0011] 优选地，所述基座总成包括有多个支架，并且所述第一滑轨、所述第二滑轨以及所

述第三滑轨分别设置于所述多个支架上。

[0012] 优选地，所述步进带动轮的外周面设置容纳线材的槽沟，且所述槽沟内设置摩擦

凸齿。

[0013] 优选地，所述步进带动轮包括有依序同轴装设的第一盘体、第二盘体以及第三盘

体，所述第二盘体的直径小于所述第一盘体的直径以及所述第三盘体的直径，并且所述摩

擦凸齿设置于所述第二盘体的外周面。

[0014] 优选地，所述前置配重滑轮具有前置配重件，并且所述后置配重滑轮具有后置配

重件，所述后置配重件的重量大于所述前置配重件的重量。

[0015] 优选地，所述前置配重滑轮具有前置弹簧，并且所述后置配重滑轮具有后置弹簧，

所述后置弹簧的向下弹力大于所述前置弹簧的向下弹力。

[0016] 通过上述组合，可以有效地维持在工作区中的线材张力，使其不松弛下垂，并且可

以隔离来自送线端的抖动，使得线材可以在工作区中持续地被不同的加工机台进行剥线

(剥除胶皮)、上锡、焊接、上胶、胶水固化等作业，维持快速的加工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侧面示意图。

[0018] 附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侧面示意图。

[0019] 附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重力滑轮上下移动的侧面示意图。

[0020] 附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前置配重滑轮上下移动的侧面示意图。

[0021] 附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后置配重滑轮上下移动的侧面示意图。

[0022] 附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步进带动轮的分解立体图。

[0023] 附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步进带动轮的立体图。

[0024] 符号说明

[0025] 100     线材加工送线装置     110         基座总成

[0026] 110a    支架                 111         第一滑轨

[0027] 112     第二滑轨             113         第三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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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114a    第一侧边             114b        第二侧边

[0029] 120     送线轴               130         重力滑轮

[0030] 140     第一从动滑轮         150        前置配重滑轮

[0031] 152    前置配重件           154        前置弹簧

[0032] 160    步进带动轮           161         第一惰轮

[0033] 162     第二惰轮             163         槽沟

[0034] 164    凸齿结构             165         第一盘体

[0035] 166     第二盘体             167         第三盘体

[0036] 170     第二从动滑轮         180         后置配重滑轮

[0037] 182     后置配重件           184         后置弹簧

[0038] 190    收线轴               200         送线轮

[0039] 300    收线轮               S           线材

[0040] W       工作区               G          地面

[0041] X      水平方向             Y          铅直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请参阅附图1所示，是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线材加工送线装置100，用以自一送线轮

200传送一线材S经过一工作区W，而由一收线轮300卷收。所述线材S包括有但不限定于包胶

电线，且包胶电线不限定于单股包胶电线或双股包胶电线。所述工作区W可供设置其他加工

机具，以对线材S执行剥线(剥除胶皮)、上锡、焊接、上胶、胶水固化等作业。而加工完成后的

线材S则由收线轮300持续卷收，从而对线材S执行流水线的连续加工作业，完成如线灯等成

品。附图1中虽以多个标号S表示线材S，实际上单一连续线材S，由送线轮200而经过加工后

由收线轮300卷收。

[0043] 如附图1所示，线材加工送线装置100包括有一基座总成110、一送线轴120、一重力

滑轮130、一第一从动滑轮140、一前置配重滑轮150、一步进带动轮160、第二从动滑轮170以

及一后置配重滑轮180。

[0044] 如附图1所示，基座总成110主要系用于作为各个零组件的设置基础。基座总成110

可以是单一床台，基座总成110包括有多个支架110a，以多个支架110a结合形成基座总成

110。所述基座总成110具有一直立于地面GG的设置面，线材加工送线装置100的其他零组件

大致都装设在设置面上，并且设置面是沿着一铅直方向Y设置。

[0045] 如附图1所示，设置面沿一水平方向X上具有一第一侧边114a及一第二侧边114b；

所述水平方向X垂直于所述铅直方向Y。设置面上由一第一侧边114a至所述第二侧边114b依

序设置一第一滑轨111、一第二滑轨112及一第三滑轨113。所述第一滑轨111、所述第二滑轨

112以及所述第三滑轨113互相平行且垂直于水平方向X，并且所述工作区W位于所述第二滑

轨112与第三滑轨113之间。

[0046] 在基座总成110是多个支架110a的集合时，所述第一滑轨111、所述第二滑轨112以

及所述第三滑轨113分别设置在所述多个支架110a上。所述第一滑轨111、所述第二滑轨112

以及所述第三滑轨113可以是开设于设置面上的滑槽，也可以是另外安装设置的滑轨组件。

[0047] 如附图1所示，送线轴120设置于所述设置面，且对应于第一侧边114a，且所述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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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200装设于所述送线轴120上。送线轴120是无动力的从动组件，以让线材S被朝向第二侧

边114b拉动时，让卷绕于送线轮200上的线材S可以被带出。为了避免线材S没有被拉动时送

线轮200仍有惯性转动而造成线材S持续输出而打结，送线轴120中可以设置必要的阻尼，以

在线材S没有被拉动时送线轴120可以抵消送线轮200的惯性转动而停止转动。

[0048] 如附图1所示，重力滑轮130设置于设置面，且重力滑轮130的一轴心可滑动地设置

于第一滑轨111。重力滑轮130可以透过本身的重量或配重件外加的重量自然向下滑动，也

可以利用弹簧对重力滑轮130施加一个向下弹力。

[0049] 如附图1所示，第一从动滑轮140设置于设置面，且对应于第二滑轨112的一上端设

置。前置配重滑轮150设置于设置面，且前置配重滑轮150的一轴心可滑动地设置于所述第

二滑轨112。同样地，所述前置配重滑轮150可以透过本身之重量或一前置配重件152的重量

自然向下滑动。

[0050] 如附图2所示，前置配重滑轮150也可以利用一前置弹簧154，对前置配重滑轮150

施加一个向下弹力，所述向下弹力依据前置弹簧154设置相对位置不同可以是推力也可以

是拉力。

[0051] 如附图1所示，步进带动轮160设置于设置面，且所述步进带动轮160位于所述第二

滑轨112及第三滑轨113之间，并且位于所述工作区W的一侧。步进带动轮160连接于步进马

达机构(附图未示)，以利用接触摩擦力带动线材S由第一侧边114a朝第二侧边114b传送。步

进带动轮160的步进转动角度，主要是依据线材S加工的需求，特别是每个待加工部位的间

隔距离；也就是步进带动轮160的每一次步进转动角度，恰可在每一次步进转动将线材S的

每个待加工部位往前传送到下一个加工作业执行的位置。

[0052] 如附图1所示，第二从动滑轮170设置于设置面，且对应于所述第三滑轨113的一上

端设置。后置配重滑轮180设置于设置面，并且所述后置配重滑轮180的一轴心可滑动地设

置于所述第三滑轨113。同样地，所述后置配重滑轮180可以透过本身之重量或一后置配重

件182的重量自然向下滑动。为了让线材S保持被拉动的张力，所述后置配重件182的重量大

于所述前置配重件152的重量。

[0053] 如附图2所示，后置配重滑轮180也可以利用一后置弹簧184，对后置配重滑轮180

施加一个向下弹力，所述向下弹力依据后置弹簧184设置相对位置不同可以是推力也可以

是拉力。为了让线材S保持被拉动的张力，所述后置弹簧184的向下弹力大于所述前置弹簧

154的向下弹力。

[0054] 如附图1所示，收线轴190设置于设置面，且对应于第二侧边114b，且收线轮300装

设于收线轴190上。收线轴190用于卷收已经加工完成的线材S，因此收线轴190也连接于另

一个步进马达机构，以配合步进带动轮160的送件而将线材S卷收。

[0055] 如附图1或附图2所述，尚未加工的线材S是卷收在送线轮200。当步进带动轮160开

始进行步进转动，所述线材S被拉动而由所述送线轮200输出，接触于所述重力滑轮130的下

缘之后延伸至所述第一从动滑轮140上缘。

[0056] 如附图3所示，重力滑轮130透过本身的重力或配重件自然向下滑动，也可以利用

弹簧对重力滑轮130施加一个向下弹力，使得送线轮200到第一从动滑轮140之间的线材S维

持紧绷，不会因为步进转动以及送线轮200的微量惯性转动而产生抖动。即使抖动发生，也

可以透过重力滑轮130的上下滑动而将抖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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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如附图1或附图2所述，线材S接着向下缠绕于前置配重滑轮150以及第一从动滑轮

140至少一圈之后，再延伸至所述步进带动轮160。

[0058] 如附图4所示，如前所述，步进带动轮160的突然转动会使得步进带动轮160与送线

轮200之间的线材S张力突然张大；而步进带动轮160的突然停止会使得线材S仍受惯性影响

而让线材S张力松弛。此时，前置配重滑轮150会在线材S张力突然张大时向上移动而释放张

力，而在线材S张力突然松弛时向下移动而紧绷线材S，从而维持线材S张力，确保再工作区W

内的线材S可以维持直线而稳定被加工。

[0059] 如附图1或附图2所述，所述线材S再由所述步进带动轮160延伸至所述第二从动滑

轮170上缘，并缠绕于后置配重滑轮180以及所述第二从动滑轮170至少一圈之后，再延伸至

所述收线轮300的上缘。

[0060] 如附图5所示，步进带动轮160的突然转动会使得步进带动轮160与收线轮300之间

的线材S张力突然松弛；而步进带动轮160的突然停止会使得线材S仍受收线轮300惯性影响

而让线材S张力紧绷而在工作区W出现弹跳状况。此时，后置配重滑轮180会在线材S张力突

然张大时向上移动而释放张力，而在线材S张力突然松弛时向下移动而紧绷线材S，从而维

持线材S张力，确保再工作区W内的线材S可以维持直线而稳定被加工。

[0061] 如附图1所示，线材S是由送线轮200传送置收线轮300，通常步进带动轮160与送线

轮200之间需要补偿的张力会比较小，而步进带动轮160与收线轮300之间需要补偿的张力

会比较大。因此，当以配重件提供重量进行张力补偿时，所述后置配重件182的重量需要大

于所述前置配重件152的重量。

[0062] 如附图2所示，当以弹簧提供弹力进行张力补偿时，所述后置弹簧184的向下弹力

需要大于所述前置弹簧154的向下弹力。

[0063] 如附图1或附图2所示，为了避免线材S在步进带动轮160打滑而影响输送，线材加

工送线装置100进一步包括一第一惰轮161以及一第二惰轮162。第一惰轮161位于所述步进

带动轮160靠近所述第二侧边114b之一侧，并且所述线材S是先接触所述第一惰轮161再延

伸至所述步进带动轮160。而第二惰轮162位于所述步进带动轮160靠近所述第二侧边114b

之一侧，并且与所述第一惰轮161保持一间隔距离，离开所述步进带动轮160的所述线材S先

接触所述第二惰轮162再延伸至所述第二从动滑轮170。如此一来，就可以增加线材S与步进

带动轮160的接触面积，从而提升摩擦力，避免线材S在步进带动轮160打滑。

[0064] 如附图6所示，步进带动轮160的外周面设置一容纳线材S的槽沟163，且所述槽沟

163内设置摩擦凸齿164。通过摩擦凸齿164，可以有效增加摩擦力。而槽沟163则可避免线材

S在输送过程，沿着步进带动轮160轴向摆动。所述槽沟163有利于扁线的输送及整平，例如

对双股包胶线进行整平，使得双股包胶线进入工作区W时被翻转并且整平为同一面。

[0065] 如附图7所示，具体而言，步进带动轮160包括有依序同轴装设的一第一盘体165、

一第二盘体166以及一第三盘体167，所述第二盘体166的直径小于所述第一盘体165的直径

以及所述第三盘体167的直径，并且所述摩擦凸齿164设置于所述第二盘体166的外周面，从

而形成所述槽沟163以及槽沟163内的摩擦凸齿164。

[0066] 通过上述组合，可以有效地维持在工作区W中的线材S张力，使其不松弛下垂，并且

可以隔离来自送线端的抖动，使得线材S可以在工作区W中持续地被不同的加工机台进行剥

线(剥除胶皮)、上锡、焊接、上胶、胶水固化等作业，维持快速的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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