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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

量装置，包括外形支架、送料装置、收集盒、测径

装置、光学平台、玻璃板、V型轨道装置、机械手装

置和载物台。所述外形支架构建了该装置的整体

框架，送料装置用于将玻璃纤维送入V型轨道，收

集盒用来收集最终测量好的玻璃纤维，测径装置

用于测量玻璃纤维的直径，光学平台用于固定整

个装置，玻璃板用来摆放测量前的玻璃纤维，V型

轨道用于引导玻璃纤维进入载物台，机械手装置

用于运送检测过的玻璃纤维，载物台用于放置玻

璃纤维来测量其直径。本发明自动化程度高，大

量提高了工作效率；适应力强，可以测量、分拣不

同长度或不同直径的玻璃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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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形支架（1）、送料装置（2）、

测径装置（4）、光学平台（5）、玻璃板（6）、机械手装置（8）载物台（9）、两个V型轨道装置（7）和

若干个收集盒（3）；其中

外形支架（1）固定在光学平台（5）上，构建了玻璃纤维自动测量装置的整体框架，

送料装置（2）用于将整齐排列在玻璃板（6）上的玻璃纤维一根一根的送进V型轨道装置

（7），

收集盒（3）用于将测量好的玻璃纤维根据其直径不同而进行分开收集，

测径装置（4）用来测量玻璃纤维的直径，

两个V型轨道装置（7）对称固定在外形支架（1）上，V型轨道装置（7）用来引导每一根待

测量的玻璃纤维进入载物台（9），

机械手装置（8）用来移动测量好的玻璃纤维，将测量好的玻璃纤维根据直径的不同，移

动到不同的收集盒（3）中，

载物台（9）用来放置即将测量的玻璃纤维；

所述送料装置（2）包括送料支架（2-1）、移动块（2-2）、第一伺服电机（2-3）、精密丝杠

（2-4）、第一滑块（2-5）、挂钩（2-6），其中

送料支架（2-1）构成了送料装置（2）的整体框架，与外形支架（1）通过螺钉连接，将送料

装置（2）固定到外形支架（1）上；

移动块（2-2）与玻璃纤维的长度相同，用来推送玻璃纤维，每次的运动距离为玻璃纤维

的直径；

第一伺服电机（2-3）提供动力来源，与精密丝杠（2-4）配合，用于带动精密丝杠（2-4）转

动；

精密丝杠（2-4）带动移动块（2-2）运动，移动块（2-2）每次移动距离为玻璃纤维的直径；

第一滑块（2-5）与精密丝杠（2-4）配合，下端与挂钩（2-6）相连，在精密丝杠（2-4）的带

动下做直线运动；

挂钩（2-6）起到中转的作用，上端与第一滑块（2-5）相连，下端与移动块（2-2）配合，通

过固定销连接；

所述测径装置（4）包括测径仪（4-1）、支撑架（4-2）、轨道（4-3）、第二滑块（4-4）、第二伺

服电机（4-5），其中

测径仪（4-1）用来测量玻璃纤维的直径；

支撑架（4-2）上端固定测径仪（4-1），下端与第二滑块（4-4）配合，沿着第二滑块（4-4）

前后运动；

轨道（4-3）与第二滑块（4-4）配合，第二滑块（4-4）沿着轨道（4-3）运动，进而带动支撑

架（4-2）和测径仪（4-1）；

第二伺服电机（4-5）提供动力，通过带动轨道（4-3）里面的丝杠转动；

所述V型轨道装置（7）包括微分头（7-2）、V型轨道（7-3）、移动台（7-4）、第一轨道（7-5）

和两个限位块（7-1），其中

两个限位块（7-1）分别固定在第一轨道（7-5）两端，用于限制移动台（7-4）的运动位置；

微分头（7-2）用于微量调节V型轨道（7-3）的间距；

V型轨道（7-3）固定在移动台（7-4）上，用来引导玻璃纤维顺利下落，其间距大于玻璃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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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直径，或根据玻璃纤维直径的不同，调节微分头（7-2）来调节V型轨道的间距；

移动台（7-4）与第一轨道（7-5）配合，用于调整V型轨道（7-3）的位置；

第一轨道（7-5）末端固定在外形支架（1）上，与移动台（7-4）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手装置

（8）包括固定面板（8-1）、两个第二轨道（8-2）、两个气爪（8-3）和两个气缸（8-4），其中

固定面板（8-1）固定在外形支架（1）上；

两个相互平行的第二轨道（8-2）固定在固定面板（8-1）底面；

气缸（8-4）顶面与第二轨道（8-2）配合，沿着第二轨道（8-2）运动，底面与气爪（8-3）相

连，能够一定距离的伸缩气爪（8-3）；

气爪（8-3）用于抓取玻璃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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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纤分拣技术，具体涉及一种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玻璃纤维制品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电子、交通和建筑是最主

要的三大应用领域，也代表了世界玻璃纤维产业在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国内优秀的玻璃

纤维行业生产企业愈来愈多，一大批国内优秀的玻璃纤维企业迅速崛起，玻璃纤维的用途

十分广泛，不同直径的玻璃纤维其用途也大不同，大量的玻璃纤维需要进行快速的分类。

[0003] 目前国内还未曾发现具有类似功能的装置，大量的玻璃纤维主要还是靠人工进行

分拣，人工分拣的效率低，而且容易出现错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解决了人工分拣效率

低、出错率高的问题。

[0005]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一种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包括外

形支架、送料装置、测径装置、光学平台、玻璃板、机械手装置载物台两个V型轨道和若干个

收集盒；其中

[0006] 外形支架固定在光学平台上，构建了玻璃纤维自动测量装置的整体框架；

[0007] 送料装置用于将整齐排列在玻璃板上的玻璃纤维一根一根的送进V型轨道；

[0008] 收集盒用于将测量好的玻璃纤维根据其直径不同而进行分开收集；

[0009] 测径装置用来测量玻璃纤维的直径；

[0010] 两个V型轨道装置对称固定在外形支架上，V型轨道用来引导每一根待测量的玻璃

纤维进入载物台；

[0011] 机械手装置用来移动测量好的玻璃纤维，将测量好的玻璃纤维根据直径的不同，

移动到不同的收集盒中；

[0012] 载物台用来放置即将测量的玻璃纤维。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在于：（1）自动化程度高，大量提高了工作效

率；（2）适应力强，可以测量、分拣不同长度或不同直径的玻璃纤维；（3）国内还没有针对玻

璃纤维的自动测量和分拣装置。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其中图1（a）为立

体轴测图，图1（b）为主视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的送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的测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的V型轨道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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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5为本发明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的机械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0] 结合图1（a）（b），一种用于玻璃纤维的自动测量装置，包括外形支架1、送料装置2、

若干个收集盒3、测径装置4、光学平台5、玻璃板6、两个V型轨道装置7、机械手装置8和载物

台9，外形支架1固定在光学平台5上，构成了自动测量装置的整体框架，两个V型轨道装置7

对称固定在外形支架1上，送料装置2将整齐排列在玻璃板6上的玻璃纤维一根根送入的到V

型轨道装置7，根据需要测量的玻璃纤维的大致尺寸，事先调好V型轨道装置7的间距，保证

玻璃纤维能够通过V型轨道装置7垂直的落到载物台9上，测径装置4会对载物台9上的玻璃

纤维进行扫描测量，并将测量结果反馈给计算机，机械手装置8则在电脑的控制下，将不同

直径的玻璃纤维分别搬移到对应的收集盒3中，如此循环，对玻璃纤维进行自动测量和分

拣。

[0021] 正常工作时，先根据待测玻璃纤维的直径调节好V型轨道7-3的间距，同时根据待

测玻璃纤维的长度调节好两个V型轨道7-3的距离，送料装置2将整齐排列在玻璃板6上的玻

璃纤维一根根送入的到V型轨道装置7，平稳的下落到载物台9上，测径装置4会对载物台9上

的玻璃纤维进行扫描测量，并将测量结果反馈给计算机，机械手装置8则在电脑的控制下，

将玻璃纤维搬移到各个收集盒3中。

[0022] 结合图2，所述送料装置2包括送料支架2-1、移动块2-2、伺服电机2-3、精密丝杠2-

4、第一滑块2-5、挂钩2-6。送料支架2-1构成了送料装置2的整体框架，设置在外形支架1内，

与外形支架1通过螺钉连接，将送料装置2固定到外形支架1上，精密丝杠2-4固定在送料支

架2-1底面，移动块2-2与玻璃纤维的长度大致相同，用来推送玻璃纤维，每次的运动距离为

玻璃纤维的直径，伺服电机2-3提供动力来源，与精密丝杠2-4配合，用于带动精密丝杠2-4

转动，精密丝杠2-4的精度要求很高，带动移动块2-2运动，移动块2-2每次移动距离为玻璃

纤维的直径，约0.6mm，第一滑块2-5与精密丝杠2-4配合，下端与挂钩2-6相连，可以在精密

丝杠2-4的带动下做直线运动，挂钩2-6起到中转的作用，上端与第一滑块2-5相连，下端与

移动块2-2配合，并通过固定销连接；移动块2-2与精密丝杠2-4垂直。

[0023] 正常工作时，移动块2-2缓慢的间歇性移动，将放在玻璃板6上的玻璃纤维推送至V

型轨道7-3。

[0024] 结合图3，所述测径装置4包括测径仪4-1、支撑架4-2、导轨4-3、第二滑块4-4、伺服

电机4-5。测径仪4-1用来测量玻璃纤维的直径，支撑架4-2顶面固定测径仪4-1，底面与第二

滑块4-4配合，所述第二滑块4-4顶面带有滑轨，使得测径仪4-1可以沿着第二滑块4-4前后

运动，导轨4-3与第二滑块4-4配合，第二滑块4-4可以沿着轨道4-3运动，进而带动支撑架4-

2和测径仪4-1运动，伺服电机4-5提供动力，通过带动导轨4-3里面的丝杠转动。

[0025] 正常工作时，测径仪4-1沿着第二滑块4-4往前运动直至对准放在载物台9上的玻

璃纤维，然后沿着轨道4-3运动，对载物台9上的玻璃纤维进行扫描式的测量，测量完成后测

径仪4-1在沿着第二滑块4-4往后运动至起始点。

[0026] 结合图4，所述V型轨道装置7包括两个限位块7-1、微分头7-2、V型轨道7-3、移动台

7-4、轨道7-5。两个限位块7-1分别固定在轨道7-5两端，用于限制移动台7-4的运动位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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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头7-2可以微量调节V型轨道7-3的间距，V型轨道7-3固定在移动台7-4上，用来引导玻璃

纤维顺利下落，其间距略大于玻璃纤维的直径，也可以根据玻璃纤维直径的不同，调节微分

头7-2来调节V型轨道7-3的间距，移动台7-4与轨道7-5配合，用来调整整个V型轨道7-3的位

置，轨道7-5一端固定在外形支架1上。

[0027] 正常工作时，事先调节微分头7-2来调节好V型轨道7-3的间距，并沿轨道7-5调节

两个V型轨道7-3的距离，保证玻璃纤维能够平稳的下落。

[0028] 结合图5，所述机械手装置8包括固定面板8-1、两个轨道8-2、两个气爪8-3和两个

气缸8-4。固定面板8-1固定在外形支架1上，两个轨道8-2平行设置在固定面板8-1的底面，

气缸8-4顶面与轨道8-2配合，可以沿着轨道8-2运动，底面与气爪8-3相连，可以一定距离的

伸缩气爪8-3，气爪8-3用于抓取玻璃纤维。

[0029] 正常工作时，经过测径装置4扫描式测量过的玻璃纤维，气爪8-3在气缸8-4的引导

中向下伸出并夹起玻璃纤维，然后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将玻璃纤维运送至目标收集盒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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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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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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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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