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159133.9

(22)申请日 2020.03.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332863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6.26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明懿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

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一工业区木墩路8

号第1栋一至四楼

(72)发明人 黄宪明　

(51)Int.Cl.

B65H 51/015(2006.01)

B65H 63/036(2006.01)

B65H 54/7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194416 U,2016.04.27

CN 101894633 A,2010.11.24

CN 206599321 U,2017.10.31

CN 205634454 U,2016.10.12

CN 206782998 U,2017.12.22

CN 103177821 A,2013.06.26

CN 101853718 A,2010.10.06

DE 1111254 B,1961.07.20

CN 106448948 A,2017.02.22

CN 110223805 A,2019.09.10

CN 203536118 U,2014.04.09

CN 208189302 U,2018.12.04

CN 204288930 U,2015.04.22

CN 109534093 A,2019.03.29

DE 1800014 A1,1969.05.08

审查员 李婷

 

(54)发明名称

用于加工线缆屏蔽线层的缠绕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加工线缆屏蔽线层

的缠绕机，其包括上下设置的上架和下架，所述

下架的上表面周向设置若干缠绕屏蔽线的放线

器，所述上架上转动连接有缠绕芯线的卷盘，所

述下架上固定设有分线器，所述放线器位于分线

器的四周，所述分线器包括水平固定在下架的上

表面的固定盘和周向竖直固定在固定盘上的定

位柱，所述下架内设有用于收卷缠绕屏蔽线的芯

线的收卷装置，所述放线器包括竖直固定在下架

的上表面的定位轴和转动连接在定位轴上放线

盘，所述定位轴上设有用于限制放线盘转动的压

盘器。本发明具有有效防止屏蔽线缠绕打结而断

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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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缠绕机，其特征在于，用于加工线缆屏蔽线层，所述缠绕机包括上下设置的上架

(10)和下架(11)，所述下架(11)的上表面周向设置若干缠绕屏蔽线的放线器(3)，所述上架

(10)上转动连接有缠绕芯线的卷盘(13)，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架(11)上固定设有分线器

(2)，所述放线器(3)位于所述分线器(2)的四周，所述分线器(2)包括水平固定在下架(11)

的上表面的固定盘(21)和周向竖直固定在固定盘(21)上的定位柱(22)，所述下架(11)内设

有用于收卷缠绕屏蔽线的芯线的收卷装置(5)，所述放线器(3)包括竖直固定在下架(11)的

上表面的定位轴(31)和转动连接在定位轴(31)上放线盘(32)，所述定位轴(31)上设有用于

限制放线盘(32)转动的压盘器(33);

所述压盘器(33)包括套设在定位轴(31)上的滑套(333)、位于滑套(333)下方的压块

(331)以及位于压块(331)和滑套(333)之间的压簧(332)，所述滑套(333)上设有沿滑套

(333)的径向螺纹连接有将滑套(333)抵紧在定位轴(31)上螺杆(334)，所述定位轴(31)上

位于放线盘(32)的上下两侧均套设有橡胶块(34)，所述压块(331)抵压在上端的橡胶块

(34)上;

所述下架(11)上设有用于检测屏蔽线断线情况的断线检测装置(4)，所述断线检测装

置(4)包括通过导线串联的电源(41)、电流传感器(42)和检测环(43)，所述检测环(43)固定

在下架(11)的上表面，所述检测环(43)的外圆柱面上周向均布若干弹性的检测片(44)，所

述检测片(44)与检测环(43)绝缘固定连接，所述检测环(43)大于固定盘(21)并且与固定盘

(21)同心设置，所述检测片(44)不受力时与检测环(43)圆柱面不贴合，所述检测片(44)的

上端沿检测环(43)的径向嵌设有橡胶套(45)，屏蔽线穿过所述橡胶套(45)并且与橡胶套

(45)过盈配合;

所述收卷装置(5)包括沿竖直轴线转动连接在下架(11)内的收卷架(51)、转动连接在

收卷架(51)上导向轮组件(6)和转动连接在收件架上的收线盘(54)，所述收线盘(54)可拆

卸连接在收卷架(51)上，所述收卷架(51)上设有用于驱动收线盘(54)转动的驱动组件，所

述收卷架(51)上位于收线盘(54)水平的一侧转动连接有滚轮(55)，芯线绕在所述导向轮组

件(6)上后绕在滚轮(55)上，经过所述滚轮(55)的转向后缠绕在收线盘(54)上;

所述缠绕机动作过程，首先将芯线、屏蔽线安装到位，接着将所述屏蔽线穿过所述断线

检测装置(4)和所述分线器(2)，使得所述屏蔽线和所述芯线汇聚于一点；接着将所述屏蔽

线和所述芯线同时竖直穿过所述分线器(2)，再依次缠绕在所述导向轮组件(6)、所述滚轮

(55)和所述收线盘(54)上；最后开启设备，使得所述芯线和所述屏蔽线先转动而缠绕在一

起后，再收卷在所述收线盘(54)上，当所述收线盘(54)收集满后，更换所述收线盘(54)即

可;

所述收卷架(51)的上下两端面沿竖直方向分别设有上轴(52)和下轴(53)，所述上轴

(52)和下轴(53)转动连接在收卷架(51)上，所述驱动组件包括竖直穿过下轴(53)的驱动轴

(551)、水平固定在驱动轴(551)上端的驱动盘(552)，所述收线盘(54)的下表面与驱动盘

(552)的上表面贴合并且分别设有相互卡合的凸块(555)和凹槽，所述驱动轴(551)向下穿

过下轴(53)并且固定设置皮带轮(553)，所述下架(11)的外侧壁上固定设置驱动电机

(554)，所述驱动电机(554)与皮带轮(553)之间通过皮带传动;

所述收卷架(51)上水平设置方形的滑架(56)，所述滑架(56)沿竖直方向滑移连接在收

卷架(51)上，所述滚轮(55)转动连接在滑架(56)上，所述收卷架(51)上转动连接有与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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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54)同轴的环套(8)，所述环套(8)大于收线盘(54)，所述环套(8)的上端面与环套(8)一

体设有两个镜像设置的凸耳(81)，所述凸耳(81)的轮廓成弧线形，所述滑架(56)与凸耳

(81)的上表面接触，所述收卷架(51)中位于环套(8)与驱动轴(551)之间设有用于驱动环套

(8)转动的联动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缠绕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组件包括固定在驱动轴(551)

上的主动齿轮(82)、固定在环套(8)内侧面的环齿和与主动齿轮(82)以及环齿同时啮合的

过渡齿轮组(83)，所述过渡齿轮转动连接在收卷架(51)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缠绕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卷架(51)上设有位于收线盘(54)

上方的凸轴(57)，所述凸轴(57)上套设有用于将收线盘(54)抵紧在驱动盘(552)上的弹性

件(5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缠绕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轮组件(6)包括转动连接在收

卷架(51)上的定滑轮(60)、水平分布在收卷架(51)上端的两个缠绕轮(61)，所述定滑轮

(60)位于上轴(52)的下方，所述缠绕轮(61)转动连接在收卷架(51)上并且位于定滑轮(60)

的两侧，缠绕屏蔽线后的芯线穿过所述上轴(52)再经过定滑轮(60)的转向后，缠绕在所述

缠绕轮(61)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缠绕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线盘(54)和缠绕轮(61)之间还有

用于调节芯线张紧度的张紧组件(7)，所述张紧组件(7)包括位于定滑轮(60)下方的固定轮

(71)、用于夹持输送芯线的夹持轮(72)，所述夹持轮(72)和固定轮(71)之间设有张紧轮

(74)，所述张紧轮(74)上水平设有固定轴(76)，所述收卷架(51)上水平设有两个相互平行

的滑杆(73)，所述固定轴(76)滑移连接在滑杆(73)上，所述滑杆(73)上套设有用于将张紧

轮(74)抵触在所述滑杆(73)一端的第一弹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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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加工线缆屏蔽线层的缠绕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缠绕机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用于加工线缆屏蔽线层的缠绕

机。

背景技术

[0002] 线缆包括中心的若干股铜线、缠绕在铜线外的屏蔽层和最外层的绝缘层。屏蔽层

是为减少外电磁场对电源或通信线路的影响而专门采用的一种带金属编织物外壳的导线，

这种屏蔽线也有防止线路向外辐射电磁能的作用。而缠绕机是用来将金属丝编织在铜线外

的设备。

[0003] 目前，公告号为CN201000792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新型屏蔽线缠绕机，它包括上

下设置的并且由金属材料制成的下架、上架及设置在下架上的屏蔽线绕线机构，下架的一

侧设置芯线放线架。芯线缠绕在芯线放线架上，上架内设置滑轮轴杆和导线器，芯线绕过滑

轮轴杆并在导线器中合成一股，屏蔽线绕线机构上缠绕多股屏蔽线，屏蔽线阵列分布在芯

线的周围并且汇聚成一股。缠绕的时候，芯线和屏蔽线一起转动，这样屏蔽线缠绕在芯线的

周围。

[0004] 这种新型屏蔽线缠绕机，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由于芯线很细，而屏蔽线比较多，

当屏蔽线汇聚于一点时，芯线在自转的时候，不同的屏蔽线之间容易缠绕而打结，进一步导

致屏蔽线会断开。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加工线缆屏蔽线层的

缠绕机，其优点是，能够将屏蔽线间隔开，避免屏蔽线与屏蔽线之间打结，减小屏蔽线断开

的风险。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用于加工线缆屏蔽

线层的缠绕机，包括上下设置的上架和下架，所述下架的上表面周向设置若干缠绕屏蔽线

的放线器，所述上架上转动连接有缠绕芯线的卷盘，所述下架上固定设有分线器，所述放线

器位于分线器的四周，所述分线器包括水平固定在下架的上表面的固定盘和周向竖直固定

在固定盘上的定位柱，所述下架内设有用于收卷缠绕屏蔽线的芯线的收卷装置，所述放线

器包括竖直固定在下架的上表面的定位轴和转动连接在定位轴上放线盘，所述定位轴上设

有用于限制放线盘转动的压盘器。

[000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屏蔽线缠绕在放线器上，屏蔽线从相邻的定位柱之间穿过，这

样将不同的屏蔽线分隔开，减小屏蔽线缠绕打结的风险。屏蔽线和芯线穿过分线器并收卷

在收卷装置上，收卷装置用于驱动屏蔽线转动，使得屏蔽线缠绕在芯线上，最后在对缠绕屏

蔽线的芯线进行收卷。压盘器用于抵压放线盘，使得放线盘需要克服压盘器与放线盘之间

的摩擦力才能够转动，而放线盘的转动的动力来自屏蔽线的拉力，因此，这样设置，使得屏

边线在缠绕的过程中，处于绷紧状态，再与分线器配合使用，达到了防止屏蔽线在缠绕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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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相互打结缠绕的作用。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压盘器包括套设在定位轴上的滑套、位于滑套下方的

压块以及位于压块和滑套之间的压簧，所述滑套上设有沿滑套的径向螺纹连接有将滑套抵

紧在定位轴上螺杆，所述定位轴上位于放线盘的上下两侧均套设有橡胶块，所述压板抵压

在上端的橡胶块上。

[000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压块抵触在放线盘上时，压簧对压块施加压力，使得压块和

放线盘之间有摩擦力，放线盘转动需要克服摩擦力，从而能够确保拉动屏蔽线时，屏蔽线处

于绷紧的状态，橡胶块用于增加放线盘与压盘器之间的摩擦系数。滑套能够滑动，用于调节

压簧的压力，起到调节放线盘受到的摩擦力的作用。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下架上设有用于检测屏蔽线断线情况的断线检测装

置，所述断线检测装置包括通过导线串联的电源、电流传感器和检测环，所述检测环固定在

下架的上表面，所述检测环的外圆柱面上周向均布若干弹性的检测片，所述检测片与检测

环绝缘固定连接，所述检测环大于固定盘并且与固定盘同心设置，所述检测片不受力时与

检测环圆柱面不贴合，所述检测片的上端沿检测环的径向嵌设有橡胶套，屏蔽线穿过所述

橡胶套并且与橡胶套过盈配合。

[001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断线检测装置用于自动检测断线的情况。拉动屏蔽线，屏蔽线

会拉动检测片贴合在检测环上，当屏蔽线断开时，屏蔽线的受力平衡被打破，因此检测片在

自身弹力的作用下，自动与检测环脱离，进一步会造成线路中电流发生变化，电流传感器能

够检测电流变化，人们根据电流传感器的电流变化，从而能快速知道屏蔽线断线的情况。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收卷装置包括沿竖直轴线转动连接在下架内的收卷

架、转动连接在收卷架上导向轮组件和转动连接在收件架上的收线盘，所述收线盘可拆卸

连接在收卷架上，所述收卷架上设有用于驱动收线盘转动的驱动组件，所述收卷架上位于

收线盘水平的一侧转动连接有滚轮，芯线绕在所述导向轮组件上后绕在滚轮上，经过所述

滚轮的转向后缠绕在收线盘上。

[001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收卷架在转动的过程中，带动屏蔽线绕上轴的轴线转动，屏蔽

线在转动过程中，缠绕在芯线上，实现缠绕的功能。缠绕屏蔽线后的芯线被收卷在收线盘

上，实现收卷功能，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收线盘单独转动。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收卷架的上下两端面沿竖直方向分别设有上轴和下

轴，所述上轴和下轴转动连接在收卷架上，所述驱动组件包括竖直穿过下轴的驱动轴、水平

固定在驱动轴上端的驱动盘，所述收线盘的下表面与驱动盘的上表面贴合并且分别设有相

互卡合的凸块和凹槽，所述驱动轴向下穿过下轴并且固定设置皮带轮，所述下架的外侧壁

上固定设置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皮带轮之间通过皮带传动。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驱动电机驱动驱动轴和驱动盘转动，驱动盘通过凸块和凹槽

配合，实现收线盘和驱动盘同步转动，收线盘插接在驱动盘上，实现驱动盘的可拆卸连接，

这样便于更换不同的收线盘。收卷架转动，实现将屏蔽线缠绕在芯线上的作用，收线盘转

动，实现收卷芯线的作用，因此两个部件的转动是相互独立的。驱动轴与下轴同轴设置并且

相互转动，这样便于单独转动。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收卷架上水平设置方形的滑架，所述滑架沿竖直方向

滑移连接在收卷架上，所述滚轮转动连接在滑架上，所述收卷架上转动连接有与收线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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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环套，所述环套大于收线盘，所述环套的上端面与环套一体设有两个镜像设置的凸耳，

所述凸耳的轮廓成弧线形，所述滑架与凸耳的上表面接触，所述滑架上位于环套与驱动轴

之间设有用于驱动环套转动的联动组件。

[001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环套转动后，滑架在随着与凸耳的接触位置不同而上下循环

往复的移动。滑架在上下移动的过程中，使得芯线成螺旋状的盘绕在收线盘上，提高芯线收

集过程的致密性。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联动组件包括固定在驱动轴上主动齿轮、固定在环套

内侧面的环齿和与主动齿轮以及环齿同时啮合的过渡齿轮组，所述过渡齿轮转动连接在收

卷架上。

[001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环套和主动齿轮不直接接触，通过过渡齿轮组的传动，实现主

动齿轮和过渡齿轮之间的传动。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收卷架上设有用于将收卷架上位于收线盘的上方设有

凸轴，所述凸轴上套设有用于将收线盘抵紧在驱动盘上的弹性件。

[002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弹性件用于抵压收线盘，防止收线盘与驱动盘脱离。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导向轮组件包括转动连接在收卷架上的定滑轮、水平

分布在收卷架上端的两个缠绕轮，所述定滑轮位于上轴的下方，所述缠绕轮转动连接在收

卷架上并且位于定滑轮的两侧，缠绕屏蔽线后的芯线穿过所述上轴再经过定滑轮的转向

后，缠绕在所述缠绕轮上。

[002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定滑轮用于改变芯线的方向，使得芯线能够绕在缠绕轮上，缠

绕轮位于定滑轮的两侧，从而使得收卷架在转动过程中，屏蔽线缠绕在芯线上，防止芯线与

屏蔽线之间独自转动，确保整体一起转动，才能够使得屏蔽线缠绕在芯线上。

[002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收线盘和缠绕轮之间还有用于调节芯线张紧度的张紧

组件，所述张紧组件包括位于定滑轮下方的固定轮、用于夹持输送芯线的夹持轮，所述夹持

轮和固定轮之间设有张紧轮，所述张紧轮上水平设有固定轴，所述收卷架上水平设有两个

相互平行的滑杆，所述固定轴滑移连接在滑杆上，所述滑杆上套设有用于将张紧轮抵触在

滑杆一端的第一弹簧。

[002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屏蔽线在缠绕在芯线上的时候，屏蔽线收受到的力不是均匀

的，收卷盘在收纳芯线时，芯线受到的拉力也是拨动的，因此会造成芯线存在松弛的情况，

芯线松弛下来，会存在脱离导向轮组件和滚轮的风险。张紧组件用于确保芯线和屏蔽线处

于绷紧的状态。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7] 1、防止屏蔽线与屏蔽线之间打结缠绕而断裂；

[0028] 2、能够自动检测屏蔽线断线的情况；

[0029] 3、环套和联动组件的设置，使得芯线能够致密的缠绕在收线盘上。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实施例的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实施例的下架以及下架上的所有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是本实施例的断线检测装置和分线器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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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4是本实施例的放线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是本实施例的断线检测装置的电路示意图。

[0035] 图6是本实施例的下架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6] 图7是本实施例的收卷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8是本实施例的驱动组件和收线盘与收卷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9是本实施例的环套与滑架的配合关系示意图。

[0039] 图10是本实施例的联动组件、环套和驱动轴的结构示意图。

[0040] 附图标记：10、上架；11、下架；13、卷盘；15、安装台；2、分线器；21、固定盘；22、定位

柱；3、放线器；31、定位轴；32、放线盘；33、压盘器；331、压块；332、压簧；333、滑套；334、螺

杆；34、橡胶块；4、断线检测装置；41、电源；42、电流传感器；43、检测环；44、检测片；45、橡胶

套；5、收卷装置；51、收卷架；52、上轴；53、下轴；54、收线盘；55、驱动组件；551、驱动轴；552、

驱动盘；553、皮带轮；554、驱动电机；555、凸块；55、滚轮；56、滑架；561、滑轴；562、滑槽；

563、固定块；564、第二弹簧；57、凸轴；58、弹性件；6、导向轮组件；60、定滑轮；61、缠绕轮；7、

张紧组件；71、固定轮；72、夹持轮；73、滑杆；74、张紧轮；75、第一弹簧；76、固定轴；8、环套；

80、限位棱；81、凸耳；82、主动齿轮；83、过渡齿轮组；84、第一齿轮；85、第二齿轮；86、第三齿

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2] 实施例：参考图1和图2，一种用于加工线缆屏蔽线层的缠绕机，包括上下设置的上

架10和下架11，上架10内转动设置卷盘13，卷盘13上缠绕芯线。下架11内设置用于收卷缠绕

屏蔽线的芯线的收卷装置5，下架11的上表面水平设置安装台15，下架11的上表面位于卷盘

13的正下方设置分线器2，安装台15的上表面位于分线器2的四周周向均布若干放线器3，放

线器3上缠绕屏蔽线。芯线依次穿过上架10、分线器2并收纳在收卷装置5上，屏蔽线经过分

线器2的均匀分散后，汇聚于芯线上，收卷装置5在收卷芯线和屏蔽线的过程中转动，使得屏

蔽线缠绕在芯线上，这样实现将屏蔽线缠绕在芯线上的功能。

[0043] 参考图2和图3，分线器2包括水平固定在下架11的上表面的固定盘21和周向均布

在固定盘21四周的定位柱22，定位柱22竖直过盈插接在固定盘21上，固定盘21上竖直开设

有开口逐渐变小的过线孔，芯线和屏蔽线从过线孔中穿过，屏蔽线从相邻的定位柱22之间

穿过，这样避免相邻的屏蔽线会缠绕在一起。

[0044] 参考图2和图4，放线器3包括竖直固定在安装台15的上表面的定位轴31、转动连接

在定位轴31上的放线盘32以及将放线盘32限位在定位轴31上的压盘器33。压盘器33包括套

设在定位轴31上的并且上下设置的滑套333和压块331，压块331和滑套333之间设置压簧

332，压簧332套在定位轴31上，滑套333上沿滑套333的径向螺纹连接有螺杆334，螺杆334用

于将滑套333限位在定位轴31上。

[0045] 参考图4，当放线盘32安装在定位轴31上后，将压块331、压簧332和滑套333插在定

位轴31上，使得压块331压在放线盘32的上端面，通过滑动滑套333，来调节压簧332的弹力，

再通过螺杆334将滑套333固定在定位轴31上。此时放线盘32转动时需要克服压块331和放

线盘32和压块331之间的摩擦力，这样屏蔽线在行走的过程中，处于绷紧的状态，进一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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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同的屏蔽线之间会缠绕在一起。放线盘32的上下两端设置橡胶块34，下端的橡胶块34

固定在定位杆上，上端的橡胶块34固定在压块331上。橡胶块34用于增加放线盘32转动时需

要的摩擦力。

[0046] 参考图2和图5，下架11的上表面还设置用于检测屏蔽线断线情况的断线检测装置

4。断线检测装置4包括通过用于加工线缆屏蔽线层的缠绕机串联的电源41、电流传感器42

和检测环43。

[0047] 参考图3和图5，检测环43大于固定盘21并且与固定盘21同轴设置。检测环43的外

圆柱面上周向固定若干检测片44，检测片44具有弹性并且检测片44在不受力的情况下，检

测片44的侧面与检测环43的圆柱面不接触，检测环43和检测片44选用具有一定阻值的导电

金属材质制成，检测环43与下架11绝缘连接，检测环43和检测片44通过胶水绝缘粘接，胶水

选用玻璃胶。检测片44的上端超出检测环43并且沿检测环43的径向嵌设有橡胶套45，屏蔽

线穿过橡胶套45并且与橡胶套45过盈配合。

[0048] 参考图3和图5，当屏蔽线向远离放线器3（参考图2）的方向移动时，屏蔽线需要在

橡胶套45中移动，此时需要克服屏蔽线和橡胶套45之间的摩擦力，屏蔽线与橡胶套45之间

的摩擦力大于检测片44的弹力。因此，屏蔽线在移动的过程中，会拉动检测片44向靠近检测

环43的方向移动，并且与检测环43的侧壁贴合，电流传感器42记录这个时候线路中的电流。

当屏蔽线出现断开的情况时，此时屏蔽线和橡胶套45之间不再产生摩擦力，因此检测片44

在自身弹力的作用下，与检测环43不再接触，造成线路中电流会变化。电流传感器42上接入

PLC控制器（图中未示出），PLC控制器控制设备运行，当线路中的电流变化时，电流传感器42

将信息传递给控制器，控制器控制设备停机，从而便于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断线的情况。

[0049] 参考图6和图7，收卷装置5包括沿竖直轴线转动连接在下架11内的收卷架51、转动

连接在收卷架51上的导向轮组件6和转动连接在收卷架51上的用于收卷芯线的收线盘54。

收卷架51的上下两端竖直设置上轴52和下轴53，上轴52和下轴53的轴线与固定盘21的轴线

重合，上轴52和下轴53转动连接在下架11上。下轴53穿过下架11并设有带轮，下架11的侧壁

设置伺服电机，伺服电机通过带轮传动使得收卷架51转动。

[0050] 参考图6和图7，导向轮组件6位于上轴52的下方同时位于收线盘54的上方。导向轮

组件6包括转动连接在收卷架51上的定滑轮60、水平分布在收卷架51上端的缠绕轮61，两个

缠绕轮61转动连接在收卷架51上并且位于定滑轮60的两边，定滑轮60的转动轴线水平设

置，缠绕轮61的转动轴线竖直设置。上轴52上开设通孔，芯线和屏蔽线从上轴52上的通孔穿

过，经过定滑轮60的转向后，芯线和屏蔽线缠绕在缠绕轮61上。当收卷架51转动后，缠绕轮

61绕上轴52转动，从而进一步带动屏蔽线绕在芯线上，起到了将屏蔽线缠绕在芯线上的作

用。缠绕轮61和定滑轮60上开设环槽，环槽的设置，防止屏蔽线和芯线掉落。

[0051] 参考图6和图7，收线盘54和缠绕轮61之间还设置张紧组件7，张紧组件7用于调节

缠绕屏蔽线后的芯线的张紧度。张紧组件7包括位于定滑轮60下方的固定轮71和两个用于

夹持输送芯线的夹持轮72，固定轮71和夹持轮72的转动轴线水平设置。固定轮71和夹持轮

72之间设置张紧轮74，收卷架51上水平设置两个相互平行的滑杆73，张紧轮74上水平同轴

设有固定轴76，张紧轮74转动连接在固定轴76上，固定轴76的两端分别滑移连接在不同的

滑杆73上，滑杆73上设置套设有第一弹簧75，第一弹簧75用于将固定轴76限位在滑杆73的

一端。芯线和屏蔽线从缠绕轮61上绕出后，绕在固定轮71上，再绕向张紧轮74，最后从夹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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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72之间穿过。绕线的时候，芯线从张紧轮74远离第一弹簧75的一端绕过张紧轮74。

[0052] 参考图6和图7，收线盘54在收线的过程中，收卷架51在转动的过程中，芯线受到的

拉力是拨动的。当芯线受到的拉力变大时，此时张紧轮74向靠近第一弹簧75的一端移动，使

得第一弹簧75被压缩，从而具有弹力；当芯线收到的拉力变小时，第一弹簧75顶推固定轴

76，从而确保芯线始终处于绷紧的状态。

[0053] 参考图7和图8，收卷架51上位于收线盘54的侧面转动连接有滚轮55，滚轮55的转

动轴线水平设置。芯线从夹持轮72穿过后，绕过滚轮55，经过滚轮55的转向后，芯线固定在

收线盘54上。收卷架51上设置驱动组件55，驱动组件55用于驱动收线盘54转动。驱动组件55

包括穿过下轴53的驱动轴551、水平固定在驱动轴551顶端的驱动盘552，收线盘54、驱动盘

552、驱动轴551与下轴53均同轴设置，驱动轴551的下端设置皮带轮553，下架11的外侧壁上

固定设置驱动电机554，驱动电机554通过皮带驱动皮带轮553转动。驱动盘552和收线盘54

的下端面贴合，驱动盘552上设置凸块555，收线盘54上设置凹槽，凸块555和凹槽相互插接，

通过凸块555和凹槽使得收线盘54驱动盘552同步转动。收线盘54在转动时候，芯线缠绕在

收卷盘13上，对芯线起到收卷的作用。

[0054] 参考图6和图8，收卷架51上并且位于收线盘54上方向下设置凸轴57，在凸轴57上

固定设置弹性件58，弹性件58用于防止收线盘54脱离驱动盘552。弹性件58具体为弹簧，弹

性件58的下端弹性抵触在收线盘54上。

[0055] 参考图8和图9，收卷架51上水平设置方形的滑架56，滚轮55上转动连接在滑架56

上，滑架56沿竖直方向滑移连接在收卷架51上。收卷架51上转动连接有环套8，环套8与收线

盘54同轴设置，收线盘54位于环套8的内侧。环套8的上端面上突起有两个凸耳81，两个凸耳

81镜像设置，凸耳81轮廓成弧形。滑架56与凸耳81的上表面接触。滑架56上位于环套8与驱

动轴551之间设有用于驱动环套8转动的联动组件。

[0056] 参考图8和图9，当驱动轴551转动时，通过联动组件使得环套8一起转动。当环套8

转动时，凸耳81与环套8同步转动。当滑架56从凸耳81的低端向高处移动时，此时整个滑架

56和滚轮55向上移动；当滑架56从凸耳81的高端向低端滑动时，滑架56和滚轮55整体向下

移动。这样使得芯线螺旋状的盘绕在收卷盘13上，使得芯线能够整齐的盘绕在收线盘54上。

[0057] 参考图9，滑架56的四个拐角处均设置滑轴561，收卷架51上竖直开设滑槽562，滑

轴561滑移连接在滑槽562中，滑槽562使得滑架56只能够沿竖直方向滑动。收卷架51上位于

滑槽562的上方位置固定设置固定块563，固定块563上固定设置第二弹簧564，第二弹簧564

的下端抵触在滑架56上。当滑架56向上移动时，第二弹簧564受到挤压而具有弹力，当滑架

56从凸耳81的低端向高处移动时，第二弹簧564能够抵触滑架56，确保滑架56能够向下滑

移。

[0058] 参考图9和图10，联动组件包括与驱动轴551同轴固定连接的主动齿轮82、与主动

齿轮82啮合的过渡齿轮组83以及固定在环套8内侧面的环齿。主动齿轮82位于驱动盘552的

下方，过渡齿轮组83转动连接收卷架51上。当主动齿轮82转动时，带动过渡齿轮转动，进一

步带动环套8转动。过渡齿轮组83包括上下同轴设置的第一齿轮84、第二齿轮85，第二齿轮

85大于第一齿轮84和主动齿轮82，主动齿轮82和第二齿轮85啮合，第二齿轮85和环齿之间

设置第三齿轮86，第一齿轮84、第二齿轮85以及第三齿轮86绕竖直轴线转动连接收卷架51

上。由于收线盘54需要转动多圈，芯线才能够从下往上进行一层的缠绕，因此收线盘54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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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多圈，环套8才转动一圈。上述设置，使得主动齿轮82转动多圈，环套8转动一圈，满足实

际的生产需求。

[0059] 参考图10，收卷架51上与环套8接触的面上设置两个限位棱80，限位棱80与环套8

外侧面接触，限位棱80防止环套8水平位移。

[0060] 动作过程，首先将芯线、屏蔽线安装到位，接着将屏蔽线穿过断线检测装置4和分

线器2，使得屏蔽线和芯线汇聚于一点；接着将屏蔽线和芯线同时竖直穿过分线器2，再依次

缠绕在导向轮组件6、滚轮55和收线盘54上；最后开启设备，使得芯线和屏蔽线先转动而缠

绕在一起后，再收卷在收线盘54上，当收线盘54收集满后，更换收线盘54即可。

[0061]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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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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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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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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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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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8/10 页

18

CN 111332863 B

1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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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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