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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芯光纤束松套管，包

括:光纤基束、若干层光纤层束和保护层；若干层

光纤层束由内而外依次相套排列；所述光纤基束

位于最内层光纤层束的中心；所述保护层包套在

最外层的光纤层束外表面；所述光纤基束与光纤

层束均具有相等根数的光纤；所述光纤基束的光

纤与光纤层束的光纤具有相同的色谱数；所述光

纤基束和位于内层的光纤层束外表面缠绕有纱

线。本发明采取若干层光纤层束由内而外依次相

套排列，在光纤基束和光纤层束之间以及任意两

层光纤层束之间设置缠绕的纱线；其生产工艺更

简单，不同层次的光纤束更易于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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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芯光纤束松套管，其特征在于，包括:光纤基束、若干层光纤层束和保护层；若

干层光纤层束由内而外依次相套排列；所述光纤基束位于最内层光纤层束的中心；所述保

护层包套在最外层的光纤层束外表面；所述光纤基束和位于内层的光纤层束外表面缠绕有

纱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芯光纤束松套管，其特征在于，最外层的所述光纤层束与保护

层之间填充有纤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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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芯光纤束松套管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7年03月15日，申请号为201710153747.4，发明名称为“多芯

光纤束松套管及其制造方法和纱线缠绕装置”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多芯光纤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芯光纤束松套管及其制造方法和

纱线缠绕装置。

背景技术

[0003] 目前，当前在生产超过单管12芯光纤时，为了便于颜色的识别一般都采用加色环

或光纤束的识别方法。但色环的识别在光线不充足的地方存在一定的难度，例如夜间施工

或井下施工时，由于光纤本色比较细，色环只是在原有颜色的基础上多了几个黑色或其他

颜色的点，使用时容易识别错误，对光缆的施工要求较高。光纤束的方法是将所有光纤分成

等量的若干组，每组光纤外分别采用不同颜色纱线等缠绕成束，从而加以区分。此方法虽然

可以有效识别色谱，但生产工艺较复杂，对生产设备要求也较高，一般的公司均难以满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多芯光纤束松套管，解决了现有多芯光纤套管

难以辨认且生产工艺复杂的缺陷。

[0005]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多芯光纤束松套管，包括:光纤基束、若干层光纤层束和保护层；若干层光纤

层束由内而外依次相套排列；所述光纤基束位于最内层光纤层束的中心；所述保护层包套

在最外层的光纤层束外表面；

[0007] 所述光纤基束与光纤层束均具有相等根数的光纤；所述光纤基束的光纤与光纤层

束的光纤具有相同的色谱数；所述光纤基束和位于内层的光纤层束外表面缠绕有纱线。

[0008] 本发明采取若干层光纤层束由内而外依次相套排列，在光纤基束和光纤层束之间

以及任意两层光纤层束之间设置缠绕的纱线；其生产工艺更简单，不同层次的光纤束更易

于辨认。

[0009] 可选的，最外层的所述光纤层束与保护层之间填充有纤膏。可以在最外层的光纤

层束与保护层之间填充有纤膏以提高多芯光纤束松套管的防水性能。

[0010]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用于制造多芯光纤束松套管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第一光纤放线架组放出的不同色谱的光纤汇聚成光纤基束；

[0012] 2)纱线缠绕装置放出纱线，并将纱线缠绕在光纤基束上；

[0013] 3)缠绕有纱线的光纤基束牵引进入第二光纤放线架组；所述第二光纤放线架组将

不同色谱的光纤汇聚在光纤基束表面形成第一层光纤层束；

[0014] 4)纱线缠绕装置放出纱线，并将纱线缠绕在第一层光纤层束上；

[0015] 5)缠绕有纱线的第一层光纤层束牵引进入第三光纤放线架组；所述第三光纤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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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组将不同色谱的光纤汇聚在第一层光纤层束表面形成第二层光纤层束；

[0016] 6)多次重复步骤4)和步骤5)的纱线缠绕操作和和光纤汇聚操作，直至牵引光纤层

束依次经过纱线缠绕装置和第n光纤放线架组分别进行缠绕纱线和汇聚光纤，生产出第n-1

层光纤层束；

[0017] 7)将包套好的具有第n层光纤层束的光纤束再通过挤塑机挤塑，冷却后形成包套

的保护层；

[0018] 所述第一光纤放线架组至第n光纤放线架组均包括等数量的若干组光纤放线装

置；所述第二光纤放线架组至第n光纤放线架组还均包括汇线装置；所述光纤放线装置上设

有四个单色谱光纤放线组件，所述单色谱光纤放线组件用于放出单色谱光纤；所述汇线装

置用于单色谱光纤汇聚成单方向的光纤束。该工艺流水线依次生产，其生产便利；用到的第

一光纤放线架组至第n光纤放线架结构一致，便于生产。

[0019] 可选的，所述单色谱光纤放线组件包括光纤盘和滑轮系统，所述光纤盘放出的光

纤经过滑轮系统转入汇线装置；所述滑轮系统由一对并列的滑轮构成。

[0020]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纱线缠绕装置，包括：锥形纱线套管和汇线模，所述锥形纱线

套管上缠绕有纱线，所述锥形纱线套管在光纤束的牵引下放出纱线；所述锥形纱线套管设

有便于光纤束穿过的轴向的通孔；所述汇线模包括设有穿孔的固定块。

[0021] 可选的，所述锥形纱线套管最小端的与汇线模之间的最小距离为8cm～10cm。两者

之间的距离如果过大或过小，超出8cm～10cm，会使得缠绕线打结或不易放出。

[0022] 可选的，所述第n光纤放线架组上的汇线模的穿孔直径dn＝1.16＊N1/2＊d0+(1.5+

0.3n)。

[0023] 可选的，所述各锥形纱线套管的半锥度角β应不小于锥形纱线套管最小端与成束

后的光纤之间的最小夹角α的5倍，其中：

[0024] tanα＝(Dn/L)/2＝(dn+2δ)/(2L)＝(1.16＊N1/2＊d0+1.5+0.3n+2δ)/(2L)。设置所

述第n光纤放线架组上的穿孔直径dn＝1.16*N1/2*d0+(1.5+0.3n)。且所述各锥形纱线套管的

半锥度角β应不小于锥形纱线套管最小端与成束后的光纤之间的最小夹角α的5倍，使得各

组放线架纱线的放线协调一致，不容易紊乱。

[0025] 可选的，所述通孔的内径等于穿孔的内径。设置通孔的内径等于穿孔的内径，进一

步保证了缠绕汇线的效果。

[0026]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光缆，包括多芯光纤束松套管，所述多芯光纤束松套管为上

述的多芯光纤束松套管。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取若干层光纤层束由内而外依次相套排列，在光

纤基束和光纤层束之间以及任意两层光纤层束之间设置缠绕的纱线；其生产工艺更简单，

不同层次的光纤束更易于辨认。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多芯光纤束松套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多芯光纤束松套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三光纤放线架组与纱线缠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三的纱线缠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0058365 A

4



[0032] 图中各附图标记为：

[0033] 1、光纤基束；2、光纤层束；3、保护层；4、纱线；5、第一光纤放线架组；6、第二光纤放

线架组；7、第三光纤放线架组；8、纱线缠绕装置；9、第n光纤放线架组；10、锥形纱线套管；

11、汇线模；12、光纤放线装置；13、汇线装置；14、通孔；15、穿孔；16、单色谱光纤放线组件；

17、光纤盘；18、滑轮系统；19、固定块；20、滑轮；21、挤塑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各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描述。

[0035] 本发明中所述的n为光纤放线架组的序号(从远离机头挤塑位置开始计数，如图3

从上到下计数，)。

[0036] 本发明中锥形纱线套管最小端的与汇线模之间的最小距离为附图4中的k所示。

[0037] 实施例一：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芯光纤束松套管(见附图1)，包括:光纤基束1、若

干层光纤层束2和保护层3；若干层光纤层束2由内而外依次相套排列；所述光纤基束1位于

最内层光纤层束2的中心；所述保护层3包套在最外层的光纤层束2外表面；

[0038] 所述光纤基束1与光纤层束2均具有相等根数的光纤；所述光纤基束1的光纤与光

纤层束2的光纤具有相同的色谱数；所述光纤基束1和位于内层的光纤层束2外表面缠绕有

纱线4。

[0039] 本实施例为干式结构，这里的纱线4采用阻水纱线4。所述光纤基束1与光纤层束2

均具有相等根数以及若干种色谱的光纤；管线所述光纤基束1外表面缠绕有纱线4；所述光

纤层束2与光纤层束2之间同样设有纱线4，所述纱线4缠绕在位于内层的光纤层束2上。本实

施例的保护层3采用PBT材质(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本实施例为12种色谱的光纤基束1

和光纤层束2。

[0040] 本发明中的最外层的光纤层束2外表面不用纱线4缠绕。

[0041] 实施例二：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芯光纤束松套管(见附图2)，包括:光纤基束1、若

干层光纤层束2和保护层3；若干层光纤层束2由内而外依次相套排列；所述光纤基束1位于

最内层光纤层束2的中心；所述保护层3包套在最外层的光纤层束2外表面；

[0042] 所述光纤基束1与光纤层束2均具有相等根数的光纤；所述光纤基束1的光纤与光

纤层束2的光纤具有相同的色谱数；所述光纤基束1和位于内层的光纤层束2外表面缠绕有

纱线4。最外层的所述光纤层束2与保护层3之间填充有纤膏。可以在最外层的光纤层束2与

保护层3之间填充有纤膏以提高多芯光纤束松套管的防水性能。本实施例为填充式结构。本

实施例的保护层3采用PBT材质(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本实施例为12种色谱的光纤基束

1和光纤层束2。

[0043]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光缆，包括多芯光纤束松套管，所述多芯光纤束松套管为上述

的多芯光纤束松套管。

[0044] 实施例三：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用于制造多芯光纤束松套管的方法(见附图3)，包

括以下步骤：

[0045] 1)第一光纤放线架组5放出的不同色谱的光纤汇聚成光纤基束1；

[0046] 2)纱线缠绕装置8放出纱线4，并将纱线4缠绕在光纤基束1上；

[0047] 3)缠绕有纱线4的光纤基束1牵引进入第二光纤放线架组6；所述第二光纤放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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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6将不同色谱的光纤汇聚在光纤基束1表面形成第一层光纤层束2；

[0048] 4)纱线缠绕装置8放出纱线4，并将纱线4缠绕在第一层光纤层束2上；

[0049] 5)缠绕有纱线4的第一层光纤层束2牵引进入第三光纤放线架组7；所述第三光纤

放线架组7将不同色谱的光纤汇聚在第一层光纤层束2表面形成第二层光纤层束2；

[0050] 6)多次重复步骤4)和步骤5)的纱线4缠绕操作和光纤汇聚操作，直至牵引光纤层

束2依次经过纱线缠绕装置8和第n光纤放线架组9分别进行缠绕纱线4和汇聚光纤，生产出

第n-1层光纤层束2；

[0051] 7)将包套好的具有n-1层光纤层束2的光纤束在通过注塑机注塑，冷却后形成包套

的保护层3；

[0052] 所述第一光纤放线架组5至第n光纤放线架组9均包括等数量的若干组光纤放线装

置12；所述第二光纤放线架组6至第n光纤放线架组9还均包括汇线装置13；所述光纤放线装

置12上设有四个并列设置的单色谱光纤放线组件16，所述单色谱光纤放线组件16用于放出

单色谱光纤；所述汇线装置13用于单色谱光纤汇聚成单方向的光纤束。该工艺流水线依次

生产，其生产便利；用到的第一光纤放线架组5至第n光纤放线架结构一致，便于生产。

[0053] 所述单色谱光纤放线组件16包括光纤盘17和滑轮20系统18，所述光纤盘17放出的

光纤经过滑轮20系统18转入汇线装置13；所述滑轮20系统18由一对并列的滑轮20构成。

[0054] 本发明中，对于干式结构，在生产出使用阻水纱线4缠绕的光纤基束1和光纤层束2

后，通过挤塑机21将PBT材质熔融包覆在光纤束外，水冷后形成保护层3。对于填充式结构，

在生产出使用阻水纱线4缠绕的光纤基束1和光纤层束2后，在最外层的光纤层束2的外表面

使用填充装置填充纤膏后，再通过挤塑机21将PBT材质熔融包覆在光纤束外，水冷后形成保

护层3。

[0055]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纱线缠绕装置8(见附图4)，包括：锥形纱线套管10和汇线模

11，所述锥形纱线套管10上缠绕有纱线4，所述锥形纱线套管10在光纤束的牵引下放出纱线

4；所述锥形纱线套管10设有便于光纤束穿过的轴向的通孔14；所述汇线模11包括设有穿孔

15的固定块19。

[0056] 所述锥形纱线4套管最小端的与汇线模11之间的最小距离为8cm～10cm。两者之间

的距离如果过大或过小，超出8cm～10cm，会使得缠绕线打结或不。所述第n光纤放线架组9

的后续紧邻的汇线模11的穿孔15直径dn＝1.16＊N1/2*d0+(1.5+0.3n)。

[0057] 其中：dn为序号为n的那组光纤放线架组上的汇线模11内孔直径；N为过该汇线模

11孔的光纤数量；d0为单根光纤直径。

[0058] 所述各锥形纱线套管10的半锥度角β应不小于纱线4从锥形纱线套管10上放线出

来与成束后的光纤之间的最小夹角α的5倍(也就是β≥5α)，其中：

[0059] tanα＝(Dn/L)/2＝(dn+2δ)/(2L)＝(1.16*N1/2*d0+1.5+0.3n+2δ)/(2L)；

[0060] 这里：Dn＝dn+2δ；

[0061] β≥5α＝10actan[(1.16*N1/2*d0+1.5+0.3n+2δ)/(2L)]。

[0062] 其中：Dn为序号为n的那组光纤放线架上的锥形纱线套管10小端口外径；δ为锥形

装置小端口端壁厚。设置所述第n光纤放线架组9的后续紧邻的汇线模11的穿孔15直径dn＝

1.16＊N1/2＊d0+(1.5+0.3n)。且所述各锥形纱线套管10的半锥度角β应不小于锥形纱线套

管10最小端与成束后的光纤之间的最小夹角α的5倍，使得各组放线架纱线4的放线协调一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0058365 A

6



致，不容易紊乱。

[0063] 所述通孔14余穿孔15具有相同的轴心线。所述通孔14的内径等于穿孔15的内径。

设置通孔14的内径等于穿孔15的内径，进一步保证了缠绕汇线的效果。

[0064] 本发明实施时，1)第一光纤放线架组放出的不同色谱的光纤汇聚成光纤基束；2)

纱线缠绕装置放出纱线，并将纱线缠绕在光纤基束上；3)缠绕有纱线的光纤基束牵引进入

第二光纤放线架组；所述第二光纤放线架组将不同色谱的光纤汇聚在光纤基束表面形成第

一层光纤层束；4)纱线缠绕装置放出纱线，并将纱线缠绕在第一层光纤层束上；5)缠绕有纱

线的第一层光纤层束牵引进入第三光纤放线架组；所述第三光纤放线架组将不同色谱的光

纤汇聚在第一层光纤层束表面形成第二层光纤层束；6)多次重复步骤4)和步骤5)的纱线缠

绕操作和光纤汇聚操作，直至牵引光纤层束依次经过纱线缠绕装置和第n光纤放线架组分

别进行缠绕纱线和汇聚光纤，生产出第n-1层光纤层束；7)将包套好的具有n-1层光纤层束

的光纤束在通过挤塑机挤塑，冷却后形成包套的保护层；

[0065] 其中，对于干式结构，在生产出使用阻水纱线缠绕的光纤基束和光纤层束后，可进

一步通过挤塑机将PBT材质熔融包覆在光纤束外，水冷后形成保护层。对于填充式结构，在

生产出使用阻水纱线缠绕的光纤基束和光纤层束后，在其表面使用填充装置填充纤膏后，

再通过挤塑机将PBT材质熔融包覆在光纤束外，水冷后形成保护层。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即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凡

是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

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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