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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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796934.4

(22)申请日 2017.09.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64066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30

(73)专利权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

研究所

地址 230088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

道199号

(72)发明人 杨占锋　伍彬艺　李浩　桑青华　

张大伟　李付军　汤辉　李翔　

王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金安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企业) 34114

代理人 金惠贞

(51)Int.Cl.

B65H 75/4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582355 U,2014.05.07,

CN 102040173 B,2013.01.23,

CN 102935900 A,2013.02.20,

CN 203922558 U,2014.11.05,

US 7618023 B2,2009.11.17,

JP 52-23493 U,1977.02.18,

审查员 马沈聪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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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

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包括电机、减速器、上牵引

轮、下牵引轮和缆绳；还包括用于缆绳包角调整

的包角调整机构和控制机构；包角调整机构包括

导向机构和电动缸；导向机构包括一对以上的导

向轮；一对以上的导向轮夹持着缠绕在上牵引轮

和下牵引轮上的缆绳的中部；导向机构固定设于

电动缸的伸缩杆的外伸端；电动缸位于上牵引轮

和下牵引轮之间外轮廓切线的垂直平分线上；控

制机构包括编码器和控制器等；工作时，控制器

计算某一包角对应的电动缸的位置，并控制电动

缸运动，实现缆绳在上牵引轮和下牵引轮上包角

的精确调整。缆绳的包角减小可以减低缆绳因循

环弯曲造成的疲劳损伤，提高缆绳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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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包括电机（10）、减速器（9）、上牵

引轮（12）、下牵引轮（8）和缆绳；电机（10）和  减速器（9）通过联轴器连接，减速器（9）上设有

同步的两根输出轴，两根输出轴上分别设有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牵引轮（12）和

下牵引轮（8）直径相同，呈上下平行排列，且通过两块支撑板（11）固定设于底板（7）上；所述

缆绳分别缠绕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用于缆绳包角调整的包角调整机构和控制机构（3）；

所述包角调整机构包括导向机构（1）、电动缸（2）；

所述导向机构（1）包括一对以上的导向轮；一对以上的导向轮夹持着缠绕在上牵引轮

（12）和下牵引轮（8）上的缆绳的中部；所述导向机构（1）固定设于电动缸（2）的伸缩杆的外

伸端；所述电动缸（2）位于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之间外轮廓切线的垂直平分线上；

电动缸（2）通过推杆支撑座（4）固定在底板（7）上；

所述控制机构（3）包括编码器、输入机构；

工作时，使驱动电机（10）得电工作，通过减速器（9）带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

旋转；包角调整时，电动缸（2）得电工作，电动缸（2）的伸缩杆做伸缩运动，实现缆绳在上牵

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包角的精确调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导向机构（1）包括一对以上的导向轮（101）和固定架（102）；所述固定架（102）为U形

架，一对以上的导向轮（101）上下平行设于U形架的开口端内；固定架（102）的底部外侧设有

连接杆（103），连接杆（103）固定连接着电动缸（2）的伸缩杆的外伸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一对以上的导向轮（101）和缆绳之间为滚动摩擦，以减少对缆绳的磨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动缸（2）为伺服电动缸。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机（10）为普通异步电机或伺服电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编码器为绝对值编码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输入机构为触摸屏显示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其特征在

于：以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中心连线的中点为起点，以导向机构（1）夹持的缆绳处

为止点，所述起点和止点之间的连线长度为包角调整机构的电动缸（2）的行程L，所述上牵

引轮（12）的半径和下牵引轮（8）的半径均为R，上牵引轮（12）与下牵引轮（8）之间的中心距

为d；电动缸（2）伸缩杆的伸缩通过导向机构（1）带动缆绳的前后运动，实现缆绳在牵引轮上

形成的包角角度的变化；当所述行程L大于R时，每圈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包角θ小于π；当

所述行程L小于R时，每圈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包角大于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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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系留气球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用于系留气球的缆绳收放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用于系留气球的缆绳收放装置通过牵引缆绳实现系留气球的升空与回收，是系留

气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的收放装置上缆绳形成包角为固定值，无法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一种用于系留气球收放和驻留的缆绳牵引装置包括电机、减速箱、上牵引轮和下

牵引轮；电机与减速箱通过联轴器连接，在联轴器上安装制动器；电机、减速箱和制动器安

装在安装座上。缆绳直接缠绕在牵引轮的轮槽中，单圈缆绳在该牵引装置的牵引轮上形成

的包角为固定值π，无法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缆绳形成的包角不能调整存在的问题是：当需

要手动更换缆绳时，缆绳上负载特别小，此时由于缆绳包角不能调，极易造成中间几圈缆绳

无法有效的被压紧在上牵引轮和下牵引轮的轮槽中，甚至出现缆绳脱槽，进而损坏缆绳。另

一种情况，缆绳上负载较大，或者缆绳表面发生变化(凝结水雾、积累灰尘)需要增大缆绳与

牵引轮包角时，此时由于缆绳包角不能调，极易造成缆绳在牵引轮上打滑，造成收放装置无

法完成系留气球的收放，对系统造成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缆绳在牵引轮上的包角调整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

放装置。

[0004] 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包括电机10、减速器9、上牵引轮

12、下牵引轮8和缆绳；电机10和减速器9通过联轴器连接，减速器9上设有同步的两根输出

轴，两根输出轴上分别设有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直径相同，呈

上下平行排列，且通过两块支撑板11固定设于底板7上；所述缆绳分别缠绕在上牵引轮12和

下牵引轮8上，改进在于：

[0005] 还包括用于缆绳包角调整的包角调整机构和控制机构3；

[0006] 所述包角调整机构包括导向机构1、电动缸2；

[0007] 所述导向机构1包括一对以上的导向轮；一对以上的导向轮夹持着缠绕在上牵引

轮12和下牵引轮8上的缆绳的中部；所述导向机构1固定设于电动缸2的伸缩杆的外伸端；所

述电动缸2位于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之间外轮廓切线的垂直平分线上；电动缸2通过推

杆支撑座4固定在底板7上；

[0008] 工作时，使驱动电机10得电工作，通过减速器9带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旋转；

包角调整时，电动缸2得电工作，伸缩杆的伸缩运动，实现缆绳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

包角的精确调整。

[0009] 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0] 所述导向机构1包括一对以上的导向轮101和固定架102；所述固定架102为U形架，

一对以上的导向轮101上下平行设于U形架的开口端内；固定架102的底部外侧设有连接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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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连接杆103固定连接着电动缸2的伸缩杆的外伸端。

[0011] 所述一对以上的导向轮101和缆绳之间为滚动摩擦，以减少对缆绳的磨损。

[0012] 所述电动缸2为伺服电动缸。

[0013] 所述电机10为普通异步电机或伺服电机。

[0014] 所述编码器为绝对值编码器。

[0015] 所述输入机构为触摸屏显示器。

[0016] 以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中心连线的中点为起点，以导向机构1夹持的缆绳处为

止点，所述起点和止点之间的连线长度为包角调整机构的电动缸2的行程L。所述上牵引轮

12的半径和下牵引轮8的半径均为R，上牵引轮12与下牵引轮8之间的中心距为d；电动缸2伸

缩杆的伸缩通过导向机构1带动缆绳的前后运动，实现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包角角度的

变化；当所述行程L大于R时，每圈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包角θ小于π；当所述行程L小于R

时，每圈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包角大于π。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体现在以下方面：

[0018] 1 .本发明采用电动缸带动导向机构实现缆绳的包角可控调节。当使用工况良好，

实际使用负载小于设计最大负载时，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控制机构的操作面板输入减小缆绳

缠绕包角指令，编码器根据几何换算关系自动计算导向机构应该所处于的位置，并控制电

动缸带动导向机构到达预定位置，实现缆绳的包角减小的目的。缆绳的包角减小可以减低

缆绳因循环弯曲造成的疲劳损伤，提高缆绳的使用寿命。

[0019] 2.在某些特殊应用场合(如：手动更换缆绳)缆绳上负载特别小时，缆绳张力经过

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的前几圈后迅速衰减至较小值，甚至低于缆绳通过上牵引轮12

和下牵引轮8的弯曲应力，极易造成中间几圈缆绳无法有效的被压紧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

引轮8的轮槽中，甚至出现缆绳脱槽，进而损坏缆绳。此时也可以通过减小缆绳包角，减慢缆

绳张力经过牵引轮槽后的衰减速度，实现每一圈缆绳张力都足够将缆绳压紧至上牵引轮12

和下牵引轮8的轮槽上，防止缆绳脱槽的危险。

[0020] 3.当某些工况出现缆绳负载较大，或者缆绳表面发生变化(凝结水雾、积累灰尘)

需要增大缆绳与牵引轮包角时，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控制机构的操作面板输入增大缆绳缠绕

包角指令，编码器根据几何换算关系自动计算导向装置应该所处于的位置，并控制电动缸

动作带动导向机构到达预定位置，实现缆绳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的包角增大。

[0021] 4.控制机构3包括张力信号采集单元和缆绳表面湿度检测单元，控制器能够根据

当前缆绳的张力、缆绳表面湿度自动进行缆绳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的包角的调整；

当使用工况良好或者负载特别小的情况下能够自动调小缆绳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

的包角，最大限度减低缆绳因循环弯曲造成的疲劳损伤，提高缆绳的使用寿命；当缆绳负载

较大或者缆绳表面湿度较大时能够自动调大缆绳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的包角，最

大限度保证系统安全。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包角减小状态示意图。

[0024] 图3为包角增大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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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4为导向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图4中导向轮布置的横截面图。

[0027] 图6包角减小状态下包角与装置其他参数几何关系结构简图。

[0028] 图7包角增大状态下包角与装置其他参数几何关系结构简图。

[0029] 上图中序号：导向机构1、电动缸2、控制机构3、推杆支撑座4、导向轮5、固定架6、底

板7、下牵引轮8、减速器9、牵引驱动电机10、支撑板11、上牵引轮12、导向轮101、固定架102、

连接杆103。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描述。

[0031] 参见图1，一种用于系留气球的包角可调整的缆绳收放装置包括电机10、减速器9、

上牵引轮12、下牵引轮8和缆绳。电机10为伺服电机，电机10和减速器9通过联轴器连接，减

速器9上安装有同步的两根输出轴，两根输出轴上分别安装有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

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直径相同，呈上下平行排列；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通过两块支撑

板11固定安装于底板7上；缆绳分别缠绕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

[0032] 缆绳收放装置还包括用于缆绳包角调整的包角调整机构和控制机构3。

[0033] 包角调整机构包括导向机构1和电动缸2，导向机构1固定安装于电动缸2的伸缩杆

的外伸端上，电动缸2为伺服电动缸。

[0034] 参见图4和图5，导向机构1包括三对导向轮101和固定架102。固定架102为U形架，

参见图5，三对导向轮101上下平行安装于U形架的开口端内；固定架102的底部外侧固定安

装有连接杆103，连接杆103固定连接着电动缸2的伸缩杆的外伸端。三对导向轮101夹持着

缠绕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的缆绳的中部，三对导向轮101和缆绳之间为滚动摩擦，

以减少对缆绳的磨损。电动缸2位于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之间外轮廓切线的垂直平分线

上；电动缸2通过推杆支撑座4固定在底板7上。

[0035] 以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中心连线的中点为起点，以导向机构1夹持的缆绳处为

止点，所述起点和止点之间的连线长度为包角调整机构的电动缸2的行程L。所述上牵引轮

12的半径和下牵引轮8的半径均为R，上牵引轮12与下牵引轮8之间的中心距为d；电动缸2伸

缩杆的伸缩通过导向机构1带动缆绳的前后运动，实现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包角角度的

变化；当所述行程L大于R时，每圈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包角θ小于π；当所述行程L小于R

时，每圈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包角大于π。

[0036] 控制机构3包括编码器、输入机构、缆绳张力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控制器；控制器

包括电动缸驱动单元、电机驱动单元、张力信号采集单元和缆绳表面湿度检测单元。

[0037] 本发明工作时控制机构3中的控制器通过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10带动减速器9、上

牵引轮12、下牵引轮8运动，进而通过摩擦力带动缆绳实现系留气球收放。

[0038] 工作时，具有手动调整模式或自动调整模式，两种模式均通过输入机构进行设置。

[0039] 手动模式工作时，通过触摸屏显示器输入包角目标值；电机驱动器接收控制指令

驱动电机10通过减速器9带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旋转；电动缸驱动器接收控制指令驱

动电动缸2运动；编码器与电动缸2同轴安装，实时反馈电动缸2伸缩杆的位置，为包角调整

提供位置信息；控制器根据包角的目标值实时进行运算，计算某一包角对应的电动缸2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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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并依据编码器反馈的位置通过电动缸驱动器控制电动缸2运动，实现缆绳在上牵引轮12

和下牵引轮8上包角的精确调整。

[0040] 自动模式工作时，控制器实时采集当前缆绳的张力、缆绳表面湿度，根据缆绳张力

和缆绳表面的湿度与绳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包角的对应关系自动得到包角目标

值，控制器在根据该目标值实时进行运算，计算对应的电动缸2的位置，并依据编码器反馈

的位置通过电动缸驱动器控制电动缸2运动，实现缆绳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包角的

自动精确调整。

[0041] 参见图2和图6，

[0042] 系统默认状态为电动缸2的行程L为500mm，此时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单圈包角

为π，当需要将缆绳在牵引轮上形成的单圈包角减小为4π/3时，操作人员在控制机构3上的

触摸屏输入该值，并启动包角调整。控制机构3中的控制器根据下式进行换算，得到电动缸2

的行程L必须为d/2＝1000mm。

[0043]

[0044] 然后控制机构3的控制器通过电动缸驱动器驱动电动缸2缓慢将伸缩杆缩回直至

电动缸当前行程为1000mm，调整过程中，控制机构3的控制器实时通过采集绝对值编码器对

电动缸2进行位置闭环控制，提高包角调整的精度。

[0045] 参见图3和图7

[0046] 系统正常进行系留气球的回收工作。工作过程中突发出现下雨和大风情况，控制

机构3的缆绳表面湿度检测装置自动检测出缆绳表面出现大量雨水，控制机构3的张力信号

采集装置自动检测出气球由于大风出现造成缆绳张力急剧增大，控制机构3的控制器根据

当前缆绳表面湿度及当前缆绳的张力自动计算出缆绳在上牵引轮12和下牵引轮8上所需的

包角目标值，并通过电动缸驱动器驱动电动缸2缓慢将伸缩杆伸出，增大缆绳在上牵引轮12

和下牵引轮8上包角，直至达到目标值。调整过程中，控制机构3的控制器实时通过采集绝对

值编码器对电动缸2进行位置闭环控制，提高包角调整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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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8

CN 107640669 B

8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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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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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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