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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绕包领域，具体为一种适应

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包括操作台、设

备本体、控制箱、支撑架和导管，还包括更换装

置，设备本体设置在操作台的表面，控制箱放置

在操作台的表面，支撑架设置在操作台的一侧，

导管放置在支撑架的表面，更换装置设置在支撑

架的表面，更换装置包括固定块，固定块与支撑

架的表面固定连接，固定块的表面转动连接有转

动轴，转动轴的数量为两个，转动轴的表面固定

连接有套块一。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更换装置，

便于对导管进行便捷更换，使其设备能对不同规

格线缆进行生产作业，对此有效地提升了设备的

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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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包括操作台(1)、设备本体(2)、控制箱(3)、

支撑架(4)和导管(5)，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更换装置(6)，所述设备本体(2)设置在操作台

(1)的表面，所述控制箱(3)放置在操作台(1)的表面，所述支撑架(4)设置在操作台(1)的一

侧，所述导管(5)放置在支撑架(4)的表面，所述更换装置(6)设置在支撑架(4)的表面，所述

更换装置(6)包括固定块(61)，所述固定块(61)与支撑架(4)的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块

(61)的表面转动连接有转动轴(62)，所述转动轴(62)的数量为两个，所述转动轴(62)的表

面固定连接有套块一(6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转

动轴(62)靠近套块一(63)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套块二(64)，所述套块一(63)和套块二(64)与

导管(5)的表面套设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套

块一(63)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固定弹簧(65)，所述固定弹簧(65)的表面固定连接有连接块

(6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连

接块(66)与套块一(63)的内壁滑动连接，所述连接块(66)远离固定弹簧(65)的一端固定连

接有拉块(67)，所述拉块(67)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插块(68)，所述插块(68)与套块二(64)的

表面插设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其特征在于：设备本

体(2)的表面设置有固定装置(7)，所述固定装置(7)包括套环(71)，所述控制箱(3)的表面

固定连接有插板(72)，所述插板(72)与套环(71)的内壁插设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插

板(72)的内壁设置有拉伸弹簧(73)，所述拉伸弹簧(73)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滑块(7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滑

块(74)与插板(72)的内壁滑动连接，所述滑块(74)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拨块(75)，所述滑块

(74)远离拨块(7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插销(76)，所述插销(76)与套环(71)的表面插设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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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绕包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复合绝缘绕包线的导线直径、绕包薄膜宽度和厚度、搭盖率、绕包节距、绕包角度

之间必须实现完美配比，同时在结构设计时必须考虑薄膜的拉伸，现有的设备在对不同线

缆进行绕包作业时，需要采用相同规格的导管对其进行引导输送，当生产不同规格的线缆

时，需要将导管进行更换，操作较为繁琐，对此需要进行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生产不同规格的线缆时，需要将导

管进行更换，操作较为繁琐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

线的绕包设备，包括操作台、设备本体、控制箱、支撑架和导管，还包括更换装置，所述设备

本体设置在操作台的表面，所述控制箱放置在操作台的表面，所述支撑架设置在操作台的

一侧，所述导管放置在支撑架的表面，所述更换装置设置在支撑架的表面，所述更换装置包

括固定块，所述固定块与支撑架的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块的表面转动连接有转动轴，所

述转动轴的数量为两个，所述转动轴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套块一。

[0005] 优选的，所述转动轴靠近套块一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套块二，所述套块一和套块二

与导管的表面套设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套块一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固定弹簧，所述固定弹簧的表面固定连接

有连接块。

[0007] 优选的，所述连接块与套块一的内壁滑动连接，所述连接块远离固定弹簧的一端

固定连接有拉块，所述拉块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插块，所述插块与套块二的表面插设连接。

[0008] 优选的，设备本体的表面设置有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包括套环，所述控制箱的

表面固定连接有插板，所述插板与套环的内壁插设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插板的内壁设置有拉伸弹簧，所述拉伸弹簧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滑

块。

[0010] 优选的，所述滑块与插板的内壁滑动连接，所述滑块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拨块，所述

滑块远离拨块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插销，所述插销与套环的表面插设连接。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积极效果在于：

[0012]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设置固定块，达到了便于转动轴旋转稳定的效果，拉动拉块，

连接块相继受力滑动，通过设置固定弹簧，达到了便于拉动连接块复位固定的效果，固定弹

簧相继受力形变后扩张，插块相继受力远离套块一的表面，随即将合适的导管放置到支架

表面，随即转动套块一和套块二与导管的表面套设连接，通过设置套块一和套块二，达到了

便于将导管初步固定的效果，随即松开拉块，固定弹簧失去束缚后回弹，连接块相继受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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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插块插入套块二的表面，通过设置更换装置，便于对导管进行便捷更换，使其设备能对不

同规格线缆进行生产作业，对此有效地提升了设备的易用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中更换装置的主体

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中图2的A处示意

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中固定装置的主体

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设备中图4的B处示意

图。

[0018] 图例说明：

[0019] 1、操作台；2、设备本体；3、控制箱；4、支撑架；5、导管；6、更换装置；61、固定块；62、

转动轴；63、套块一；64、套块二；65、固定弹簧；66、连接块；67、拉块；68、插块；7、固定装置；

71、套环；72、插板；73、拉伸弹簧；74、滑块；75、拨块；76、插销。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请参阅图1‑5，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适应性不同规格铜扁线的绕包

设备，包括操作台1、设备本体2、控制箱3、支撑架4和导管5，还包括更换装置6，设备本体2设

置在操作台1的表面，控制箱3放置在操作台1的表面，支撑架4设置在操作台1的一侧，导管5

放置在支撑架4的表面，更换装置6设置在支撑架4的表面。

[0021] 下面具体说一下其更换装置6和固定装置7的具体设置和作用。

[0022] 本实施方案中：更换装置6包括固定块61，固定块61与支撑架4的表面固定连接，固

定块61的表面转动连接有转动轴62，转动轴62的数量为两个，转动轴62的表面固定连接有

套块一63。

[0023]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固定块61，便于转动轴62旋转稳定。

[0024] 具体的，转动轴62靠近套块一63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套块二64，套块一63和套块二

64与导管5的表面套设连接。

[0025]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套块一63和套块二64便于将导管5初步固定。

[0026] 具体的，套块一63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固定弹簧65，固定弹簧65的表面固定连接有

连接块66。

[0027]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固定弹簧65，便于拉动连接块66复位固定。

[0028] 具体的，连接块66与套块一63的内壁滑动连接，连接块66远离固定弹簧65的一端

固定连接有拉块67，拉块67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插块68，插块68与套块二64的表面插设连接。

[0029]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插块68，便于将套块一63和套块二64进一步固定。

[0030] 具体的，设备本体2的表面设置有固定装置7，固定装置7包括套环71，控制箱3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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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固定连接有插板72，插板72与套环71的内壁插设连接。

[0031]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插板72与套环71，便于将控制箱3初步稳定。

[0032] 优选的，插板72的内壁设置有拉伸弹簧73，拉伸弹簧73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滑块

74。

[0033]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拉伸弹簧73，便于将滑块74拉动复位。

[0034] 具体的，滑块74与插板72的内壁滑动连接，滑块74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拨块75，滑块

74远离拨块7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插销76，插销76与套环71的表面插设连接。

[0035]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拨块75，便于控制滑块74移动，使其插销76与套环71内壁

脱离。

[0036] 工作原理：通过设置更换装置6，拉动拉块67，连接块66相继受力滑动，固定弹簧65

相继受力形变后扩张，插块68相继受力远离套块一63的表面，随即将合适的导管5放置到支

架表面，随即转动套块一63和套块二64与导管5的表面套设连接，随即松开拉块67，固定弹

簧65失去束缚后回弹，连接块66相继受力拉动插块68插入套块二64的表面，通过设置更换

装置6，便于对导管5进行便捷更换，使其设备能对不同规格线缆进行生产作业，对此有效地

提升了设备的易用性，另通过设置固定装置7，拉动拨块75，滑块74相继受力滑动，拉伸弹簧

73同时受力形变后收紧，插销76相继受力滑入插板72内壁，随即将插板72与套环71的内壁

插设连接，同时松开拨块75，拉伸弹簧73失去束缚后回弹，滑块74相继受力推动插销76插入

套环71的表面，通过设置固定装置7，便于对控制箱3进行便捷安装，为保证设备本体2使用

稳定，需要定期对控制箱3进行检修，使其拆卸更加便捷，对此有效地提升了设备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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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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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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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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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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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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