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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配电用铜芯线及线芯绞合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线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配电用

铜芯线及线芯绞合装置，包括收拢架、支撑板、顶

升机构、绞合机构、收卷机构、若干个定位机构，

支撑板和绞合机构位于收拢架的两侧，收卷机构

固定安装在绞合机构上，顶升机构固定安装在支

撑板上，支撑板上开设有若干个过线孔，若干个

过线孔沿着顶升机构的轴线方向均匀分布，用于

对铜丝进行定位的若干个定位机构均固定支撑

板上，该铜芯线及线芯绞合装置，通过绞合机构

对铜丝进行胶合，且通过收卷机构对胶合后的铜

丝进行收卷，替代了电动滑台拉动铜丝的方法，

使得工人上线一次，能够加工长度足够的线芯，

避免了工人需要频繁进行上线，降低了工人的工

作量，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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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配电用铜芯线的线芯绞合装置，包括配电用铜芯线，其特征在于，铜芯线外向内

依次包裹的外保护层(1i)、柔性层(1h)、内保护层(1e)和若干个电芯，若干个电芯的内侧设

置有加强芯(1j)，若干个电芯的外侧设置有填充层(1d)，每个电芯均包括耐摩层(1c)、助燃

层(1b)和线芯(1a)，耐摩层(1c)、助燃层(1b)和线芯(1a)至外向内依次包裹，且线芯(1a)由

铜丝同心绞合形成，助燃层(1b)为硅橡胶材质，耐摩层(1c)为聚四氟乙烯材质，内保护层

(1e)为云母带材质，柔性层(1h)为芳纶纤维材质，外保护层(1i)为聚酰胺材质，填充层(1d)

为聚苯丙咪唑；

还包括收拢架(2)、支撑板(3)、顶升机构(5)、绞合机构(7)、收卷机构(6)、若干个定位

机构(4)，支撑板(3)和绞合机构(7)位于收拢架(2)的两侧，且收拢架(2)、支撑板(3)和绞合

机构(7)均固定安装在地面上，收卷机构(6)固定安装在绞合机构(7)上，顶升机构(5)固定

安装在支撑板(3)上，支撑板(3)上开设有若干个过线孔，若干个过线孔沿着顶升机构(5)的

轴线方向均匀分布，且用于对铜丝进行定位的若干个定位机构(4)均固定支撑板(3)上，且

若干个定位机构(4)与若干个过线孔一一对应，绞合机构(7)包括减速机(7a)、驱动电机

(7b)、转动架(7c)、转轴(7d)、转壳(7e)、橡胶圈(7i)、定位套(7h)和四个支撑条板(7f)，转

动架(7c)固定安装在地面上，且减速机(7a)通过电机架固定安装在转动架(7c)远离收拢架

(2)的一侧，驱动电机(7b)安装在减速机(7a)上，转轴(7d)的一端穿过转动架(7c)且与转壳

(7e)固定连接，且转轴(7d)1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减速机(7a)的输出端固定连接，转轴

(7d)通过轴承能够转到的安装在转动架(7c)上，收卷机构(6)固定安装在转壳(7e)上，且转

壳(7e)靠近收拢架(2)的一侧为开口结构，定位套(7h)位于转壳(7e)的中心处，且四个支撑

条板(7f)沿着定位套(7h)的圆周方向均匀分布，四个支撑条板(7f)的内侧均与定位套(7h)

的外缘固定连接，四个支撑条板(7f)的外侧均与转壳(7e)的内壁固定连接，橡胶圈(7i)固

定安装在定位套(7h)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电用铜芯线的线芯绞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收卷机构

(6)包括收卷电机(6a)、第一转轴(6b)、收卷轮(6c)、安装板(6d)和两个连接板(6e)，第一转

轴(6b)的两端穿过转壳(7e)，收卷轮(6c)位于转壳(7e)内，收卷轮(6c)固定安装在第一转

轴(6b)上，收卷电机(6a)位于转壳(7e)外侧，且收卷电机(6a)的输出端与第一转轴(6b)固

定连接，且收卷电机(6a)固定安装在安装板(6d)上，两个连接板(6e)固定安装在转壳(7e)

的外壁上，且安装板(6d)固定安装在两个连接板(6e)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配电用铜芯线的线芯绞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收拢架(2)

包括圆管(2a)、扩口管(2b)和固定架(2c)，固定架(2c)固定安装在地面上，且圆管(2a)固定

安装在固定架(2c)的顶部，扩口管(2b)固定安装在圆管(2a)靠近支撑板(3)的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配电用铜芯线的线芯绞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定位机

构(4)均包括第一定位器(4a)、第二定位器(4b)、方形导柱(4c)、导板(4d)、抵触弹簧(4e)、

抵环(4h)和顶升板(4i)，第一定位器(4a)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上，且第一定位器(4a)位于

过线孔的上方，且第二定位器(4b)位于第一定位器(4a)的下方，且第二定位器(4b)固定安

装在顶升板(4i)的顶部，方形导柱(4c)呈竖直固定安装在顶升板(4i)的底部，方形导柱

(4c)的底部穿过导板(4d)的，导板(4d)上开有供方形导柱(4c)穿过的导滑孔，且导板(4d)

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上，抵环(4h)固定安装在方形导柱(4c)的底部外缘上，抵触弹簧(4e)

套设在方形导柱(4c)上，且抵触弹簧(4e)的顶部与导板(4d)的底部抵触，抵触弹簧(4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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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与抵环(4h)的顶部抵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配电用铜芯线的线芯绞合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定位器

(4a)包括定位轮(4a1)、第二转轴(4a2)和两个棍座(4a3)，两个棍座(4a3)呈相互对称设置，

定位轮(4a1)位于两个棍座(4a3)之间，且第二转轴(4a2)固定安装在定位轮(4a1)上，且第

二转轴(4a2)的两端分别插设在两个棍座(4a3)上，且第二转轴(4a2)与两个棍座(4a3)转动

连接，定位轮(4a1)的两侧分别与两个棍座(4a3)的内侧接触，定位轮(4a1)上设置有供铜丝

穿过的环槽，第一定位器(4a)与第二定位器(4b)结构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配电用铜芯线的线芯绞合装置，其特征在于，顶升机构

(5)包括圆锥台(5a)、电动推杆(5b)、连接轴(5c)和安装架(5d)，支撑板(3)上开设有供圆锥

台(5a)穿过的穿孔，且穿孔位于若干个定位机构(4)的正之间，圆锥台(5a)与穿孔共轴线，

圆锥台(5a)的直径从左向右逐渐增加，连接轴(5c)的一端固定安装在圆锥台(5a)的右端，

连接轴(5c)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电动推杆(5b)的输出端固定连接，且电动推杆(5b)固定

安装在安装架(5d)上，安装架(5d)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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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配电用铜芯线及线芯绞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铜芯线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配电用铜芯线及线芯绞合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铜芯线的用途有很多，主要用于控制安装、连接设备、输送电力等多重作用，是日

常生活中常见而不可缺少的一种东西。因作为电力用途，所以安装需要特别谨慎。

[0003] 我国专利申请号：CN201910391257.7；公开了用于电动汽车充电桩的电缆、制备方

法及弱电线芯的绞合装置，其中电缆具有充电电芯以及弱电电芯的电芯、绕包在所述电芯

外的聚酯带层、绕包在聚酯带层外的总屏蔽层；绕包在复合屏蔽层外的隔离层、绕包在隔离

层外的编织层、设置在编织层外的外护套层、填充在充电电芯与弱电电芯之间的、并由所述

聚酯带层包覆的填充层。弱电电芯包括线芯以及绕制在线芯上的铜丝，所述线芯由芳纶与

不锈钢丝混杂同心绞合形成，其中含芳纶80％到90％，节距倍数为5到10倍。本发明的铜芯

线屏蔽性优良，并具有良好耐弯折和耐热性能。

[0004] 该搅合设备能够在胶合的过程中对铜线与芳纶之间进行挤压，但该设备通过电动

滑台进行拉动，进而使得胶合的线芯长度加长，但电动滑台长度过短，使得能够胶合的线芯

长度过短，使得工人需要频繁进行上线，增加了工人的工作量，降低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配电用铜芯线及线芯绞合装置。

[0006]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提供一种配电用铜芯线，包括至外向内依次包裹的外保护层、柔性层、内保护层和

若干个电芯，若干个电芯的内侧设置有加强芯，若干个电芯的外侧设置有填充层，每个电芯

均包括耐摩层、助燃层和线芯，耐摩层、助燃层和线芯至外向内依次包裹，且线芯由铜丝同

心绞合形成，助燃层为硅橡胶材质，耐摩层为聚四氟乙烯材质。

[0008] 进一步的，内保护层为云母带材质，柔性层为芳纶纤维材质，外保护层为聚酰胺材

质。

[0009] 进一步的，填充层为聚苯丙咪唑。

[0010] 一种配电用铜芯线的线芯绞合装置，包括收拢架、支撑板、顶升机构、绞合机构、收

卷机构、若干个定位机构，支撑板和绞合机构位于收拢架的两侧，且收拢架、支撑板和绞合

机构均固定安装在地面上，收卷机构固定安装在绞合机构上，顶升机构固定安装在支撑板

上，支撑板上开设有若干个过线孔，若干个过线孔沿着顶升机构的轴线方向均匀分布，且用

于对铜丝进行定位的若干个定位机构均固定支撑板上，且若干个定位机构分别与若干个过

线孔一一对应。

[0011] 进一步的，绞合机构包括减速机、驱动电机、转动架、转轴、转壳、橡胶圈、定位套和

四个支撑条板，转动架固定安装在地面上，且减速机通过电机架固定安装在转动架远离收

拢架的一侧，驱动电机安装在减速机上，转轴的一端穿过转动架且与转壳固定连接，且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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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减速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转轴通过轴承能够转到的安装在转动架

上，收卷机构固定安装在转壳上，且转壳靠近收拢架的一侧为开口结构，定位套位于转壳的

中心处，且四个支撑条板沿着定位套的圆周方向均匀分布，四个支撑条板的内侧均与定位

套的外缘固定连接，四个支撑条板的外侧均与转壳的内壁固定连接，橡胶圈固定安装在定

位套内。

[0012] 进一步的，收卷机构包括收卷电机、第一转轴、收卷轮、安装板和两个连接板，第一

转轴的两端穿过转壳，收卷轮位于转壳内，收卷轮固定安装在第一转轴上，收卷电机位于转

壳外侧，且收卷电机的输出端与第一转轴固定连接，且收卷电机固定安装在安装板上，两个

连接板固定安装在转壳的外壁上，且安装板固定安装在两个连接板上。

[0013] 进一步的，收拢架包括圆管、扩口管和固定架，固定架固定安装在地面上，且圆管

固定安装在固定架的顶部，扩口管固定安装在圆管靠近支撑板的一侧。

[0014] 进一步的，每个定位机构均包括第一定位器、第二定位器、方形导柱、导板、抵触弹

簧、抵环和顶升板，第一定位器固定安装在支撑板上，且第一定位器位于过线孔的上方，且

第二定位器位于第一定位器的下方，且第二定位器固定安装在顶升板的顶部，方形导柱呈

竖直固定安装在顶升板的底部，方形导柱的底部穿过导板的，导板上开有供方形导柱穿过

的导滑孔，且导板固定安装在支撑板上，抵环固定安装在方形导柱的底部外缘上，抵触弹簧

套设在方形导柱上，且抵触弹簧的顶部与导板的底部抵触，抵触弹簧的底部与抵环的顶部

抵触。

[0015] 进一步的，第一定位器包括定位轮、第二转轴和两个棍座，两个棍座呈相互对称设

置，定位轮位于两个棍座之间，且第二转轴固定安装在定位轮上，且第二转轴的两端分别插

设在两个棍座上，且第二转轴与两个棍座转动连接，定位轮的两侧分别与两个棍座的内侧

接触，定位轮上设置有供铜丝穿过的环槽，第一定位器与第二定位器结构相同。

[0016] 进一步的，顶升机构包括圆锥台、电动推杆、连接轴和安装架，支撑板上开设有供

圆锥台穿过的穿孔，且穿孔位于若干个定位机构的正之间，圆锥台与穿孔共轴线，圆锥台的

直径从左向右逐渐增加，连接轴的一端固定安装在圆锥台的右端，连接轴的另一端通过联

轴器与电动推杆的输出端固定连接，且电动推杆固定安装在安装架上，安装架固定安装在

支撑板上。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该铜芯线及线芯绞合装置，通过绞合机构对铜丝进行胶合，且

通过收卷机构对胶合后的铜丝进行收卷，替代了电动滑台拉动铜丝的方法，使得工人上线

一次，能够加工长度足够的线芯，避免了工人需要频繁进行上线，降低了工人的工作量，提

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19] 图1为铜芯线的主视图；

[0020] 图2为绞合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绞合装置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绞合装置的局部立体结构分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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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5为收卷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定位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顶升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

[0027] 1、铜芯线；1a、线芯；1b、助燃层；1c、耐摩层；1d、填充层；1e、内保护层；1h、柔性层；

1i、外保护层；1j、加强芯；

[0028] 2、收拢架；2a、圆管；2b、扩口管；2c、固定架；

[0029] 3、支撑板；

[0030] 4、定位机构；4a、第一定位器；4a1、定位轮；4a2、第二转轴；4a3、棍座；4b、第二定位

器；4c、方形导柱；4d、导板；4e、抵触弹簧；4h、抵环；4i、顶升板；

[0031] 5、顶升机构；5a、圆锥台；5b、电动推杆；5c、连接轴；5d、安装架；

[0032] 6、收卷机构；6a、收卷电机；6b、第一转轴；6c、收卷轮；6d、安装板；6e、连接板；

[0033] 7、绞合机构；7a、减速机；7b、驱动电机；7c、转动架；7d、转轴；7e、转壳；7f、支撑条

板；7h、定位套；7i、橡胶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5] 其中，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表示的仅是示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

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

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

[0036] 参照图1至图7所示的一种配电用铜芯线，包括至外向内依次包裹的外保护层1i、

柔性层1h、内保护层1e和若干个电芯，若干个电芯的内侧设置有加强芯1j，若干个电芯的外

侧设置有填充层1d，每个电芯均包括耐摩层1c、助燃层1b和线芯1a，耐摩层1c、助燃层1b和

线芯1a至外向内依次包裹，且线芯1a由铜丝同心绞合形成，助燃层1b为硅橡胶材质，耐摩层

1c为聚四氟乙烯材质。

[0037] 内保护层1e为云母带材质，柔性层1h为芳纶纤维材质，外保护层1i为聚酰胺材质。

[0038] 填充层1d为聚苯丙咪唑。

[0039] 一种配电用铜芯线的线芯绞合装置，包括收拢架2、支撑板3、顶升机构5、绞合机构

7、收卷机构6、若干个定位机构4，支撑板3和绞合机构7位于收拢架2的两侧，且收拢架2、支

撑板3和绞合机构7均固定安装在地面上，收卷机构6固定安装在绞合机构7上，顶升机构5固

定安装在支撑板3上，支撑板3上开设有若干个过线孔，若干个过线孔沿着顶升机构5的轴线

方向均匀分布，且用于对铜丝进行定位的若干个定位机构4均固定支撑板3上，且若干个定

位机构4分别与若干个过线孔一一对应。首先通过若干个铜丝分别穿过若干个过线孔，再穿

过若干个定位机构4，再穿过收拢架2，最后再穿入到绞合机构7上，并且铜线的端部固定在

收卷机构6上，工人通过控制器控制绞合机构7转动一定的圈数，控制器再控制收卷机构6进

行收卷，进而将绞合后的若干个铜线进行收卷，且使得新的铜线经过过线孔，通过定位机构

4对若干铜线起到定位的作用，通过顶升机构5控制若干个定位机构4进行打开和关闭，通过

收拢架2对若干个铜线进行收拢。

[0040] 绞合机构7包括减速机7a、驱动电机7b、转动架7c、转轴7d、转壳7e、橡胶圈7i、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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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7h和四个支撑条板7f，转动架7c固定安装在地面上，且减速机7a通过电机架固定安装在

转动架7c远离收拢架2的一侧，驱动电机7b安装在减速机7a上，转轴7d的一端穿过转动架7c

且与转壳7e固定连接，且转轴7d1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减速机7a的输出端固定连接，转轴

7d通过轴承能够转到的安装在转动架7c上，收卷机构6固定安装在转壳7e上，且转壳7e靠近

收拢架2的一侧为开口结构，定位套7h位于转壳7e的中心处，且四个支撑条板7f沿着定位套

7h的圆周方向均匀分布，四个支撑条板7f的内侧均与定位套7h的外缘固定连接，四个支撑

条板7f的外侧均与转壳7e的内壁固定连接，橡胶圈7i固定安装在定位套7h内。通过控制器

控制驱动电机7b进行运动，进而使得驱动电机7b带动减速机7a进行运动，进而使得减速机

7a带动转轴7d进行运动，使得转轴7d带动转壳7e进行转动，进而使得转壳7e带动收卷机构6

和定位套7h进行转动，且若干个铜丝穿过均穿过橡胶圈7i，且橡胶圈7i包裹住若干个铜丝，

且若干个铜丝的端部与收卷机构6固定连接，使得定位套7h通过橡胶圈7i带动若干个铜丝

进行转动，进而使得若干个铜丝绞合。

[0041] 收卷机构6包括收卷电机6a、第一转轴6b、收卷轮6c、安装板6d和两个连接板6e，第

一转轴6b的两端穿过转壳7e，收卷轮6c位于转壳7e内，收卷轮6c固定安装在第一转轴6b上，

收卷电机6a位于转壳7e外侧，且收卷电机6a的输出端与第一转轴6b固定连接，且收卷电机

6a固定安装在安装板6d上，两个连接板6e固定安装在转壳7e的外壁上，且安装板6d固定安

装在两个连接板6e上。通过控制器控制收卷电机6a进行运动，进而使得收卷电机6a带动第

一转轴6b进行转到，使得第一转轴6b带动收卷轮6c进行转动，进而使得绞合好的铜线被收

卷到收卷轮6c上，铜丝的端部固定安装在收卷轮6c上。

[0042] 收拢架2包括圆管2a、扩口管2b和固定架2c，固定架2c固定安装在地面上，且圆管

2a固定安装在固定架2c的顶部，扩口管2b固定安装在圆管2a靠近支撑板3的一侧。通过扩口

管2b将若干个钢丝聚拢，通过圆管2a对铜丝进行导向。

[0043] 每个定位机构4均包括第一定位器4a、第二定位器4b、方形导柱4c、导板4d、抵触弹

簧4e、抵环4h和顶升板4i，第一定位器4a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上，且第一定位器4a位于过线

孔的上方，且第二定位器4b位于第一定位器4a的下方，且第二定位器4b固定安装在顶升板

4i的顶部，方形导柱4c呈竖直固定安装在顶升板4i的底部，方形导柱4c的底部穿过导板4d

的，导板4d上开有供方形导柱4c穿过的导滑孔，且导板4d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上，抵环4h固

定安装在方形导柱4c的底部外缘上，抵触弹簧4e套设在方形导柱4c上，且抵触弹簧4e的顶

部与导板4d的底部抵触，抵触弹簧4e的底部与抵环4h的顶部抵触。通过顶升机构5向上抵触

方形导柱4c，进而使得方形导柱4c沿着导板4d向上运动，且抵环4h对抵触弹簧4e进行压缩，

进而使得方形导柱4c带动顶升板4i向上运动，使得第二定位器4b与第一定位器4a之间压

合，进而对穿过第一定位器4a和第二定位器4b之间的铜丝进行定位，当顶升机构5不在对方

形导柱4c进行抵触时，由于抵触弹簧4e的弹力作用，进而使得抵触弹簧4e向下抵触抵环4h，

使得顶升板4i的底部抵触在导板4d的顶部上。

[0044] 第一定位器4a包括定位轮4a1、第二转轴4a2和两个棍座4a3，两个棍座4a3呈相互

对称设置，定位轮4a1位于两个棍座4a3之间，且第二转轴4a2固定安装在定位轮4a1上，且第

二转轴4a2的两端分别插设在两个棍座4a3上，且第二转轴4a2与两个棍座4a3转动连接，定

位轮4a1的两侧分别与两个棍座4a3的内侧接触，定位轮4a1上设置有供铜丝穿过的环槽，第

一定位器4a与第二定位器4b结构相同。当第二定位器4b上的定位轮压在第一定位器4a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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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轮4a1上时，进而完成对铜丝的定位，使得铜丝只能在两个定位轮的环槽上运动，进而对

铜丝进行定位。

[0045] 顶升机构5包括圆锥台5a、电动推杆5b、连接轴5c和安装架5d，支撑板3上开设有供

圆锥台5a穿过的穿孔，且穿孔位于若干个定位机构4的正之间，圆锥台5a与穿孔共轴线，圆

锥台5a的直径从左向右逐渐增加，连接轴5c的一端固定安装在圆锥台5a的右端，连接轴5c

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电动推杆5b的输出端固定连接，且电动推杆5b固定安装在安装架5d

上，安装架5d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上。通过控制器控制电动推杆5b进行运动，进而使得电动

推杆5b通过连接轴5c带动圆锥台5a进行运动，进而使得圆锥台5a端部插入到若干个定位机

构4的方形导柱4c之间，由于电动推杆5b还在进行推动，进而使得圆锥台5a的圆锥面对方形

导柱4c进行抵触，使得若干个定位机构4对铜丝进行定位。

[0046] 工作原理：首先通过若干个铜丝分别穿过若干个过线孔，再穿过若干个第一定位

器4a和第二定位器4b之间，再穿过扩口管2b和圆管2a，最后再穿过橡胶圈7i上，并且铜线的

端部固定在收卷轮6c上，工人通过控制器控制驱动电机7b转动一定的圈数，控制器控制驱

动电机7b进行运动，进而使得驱动电机7b带动减速机7a进行运动，进而使得减速机7a带动

转轴7d进行运动，使得转轴7d带动转壳7e进行转动，进而使得转壳7e带动收卷机构6和定位

套7h进行转动，且若干个铜丝穿过均穿过橡胶圈7i，且橡胶圈7i包裹住若干个铜丝，且若干

个铜丝的端部与收卷机构6固定连接，使得定位套7h通过橡胶圈7i带动若干个铜丝进行转

动，进而使得若干个铜丝绞合，再通过控制器控制收卷电机6a进行运动，进而使得收卷电机

6a带动第一转轴6b进行转到，使得第一转轴6b带动收卷轮6c进行转动，进而使得绞合好的

铜线被收卷到收卷轮6c上，且使得新的铜线经过过线孔，通过定位机构4对若干铜线起到定

位的作用，通过顶升机构5控制若干个定位机构4进行打开和关闭，通过收拢架2对若干个铜

线进行收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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