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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及绞线过线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

系统，包括固定杆以及固定在固定杆上的分线

板，且按照绞线过线的方向依次为第一、第二和

第三分线板，分线板的中心和主轴端眼模的中心

位于同一直线上，分线板上布满用于线材通过的

过线孔，第二分线板的中心设有第二中间眼模，

第三分线板的中心设有第三中间眼膜；第一分线

板的直径大于第二分线板的直径，第二分线板的

直径大于第三分线板的直径。本发明对分线板的

过线孔的排布方式进行改进，进而改变线材引进

的角度，使之阻力变小，线材不易拉伸变形，良率

高；且分线板的过线孔不易磨损，使用寿命延长；

同时本发明的绞线过线方法简单，易于实施，且

制得的产品不易变形，特别适用于铜线等导体线

的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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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包括绞线机(100)的主轴端眼模(1)，其特征在于：

包括固定杆(2)以及固定在所述固定杆上的分线板，所述分线板设有三个，且按照绞线过线

的方向依次为第一分线板(3)、第二分线板(4)和第三分线板(5)，每一所述分线板的下端皆

固定于所述固定杆上，且第二分线板和第三分线板的下端延伸形成高度补偿段(6)，所述第

三分线板的高度补偿段的高度大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高度补偿板的高度，所有所述分线板

的中心和所述主轴端眼模的中心位于同一直线上，每一所述分线板上皆布满用于线材(8)

通过的过线孔，所述第二分线板的中心设有第二中间眼模(44)，所述第三分线板的中心设

有第三中间眼模(53)；

所述第一分线板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直径，所述第二分线板的直径大于所述

第三分线板的直径；

所述第一分线板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板间距(d1)以及所述第二分线板与所述第三分

线板的板间距(d2)为300mm；所述第三分线板与所述主轴端眼模的水平距离(d3)为600mm；

所述第一分线板设有五进线圈过线孔和一中心过线孔(36)，所述五进线圈过线孔从外

到内依次为第1a进线圈(31)、第1b进线圈(32)、第1c进线圈(33)、第1d进线圈(34)和第1e进

线圈(35)，且第1a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30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215mm，且

第1b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24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175mm，且第1c进线圈

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8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135mm，且第1d进线圈的过线孔的

数量为12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95mm，且第1e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6个且

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55mm；

所述第二分线板(4)设有三进线圈过线孔，所述三进线圈过线孔从外到内依次为第2a

进线圈(41)、第2b进线圈(42)和第2c进线圈(43)，且第2a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24个且

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150mm，且第2b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8个且过线孔的圆

心所在圆的直径为110mm，且第2c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2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

直径为70mm；

所述第三分线板(5)设有两进线圈过线孔，所述两进线圈过线孔从外到内依次为第3a

进线圈(51)和第3b进线圈(52)，且第3a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24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

圆的直径为110mm，且第3b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8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

70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过线孔的

直径皆为7.1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分线板、

所述第二分线板和所述第三分线板的中心距离所述固定杆的轴心的距离(d4)皆为15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分线板、

所述第二分线板和所述第三分线板皆为304不锈钢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分线板的

下端皆连接安装座(7)，所述分线板通过安装座固定于所述固定杆上实现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杆的直径

为39.9-40.15mm，所述安装座的外径为70mm。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的绞线过线方法，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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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S1.线材通过所述第一分线板上的过线孔，且每个过线孔最多容纳1根线材；

S2.之后进入第二分线板，且第一分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二分

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第一分线板的其余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二中间眼模；

S3.之后进入第三分线板，且第二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三分

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第二分线板的其余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三中间眼模；

S4.之后通过第三分线板的所有线材并入绞线机的主轴端眼模内，并通过绞线机运转

形成所需产品。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的绞线过线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2中第一分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二分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

过线孔内时并线进入；步骤S3中第二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三分线

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时也并线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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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及绞线过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绞线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今电缆的导体一般采用的都是绞合导体。绞合导体是利用高速绞线机绞合绞线

而成。绞线机又名高速绞线机/束丝机/稔线机，广泛应用于各类软/硬导体线(比如铜线、漆

包线、镀锡线、铜包钢、铜包铝等)及电子线的绞合，如:电源线、电话线、音频线、视频线、汽

车线、网络线等，使多根单支导体扭成一股，达到线材工艺要求。

[0003] 现有的绞线机在绞线过线时，分线板上的过线孔的间距以及排列方式设计不太合

理，使之在绞线过线时，存在下列问题：第一、阻力过大，导线容易拉细变形，进而报废，产品

的良率不高；第二、分线板的过线孔容易磨损，使用寿命较短，进而需要更换，增加使用成

本。

[0004] 另，由于人们对绞合导体的导电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使绞合一根绞合导体所需

的绞线根数越来越多，上述问题就越来越明显。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积极创新研究，以期创设出一种新型的适

用于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对分线板的

过线孔的排布方式进行改进，进而改变线材引进的角度，使之阻力变小，线材不易拉伸变

形，良率高；且分线板的过线孔不易磨损，使用寿命延长；同时本发明的绞线过线方法简单，

易于实施，且制得的产品不易变形，良率高，特别适用于铜线等导体线的绞制。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高速绞线机的绞

线过线系统，包括绞线机的主轴端眼模，包括固定杆以及固定在所述固定杆上的分线板，所

述分线板设有三个，且按照绞线过线的方向依次为第一分线板、第二分线板和第三分线板，

每一所述分线板的下端皆固定于所述固定杆上，且第二分线板和第三分线板的下端延伸形

成高度补偿段，所述第三分线板的高度补偿段的高度大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高度补偿板的

高度，所有所述分线板的中心和所述主轴端眼模的中心位于同一直线上，每一所述分线板

上皆布满用于线材通过的过线孔，所述第二分线板的中心设有第二中间眼模，所述第三分

线板的中心设有第三中间眼模；

[0008] 所述第一分线板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直径，所述第二分线板的直径大于

所述第三分线板的直径。

[0009] 进一步地说，所述第一分线板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板间距以及所述第二分线板与

所述第三分线板的板间距为300mm；所述第三分线板与所述主轴端眼模的水平距离为

600mm。

[0010] 进一步地说，每一所述过线孔的直径皆为7.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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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说，所述第一分线板设有五进线圈过线孔和一中心过线孔，所述五进线

圈过线孔从外到内依次为第1a进线圈、第1b进线圈、第1c进线圈、第1d进线圈和第1e进线

圈，且第1a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30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215mm，且第1b进

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24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175mm，且第1c进线圈的过线

孔的数量为18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135mm，且第1d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

12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95mm，且第1e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6个且过线孔

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55mm；

[0012] 所述第二分线板设有三进线圈过线孔，所述三进线圈过线孔从外到内依次为第2a

进线圈、第2b进线圈和第2c进线圈，且第2a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24个且过线孔的圆心

所在圆的直径为150mm，且第2b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8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

径为110mm，且第2c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2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70mm；

[0013] 所述第三分线板设有两进线圈过线孔，所述两进线圈过线孔从外到内依次为第3a

进线圈和第3b进线圈，且第3a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24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

为110mm，且第3b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8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70mm。

[0014] 进一步地说，所述第一分线板、所述第二分线板和所述第三分线板的中心距离所

述固定杆的轴心的距离皆为150mm。

[0015] 进一步地说，所述第一分线板、所述第二分线板和所述第三分线板皆为304不锈钢

板。

[0016] 进一步地说，每一所述分线板的下端皆连接安装座，所述分线板通过安装座固定

于所述固定杆上实现固定。

[0017] 进一步地说，所述固定杆的直径为39.9-40.15mm，所述安装座的外径为70mm。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所述的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的绞线过线方法，按照下

述步骤进行：

[0019] S1.线材通过所述第一分线板上的过线孔，且每个过线孔最多容纳1根线材；

[0020] S2.之后进入第二分线板，且第一分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

二分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第一分线板的其余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二中间眼

模；

[0021] S3.之后进入第三分线板，且第二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

三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第二分线板的其余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三中间眼

模；

[0022] S4.之后通过第三分线板的所有线材并入绞线机的主轴端眼模内，并通过绞线机

运转形成所需产品。

[0023] 进一步地说，步骤S2中第一分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二分线

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时并线进入；步骤S3中第二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

线材进入第三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时也并线进入。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本发明对分线板的过线孔的排布方式进行改进，进而改变线材引进的角度，使之

阻力变小，线材不易拉伸变形，良率高；且分线板的过线孔不易磨损，使用寿命延长；同时本

发明的绞线过线方法简单，易于实施，且制得的产品不易变形，良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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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发明铜绞线的绞制过程中，单个的分线板无法对多个铜丝进行张力提升，因此

采用多级分线板，上一分线板的某一进线圈的过线孔的铜丝进入下一分线板过线孔时，会

进入下一分线板上直径比上一分线板的进线圈的直径大的进线圈上的过线孔，逐级变小，

使得各线材的张力逐级增大，在快速进入绞线机的同时，保证相互缠绕的铜丝之间具有相

同的绞距，提高铜丝绞制的效率，特别适合大直径的铜绞线的生产；

[0027] 其中，相邻分线板以及第三分线板与主轴端眼模之间的距离设置合理，再加上对

分线板的过线孔的排布方式，几方面共同作用，变线材引进的角度，使之阻力变小，线材不

易拉伸变形，良率高；且由于阻力变小，也减少对过线孔的磨损，增加分线板的使用寿命；

[0028] 本发明由于线材的直径相对较小，并且会与分线板的过线孔直接接触，铜丝在经

过过线孔时发生摩擦而产生大量热的，磨损过线孔，损坏分线板，本发明选用304不锈钢板

作为分线板，以保证在对铜丝稳定性牵引的同时，进一步减小对过线孔的磨损，延长分线板

的使用寿命。

[0029]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并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以下以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后。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位置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第一分线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是第二分线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是第三分线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4] 附图中各部分标记如下：

[0035] 绞线机100、主轴端眼模1、固定杆2、第一分线板3、第1a进线圈31、第1b进线圈32、

第1c进线圈33、第1d进线圈34、第1e进线圈35、中心过线孔36、第二分线板4、第2a进线圈41、

第2b进线圈42、第2c进线圈43、第二中间眼模44、第三分线板5、第3a进线圈51、第3b进线圈

52、第三中间眼模53、高度补偿段6、安装座7、线材8；

[0036] 所述第一分线板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板间距d1、所述第二分线板与所述第三分线

板的板间距d2、所述第三分线板与所述主轴端眼模的水平距离d3、所述第一分线板、所述第

二分线板和所述第三分线板的中心距离所述固定杆的轴心的距离d4。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

说明书所揭示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优点及功效。本发明也可以其它不同的方式予以

实施，即，在不背离本发明所揭示的范畴下，能予不同的修饰与改变。

[0038] 实施例：一种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如图1到图4所示，包括绞线机100的主

轴端眼模1，包括固定杆2以及固定在所述固定杆上的分线板，所述分线板设有三个，且按照

绞线过线的方向依次为第一分线板3、第二分线板4和第三分线板5，每一所述分线板的下端

皆固定于所述固定杆上，且第二分线板和第三分线板的下端延伸形成高度补偿段6，所述第

三分线板的高度补偿段的高度大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高度补偿板的高度，所有所述分线板

的中心和所述主轴端眼模的中心位于同一直线上，每一所述分线板上皆布满用于线材8通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7221391 B

6



过的过线孔，所述第二分线板的中心设有第二中间眼模44，所述第三分线板的中心设有第

三中间眼模53；

[0039] 所述第一分线板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直径，所述第二分线板的直径大于

所述第三分线板的直径。

[0040] 所述第一分线板与所述第二分线板的板间距d1以及所述第二分线板与所述第三

分线板的板间距d2为300mm；所述第三分线板与所述主轴端眼模的水平距离d3为600mm。

[0041] 每一所述过线孔的直径皆为7.1mm。

[0042] 所述第一分线板设有五进线圈过线孔和一中心过线孔36，所述五进线圈过线孔从

外到内依次为第1a进线圈31、第1b进线圈32、第1c进线圈33、第1d进线圈34和第1e进线圈

35，且第1a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30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215mm，且第1b进

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24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175mm，且第1c进线圈的过线

孔的数量为18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135mm，且第1d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

12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95mm，且第1e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6个且过线孔

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55mm；

[0043] 所述第二分线板4设有三进线圈过线孔，所述三进线圈过线孔从外到内依次为第

2a进线圈41、第2b进线圈42和第2c进线圈43，且第2a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24个且过线

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150mm，且第2b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8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

在圆的直径为110mm，且第2c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2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

为70mm；

[0044] 所述第三分线板5设有两进线圈过线孔，所述两进线圈过线孔从外到内依次为第

3a进线圈51和第3b进线圈52，且第3a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24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

的直径为110mm，且第3b进线圈的过线孔的数量为18个且过线孔的圆心所在圆的直径为

70mm。

[0045] 本实施例中，第一分线板的外径为230mm，第一分线板的外径为170mm，第一分线板

的外径为130mm。

[0046] 所述第一分线板、所述第二分线板和所述第三分线板的中心距离所述固定杆的轴

心的距离d4皆为150mm。

[0047] 所述第一分线板、所述第二分线板和所述第三分线板皆为304不锈钢板。

[0048] 每一所述分线板的下端皆连接安装座7，所述分线板通过安装座固定于所述固定

杆上实现固定。

[0049] 所述固定杆的直径为39.9-40.15mm，所述安装座的外径为70mm。

[0050] 一种所述的高速绞线机的绞线过线系统的绞线过线方法，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0051] S1.线材通过所述第一分线板上的过线孔，且每个过线孔最多容纳1根线材；

[0052] S2.之后进入第二分线板，且第一分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

二分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第一分线板的其余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二中间眼

模；

[0053] S3.之后进入第三分线板，且第二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

三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第二分线板的其余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三中间眼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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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S4.之后通过第三分线板的所有线材并入绞线机的主轴端眼模内，并通过绞线机

运转形成所需产品。

[0055] 步骤S2中第一分线板的外三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二分线板的外三进

线圈的过线孔内时并线进入；步骤S3中第二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的线材进入第

三分线板的外两进线圈的过线孔内时也并线进入。

[0056] 本发明对分线板的过线孔的排布方式进行改进，进而改变线材引进的角度，使之

阻力变小，线材不易拉伸变形，良率高；且分线板的过线孔不易磨损，使用寿命延长；同时本

发明的绞线过线方法简单，易于实施，且制得的产品不易变形，良率高。

[005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

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直接或

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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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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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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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1

CN 107221391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