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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其结

构包括装置底座、收卷电机、控制按键板、电源插

头、卷筒底板、卷筒心轴、卷筒上板、电缆导向装

置、导向装置连接管，本发明一种电缆智能收卷

装置，在进行使用时将电缆贯穿纵向导向块，通

过收卷电机带动卷筒心轴旋转收卷电缆，圆周活

动架杆可以绕着上定位轴承和下定位轴承旋转，

纵向导向块可以在轨道杆纵向移动，达到活动导

向的作用，通过设有电缆导向装置，实现了该智

能收卷装置可以引导电缆的收卷，避免因为方向

乱蹿扭曲了电缆。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5页

CN 107640645 B

2019.04.12

CN
 1
07
64
06
45
 B



1.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其结构包括装置底座(1)、收卷电机(2)、控制按键板(3)、电 

源插头(4)、卷筒底板(5)、卷筒心轴(6)、卷筒上板(7)、电缆导向装置(8)、导向装置连接管 

(9)，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底座(1)底部嵌有收卷电机(2)，所述控制按键板(3)通过电连接收卷电机(2) 

并焊接在装置底座(1)侧面，所述电源插头(4)通过电连接收卷电机(2)，所述卷筒底板(5) 

活动嵌于控制按键板(3)上方并通过心轴活动连接在装置底座(1)上方，所述卷筒心轴(6) 

焊接在卷筒底板(5)上方，所述卷筒上板(7)焊接在卷筒心轴(6)上方，所述卷筒底板(5)为 

圆形中空板状结构，所述卷筒上板(7)为圆形中空板状结构，所述卷筒心轴(6)直径小于卷 

筒底板(5)和卷筒上板(7)，所述电缆导向装置(8)嵌入卷筒心轴(6)内部活动连接，所述电

缆导向装置(8)下方通过磁铁与导向装置连接管(9)配合连接，所述导向装置连接管(9)焊 

接连接在装置底座(1)底部，所述导向装置连接管(9)设有连接管磁铁头(90)，所述连接管

磁铁头(90)焊接在导向装置连接管(9)上方；

所述电缆导向装置(8)设有配重筒(80)、心轴通槽(81)、下定位轴承(82)、上定位轴承 

(83)、筒盖(84)、圆周活动架杆(85)、轨道杆(86)、纵向导向块(87)、导向管磁铁头(88)，所

述配重筒(80)为圆柱体结构，所述心轴通槽(81)贯通开设在配重筒(80)中心处，所述上定

位轴承(83)嵌于心轴通槽(81)上方，所述下定位轴承(82)嵌于心轴通槽(81)下方，所述圆

周活动架杆(85)活动嵌于上定位轴承(83)和下定位轴承(82)内部，所述轨道杆(86)包裹连 

接在圆周活动架杆(85)下方，所述纵向导向块(87)活动嵌于轨道杆(86)表面，所述导向管

磁铁头(88)包裹在轨道杆(86)底部，所述导向管磁铁头(88)与连接管磁铁头(90)吸附连

接；

所述纵向导向块(87)设有导向块上板(870)、平衡导向块(871)、导向块下板(872)、导 

向板(873)、耐磨套(874)、电缆通槽(875)、连接辅助板(876)、连接螺栓(877)、弹性滑轮 

(878)，所述导向块上板(870)为回字型长方形板状结构，所述导向块下板(872)结构与导向 

块上板(870)相同，所述平衡导向块(871)通过榫卯配合嵌入在导向块上板(870)和导向块 

下板(872)中间，所述导向板(873)宽度与平衡导向块(871)相等并通过榫卯配合嵌入在导 

向块上板(870)和导向块下板(872)的另一侧，所述电缆通槽(875)开设在导向板(873)中心 

处，所述耐磨套(874)嵌套在电缆通槽(875)内侧，所述连接螺栓(877)贯通连接辅助板 

(876)通过螺纹配合锁定在导向块上板(870)、平衡导向块(871)、导向块下板(872)、导向板 

(873)的连接处，所述弹性滑轮(878)嵌设在导向块上板(870)内部开槽的表面和导向块下 

板(872)内部开槽的表面；

所述弹性滑轮(878)设有轮子(8780)、滑轮心轴(8781)、滚珠(8782)、轮子托板(8783)、 

心轴连接杆(8784)、张紧弹簧(8785)、托板连接杆(8786)、滑轮安装板(8787)、限位板 

(8788)，所述滑轮心轴(8781)贯穿轮子(8780)中心处，所述滚珠(8782)嵌于轮子托板 

(8783)表面，所述心轴连接杆(8784)活动连接在滑轮心轴(8781)下方，所述张紧弹簧 

(8785)嵌于轮子托板(8783)和滑轮安装板(8787)中间，所述托板连接杆(8786)设有2根焊 

接在轮子托板(8783)下方，所述限位板(8788)焊接在心轴连接杆(8784)和托板连接杆 

(8786)下方，并将他们连接在一起；

所述导向块上板(870)  设有上板螺栓孔(8700)、上板配合槽(8701)，所述上板螺栓孔

(8700)开设在导向块上板  (870)侧面，所述上板配合槽(8701)开设在导向块上板(87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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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衡导向块(871) 

设有导向块上螺栓孔(8710)、导向块下螺栓孔(8711)、导向块上配合条(8712)、导向块下配

合条(8713)，所述导向块上螺栓孔(8710)开设在平衡导向块(871)侧面上方，所述导向块下

螺栓孔(8711)开设在平衡导向块(871)侧面下方，所述导向块上配合条(8712)焊接在平衡

导向块(871)上方，所述导向块下配合条(8713)焊接在平衡导向块(871)下方，所述导向块

上配合条(8712)与上板配合槽(8701)配合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块下板(872) 

设有下板螺栓孔(8720)、下板配合槽(8721)，所述下板螺栓孔(8720)开设在导向块下板

(872)侧面，所述下板配合槽(8721)开设在导向块下板(872)上方，所述导向块下配合条

(8713)与下板配合槽(8721)配合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轮安装板(8787) 

嵌于导向块上板(870)、导向块下板(872)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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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属于电缆收卷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卷料加工生产线的收料部分，把原材料通过机械方式收卷成卷料，广泛运用在纸

卷，布卷，塑料卷，金属卷材加工生产线上，根据实际工艺要求设计多样化，常见的有简易收

卷机，液压收卷机，收卷机一般对材料有卷内径，卷外径，卷材料厚度，宽度都有严格要求。

[0003] 电缆通常是由几根或几组导线每组至少两根绞合而成的类似绳索的电缆，每组导

线之间相互绝缘，并常围绕着一根中心扭成，整个外面包有高度绝缘的覆盖层。

[0004] 电缆主要由以下4部分组成。

[0005] ①导电线心：用高电导率材料制成。根据敷设使用条件对电缆柔软程度的要求，每

根线心可能由单根导线或多根导线绞合而成。

[0006] ②绝缘层：用作电缆的绝缘材料应当具有高的绝缘电阻，高的击穿电场强度，低的

介质损耗和低的介电常数。电缆中常用的绝缘材料有油浸纸、聚氯乙烯、聚乙烯、交联聚乙

烯、橡皮等。电缆常以绝缘材料分类，例如油浸纸绝缘电缆、聚氯乙烯电缆、交联聚乙烯电缆

等。

[0007] ③密封护套：保护绝缘线心免受机械、水分、潮气、化学物品、光等的损伤。对于易

受潮的绝缘，一般采用铅或铝挤压密封护套。

[0008] ④保护覆盖层：用以保护密封护套免受机械损伤。一般采用镀锌钢带、钢丝或铜

带、铜丝等作为铠甲包绕在护套外，铠装层同时起电场屏蔽和防止外界电磁波干扰的作用。

为了避免钢带、钢丝受周围媒质的腐蚀，一般在它们外面涂以沥青或包绕浸渍黄麻层或挤

压聚乙烯、聚氯乙烯套。但是现有技术的智能收卷装置不方便引导电缆的收卷，容易因为方

向乱蹿扭曲了电缆。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以解决现

有技术的智能收卷装置不方便引导电缆的收卷，容易因为方向乱蹿扭曲了电缆的问题。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1] 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其结构包括装置底座、收卷电机、控制按键板、电源插头、

卷筒底板、卷筒心轴、卷筒上板、电缆导向装置、导向装置连接管，所述装置底座底部嵌有收

卷电机，所述控制按键板通过电连接收卷电机并焊接在装置底座侧面，所述电源插头通过

电连接收卷电机，所述卷筒底板活动嵌于控制按键板上方并通过心轴活动连接在装置底座

上方，所述卷筒心轴焊接在卷筒底板上方，所述卷筒上板焊接在卷筒心轴上方，所述卷筒底

板为圆形中空板状结构，所述卷筒上板为圆形中空板状结构，所述卷筒心轴直径小于卷筒

底板和卷筒上板，所述电缆导向装置嵌入卷筒心轴内部活动连接，所述电缆导向装置下方

通过磁铁与导向装置连接管配合连接，所述导向装置连接管焊接连接在装置底座底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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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导向装置连接管设有连接管磁铁头，所述连接管磁铁头焊接在导向装置连接管上方；所

述电缆导向装置设有配重筒、心轴通槽、下定位轴承、上定位轴承、筒盖、圆周活动架杆、轨

道杆、纵向导向块、导向管磁铁头，所述配重筒为圆柱体结构，所述心轴通槽贯通开设在配

重筒中心处，所述上定位轴承嵌于心轴通槽上方，所述下定位轴承嵌于心轴通槽下方，所述

圆周活动架杆活动嵌于上定位轴承和下定位轴承内部，所述轨道杆包裹连接在圆周活动架

杆下方，所述纵向导向块活动嵌于轨道杆表面，所述导向管磁铁头包裹在轨道杆底部，所述

导向管磁铁头与连接管磁铁头吸附连接；所述纵向导向块设有导向块上板、平衡导向块、导

向块下板、导向板、耐磨套、电缆通槽、连接辅助板、连接螺栓、弹性滑轮，所述导向块上板为

回字型长方形板状结构，所述导向块下板结构与导向块上板相同，所述平衡导向块通过榫

卯配合嵌入在导向块上板和导向块下板中间，所述导向板宽度与平衡导向块相等并通过榫

卯配合嵌入在导向块上板和导向块下板的另一侧，所述电缆通槽开设在导向板中心处，所

述耐磨套嵌套在电缆通槽内侧，所述连接螺栓贯通连接辅助板通过螺纹配合锁定在导向块

上板、平衡导向块、导向块下板、导向板的连接处，所述弹性滑轮嵌设在导向块上板内部开

槽的表面和导向块下板内部开槽的表面；所述弹性滑轮设有轮子、滑轮心轴、滚珠、轮子托

板、心轴连接杆、张紧弹簧、托板连接杆、滑轮安装板、限位板，所述滑轮心轴贯穿轮子中心

处，所述滚珠嵌于轮子托板表面，所述心轴连接杆活动连接在滑轮心轴下方，所述张紧弹簧

嵌于轮子托板和滑轮安装板中间，所述托板连接杆设有2根焊接在轮子托板下方，所述限位

板焊接在心轴连接杆和托板连接杆下方，并将他们连接在一起。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导向块上板设有上板螺栓孔、上板配合槽，所述上板螺栓孔开设在

导向块上板侧面，所述上板配合槽开设在导向块上板下方。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平衡导向块设有导向块上螺栓孔、导向块下螺栓孔、导向块上配合

条、导向块下配合条，所述导向块上螺栓孔开设在平衡导向块侧面上方，所述导向块下螺栓

孔开设在平衡导向块侧面下方，所述导向块上配合条焊接在平衡导向块上方，所述导向块

下配合条焊接在平衡导向块下方，所述导向块上配合条与上板配合槽配合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导向块下板设有下板螺栓孔、下板配合槽，所述下板螺栓孔开设在

导向块下板侧面，所述下板配合槽开设在导向块下板上方，所述导向块下配合条与下板配

合槽配合连接。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滑轮安装板嵌于导向块上板、导向块下板内部。

[0016] 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在进行使用时将电缆贯穿纵向导向块，通过收卷

电机带动卷筒心轴旋转收卷电缆，圆周活动架杆可以绕着上定位轴承和下定位轴承旋转，

纵向导向块可以在轨道杆纵向移动，达到活动导向的作用，通过设有电缆导向装置，实现了

该智能收卷装置可以引导电缆的收卷，避免因为方向乱蹿扭曲了电缆。

附图说明

[0018]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电缆导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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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3为本发明纵向导向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弹性滑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导向块上板的俯视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导向块上下板的配合示意图。

[0025] 图中：装置底座-1、收卷电机-2、控制按键板-3、电源插头-4、卷筒底板-5、卷筒心

轴-6、卷筒上板-7、电缆导向装置-8、导向装置连接管-9、配重筒-80、心轴通槽-81、下定位

轴承-82、上定位轴承-83、筒盖-84、圆周活动架杆-85、轨道杆-86、纵向导向块-87、导向管

磁铁头-88、导向块上板-870、平衡导向块-871、导向块下板-872、导向板-873、耐磨套-874、

电缆通槽-875、、连接辅助板-876、连接螺栓-877、弹性滑轮-878、轮子-8780、滑轮心轴-

8781、滚珠-8782、轮子托板-8783、心轴连接杆-8784、张紧弹簧-8785、托板连接杆-8786、滑

轮安装板-8787、限位板-8788、上板螺栓孔-8700、上板配合槽-8701、导向块上螺栓孔-

8710、导向块下螺栓孔-8711、导向块上配合条-8712、导向块下配合条-8713、下板螺栓孔-

8720、下板配合槽-8721。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7] 请参阅图1-图6，本发明提供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技术方案：

[0028] 一种电缆智能收卷装置，其结构包括装置底座1、收卷电机2、控制按键板3、电源插

头4、卷筒底板5、卷筒心轴6、卷筒上板7、电缆导向装置8、导向装置连接管9，所述装置底座1

底部嵌有收卷电机2，所述控制按键板3通过电连接收卷电机2并焊接在装置底座1侧面，所

述电源插头4通过电连接收卷电机2，所述卷筒底板5活动嵌于控制按键板3上方并通过心轴

活动连接在装置底座1上方，所述卷筒心轴6焊接在卷筒底板5上方，所述卷筒上板7焊接在

卷筒心轴6上方，所述卷筒底板5为圆形中空板状结构，所述卷筒上板7为圆形中空板状结

构，所述卷筒心轴6直径小于卷筒底板5和卷筒上板7，所述电缆导向装置8嵌入卷筒心轴6内

部活动连接，所述电缆导向装置8下方通过磁铁与导向装置连接管9配合连接，所述导向装

置连接管9焊接连接在装置底座1底部，所述导向装置连接管9设有连接管磁铁头90，所述连

接管磁铁头90焊接在导向装置连接管9上方；所述电缆导向装置8设有配重筒80、心轴通槽

81、下定位轴承82、上定位轴承83、筒盖84、圆周活动架杆85、轨道杆86、纵向导向块87、导向

管磁铁头88，所述配重筒80为圆柱体结构，所述心轴通槽81贯通开设在配重筒80中心处，所

述上定位轴承83嵌于心轴通槽81上方，所述下定位轴承82嵌于心轴通槽81下方，所述圆周

活动架杆85活动嵌于上定位轴承83和下定位轴承82内部，所述轨道杆86包裹连接在圆周活

动架杆85下方，所述纵向导向块87活动嵌于轨道杆86表面，所述导向管磁铁头88包裹在轨

道杆86底部，所述导向管磁铁头88与连接管磁铁头90吸附连接；所述纵向导向块87设有导

向块上板870、平衡导向块871、导向块下板872、导向板873、耐磨套874、电缆通槽875、连接

辅助板876、连接螺栓877、弹性滑轮878，所述导向块上板870为回字型长方形板状结构，所

述导向块下板872结构与导向块上板870相同，所述平衡导向块871通过榫卯配合嵌入在导

向块上板870和导向块下板872中间，所述导向板873宽度与平衡导向块871相等并通过榫卯

配合嵌入在导向块上板870和导向块下板872的另一侧，所述电缆通槽875开设在导向板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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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处，所述耐磨套874嵌套在电缆通槽875内侧，所述连接螺栓877贯通连接辅助板876通

过螺纹配合锁定在导向块上板870、平衡导向块871、导向块下板872、导向板873的连接处，

所述弹性滑轮878嵌设在导向块上板870内部开槽的表面和导向块下板872内部开槽的表

面；所述弹性滑轮878设有轮子8780、滑轮心轴8781、滚珠8782、轮子托板8783、心轴连接杆

8784、张紧弹簧8785、托板连接杆8786、滑轮安装板8787、限位板8788，所述滑轮心轴8781贯

穿轮子8780中心处，所述滚珠8782嵌于轮子托板8783表面，所述心轴连接杆8784活动连接

在滑轮心轴8781下方，所述张紧弹簧8785嵌于轮子托板8783和滑轮安装板8787中间，所述

托板连接杆8786设有2根焊接在轮子托板8783下方，所述限位板8788焊接在心轴连接杆

8784和托板连接杆8786下方，并将他们连接在一起，所述导向块上板870设有上板螺栓孔

8700、上板配合槽8701，所述上板螺栓孔8700开设在导向块上板870侧面，所述上板配合槽

8701开设在导向块上板870下方，所述平衡导向块871设有导向块上螺栓孔8710、导向块下

螺栓孔8711、导向块上配合条8712、导向块下配合条8713，所述导向块上螺栓孔8710开设在

平衡导向块871侧面上方，所述导向块下螺栓孔8711开设在平衡导向块871侧面下方，所述

导向块上配合条8712焊接在平衡导向块871上方，所述导向块下配合条8713焊接在平衡导

向块871下方，所述导向块上配合条8712与上板配合槽8701配合连接，所述导向块下板872

设有下板螺栓孔8720、下板配合槽8721，所述下板螺栓孔8720开设在导向块下板872侧面，

所述下板配合槽8721开设在导向块下板872上方，所述导向块下配合条8713与下板配合槽

8721配合连接，所述滑轮安装板8787嵌于导向块上板870、导向块下板872内部。

[0029] 在进行使用时将电缆贯穿纵向导向块87，通过收卷电机2带动卷筒心轴6旋转收卷

电缆，圆周活动架杆85可以绕着上定位轴承83和下定位轴承82旋转，纵向导向块87可以在

轨道杆86纵向移动，达到活动导向的作用。

[0030] 本专利所述的电机是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

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

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

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

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

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0031] 本发明解决现有技术的智能收卷装置不方便引导电缆的收卷，容易因为方向乱蹿

扭曲了电缆的问题，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通过设有电缆导向装置，实现了该智

能收卷装置可以引导电缆的收卷，避免因为方向乱蹿扭曲了电缆。

[003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3]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7640645 B

7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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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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