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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加强芯收线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涉
及加强芯制备领域，
包括收线架、
工字轮；
所述收
线架前后两侧各设置有上下两排滚筒支架，
每个
滚筒支架上均安装有一个分线滚筒；
所述收线架
内设置有四排电机，
同一高度的每两台背对的电
机配备有一个气缸；
所述气缸通过连接臂与两台
电机连接；
每台电机的电机转轴上均安装有一个
绕线轴；
所述绕线轴上安装有用于缠绕加强芯的
工字轮。
本实用新型的加强芯收线装置可以同时
缠绕多卷加强芯，
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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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
其特征在于：包括收线架(100) 、工字轮(200) ；
所述收线架
(100)前后两侧各设置有上下两排滚筒支架(110) ；
每个滚筒支架(110)上均安装有一个分
线滚筒(120) ；
所述收线架(100)内设置有四排电机(300) ，
同一高度的每两台背对的电机
(300)配备有一个气缸(320)；
所述气缸(320)通过连接臂(321)与两台电机(300)连接；
每台
电机(300)的电机转轴(310)上均安装有一个绕线轴(210)；
所述绕线轴(210)上安装有用于
缠绕加强芯的工字轮(200)。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筒支架(110)安装
在绕线轴(210)正上方，
每个滚筒支架(110)正下方均对应有一个绕线轴(210)。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线滚筒(120)为空
心圆柱体结构，
分线滚筒(120)内径比滚筒支架(110)外径大0 .5mm；
所述分线滚筒(120)套
在滚筒支架(110)上。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线滚筒(120)表面
上沿轴向均匀设置有多个分线槽(121)；
所述分线槽(121)的截面为环形。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字轮(200)套在绕
线轴(210)上并跟随绕线轴(210)同步旋转。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字轮(200)通过两
块工字轮限位块(220)固定在绕线轴(2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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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芯收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加强芯制备设备，
特别涉及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光缆中的加强芯在生产完成后需要按行业通用的规格收集起来，
目前主要的方法
是将加强芯缠绕到工字轮上。现有的加强芯收线装置只能同时收集少数几根加强芯，
效率
低下。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可以同时缠绕多卷加强
芯。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包括收
线架、
工字轮；
所述收线架前后两侧各设置有上下两排滚筒支架；
所述每个滚筒支架上均安
装有一个分线滚筒；
所述收线架内设置有四排电机，
同一高度的每两台背对的电机配备有
一个气缸；
所述气缸通过连接臂与两台电机连接；
所述每个电机的电机转轴上均安装有一
个绕线轴；
所述绕线轴上安装有用于缠绕加强芯的工字轮。该收线装置设置有多组工字轮，
并配有分线滚筒，
可以同时缠绕多卷加强芯，
还可以防止多根加强芯缠绕在一起；
气缸可以
驱动电机沿着电机转轴的方向往复运动，
使得工字轮上缠绕的加强芯分布均匀。
[0005] 进一步的是：
所述滚筒支架安装在绕线轴正上方，
每个滚筒支架正下方均对应有
一个绕线轴。
[0006] 进一步的是：
所述分线滚筒为空心圆柱体结构，
分线滚筒内径比滚筒支架外径大
0 .5mm；
所述分线滚筒套在滚筒支架上。
分线滚筒对加强芯起到支撑作用。
[0007] 进一步的是：
所述分线滚筒表面上沿轴向均匀设置有多个分线槽；
所述分线槽截
面为环形。每个分线槽内各放置一根加强芯，
分线槽对加强芯起到导向和分流的作用，
可以
防止多根加强芯缠绕到一起。
[0008] 进一步的是：
所述工字轮套在绕线轴上并跟随绕线轴同步旋转。
电机带动绕线轴
和工字轮旋转，
将加强芯缠绕到工字轮上。
[0009] 进一步的是：
所述工字轮通过两块工字轮限位块固定在绕线轴上。工字轮在绕线
轴上的位置可以微调，
增强了该收线装置的适用性。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加强芯收线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加强芯收线装置主视图；
[0012] 图3为加强芯收线装置横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标记为：
收线架100、
滚筒支架110、
分线滚筒120、
分线槽121、
工字轮200、
绕线
轴210、
工字轮限位块220、
电机300、
电机转轴310、
气缸320、
连接臂321、加强芯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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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5] 如图1和图3所示，
一种加强芯收线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收线架100、
工字轮200；
所述收线架100前后两侧各设置有上下两排滚筒支架110；
所述每个滚筒支架110上均安装
有一个分线滚筒120；
所述收线架100内设置有四排电机300，
同一高度的每两台背对的电机
300配备有一个气缸320；
所述气缸320通过连接臂321与两台电机300连接；
所述每个电机
300的电机转轴310上均安装有一个绕线轴210；
所述绕线轴210上安装有工字轮200。该收线
装置可以同时对多根加强芯进行收线操作，
高效收集加强芯；
收集加强芯时，
每根加强芯均
缠绕到当前分线滚筒120正下方工字轮200的后一个工字轮200上，
可以减小加强芯的折弯
程度，
防止加强芯在收线过程中断裂；
该收线装置还可以同时对左侧进线和右侧进线同时
收线，
只需调节电机300的正反转即可；
所述气缸320可以驱动电机300沿着电机转轴310的
方向往复运动，
使得工字轮200上缠绕的加强芯分布更加均匀。
[0016] 在上述基础上，
如图2所示，
所述滚筒支架110安装在绕线轴210正上方，
每个滚筒
支架110正下方均对应有一个绕线轴210。
[0017] 在上述基础上，
如图3所示，
所述分线滚筒120为空心圆柱体结构，
分线滚筒120内
径比滚筒支架110外径大0 .5mm；
所述分线滚筒120套在滚筒支架110上。
分线滚筒120对加强
芯起到支撑作用；
本实例通过在滚筒支架110上设置卡簧的方式固定分线滚筒120。
[0018] 在上述基础上，
如图3所示，
所述分线滚筒120表面上设置有多个分线槽121，
所述
分线槽121的截面为环形。每个分线槽121内放置一根加强芯，
分线槽121对加强芯起到导向
和分流的作用，
可以防止多根加强芯缠绕到一起。
[0019] 在上述基础上，
如图1和图3所示，
所述工字轮200内径比绕线轴210外径大0 .5mm；
所述工字轮200套在绕线轴210上并跟随绕线轴210同步旋转。
[0020] 在上述基础上，
如图1所示，
所述工字轮200通过两块工字轮限位块220固定在绕线
轴210上。工字轮200在绕线轴210上的位置可以微调，
增强了该收线装置的适用性。
[0021]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
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
步详细说明，
所应理解的是，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而已，
并不用于限制本
实用新型，
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做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
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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