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121477.X

(22)申请日 2019.07.17

(73)专利权人 东莞市鑫华翼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社

区兴发南路东三街1号3栋3楼301

(72)发明人 邱世日　任小华　程文旗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卓恒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11394

代理人 李迪

(51)Int.Cl.

H01F 41/082(2016.01)

H01F 41/09(201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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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

线机，包括机架、移动模组与排线模组，移动模组

设在机架上，移动模组设有牛头板，排线模组设

在牛头板上，排线模组包括线嘴与滚动组件，线

嘴在排线模组内上下移动，滚动组件在排线模组

内左右移动，滚动组件设有滚轮，本实用新型可

以实现自动化生产，过程无需人工干预，一次完

成多个产品，品质稳定，可节约人力，提高生产效

率，扩展性强，线嘴对产品进行缠脚入槽，使滚轮

位于线嘴和产品之间，并与产品之间有一段距

离，滚轮移动，使导线通过线嘴和滚轮时，与产品

形成一个夹角，这样在排线过程中当导线接触到

骨架边缘时，利用导线自然挤压排列填满骨架，

避免圈层叠加时因线未排满或多排线导致排线

不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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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移动模组与排线模组，所述

移动模组设在机架上，所述移动模组设有牛头板，所述排线模组设在牛头板上，所述排线模

组包括线嘴与滚动组件，所述线嘴在排线模组内上下移动，所述滚动组件在排线模组内左

右移动，所述滚动组件设有滚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包括左底板

与右底板，所述左底板与右底板之间设有前面板，所述前面板的两侧分别设有边板，所述前

面板的顶部设有主支撑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模组包括X

向移动部件、Y向移动部件、Z向移动部件与主轴座，所述X向移动部件设在机架的顶部，所述

Y向移动部件设在X向移动部件上，所述Z向移动部件设在Y向移动部件上，所述Z向移动部件

连接有牛头板，所述主轴座设在机架的前面，所述主轴座上设有至少一个旋转轴，所述旋转

轴连接有旋转夹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X向移动部件包

括X轴导轨、X轴移动块、X轴驱动电机与X轴滚珠丝杆，所述X轴导轨设在机架的顶部，所述X

轴移动块滑设在X轴导轨上，所述X轴驱动电机通过X轴电机安装板安装在机架的顶部，所述

X轴驱动电机与X轴移动块通过X轴滚珠丝杆传动连接，所述X轴滚珠丝杆通过联轴器与X轴

驱动电机传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Y向移动部件包

括Y轴导轨、Y轴移动块、Y轴驱动电机与Y轴滚珠丝杆，所述Y轴导轨设在X向移动部件上，所

述Y轴移动块滑设在Y轴导轨上，所述Y轴驱动电机通过Y轴电机安装板设在X向移动部件上，

所述Y轴驱动电机与Y轴移动块通过Y轴滚珠丝杆传动连接，所述Y轴滚珠丝杆通过联轴器与

Y轴驱动电机传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Z向移动部件包

括Z轴导轨、端座安装板、Z轴驱动电机、Z轴滚珠丝杆与同步传动组件，所述Z轴导轨与端座

安装板设在Y向移动部件上，所述Z轴驱动电机通过Z轴电机安装板设在Y向移动部件上，所

述Z轴滚珠丝杆穿设在端座安装板上，所述Z轴驱动电机与Z轴滚珠丝杆通过同步传动组件

传动连接，所述牛头板与Z轴滚珠丝杆传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线模组包括N

型架，所述N型架设在牛头板上，所述N型架的顶部连接有第一加强板，所述第一加强板上设

有至少一个防跳线器，所述第一加强板连接有升降导轨安装条，所述升降导轨安装条上设

有升降导轨，所述升降导轨的上部设有第一缓冲器安装板，所述第一缓冲器安装板上设有

第一缓冲器，所述升降导轨安装条的侧面设有气缸安装板，所述气缸安装板上设有气缸，所

述升降导轨上滑设有移动板，所述移动板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的顶端

设有第二缓冲器安装板，所述第二缓冲器安装板上设有第二缓冲器，所述气缸通过气缸接

头与移动板连接，所述移动板的下方连接有第二加强板，所述第二加强板的左侧设有左端

板，所述第二加强板的右侧设有右端板，所述左端板上设有旋转气缸，所述右端板设有轴承

座，所述旋转气缸与轴承座分别连接有连接块，两块连接块之间连接有线嘴杆，所述线嘴杆

上设有至少一个线嘴，所述牛头板的底部设有滑轨与浮动气缸，所述滑轨上滑设有滚动部

件，所述滚动部件包括横移板，所述横移板上设有设有至少一根滚轮安装杆，所述滚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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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上设有滚轮，所述横移板的后方设有浮动气缸，所述浮动气缸连接有浮动接头，所述浮动

接头通过接头连接板与横移板连接，所述滑轨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第三缓冲器安装板，所

述第三缓冲器安装板上设有第三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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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绕线设备领域，尤指一种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

背景技术

[0002] 电磁线圈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电气配件，为提高磁吸力，该类线圈大部分都设计成

多圈数多层精密排列，在实际生产中，因产品骨架及线材尺寸误差等因数影响，按理论数值

排线时，往往在骨架边缘处圈层叠加时，因导线排不满或多排线导致排线不平整。目前，生

产该类线圈主要以人工单轴绕线配以人工修正，生产效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节约人力、生产效率高的多轴自动精密排

线绕线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

线机，包括机架、移动模组与排线模组，所述移动模组设在机架上，所述移动模组设有牛头

板，所述排线模组设在牛头板上，所述排线模组包括线嘴与滚动组件，所述线嘴在排线模组

内上下移动，所述滚动组件在排线模组内左右移动，所述滚动组件设有滚轮。

[0005] 优选地，所述机架包括左底板与右底板，所述左底板与右底板之间设有前面板，所

述前面板的两侧分别设有边板，所述前面板的顶部设有主支撑板。

[0006] 优选地，所述移动模组包括X向移动部件、Y向移动部件、Z向移动部件与主轴座，所

述X向移动部件设在机架的顶部，所述Y向移动部件设在X向移动部件上，所述Z向移动部件

设在Y向移动部件上，所述Z向移动部件连接有牛头板，所述主轴座设在机架的前面，所述主

轴座上设有至少一个旋转轴，所述旋转轴连接有旋转夹具。

[0007] 优选地，所述X向移动部件包括X轴导轨、X轴移动块、X轴驱动电机与X轴滚珠丝杆，

所述X轴导轨设在机架的顶部，所述X轴移动块滑设在X轴导轨上，所述X轴驱动电机通过X轴

电机安装板安装在机架的顶部，所述X轴驱动电机与X轴移动块通过X轴滚珠丝杆传动连接，

所述X轴滚珠丝杆通过联轴器与X轴驱动电机传动连接。

[0008] 优选地，所述Y向移动部件包括Y轴导轨、Y轴移动块、Y轴驱动电机与Y轴滚珠丝杆，

所述Y轴导轨设在X向移动部件上，所述Y轴移动块滑设在Y轴导轨上，所述Y轴驱动电机通过

Y轴电机安装板设在X向移动部件上，所述Y轴驱动电机与Y轴移动块通过Y轴滚珠丝杆传动

连接，所述Y轴滚珠丝杆通过联轴器与Y轴驱动电机传动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Z向移动部件包括Z轴导轨、端座安装板、Z轴驱动电机、Z轴滚珠丝杆

与同步传动组件，所述Z轴导轨与端座安装板设在Y向移动部件上，所述Z轴驱动电机通过Z

轴电机安装板设在Y向移动部件上，所述Z轴滚珠丝杆穿设在端座安装板上，所述Z轴驱动电

机与Z轴滚珠丝杆通过同步传动组件传动连接，所述牛头板与Z轴滚珠丝杆传动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排线模组包括N型架，所述N型架设在牛头板上，所述N型架的顶部连

接有第一加强板，所述第一加强板上设有至少一个防跳线器，所述第一加强板连接有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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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安装条，所述升降导轨安装条上设有升降导轨，所述升降导轨的上部设有第一缓冲器

安装板，所述第一缓冲器安装板上设有第一缓冲器，所述升降导轨安装条的侧面设有气缸

安装板，所述气缸安装板上设有气缸，所述升降导轨上滑设有移动板，所述移动板的左右两

侧分别设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的顶端设有第二缓冲器安装板，所述第二缓冲器安装板上

设有第二缓冲器，所述气缸通过气缸接头与移动板连接，所述移动板的下方连接有第二加

强板，所述第二加强板的左侧设有左端板，所述第二加强板的右侧设有右端板，所述左端板

上设有旋转气缸，所述右端板设有轴承座，所述旋转气缸与轴承座分别连接有连接块，两块

连接块之间连接有线嘴杆，所述线嘴杆上设有至少一个线嘴，所述牛头板的底部设有滑轨

与浮动气缸，所述滑轨上滑设有滚动部件，所述滚动部件包括横移板，所述横移板滑设在滑

轨上，所述横移板上设有至少一根滚轮安装杆，所述滚轮安装杆上设有滚轮，所述横移板的

后方设有浮动气缸，所述浮动气缸连接有浮动接头，所述浮动接头通过接头连接板与横移

板连接，所述滑轨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第三缓冲器安装板，所述第三缓冲器安装板上设有

第三缓冲器。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可以实现自动化生产，过程无需人工干

预，一次完成多个产品，品质稳定，可节约人力，提高生产效率，扩展性强，线嘴下移对产品

进行缠脚入槽，完成后上升，使滚轮位于线嘴和产品之间，并与产品之间设有一段距离，滚

轮移动，使导线通过线嘴和滚轮时与产品形成夹角，这样在排线过程中当导线接触到骨架

边缘时，利用导线自然挤压排列填满骨架，避免圈层叠加时因线未排满或多排线导致排线

不平整。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移动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排线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排线模组另一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标记说明：1.机架；11.左底板；12.右底板；13.前面板；14.主支撑板；15.边

板；2.移动模组；21.X向移动部件；211.X轴导轨；212.X轴移动块；213.X轴驱动电机；214.X

轴滚珠丝杆；22.Y向移动部件；221.Y轴导轨；222.Y轴移动块；223.Y轴驱动电机；224.Y轴滚

珠丝杆；23.Z向移动部件；231.Z轴导轨；232.端座安装板；233.Z轴驱动电机；234.Z轴滚珠

丝杆；235.同步传动组件；24.牛头板；25.主轴座；26.旋转轴；27.旋转夹具；3.排线模组；

31.N型架；32.第一加强板；33.防跳线器；34.升降导轨安装条；35.升降导轨；36.第一缓冲

器；37.气缸；38.移动板；39.连接板；310.第二缓冲器；320.第二加强板；330.左端板；340.

右端板；350.旋转气缸；360.轴承座；370.线嘴杆；380.线嘴；390.滑轨；3100 .滚动部件；

3110.横移板；3120.滚轮安装杆；3130.滚轮；3200.浮动气缸；3300.第三缓冲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请参阅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关于一种多轴自动精密排线绕线机，包括机架1、移

动模组2与排线模组3，所述机架1包括左底板11与右底板12，所述左底板11与右底板12之间

设有前面板13，所述前面板13的两侧分别设有边板15，所述前面板13的顶部设有主支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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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述移动模组2设在主支撑板14上，所述排线模组3设在移动模组2上。

[0018] 优选地，所述移动模组2包括X向移动部件21、Y向移动部件22、Z向移动部件23与主

轴座25，所述X向移动部件21设在机架1的顶部，所述Y向移动部件22设在X向移动部件21上，

所述Z向移动部件23设在Y向移动部件22上，所述Z向移动部件23连接有牛头板24，所述主轴

座25设在机架1的前面，所述主轴座25上设有至少一个旋转轴26，所述旋转轴26连接有旋转

夹具27，牛头板24在X向移动部件21、Y向移动部件22与Z向移动部件23的带动下沿X、Y、Z三

个方向移动。

[0019] 优选地，所述X向移动部件21包括X轴导轨211、X轴移动块212、X轴驱动电机213与X

轴滚珠丝杆214，所述X轴导轨211设在主支撑板14上，所述X轴移动块212滑设在X轴导轨211

上，所述X轴驱动电机213通过X轴电机安装板安装在主支撑板14上，所述X轴驱动电机213与

X轴移动块212通过X轴滚珠丝杆214传动连接，所述X轴滚珠丝杆214通过联轴器与X轴驱动

电机213传动连接，X轴驱动电机213驱动X轴滚珠丝杆214转动，X轴滚珠丝杆214带动X轴移

动块212在X轴导轨211上沿X轴方向做直线运动。

[0020] 优选地，所述Y向移动部件22包括Y轴导轨221、Y轴移动块222、Y轴驱动电机223与Y

轴滚珠丝杆224，所述Y轴导轨221设在X轴移动块212上，所述Y轴移动块222滑设在Y轴导轨

221上，所述Y轴驱动电机223通过Y轴电机安装板设在X轴移动块212上，所述Y轴驱动电机

223与Y轴移动块222通过Y轴滚珠丝杆224传动连接，所述Y轴滚珠丝杆224通过联轴器与Y轴

驱动电机223传动连接，Y轴驱动电机223驱动Y轴滚珠丝杆224转动，Y轴滚珠丝杆224带动Y

轴驱动块在Y轴导轨221上沿Y轴方向做直线运动。

[0021] 优选地，所述Z向移动部件23包括Z轴导轨231、端座安装板232、Z轴驱动电机233、Z

轴滚珠丝杆234与同步传动组件235，所述Z轴导轨231与端座安装板232设在Y轴移动块222

上，所述Z轴驱动电机233通过Z轴电机安装板设在Y轴移动块222上，所述Z轴滚珠丝杆234穿

设在端座安装板232上，所述Z轴驱动电机233与Z轴滚珠丝杆234通过同步传动组件235传动

连接，所述同步传动组件235包括主传动轮与副传动轮，所述主传动轮与Z轴驱动电机233连

接，所述副传动轮与Z轴滚珠丝杆234连接，所述主传动轮与副传动轮通过同步带传动连接，

所述牛头板24与Z轴滚珠丝杆234传动连接且在Z轴导轨231上导向滑动，Z轴驱动电机233通

过同步传动组件235驱动Z轴滚珠丝杆234转动，Z轴滚珠丝杆234带动牛头板24在Z轴导轨

231上沿Z轴方向滑动。

[0022] 优选地，所述排线模组3包括N型架31，所述N型架31设在牛头板24上，所述N型架31

的顶部连接有第一加强板32，所述第一加强板32上设有至少一个防跳线器33，所述第一加

强板32连接有升降导轨安装条34，所述升降导轨安装条34上设有升降导轨35，所述升降导

轨35的上部设有第一缓冲器36安装板，所述第一缓冲器36安装板上设有第一缓冲器36，所

述升降导轨安装条34的侧面设有气缸37安装板，所述气缸37安装板上设有气缸37，所述升

降导轨35上滑设有移动板38，所述移动板38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连接板39，所述连接板39

的顶端设有第二缓冲器310安装板，所述第二缓冲器310安装板上设有第二缓冲器310，所述

气缸37通过气缸37接头与移动板38连接，气缸37通过气缸37接头驱动移动板38在升降导轨

35上升降移动，第一缓冲器36能够对移动板38的上升距离进行限制，第二缓冲器310能够对

移动板38下降距离进行限制；所述移动板38的下方连接有第二加强板320，所述第二加强板

320的左侧设有左端板330，所述第二加强板320的右侧设有右端板340，所述左端板330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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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旋转气缸350，所述右端板340设有轴承座360，所述旋转气缸350与轴承座360分别连接有

连接块，两块连接块之间连接有线嘴杆370，所述线嘴杆370上设有至少一个线嘴380，旋转

气缸350通过连接块带动线嘴杆370做旋转运动，线嘴380随着线嘴杆370一起旋转，线嘴380

还可以随着移动板38升降移动；所述牛头板24的底部横设有滑轨390与浮动气缸3200，所述

滑轨390设在线嘴杆370的下方，所述滑轨390上滑设有滚动部件3100，所述滚动部件3100包

括横移板3110，所述横移板3110滑设在滑轨390上，所述横移板3110上设有设有至少一根滚

轮安装杆3120，所述滚轮安装杆3120上设有滚轮3130，所述浮动气缸3200设在横移板3110

的后方，所述浮动气缸3200连接有浮动接头，所述浮动接头通过接头连接板39与横移板

3110连接，所述滑轨390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第三缓冲器3300安装板，所述第三缓冲器3300

安装板上设有第三缓冲器3300，浮动气缸3200通过浮动接头与接头连接板39驱动横移板

3110左右移动，第三缓冲器3300能够限制横移板3110左右移动的距离，滚轮3130随着横移

板3110一起移动。

[0023] 工作原理：排线模组3设有上下移动的线嘴380和左右移动的滚轮3130，线嘴380下

移对产品进行缠脚入槽，完成后上升，Z向移动部件23带动排线模组3移动使滚轮3130位于

线嘴380和产品之间，并与产品产生一个合适的距离。浮动气缸3200驱动横移板3110移动带

动滚轮3130移动，使导线通过线嘴380和滚轮3130时，与产品形成一个合适的夹角，这样在

排线过程中当导线接触到骨架边缘时，利用导线自然挤压排列填满骨架，避免圈层叠加时

因线未排满或多排线导致排线不平整。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可以实现自动化生产，过程无需人工干预，一次完成多个

产品，品质稳定，可节约人力，提高生产效率，扩展性强，可根据产品的工艺，增加相应的功

能模组进行配合工作，如包胶带模组、剥皮模组等。

[0025] 以上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

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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