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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将至少一条金属丝、盘条、或条料

拉丝的拉丝线，拉丝线具有在拉长过程期间作用

于金属丝、盘条、或条料的多个旋转机构，多个感

应电动机，每个感应电动机使旋转机构中的一个

或多个旋转，多个驱动器，每个驱动器控制相应

的电动机并且包括DC/AC逆变器，以及电源装置，

通过沿着拉丝线安装的单个直流电压总线的方

式向所述驱动器供应直流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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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将至少一条金属丝、盘条、或条料拉丝的拉丝线，所述拉丝线(1)包括：在所

述拉丝线(1)的工作过程期间作用于所述金属丝、盘条、或条料的多个旋转机构(6,13,14,

19)；多个感应电动机(8,15,20)，每个感应电动机被设计成使所述多个旋转机构(6,13,14,

19)中的一个或多个旋转；多个驱动器(21-23)，每个驱动器被设计成控制所述多个感应电

动机(8,15,20)中的相应一个并且包括至少一个DC/AC逆变器；以及电源装置(16)，被设计

成产生直流中伏电压(Udc)以向所述多个驱动器(21-23)供应电力；所述拉丝线(1)的特征

在于所述拉丝线包括单个直流电压总线(24)，所述单个直流电压总线(24)连接至所述电源

装置(16)的输出并且沿着所述拉丝线(1)安装，以向全部的所述多个驱动器(21-23)供应所

述直流中伏电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线，其中，所述多个驱动器(21-23)安装在相应的所述多

个感应电动机(8,15,20)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线，还包括拉丝机(2)；所述多个旋转机构(6,13,14,19)

包括作为所述拉丝机(2)的一部分的第一旋转机构(6)，所述多个感应电动机(8,15,20)包

括与所述第一旋转机构(6)相关联的第一感应电动机(8)，所述多个驱动器(21-23)包括与

所述第一感应电动机(8)相关联的第一驱动器(21)，并且所述拉丝机(2)包括安装在所述拉

丝机(2)的一侧(12)上并且容纳所述第一驱动器(21)的第一盒(2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线，还包括拉丝机(2)和连接至所述拉丝机(2)的输出的

退火炉(3)；所述电源装置(16)安装在所述退火炉(3)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拉丝线，其中，所述退火炉(3)包括第一保护壳体(9)和控制板

(5)，所述控制板(5)安装在所述第一保护壳体(9)的第一壁(11)上并且包括连接至所述控

制板的输出的所述电源装置(16)和供应直流低伏电压(Uann)以用于退火的电压转换装置

(1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拉丝线，其中，所述多个旋转机构(6,13,14,19)包括作为所述

退火炉(3)的一部分的至少一个第二旋转机构(13，14)，所述多个感应电动机(8,15,20)包

括与所述第二旋转机构(13,14)相关联的至少一个第二感应电动机(15)，并且所述多个驱

动器(21-23)包括与所述第二感应电动机(15)相关联并且容纳在所述控制板(5)内的至少

一个第二驱动器(2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线，还包括拉丝机(2)和络筒机(4)，所述络筒机在拉丝过

程的下游卷绕所述金属丝、盘条、或条料；所述多个旋转机构(6,13,14,19)包括作为所述络

筒机(4)的一部分的至少一个第三旋转机构(19)，所述多个感应电动机(8,15,20)包括与所

述第三旋转机构(19)相关联的至少一个第三感应电动机(20)，所述多个驱动器(21-23)包

括与所述第三感应电动机(20)相关联的至少一个第三驱动器(23)，并且所述络筒机(4)包

括第二保护壳体(10)和第二盒(28)，所述第二盒(28)安装在所述第二保护壳体(10)的第二

壁(29)上并且容纳所述第三驱动器(2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线，还包括通信总线(25)、控制台、以及控制装置(26)，所

述通信总线(25)沿着所述拉丝线(1)安装，并且所述控制装置(26)容纳在所述控制台内且

被设计成通过所述通信总线(25)控制所述多个驱动器(21-23)。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拉丝线，还包括通信总线(25)和控制装置(26)，所述通信总线

(25)沿着所述拉丝线(1)安装，并且所述控制装置(26)容纳在所述控制板(5)内且被设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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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所述通信总线(25)控制所述多个驱动器(21-23)。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线，还包括拉丝机(2)；所述多个旋转机构(6,13,14,19)

包括作为所述拉丝机(2)的一部分的第一旋转机构(6)，所述多个感应电动机(8,15,20)包

括与所述第一旋转机构(6)相关联的第一感应电动机(8)，所述多个驱动器(21-23)包括与

所述第一感应电动机(8)相关联的第一驱动器(21)；所述第一感应电动机(8)中的每一个感

应电动机的一部分从所述拉丝机(2)的与拉丝方向(T)平行的后侧(12)突出，至以不改变所

述拉丝机(2)在地面上的压印的程度。

11.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拉丝线，其中，所述第一盒(27)安装在所述拉丝机(2)的与拉

丝方向(T)平行的后侧(12)上，以不改变所述拉丝机(2)在地面上的压印。

12.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拉丝线，其中，所述退火炉(3)沿着拉丝方向(T)与所述拉丝

机(2)对准，并且所述第一壁(11)横过所述拉丝方向(T)，使得所述控制板(5)的安装不改变

所述拉丝线(1)在横过所述拉丝方向(T)上在地面上的压印。

13.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拉丝线，其中，所述络筒机(4)以与拉丝方向(T)平行的方式

与所述拉丝机(2)对准，并且所述络筒机包括横过所述拉丝方向(T)且比所述第二保护壳体

(10)更深的基座；所述第二壁(29)是横过所述拉丝方向(T)的所述第二保护壳体(10)的后

壁，使得所述第二盒(28)的安装不改变所述拉丝线(1)在横过所述拉丝方向(T)上在地面上

的压印。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线，还包括多个机器(2-4)，所述多个旋转机构(6,13 ,

14,19)中的每一个是相关的所述机器(2-4)的一部分，并且每个驱动器(21-23)安装在相关

的所述机器(2-4)上，相关的所述机器(2-4)包括通过相关的所述多个感应电动机(8,15,

20)与所述多个驱动器(21-23)本身相关联的所述多个旋转机构(6,13,14,19)。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拉丝线，其中，所述多个机器(2-4)包括拉丝机(2)、连接至

所述拉丝机(2)的输出的退火炉(3)、以及连接至所述退火炉(3)的输出的络筒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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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金属丝、盘条、或条料拉丝的拉丝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将金属丝、盘条、或条料拉丝的拉丝线。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按照下列顺序，拉丝线通常包括拉丝机、退火炉、以及络筒机，拉丝机被

设计成通过一系列拉模拉伸金属丝来对金属丝执行恒定体积变形，以获得具有更小截面的

丝，退火炉对通过拉丝机交付的硬拉伸丝执行热处理，以恢复电阻的至少一部分及构成丝

的金属的延展特征，并且络筒机围绕线轴卷绕退火的丝。有时，没有或不使用退火炉，以在

过程结束时获得具有简单硬拉伸丝的线轴。

[0003] 如果拉丝线是多丝线，则其包括设置有相应线轴的不同络筒机或其包括含不同线

轴的收集筒子架。

[0004] 拉丝机包括多个拉伸环并且退火炉包括多个惰辊和至少一个拉伸环。拉伸环、络

筒机的线轴、以及惰辊(如果提供)通过适合传输系统的方式通过感应电动机移动。通过相

应驱动器控制这些电动机中的每一个。如果使用拉丝线拉伸具有大直径的丝，则与拉伸环

耦接的电动机具有极大的功率，例如，高至80KW，并且因此，相关的驱动器较大并且耗散大

量的热。

[0005] 为了使设计更简单并且制冷更简单，所以将全部驱动器容纳在布置在拉丝线外面

的一个单一盒内，即，依靠在靠近拉丝线的地面上。驱动器包括通过容纳在外部盒内的电源

装置供应电力的相应DC/AC逆变器。每个驱动器通过相应屏蔽的电力线缆的方式连接至相

应的电动机。

[0006] 然而，外部盒的存在具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外部盒在地面上留下较大的压印，使

得安装拉丝线的地点逻辑复杂化。此外，电力线缆非常长(即，不同米长)，从而导致功率损

耗，并且在使用AC电动机的特别情况下，引起显著的电磁性问题。最后，因为必须构建并且

安装合适的通道或管道，以允许线缆从外部盒进入拉丝线中，所以必须与拉丝线的其他部

分分离地安装外部盒，该外部盒的存在增加了整条线的构建和安装成本。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不受上述所述缺点影响的电架构并且同时以简单

和低成本方式获得的拉丝线。

[0008] 根据本发明，提供有一种根据所附权利要求的用于将金属丝、盘条、或条料拉丝的

拉丝线。

附图说明

[0009] 现将参考所附附图描述本发明，所附附图示出了本发明的非限制性实施方式，其

中：

[0010] 图1和图2根据两个相应几何视图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拉丝线，第一个视图是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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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视图，并且第二个视图是大致后视图；

[0011] 图3以示意性方式示出了图1和图2中的拉丝线的总体电架构；

[0012] 图4根据大致后几何视图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又一实施方式的拉丝线；并且

[0013] 图5以示意性方式示出了图4中的拉丝线的总体电架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在图1和图2中，标号1总体上指示作为整体的根据本发明的多丝拉丝线。拉丝线1

包括根据拉丝方向T按照下列顺序布置的拉丝机2、退火炉3、以及络筒机4，拉丝机2接收多

个金属丝并且执行其拉丝，以降低其截面，退火炉3从拉丝机2接收硬拉伸丝并且执行该丝

的直流电阻退火，并且络筒机4被设计成在相应线轴上卷绕退火的丝。退火炉3包括控制板

5，控制板5容纳用于产生所谓退火电压的已知电气装置。示出了未处于使用中的拉丝线1，

即，示出了在拉丝机2的输入处没有未经加工的丝并且在退火炉3的输出3a(图1)处(即，在

络筒机4的入口4a(图2)处)没有退火的丝。

[0015] 拉丝机2包括多个拉伸环6(图1)，拉伸环6以同步方式旋转，以通过多个模具7拉伸

丝。拉伸环6被致使为通过本身已知并且因此图中未示出的齿轮传动系统的方式，经由一个

或多个感应电动机8(在图1的实施例中，有三个感应电动机)旋转。感应电动机8中的每一个

感应电动机的一部分从拉丝机2的后侧12(即，从与拉丝方向T大致平行的一侧)突出，以不

改变拉丝机2在地面上的压印。退火炉3和络筒机4包括相应的保护壳体9和10。控制板5安装

在保护壳体9的侧壁11(即，横过拉丝方向T的壁)上，以不改变拉丝线1在横过拉丝方向T上

在地面上的压印。

[0016] 现参考图3，退火炉3包括容纳在其保护壳体内部的两个惰辊13、拉伸环14、以及三

个感应电动机15，三个感应电动机15被设计成使所述惰辊13中的相应一个及拉伸环14旋

转。控制板5容纳电源级16以及后续电压转换级，电源级16为已知类型并且被设计成将通过

三相电源17提供的三相电压Uac转换成直流中伏电压Udc，并且后续电压转换级本身已知并

且作为整体以编号18表示，以将中间电压Udc转变成适用于对丝退火的直流低伏电压Uann。

中间电压Udc具有范围为500至1000V的振幅。退火电压Uann具有通过已知方式以0至110V范

围的间隔进行调制的振幅。退火电压Uann的最大电平取决于要退火的丝的金属类型、退火

炉3的几何结构、以及拉丝线1中的丝的最大馈送速度。

[0017] 再次参考图3，络筒机4包括容纳在其保护壳体10内的多个线轴19以及多个感应电

动机20，出于简化缘故图中仅示出了两个线轴19，并且每个感应电动机20被设计成使相应

的线轴19旋转。通过相应的驱动器21、22、以及23控制感应电动机8、15、以及20，驱动器中的

每一个驱动器是包括至少一个DC/AC逆变器的类型。

[0018] 参考图2和图3，根据本发明，驱动器21、22、以及23安装在拉丝线1上，具体地，安装

在相应的感应电动机8、15、以及20上，并且通过单向电流电压总线或简单地DC总线24(图3)

供应电力，单向电流电压总线或DC总线24连接至电源级16的输出并且沿着拉丝线1安装且

安装在拉丝线1上，以能够到达所有驱动器21-23。图2仅示出了拉丝机2的感应电动机8和驱

动器21。

[0019] 参考图3，DC总线24包括沿着拉丝机2安装的第一部分、沿着退火炉3安装的第二部

分、以及沿着络筒机4安装的第三部分。以这种方式，将驱动器21、22、以及23连接至相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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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电动机8、15、以及20的电力线缆(未示出)非常短并且并不需要特别屏蔽。通过沿着拉丝

线1安装且安装在拉丝线1上的通信总线25的方式，通过安装在退火炉3的控制板5内的控制

单元26控制驱动器21-23。

[0020] 因此，拉丝线1在横过拉丝方向T的方向上在地面上的总体压印基本上由退火炉3

(图2)的深度限定。

[0021] 在使用具有小于或等于40KW的功率的感应电动机8、15、以及20的假设下，例如，驱

动器21至23是西门子出售的型号SINAMICS  G120D的类型。

[0022] 根据本文未示出的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方式，控制单元26安装在拉丝线1的所谓

控制台(即，人机界面设备)内，人机界面设备允许操作员与拉丝机1交互(例如，发出开始与

停止命令)并且通常安装在依靠地面的支座上或固定至拉丝机2或退火炉3的框架的悬挂

臂。

[0023] 根据本文未示出的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方式，每个感应电动机8、15、20是液体制

冷的并且相应的驱动器21、22、23具有与感应电动机8、15、20中的一个一体化的外部壳体，

以使用相同的制冷电路。

[0024] 根据图4和图5中示出的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方式，其中，对应元件以图2和图3中

的相同标号和缩写表示，驱动器21容纳在安装于拉丝机2的后侧上的盒27内、紧挨着感应电

动机8(图4)，驱动器22容纳在控制板5内并且驱动器23容纳在安装于在距地面给定高度的

保护壳体10的后壁29上的另一个盒28内(图4)。DC总线24在控制板5以及盒27和28内部分地

延伸。

[0025] 盒27和28所安装的位置需要盒27和28具有至少IP54级别的保护程度。将驱动器

21、22、以及23连接至相应感应电动机8、15、以及20的电力线缆(未示出)比图1至图3的实施

方式中的电力线缆更长。盒27成形为以不从后侧12突出，而感应电动机8大多如此。络筒机4

的横过拉丝方向T的基座30通常比后壁29位于的保护壳体10的上部更深；盒28成形为以保

留在基座30的深度内。因此，拉丝线1在地面上的压印不受盒27和28存在的影响。

[0026] 即使上述发明具体涉及给定的实施方式，然而，由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还包括对

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变形、改变、或简化形式，所以本发明不应被视为仅局

限于该实施方式，例如：

[0027] -就要同时拉伸的丝的数量和直径而言，出于提高该线的生产能力之目的，对于拉

丝机2使用更多数量的感应电动机8并且因此使用更多数量的驱动器21；

[0028] -没有退火炉3，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单元26容纳在控制台内；

[0029] -拉丝线中的上述电架构的实现方式用于金属丝、棒或条料；

[0030] -惰辊13不是电动机驱动，即，没有相关的感应电动机15和相关的驱动器22；并且

[0031] -没有退火炉3和相关的控制板5，即，拉丝线1生产硬拉伸丝，在这种情况下，电源

级16容纳在安装于拉丝机2的后侧12上的另一个小盒内或容纳在盒27内。

[0032] 与具有相同生产能力的现有线相比，由于电动机的驱动器安装在拉丝线上并且因

此不需要外部盒依靠在地面上且用于保持驱动器本身，所以上述拉丝线1的主要优点在于

具有在地面上的明显更小的压印。此外，如果拉丝线包括具有相关的控制板的退火炉，则控

制板内产生的直流中伏电压可用于通过沿着拉丝线1延伸的直流总线的方式，将电力供应

至驱动器的逆变器。最后，尤其在驱动器直接安装在相应电动机上的情况下，在拉丝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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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的存在允许明显减少将驱动器与电动机连接的线缆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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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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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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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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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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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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