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1085493.5

(22)申请日 2020.10.12

(71)申请人 肖国强

地址 116000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雅林

街42号橄榄季小区55号楼

(72)发明人 肖国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专赢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797

代理人 刘梅

(51)Int.Cl.

B65H 54/28(2006.01)

B65H 54/44(2006.01)

B65H 54/5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

装置，包括底板和光纤，在底板上布设安装有绕

线组件和调节组件；光纤绕设在绕线组件上，调

节组件布设在绕线组件前方，光纤穿设在调节组

件上，绕线组件和调节组件之间传动连接，绕线

组件绕线过程中，同时驱动调节组件的运作。通

过皮带副的传动连接，同时驱动多组转轴转动；

在绕线组件的绕线过程中，同时驱动调节组件的

运作；驱动球沿着的话螺纹槽滑动，带动活动块

以及固定杆上下往复运动；带动光纤的上下运动

使得光纤在绕线组件上一边卷绕一边高度变化，

使得光纤在卷绕过程中排线更加紧密；有效的解

决了收卷装置在进行收卷的过程中且绕设混乱，

导致光纤的收卷效果较差的问题；具备良好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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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包括底板（1）和光纤（11），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底

板（1）上布设安装有绕线组件和调节组件；所述的光纤（11）绕设在绕线组件上，调节组件布

设在绕线组件的前方，光纤（11）穿设在调节组件上，所述的绕线组件和调节组件之间传动

连接，绕线组件的绕线过程中，同时驱动所述的调节组件的运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绕线组件包括支撑

座（9）、转轴（15）、收卷架（10）和驱动装置，支撑座（9）固定安装在底板（1）上，转轴（15）在支

撑座（9）上转动安装；转轴（15）上固定安装有限位块（18），所述的收卷架（10）卡设在限位块

（18）上，光纤（11）的一端固定连接在收卷架（10）上；驱动装置布设在转轴（15）和底板（1）之

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装置采

用伺服控制的电机（16），电机（16）的转动轴与转轴（15）之间通过锥齿轮副（17）连接，电机

（16）固定连接在底板（1）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轴（15）上

固定连接有载板（19），载板（19）布设在限位块（18）下方；所述的收卷架（10）搭载在载板

（19）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组件包

括支撑架（2）、转动杆（3）、滑杆（8）、驱动杆（4）和活动块（12）；所述支撑架（2）固定连接在底

板（1）上；转动杆（3）与驱动杆（4）之间固定连接，转动杆（3）转动安装在底板（1）上且与转轴

（15）之间通过皮带副连接；驱动杆（4）开设有旋向相反的双螺纹槽，螺纹槽的末端相互连

通；所述活动块（12）内固定连接有驱动球（20），驱动球（20）卡设在驱动杆（4）的螺纹槽内，

滑杆（8）固定连接在支撑架（2）上，滑杆（8）上滑动套设有滑块（7），在滑块（7）和活动块（12）

之间固定连接有固定杆（5），固定杆（5）扇开设有穿线孔（6），线缆穿设在穿线孔（6）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穿线孔（6）

内布设有瓷质的衬套。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轴（15）与

支撑座之间布设安装有转动衬套（14）。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轴（15）均

匀布设有四组，相邻转轴（15）支架通过皮带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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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具体是一种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光纤通信系统是以光为载波，利用纯度极高的玻璃拉制成极细的光导纤维作为传

输媒介，通过光电变换，用光来传输信息的通信系统，随着国际互联网业务和通信业的飞速

发展，信息化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

[0003] 就目前而言，在光纤生产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将光纤的进行收卷放置；现有的收卷

装置在进行收卷的过程中且绕设混乱，导致光纤的收卷效果较差；进而提出一种高效光通

信用光纤收卷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包括底板和光纤，在所述底板上布设安装有绕线组

件和调节组件；所述的光纤绕设在绕线组件上，调节组件布设在绕线组件的前方，光纤穿设

在调节组件上，所述的绕线组件和调节组件之间传动连接，绕线组件的绕线过程中，同时驱

动所述的调节组件的运作。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绕线组件包括支撑座、转轴、收卷架和驱动装置，支撑

座固定安装在底板上，转轴在支撑座上转动安装；转轴上固定安装有限位块，所述的收卷架

卡设在限位块上，光纤的一端固定连接在收卷架上；驱动装置布设在转轴和底板之间。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驱动装置采用伺服控制的电机，电机的转动

轴与转轴之间通过锥齿轮副连接，电机固定连接在底板上。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转轴上固定连接有载板，载板布设在限位块

下方；所述的收卷架搭载在载板上。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调节组件包括支撑架、转动杆、滑杆、驱动杆

和活动块；所述支撑架固定连接在底板上；转动杆与驱动杆之间固定连接，转动杆转动安装

在底板上且与转轴之间通过皮带副连接；驱动杆开设有旋向相反的双螺纹槽，螺纹槽的末

端相互连通；所述活动块内固定连接有驱动球，驱动球卡设在驱动杆的螺纹槽内，滑杆固定

连接在支撑架上，滑杆上滑动套设有滑块，在滑块和活动块之间固定连接有固定杆，固定杆

扇开设有穿线孔，线缆穿设在穿线孔内。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穿线孔内布设有瓷质的衬套。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转轴与支撑座之间布设安祖有转动衬套。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转轴均匀布设有四组，相邻转轴支架通过皮

带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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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皮带副的传动连接，同时驱动多组转

轴转动，提高收卷效率；其中，在绕线组件的绕线过程中，同时驱动所述的调节组件的运作，

驱动球沿着的话螺纹槽滑动，进一步带动活动块以及固定杆上下往复运动；带动光纤的上

下运动使得光纤在绕线组件上一边卷绕一边高度变化，使得光纤在卷绕过程中排线更加紧

密；有效的解决了收卷装置在进行收卷的过程中且绕设混乱，导致光纤的收卷效果较差的

问题；具备良好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中绕线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中调节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中活动块俯视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中驱动杆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底板、2-支撑架、3-转动杆、4-驱动杆、5-固定杆、6-穿线孔、7-滑块、8-滑

杆8、9-支撑座、10-收卷架、11-光纤、12-活动块、14-转动衬套、15-转轴、16-电机、17-锥齿

轮副、18-限位块、19-载板、20-驱动球。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可以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

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理解的更

加透彻全面。

[0021] 另外，本发明中的元件被称为“固定于”或“设置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

一个元件上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

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

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一

请参阅图1-5，一种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包括底板1和光纤11，在所述底板1上

布设安装有绕线组件和调节组件；所述的光纤11绕设在绕线组件上，进一步的实现光纤11

的卷绕；其中，所述的调节组件布设在绕线组件的前方，光纤11穿设在调节组件上，通过所

述的调节组件实现光纤11高度位置调节；具体的，所述的绕线组件和调节组件之间传动连

接，进而在绕线组件的绕线过程中，同时驱动所述的调节组件的运作，进一步的；光纤11在

绕线组件的卷绕过程中，通过调节组件进一步光纤11高度调节，进一步使得光纤11在绕线

组件上一边卷绕一边高度变化，使得光纤11在卷绕过程中排线更加紧密有序。

[0023] 具体来说，所述的绕线组件包括支撑座9、转轴15、收卷架10和驱动装置，其中，所

述的支撑座9固定安装在底板1上，所述的转轴15在支撑座9上转动安装；转轴15上固定安装

有限位块18，所述的收卷架10卡设在限位块18上，进一步的通过转轴15的转动驱动的收卷

架10的转动，光纤11的一端固定连接在收卷架10上；进一步的，所述的驱动装置布设在转轴

15和底板1之间，进一步的驱动转轴15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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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进一步的，所述的驱动装置的具体结构形态不加限定，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驱动

装置采用伺服控制的电机16，电机16的转动轴与转轴15之间通过锥齿轮副17连接，电机16

固定连接在底板1上，进而通过电机16的驱动转轴15转动。

[0025] 具体的，为提高本装置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在所述的转轴15上固定连接有载

板19，载板19布设在限位块18下方；所述的收卷架10搭载在载板19上，通过所述的载板19进

一步的提高收收卷机架与转轴15之间的接触面积，进一步的提高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

[0026] 实施例二

为了对上述实施例中的调节组件进行进一步说明，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中，一种高效光

通信用光纤11收卷装置，所述的调节组件包括支撑架2、转动杆3、滑杆8、驱动杆4和活动块

12；具体的，所述支撑架2固定连接在底板1上；转动杆3与驱动杆4之间固定连接，转动杆3转

动安装在底板1上且与转轴15之间通过皮带副连接；具体的，在驱动杆4开设有旋向相反的

双螺纹槽，螺纹槽的末端相互连通；所述活动块12内固定连接有驱动球20，驱动球20卡设在

驱动杆4的螺纹槽内；其中，所述的滑杆8固定连接在支撑架2上，滑杆8上滑动套设有滑块7，

在滑块7和活动块12之间固定连接有固定杆5，固定杆5扇开设有穿线孔6，线缆穿设在穿线

孔6内，进一步的，在驱动杆4的转动的过程中，所述活动块12在固定杆5的作用下有效实现

转动限位，同时所述的驱动球20沿着的话螺纹槽滑动，进一步的带动活动块12以及固定杆5

上下往复运动；带动光纤11的上下运动。

[0027] 具体的，为了进一步提高光纤11实际的运动效果，在所述的穿线孔6内布设有瓷质

的衬套，进一步的降低光纤11摩擦力。

[0028] 实施例三

本实施例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改进，一种高效光通信用光纤收卷装置，包

括底板1和光纤11，在所述底板1上布设安装有绕线组件和调节组件；所述的绕线组件包括

支撑座9、转轴15、收卷架10和驱动装置，其中，所述的支撑座9固定安装在底板1上，所述的

转轴15在支撑座9上转动安装；转轴15上固定安装有限位块18，所述的收卷架10卡设在限位

块18上，进一步的通过转轴15的转动驱动的收卷架10的转动，光纤11的一端固定连接在收

卷架10上；进一步的，所述的驱动装置布设在转轴15和底板1之间，进一步的驱动转轴15转

动；其中，所述的转轴15与支撑座之间布设安装有转动衬套14，通过所述的转动衬套14进一

步的提高转轴15在转动过程中的转转动效果。

[0029] 其中，所述的转轴15在支撑座上布设数量不加限定，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转轴15

均匀布设有四组，相邻转轴15支架通过皮带副连接，极大的提高了光纤11收卷效果。

[0030] 根据上述实施例的具体描述，易知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伺服控制的电机16驱动

转轴15转动，在绕线组件的绕线过程中，同时驱动所述的调节组件的运作；驱动杆4的转动

的过程中，所述活动块12在固定杆5的作用下有效实现转动限位，同时所述的驱动球20沿着

的话螺纹槽滑动，进一步带动活动块12以及固定杆5上下往复运动；带动光纤11的上下运动

使得光纤11在绕线组件上一边卷绕一边高度变化，使得光纤11在卷绕过程中排线更加紧密

有序。

[0031]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申请中伺服电机16为现有技术的应用，通过皮带副的传动

连接，同时驱动多组转轴15转动，提高收卷效率；其中，在绕线组件的绕线过程中，同时驱动

所述的调节组件的运作，驱动球20沿着的话螺纹槽滑动，进一步带动活动块12以及固定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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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往复运动；带动光纤11的上下运动使得光纤11在绕线组件上一边卷绕一边高度变化，

使得光纤11在卷绕过程中排线更加紧密有序为本申请的创新点，有效的解决了收卷装置在

进行收卷的过程中且绕设混乱，导致光纤11的收卷效果较差的问题。

[0032] 以上仅就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作了说明，但不能理解为是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

发明不仅限于以上实施例，其具体结构允许有变化。但凡在本发明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内所作的各种变化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33]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

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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