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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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603946.1

(22)申请日 2019.09.24

(73)专利权人 郑州市立峰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产

业集聚区学院路68号附6号

(72)发明人 赵正帅　

(51)Int.Cl.

B21C 19/00(2006.01)

B21C 1/02(2006.01)

B21C 1/1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拉丝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设备领域，更具体地

说，它涉及一种拉丝机，包括机架，机架上设置有

预矫直装置和收线装置，收线装置上设置有拉丝

模具、压卷部和调节架，拉丝卷筒竖直置于机架

上，拉丝卷筒的顶部同轴固定一转动电机，转动

电机与机架固定连接，拉丝卷筒上端的直径大于

下端的直径，进而拉丝卷筒的侧壁形成一定的锥

度，压辊背离与拉丝卷筒抵触的一端设置有气

缸，气缸与机架固定连接，压辊与气缸之间设置

安装架，安装架一端与压辊转动连接，另一端与

气缸固定连接，调节架包括穿线部和调节部，调

节部一端与机架螺纹连接，另一段与穿线部固定

连接，穿线部上开设有穿线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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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拉丝机，包括机架(1)，机架(1)上设置有预矫直装置和收线装置，其特征在于，

收线装置上设置有拉丝模具(5)、压卷部(7)和调节架(9)，所述调节架(9)和拉丝模具(5)分

别与机架(1)固定连接，所述压卷部(7)包括压辊(70)和拉丝卷筒(71)，所述压辊(70)和拉

丝卷筒(71)抵接，所述拉丝卷筒(71)竖直置于机架(1)上，所述拉丝卷筒(71)上端的直径大

于下端的直径，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驱动拉丝卷筒(71)转动的驱动部件，驱动部件与拉丝

卷筒(71)固定连接，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驱动装置，驱动装置与压辊(70)转动连接，所述

调节架(9)包括穿线部(90)和调节部(91)，所述调节部(91)一端与机架(1)螺纹连接，另一

端与穿线部(90)固定连接，所述穿线部(90)上开设有穿线通道(9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架(9)包括上杆(911)、下杆

(912)和调节套筒(913)，调节套筒(913)内部设有螺纹内壁(914)，上杆(911)上端设有弯折

部一(916)，下端设有第一螺纹部(915)，下杆(912)上端设有第二螺纹部(917)，下端设有弯

折部二(918)，弯折部一(916)弯折方向向机架(1)外侧，弯折部二(918)弯折方向朝向机架

(1)，弯折部一(916)背离第一螺纹部(915)的一端与穿线部(90)焊接，弯折部二(918)背离

第二螺纹部(917)的一端与机架(1)螺纹连接，第一螺纹部(915)、第二螺纹部(917)与螺纹

内壁(914)螺纹连接，第一螺纹部(915)与第二螺纹部(917)的螺纹方向相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设置为一气缸(73)，所述

气缸(73)的活塞杆设置有安装架(74)，所述安装架(74)包括顶板(740)与两个侧板(741)，

所述侧板(741)与顶板(740)垂直连接，所述压辊(70)架设在侧板(741)之间，所述压辊(70)

的两端与侧板(741)转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矫直装置包括矫直部(2)和进料

部(3)，所述进料部(3)与机架(1)固定连接，所述矫直部(2)设置为若干相互配合的压轮

(22)，所述压轮(22)与机架(1)转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拉丝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开设有两排安装槽(20)，安

装槽(20)内设置有与安装槽(20)配合的滑块(21)，机架(1)上开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穿设

有螺栓，螺栓的端部与滑块(21)转动连接，所述压轮(22)与滑块(21)转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收卷架(8) ,所述

收卷架(8)包括架体(80)，转板(81)和驱动件，架体(80)与转板(8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转

板(81)下设置有一支撑板(82)，支撑板(82)上开设有滑动槽(83)，转板(81)与支撑板(82)

之间设置有一支撑杆(84)，支撑杆(84)两端分别与支撑板(82)与转板(81)固定连接，机架

(1)上设置有滑轨(85)，支撑板(82)与转板(81)之间设置有滑动部(86)和驱动部(89)。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拉丝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部(86)包括主动部(87)与从动

部(88)，主动部(87)设置有滑轮一(870)和连杆一(871)，从动部(88)设置有滑轮二(880)和

连杆二(881)，滑轮一(870)和滑轮二(880)分别伸出对应的滑动槽(83)，与滑轨(85)抵触，

连杆一(871)和连杆二(881)与底板转动连接，连杆一(871)与滑轮一(870)固定连接，连杆

二(881)与滑轮二(880)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拉丝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部(89)包括驱动电机(890)、链

轮(891)和链条(894)、链轮(891)包括链轮一(892)和链轮二(893)，链轮一(892)套设在连

杆一(871)上，链轮二(893)与驱动电机(890)同轴固定，链条(894)与链轮一(892)和链轮二

(893)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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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拉丝卷筒(71)的外侧壁设置有耐磨

涂层，所述耐磨涂层设置为碳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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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拉丝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设备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拉丝机。

背景技术

[0002] 拉丝机是对线材或棒材的进行预处理的一种装置，对线材或棒材经过拉丝机的拉

拔处理，使线材或棒材的直径、圆度、内部金相结构、表面光洁度和矫直度都达到标准件等

金属制品生产需要的原料处理要求。倒立式拉丝机是一种具有拉丝和收线双重功能的拉丝

机。适用于拉拔高、中、低碳钢丝，异型钢丝，不锈钢丝，粗规格有色金属线材，特别适用于标

准件行业及货架制造业。最大进线直径可达30mm,卷筒直径600～1400mm。

[0003] 如专利公告号为CN2206163Y的中国专利公开的倒立式拉丝机，通过将减速箱与拉

丝卷筒倒立设置在一副龙门支承架上，在拉丝卷筒的下部联装承线架。承线架通过一副联

接离合器联装在拉丝卷筒的下端，设备运转时通过压线辊装置使金属线材在卷筒上产生一

定的摩擦力，以保证拉拔过程的顺利进行。当拉丝机工作时，金属线材可以由拉丝卷筒上直

接下落在与其同向同步转动的承线架上在承线架的下方还设有一个承线转盘小车，用以配

合设备工作兼运送盘料。

[0004] 上述倒立式拉丝机在使用过程时，拉丝卷筒转动对金属线材缠绕收卷后的同时，

金属线材由拉丝卷筒上直接下落，但由于设备运转时通过压线辊装置使金属线材在卷筒上

产生一定的摩擦力进行拉拔收卷，线材在拉丝卷筒上缠绕的较紧，会出现金属线材不易掉

落的情况。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拉丝机，其设置了带

有弧度的拉丝卷筒和调节架，以达到方便金属线材掉落的目的。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拉丝机，包括机架，机架上设置有预矫直装置和收线装置，收线装置上设置有

拉丝模具、压卷部和调节架，所述调节架和拉丝模具分别与机架固定连接，所述压卷部包括

压辊和拉丝卷筒，所述压辊和拉丝卷筒抵接，所述拉丝卷筒竖直置于机架上，所述拉丝卷筒

上端的直径大于下端的直径，所述机架上设置有驱动拉丝卷筒转动的驱动部件，驱动部件

与拉丝卷筒固定连接，所述机架上设置有驱动装置，驱动装置与压辊转动连接，所述调节架

包括穿线部和调节部，所述调节部一端与机架螺纹连接，另一端与穿线部固定连接，所述穿

线部上开设有穿线通道。

[000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预矫直装置用于将线材盘放出的线材进行初步矫直，拉丝模

具置于预矫直装置和压卷部之间，调节架置于压卷部和拉丝模具之间。经矫直的线材通过

拉丝模具，气缸推动压辊与拉丝卷筒抵触并压紧，线材自拉丝模具处理后，置于压辊与拉丝

卷筒的咬合间隙里，压辊将线材压紧在拉丝卷筒上，拉丝卷筒转动，使线材在拉丝卷筒上端

缠绕，当前一圈缠绕完下一圈进行缠绕时，前一段会沿拉丝卷筒的侧壁向拉丝卷筒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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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由于拉丝卷筒的上端之间到下端直径逐渐过度减小，此时压辊与拉丝卷筒的侧壁咬

合间隙变大，线材会较顺利的自拉丝卷筒上掉落。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调节部包括上杆、下杆和调节套筒，调节套筒内部

设有螺纹内壁，上杆上端设有弯折部一，下端设有第一螺纹部，下杆上端设有第二螺纹部，

下端设有弯折部二，弯折部一弯折方向向机架外侧，弯折部二弯折方向朝向机架，弯折部一

背离第一螺纹部的一端与穿线部焊接，弯折部二背离第二螺纹部的一端与机架螺纹连接，

第一螺纹部、第二螺纹部与螺纹内壁螺纹连接，第一螺纹部与第二螺纹部的螺纹方向相反。

[001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旋转调节套筒改变调节架的长短，正传调节套筒时，第一螺纹

部和第二螺纹部在调节套筒内相向运动，反转调节套筒时，第一螺纹部和第二螺纹部背向

运动，将穿线部调至和拉丝卷筒上端平齐的高度，使拉丝模具处理过的线材置于拉丝卷筒

直径最大的侧壁处，即压辊和拉丝卷筒咬合间隙最小的位置，使现在能弯曲方便收线。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装置设置为一气缸，所述气缸的活塞杆设置

有安装架，所述安装架包括顶板与两个侧板，所述侧板与顶板垂直连接，所述压辊架设在侧

板之间，所述压辊的两端与侧板转动连接。

[0012]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线材在拉丝卷筒上进行弯曲处理时，压辊将线材压在拉丝

卷筒上，使收线效果更好，且压辊转动压线，防止压辊在线材上留下划痕。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预矫直装置包括矫直部和进料部，所述进料部与

机架固定连接，所述矫直部设置为若干相互配合的压轮，所述压轮与机架转动连接。

[001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线材自进料部穿过，通过压轮之间的间隙，进入拉丝模具，压

轮之间配合对线材进行矫直。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机架开设有两排安装槽，安装槽内设置有与安装

槽配合的滑块，机架上开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穿设有螺栓，螺栓的端部与滑块转动连接，

所述压轮与滑块转动连接。

[001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旋转螺栓，滑块在安装槽内沿螺栓的中轴线移动，进而调

节压轮之间的咬合间隙。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收卷架包括架体，转板和驱动件，架体与转板的上

表面固定连接，转板下设置有一支撑板，支撑板上开设有滑动槽，转板与支撑板之间设置有

一支撑杆，支撑杆两端分别与支撑板与转板固定连接，机架上设置有滑轨，支撑板与转板之

间设置有滑动部和驱动部。

[001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由于拉丝卷筒的上端之间到下端直径逐渐过度减小，此时压

辊与拉丝卷筒的侧壁咬合间隙变大，由于重力的作用，前一圈线材会从拉丝卷筒上掉落在

拉丝卷筒下方的收卷架上，方便收卷。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滑动部包括主动部与从动部，主动部设置有滑轮

一和连杆一，从动部设置有滑轮二和连杆二，滑轮一和滑轮二分别伸出对应的滑动槽，与滑

轨抵触，连杆一和连杆二与底板转动连接，且分别与滑轮一和滑轮二固定连接。

[002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滑轮带动收卷架在滑轨上移动，由于型材卷质量较大，通过滑

动部和滑轨的配合，方便将收卷架自拉丝卷筒下移出。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部包括驱动电机、链轮和链条、链轮包括链轮

一和链轮二，链轮一套设在连杆一上，链轮二与驱动电机同轴固定，链条与链轮一和链轮二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210966405 U

5



啮合。

[0022]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驱动电机驱动链轮二转动，通过链条，带动链轮一转动，进而

使连杆一转动，从而使滑轮移动。

[002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拉丝卷筒的外侧壁设置有耐磨涂层，耐磨涂层设

置为碳化膜层。

[002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耐磨涂层用于防止线材在拉丝卷筒上摩擦，进而产生划痕，碳

化膜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摩擦系数拉丝卷筒表面的。

[0025]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6] (1)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预矫直装置用于将线材盘放出的线材进行初步矫直，拉丝

模具置于预矫直装置和压卷部之间，调节架置于压卷部和拉丝模具之间。经矫直的线材通

过拉丝模具，气缸推动压辊与拉丝卷筒抵触并压紧，线材自拉丝模具处理后，置于压辊与拉

丝卷筒的咬合间隙里，压辊将线材压紧在拉丝卷筒上，拉丝卷筒转动，使线材在拉丝卷筒上

端缠绕，当前一圈缠绕完下一圈进行缠绕时，前一段会沿拉丝卷筒的侧壁向拉丝卷筒的下

端移动，由于拉丝卷筒的上端之间到下端直径逐渐过度减小，此时压辊与拉丝卷筒的侧壁

咬合间隙变大，线材会较顺利的自拉丝卷筒上掉落；

[0027] (2)通过旋转调节套筒改变调节架的长短，正传调节套筒时，第一螺纹部和第二螺

纹部在调节套筒内相向运动，反转调节套筒时，第一螺纹部和第二螺纹部背向运动，将穿线

部调至和拉丝卷筒上端平齐的高度，使拉丝模具处理过的线材置于拉丝卷筒直径最大的侧

壁处，即压辊和拉丝卷筒咬合间隙最小的位置，使现在能弯曲方便收线；

[0028] (3)通过旋转螺栓，滑块在安装槽内沿螺栓的中轴线移动，进而调节压轮之间的咬

合间隙。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示意图；

[0030]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图；

[0031] 图3为压卷部的整体示意图；

[0032] 图4为图3中B处的放大图；

[0033] 图5为调节架的剖面示意图；

[0034] 图6为矫直部的整体示意图；

[0035] 图7为的收卷架的平面示意图；

[0036] 图8为的收卷架的整体示意图；

[0037] 图9为图8中C处的放大图。

[0038] 附图标记：1、机架；2、矫直部；20、安装槽；21、滑块；22、压轮；3、进料部；4、放线架；

40、线材盘；5、拉丝模具；6、线材；7、压卷部；70、压辊；71、拉丝卷筒；72、转动电机；73、气缸；

74、安装架；740、顶板；741、侧板；8、收卷架；80、架体；81、转板；82、支撑板；83、滑动槽；84、

支撑杆；85、滑轨；86、滑动部；87、主动部；870、滑轮一；871、连杆一；88、从动部；880、滑轮

二；881、连杆二；89、驱动部；890、驱动电机；891、链轮；892、链轮一；893、链轮二；894、链条；

9、调节架；90、穿线部；900、穿线通道；91、调节部；911、上杆；912、下杆；913、调节套筒；914、

螺纹内壁；915、第一螺纹部；916、弯折部一；917、第二螺纹部；918、弯折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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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40] 实施例:一种拉丝机，如图1所示，包括机架1，机架1上设置有预矫直装置和收线装

置，机架1外设置有放线架4，放线架4上设置有线材盘40，收线装置上设置有拉丝模具5、压

卷部7和调节架9，预矫直装置用于将线材盘40放出的线材6进行初步矫直，拉丝模具5置于

预矫直装置和压卷部7之间，调节架9置于压卷部7和拉丝模具5之间。经矫直的线材6通过拉

丝模具5，线材6被压卷部7拉着穿过拉丝模具5且直径减小，直径减小的线材6穿过调节架9

后经压卷部7进行收卷。

[0041] 如图6所示，预矫直装置包括矫直部2和进料部3，机架1开设有两排安装槽20，安装

槽20内设置有与安装槽20配合的滑块21，机架1上开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穿设有螺栓，螺

栓的端部与两排滑块21相对的一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矫直部2设置为若干相互配合的压

轮22，压轮22与滑块21转动连接，进料部3固定连接在机架1上，线材6自进料部3穿过，通过

压轮22之间的间隙，进入拉丝模具5，压轮22之间配合对线材6进行矫直，进料部3的轴线压

轮22之间距离的中线重合，通过旋转螺栓，滑块21在安装槽20内沿螺栓的中轴线移动，进而

调节压轮22之间的咬合间隙。

[0042] 如图1和2所示，压卷部7包括压辊70和拉丝卷筒71，拉丝卷筒71竖直置于机架1上，

拉丝卷筒71的顶部同轴固定一转动电机72，转动电机72与机架1固定连接，拉丝卷筒71上端

的直径大于下端的直径，进而拉丝卷筒71的侧壁形成一定的锥度，压辊70设置为两个，分别

置于拉丝卷筒71的两侧的顶部，机架1上设置有气缸73，如图3所示，气缸73活塞杆的端部设

置有安装架74，安装架74包括顶板740与侧板741，侧板741设置为两个，且置于顶板740的两

侧，与侧板741垂直，压辊70架设在安装架74上，两端与侧板741转动连接，气缸73推动压辊

70与拉丝卷筒71抵触并压紧，线材6自拉丝模具5后，置于压辊70与拉丝卷筒71的咬合间隙

里，压辊70将线材6压紧在拉丝卷筒71上，拉丝卷筒71转动，使线材6在拉丝卷筒71上端缠

绕，当前一圈缠绕完下一圈进行缠绕时，前一段会沿拉丝卷筒71的侧壁向拉丝卷筒71的下

端移动，由于拉丝卷筒71的上端之间到下端直径逐渐过度减小，此时压辊70与拉丝卷筒71

的侧壁咬合间隙变大，由于重力的作用，线材6会从拉丝卷筒71上掉落，拉丝卷筒71的下方

设置有收卷架8，在拉丝卷筒71的线材6会掉落在下方的收卷架8上，收卷架8用于收卷。拉丝

卷筒71的外侧壁设置有耐磨涂层，耐磨涂层设置为一碳化膜层，碳化膜层用于减小拉丝卷

筒71表面的摩擦系数，以减少线材6在拉丝卷筒71上摩擦产生划痕的情况。

[0043] 如图3和4所示，调节架9包括穿线部90和调节部91，调节部91一端与机架1螺纹连

接，另一段与穿线部90固定连接，穿线部90上开设有穿线通道900，如图5所示，调节部91包

括上杆911、下杆912和调节套筒913，调节套筒913内部设有螺纹内壁914，上杆911上端设有

弯折部一916，下端设有第一螺纹部915，下杆912上端设有第二螺纹部917，下端设有弯折部

二918，弯折部一916弯折方向向机架1外侧，弯折部二918弯折方向朝向机架1，弯折部一916

背离第一螺纹部915的一端与穿线部90焊接，弯折部二918背离第二螺纹部917的一端与机

架1螺纹连接，第一螺纹部915、第二螺纹部917与螺纹内壁914螺纹连接，第一螺纹部915与

第二螺纹部917的螺纹方向相反，旋转调节套筒913改变调节架9的长短，正转调节套筒913

时，第一螺纹部915和第二螺纹部917在调节套筒913内相向运动，反转调节套筒913时，第一

螺纹部915和第二螺纹部917背向运动，将穿线部90调至和拉丝卷筒71上端平齐的高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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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丝模具5处理过的线材6置于拉丝卷筒71直径最大的侧壁处，即压辊70和拉丝卷筒71咬合

间隙最小的位置，使线材6能弯曲方便收线。

[0044] 如图7和8所示，收卷架8包括架体80，转板81和驱动件，架体80与转板81的上表面

固定连接，转板81下设置有一支撑板82，支撑板82上开设有滑动槽83，转板81与支撑板82之

间设置有一支撑杆84，支撑杆84两端分别与支撑板82与转板81固定连接，机架1上设置有滑

轨85，支撑板82与转板81之间设置有滑动部86和驱动部89，滑动部86包括主动部87与从动

部88，主动部87设置有滑轮一870和连杆一871，从动部88设置有滑轮二880和连杆二881，滑

轮一870和滑轮二880分别伸出对应的滑动槽83，与滑轨85抵触，连杆一871和连杆二881与

底板转动连接，且分别与滑轮一870和滑轮二880固定连接。参考图9，驱动部89包括驱动电

机890、链轮891和链条894、链轮891包括链轮一892和链轮二893，链轮一892套设在连杆一

871上，链轮二893与驱动电机890同轴固定，链条894与链轮一892和链轮二893啮合，当线材

6全部处理完置于收卷架8上后，启动驱动电机890，链轮一892转动，带动链轮二893转动，滑

轮一870转动，使底板沿滑轨85移动，进而带动从动部88转动同时移动。

[0045] 工作过程：将线材6通过预矫直装置进行矫直后，线材6穿过拉丝模具5减小直径，

从拉丝模具5穿出后通过穿线通道900，进而进入到压辊70和拉丝卷筒71的咬合间隙内，在

拉丝卷筒71上缠绕，缠绕过的线材6掉落在收卷架8上进行收线。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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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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