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va MaX™ 
高效测长及剪切设备，用于加工航空航天、国防、军队车辆、轨道和其他
专业领域内复杂电缆线束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电线、电缆。 

NovaMaX : 高效测长及剪切设备，配置电脑控

制系统以管理数据、编程，同时还可配置热缩套
管及标 签打印 机 ，可加 工 、识 别 直径达
15mm(0.6英寸)的电线/电缆。 

  

该设备为待切割电线电缆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
案。程序可直接从设备连接的主机中下载，也可
通过CD/DVD/闪存驱动器输入。 

 

该设备在加工电线/电缆时，测量、按规定长度
剪切的同时还可打印热缩套管及标签。另外，可
单根加工电线/电缆。 

  

该装置上线简单、快捷，基于windows系统的
Nova编程软件使编程更加简易。PC接口可连接
工厂线缆数据库，可简化工作流程，另外，触摸
显示屏可简化操作、 

 

该设备搭配线缆树或单个送线装置使用更佳。它
还可和其它线缆加工组件搭配使用以加速后续流
程。这些可选配置在下一页中有详细说明。 

 

 

主要特点： 

  

• 适用线径:≤ 15mm (0.61”)  

• 线长精度:-0%/+0.5% (最大) 

• 最快速度: 60 米/分钟 (200 ft/min) 

• 台式设备 

• PC控制（装载标准CAPRIS & Nova 编程软
件）-可联网，拥有光普激光线缆标印机的客
户熟悉该编程软件 

• “无浪费模式”（适用线径：大于3.8mm)-开
始工作时的线损耗为零 

• 彩色编码的线缆导图使上线过程简易，加工
不同线缆可节省时间。 

•  强大的气动剪切可确保完美切割并避免电线
末端变形- 可切割其它剪切设备切不了的导体
密度高的线缆 

• 通过软件可控制线缆拉力及加速度以确保线
长精度及避免小规格线缆拉力过大 

• 可集成标签打印机，套管打印机，读码机等
外围设备以组合成自动化成套组件 

 



Nova MaX:  

线缆测长及剪切设备 

NovaMax 是英国光谱科技公司商标 

光谱科技2013年版本  版权所有 

由于产品不断更新，产品说明将更新,恕不另行提前通知. 

可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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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收线盘 

直径为30cm (12”) 或38cm (15”) 的电动收线盘, 可用于收集已

经剪切好的电线，电缆。另外，可供其它规格的收线盘。也可
提供嵌入式收线盘 

 

线圈盘传感器 

光学“电眼”系统， 该系统使一束光线穿过收线盘以便操作人
员从收线盘里边取出已加工的电线/电缆时，设备可自动加工后
续的电线/电缆，减少延误 

 

打结及接头检测** 

高感光数码设备，用于检测打结和接头 

 

带后张力的导线导向装置*** 

允许导线从设备外部20o 操作区域进入设备以进一步扩大适用
线缆范围. 

 

套管打印机 

TE Connectivity套管打印机（T208M-PRINTER）可通过第三
方软件集成在测长剪切设备中使用，用于生产标识热缩套管以
标识待加工的电线/电缆。如有需求，也可集成其它套管打印机 

 

标签打印机 

为辅助生产，还可与Zebra标签打印机（如X110xi4 ）搭配使用
以自动生成标有数据(字母，数字以及机器可读代码)的不干胶
标签，供跟踪用。 如有需求，可集成其它标签打印机 

 

触摸屏 

可供17” / 43cm  触摸屏以简化操作 

 

读码器 

读码器用于扫描电线/电缆卷轴上的条码并自动将电线/电缆数据
加载到待运行的相关程序的软件中。需预设置 

 

信号指示灯 

表明设备的运行状态 

 

显示器支架 

人性化，灵活性强的支架，用来放置显示器，键盘及鼠标，它
与设备的一侧相连 

 

线缆树 

加工多种线缆时，线缆树可帮助储存并简化换线操作 

 

脚踏开关 

可实现免手动操作 从而取代收线盘传感器 

 

请联系离您最近的光谱 

 

 

设备技术参数 
  

待加工电线/电缆规格 

• 线径: 26 AWG ～15 mm OD (0.6”) 

• 线长精度: -0%/+0.5%  

• 重复精度: 0.25% 

• 最大加工速度 60 m/min (200 ft/min) 

• 最短线长: 200mm (7.9”) 

• 最大的线缆拉力: 45 kg (99 lbs) 

• 对于直径小于等于3.8mm的电线/电缆，可进行前端
裁剪；对于直径大于 3.8mm 的电线/电缆，可启用
“无浪费模式” 

 

线缆种类 

• 除带状线以外的线径于26AWG- 40 AWG 之间的各
种线缆. 

 

控制 

• PC 控制，装有基于的Windows 操作系统的
CAPRIS/Nova 编程软件 

• 触摸屏操作 –可选配置* 

 

场地需求 

• 电源：2kVA 单相, 如110V 或 230V, 50/60 Hz 

• 压缩空气：7 bar (100 psi)  

  

设备的尺寸及重量 

• 宽W x 高H x 深D: 972 x 594 x 602 mm  (38” x 23” 

x 24”) 

• 重量100 kg (220 lbs) 

  

可选配件及辅件* 

• 卷线盘,盘径38cm(15”), 盘宽80 mm (3”) （可供其它
规格) 

• 收线盘传感器 

• 数码打结和接头检测器** 

• 带后张力的导线导向装置*** 

• 套管打印机 

• 标签打印机 

• 触屏操作 

• 读码器 

• 信号指示灯 

• 线缆树 

• 脚踏开关 
 

• 可选配置需额外购买 

**可选配置用于线径≤ 10mm的电线/电缆 

 ***有些线缆需要用到带后张力的导线导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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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Technologies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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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31 3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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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4 (0)1656 655437 

F: +44 (0)1656 655920 

 

 

 

 

North America: 

Spectrum Technologies USA Inc 

Fossil Creek Tech Center 

3934 Sandshell Drive 

Fort Worth, TX, 76137  

USA 

  

T: +1 817 232 2373  

F: +1 817 232 4354 

 

 

 

  

Asia-Pacific: 

Spectrum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中国  上海  

浦东新区 

建韵路500号 

201318 

   

T: +86 021 6052 3365 

www.spectrumtech.cn  saleschina@spectrum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