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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电力施工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

置，包括板车，所述板车的顶端的一侧固定连接

有把手，且板车的顶端靠近把手的一侧安装有收

放卷机构，所述板车的顶端靠近收放卷机构的一

侧安装有张力调节机构，所述收放卷机构包括收

放卷门架。本发明通过张力调节机构的第一牵引

辊组件、第二牵引辊组件和固定牵引辊组件对收

放卷过程中的电缆线进行牵引，从而可以使得电

缆线保持一定的张力，便于电缆的收放，同时，第

一牵引辊组件和第二牵引辊组件可以分别在第

一条形槽和第二条形槽的内侧移动，进而可以调

整电缆线的张力，避免了电缆线在收放卷的过程

中受到拉扯或弯曲缠绕，提高了电线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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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包括板车（1），其特征在于，

所述板车（1）的顶端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把手（2），且板车（1）的顶端靠近把手（2）的一侧安装

有收放卷机构（3），所述板车（1）的顶端靠近收放卷机构（3）的一侧安装有张力调节机构

（4），所述收放卷机构（3）包括收放卷门架（31），所述收放卷门架（31）的顶端固定安装有含

有轴承的轴承座（32），所述轴承座（32）的内侧贯穿设置有连接轴（35），所述连接轴（35）的

前端固定连接有限位轮（36），且连接轴（35）的后端固定连接有手轮（34），所述手轮（34）的

后端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把手（33），所述限位轮（36）的前端固定连接有电缆架（3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缆架（37）包括套杆（371），所述套杆（371）的前端设置有螺纹头（372），且套

杆（371）的后端固定连接法兰盘（375），所述法兰盘（375）的前端靠近套杆（371）的外侧开设

有若干个沉孔（376），所述螺纹头（372）的外侧啮合连接有螺母（373），且螺纹头（372）的外

侧靠近螺母（373）的后端套接有压片（37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收放卷门架（31）的底端固定在板车（1）的顶端，所述法兰盘（375）通过螺钉贯

穿沉孔（376）的内侧固定在限位轮（36）的前端的中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张力调节机构（4）包括张力调节门架（41），所述张力调节门架（41）的前端的一

侧开设有第一条形槽（42），且张力调节门架（41）的前端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二条形槽（44），

所述张力调节门架（41）的前端的上侧固定安装有固定牵引辊组件（46），所述第一条形槽

（42）的内侧的下端固定安装有第一牵引辊组件（43），且第二条形槽（44）的内侧的上端固定

安装有第二牵引辊组件（4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第一牵引辊组件（43）、第二牵引辊组件（45）和固定牵引辊组件（46）的结构均

相同，所述张力调节门架（41）的底端固定在板车（1）的顶端的一侧。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第一牵引辊组件（43）包括牵引辊（431），所述牵引辊（431）的内侧的后端转动

连接转动轴（432），所述转动轴（432）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定位盘（433），所述定位盘（433）的

后端固定连接有螺纹杆（435），所述螺纹杆（435）的外侧啮合连接有第二螺母（43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螺纹杆（435）贯穿第一条形槽（42）的内侧，所述定位盘（433）位于第一条形槽

（42）的前端，所述第二螺母（434）位于第一条形槽（42）的后端，所述螺纹杆（435）通过第二

螺母（434）和定位盘（433）固定在第一条形槽（42）的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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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

的牵引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力施工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对电缆进行敷设，电缆敷设是指沿经勘査的路由

布放、安装电缆以形成电缆线路的过程，根据使用场合，可分为架空、地下（管道和直埋）、水

底、墙壁和隧道等几种敷设方式，电缆在进行敷设时，需要对成卷的电缆进行放卷，而在放

卷的过程中，牵引力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容易造成电缆拉伤，过小容易造成电缆

弯曲。

[0003] 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电力施工用便于调节的电缆收放装置（授权公告号

CN109081202B），该专利技术通过增高绕线辊的高度可以增大绕线辊的最大可绕线量，方便

对装置进行调节，增大装置的使用范围，避免绕线柱在增大其最大绕线量时线圈脱落，有效

提高装置使用时的稳定性，装置在绕线时线缆有序地缠绕在绕线辊外壁，有效提高装置使

用时的绕线效率，但是其不方便调节电缆收放卷时的张力，进而可能导致电缆受到拉扯或

弯曲缠绕，且不方便安装和拆下电缆卷。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

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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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包括板车，所述板车的顶端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把手，且板车的顶端靠近把手的一侧安装有收放卷机构，所述板车的顶端

靠近收放卷机构的一侧安装有张力调节机构，所述收放卷机构包括收放卷门架，所述收放

卷门架的顶端固定安装有含有轴承的轴承座，所述轴承座的内侧贯穿设置有连接轴，所述

连接轴的前端固定连接有限位轮，且连接轴的后端固定连接有手轮，所述手轮的后端的一

侧固定连接有把手，所述限位轮的前端固定连接有电缆架。

[0006]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电缆架包括套杆，所述套杆的前端设置有螺纹

头，且套杆的后端固定连接法兰盘，所述法兰盘的前端靠近套杆的外侧开设有若干个沉孔，

所述螺纹头的外侧啮合连接有螺母，且螺纹头的外侧靠近螺母的后端套接有压片。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收放卷门架的底端固定在板车的顶端，所述法

兰盘通过螺钉贯穿沉孔的内侧固定在限位轮的前端的中部。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张力调节机构包括张力调节门架，所述张力调

节门架的前端的一侧开设有第一条形槽，且张力调节门架的前端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二条形

槽，所述张力调节门架的前端的上侧固定安装有固定牵引辊组件，所述第一条形槽的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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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端固定安装有第一牵引辊组件，且第二条形槽的内侧的上端固定安装有第二牵引辊组

件。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一牵引辊组件、第二牵引辊组件和固定牵引

辊组件的结构均相同，所述张力调节门架的底端固定在板车的顶端的一侧。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一牵引辊组件包括牵引辊，所述牵引辊的内

侧的后端转动连接转动轴，所述转动轴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定位盘，所述定位盘的后端固定

连接有螺纹杆，所述螺纹杆的外侧啮合连接有第二螺母。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螺纹杆贯穿第一条形槽的内侧，所述定位盘位

于第一条形槽的前端，所述第二螺母位于第一条形槽的后端，所述螺纹杆通过第二螺母和

定位盘固定在第一条形槽的内侧。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通过把电缆架固定安装在限位轮的一侧，从而可以把电缆卷快速地安装在电缆架的

套杆，通过螺母和压片对电缆卷进行固定，同时方便电缆卷的安拆和拆卸，提高了牵引装置

的实用性。

[0013] 2、通过张力调节机构的第一牵引辊组件、第二牵引辊组件和固定牵引辊组件对收

放卷过程中的电缆线进行牵引，从而可以使得电缆线保持一定的张力，便于电缆的收放，同

时，第一牵引辊组件和第二牵引辊组件可以分别在第一条形槽和第二条形槽的内侧移动，

进而可以调整电缆线的张力，避免了电缆线在收放卷的过程中受到拉扯或弯曲缠绕，提高

了电线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中收放卷机构的结构示意

图；

图3为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中电缆架的分解结构示意

图；

图4为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中张力调节机构的结构示

意图；

图5为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引装置中第一牵引辊组件的结构

示意图。

[0015] 图中：1、板车；2、把手；3、收放卷机构；31、收放卷门架；32、轴承座；33、把手；34、手

轮；35、连接轴；36、限位轮；37、电缆架；371、套杆；372、螺纹头；373、螺母；374、压片；375、法

兰盘；376、沉孔；4、张力调节机构；41、张力调节门架；42、第一条形槽；43、第一牵引辊组件；

431、牵引辊；432、转动轴；433、定位盘；434、第二螺母；435、螺纹杆；44、第二条形槽；45、第

二牵引辊组件；46、固定牵引辊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请参阅图1～5，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用于电力施工用的便于调节线缆张力的牵

引装置，包括板车1，板车1的顶端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把手2，且板车1的顶端靠近把手2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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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安装有收放卷机构3，板车1的顶端靠近收放卷机构3的一侧安装有张力调节机构4，收放

卷机构3包括收放卷门架31，收放卷门架31的顶端固定安装有含有轴承的轴承座32，轴承座

32的内侧贯穿设置有连接轴35，连接轴35的前端固定连接有限位轮36，且连接轴35的后端

固定连接有手轮34，手轮34的后端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把手33，限位轮36的前端固定连接有

电缆架37。

[0017] 在图3中：电缆架37包括套杆371，套杆371的前端设置有螺纹头372，且套杆371的

后端固定连接法兰盘375，法兰盘375的前端靠近套杆371的外侧开设有若干个沉孔376，螺

纹头372的外侧啮合连接有螺母373，且螺纹头372的外侧靠近螺母373的后端套接有压片

374，通过电缆架37可以对电缆卷进行固定，并且可以使得电缆卷随电缆架37一起转动。

[0018] 在图1、图2和图3中：收放卷门架31的底端固定在板车1的顶端，法兰盘375通过螺

钉贯穿沉孔376的内侧固定在限位轮36的前端的中部，从而可以使得限位轮36与电缆架37

固定在一起。

[0019] 在图4中：张力调节机构4包括张力调节门架41，张力调节门架41的前端的一侧开

设有第一条形槽42，且张力调节门架41的前端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二条形槽44，张力调节门

架41的前端的上侧固定安装有固定牵引辊组件46，第一条形槽42的内侧的下端固定安装有

第一牵引辊组件43，且第二条形槽44的内侧的上端固定安装有第二牵引辊组件45，通过张

力调节机构4可以调节电缆的收放过程中的张力，避免了电缆线在收放卷的过程中受到拉

扯或弯曲缠绕，提高了电线的安全性。

[0020] 在图1和图4中：第一牵引辊组件43、第二牵引辊组件45和固定牵引辊组件46的结

构均相同，张力调节门架41的底端固定在板车1的顶端的一侧，通过第一牵引辊组件43、第

二牵引辊组件45和固定牵引辊组件46的相互配合，可以使得电缆线平顺地收放。

[0021] 在图5中：第一牵引辊组件43包括牵引辊431，牵引辊431的内侧的后端转动连接转

动轴432，转动轴432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定位盘433，定位盘433的后端固定连接有螺纹杆

435，螺纹杆435的外侧啮合连接有第二螺母434，通过第一牵引辊组件43可以使得收放的电

缆线保持一定的张力，便于电缆的敷设。

[0022] 在图4和图5中：螺纹杆435贯穿第一条形槽42的内侧，定位盘433位于第一条形槽

42的前端，第二螺母434位于第一条形槽42的后端，螺纹杆435通过第二螺母434和定位盘

433固定在第一条形槽42的内侧，通过逆时针转动第一牵引辊组件43的第二螺母434，然后，

把螺纹杆435在张力调节机构4的第一条形槽42内滑动，调节到合适的位置后，再顺时针转

动第二螺母434，便可以把第一牵引辊组件43固定在第一条形槽42内的不同位置，进行便可

以调节电缆线的张力。

[002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当需要对电缆卷进行释放敷设时，首先，逆时针转动电缆架37

的螺母373，从螺纹头372上拿下螺母373和压片374，然后，把电缆卷套在套杆371上，再把压

片374和螺母373固定在螺纹头372上，从而使得电缆卷牢靠地固定在电缆架37和限位轮36

上，接着，把电缆的一端依次从第一牵引辊组件43的牵引辊431下端、固定牵引辊组件46的

上端和第二牵引辊组件45的下端穿过，接着，用手握住把手33，转到手轮34，手轮34带动连

接轴35以轴承座32为圆心进行转动，由于限位轮36和电缆架37与连接轴35固定连接，从而

使得限位轮36电缆架37和电缆卷一起转动，进而使得电缆卷上的电缆得以释放，同时，对电

缆的另一端进行牵引，从而便可以对电缆进行敷设，当需要调节电缆的张力时，逆时针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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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牵引辊组件43的第二螺母434，然后，把螺纹杆435在张力调节机构4的第一条形槽42内

滑动，调节到合适的位置后，再顺时针转动第二螺母434，便可以把第一牵引辊组件43固定

在第一条形槽42内的不同位置，同理，可以调节第二牵引辊组件45在第二条形槽44内的位

置，从而便可以调节电缆线的张力。

[0024]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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