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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山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架线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山

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含

有：尼龙绳牵引机构、电线牵引机构、出线机构、

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电线固定接头、第二尼龙

绳固定接头，其中尼龙绳牵引机构与电线牵引机

构均使用在第一尼龙绳上；出线机构安装在山坡

上；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安装在折回尼龙绳上；

电线固定接头安装在电线上；第二尼龙绳固定接

头安装在第二尼龙绳上。其具有自动架线、一次

搭设就可以完成架电线的功能；本发明具有装置

简单、山间放线方便、省力的有益效果。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12页  附图15页

CN 108075399 B

2019.08.30

CN
 1
08
07
53
99
 B



1.一种山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含有：尼龙绳牵引机构、电线牵引

机构、出线机构、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电线固定接头、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其中尼龙绳牵

引机构与电线牵引机构均使用在第一尼龙绳上；出线机构安装在山坡上；折回尼龙绳固定

接头安装在折回尼龙绳上；电线固定接头安装在电线上；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安装在第二

尼龙绳上；

所述出线机构包括两盘尼龙绳、一盘电线，两盘尼龙绳与一盘电线通过轴固定在山坡

上；

所述电线牵引机构包括第一外壳、第一驱动轮机构、第一限位环槽、第一电池、伸缩杆

装置、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电线卡紧机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其中第一电池安装在第

一外壳下端；电线卡紧机构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一端开有锥面，且

电线接头结构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一限位环槽；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

上；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两个伸缩杆装置对称安装在第一外壳侧

面两端；电线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伸缩杆装置均位于第

一外壳同一侧面上；电线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从下向上依

次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两个伸缩杆装置均位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上侧；两个第一驱

动轮机构依次安装在第一外壳内壁侧面上；

所述第一驱动轮机构包括第一驱动轮固定壳、第一驱动轮、第一固定轴、第一电机，其

中第一电机安装在第一外壳内壁侧面；第一驱动轮固定壳安装在第一电机壳外圆面上；第

一驱动轮一端安装在第一驱动轮固定壳端面上；第一驱动轮另一端的外端面通过第一固定

轴与第一外壳连接；第一驱动轮内端面与第一电机轴连接；第一驱动轮轴线与第一电机轴

轴线重合；

所述伸缩杆装置包括伸缩杆、圆板、弹簧、伸缩套、导槽、导块，其中伸缩套内圆面上对

称开有两个未贯通的导槽；两个导块对称安装在伸缩杆外圆面上；伸缩杆通过导块与导槽

的配合安装在伸缩套内；伸缩杆一端安装有圆板；弹簧嵌套在伸缩杆和伸缩套外圆面上；弹

簧一端安装在圆板端面上，另一端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

所述尼龙绳牵引机构包括第二驱动轮机构、第二外壳、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电线接头

结构、第二限位环槽、第三限位环槽、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第二电池，其中第二电池安装在

第二外壳下端；电线接头结构一端开有锥面，且电线接头结构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二限位

环槽；电线接头结构安装在第二外壳侧面上；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安装在第二外壳侧面上；

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一端开有锥面，且电线接头结构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三限位环槽；第

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安装在第二外壳侧面上；电线接头结构、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第二尼龙

绳接头结构从下到上依次安装在第二外壳同一侧面上；

所述第二驱动轮机构包括第二驱动轮固定壳、第二驱动轮、第二固定轴、第二电机，其

中第二电机安装在第二外壳内壁侧面；第二驱动轮固定壳安装在第二电机壳外圆面上；第

二驱动轮一端安装在第二驱动轮固定壳端面上；第二驱动轮另一端的外端面通过第二固定

轴与第二外壳连接；第二驱动轮内端面与第二电机轴连接；第二驱动轮轴线与第二电机轴

轴线重合；

所述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电线卡紧机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的结构及安装方式完

全相同，对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由三个成三角形分布的卡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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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三个卡紧装置均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

所述卡紧装置包括限位板、第一弧面、第二弧面、板簧、侧支耳、限位槽、中间支耳，其中

两个侧支耳均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限位板端面上开有两个限位槽，且限位槽上具有第

一弧面与第二弧面；第二弧面的斜度大于第一弧面且小于90度；限位板两端均开有弧面；限

位板一端安装有中间支耳，中间支耳通过圆柱销安装在两个侧支耳之间；板簧一端安装在

限位板上，另一端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

所述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配合；电线接头结构与电线卡紧机构

配合；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配合；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电线接头结

构、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均具有弹性；

所述第一电池通过线路与第一电机相连；第二电池通过线路与第二电机相连；

所述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电线固定接头、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上安装结构完全相同，

对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六个限位块两两一组周向均匀的安装在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外

圆面上，且每组中的两个限位块沿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轴线分布；

所述弹簧为压缩弹簧；

所述第一固定轴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一外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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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山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

[0001] 本申请是名称为：一种用于山顶之间的电线架线装置、申请日为2017年5月17日、

申请号为：201710346986.1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电力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山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及架线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目前现有的架线技术需要先将一根尼龙绳架在初始电杆与目标电杆之间；然后再

将第二根抗拉尼龙绳架在初始电杆与目标电杆之间，然后两根尼龙绳可以承受电线的重量

时，通过第三根尼龙绳的牵引将电线架设在初始电杆与目标电杆之间，这样架线的效率是

比较低，且架线的工序复杂，所以就需要一种用于山顶之间的电线架线方法。

[0004] 本发明设计一种用于山顶之间的电线架线方法解决如上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本发明公开一种用于山顶之间的电线装置及架线

方法，它们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山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含有：尼龙绳牵引机构、电线牵

引机构、出线机构、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电线固定接头、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其中尼龙绳

牵引机构与电线牵引机构均使用在第一尼龙绳上；出线机构安装在山坡上；折回尼龙绳固

定接头安装在折回尼龙绳上；电线固定接头安装在电线上；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安装在第

二尼龙绳上；

[0007] 所述出线机构包括两盘尼龙绳、一盘电线，两盘尼龙绳与一盘电线通过轴固定在

山坡上；

[0008] 所述电线牵引机构包括第一外壳、第一驱动轮机构、第一限位环槽、第一电池、伸

缩杆装置、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电线卡紧机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其中第一电池安装

在第一外壳下端；电线卡紧机构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一端开有锥

面，且电线接头结构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一限位环槽；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安装在第一外

壳侧面上；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两个伸缩杆装置对称安装在第一

外壳侧面两端；电线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伸缩杆装置均

位于第一外壳同一侧面上；电线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从下

向上依次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两个伸缩杆装置均位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上侧；两个

第一驱动轮机构依次安装在第一外壳内壁侧面上；

[0009] 所述第一驱动轮机构包括第一驱动轮固定壳、第一驱动轮、第一固定轴、第一电

机，其中第一电机安装在第一外壳内壁侧面；第一驱动轮固定壳安装在第一电机壳外圆面

上；第一驱动轮一端安装在第一驱动轮固定壳端面上；第一驱动轮另一端的外端面通过第

一固定轴与第一外壳连接；第一驱动轮内端面与第一电机轴连接；第一驱动轮轴线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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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轴轴线重合；

[0010] 所述伸缩杆装置包括伸缩杆、圆板、弹簧、伸缩套、导槽、导块，其中伸缩套内圆面

上对称开有两个未贯通的导槽；两个导块对称安装在伸缩杆外圆面上；伸缩杆通过导块与

导槽的配合安装在伸缩套内；伸缩杆一端安装有圆板；弹簧嵌套在伸缩杆和伸缩套外圆面

上；弹簧一端安装在圆板端面上，另一端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

[0011] 所述尼龙绳牵引机构包括第二驱动轮机构、第二外壳、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电线

接头结构、第二限位环槽、第三限位环槽、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第二电池，其中第二电池安

装在第二外壳下端；电线接头结构一端开有锥面，且电线接头结构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二

限位环槽；电线接头结构安装在第二外壳侧面上；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安装在第二外壳侧

面上；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一端开有锥面，且电线接头结构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三限位环

槽；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安装在第二外壳侧面上；电线接头结构、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第

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从下到上依次安装在第二外壳同一侧面上；

[0012] 所述第二驱动轮机构包括第二驱动轮固定壳、第二驱动轮、第二固定轴、第二电

机，其中第二电机安装在第二外壳内壁侧面；第二驱动轮固定壳安装在第二电机壳外圆面

上；第二驱动轮一端安装在第二驱动轮固定壳端面上；第二驱动轮另一端的外端面通过第

二固定轴与第二外壳连接；第二驱动轮内端面与第二电机轴连接；第二驱动轮轴线与第二

电机轴轴线重合；

[0013] 所述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电线卡紧机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的结构及安装方

式完全相同，对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由三个成三角形分布的卡紧

装置组成；三个卡紧装置均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

[0014] 所述卡紧装置包括限位板、第一弧面、第二弧面、板簧、侧支耳、限位槽、中间支耳，

其中两个侧支耳均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限位板端面上开有两个限位槽，且限位槽上具

有第一弧面与第二弧面；第二弧面的斜度大于第一弧面且小于90度；限位板两端均开有弧

面；限位板一端安装有中间支耳，中间支耳通过圆柱销安装在两个侧支耳之间；板簧一端安

装在限位板上，另一端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

[0015] 所述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配合；电线接头结构与电线卡紧

机构配合；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配合；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电线接

头结构、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均具有一定的弹性；

[0016] 所述第一电池通过线路与第一电机相连；第二电池通过线路与第二电机相连；

[0017] 所述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电线固定接头、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上安装结构完全

相同，对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六个限位块两两一组周向均匀的安装在折回尼龙绳固定

接头外圆面上，且每组中的两个限位块沿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轴线分布。

[0018] 上述所述的一种山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为压缩弹簧。

[0019] 上述所述的一种山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固定轴通过轴承安

装在第二外壳上。

[0020] 上述所述的一种山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轴通过轴承安

装在第一外壳上。

[0021] 上述所述的一种山顶之间电线架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固定轴通过轴承安

装在第二外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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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一种用于山顶之间的电线架线方法，其特征在于：此方法依赖尼龙绳牵引机构、电

线牵引机构、出线机构、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电线固定接头、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来实现，

其中尼龙绳牵引机构与电线牵引机构均使用在第一尼龙绳上；出线机构安装在山坡上；折

回尼龙绳固定接头安装在折回尼龙绳上；电线固定接头安装在电线上；第二尼龙绳固定接

头安装在第二尼龙绳上。

[0023] 上述出线机构包括两盘尼龙绳、一盘电线，两盘尼龙绳与一盘电线通过轴固定在

山坡上。

[0024] 上述电线牵引机构包括第一外壳、第一驱动轮机构、第一限位环槽、第一电池、伸

缩杆装置、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电线卡紧机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其中第一电池安装

在第一外壳下端；电线卡紧机构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一端开有锥

面，且电线接头结构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一限位环槽；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安装在第一外

壳侧面上；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两个伸缩杆装置对称安装在第一

外壳侧面两端；电线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伸缩杆装置均

位于第一外壳同一侧面上；电线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从下

向上依次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两个伸缩杆装置均位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上侧；两个

第一驱动轮机构依次安装在第一外壳内壁侧面上。

[0025] 上述第一驱动轮机构包括第一驱动轮固定壳、第一驱动轮、第一固定轴、第一电

机，其中第一电机安装在第一外壳内壁侧面；第一驱动轮固定壳安装在第一电机壳外圆面

上；第一驱动轮一端安装在第一驱动轮固定壳端面上；第一驱动轮另一端的外端面通过第

一固定轴与第一外壳连接；第一驱动轮内端面与第一电机轴连接；第一驱动轮轴线与第一

电机轴轴线重合。

[0026] 上述伸缩杆装置包括伸缩杆、圆板、弹簧、伸缩套、导槽、导块，其中伸缩套内圆面

上对称开有两个未贯通的导槽；两个导块对称安装在伸缩杆外圆面上；伸缩杆通过导块与

导槽的配合安装在伸缩套内；伸缩杆一端安装有圆板；弹簧嵌套在伸缩杆和伸缩套外圆面

上；弹簧一端安装在圆板端面上，另一端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

[0027] 上述尼龙绳牵引机构包括第二驱动轮机构、第二外壳、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电线

接头结构、第二限位环槽、第三限位环槽、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第二电池，其中第二电池安

装在第二外壳下端；电线接头结构一端开有锥面，且电线接头结构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二

限位环槽；电线接头结构安装在第二外壳侧面上；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安装在第二外壳侧

面上；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一端开有锥面，且电线接头结构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三限位环

槽；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安装在第二外壳侧面上；电线接头结构、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第

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从下到上依次安装在第二外壳同一侧面上。

[0028] 上述第二驱动轮机构包括第二驱动轮固定壳、第二驱动轮、第二固定轴、第二电

机，其中第二电机安装在第二外壳内壁侧面；第二驱动轮固定壳安装在第二电机壳外圆面

上；第二驱动轮一端安装在第二驱动轮固定壳端面上；第二驱动轮另一端的外端面通过第

二固定轴与第二外壳连接；第二驱动轮内端面与第二电机轴连接；第二驱动轮轴线与第二

电机轴轴线重合。

[0029] 上述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电线卡紧机构、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的结构及安装方

式完全相同，对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由三个成三角形分布的卡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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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组成；三个卡紧装置均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

[0030] 上述卡紧装置包括限位板、第一弧面、第二弧面、板簧、侧支耳、限位槽、中间支耳，

其中两个侧支耳均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限位板端面上开有两个限位槽，且限位槽上具

有第一弧面与第二弧面；第二弧面的斜度大于第一弧面且小于90度；限位板两端均开有弧

面；限位板一端安装有中间支耳，中间支耳通过圆柱销安装在两个侧支耳之间；板簧一端安

装在限位板上，另一端安装在第一外壳侧面上。

[0031] 上述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配合；电线接头结构与电线卡紧

机构配合；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配合；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电线接

头结构、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均具有一定的弹性。

[0032] 上述第一电池通过线路与第一电机相连；第二电池通过线路与第二电机相连。

[0033] 上述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电线固定接头、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上安装结构完全

相同，对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六个限位块两两一组周向均匀的安装在折回尼龙绳固定

接头外圆面上，且每组中的两个限位块沿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轴线分布。

[0034] 使用上述设备架线时需要以下几步完成：1、工作人员在目标电杆顶端安装导向

轮；将出线机构固定在山坡顶端；2、通过无人机运输或气枪发射等传统方法将第一尼龙绳

从初始电杆运输到目标电杆上，并由工作人员将第一尼龙绳绕过导向轮；3、工作人员将尼

龙绳牵引机构安装在第一尼龙绳上，且第一驱动轮机构与第一尼龙绳配合，并将折回尼龙

绳穿过第二外壳，位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内，将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安装在折回尼龙绳

一端，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的限位槽与相应的限位块配合；4、工作人员将电线牵引机构安

装在第一尼龙绳上，且第二驱动轮机构与第一尼龙绳配合，并将出线机构中一盘尼龙绳的

第二尼龙绳穿过第一外壳，位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内，将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安装在第

二尼龙绳一端，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的限位槽与相应的限位块配合；电线穿过第一外壳，位

于电线卡紧机构内，将电线固定接头安装在电线一端，电线卡紧机构的限位槽与相应的限

位块配合；5、第二电池给尼龙绳牵引机构供电，尼龙绳牵引机构将会带动折回尼龙绳向初

始电杆运动，第一电池给电线牵引机构供电，电线牵引结构将会带动第二尼龙绳与电线目

标电杆运动；6、电线牵引机构与尼龙绳牵引机构相遇时，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与折回尼龙

绳卡紧机构接触；电线接头结构与电线卡紧机构接触；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与第二尼龙绳

卡紧机构接触；此时电线牵引机构与尼龙绳牵引机构将会继续运动，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

将会给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一个作用力，使得三个卡紧装置运动，具有弹性的折回尼龙绳

接头结构将会将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包裹住，此时第一限位环槽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上

的限位块配合；具有弹性的电线接头结构将会将电线固定接头包裹住，此时第二限位环槽

与电线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配合；具有弹性的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将会将第二尼龙绳固定

接头包裹住，此时第三限位环槽与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配合；之后尼龙绳牵引

机构将牵引第二尼龙绳与电线原路返回运动，电线牵引机构将牵引折回尼龙绳原路返回运

动；之后电线的重量将由两根尼龙绳来承担，并且电线牵引机构与尼龙绳牵引机构将会继

续运动，从而达到将电线从初始电杆架到目标电杆的目的；7、架线完成将电线固定，将电线

牵引机构与尼龙绳牵引机构拆下，架线过程结束。

[0035] 上述第一驱动轮与第一尼龙绳之间涂有固态润滑油；第二驱动轮与第一尼龙绳之

间涂有固态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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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上述弹簧为压缩弹簧。

[0037] 上述第二固定轴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二外壳上。

[0038] 上述第一固定轴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一外壳上。

[0039] 相对于传统的架线技术，本发明设计了涉及一种用于山顶之间的电线架线方法，

其具有自动架线、一次搭设就可以完成架电线的功能；本发明中出线机构的作用是，为搭设

电线过程中提供尼龙绳与搭设的电线；尼龙绳牵引机构的作用是，带动折回尼龙绳运动，电

线牵引机构的作用是，带动第二尼龙绳与电线运动，并与尼龙绳上折回尼龙绳配合，形成两

根尼龙绳，从而达到承载电线重量，快速搭线、减小架线所需要的时间提高架线效率的目

的。

[0040] 本发明中电线固定接头、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的外径大于第一外壳上相应的孔的

作用是，当尼龙绳牵引机构与电线牵引机构相互交换线时，防止第二尼龙绳与电线脱出第

一外壳；电线固定接头外径大于第二外壳上所开的孔的作用是，当尼龙绳牵引机构与电线

牵引机构相互交换线时，防止折回尼龙绳脱出第二外壳。

[0041] 本发明中尼龙绳牵引机构具有牵引折回尼龙绳的作用，第一电机的作用是带动第

一驱动轮运动；第一驱动轮固定壳的作用是固定第一驱动轮；导向轮的作用是，对第一尼龙

绳进行导向；第一驱动轮机构的作用是，带动电线牵引机构运动；伸缩杆装置上的弹簧的作

用是，防止电线牵引机构与尼龙绳牵引机构发生碰撞；伸缩杆装置的作用是，固定弹簧防止

弹簧失效；当防止电线牵引机构与尼龙绳牵引机构即将要换线时，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与

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接触；电线接头结构与电线卡紧机构接触；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与第

二尼龙绳卡紧机构接触；此时电线牵引机构与尼龙绳牵引机构将会继续运动，折回尼龙绳

接头结构将会给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一个作用力，使得三个卡紧装置中的限位板将会围绕

圆柱销运动，此时限位板上的限位槽逐渐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上逐渐脱离，

此时尼龙绳牵引机构将会继续向初始电杆运动；电线牵引机构继续向目标电杆运动，直到

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上的第一限位环槽将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全部包裹住，从

而将折回尼龙绳换接到电线牵引机构上；电线接头结构将会给电线卡紧机构一个作用力，

使得三个卡紧装置中的限位板将会围绕圆柱销运动，此时限位板上的限位槽逐渐电线固定

接头上的限位块上逐渐脱离，此时尼龙绳牵引机构将会继续向初始电杆运动，电线牵引机

构继续向目标电杆运动，直到电线接头结构上的第二限位环槽电线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全

部包裹住，从而将电线换接到尼龙绳牵引机构上；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将会给第二尼龙绳

卡紧机构一个作用力，使得三个卡紧装置中的限位板将会围绕圆柱销运动，此时限位板上

的限位槽逐渐从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上逐渐脱离，此时电线牵引机构将会继续

向目标电杆运动，电线牵引机构继续向目标电杆运动，直到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上的第三

限位环槽将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全部包裹住，从而将第二尼龙绳换接到尼龙绳

牵引机构上；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电线卡紧机构使用三个卡紧装

置，并且三个卡紧装置按照三角形分布的作用是，便于对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折回尼龙绳

固定接头、电线固定接头进行固定；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的作用是固定第二尼龙绳；折回尼

龙绳固定接头的作用是固定折回尼龙绳；电线固定接头的作用是固定电线；板簧的作用是

给限位板一个恢复力作用；板簧上开有限位槽的作用是，与相应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配合，

限制固定接头的运动；限位板上开有限位槽且限位槽上具有第一弧面与第二弧面，第二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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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斜度大于第一弧面的斜度，且小于90度的作用是，一方面与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配合

限制固定接头的运动；第二弧面的作用是当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嵌套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

运动时，防止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卡死在限位槽中；限位板两端开有弧面的作用是，靠近目

标电杆的弧面具有便于接头结构顺利将相应的限位板顶起；靠近初始电杆的作用是，防止

限位板运动过程中卡死；当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嵌套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运动时，折回尼

龙绳接头结构卡死在限位槽中；当电线接头结构嵌套电线固定接头运动时，防止电线接头

结构卡死在限位槽中；本发明设备中使用第一尼龙绳与第二尼龙绳的作用是，发明中的一

根尼龙绳只可以承受初始电杆到目标电杆之间长度1/2大一点的电线重量，所以必须要两

根尼龙绳才可以成功将电线架设过去，本发明中只需要一次架尼龙绳就可以完成电线的整

个架设过程，从而达到减少架尼龙绳次数，调高驾线效率的功能。

[0042] 本发明中第一驱动轮机构的作用是驱动电线牵引机构运动，第二驱动轮机构的作

用是驱动尼龙绳牵引机构运动；弹簧的作用是给圆板一个回位时的恢复力作用。

[0043] 在使用过程中，工作人员在目标电杆顶端安装导向轮；将出线机构固定在山坡顶

端；通过无人机运输或气枪发射等传统方法将第一尼龙绳从初始电杆运输到目标电杆上，

并由工作人员将第一尼龙绳绕过导向轮；工作人员将尼龙绳牵引机构安装在第一尼龙绳

上，且第一驱动轮机构与第一尼龙绳配合，并将折回尼龙绳穿过第二外壳，位于折回尼龙绳

卡紧机构内，将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安装在折回尼龙绳一端，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上的限

位槽与相应的限位块配合；工作人员将电线牵引机构安装在第一尼龙绳上，且第二驱动轮

机构与第一尼龙绳配合，并将出线机构中一盘尼龙绳的第二尼龙绳穿过第一外壳，位于第

二尼龙绳卡紧机构内，将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安装在第二尼龙绳一端，第二尼龙绳固定接

头上的限位槽与相应的限位块配合；电线穿过第一外壳，位于电线卡紧机构内，将电线固定

接头安装在电线一端，电线固定接头上的限位槽与相应的限位块配合；第二电池给尼龙绳

牵引机构供电，尼龙绳牵引机构将会带动折回尼龙绳向初始电杆运动，第一电池给电线牵

引机构供电，电线牵引结构将会带动第二尼龙绳与电线目标电杆运动；电线牵引机构与尼

龙绳牵引机构相遇时，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接触；电线接头结构与

电线卡紧机构接触；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接触；此时电线牵引机构

与尼龙绳牵引机构将会继续运动，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将会给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一个作

用力，使得三个卡紧装置运动，具有弹性的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将会将折回尼龙绳固定接

头包裹住，此时第一限位环槽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配合；具有弹性的电线接

头结构将会将电线固定接头包裹住，此时第二限位环槽与电线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配合；

具有弹性的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将会将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包裹住，此时第三限位环槽与

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配合；在换线过程中，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与折回尼龙绳

卡紧机构接触换线；电线接头结构与电线卡紧机构接触换线；换线之后尼龙绳牵引机构将

牵引第二尼龙绳与电线原路返回运动，电线牵引机构将牵引折回尼龙绳原路返回运动；之

后电线的重量将由两根尼龙绳来承担，并且电线牵引机构与尼龙绳牵引机构将会继续运

动，从而达到将电线从初始电杆架到目标电杆的目的；架线完成将电线固定，将电线牵引机

构与尼龙绳牵引机构拆下，架线过程结束。本发明具有装置简单、山间放线方便、省力的有

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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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4] 图1是整体部件分布示意图。

[0045] 图2是尼龙绳牵引机构与电线牵引机构位置示意图。

[0046] 图3是电线牵引机构示意图。

[0047] 图4是弹簧安装结构示意图。

[0048] 图5是电线牵引机构剖视图。

[0049] 图6是侧支耳安装结构示意图。

[0050] 图7是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安装示意图。

[0051] 图8是限位板结构示意图。

[0052] 图9是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示意图。

[0053] 图10是导向轮安装结构示意图。

[0054] 图11是圆板安装结构示意图。

[0055] 图12是导块安装结构示意图。

[0056] 图13是第一驱动轮机构示意图。

[0057] 图14是尼龙绳牵引机构示意图。

[0058] 图15是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安装示意图。

[0059] 图16是尼龙绳牵引机构剖视图。

[0060] 图17是第二驱动轮剖视图。

[0061] 图中标号名称：1、山坡；2、目标电杆；3、尼龙绳牵引机构；4、电线牵引机构；5、初始

电杆；6、出线机构；7、第一尼龙绳；8、第二尼龙绳；9、电线；10、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1、第

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2、圆板；14、第一外壳；15、第一驱动轮机构；16、第一电池；17、电线固

定接头；19、限位板；20、伸缩杆装置；22、板簧；23、侧支耳；29、限位槽；30、中间支耳；31、第

一限位环槽；32、伸缩杆；33、导向轮  ；34、弹簧；35、伸缩套；36、导槽；37、导块；38、第一驱动

轮固定壳；39、第一电机；42、第一固定轴；43、第一驱动轮；51、第二外壳；52、第二驱动轮机

构；53、折回尼龙绳；54、第二电池；55、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6、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7、

电线接头结构；58、第二限位环槽；59、第三限位环槽；60、第二驱动轮固定壳；61、第二驱动

轮；62、第二固定轴；63、第二电机；71、限位块；87、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8、电线卡紧机构；

89、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  91、第一弧面；92、第二弧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62] 请见图1至图17。此方法依赖尼龙绳牵引机构3、电线牵引机构4、出线机构6、折回

尼龙绳固定接头56、电线固定接头17、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来实现，其中尼龙绳牵引机构

3与电线牵引机构4均使用在第一尼龙绳7上；出线机构6安装在山坡1上；折回尼龙绳固定接

头56安装在折回尼龙绳53上；电线固定接头17安装在电线9上；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安装

在第二尼龙绳8上。

[0063] 上述出线机构6包括两盘尼龙绳、一盘电线9，两盘尼龙绳与一盘电线9通过轴固定

在山坡1上。

[0064] 上述电线牵引机构4包括第一外壳14、第一驱动轮机构15、第一限位环槽31、第一

电池16、伸缩杆装置20、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电线卡紧机构88、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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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电池16安装在第一外壳14下端；电线卡紧机构88安装在第一外壳14侧面上；折回

尼龙绳接头结构10一端开有锥面，且电线接头结构57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一限位环槽31；

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安装在第一外壳14侧面上；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安装在第一外壳

14侧面上；两个伸缩杆装置20对称安装在第一外壳14侧面两端；电线卡紧机构88、折回尼龙

绳接头结构10、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伸缩杆装置20均位于第一外壳14同一侧面上；电线

卡紧机构88、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从下向上依次安装在第一外

壳14侧面上；两个伸缩杆装置20均位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上侧；两个第一驱动轮机构

15依次安装在第一外壳14内壁侧面上。

[0065] 上述第一驱动轮机构15包括第一驱动轮固定壳38、第一驱动轮43、第一固定轴42、

第一电机39，其中第一电机39安装在第一外壳14内壁侧面；第一驱动轮固定壳38安装在第

一电机39壳外圆面上；第一驱动轮43一端安装在第一驱动轮固定壳38端面上；第一驱动轮

43另一端的外端面通过第一固定轴42与第一外壳14连接；第一驱动轮43内端面与第一电机

39轴连接；第一驱动轮43轴线与第一电机39轴轴线重合。

[0066] 上述伸缩杆装置20包括伸缩杆32、圆板12、弹簧34、伸缩套35、导槽36、导块37，其

中伸缩套35内圆面上对称开有两个未贯通的导槽36；两个导块37对称安装在伸缩杆32外圆

面上；伸缩杆32通过导块37与导槽36的配合安装在伸缩套35内；伸缩杆32一端安装有圆板

12；弹簧34嵌套在伸缩杆32和伸缩套35外圆面上；弹簧34一端安装在圆板12端面上，另一端

安装在第一外壳14侧面上。

[0067] 上述尼龙绳牵引机构3包括第二驱动轮机构52、第二外壳51、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

55、电线接头结构57、第二限位环槽58、第三限位环槽59、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第二电池

54，其中第二电池54安装在第二外壳51下端；电线接头结构57一端开有锥面，且电线接头结

构57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二限位环槽58；电线接头结构57安装在第二外壳51侧面上；折回

尼龙绳卡紧机构87安装在第二外壳51侧面上；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一端开有锥面，且电

线接头结构57内圆面上开有两个第三限位环槽59；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安装在第二外壳

51侧面上；电线接头结构57、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从下到上依次

安装在第二外壳51同一侧面上。

[0068] 上述第二驱动轮机构52包括第二驱动轮固定壳60、第二驱动轮61、第二固定轴62、

第二电机63，其中第二电机63安装在第二外壳51内壁侧面；第二驱动轮固定壳60安装在第

二电机63壳外圆面上；第二驱动轮61一端安装在第二驱动轮固定壳60端面上；第二驱动轮

61另一端的外端面通过第二固定轴62与第二外壳51连接；第二驱动轮61内端面与第二电机

63轴连接；第二驱动轮61轴线与第二电机63轴轴线重合。

[0069] 上述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电线卡紧机构88、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的结构及

安装方式完全相同，对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由三个成三角形

分布的卡紧装置93组成；三个卡紧装置93均安装在第一外壳14侧面上。

[0070] 上述卡紧装置93包括限位板19、第一弧面  91、第二弧面92、板簧22、侧支耳23、限

位槽29、中间支耳30，其中两个侧支耳23均安装在第一外壳14侧面上；限位板19端面上开有

两个限位槽29，且限位槽29上具有第一弧面  91与第二弧面92；第二弧面92的斜度大于第一

弧面  91且小于90度；限位板19两端均开有弧面；限位板19一端安装有中间支耳30，中间支

耳30通过圆柱销安装在两个侧支耳23之间；板簧22一端安装在限位板19上，另一端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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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外壳14侧面上。

[0071] 上述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配合；电线接头结构57与电

线卡紧机构88配合；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配合；折回尼龙绳接

头结构10、电线接头结构57、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均具有一定的弹性。

[0072] 上述第一电池16通过线路与第一电机39相连；第二电池54通过线路与第二电机63

相连。

[0073] 上述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电线固定接头17、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上安装结

构完全相同，对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六个限位块71两两一组周向均匀的安装在折回

尼龙绳固定接头56外圆面上，且每组中的两个限位块71沿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轴线分

布。

[0074] 使用上述设备架线时需要以下几步完成：1、工作人员在目标电杆2顶端安装导向

轮；将出线机构6固定在山坡1顶端；2、通过无人机运输或气枪发射等传统方法将第一尼龙

绳7从初始电杆5运输到目标电杆2上，并由工作人员将第一尼龙绳7绕过导向轮；3、工作人

员将尼龙绳牵引机构3安装在第一尼龙绳7上，且第一驱动轮机构15与第一尼龙绳7配合，并

将折回尼龙绳53穿过第二外壳51，位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内，将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

56安装在折回尼龙绳53一端，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的限位槽29与相应的限位块71配合；

4、工作人员将电线牵引机构4安装在第一尼龙绳7上，且第二驱动轮机构52与第一尼龙绳7

配合，并将出线机构6中一盘尼龙绳的第二尼龙绳8穿过第一外壳14，位于第二尼龙绳卡紧

机构89内，将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安装在第二尼龙绳8一端，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的限

位槽29与相应的限位块71配合；电线9穿过第一外壳14，位于电线卡紧机构88内，将电线固

定接头17安装在电线9一端，电线卡紧机构88的限位槽29与相应的限位块71配合；5、第二电

池54给尼龙绳牵引机构3供电，尼龙绳牵引机构3将会带动折回尼龙绳53向初始电杆5运动，

第一电池16给电线牵引机构4供电，电线9牵引结构将会带动第二尼龙绳8与电线9目标电杆

2运动；6、电线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牵引机构3相遇时，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与折回尼龙绳

卡紧机构87接触；电线接头结构57与电线卡紧机构88接触；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与第二

尼龙绳卡紧机构89接触；此时电线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牵引机构3将会继续运动，折回尼龙

绳接头结构10将会给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一个作用力，使得三个卡紧装置93运动，具有

弹性的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将会将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包裹住，此时第一限位环槽31

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上的限位块71配合；具有弹性的电线接头结构57将会将电线固定

接头17包裹住，此时第二限位环槽58与电线固定接头17上的限位块71配合；具有弹性的第

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将会将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包裹住，此时第三限位环槽59与第二尼

龙绳固定接头11上的限位块71配合；之后尼龙绳牵引机构3将牵引第二尼龙绳8与电线9原

路返回运动，电线牵引机构4将牵引折回尼龙绳53原路返回运动；之后电线9的重量将由两

根尼龙绳来承担，并且电线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牵引机构3将会继续运动，从而达到将电线9

从初始电杆5架到目标电杆2的目的；7、架线完成将电线9固定，将电线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

牵引机构3拆下，架线过程结束。

[0075] 上述第一驱动轮43与第一尼龙绳7之间涂有固态润滑油；第二驱动轮61与第一尼

龙绳7之间涂有固态润滑油。

[0076] 上述弹簧34为压缩弹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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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上述第二固定轴62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二外壳51上。

[0078] 上述第一固定轴42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一外壳14上。

[0079] 综上所述：本发明设计了涉及一种用于山顶之间交换式的电线9架线方法，其具有

自动架线、一次搭设就可以完成架电线9的功能；本发明中出线机构6的作用是，为搭设电线

9过程中提供尼龙绳与搭设的电线9；尼龙绳牵引机构3的作用是，带动折回尼龙绳53运动，

电线牵引机构4的作用是，带动第二尼龙绳8与电线9运动，并与尼龙绳上折回尼龙绳53配

合，形成两根尼龙绳，从而达到承载电线9重量，快速搭线、减小架线所需要的时间提高架线

效率的目的。

[0080] 本发明中电线固定接头17、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的外径大于第一外壳14上相应

的孔的作用是，当尼龙绳牵引机构3与电线牵引机构4相互交换线时，防止第二尼龙绳8与电

线9脱出第一外壳14；电线固定接头17外径大于第二外壳51上所开的孔的作用是，当尼龙绳

牵引机构3与电线牵引机构4相互交换线时，防止折回尼龙绳53脱出第二外壳51。

[0081] 本发明中尼龙绳牵引机构3具有牵引折回尼龙绳53的作用，第一电机39的作用是

带动第一驱动轮43运动；第一驱动轮固定壳38的作用是固定第一驱动轮43；导向轮的作用

是，对第一尼龙绳7进行导向；第一驱动轮机构15的作用是，带动电线牵引机构4运动；伸缩

杆装置20上的弹簧34的作用是，防止电线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牵引机构3发生碰撞；伸缩杆

装置20的作用是，固定弹簧34防止弹簧34失效；当防止电线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牵引机构3

即将要换线时，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接触；电线接头结构57与

电线卡紧机构88接触；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接触；此时电线牵

引机构4与尼龙绳牵引机构3将会继续运动，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将会给折回尼龙绳卡紧

机构87一个作用力，使得三个卡紧装置93中的限位板19将会围绕圆柱销运动，此时限位板

19上的限位槽29逐渐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上的限位块71上逐渐脱离，此时尼龙绳牵引

机构3将会继续向初始电杆5运动；电线牵引机构4继续向目标电杆2运动，直到折回尼龙绳

接头结构10上的第一限位环槽31将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上的限位块71全部包裹住，从而

将折回尼龙绳53换接到电线牵引机构4上；电线接头结构57将会给电线卡紧机构88一个作

用力，使得三个卡紧装置93中的限位板19将会围绕圆柱销运动，此时限位板19上的限位槽

29逐渐电线固定接头17上的限位块71上逐渐脱离，此时尼龙绳牵引机构3将会继续向初始

电杆5运动，电线牵引机构4继续向目标电杆2运动，直到电线接头结构57上的第二限位环槽

58电线固定接头17上的限位块71全部包裹住，从而将电线9换接到尼龙绳牵引机构3上；第

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将会给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一个作用力，使得三个卡紧装置93中的

限位板19将会围绕圆柱销运动，此时限位板19上的限位槽29逐渐从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

上的限位块71上逐渐脱离，此时电线牵引机构4将会继续向目标电杆2运动，电线牵引机构4

继续向目标电杆2运动，直到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上的第三限位环槽59将第二尼龙绳固

定接头11上的限位块71全部包裹住，从而将第二尼龙绳8换接到尼龙绳牵引机构3上；第二

尼龙绳卡紧机构89、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电线卡紧机构88使用三个卡紧装置93，并且三

个卡紧装置93按照三角形分布的作用是，便于对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折回尼龙绳固定

接头56、电线固定接头17进行固定；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的作用是固定第二尼龙绳8；折

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的作用是固定折回尼龙绳53；电线固定接头17的作用是固定电线9；板

簧22的作用是给限位板19一个恢复力作用；板簧22上开有限位槽29的作用是，与相应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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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上的限位块71配合，限制固定接头的运动；限位板19上开有限位槽29且限位槽29上具

有第一弧面  91与第二弧面92，第二弧面92的斜度大于第一弧面  91的斜度，且小于90度的

作用是，一方面与固定接头上的限位块71配合限制固定接头的运动；第二弧面92的作用是

当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嵌套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运动时，防止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

卡死在限位槽29中；限位板19两端开有弧面的作用是，靠近目标电杆2的弧面具有便于接头

结构顺利将相应的限位板19顶起；靠近初始电杆5的作用是，防止限位板19运动过程中卡

死；当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嵌套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运动时，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

卡死在限位槽29中；当电线接头结构57嵌套电线固定接头17运动时，防止电线接头结构57

卡死在限位槽29中；本发明设备中使用第一尼龙绳7与第二尼龙绳8的作用是，发明中的一

根尼龙绳只可以承受初始电杆到目标电杆之间长度1/2大一点的电线重量，所以必须要两

根尼龙绳才可以成功将电线9架设过去，本发明中只需要一次架尼龙绳就可以完成电线9的

整个架设过程，从而达到减少架尼龙绳次数，调高驾线效率的功能。

[0082] 本发明中第一驱动轮机构15的作用是驱动电线牵引机构4运动，第二驱动轮机构

52的作用是驱动尼龙绳牵引机构3运动；弹簧34的作用是给圆板12一个回位时的恢复力作

用。

[0083] 具体实施方式为，工作人员在目标电杆2顶端安装导向轮；将出线机构6固定在山

坡1顶端；通过无人机运输或气枪发射等传统方法将第一尼龙绳7从初始电杆5运输到目标

电杆2上，并由工作人员将第一尼龙绳7绕过导向轮；工作人员将尼龙绳牵引机构3安装在第

一尼龙绳7上，且第一驱动轮机构15与第一尼龙绳7配合，并将折回尼龙绳53穿过第二外壳

51，位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内，将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安装在折回尼龙绳53一端，折

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上的限位槽29与相应的限位块71配合；工作人员将电线牵引机构4安

装在第一尼龙绳7上，且第二驱动轮机构52与第一尼龙绳7配合，并将出线机构6中一盘尼龙

绳的第二尼龙绳8穿过第一外壳14，位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内，将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

11安装在第二尼龙绳8一端，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上的限位槽29与相应的限位块71配合；

电线9穿过第一外壳14，位于电线卡紧机构88内，将电线固定接头17安装在电线9一端，电线

固定接头17上的限位槽29与相应的限位块71配合；第二电池54给尼龙绳牵引机构3供电，尼

龙绳牵引机构3将会带动折回尼龙绳53向初始电杆5运动，第一电池16给电线牵引机构4供

电，电线9牵引结构将会带动第二尼龙绳8与电线9目标电杆2运动；电线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

牵引机构3相遇时，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接触；电线接头结构57

与电线卡紧机构88接触；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与第二尼龙绳卡紧机构89接触；此时电线

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牵引机构3将会继续运动，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将会给折回尼龙绳卡

紧机构87一个作用力，使得三个卡紧装置93运动，具有弹性的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将会

将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包裹住，此时第一限位环槽31与折回尼龙绳固定接头56上的限位

块71配合；具有弹性的电线接头结构57将会将电线固定接头17包裹住，此时第二限位环槽

58与电线固定接头17上的限位块71配合；具有弹性的第二尼龙绳接头结构55将会将第二尼

龙绳固定接头11包裹住，此时第三限位环槽59与第二尼龙绳固定接头11上的限位块71配

合；在换线过程中，折回尼龙绳接头结构10与折回尼龙绳卡紧机构87接触换线；电线接头结

构57与电线卡紧机构88接触换线；换线之后尼龙绳牵引机构3将牵引第二尼龙绳8与电线9

原路返回运动，电线牵引机构4将牵引折回尼龙绳53原路返回运动；之后电线9的重量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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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根尼龙绳来承担，并且电线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牵引机构3将会继续运动，从而达到将电

线9从初始电杆5架到目标电杆2的目的；架线完成将电线9固定，将电线牵引机构4与尼龙绳

牵引机构3拆下，架线过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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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说　明　书　附　图 2/15 页

17

CN 108075399 B

17



图 3

说　明　书　附　图 3/15 页

18

CN 108075399 B

18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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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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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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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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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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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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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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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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