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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

的保护结构及其生产方法，包括升降调节支架、

支架调节板、调节螺栓轴、压缩弹簧和电缆架设

机构，根据电缆沟槽的深度，及实际架设电缆的

高度，调节内嵌螺纹盖位于垂直导轨中的位置，

从而提高电缆架设机构的整体高度，可灵活调节

电缆的架设高度，防止电缆线浸泡于泥水中，同

时电缆线在架设的过程中，缠绕或贯穿于架设辊

轮的内辊体上，可通过调节紧固螺母，拉直或放

松电缆线，方便电缆线的整体安装，电缆线穿过

外套活动板内的调节转轮、内转盘和导向套管，

方便电缆线的整理，大幅降低暴露在外的电缆线

的面积，从而降低水土侵蚀的风险，且电缆线架

设整齐，方便整理和调节，适用于多数电缆沟槽

的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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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包括升降调节支架(1)、支架调节板(2)、调

节螺栓轴(3)、压缩弹簧(4)和电缆架设机构(5)，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调节支架(1)的上侧

两端安装支架调节板(2)，所述支架调节板(2)的上下两侧之间安装调节螺栓轴(3)，所述调

节螺栓轴(3)上安装压缩弹簧(4)，所述支架调节板(2)的中心处安装电缆架设机构(5)；

所述升降调节支架(1)包括固定底板(101)、固定螺栓(102)、滑动底座(103)、轴限位头

(104)、滑动轴(105)、固定轴孔(106)、水平滑块(107)、轴孔螺栓(108)、升降调节板(109)、

垂直导轨(1010)、缓冲板(1011)和缓冲弹簧(1012)，所述固定底板(101)的上端两侧分别设

有固定螺栓(102)，所述固定底板(101)的上侧设有滑动底座(103)，所述滑动底座(103)之

间安装滑动轴(105)，所述滑动轴(105)的两端分别设有轴限位头(104)，所述滑动轴(105)

上设有固定轴孔(106)，所述滑动轴(105)上安装水平滑块(107)，所述水平滑块(107)的前

端安装轴孔螺栓(108)，所述水平滑块(107)的上侧设有升降调节板(109)，所述升降调节板

(109)的内侧设有垂直导轨(1010)，所述垂直导轨(1010)的顶部设有缓冲弹簧(1012)，所述

缓冲弹簧(1012)的底部设有缓冲板(1011)；

所述支架调节板(2)包括底板(21)、保护边框(22)、螺栓轴孔(23)、调节滑道(24)、固定

导轨(25)、内嵌螺栓孔(26)和外套活动板(27)，所述底板(21)的外层设有保护边框(22)，所

述底板(21)的上侧前后两端分别设有螺栓轴孔(23)，所述底板(21)中心处的两端分别设有

调节滑道(24)，所述调节滑道(24)内侧的底板(21)上设有固定导轨(25)，所述固定导轨

(25)的内部设有内嵌螺栓孔(26)，所述调节滑道(24)内安装外套活动板(27)；

所述外套活动板(27)包括活动折板(271)、调节转轮(272)、滑动滚珠(273)、内转盘

(274)、限位底板(275)、导向套管(276)、内嵌滑块(277)和锁定螺栓(278)，所述活动折板

(271)的侧面设有调节转轮(272)，所述调节转轮(272)的内侧设有内转盘(274)，所述内转

盘(274)外侧的活动折板(271)内部设有滑动滚珠(273)，所述内转盘(274)的底部设有限位

底板(275)，所述限位底板(275)的底部设有导向套管(276)，所述活动折板(271)的底部设

有内嵌滑块(277)，所述活动折板(271)的底部安装锁定螺栓(27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缆

架设机构(5)包括架设调节杆(51)、内嵌螺纹盖(52)、紧固螺母(53)、架设辊轮(54)、扭转弹

簧(55)和内嵌口(56)，所述架设调节杆(51)的末端设有内嵌螺纹盖(52)，所述架设调节杆

(51)的右侧设有内嵌口(56)，所述架设调节杆(51)的中心处安装架设辊轮(54)，所述架设

辊轮(54)右侧的架设调节杆(51)上设有扭转弹簧(55)，所述架设辊轮(54)的左侧的架设调

节杆(51)上安装紧固螺母(5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架设

辊轮(54)包括辊轮座(541)、卡嵌套(542)、内辊体(543)、电缆槽(544)和贯穿孔(545)，所述

辊轮座(541)的两端分别设有卡嵌套(542)，所述辊轮座(541)之间设有内辊体(543)，所述

内辊体(543)上设有电缆槽(544)，所述电缆槽(544)中设有贯穿孔(545)。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嵌

口(56)卡嵌安装于支架调节板(2)内。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的生产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内芯组件浇筑：将高温的铸钢钢水分别倒入升降调节支架(1)、支架调节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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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架设辊轮(54)内各部件的模具中，经过冷却得到升降调节支架(1)、支架调节板(2)和架

设辊轮(54)各部件的内芯组件；

步骤2：混凝土浇筑：分别将升降调节支架(1)、支架调节板(2)和架设辊轮(54)的内芯

组件安装进混凝土浇筑模具中，并浇筑混凝土，利用加热设备加热烘干；

步骤3：电缆架设机构组装：将扭转弹簧(55)焊接于架设辊轮(54)的一端，再将扭转弹

簧(55)通过螺纹嵌套于架设调节杆(51)上，并在架设调节杆(51)的一端安装内嵌螺纹盖

(52)，将电缆缠绕于内辊体(543)的电缆槽(544)中或直接穿过电缆槽(544)中设有的贯穿

孔(545)；

步骤4：保护结构整体组装：将内嵌螺纹盖(52)卡嵌于升降调节板(109)中的垂直导轨

(1010)内，将电缆的两端分别依次穿过外套活动板(27)内的导向套管(276)、限位底板

(275)、内转盘(274)和调节转轮(272)，并根据实际电缆沟的高度调节外套活动板(27)的位

置和升降调节板(109)的升降高度；

步骤5：电缆整体架设：根据电缆架设的长度，将保护结构依次排开，并利用固定螺栓

(102)固定于电缆沟槽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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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缆沟槽技术领域，特别涉及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

及其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缆沟是用来放置和保护电缆设施的地下管道，是发电厂、变电站、市政工程和大

型厂矿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但由于地势或设计因素影响，大雨天气或者雨季时节电缆

沟内容易积水，如果水位过高，就会造成电缆沟内的电缆在水中长期浸泡，发生腐蚀，不仅

会破坏电缆绝缘性，影响其寿命，严重时还会导致因电缆进水造成爆裂，现有技术的电缆沟

槽都设有用于排水的排水结构或排水系统，但由于电缆沟槽内用于架设电缆的固定支架，

在安装完成后不可移动，在经历暴雨或排水系统故障时，电缆沟槽内的排水速度慢于积水

速度，则会导致电缆沟槽中的水位持续上升，最终将架设电缆浸泡于泥水中，从而发生水土

侵蚀，致使电缆损坏或固定支架锈蚀损坏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及其生产方法，根

据电缆沟槽的深度，及实际架设电缆的高度，调节内嵌螺纹盖位于垂直导轨中的位置，从而

提高电缆架设机构的整体高度，在经历暴雨或排水系统堵塞时，可灵活调节电缆的架设高

度，防止电缆线浸泡于泥水中，同时电缆线在架设的过程中，缠绕或贯穿于架设辊轮的内辊

体上，可通过调节紧固螺母，调整架设辊轮在架设调节杆的位置，从而拉直或放松电缆线，

方便电缆线的整体安装，电缆线通过外套活动板内的调节转轮、内转盘和导向套管，方便电

缆线的整理，并大幅降低暴露在外的电缆线的面积，从而降低水土侵蚀的风险，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包括升降调节支架、支架调节板、调节螺

栓轴、压缩弹簧和电缆架设机构，所述升降调节支架的上侧两端安装支架调节板，所述支架

调节板的上下两侧之间安装调节螺栓轴，所述调节螺栓轴上安装压缩弹簧，所述支架调节

板的中心处安装电缆架设机构。

[0006] 所述升降调节支架包括固定底板、固定螺栓、滑动底座、轴限位头、滑动轴、固定轴

孔、水平滑块、轴孔螺栓、升降调节板、垂直导轨、缓冲板和缓冲弹簧，所述固定底板的上端

两侧分别设有固定螺栓，所述固定底板的上侧设有滑动底座，所述滑动底座之间安装滑动

轴，所述滑动轴的两端分别设有轴限位头，所述滑动轴上设有固定轴孔，所述滑动轴上安装

水平滑块，所述水平滑块的前端安装轴孔螺栓，所述水平滑块的上侧设有升降调节板，所述

升降调节板的内侧设有垂直导轨，所述垂直导轨的顶部设有缓冲弹簧，所述缓冲弹簧的底

部设有缓冲板。

[0007] 优选的，所述支架调节板包括底板、保护边框、螺栓轴孔、调节滑道、固定导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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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螺栓孔和外套活动板，所述底板的外层设有保护边框，所述底板的上侧前后两端分别设

有螺栓轴孔，所述底板中心处的两端分别设有调节滑道，所述调节滑道内侧的底板上设有

固定导轨，所述固定导轨的内部设有内嵌螺栓孔，所述调节滑道内安装外套活动板。

[0008] 优选的，所述外套活动板包括活动折板、调节转轮、滑动滚珠、内转盘、限位底板、

导向套管、内嵌滑块和锁定螺栓，所述活动折板的侧面设有调节转轮，所述调节转轮的内侧

设有内转盘，所述内转盘外侧的活动折板内部设有滑动滚珠，所述内转盘的底部设有限位

底板，所述限位底板的底部设有导向套管，所述活动折板的底部设有内嵌滑块，所述活动折

板的底部安装锁定螺栓。

[0009] 优选的，所述电缆架设机构包括架设调节杆、内嵌螺纹盖、紧固螺母、架设辊轮、扭

转弹簧和内嵌口，所述架设调节杆的末端设有内嵌螺纹盖，所述架设调节杆的右侧设有内

嵌口，所述架设调节杆的中心处安装架设辊轮，所述架设辊轮右侧的架设调节杆上设有扭

转弹簧，所述架设辊轮的左侧的架设调节杆上安装紧固螺母。

[0010] 优选的，所述架设辊轮包括辊轮座、卡嵌套、内辊体、电缆槽和贯穿孔，所述辊轮座

的两端分别设有卡嵌套，所述辊轮座之间设有内辊体，所述内辊体上设有电缆槽，所述电缆

槽中设有贯穿孔。

[0011] 优选的，所述内嵌口卡嵌安装于支架调节板内。

[0012] 本发明提供另一种技术方案，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的生产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一：内芯组件浇筑：将高温的铸钢钢水分别倒入升降调节支架、支架调节板和

架设辊轮内各部件的模具中，经过冷却得到升降调节支架、支架调节板和架设辊轮各部件

的内芯组件；

[0014] 步骤二：混凝土浇筑：分别将升降调节支架、支架调节板和架设辊轮的内芯组件安

装进混凝土浇筑模具中，并浇筑混凝土，利用加热设备加热烘干；

[0015] 步骤三：电缆架设机构组装：将扭转弹簧焊接于架设辊轮的一端，再将扭转弹簧通

过螺纹嵌套于架设调节杆上，并在架设调节杆的一端安装内嵌螺纹盖，将电缆缠绕于内辊

体的电缆槽中或直接穿过电缆槽中设有的贯穿孔；

[0016] 步骤四：保护结构整体组装：将内嵌螺纹盖卡嵌于升降调节板中的垂直导轨内，将

电缆的两端分别依次穿过外套活动板内的导向套管、限位底板、内转盘和调节转轮，并根据

实际电缆沟的高度调节外套活动板的位置和升降调节板的升降高度；

[0017] 步骤五：电缆整体架设：根据电缆架设的长度，将保护结构依次排开，并利用固定

螺栓固定于电缆沟槽的底部。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提出的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及其生产方法，根据电缆沟

槽的深度，及实际架设电缆的高度，调节内嵌螺纹盖位于垂直导轨中的位置，从而提高电缆

架设机构的整体高度，在经历暴雨或排水系统堵塞时，可灵活调节电缆的架设高度，防止电

缆线浸泡于泥水中，同时电缆线在架设的过程中，缠绕或贯穿于架设辊轮的内辊体上，可通

过调节紧固螺母，调整架设辊轮在架设调节杆的位置，从而拉直或放松电缆线，方便电缆线

的整体安装，电缆线穿过外套活动板内的调节转轮、内转盘和导向套管，方便电缆线的整

理，本发明结构完整合理，大幅降低暴露在外的电缆线的面积，从而降低水土侵蚀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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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电缆线架设整齐，方便整理和调节，适用于多数电缆沟槽的实际使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升降调节支架的下半部分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升降调节支架的上半部分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支架调节板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的拆卸外套活动板的支架调节板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的外套活动板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的电缆架设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的架设辊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的生产方法及组装流程图。

[0029] 图中：1、升降调节支架；101、固定底板；102、固定螺栓；103、滑动底座；104、轴限位

头；105、滑动轴；106、固定轴孔；107、水平滑块；108、轴孔螺栓；109、升降调节板；1010、垂直

导轨；1011、缓冲板；1012、缓冲弹簧；2、支架调节板；21、底板；22、保护边框；23、螺栓轴孔；

24、调节滑道；25、固定导轨；26、内嵌螺栓孔；27、外套活动板；271、活动折板；272、调节转

轮；273、滑动滚珠；274、内转盘；275、限位底板；276、导向套管；277、内嵌滑块；278、锁定螺

栓；3、调节螺栓轴；4、压缩弹簧；5、电缆架设机构；51、架设调节杆；52、内嵌螺纹盖；53、紧固

螺母；54、架设辊轮；541、辊轮座；542、卡嵌套；543、内辊体；544、电缆槽；545、贯穿孔；55、扭

转弹簧；56、内嵌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请参阅图1，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包括升降调节支架1、支架调

节板2、调节螺栓轴3、压缩弹簧4和电缆架设机构5，升降调节支架1的上侧两端安装支架调

节板2，支架调节板2的上下两侧之间安装调节螺栓轴3，调节螺栓轴3上安装压缩弹簧4，支

架调节板2的中心处安装电缆架设机构5。

[0032] 请参阅图2-3，升降调节支架1包括固定底板101、固定螺栓102、滑动底座103、轴限

位头104、滑动轴105、固定轴孔106、水平滑块107、轴孔螺栓108、升降调节板109、垂直导轨

1010、缓冲板1011和缓冲弹簧1012，固定底板101的上端两侧分别设有固定螺栓102，固定底

板101的上侧设有滑动底座103，滑动底座103之间安装滑动轴105，滑动轴105的两端分别设

有轴限位头104，滑动轴105上设有固定轴孔106，滑动轴105上安装水平滑块107，水平滑块

107的前端安装轴孔螺栓108，水平滑块107的上侧设有升降调节板109，升降调节板109的内

侧设有垂直导轨1010，垂直导轨1010的顶部设有缓冲弹簧1012，缓冲弹簧1012的底部设有

缓冲板1011。

[0033] 请参阅图4-5，支架调节板2包括底板21、保护边框22、螺栓轴孔23、调节滑道2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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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导轨25、内嵌螺栓孔26和外套活动板27，底板21的外层设有保护边框22，底板21的上侧前

后两端分别设有螺栓轴孔23，底板21中心处的两端分别设有调节滑道24，调节滑道24内侧

的底板21上设有固定导轨25，固定导轨25的内部设有内嵌螺栓孔26，调节滑道24内安装外

套活动板27。

[0034] 请参阅图6，外套活动板27包括活动折板271、调节转轮272、滑动滚珠273、内转盘

274、限位底板275、导向套管276、内嵌滑块277和锁定螺栓278，活动折板271的侧面设有调

节转轮272，调节转轮272的内侧设有内转盘274，内转盘274外侧的活动折板271内部设有滑

动滚珠273，内转盘274的底部设有限位底板275，限位底板275的底部设有导向套管276，活

动折板271的底部设有内嵌滑块277，活动折板271的底部安装锁定螺栓278。

[0035] 请参阅图7，电缆架设机构5包括架设调节杆51、内嵌螺纹盖52、紧固螺母53、架设

辊轮54、扭转弹簧55和内嵌口56，架设调节杆51的末端设有内嵌螺纹盖52，架设调节杆51的

右侧设有内嵌口56，内嵌口56卡嵌安装于支架调节板2内，架设调节杆51的中心处安装架设

辊轮54，架设辊轮54右侧的架设调节杆51上设有扭转弹簧55，架设辊轮54的左侧的架设调

节杆51上安装紧固螺母53。

[0036] 请参阅图8，架设辊轮54包括辊轮座541、卡嵌套542、内辊体543、电缆槽544和贯穿

孔545，辊轮座541的两端分别设有卡嵌套542，辊轮座541之间设有内辊体543，内辊体543上

设有电缆槽544，电缆槽544中设有贯穿孔545。

[0037] 请参阅图9，为了更好的展现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生产的流程，

本实施例现提出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的生产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步骤一：内芯组件浇筑：将高温的铸钢钢水分别倒入升降调节支架1、支架调节板2

和架设辊轮54内各部件的模具中，经过冷却得到升降调节支架1、支架调节板2和架设辊轮

54各部件的内芯组件；

[0039] 步骤二：混凝土浇筑：分别将升降调节支架1、支架调节板2和架设辊轮54的内芯组

件安装进混凝土浇筑模具中，并浇筑混凝土，利用加热设备加热烘干；

[0040] 步骤三：电缆架设机构组装：将扭转弹簧55焊接于架设辊轮54的一端，再将扭转弹

簧55通过螺纹嵌套于架设调节杆51上，并在架设调节杆51的一端安装内嵌螺纹盖52，将电

缆缠绕于内辊体543的电缆槽544中或直接穿过电缆槽544中设有的贯穿孔545；

[0041] 步骤四：保护结构整体组装：将内嵌螺纹盖52卡嵌于升降调节板109中的垂直导轨

1010内，将电缆的两端分别依次穿过外套活动板27内的导向套管276、限位底板275、内转盘

274和调节转轮272，并根据实际电缆沟的高度调节外套活动板27的位置和升降调节板109

的升降高度；

[0042] 步骤五：电缆整体架设：根据电缆架设的长度，将保护结构依次排开，并利用固定

螺栓102固定于电缆沟槽的底部。

[004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本发明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及其生产方

法，根据电缆沟槽的深度，及实际架设电缆的高度，调节内嵌螺纹盖52位于垂直导轨1010中

的位置，从而提高电缆架设机构5的整体高度，在经历暴雨或排水系统堵塞时，可灵活调节

电缆的架设高度，防止电缆线浸泡于泥水中，同时电缆线在架设的过程中，缠绕或贯穿于架

设辊轮54的内辊体543上，可通过调节紧固螺母53，调整架设辊轮54在架设调节杆51的位

置，从而拉直或放松电缆线，方便电缆线的整体安装，电缆线穿过外套活动板27内的调节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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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272、内转盘274和导向套管276，方便电缆线的整理，并大幅降低暴露在外的电缆线的面

积，从而降低水土侵蚀的风险。

[0044] 综上所述：本发明电缆沟槽中电缆防水土侵蚀的保护结构及其生产方法，根据电

缆沟槽的深度，及实际架设电缆的高度，调节内嵌螺纹盖52位于垂直导轨1010中的位置，从

而提高电缆架设机构5的整体高度，在经历暴雨或排水系统堵塞时，可灵活调节电缆的架设

高度，防止电缆线浸泡于泥水中，同时电缆线在架设的过程中，缠绕或贯穿于架设辊轮54的

内辊体543上，可通过调节紧固螺母53，调整架设辊轮54在架设调节杆51的位置，从而拉直

或放松电缆线，方便电缆线的整体安装，电缆线穿过外套活动板27内的调节转轮272、内转

盘274和导向套管276，方便电缆线的整理，本发明结构完整合理，大幅降低暴露在外的电缆

线的面积，从而降低水土侵蚀的风险，且电缆线架设整齐，方便整理和调节，适用于多数电

缆沟槽的实际使用。

[0045] 以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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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技术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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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