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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

电缆敷设放线架，包括平台和放线机构，所述平

台顶部中端固定安装有肘节，且平台顶部两侧安

装有用于缠放线的放线机构，所述放线机构包括

轨道、滑台、双头丝杆、轴承座、轴杆、把手和卡

块，所述轨道内部滑动安装有滑台，所述滑台内

部贯穿有双头丝杆。解决现有的放线架在输送过

程中不够稳固，易在摇摆车厢亦或颠簸路段中因

晃动造成缠绕的电缆异常脱落，给工人理排线造

成不小的麻烦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具有多工位

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在道路输送过程中保持

放线架的稳固，不会因晃动导致缠绕的线缆脱

落，并可根据使用者实际需求自由调节工位的间

距，可以同时适应多工位的电缆线缠放线需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6489449 U

2022.05.10

CN
 2
16
48
94
49
 U



1.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包括平台(1)和放线机构(7)，其特征在于，

所述平台(1)顶部中端固定安装有肘节(2)，且平台(1)顶部两侧安装有用于缠放线的放线

机构(7)，所述放线机构(7)包括轨道(701)、滑台(702)、双头丝杆(703)、轴承座(704)、轴杆

(705)、把手(706)和卡块(707)，所述轨道(701)内部滑动安装有滑台(702)，且轨道(701)开

设于平台(1)顶部，所述滑台(702)内部贯穿有双头丝杆(703)，且双头丝杆(703)表面螺旋

以肘节(2)为对称中心转向相反，所述滑台(702)顶部外侧固定安装有轴承座(704)，且轴承

座(704)内部转动安装有轴杆(705)，所述轴杆(705)右侧端面固定安装有把手(706)，且轴

杆(705)中部端面固定安装有卡块(70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放

线机构(7)还包括转盘(708)、卡槽(709)和放置槽(710)，所述轴承座(704)顶部转动安装有

转盘(708)，且转盘(708)圆周面等间距开设有卡槽(709)，所述卡槽(709)开设形状与卡块

(707)外形相契合，所述转盘(708)中端贯穿开设有放置槽(7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平

台(1)底部四处拐角处转动安装有旋柄(3)，且旋柄(3)内部啮合安装有丝杆(4)，所述丝杆

(4)底部安装有支脚仓(5)，且支脚仓(5)底部转动安装有滚轮(6)，所述滚轮(6)可折叠收纳

于支脚仓(5)内部空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滑

台(702)顶部内侧安装有用于调节工位的工位调节机构(8)，且所述工位调节机构(8)包括

立柱(801)和通过腔(802)，所述立柱(801)内部贯穿开设有通过腔(802)，且通过腔(802)开

设位置与放置槽(710)相对应，所述立柱(801)固定安装于滑台(702)顶部内侧，且转盘

(708)转动安装于立柱(801)顶部外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工

位调节机构(8)还包括缠绕杆(803)、定位孔(804)和壳体(805)，所述通过腔(802)内部转动

安装有缠绕杆(803)，且缠绕杆(803)侧端面等间距开设有定位孔(804)，所述立柱(801)顶

部端面固定安装有壳体(80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工

位调节机构(8)还包括弹簧(806)、卡销(807)和驱动槽(808)，所述壳体(805)内部安装有弹

簧(806)，且弹簧(806)底部连接有卡销(807)，所述卡销(807)外形与缠绕杆(803)表面定位

孔(804)开设尺寸相契合，且卡销(807)中部内侧开设有驱动槽(808)。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工

位调节机构(8)还包括拨块(809)和扭簧(810)，所述壳体(805)右侧转动安装有拨块(809)，

且拨块(809)外形与驱动槽(808)开设形状相契合，所述拨块(809)底部设置有扭簧(810)，

且拨块(809)通过扭簧(810)转动安装于立柱(801)顶部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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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线敷设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

架。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力安装过程中，电缆往往较难敷设，并且由于电缆很重，放线时需要几个人拖

拉，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地面的阻力更加剧了拖拉电缆的难度。而且，电缆在拖动

的过程中容易被摩擦，造成绝缘层磨坏，使电缆绝缘降低甚至击穿，造成电气性能的改变，

影响电力传输。

[0003] 现有的电线敷设放线架设备，常见问题有：现有的放线架在输送过程中不够稳固，

易在摇摆车厢亦或颠簸路段中因晃动造成缠绕的电缆异常脱落，给工人理排线造成不小的

麻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包括平台和放线机构，所述平台

顶部中端固定安装有肘节，且平台顶部两侧安装有用于缠放线的放线机构，所述放线机构

包括轨道、滑台、双头丝杆、轴承座、轴杆、把手和卡块，所述轨道内部滑动安装有滑台，且轨

道开设于平台顶部，所述滑台内部贯穿有双头丝杆，且双头丝杆表面螺旋以肘节为对称中

心转向相反，所述滑台顶部外侧固定安装有轴承座，且轴承座内部转动安装有轴杆，所述轴

杆右侧端面固定安装有把手，且轴杆中部端面固定安装有卡块。

[0006] 优选的，所述放线机构还包括转盘、卡槽和放置槽，所述轴承座顶部转动安装有转

盘，且转盘圆周面等间距开设有卡槽，所述卡槽开设形状与卡块外形相契合，所述转盘中端

贯穿开设有放置槽。

[0007] 优选的，所述平台底部四处拐角处转动安装有旋柄，且旋柄内部啮合安装有丝杆，

所述丝杆底部安装有支脚仓，且支脚仓底部转动安装有滚轮，所述滚轮可折叠收纳于支脚

仓内部空腔。

[0008] 优选的，所述滑台顶部内侧安装有用于调节工位的工位调节机构，且所述工位调

节机构包括立柱和通过腔，所述立柱内部贯穿开设有通过腔，且通过腔开设位置与放置槽

相对应，所述立柱固定安装于滑台顶部内侧，且转盘转动安装于立柱顶部外侧。

[0009] 优选的，所述工位调节机构还包括缠绕杆、定位孔和壳体，所述通过腔内部转动安

装有缠绕杆，且缠绕杆侧端面等间距开设有定位孔，所述立柱顶部端面固定安装有壳体。

[0010] 优选的，所述工位调节机构还包括弹簧、卡销和驱动槽，所述壳体内部安装有弹

簧，且弹簧底部连接有卡销，所述卡销外形与缠绕杆表面定位孔开设尺寸相契合，且卡销中

部内侧开设有驱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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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工位调节机构还包括拨块和扭簧，所述壳体右侧转动安装有拨块，且

拨块外形与驱动槽开设形状相契合，所述拨块底部设置有扭簧，且拨块通过扭簧转动安装

于立柱顶部内侧。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解决现有的放线架在输送过程中不

够稳固，易在摇摆车厢亦或颠簸路段中因晃动造成缠绕的电缆异常脱落，给工人理排线造

成不小的麻烦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在道路输送过程

中保持放线架的稳固，不会因晃动导致缠绕的线缆脱落，并可根据使用者实际需求自由调

节工位的间距，可以同时适应多工位的电缆线缠放线需求。

[0013] 1 .本实用新型通过放线机构的设置，使用者转动双头丝杆，双头丝杆两侧螺旋以

平台顶部中端的肘节为对称中心旋向相反，在双头丝杆的转动行程中其两侧外部啮合的滑

台同步位于轨道内反向滑动，以调整工位间距，一侧滑台顶部外侧固定安装有轴承座，使用

者手持并转动把手，使得轴杆及其中部卡块位于轴承座内部转动，将卡块卡合于转动安装

于立柱顶部外侧的转盘圆周面开设的卡槽内，固定转盘的加工位置避免在输送过程中转动

造成缠绕的电缆异常脱落；

[0014] 2.本实用新型通过工位调节机构的设置，使用者取出与根据需求调整的工位间距

长度相适应的缠绕杆，将其经由转盘中端开设的放置槽捅入，缠绕杆通过防止槽后与立柱

中部开设的通过腔相连通，并最终连接于另一侧转盘，此间使用者按压拨块，使之左侧输出

端克服扭簧的弹性力位于立柱顶部转动，在拨块的旋转传动中，卡销克服弹簧的弹性力位

于壳体内收缩，使得缠绕杆得以顺畅的捅入通过腔，此后使用者通过释放按压拨块的手，使

得卡销在弹簧的弹性力下快速复位卡合于缠绕杆端面开设的定位孔内，实现定长的缠绕杆

的位置的固定，最后使用者可以通过隔板将缠绕杆分割为多个工位亦或是直接作为一个拓

宽的超长的工位使用，适用性更强，达到预设施工位置后转动把手，使得轴杆中部卡块脱离

卡槽，即可实现工人拉动下电缆位于两侧转盘内贯穿的缠绕杆外部的转动；

[0015] 3.本实用新型通过可调支脚仓的设置，使用者可通过平台底部四处拐角的支脚仓

内的滚轮实现放线架设备的移动，解决现有放线架体积质量大导致的移动不便的问题，当

移动到预设位置后将滚轮折叠收纳于支脚仓内，使用者通过旋转旋柄使得啮合于丝杆外部

的平台上升，解决因平台高度太低导致的电缆在拖动的过程中被过度摩擦，造成绝缘层磨

坏，使电缆绝缘降低甚至击穿，造成电气性能的改变，影响电力传输的弊端。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正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放线机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平台；2、肘节；3、旋柄；4、丝杆；5、支脚仓；6、滚轮；7、放线机构；701、轨道；

702、滑台；703、双头丝杆；704、轴承座；705、轴杆；706、把手；707、卡块；708、转盘；709、卡

槽；710、放置槽；8、工位调节机构；801、立柱；802、通过腔；803、缠绕杆；804、定位孔；805、壳

体；806、弹簧；807、卡销；808、驱动槽；809、拨块；810、扭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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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所示，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包括平台1和放线机构7，平

台1顶部中端固定安装有肘节2，平台1底部四处拐角处转动安装有旋柄3，且旋柄3内部啮合

安装有丝杆4，丝杆4底部安装有支脚仓5，且支脚仓5底部转动安装有滚轮6，使用者可通过

平台1底部四处拐角的支脚仓5内的滚轮6实现放线架设备的移动，解决现有放线架体积质

量大导致的移动不便的问题，滚轮6可折叠收纳于支脚仓5内部空腔，当移动到预设位置后

将滚轮6折叠收纳于支脚仓5内，使用者通过旋转旋柄3使得啮合于丝杆4外部的平台1上升，

解决因平台1高度太低导致的电缆在拖动的过程中被过度摩擦，造成绝缘层磨坏，使电缆绝

缘降低甚至击穿，造成电气性能的改变，影响电力传输的弊端。

[0021] 如图2所示，平台1顶部两侧安装有用于缠放线的放线机构7，放线机构7包括轨道

701、滑台702、双头丝杆703、轴承座704、轴杆705、把手706和卡块707，轨道701内部滑动安

装有滑台702，且轨道701开设于平台1顶部，滑台702内部贯穿有双头丝杆703，且双头丝杆

703表面螺旋以肘节2为对称中心转向相反，使用者转动双头丝杆703，双头丝杆703两侧螺

旋以平台1顶部中端的肘节2为对称中心旋向相反，在双头丝杆703的转动行程中其两侧外

部啮合的滑台702同步位于轨道701内反向滑动，以调整工位间距，滑台702顶部外侧固定安

装有轴承座704，且轴承座704内部转动安装有轴杆705，轴杆705右侧端面固定安装有把手

706，且轴杆705中部端面固定安装有卡块707，放线机构7还包括转盘708、卡槽709和放置槽

710，轴承座704顶部转动安装有转盘708，且转盘708圆周面等间距开设有卡槽709，卡槽709

开设形状与卡块707外形相契合，转盘708中端贯穿开设有放置槽710，一侧滑台702顶部外

侧固定安装有轴承座704，使用者手持并转动把手706，使得轴杆705及其中部卡块707位于

轴承座704内部转动，将卡块707卡合于转动安装于立柱801顶部外侧的转盘708圆周面开设

的卡槽709内，固定转盘708的加工位置避免在输送过程中转动造成缠绕的电缆异常脱落。

[0022] 如图3所示，滑台702顶部内侧安装有用于调节工位的工位调节机构8，且工位调节

机构8包括立柱801和通过腔802，立柱801内部贯穿开设有通过腔802，且通过腔802开设位

置与放置槽710相对应，立柱801固定安装于滑台702顶部内侧，且转盘708转动安装于立柱

801顶部外侧，工位调节机构8还包括缠绕杆803、定位孔804和壳体805，通过腔802内部转动

安装有缠绕杆803，且缠绕杆803侧端面等间距开设有定位孔804，使用者取出与根据需求调

整的工位间距长度相适应的缠绕杆803，将其经由转盘708中端开设的放置槽710捅入，缠绕

杆803通过放置槽710后与立柱801中部开设的通过腔802相连通，并最终连接于另一侧转盘

708，立柱801顶部端面固定安装有壳体805，工位调节机构8还包括弹簧806、卡销807和驱动

槽808，壳体805内部安装有弹簧806，且弹簧806底部连接有卡销807，卡销807外形与缠绕杆

803表面定位孔804开设尺寸相契合，使用者按压拨块809，使之左侧输出端克服扭簧810的

弹性力位于立柱801顶部转动，在拨块809的旋转传动中，卡销807克服弹簧806的弹性力位

于壳体805内收缩，使得缠绕杆803得以顺畅的捅入通过腔802，此后使用者通过释放按压拨

块809的小手，使得卡销807在弹簧806的弹性力下快速复位卡合于缠绕杆803端面开设的定

位孔804内，实现定长的缠绕杆803的位置的固定，且卡销807中部内侧开设有驱动槽808，工

位调节机构8还包括拨块809和扭簧810，壳体805右侧转动安装有拨块809，且拨块809外形

与驱动槽808开设形状相契合，拨块809底部设置有扭簧810，且拨块809通过扭簧810转动安

装于立柱801顶部内侧，使用者按压拨块809，使之左侧输出端克服扭簧810的弹性力位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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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801顶部转动，在拨块809的旋转传动中，卡销807克服弹簧806的弹性力位于壳体805内收

缩，使得缠绕杆803得以顺畅的捅入通过腔802。

[0023] 工作原理：在使用该一种具有多工位结构的电缆敷设放线架时，使用者可通过平

台1底部四处拐角的支脚仓5内的滚轮6实现放线架设备的移动，解决现有放线架体积质量

大导致的移动不便的问题，当移动到预设位置后将滚轮6折叠收纳于支脚仓5内，使用者通

过旋转旋柄3使得啮合于丝杆4外部的平台1上升，解决因平台1高度太低导致的电缆在拖动

的过程中被过度摩擦，造成绝缘层磨坏，使电缆绝缘降低甚至击穿，造成电气性能的改变，

影响电力传输的弊端，使用者转动双头丝杆703，双头丝杆703两侧螺旋以平台1顶部中端的

肘节2为对称中心旋向相反，在双头丝杆703的转动行程中其两侧外部啮合的滑台702同步

位于轨道701内反向滑动，以调整工位间距，一侧滑台702顶部外侧固定安装有轴承座704，

使用者手持并转动把手706，使得轴杆705及其中部卡块707位于轴承座704内部转动，将卡

块707卡合于转动安装于立柱801顶部外侧的转盘708圆周面开设的卡槽709内，固定转盘

708的加工位置避免在输送过程中转动造成缠绕的电缆异常脱落，使用者取出与根据需求

调整的工位间距长度相适应的缠绕杆803，将其经由转盘708中端开设的放置槽710捅入，缠

绕杆803通过放置槽710后与立柱801中部开设的通过腔802相连通，并最终连接于另一侧转

盘708，此间使用者按压拨块809，使之左侧输出端克服扭簧810的弹性力位于立柱801顶部

转动，在拨块809的旋转传动中，卡销807克服弹簧806的弹性力位于壳体805内收缩，使得缠

绕杆803得以顺畅的捅入通过腔802，此后使用者通过释放按压拨块809的小手，使得卡销

807在弹簧806的弹性力下快速复位卡合于缠绕杆803端面开设的定位孔804内，实现定长的

缠绕杆803的位置的固定，最后使用者可以通过隔板将缠绕杆803分割为多个工位亦或是直

接作为一个拓宽的超长的工位使用，适用性更强，达到预设施工位置后转动把手706，使得

轴杆705中部卡块707脱离卡槽709，即可实现工人拉动下电缆位于两侧转盘708内贯穿的缠

绕杆803外部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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