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822170.3

(22)申请日 2020.08.16

(71)申请人 赵国留

地址 456200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善堂镇光

明村

(72)发明人 赵国留　

(51)Int.Cl.

H02G 1/00(2006.01)

H02G 1/08(2006.01)

H02G 9/0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管道安装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

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包括管体、侧管

片一和侧管片二以及套管处理装置，侧管片一和

侧管片二相对应设置，侧管片一和侧管片二均呈

“Ω”状，管体选用塑料管材质构成，管体一侧设

置侧管片一，管体另一侧设置侧管片二，相邻的

管体的接口端通过套管处理装置进行对接；本发

明结构合理、使用便捷，提高了电力电缆管体的

施工安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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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管体、侧管片一和侧管片二

以及套管处理装置，侧管片一和侧管片二相对应设置，侧管片一和侧管片二均呈“Ω”状，管

体选用塑料管材质构成，管体一侧设置侧管片一，管体另一侧设置侧管片二，相邻的管体的

接口端通过套管处理装置进行对接；  侧管片一包括上沿板一、下沿板二和弧形板一，弧形

板一固定于上沿板一和下沿板二之间，弧形板一与管体一侧相对应设置，上沿板一为矩形

状，上沿板一固定于弧形板一上部且上沿板一从弧形板一上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下沿板

二为矩形状，下沿板二固定于弧形板一下部且下沿板二从弧形板一下部一端延伸至另一

端，弧形板一横向截面为半圆形，弧形板上端部固定于上沿板一底部侧壁上，弧形板与上沿

板一底部侧壁之间形成间隔孔隙，弧形板一下端固定于下沿板二上部侧壁上，弧形板一与

下沿板二底部侧壁之间形成间隔孔隙；上沿板一上部设置沿板弧形槽一，沿板弧形槽一为

弧形状且沿板弧形槽一从上沿板一上端向下延伸；上沿板一中部开设插槽一，插槽一从上

沿板一一侧延伸至另一侧，插槽呈直线延伸分布，插槽包括上插槽、分隔凸起和下插槽，上

插槽与下插槽之间设置分隔凸起，上插槽截面呈喇叭状且直径从外朝内逐渐减小，分隔凸

起截面呈尖棱状，相邻的分隔凸起之间的距离为d1，下插槽截面呈喇叭状且直径从外朝内

逐渐增大；上沿板一另一侧中部设置上沿板柱，扣合移动板内侧靠上部位置处设置移动板

插槽，移动板插槽与上沿板柱相匹配对应设置；下沿板二下部设置沿板弧形槽二，沿板弧形

槽二为弧形状且沿板弧形槽二从下沿板二的下端向上延伸；侧管片二包括上沿板三、下沿

板四和弧形板二，弧形板二固定于上沿板三、下沿板四之间，上沿板三、下沿板四均为矩形

状，上沿板三固定于弧形板二上部且上沿板三从弧形板二一端延伸至另一端，下沿板四固

定于弧形板二下部且下沿板四从弧形板二下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弧形板二横向截面为半

圆形，弧形板二上部与上沿板三底壁相固定连接，弧形板二与上沿板三底壁之间形成间隔

间隙,  弧形板二下部与下沿板四底壁相固定连接，下沿板四与弧形板二之间形成间隔间

隙；上沿板三上部设置沿板弧形槽三，沿板弧形槽三为弧形状且沿板弧形槽三从上沿板三

的上端向下延伸，沿板弧形槽三与沿板弧形槽一之间形成半圆状结构；上沿板三内侧固定

插板一，插板一为立体板状结构，插板一从上沿板三一侧延伸至另一侧，插板一宽度d2略大

于相邻的分隔凸起之间的距离为d1；上沿板三外侧固定有插孔，插孔为圆孔状，扣合固定板

上部一侧固定有固定板柱体，固定板柱体与插孔相匹配对应设置；

所述套管处理装置包括支架、升降组件、扣合组件和扩张组件，支架上设置升降组件，

升降组件与扣合组件相连接，扣合组件与扩张组件相连接；

所述扣合组件包括扣合固定板、扣合移动板和电推杆，扣合固定板固定于下横向杆一

端下部，扣合固定板为立体状，扣合固定板中部一侧设置弧形槽一，扣合固定板一侧对应设

置扣合移动板，扣合移动板可在下横向杆上滑动，扣合移动板与电推杆的活塞杆端相固定

连接，电推杆的一端与扣合固定板外侧壁相固定连接；

所述扩张组件包括移动座、推杆、电机、固定板一、滚珠丝杆、连接杆和挤压头，移动座

位于扣合固定板外侧壁一侧，移动座上部中间位置与推杆相固定连接，推上端部固定于下

横向杆端部一侧，电机侧壁固定于移动座上，电机一端和滚珠丝杆一端相固定连接，固定板

为立体块状结构，固定板固定于移动座外侧壁上，固定板上开设螺纹孔，螺纹孔内壁设置内

螺纹，滚珠丝杆外表面开设外螺纹，滚珠丝杆匹配穿过螺纹孔；

所述挤压头包括进入部、扩展和柱体部，进入部与扩展部一端相连接，扩展部另一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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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体部相连接；进入部球面状，进入部下部与扩展相交处的直径与管体的直径一致，扩展部

侧壁为弧形状，扩展部的宽度由靠近进入部的一侧向着远离进入部的一侧逐渐逐渐增大；

柱体部为圆柱状，柱体部的直径略小于扩展部的宽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包括

底座、支架杆和封堵盘，底座为金属构成，底座上部固定支架杆，支架杆为圆杆状，支架杆上

部固定封堵盘，封堵盘为圆盘状，封堵盘直径大于支架杆的直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上部

中间位置设置滑块，滑块截面呈“T”状，滑块横向设置于底座上且滑块从底座一端延伸至另

一端，支架底部设置滑槽，滑槽截面呈倒“T”状，滑槽匹配设置于滑块上，支架可在滑块上滑

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组件

包括上横向杆、纵向杆、下横向杆和伸缩推杆，上横向杆一端设置开孔，开孔为圆孔状，支架

杆穿过开孔，上横向杆一端与伸缩推杆相固定连接，伸缩推杆底部固定于支架杆底部一侧，

上横向杆水平设置，上横向杆一端与纵向杆另一端相垂直固定，纵向杆另一端与下横向杆

相垂直固定连接，下横向杆水平设置，下横向杆截面为矩形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扣合固定

板内侧设置上固定板弧形凹槽，固定板弧形凹槽从扣合固定板一侧延伸至另一侧，扣合固

定板底部设置底固定板弧形凹槽，底固定板弧形凹槽为圆弧状，板弧形凹槽内侧固定设置

橡胶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扣合移动

板内侧设置上移动板凹槽，上移动板凹槽从扣合移动板一侧延伸至另一侧，扣合移动板底

部设置底移动板凹槽，底移动板凹槽为圆弧状，底移动板凹槽内侧固定设置橡胶层。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扣合移动

板上部固定套管，套管为方钢结构，套管穿过下横向杆并且套管可在下横向杆内自由滑动。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连接杆呈“乛”状，连接杆一端部与滚珠螺母相固定连接，滚珠丝杆上端匹配穿过滚珠螺母，

连接杆另一端与挤压头相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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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管道安装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力电缆施工中，电缆安装时需要用到电缆保护管，需要预先将电缆保护管进

行施工安装，电缆保护管在使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电缆保护管的接头处如何处理不

好，往往会在后期出现开裂、渗漏等情况，特别在地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很好的处理

电缆保护管的安装就显得格外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

机构，包括管体、侧管片一和侧管片二以及套管处理装置，侧管片一和侧管片二相对应设

置，侧管片一和侧管片二均呈“Ω”状，管体选用塑料管材质构成，管体一侧设置侧管片一，

管体另一侧设置侧管片二，相邻的管体的接口端通过套管处理装置进行对接；  侧管片一包

括上沿板一、下沿板二和弧形板一，弧形板一固定于上沿板一和下沿板二之间，弧形板一与

管体一侧相对应设置，上沿板一为矩形状，上沿板一固定于弧形板一上部且上沿板一从弧

形板一上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下沿板二为矩形状，下沿板二固定于弧形板一下部且下沿

板二从弧形板一下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弧形板一横向截面为半圆形，弧形板上端部固定

于上沿板一底部侧壁上，弧形板与上沿板一底部侧壁之间形成间隔孔隙，弧形板一下端固

定于下沿板二上部侧壁上，弧形板一与下沿板二底部侧壁之间形成间隔孔隙；上沿板一上

部设置沿板弧形槽一，沿板弧形槽一为弧形状且沿板弧形槽一从上沿板一上端向下延伸；

上沿板一中部开设插槽一，插槽一从上沿板一一侧延伸至另一侧，插槽呈直线延伸分布，插

槽包括上插槽、分隔凸起和下插槽，上插槽与下插槽之间设置分隔凸起，上插槽截面呈喇叭

状且直径从外朝内逐渐减小，分隔凸起截面呈尖棱状，相邻的分隔凸起之间的距离为d1，下

插槽截面呈喇叭状且直径从外朝内逐渐增大；上沿板一另一侧中部设置上沿板柱，扣合移

动板内侧靠上部位置处设置移动板插槽，移动板插槽与上沿板柱相匹配对应设置；下沿板

二下部设置沿板弧形槽二，沿板弧形槽二为弧形状且沿板弧形槽二从下沿板二的下端向上

延伸；侧管片二包括上沿板三、下沿板四和弧形板二，弧形板二固定于上沿板三、下沿板四

之间，上沿板三、下沿板四均为矩形状，上沿板三固定于弧形板二上部且上沿板三从弧形板

二一端延伸至另一端，下沿板四固定于弧形板二下部且下沿板四从弧形板二下部一端延伸

至另一端，弧形板二横向截面为半圆形，弧形板二上部与上沿板三底壁相固定连接，弧形板

二与上沿板三底壁之间形成间隔间隙, 弧形板二下部与下沿板四底壁相固定连接，下沿板

四与弧形板二之间形成间隔间隙；上沿板三上部设置沿板弧形槽三，沿板弧形槽三为弧形

状且沿板弧形槽三从上沿板三的上端向下延伸，沿板弧形槽三与沿板弧形槽一之间形成半

圆状结构；上沿板三内侧固定插板一，插板一为立体板状结构，插板一从上沿板三一侧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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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另一侧，插板一宽度d2略大于相邻的分隔凸起之间的距离为d1；上沿板三外侧固定有插

孔，插孔为圆孔状，扣合固定板上部一侧固定有固定板柱体，固定板柱体与插孔相匹配对应

设置；

所述套管处理装置包括支架、升降组件、扣合组件和扩张组件，支架上设置升降组件，

升降组件与扣合组件相连接，扣合组件与扩张组件相连接；

所述扣合组件包括扣合固定板、扣合移动板和电推杆，扣合固定板固定于下横向杆一

端下部，扣合固定板为立体状，扣合固定板中部一侧设置弧形槽一，扣合固定板一侧对应设

置扣合移动板，扣合移动板可在下横向杆上滑动，扣合移动板与电推杆的活塞杆端相固定

连接，电推杆的一端与扣合固定板外侧壁相固定连接；

所述扩张组件包括移动座、推杆、电机、固定板一、滚珠丝杆、连接杆和挤压头，移动座

位于扣合固定板外侧壁一侧，移动座上部中间位置与推杆相固定连接，推上端部固定于下

横向杆端部一侧，电机侧壁固定于移动座上，电机一端和滚珠丝杆一端相固定连接，固定板

为立体块状结构，固定板固定于移动座外侧壁上，固定板上开设螺纹孔，螺纹孔内壁设置内

螺纹，滚珠丝杆外表面开设外螺纹，滚珠丝杆匹配穿过螺纹孔；

所述挤压头包括进入部、扩展和柱体部，进入部与扩展部一端相连接，扩展部另一端与

柱体部相连接；进入部球面状，进入部下部与扩展相交处的直径与管体的直径一致，扩展部

侧壁为弧形状，扩展部的宽度由靠近进入部的一侧向着远离进入部的一侧逐渐逐渐增大；

柱体部为圆柱状，柱体部的直径略小于扩展部的宽度。

[0005] 优选的所述支架包括底座、支架杆和封堵盘，底座为金属构成，底座上部固定支架

杆，支架杆为圆杆状，支架杆上部固定封堵盘，封堵盘为圆盘状，封堵盘直径大于支架杆的

直径。

[0006] 优选的所述底座上部中间位置设置滑块，滑块截面呈“T”状，滑块横向设置于底座

上且滑块从底座一端延伸至另一端，支架底部设置滑槽，滑槽截面呈倒“T”状，滑槽匹配设

置于滑块上，支架可在滑块上滑动。

[0007] 优选的所述升降组件包括上横向杆、纵向杆、下横向杆和伸缩推杆，上横向杆一端

设置开孔，开孔为圆孔状，支架杆穿过开孔，上横向杆一端与伸缩推杆相固定连接，伸缩推

杆底部固定于支架杆底部一侧，上横向杆水平设置，上横向杆一端与纵向杆另一端相垂直

固定，纵向杆另一端与下横向杆相垂直固定连接，下横向杆水平设置，下横向杆截面为矩形

状。

[0008] 优选的所述扣合固定板内侧设置上固定板弧形凹槽，固定板弧形凹槽从扣合固定

板一侧延伸至另一侧，扣合固定板底部设置底固定板弧形凹槽，底固定板弧形凹槽为圆弧

状，板弧形凹槽内侧固定设置橡胶层。

[0009] 优选的所述扣合移动板内侧设置上移动板凹槽，上移动板凹槽从扣合移动板一侧

延伸至另一侧，扣合移动板底部设置底移动板凹槽，底移动板凹槽为圆弧状，底移动板凹槽

内侧固定设置橡胶层。

[0010] 优选的所述扣合移动板上部固定套管，套管为方钢结构，套管穿过下横向杆并且

套管可在下横向杆内自由滑动。

[0011] 优选的所述连接杆呈“乛”状，连接杆一端部与滚珠螺母相固定连接，滚珠丝杆上

端匹配穿过滚珠螺母，连接杆另一端与挤压头相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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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合理、使用便捷，提高了电力电缆管体的施工安装

质量，管体利用其自身的可扩展及收缩性进行管体之间的端口对接，并对对接后的管体进

行接口处的侧管片防护，整个施工过程可以在渠道旁边即时完成提高了安装的时效和灵活

性，便于及时的根据工况进行调节安装，同时因为可以直接使用正常端口的管道进行现场

加工处理因此可以利用不同长度或规格的管道直接进行施工提高了管道安装的广泛性，降

低了安装成本。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侧管片一和侧管片二与管体配合使用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中侧管片一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中侧管片二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中套管处理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本发明中底座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发明中扣合固定板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是本发明中固定板一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是本发明中挤压头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9是本发明中挤压头与管体作用时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0是本发明管体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1是本发明侧管片一和侧管片二与管体对接后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2是本发明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一。

[0025] 图13是本发明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二。

[0026] 图14是本发明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三。

[0027] 图15是本发明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四。

[0028] 图16是本发明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五。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实施例仅用来说明本发明，并不限

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0] 如图1-16所示的一种电力电缆工程安装施工防护机构，包括管体A、侧管片一51和

侧管片二52以及套管处理装置，侧管片一51和侧管片二52相对应设置，侧管片一51和侧管

片二52均呈“Ω”状，管体A选用塑料管材质构成，管体A一侧设置侧管片一51，管体A另一侧

设置侧管片二52，相邻的管体A的接口端通过套管处理装置进行对接；管体A选用PVC管或PP

或PE管，套管处理装置利用塑料管的收缩性进行管体A端口的处理，侧管片一51和侧管片二

52扣合后用于避免管体A在对接时接口产生结构不牢固定容易渗漏或受到外界腐蚀的现

象，而侧管片一51和侧管片二52扣合后形成的防护腔罩盖于管体A结合处起到防护作用，注

意整个过程都是在现场即时将管体A端口进行管径扩大然后再即时进行管体A的对接组装，

然后再进行侧管片一51和侧管片二52对管体接口的扣合保护，然后最终将进行端口保护后

的管体A放置于渠道B内，套管处理装置可以根据管体A和渠道B的不同情况灵活使用满足现

场施工的需要，套管处理装置可以选用没有处理过的管体A然后选用不同长度的管体A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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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况进行灵活及时处理，增加了施工安装的灵活性。

[0031] 请重点参阅图1、2、3，侧管片一51包括上沿板一511、下沿板二512和弧形板一513，

弧形板一513固定于上沿板一511和下沿板二512之间，弧形板一513与管体A一侧相对应设

置，上沿板一511为矩形状，上沿板一511固定于弧形板一513上部且上沿板一511从弧形板

一513上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下沿板二512为矩形状，下沿板二512固定于弧形板一513下

部且下沿板二512从弧形板一513下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弧形板一513横向截面为半圆形，

弧形板一513上端部固定于上沿板一511底部侧壁上，弧形板一513与上沿板一511底部侧壁

之间形成间隔孔隙C，弧形板一513下端固定于下沿板二512上部侧壁上，弧形板一513与下

沿板二512底部侧壁之间形成间隔孔隙C。弧形板一513用于扣合管体A一侧面，上沿板一

511、下沿板二512便于后期对侧管片二52进行对接固定，间隔孔隙C给扣合过程留有余量，

避免创伤管体A。

[0032] 上沿板一511上部设置沿板弧形槽一5111，沿板弧形槽一5111为弧形状且沿板弧

形槽一5111从上沿板一511上端向下延伸。沿板弧形槽一5111和沿板弧形槽三5211相配合

便于在需要时依靠两者形成的凹槽放置固定上层的管体A可参加图16；

上沿板一511中部开设插槽一5112，插槽一5112从上沿板一511一侧延伸至另一侧，插

槽一5112呈直线延伸分布，这样便于后期插板快速准确的插入至插槽内，这样节省了安装

对正的时间。

[0033] 插槽5112包括上插槽51121、分隔凸起51122、下插槽51123，上插槽51121与下插槽

51123之间设置分隔凸起51122，上插槽51121截面呈喇叭状且直径从外朝内逐渐减小，分隔

凸起51122截面呈尖棱状，相邻的分隔凸起51122之间的距离为d1，下插槽51123截面呈喇叭

状且直径从外朝内逐渐增大；上插槽51121的喇叭状结构便于插板插入，当插板插入后经过

分隔凸起51122后进入至下插槽51123内，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插板外层的橡胶层的弹性回复

力作用，当插板经过分隔凸起51122时候插板的弹性橡胶层收缩，当插板进入下插槽51123

因为其同样呈喇叭状所以被压缩的弹性橡胶层重新恢复从而被分隔凸起51122固定于下插

槽51123内。上插槽51121、分隔凸起51122、下插槽51123相互配合实现插板快速进入，插板

压缩进入、插板扩展进入三个步骤从而避免进入插槽5112的回退。

[0034] 上沿板一511另一侧中部设置上沿板柱5110，扣合移动板32内侧靠上部位置处设

置移动板插槽320，移动板插槽320与上沿板柱5110相匹配对应设置。移动板插槽320与上沿

板柱5110的配合便于上沿板与移动板的安装定位，同时移动板插槽320与固定板柱体311相

配合使得移动板和固定板能够准确定位，同样此时固定板柱体311在固定板柱体311与插孔

5213配合的情况下还具有使得上沿板与固定板快速安装定位的作用。

[0035] 下沿板二512下部设置沿板弧形槽二5121，沿板弧形槽二5121为弧形状且沿板弧

形槽二5121从下沿板二512的下端向上延伸。

[0036] 下沿板二512中部开设插槽二5122，插槽二5122从下沿板二512一侧延伸至另一

侧，插槽二5122与插槽一5112结构一致，此不再赘述。

[0037] 侧管片二52包括上沿板三521、下沿板四522和弧形板二523，弧形板二523固定于

上沿板三521、下沿板四522之间，上沿板三521、下沿板四522均为矩形状，上沿板三521固定

于弧形板二523上部且上沿板三521从弧形板二523一端延伸至另一端，下沿板四522固定于

弧形板二523下部且下沿板四522从弧形板二523下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弧形板二523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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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为半圆形，弧形板二523上部与上沿板三521底壁相固定连接，弧形板二523与上沿板三

521底壁之间形成间隔间隙C, 弧形板二523下部与下沿板四522底壁相固定连接，下沿板四

522与弧形板二523之间形成间隔间隙C；

上沿板三521上部设置沿板弧形槽三5211，沿板弧形槽三5211为弧形状且沿板弧形槽

三5211从上沿板三521的上端向下延伸，沿板弧形槽三5211与沿板弧形槽一5111之间形成

半圆状结构；上沿板三521内侧固定插板一5212，插板一5212为立体板状结构，插板一5212

从上沿板三521一侧延伸至另一侧，插板一5212宽度d2略大于相邻的分隔凸起51122之间的

距离为d1。插板一5212外层包覆弹性橡胶层，便于插板一5212经过分隔凸起51122往下插

入，插入到插槽5112的底部后插板一5212在弹性回复力的作用下不易与再脱离。

[0038] 上沿板三521外侧固定有插孔5213，插孔5213为圆孔状，扣合固定板31上部一侧固

定有固定板柱体311，固定板柱体311与插孔5213相匹配对应设置。

[0039] 下沿板四522下部设置沿板弧形槽四5221，沿板弧形槽四5221为弧形状且沿板弧

形槽四5221从下沿板四522的下端向上延伸。

[0040] 下沿板四522内侧固定插板二5222，插板二5222与插板一5212结构大小一致。

[0041] 请重点参阅图4-8，套管处理装置包括支架1、升降组件2、扣合组件3和扩张组件4，

支架1上设置升降组件2，升降组件2与扣合组件3相连接，扣合组件3与扩张组件4相连接；支

架1起到固定作用，升降组件2起到抬升扣合组件3和扩张组件4高度的作用，扣合组件3用于

固定相邻的管体A的结合，扩张组件4用于扩大管体A端部的直径，使得另一个管体A未经扩

径的管头可以直接插入至被扩大直径的管体A内，直接实现两个管体A的安装对接。

[0042] 支架1包括底座11、支架杆12和封堵盘13，底座11为金属构成，底座11上部固定支

架杆12，支架杆12为圆杆状，支架杆12上部固定封堵盘13，封堵盘13为圆盘状，封堵盘13直

径大于支架杆12的直径。底座11朝向远离升降组件2一侧的方向设置，底座11选用金属板构

成，起到稳定的支撑同时起到配重作用。封堵盘13避免升降组件2脱离支架杆12。

[0043] 请重点参阅图2，底座11上部中间位置设置滑块111，滑块111截面呈“T”状，滑块

111横向设置于底座11上且滑块111从底座11一端延伸至另一端，支架1底部设置滑槽112，

滑槽112截面呈倒“T”状，滑槽112匹配设置于滑块111上，支架1可在滑块111上滑动。滑块

111和滑槽112便于底座11和支架杆12产生左右位置的相对变化从而调节支架杆12与渠道B

的横向距离。底座11底部设置滚轮113，滚轮113用于底座11的整体移动。

[0044] 升降组件2包括上横向杆21、纵向杆22、下横向杆23和伸缩推杆24，上横向杆21一

端设置开孔211，开孔211为圆孔状，支架杆12穿过开孔211，上横向杆21一端与伸缩推杆24

相固定连接，伸缩推杆24底部固定于支架杆12底部一侧，上横向杆21水平设置，上横向杆21

一端与纵向杆22另一端相垂直固定，纵向杆22另一端与下横向杆23相垂直固定连接，下横

向杆23水平设置，下横向杆23截面为矩形状。

[0045] 扣合组件3包括扣合固定板31、扣合移动板32和电推杆33，扣合固定板31固定于下

横向杆23一端下部，扣合固定板31为立体状，扣合固定板31中部一侧设置弧形槽一311，扣

合固定板31一侧对应设置扣合移动板32，扣合移动板32可在下横向杆23上滑动，扣合移动

板32与电推杆33的活塞杆端相固定连接，电推杆33的一端与扣合固定板31外侧壁相固定连

接。在电推杆33的推动下扣合固定板31可相对扣合移动板32进行距离的变化便于管体A的

插入固定及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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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合固定板31内侧设置上固定板弧形凹槽311，固定板弧形凹槽311从扣合固定板31一

侧延伸至另一侧，扣合固定板31底部设置底固定板弧形凹槽312，底固定板弧形凹槽312为

圆弧状，板弧形凹槽311内侧固定设置橡胶层。底固定板弧形凹槽312用于卡在下部已经安

放的管道A的上部。

[0046] 扣合移动板32内侧设置上移动板凹槽321，上移动板凹槽321从扣合移动板32一侧

延伸至另一侧，扣合移动板32底部设置底移动板凹槽322，底移动板凹槽322为圆弧状，底移

动板凹槽322内侧固定设置橡胶层。橡胶层起到避免磕伤管体A侧壁的目的，底移动板凹槽

322用于卡在下部已经安放的管道A的上部。

[0047] 扣合移动板32上部固定套管320，套管320为方钢结构，套管320穿过下横向杆23并

且套管320可在下横向杆23内自由滑动。

[0048] 扩张组件4包括移动座45、推杆401、电机44、固定板一40、滚珠丝杆41、连接杆42和

挤压头43，移动座45位于扣合固定板31外侧壁一侧，移动座45上部中间位置与推杆401相固

定连接，推杆401上端部固定于下横向杆23端部一侧，电机44侧壁固定于移动座45上，电机

44一端和滚珠丝杆41一端相固定连接，固定板40为立体块状结构，固定板40固定于移动座

45外侧壁上，固定板40上开设螺纹孔401，螺纹孔401内壁设置内螺纹，滚珠丝杆41外表面开

设外螺纹，滚珠丝杆41匹配穿过螺纹孔401；推杆401拉动移动座45进行上下移动，进而带动

扩张组件4的其它部分进行上下移动，便于后期管道施工，滚珠丝杆41通过连接杆42  带动

挤压头43移动，在扣合组件3将管体A固定后，挤压头43可以将管体A端部的直径扩大，这样

便于后期两个管体的对接。

[0049] 连接杆42呈“乛”状，连接杆42一端部与滚珠螺母420相固定连接，滚珠丝杆41上端

匹配穿过滚珠螺母420，连接杆42另一端与挤压头43相固定连接。

[0050] 挤压头43包括进入部431、扩展部432和柱体部433，进入部431与扩展部432一端相

连接，扩展部432另一端与柱体部433相连接；进入部431球面状，进入部431下部与扩展部

432相交处的直径与管体A的直径一致，扩展部432侧壁为弧形状，扩展部432的宽度由靠近

进入部431的一侧向着远离进入部431的一侧逐渐逐渐增大；柱体部433为圆柱状，柱体部

433的直径略小于扩展部432的宽度。挤压头43的结构便于对管体A端口进行扩张，使用时通

过进入部431进入至管体A端口内然后继续朝着管体A内侧移动扩展部432对管体A内壁进行

扩张将管体A的直径扩大，便于另一未处理的管体A的开口直接与该管体A进行套紧对接。

[0051] 将套管处理装置的支架1放置于渠道B上部一侧；渠道B截面呈“︺”状，然后将伸缩

推杆24进行收缩使得扣合固定板31、扣合移动板32下部逐渐靠近渠道B底部；将管体A放置

于渠道B内，

移动扣合固定板31、扣合移动板32使得两者逐渐靠近，将管体A一端靠近于扣合固定板

31、扣合移动板32之间形成的凹弧内最终上固定板弧形凹槽311和上移动板凹槽321将管体

A扣合（如图12所示），当扣合固定板31、扣合移动板32将管体A一端固定时（如图13所示），此

时启动推杆401带动移动座40下移，当挤压头43对准管体A端口时启动电机44旋转带动滚珠

丝杆41转动，使得滚珠丝杆41向着靠近管体A端口的方向移动（如图14所示），挤压头43逐步

进入至管体A端口并挤压管体A端口使得管体A端口直径变大，管体A端口处形成插入空间

430（如图9所示），插入空间430直径大于管体A直径；然后将挤压头43与管体A端口相分离；

抬起另一个管体A的一端（注意该端为未处理端）靠近并逐渐进入至上固定板弧形凹槽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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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移动板凹槽321内，将处理过的管体A的端口与另一个管体A相插入连接，另一个管体A

的一端插入至插入空间430内，因为管体A端口直径变大因此管体A端口可以容纳另一个管

体A使得管体A和另一个管体A相连接，两个管体A尽量处于水平状态；

调节扣合固定板31、扣合移动板32的距离并将侧管片一51匹配放入至上移动板凹槽

321内，将侧管片二52匹配放入至底移动板凹槽322内；再调节扣合固定板31、扣合移动板32

的距离使得侧管片一51和侧管片二52贴近管体A端口与另一个管体A的结合处，使得圆柱凸

起524与插孔514相匹配设置，侧管片一51和侧管片二52起到避免接口遭受外界环境干扰的

作用。然后将对接好的管体A直接在渠道B内进行安装铺设即可

因为是现场进行扩展开口并进行对接，因此管道可以选用各种型号或不同长度的常见

管道进行处理增加了管道安装的广泛适用性降低了成本，可选用不同长度的管道进行开口

处理，然后对接，并使得该层铺设的管道和上层铺设管道接口处进行错位；这样避免了接口

处都处在一个截面上造成接口处抗外部冲击能力差，每层铺设完毕后在接口处铺设沙子，

当管道接口进行加压扩展后应立即进行管道的对接，利用对接后插入空间430的逐渐收缩

自然实现对接口的牢固密封。

[0052] 本发明未指出的结构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应当知晓的常用结构，本发明未指出的

连接方式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应当知晓的常用连接方式。

[005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

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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