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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

用固线装置，涉及建筑施工检测设备技术领域，

解决了连接线不方便收缩的技术问题，包括位于

检测仪机体上的固定座及位于所述固定座上的

容纳槽，所述固定座其中相对设置的两侧侧壁上

设有供连接线穿过的贯穿孔，所述容纳槽内设有

绕线块，所述绕线块其中一端端部设有转轴，所

述转轴穿过所述连接线自由端伸出的侧壁且转

动设置，连接线绕设在所述绕线块上，所述连接

线背离自由端一侧固定设置在所述绕线块上，所

述固定座上还设有固定所述连接线自由端的固

定装置；通过绕线块的转动设置，当检测人员需

要绕线时，转动绕线块，使连接线自由端在绕线

块的转动作用下向绕线块上缠绕，方便了工作人

员对连接线的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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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包括位于检测仪机体（1）上的固定座（2）及位于

所述固定座（2）上的容纳槽（21），所述固定座（2）其中相对设置的两侧侧壁上设有供连接线

（11）穿过的贯穿孔（22），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纳槽（21）内设有绕线块（3），所述绕线块（3）其

中一端端部设有转轴（31），所述转轴（31）穿过所述连接线（11）自由端伸出的侧壁且转动设

置，位于容纳槽（21）内的连接线（11）绕设在所述绕线块（3）上，所述连接线（11）背离自由端

一侧固定设置在所述绕线块（3）上，所述固定座（2）上还设有固定所述连接线（11）自由端的

固定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

置包括位于两侧所述贯穿孔（22）外侧的固定夹（221），所述固定夹（221）固定在所述固定座

（2）外侧侧壁上，所述固定夹（221）用于固定所述连接线（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夹

（221）转动设置在所述固定座（2）外侧侧壁上，所述固定夹（221）上设有穿过所述固定座（2）

外壁的定位轴（22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绕线块

（3）为圆柱形，且所述绕线块（3）外周侧壁上设有螺旋状的线槽（32），所述连接线（11）沿线

槽（32）轨迹绕设在所述绕线块（3）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绕线块

（3）位于其背离所述转轴（31）一端设有限位孔（33），所述限位孔（33）倾斜设置，所述连接线

（11）穿过所述限位孔（33）设置，所述限位孔（33）侧壁上螺纹连接有抵接在所述连接线（11）

上的抵接螺栓（33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

（31）上设有扭簧（311），且当所述连接线（11）全部绕设在所述绕线块（3）上时，所述扭簧

（311）处于平衡状态。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

（31）远离所述绕线块（3）一端向外延伸设置，且转轴（31）远离所述绕线块（3）端部设有转动

把手（31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线

（11）自由端设有固定块（12），所述固定块（12）外周大于所述贯穿孔（22）设置，所述固定块

（12）固定设置在所述连接线（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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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检测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

固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低应变桩基检测仪是利用反射波法检测基桩的完整性，判定桩身缺陷的设备，利

用低应变桩基检测仪可以对基桩等进行规范，帮助相互部门人员强制规整基桩，保证各类

建筑设施的质量。而检测过程中，为了保证低应变桩基检测仪能够适用于不同的作业环境，

其本身的连接线需要保持足够长，而连接线较长，使用时会直接掉落在地上。

[0003] 因此，授权公告号为CN207714395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

线装置，包括设置于检测仪机体上的固定座，所述固定座上开设有用于放置连接线的容纳

槽，所述容纳槽呈上开口结构，且一端开设有供连接线通过的通口，所述通口沿容纳槽深度

开设，贯穿容纳槽侧壁，且呈上开口结构，所述容纳槽内设置有绕线块，所述绕线块和容纳

槽内壁之间有形成有绕线腔体。

[0004]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披露的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其通过容纳槽及位

于容纳槽内的绕线块形成绕线腔体对电线进行容纳，从而方便了对连接线进行容纳；但是，

在其绕线过程中，固定块位置始终保持固定，需要检测人员手动对其进行绕线。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其具有能够自动

绕线的特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包括位于检测仪机体上的固定座及位于所述

固定座上的容纳槽，所述固定座其中相对设置的两侧侧壁上设有供连接线穿过的贯穿孔，

所述容纳槽内设有绕线块，所述绕线块其中一端端部设有转轴，所述转轴穿过所述连接线

自由端伸出的侧壁且转动设置，位于容纳槽内的连接线绕设在所述绕线块上，所述连接线

背离自由端一侧固定设置在所述绕线块上，所述固定座上还设有固定所述连接线自由端的

固定装置。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绕线块对连接线进行收纳，避免连接线散落的情况，

且通过绕线块的转动设置，当检测人员需要绕线时，转动绕线块，连接线其中一端固定在绕

线块上，其自由端在绕线块的转动作用下向绕线块上缠绕，实现了对连接线的缠绕，且通过

绕线块的转动实现缠绕，方便了工作人员对连接线的收纳，避免绕线过程中，绕线不均匀导

致连接线绞线的情况出现。

[0009] 优选的，所述固定装置包括位于两侧所述贯穿孔外侧的固定夹，所述固定夹固定

在所述固定座外侧侧壁上，所述固定夹用于固定所述连接线。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固定夹对连接线进行固定，使得使用过程中，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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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伸长长度能够保持固定，避免使用过程中绕线块转动导致连接线的长度伸长或缩短的情

况发生。

[0011] 优选的，所述固定夹转动设置在所述固定座外侧侧壁上，所述固定夹上设有穿过

所述固定座外壁的定位轴。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固定夹的转动设置，当对连接线进行收纳过程中，转

动固定夹使其开口背离连接线，从而方便了连接线的收纳。

[0013] 优选的，所述绕线块为圆柱形，且所述绕线块外周侧壁上设有螺旋状的线槽，所述

连接线沿线槽轨迹绕设在所述绕线块上。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圆柱形设置的绕线块及位于绕线块上的螺旋状的线

槽对连接线进行容纳，从而使得连接线绕设在绕线块上时能够有效地避免连接线的绞线。

[0015] 优选的，所述绕线块位于其背离所述转轴一端设有限位孔，所述限位孔倾斜设置，

所述连接线穿过所述限位孔设置，所述限位孔侧壁上螺纹连接有抵接在所述连接线上的抵

接螺栓。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限位孔及位于限位孔上的抵接螺栓对连接线的位置

进行限定，避免绕线过程中，连接线端部不稳定导致绕线效果收到影响的情况发生。

[0017] 优选的，所述转轴上设有扭簧，且当所述连接线全部绕设在所述绕线块上时，所述

扭簧处于平衡状态。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扭簧的设置，使用过程中国，扭簧始终处于绷紧状

态，当对连接线进行收纳时，通过扭簧的弹力作用对绕线块进行驱动，方便了工作人员对连

接线进行收纳。

[0019] 优选的，所述转轴远离所述绕线块一端向外延伸设置，且转轴远离所述绕线块端

部设有转动把手。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转动把手的设置，使用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转动把

手可以转轴进行控制，避免转动速率过快，导致连接线全部缩入到容纳槽中的情况发生。

[0021] 优选的，所述连接线自由端设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外周大于所述贯穿孔设置，所

述固定块固定设置在所述连接线上。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固定块的设置，使得连接线收纳过程中，通过固定块

与贯穿孔外周侧壁相互抵接，对连接线自由端的位置进行限定，避免连接线完全缩入到容

纳槽内。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4] 1 .通过绕线块对连接线进行收纳，避免连接线散落的情况，且通过绕线块的转动

设置，当检测人员需要绕线时，转动绕线块，连接线其中一端固定在绕线块上，其自由端在

绕线块的转动作用下向绕线块上缠绕，实现了对连接线的缠绕，且通过绕线块的转动实现

缠绕，方便了工作人员对连接线的收纳，避免绕线过程中，绕线不均匀导致连接线绞线的情

况出现；

[0025] 2.通过固定块的设置，使得连接线收纳过程中，通过固定块与贯穿孔外周侧壁相

互抵接，对连接线自由端的位置进行限定，避免连接线完全缩入到容纳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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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固线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检测仪机体；11、连接线；12、固定块；2、固定座；21、容纳槽；22、贯穿孔；

221、固定夹；222、定位轴；3、绕线块；31、转轴；311、扭簧；312、转动把手；32、线槽；33、限位

孔；331、抵接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一种低应变桩基检测仪用固线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位于检测仪机体1上的固定

座2及位于固定座2上的容纳槽21，这里，固定座2其中相对设置的两侧侧壁上设有供连接线

11穿过的贯穿孔22，且容纳槽21内设有绕线块3，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绕线块3其中一端

端部设有转轴31，转轴31穿过连接线11自由端伸出的侧壁且转动设置在固定座2侧壁上，位

于容纳槽21内的连接线11绕设在绕线块3上，连接线11背离自由端一侧固定设置在绕线块3

上，固定座2上还设有固定连接线11自由端的固定装置。这样，当检测人员需要绕线收纳时，

转动绕线块3，由于连接线11其中一端固定在绕线块3上，其自由端在绕线块3的转动作用下

向绕线块3上缠绕，实现了对连接线11的缠绕，方便了工作人员对连接线11的收纳。

[0031] 使用过程中，需要保持连接线11的位置固定，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固定装置包

括位于两侧贯穿孔22外侧的固定夹221，固定夹221固定在固定座2外侧侧壁上，固定夹221

用于固定连接线11；且这里，如图2所示，固定夹221转动设置在固定座2侧壁上，且这里，固

定夹221上设有插设在固定座2外侧侧壁上的定位轴222。这样，检测过程中，可以通过固定

夹221对连接线11进行固定，使得连接线11的伸长长度能够保持固定；而当对连接线11进行

收纳过程中，转动固定夹221使其开口背离连接线11，从而方便了连接线11的收纳。

[0032] 本实施例中，为了方便对连接线11的缠绕，如图2所示，绕线块3为圆柱形，且绕线

块3外周侧壁上设有螺旋状的线槽32，连接线11沿线槽32轨迹绕设在绕线块3上。这样，通过

圆柱形设置的绕线块3及位于绕线块3上的螺旋状的线槽32对连接线11进行容纳，从而使得

连接线11绕设在绕线块3上时能够有效地避免连接线11的绞线。

[0033] 绕线过程中，需要保持连接线11其中一端位置固定，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绕线

块3位于其背离转轴31一端设有限位孔33，限位孔33倾斜设置，连接线11穿过限位孔33设

置，限位孔33侧壁上螺纹连接有抵接在连接线11上的抵接螺栓331。这样，通过位于限位孔

33上的抵接螺栓331对连接线11的位置进行限定，避免绕线过程中，连接线11端部不稳定导

致绕线效果收到影响的情况发生。

[0034] 为了方便对转轴31进行驱动，如图2所示，在转轴31上设有扭簧311，且当连接线11

全部绕设在绕线块3上时，扭簧311处于平衡状态；且这里，如图2所示，转轴31远离绕线块3

一端向外延伸设置，且转轴31远离绕线块3端部设有转动把手312。这样，通过扭簧311的设

置，使用过程中，扭簧311始终处于绷紧状态，当对连接线11进行收纳时，通过扭簧311的弹

力作用对绕线块3进行驱动，方便了工作人员对连接线11进行收纳。且通过转动把手312的

设置，使用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转动把手312可以转轴31进行控制，避免转动速率过快，导

致连接线11全部缩入到容纳槽21中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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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收纳过程中，为了避免连接线11直接收纳到容纳槽21中，如图1所示，连接线11自

由端设有固定块12，固定块12外周大于贯穿孔22设置，固定块12固定设置在连接线11上。这

样，通过固定块12的设置，使得连接线11收纳过程中，通过固定块12与贯穿孔22外周侧壁相

互抵接，对连接线11自由端的位置进行限定，避免连接线11完全缩入到容纳槽21内。

[0036]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8996110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08996110 U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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