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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包括

底部固定吸盘、吸盘伸缩轴、底部移动滚轮、升降

台底盘、升降架、电气控制箱、升降台工作台，所

述升降架安装轴上方安装有所述升降架，所述升

降架上方安装有所述电气控制箱，所述电气控制

箱上方安装有所述升降台工作台，所述升降台工

作台下方安装有液压缸控制器，所述液压缸控制

器下方安装有推进液压缸，所述推进液压缸下方

安装有支撑横杆,所述吸盘伸缩轴外侧安装有升

降架固定螺栓，所述升降架固定螺栓下方安装有

升降架减震垫。有益效果在于：升降台高度能够

根据通信设备高度进行自由调节，而且底部固定

稳定，避免了工人在高空作业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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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底部固定吸盘（1）、吸盘伸缩轴（2）、底部

移动滚轮（3）、升降台底盘（4）、升降架（6）、电气控制箱（7）、升降台工作台（8），所述底部固

定吸盘（1）上方设置有所述吸盘伸缩轴（2），所述吸盘伸缩轴（2）上方设置有所述底部移动

滚轮（3），所述底部移动滚轮（3）上方设置有所述升降台底盘（4），所述升降台底盘（4）上方

安装有升降架安装轴（5），所述升降架安装轴（5）上方安装有所述升降架（6），所述升降架

（6）上方安装有所述电气控制箱（7），所述电气控制箱（7）上方安装有所述升降台工作台

（8），所述升降台工作台（8）下方安装有液压缸控制器（9），所述液压缸控制器（9）下方安装

有推进液压缸（10），所述推进液压缸（10）下方安装有支撑横杆（11）,所述吸盘伸缩轴（2）外

侧安装有升降架固定螺栓（12），所述升降架固定螺栓（12）下方安装有升降架减震垫（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气控制箱（7）包

含防护盖板（701）、背光液晶板（702）、控制按钮（703）、微型控制器（704）、警示器（705）、高

能锂电池（706）、高度感应器（707），所述防护盖板（701）下方安装有背光液晶板（702），所述

背光液晶板（702）下方安装有所述控制按钮（703），所述控制按钮（703）下方安装有所述微

型控制器（704），所述微型控制器（704）下方安装有所述警示器（705），所述警示器（705）下

方安装有所述高能锂电池（706），所述高能锂电池（706）下方安装有所述高度感应器（70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台工作台（8）

包含横向加强筋（801）、工作台打开门（802）、工具防护栏（803）、工作台底板（804）、登台踏

板（805），所述横向加强筋（801）下方安装有所述工作台打开门（802），所述工作台打开门

（802）下方安装有所述工具防护栏（803），所述工具防护栏（803）下方安装有所述工作台底

板（804），所述工作台底板（804）下方安装有所述登台踏板（80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部固定吸盘（1）

与所述吸盘伸缩轴（2）连接，所述底部移动滚轮（3）与所述升降台底盘（4）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架安装轴（5）

与所述升降架（6）连接，所述电气控制箱（7）设置在所述升降台底盘（4）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进液压缸（10）设

置在液压缸控制器（9）顶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横杆（11）由轻

质合金钢压制而成，表面进行喷塑处理，直径为3c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架固定螺栓

（12）将两根所述升降架（6）交叉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按钮（703）与

所述背光液晶板（702）连接，所述警示器（705）与所述微型控制器（704）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底板（801）

与所述工具防护栏（803）连接，所述工作台打开门（802）上方安装有插销。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551457 A

2



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维修设备领域，本发明涉及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

背景技术

[0002] 通信，指人与人或人与自然之间通过某种行为或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与传递，从

广义上指需要信息的双方或多方在不违背各自意愿的情况下采用任意方法，任意媒质，将

信息从某方准确安全地传送到另方。有线通讯设备主要介绍解决工业现场的串口通讯、专

业总线型的通讯、工业以太网的通讯以及各种通讯协议之间的转换设备。无线通讯设备主

要是无线AP、无线网桥、无线网卡、无线避雷器、天线等设备。升降台是一种垂直运送人或物

的起重机械。也指在工厂、自动仓库等物流系统中进行垂直输送的设备，升降台上往往还装

有各种平面输送设备，作为不同高度输送线的连接装置。一般采用液压驱动，故称液压升降

台。除作为不同高度的货物输送外，广泛应用于高空的安装、维修等作业。专利号为

201620674131.2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包括折叠板、底座、移动轮、控

制箱、电量显示器和承重台；所述底座内部安装有蓄电池，且蓄电池右侧设置有充电插头，

所述底座底端安装有轮子，且轮子设置有固定栓，所述底座顶端安装有主伸缩杆，所述折叠

板内部安装有从伸缩杆，所述折叠板之间通过连接轴连接，所述折叠板顶端与移动轮连接，

且移动轮下端设置有轨道，所述移动轮上侧设置有承重台，所述控制箱上方设置有电量显

示器，所述电量显示器上方设置有上升按键。这中升降台未设置防护栏，不能够保证工人的

人身安全，在使用时较为危险，同时由于采用电力对其进行供电，在郊外没有电的情况下不

能够进行使用，使用范围较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包括底部固定吸盘、吸盘伸缩轴、底部移动滚轮、升降台

底盘、升降架、电气控制箱、升降台工作台，所述底部固定吸盘上方设置有所述吸盘伸缩轴，

所述吸盘伸缩轴上方设置有所述底部移动滚轮，所述底部移动滚轮上方设置有所述升降台

底盘，所述升降台底盘上方安装有升降架安装轴，所述升降架安装轴上方安装有所述升降

架，所述升降架上方安装有所述电气控制箱，所述电气控制箱上方安装有所述升降台工作

台，所述升降台工作台下方安装有液压缸控制器，所述液压缸控制器下方安装有推进液压

缸，所述推进液压缸下方安装有支撑横杆,所述吸盘伸缩轴外侧安装有升降架固定螺栓，所

述升降架固定螺栓下方安装有升降架减震垫。

[0005] 本实施例中，所述电气控制箱包含防护盖板、背光液晶板、控制按钮、微型控制器、

警示器、高能锂电池、高度感应器，所述防护盖板下方安装有背光液晶板，所述背光液晶板

下方安装有所述控制按钮，所述控制按钮下方安装有所述微型控制器，所述微型控制器下

方安装有所述警示器，所述警示器下方安装有所述高能锂电池，所述高能锂电池下方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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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述高度感应器。

[0006] 本实施例中，所述升降台工作台包含横向加强筋、工作台打开门、工具防护栏、工

作台底板、登台踏板，所述横向加强筋下方安装有所述工作台打开门，所述工作台打开门下

方安装有所述工具防护栏，所述工具防护栏下方安装有所述工作台底板，所述工作台底板

下方安装有所述登台踏板。

[0007] 本实施例中，所述底部固定吸盘与所述吸盘伸缩轴连接，所述底部移动滚轮与所

述升降台底盘连接。

[0008] 本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架安装轴与所述升降架连接，所述电气控制箱设置在所述

升降台底盘上方。

[0009] 本实施例中，所述推进液压缸设置在液压缸控制器顶部。

[0010] 本实施例中，所述支撑横杆由轻质合金钢压制而成，表面进行喷塑处理，直径为

3cm。

[0011] 本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架固定螺栓将两根所述升降架交叉固定。

[0012] 本实施例中，所述工作台底板与所述工具防护栏连接，所述工作台打开门上方安

装有插销。

[0013] 本实施例中，所述控制按钮与所述背光液晶板连接，所述警示器与所述微型控制

器连接。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升降台高度能够根据通信设备高度进行自由调节，而且

底部固定稳定，避免了工人在高空作业的危险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的主视结构简图；

图2是本发明所述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的电气控制箱外观结构简图；

图3是本发明所述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的电气控制箱主视结构简图；

图4是本发明所述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的升降台工作台主视结构简图。

[0016]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1、底部固定吸盘；2、吸盘伸缩轴；3、底部移动滚轮；4、升降台底盘；5、升降架安装

轴；6、升降架；7、电气控制箱；701、防护盖板；702、背光液晶板；703、控制按钮；704、微型控

制器；705、警示器；706、高能锂电池；707、高度感应器；8、升降台工作台；801、横向加强筋；

802、工作台打开门；803、工具防护栏；804、工作台底板；805、登台踏板；9、液压缸控制器；

10、推进液压缸；11、支撑横杆；12、升降架固定螺栓；13、升降架减震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实施例一:

如图1‑图4所示，一种通信维修用升降台，包括所述底部固定吸盘1、所述吸盘伸缩

轴2、所述底部移动滚轮3、所述升降台底盘4、所述升降架6、所述电气控制箱7、所述升降台

工作台8，所述底部固定吸盘1上方设置有所述吸盘伸缩轴2，所述吸盘伸缩轴2上方设置有

所述底部移动滚轮3，所述底部移动滚轮3上方设置有所述升降台底盘4，所述升降台底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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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安装有所述升降架安装轴5，所述升降架安装轴5上方安装有所述升降架6，所述升降架

6上方安装有所述电气控制箱7，所述电气控制箱7上方安装有所述升降台工作台8，所述升

降台工作台8下方安装有所述液压缸控制器9，所述液压缸控制器9下方安装有推进液压缸

10，所述推进液压缸10下方安装有所述支撑横杆11，所述吸盘伸缩轴2外侧安装有所述升降

架固定螺栓12，所述升降架固定螺栓12下方安装有所述升降架减震垫13。

[0018] 本实施例中，所述电气控制箱7包含防护盖板701、背光液晶板702、控制按钮703、

微型控制器704、警示器705、高能锂电池706、高度感应器707，所述防护盖板701下方安装有

背光液晶板702，所述背光液晶板702下方安装有所述控制按钮703，所述控制按钮703下方

安装有所述微型控制器704，所述微型控制器704下方安装有所述警示器705，所述警示器

705下方安装有所述高能锂电池706，所述高能锂电池706下方安装有所述高度感应器707。

[0019] 本实施例中，所述升降台工作台8包含横向加强筋801、工作台打开门802、工具防

护栏803、工作台底板804、登台踏板805，所述横向加强筋801下方安装有所述工作台打开门

802，所述工作台打开门802下方安装有所述工具防护栏803，所述工具防护栏803下方安装

有所述工作台底板804，所述工作台底板804下方安装有所述登台踏板805。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底部固定吸盘1与所述吸盘伸缩轴2连接，所述底部移动滚轮3与

所述升降台底盘4连接。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架安装轴5与所述升降架6连接，所述电气控制箱7设置在所

述升降台底盘4上方。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推进液压缸10设置在液压缸控制器9顶部。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支撑横杆11由轻质合金钢压制而成，表面进行喷塑处理，直径为

3cm。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架固定螺栓12将两根所述升降架6交叉固定。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控制按钮703与所述背光液晶板702连接，所述警示器705与所述

微型控制器704连接。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工作台底板801与所述工具防护栏803连接，所述工作台打开门

802上方安装有插销。

[0027] 实施例二:

本实施例大致内容和实施例一相同，所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没有

设置工具防护栏803，需要工人将工具进行随身携带，这种方式结构简单，节约材料。

[0028] 具体工作原理为：打开所述工作台打开门802，维修工人通过所述登台踏板805进

入所述升降台工作台8，所述工作台底板804对维修工人进行支撑，所述工具防护栏803防止

维修工具掉落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操作所述背光液晶板702与所述控制按钮703，将所述

吸盘伸缩轴2伸出并将所述底部固定吸盘1与地面连接，对升降台进行支撑，所述高度感应

器707对通信终端高度进行感应，并将信号传输至所述微型控制器704，最终将结果显示在

所述背光液晶板702上方，操作控制按钮703对所述升降台工作台8高度进行调节，所述推进

液压缸10为升降工作提供动力，所述升降台底盘4用以对所述电气控制箱7进行支撑，所述

支撑横杆11用以加强所述升降架6连接强度，所述升降架减震垫13用以在所述升降台工作

台8降落时进行减震，防止降落时对所述升降台底盘4造成损伤。

[002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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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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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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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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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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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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