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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组合式出线平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组

合式出线平梯；包括组合部，组合部包括组合单

元、挂钩单元和挂环单元；挂钩单元左端连接有

挂钩部，挂环单元右端连接有挂环部；挂钩单元

左端固定设置有端部框板，端部框板顶部连接有

下拉环，下拉环连接有上拉环，上拉环连接有挂

钩；挂环单元两梯梁的右端之间连接有连接架，

连接架顶部固定设置有连接套管，连接套管螺纹

连接有挂杆，挂杆顶部转动连接有挂环；挂钩包

括挂板，挂板右侧面固定连接有连接块，挂钩通

过连接块与上拉环相连接，挂板左侧面螺纹连接

有闭锁螺栓，闭锁螺栓左端固定连接有转杆；本

实用新型操作简便省力，强度高、携带和装拆方

便、安全可靠，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工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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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合式出线平梯，它包括组合部（2），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部（2）包括组合单元（6），

所述组合单元（6）左端通过中间框板（5）连接有挂钩单元（4），所述组合单元（6）右端通过中

间框板（5）连接有挂环单元（7）；所述挂钩单元（4）左端连接有挂钩部（1），所述挂环单元（7）

右端连接有挂环部（3）；所述挂钩单元（4）两梯梁的左端上均固定设置有端部框板（9），所述

端部框板（9）顶部连接有下拉环（10），所述下拉环（10）连接有上拉环（11），所述上拉环（11）

连接有挂钩（12）；所述挂环单元（7）两梯梁的右端之间连接有连接架（17），所述连接架（17）

顶部固定设置有连接套管（19），所述连接套管（19）螺纹连接有挂杆（20），所述挂杆（20）顶

部转动连接有挂环（21）；所述挂钩（12）包括挂板（15），所述挂板（15）右侧面固定连接有连

接块（16），所述挂钩（12）通过连接块（16）与所述上拉环（11）相连接，所述挂板（15）左侧面

螺纹连接有闭锁螺栓（14），所述闭锁螺栓（14）左端固定连接有转杆（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出线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单元（6）设置有多个，

相邻的所述组合单元（6）之间通过中间框板（5）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出线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单元（6）、所述挂钩单

元（4）和所述挂环单元（7）的梯梁两侧均设置有连接环（8），所述组合式出线平梯通过多个

连接环（8）连接有防坠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出线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架（17）与所述挂环单

元（7）的梯梁转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出线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挂杆（20）底部设置有把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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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式出线平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组合式出线平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电网建设的不断发展，输电线路的高空出线作业也越来越频繁；其中，

引流线及耐张绝缘子串的更换、矫正、检修往往需要借助出线平梯方可进行，目前，现有平

梯虽然可以实现作业需求，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便，首先，平梯与塔身固定采用短头

绳绑扎方式，作业人员需要反复打结，既浪费时间，又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其次，作业人员在

平梯上操作时容易出现不平稳现象，影响作业效率和作业效果，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而

且，由于平梯本身重量问题，给高空运输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上述问题给出线作业造成了

很大的不利影响，制约了作业效率，增加了人工成本，对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存在威胁，故

亟需研究设计一种强度高、携带和装拆方便、安全可靠、操作简便省力的出线平梯工具；一

方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安全作业环

境，保障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结构合理，操作简便

省力，强度高、携带和装拆方便、安全可靠的组合式出线平梯。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组合式出线平梯，它包括组合部，所述组合部包

括组合单元，所述组合单元左端通过中间框板连接有挂钩单元，所述组合单元右端通过中

间框板连接有挂环单元；所述挂钩单元左端连接有挂钩部，所述挂环单元右端连接有挂环

部；所述挂钩单元两梯梁的左端上均固定设置有端部框板，所述端部框板顶部连接有下拉

环，所述下拉环连接有上拉环，所述上拉环连接有挂钩；所述挂环单元两梯梁的右端之间连

接有连接架，所述连接架顶部固定设置有连接套管，所述连接套管螺纹连接有挂杆，所述挂

杆顶部转动连接有挂环；所述挂钩包括挂板，所述挂板右侧面固定连接有连接块，所述挂钩

通过连接块与所述上拉环相连接，所述挂板左侧面螺纹连接有闭锁螺栓，所述闭锁螺栓左

端固定连接有转杆。

[0005] 所述组合单元设置有多个，相邻的所述组合单元之间通过中间框板相连接。

[0006] 所述组合单元、所述挂钩单元和所述挂环单元的梯梁两侧均设置有连接环，所述

组合式出线平梯通过多个连接环连接有防坠网。

[0007] 所述连接架与所述挂环单元的梯梁转动连接。

[0008] 所述挂杆底部设置有把手。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的组合式出线平梯，主要由组合部、挂钩部和

挂环部组成，组合部由组合单元、挂钩单元和挂环单元通过中间框板相互连接而成，结构简

捷，可根据需要扩充组合单元的数量，以满足不同的出线长度需求，操作简单方便，实用性

强；挂钩部通过挂板挂接在导线上，再通过转动转杆以使闭锁螺栓封闭挂板的开口，避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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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因意外滑出，造成安全事故，操作方便快捷，可有效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同时可根据需

要增加或减少上拉环、下拉环的数量，以调整本出线平梯的高度；挂环部通过挂环与铁塔相

连接，通过挂杆与连接套管的螺纹连接，可方便快捷地调整挂杆的伸出长度，从而调节与铁

塔的连接高度，方便快捷；本实用新型的组合式出线平梯，结构合理，操作简便省力，强度

高、携带和装拆方便、安全可靠，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组合式出线平梯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组合式出线平梯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组合式出线平梯组合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组合式出线平梯挂钩剖、组合部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实用新型组合式出线平梯挂钩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为本实用新型组合式出线平梯挂环部、组合部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挂钩剖   2、组合部   3、挂环部   4、挂钩单元   5、中间框板   6、组合单元  

7、挂环单元   8、连接环   9、端部框板   10、下拉环   11、上拉环   12、挂钩   13、转杆   14、

闭锁螺栓   15、挂板   16、连接块   17、连接架   18、把手   19、连接套管   20、挂杆   21、挂

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实施例1

[0019] 如图1‑6所示，组合式出线平梯，它包括组合部2，所述组合部2包括组合单元6，所

述组合单元6左端通过中间框板5连接有挂钩单元4，所述组合单元6右端通过中间框板5连

接有挂环单元7；所述挂钩单元4左端连接有挂钩部1，所述挂环单元7右端连接有挂环部3；

所述挂钩单元4两梯梁的左端上均固定设置有端部框板9，所述端部框板9顶部连接有下拉

环10，所述下拉环10连接有上拉环11，所述上拉环11连接有挂钩12；所述挂环单元7两梯梁

的右端之间连接有连接架17，所述连接架17顶部固定设置有连接套管19，所述连接套管19

螺纹连接有挂杆20，所述挂杆20顶部转动连接有挂环21；所述挂钩12包括挂板15，所述挂板

15右侧面固定连接有连接块16，所述挂钩12通过连接块16与所述上拉环11相连接，所述挂

板15左侧面螺纹连接有闭锁螺栓14，所述闭锁螺栓14左端固定连接有转杆13。

[0020] 本实用新型的组合式出线平梯，主要由组合部2、挂钩部1和挂环部3组成，组合部2

由组合单元6、挂钩单元4和挂环单元7通过中间框板5相互连接而成，结构简捷，可根据需要

扩充组合单元6的数量，以满足不同的出线长度需求，操作简单方便，实用性强；挂钩部1通

过挂板15挂接在导线上，再通过转动转杆13以使闭锁螺栓14封闭挂板15的开口，避免导线

因意外滑出，造成安全事故，操作方便快捷，可有效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同时可根据需要

增加或减少上拉环11、下拉环10的数量，以调整本出线平梯的高度；挂环部3通过挂环21与

铁塔相连接，通过挂杆20与连接套管19的螺纹连接，可方便快捷地调整挂杆20的伸出长度，

从而调节与铁塔的连接高度，方便快捷；本实用新型的组合式出线平梯，结构合理，操作简

便省力，强度高、携带和装拆方便、安全可靠，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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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实施例2

[0022] 如图1‑6所示，组合式出线平梯，它包括组合部2，所述组合部2包括组合单元6，所

述组合单元6左端通过中间框板5连接有挂钩单元4，所述组合单元6右端通过中间框板5连

接有挂环单元7；所述挂钩单元4左端连接有挂钩部1，所述挂环单元7右端连接有挂环部3；

所述挂钩单元4两梯梁的左端上均固定设置有端部框板9，所述端部框板9顶部连接有下拉

环10，所述下拉环10连接有上拉环11，所述上拉环11连接有挂钩12；所述挂环单元7两梯梁

的右端之间连接有连接架17，所述连接架17顶部固定设置有连接套管19，所述连接套管19

螺纹连接有挂杆20，所述挂杆20顶部转动连接有挂环21；所述挂钩12包括挂板15，所述挂板

15右侧面固定连接有连接块16，所述挂钩12通过连接块16与所述上拉环11相连接，所述挂

板15左侧面螺纹连接有闭锁螺栓14，所述闭锁螺栓14左端固定连接有转杆13。

[0023]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组合单元6设置有多个，相邻的所述组合单元6之间通过中

间框板5相连接，可根据出线长度的需要，使用不同数量的组合单元6，操作方便快捷，实用

性强。

[0024]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组合单元6、所述挂钩单元4和所述挂环单元7的梯梁两侧均

设置有连接环8，所述组合式出线平梯通过多个连接环8连接有防坠网，进一步提高工作人

员的操作安全性。

[0025]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连接架17与所述挂环单元7的梯梁转动连接，便于所述挂环

部3通过不同的角度与铁塔相连，连接方便快捷，提高本出线平梯的实用性。

[0026]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挂杆20底部设置有把手18，可通过所述把手18快速转动挂

杆20，以调整其伸出高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0027] 本实用新型的组合式出线平梯，主要由组合部2、挂钩部1和挂环部3组成，组合部2

由组合单元6、挂钩单元4和挂环单元7通过中间框板5相互连接而成，结构简捷，可根据需要

扩充组合单元6的数量，以满足不同的出线长度需求，操作简单方便，实用性强；挂钩部1通

过挂板15挂接在导线上，再通过转动转杆13以使闭锁螺栓14封闭挂板15的开口，避免导线

因意外滑出，造成安全事故，操作方便快捷，可有效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同时可根据需要

增加或减少上拉环11、下拉环10的数量，以调整本出线平梯的高度；挂环部3通过挂环21与

铁塔相连接，通过挂杆20与连接套管19的螺纹连接，可方便快捷地调整挂杆20的伸出长度，

从而调节与铁塔的连接高度，方便快捷；本实用新型的组合式出线平梯，结构合理，操作简

便省力，强度高、携带和装拆方便、安全可靠，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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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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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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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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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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