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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

装置，包括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所述电工智能

检测实训台上部设置有PLC控制器、电源管理模

块和若干实训电路模块，每个实训电路模块均设

置有一个接线机构，实训电路模块之间通过接线

机构和导线连接形成完整的实训电路；本实用新

型不仅能够实现电工实训的目的，而且每个实训

电路模块均设置有一个接线机构，该接线机构能

够确保实训电路模块在接线过程中处于断电状

态，避免了意外带电对实训装置带来损坏以及对

实训学生带来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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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包括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

上部设置有PLC控制器、电源管理模块和若干实训电路模块，其特征在于：每个实训电路模

块均设置有一个接线机构，实训电路模块之间通过接线机构和导线连接形成完整的实训电

路；

所述接线机构包括开设在所述实训电路模块上的矩形凹槽，所述矩形凹槽内上下滑动

设置有绝缘横板，所述绝缘横板的底部沿所述矩形凹槽的深度方向均匀设置三个活动接线

柱，所述矩形凹槽的底部设置有与所述活动接线柱相配合的固定接线柱，所述固定接线柱

与所述实训电路模块的输入端相连接，所述活动接线柱的底部为圆弧形凸面，所述固定接

线柱的顶部设置与所述圆弧形凸面相配合的圆弧形凹面，所述绝缘横板的侧面设置有与所

述活动接线柱相连接的接线端子，所述绝缘横板与所述矩形凹槽的底部之间通过第一弹簧

相连接，所述矩形凹槽上部跨设有门形支架，所述门形支架上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插设

有绝缘按压杆，所述绝缘按压杆的下段外侧设置有限位板，所述通孔内设置有允许所述限

位板穿出的滑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接线柱底部

与所述矩形凹槽之间设置有第二弹簧，所述矩形凹槽底部且位于所述第二弹簧的内部设置

有导向柱。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接线机构上还

连接有接线检测模块，所述接线检测模块与PLC控制器连接，所述接线检测模块检测接线的

正确性，并传输检测结果信号至PLC控制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

训台上设置有滑轨，所述PLC控制器、电源管理模块和实训电路模块可拆卸、可移动的设置

在滑轨上。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PLC控制器上带

有显示屏，用于显示检测结果。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PLC控制器上设

置有声光报警器，当检测结果为接线错误时，发出声光报警。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

训台的底部设置有万向轮。

8.如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实训

电路模块为断路器模块、交流接触器实训模块、定时器实训模块、热继电器实训模块或者三

相异步交流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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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工实训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说，从入学开始就接触各种与电有关的课程，

这些课程需要学生学会按照电路原理图将实训用电路部件正确接线，进而达到熟练的程

度。但是如果在连接过程中出现错误例如短路，断路等，学生由于专业知识不到位而无法发

现，不仅会损坏实训用电学部件，影响正常教学，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存在安全隐患，缺乏对

使用者安全的保障。

[0003] 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电工智能检测实训结构。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不仅能够实现电工实训

的目的，而且每个实训电路模块均设置有一个接线机构，该接线机构能够确保实训电路模

块在接线过程中处于断电状态，避免了意外带电对实训装置带来损坏以及对实训学生带来

的安全隐患。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包括电工智能检

测实训台，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上部设置有PLC控制器、电源管理模块和若干实训电路

模块，每个实训电路模块均设置有一个接线机构，实训电路模块之间通过接线机构和导线

连接形成完整的实训电路；

[0006] 所述接线机构包括开设在所述实训电路模块上的矩形凹槽，所述矩形凹槽内上下

滑动设置有绝缘横板，所述绝缘横板的底部沿所述矩形凹槽的深度方向均匀设置三个活动

接线柱，所述矩形凹槽的底部设置有与所述活动接线柱相配合的固定接线柱，所述固定接

线柱与所述实训电路模块的输入端相连接，所述活动接线柱的底部为圆弧形凸面，所述固

定接线柱的顶部设置与所述圆弧形凸面相配合的圆弧形凹面，所述绝缘横板的侧面设置有

与所述活动接线柱相连接的接线端子，所述绝缘横板与所述矩形凹槽的底部之间通过第一

弹簧相连接，所述矩形凹槽上部跨设有门形支架，所述门形支架上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

插设有绝缘按压杆，所述绝缘按压杆的下段外侧设置有限位板，所述通孔内设置有允许所

述限位板穿出的滑槽。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接线柱底部与所述矩形凹槽之间设置有第二弹簧，所述矩形

凹槽底部且位于所述第二弹簧的内部设置有导向柱。

[0008] 进一步地，在所述接线机构上还连接有接线检测模块，所述接线检测模块与PLC控

制器连接，所述接线检测模块检测接线的正确性，并传输检测结果信号至PLC控制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上设置有滑轨，所述PLC控制器、电源管理模

块和实训电路模块可拆卸、可移动的设置在滑轨上。

[0010] 进一步地，所述PLC控制器上带有显示屏，用于显示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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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PLC控制器上设置有声光报警器，当检测结果为接线错误时，发出

声光报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的底部设置有万向轮。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实训电路模块为断路器模块、交流接触器实训模块、定时器实训模

块、热继电器实训模块或者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如下：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在学

生进行电工实训时，由于专业知识不到位而无法发现，会出现接线错误，不仅会损坏实训用

电学部件，影响正常教学，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存在安全隐患，缺乏对使用者安全的保障，以

及在接线过程中不能无法杜绝带电操作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包

括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上部设置有PLC控制器、电源管理模块和

若干实训电路模块，每个实训电路模块均设置有一个接线机构，实训电路模块之间通过接

线机构和导线连接形成完整的实训电路；其中，所述接线机构包括开设在所述实训电路模

块上的矩形凹槽，所述矩形凹槽内上下滑动设置有绝缘横板，所述绝缘横板的底部沿所述

矩形凹槽的深度方向均匀设置三个活动接线柱，所述矩形凹槽的底部设置有与所述活动接

线柱相配合的固定接线柱，所述固定接线柱与所述实训电路模块的输入端相连接，所述活

动接线柱的底部为圆弧形凸面，所述固定接线柱的顶部设置与所述圆弧形凸面相配合的圆

弧形凹面，所述绝缘横板的侧面设置有与所述活动接线柱相连接的接线端子，所述绝缘横

板与所述矩形凹槽的底部之间通过第一弹簧相连接，所述矩形凹槽上部跨设有门形支架，

所述门形支架上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插设有绝缘按压杆，所述绝缘按压杆的下段外侧

设置有限位板，所述通孔内设置有允许所述限位板穿出的滑槽。

[0015] 该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构后，在进行接线过程中，接线机构上的接线端子只有伸

出矩形凹槽外才能够进行接线操作，而在接线端子伸出矩形凹槽后固定接线柱与活动接线

柱必定会发生分离，以从根本上杜绝了在接线过程中出现的意外带电操作。不仅能够实现

电工实训的目的，而且每个实训电路模块均设置有一个接线机构，该接线机构能够确保实

训电路模块在接线过程中处于断电状态，避免了意外带电对实训装置带来损坏以及对实训

学生带来的安全隐患。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接线机构的结构主视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接线机构的结构断面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

[0020] 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100；

[0021] 滑轨110；

[0022] 万向轮120；

[0023] PLC控制器200；

[0024] 显示屏210；

[0025] 电源管理模块300；

[0026] 实训电路模块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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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接线机构500；

[0028] 矩形凹槽501；

[0029] 绝缘横板502；

[0030] 活动接线柱503；

[0031] 固定接线柱504；

[0032] 圆弧形凸面505；

[0033] 圆弧形凹面506；

[0034] 接线端子507；

[0035] 第一弹簧508；

[0036] 门形支架509；

[0037] 通孔510；

[0038] 绝缘按压杆511；

[0039] 限位板512；

[0040] 滑槽513；

[0041] 第二弹簧514；

[0042] 导向柱515。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的附图1‑3，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

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所描述的本实用新型

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4] 如图1‑3所示：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包括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所述电工

智能检测实训台上部设置有PLC控制器、电源管理模块和若干实训电路模块，每个实训电路

模块均设置有一个接线机构，实训电路模块之间通过接线机构和导线连接形成完整的实训

电路。

[0045] 具体而言，如图1至3所示，一种电工智能检测实训装置，包括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

100，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100上部设置有PLC控制器200、电源管理模块300和若干实训

电路模块400，每个实训电路模块400均设置有一个接线机构500，实训电路模块400之间通

过接线机构500和导线连接形成完整的实训电路。

[0046] 其中，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接线机构500包括开设在所述实训电路模块400上的

矩形凹槽501，所述矩形凹槽501内上下滑动设置有绝缘横板502，所述绝缘横板502的底部

沿所述矩形凹槽501的深度方向均匀设置三个活动接线柱503，所述矩形凹槽501的底部设

置有与所述活动接线柱503相配合的固定接线柱504，所述固定接线柱504与所述实训电路

模块400的输入端相连接，所述活动接线柱503的底部为圆弧形凸面505，所述固定接线柱

504的顶部设置与所述圆弧形凸面505相配合的圆弧形凹面506，所述绝缘横板502的侧面设

置有与所述活动接线柱503相连接的接线端子507，所述绝缘横板502与所述矩形凹槽501的

底部之间通过第一弹簧508相连接，所述矩形凹槽501上部跨设有门形支架509，所述门形支

架509上开设有通孔510，所述通孔510内插设有绝缘按压杆511，所述绝缘按压杆511的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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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设置有限位板512，所述通孔510内设置有允许所述限位板512穿出的滑槽513。

[0047]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如图3所示，所述固定接线柱504底部与所述矩形

凹槽501之间设置有第二弹簧514，所述矩形凹槽501底部且位于所述第二弹簧514的内部设

置有导向柱515。

[0048]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在所述接线机构500上还连接有接线检测模块，所

述接线检测模块与PLC控制器200连接，所述接线检测模块检测接线的正确性，并传输检测

结果信号至PLC控制器200。

[004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如图1所示，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100上设置

有滑轨110，所述PLC控制器200、电源管理模块300和实训电路模块400可拆卸、可移动的设

置在滑轨110上。

[005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如图1所示，所述PLC控制器200上带有显示屏210，

用于显示检测结果。

[005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PLC控制器200上设置有声光报警器，当检测

结果为接线错误时，发出声光报警。

[005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如图1所示，所述电工智能检测实训台100的底部

设置有万向轮120。

[005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实训电路模块400为断路器模块、交流接触器

实训模块、定时器实训模块、热继电器实训模块和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中的任意一种。

[005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PLC控制器3采用型号为FX2N‑64MT的可编程

控制器，很显然，所述PLC控制器3也可以采用其他型号，比如采用型号为Allen‑Bradley 

Micro870的可编程控制器，或者采用国产三菱FX2N10MR  FX2N10MT板式可编程控制器。

[005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接线检测模块为现有技术，其可以采用授权

公告号为CN  205427092  U的实用新型中的电路图，很显然也可以采用申请公布号为CN 

109839566  A的发明申请中的接线检测系统。

[0056] 本实用新型在进行接线过程中，接线机构上的接线端子只有伸出矩形凹槽外才能

够进行接线操作，而在接线端子伸出矩形凹槽后固定接线柱与活动接线柱必定会发生分

离，以从根本上杜绝了在接线过程中出现的意外带电操作。不仅能够实现电工实训的目的，

而且每个实训电路模块均设置有一个接线机构，该接线机构能够确保实训电路模块在接线

过程中处于断电状态，避免了意外带电对实训装置带来损坏以及对实训学生带来的安全隐

患。

[0057] 以上所述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

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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