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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

包括具有若干层操作平台的主体框架、位于底层

操作平台下方的线夹固定框架、固定于主体框架

顶部的吊装支架，每层操作平台均铺设平台板，

其中，底层操作平台上平台板的中心设有电缆通

过孔，底层以上操作平台在两相对侧的平台板之

间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设有间隔空间，底层操作

平台的侧面设有扶梯，底层以上操作平台的其中

一侧面对应间隔空间位置设有爬梯，所述线夹固

定框架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安装有电缆线夹，所

述吊装支架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悬挂有吊钩。本

发明可以在多层操作平台上进行操作实验和教

学，方便快速，高效，安全的进行操作及各种实验

教学，可有效解决不能多人教学及学习的困扰。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5页

CN 110097807 A

2019.08.06

CN
 1
10
09
78
07
 A



1.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具有若干层操作平台的主体框架、位于底

层操作平台下方的线夹固定框架、固定于主体框架顶部的吊装支架，每层操作平台均铺设

平台板，其中，底层操作平台上平台板的中心设有电缆通过孔，底层以上操作平台在两相对

侧的平台板之间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设有间隔空间，底层操作平台的侧面设有扶梯，底层

以上操作平台的其中一侧面对应间隔空间位置设有爬梯，所述线夹固定框架对应电缆通过

孔位置安装有电缆线夹，所述吊装支架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悬挂有吊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框架包括设于

矩形四角的框架立柱以及每层操作平台四边设置的框架横担，所述框架横担的端部上下侧

通过角连接座与框架立柱连接，平台板两端连接操作平台其中两平行侧边的框架横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立柱和框架横

担采用铝合金方管，所述角连接座为角铝，所述平台板采用铝板，且主体框架采用热镀锌螺

栓连接成整体。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主体框架左右两侧面每

侧面的两根框架立柱在底层操作平台下方连接有框架横担，所述线夹固定框架包括与底层

操作平台侧面及下方框架横担固定的线夹固定立柱，所述线夹固定立柱连接有至少两根线

夹固定横梁且至少两根线夹固定横梁具有高度差，所述电缆线夹固定于线夹固定横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立柱在底层操

作平台下方连接有两个电缆固定层架，两个电缆固定层架具有相互垂直的线夹固定横梁，

相互垂直的线夹固定横梁具有高度差且连接有电缆线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两个电缆固定层架上相

互垂直的两线夹固定横梁与框架立柱采用层架套管连接且远离框架立柱的悬空端下方由

伸缩支撑杆支撑。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线夹固定横梁为铝

型材，所述铝型材设有T型槽，所述电缆线夹采用T型螺栓固定于T型槽。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吊装支架包括两根

呈十字交叉设置的吊装横梁，所述吊钩安装于两根吊装横梁十字交叉位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吊装横梁采用槽铝

制造，所述框架立柱的顶端焊接有固定板，所述吊装横梁的两端焊接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

与连接板采用固定螺栓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立柱的底部

连接有可调节底座，所述可调节底座连接有可调节水平的水平调节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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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系统实验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网规模日益增加，各种有关电缆的制作、操作以及教学实验也随之增多，如

何快速、高效、安全的完成教学实验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同时结合实际情况，电缆终端头

基本在户外及高处，不方便教学及实验工作的开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提供一种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方便快速、高

效、安全的完成电缆的有关实验教学。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包括具

有若干层操作平台的主体框架、位于底层操作平台下方的线夹固定框架、固定于主体框架

顶部的吊装支架，每层操作平台均铺设平台板，其中，底层操作平台上平台板的中心设有电

缆通过孔，底层以上操作平台在两相对侧的平台板之间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设有间隔空

间，底层操作平台的侧面设有扶梯，底层以上操作平台的其中一侧面对应间隔空间位置设

有爬梯，所述线夹固定框架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安装有电缆线夹，所述吊装支架对应电缆

通过孔位置悬挂有吊钩。

[0005] 可选的，所述主体框架包括设于矩形四角的框架立柱以及每层操作平台四边设置

的框架横担，所述框架横担的端部上下侧通过角连接座与框架立柱连接，平台板两端连接

操作平台其中两平行侧边的框架横担。

[0006] 可选的，所述框架立柱和框架横担采用铝合金方管，所述角连接座为角铝，所述平

台板采用铝板，且主体框架采用热镀锌螺栓连接成整体。

[0007] 可选的，主体框架左右两侧面每侧面的两根框架立柱在底层操作平台下方连接有

框架横担，所述线夹固定框架包括与底层操作平台侧面及下方框架横担固定的线夹固定立

柱，所述线夹固定立柱连接有至少两根线夹固定横梁且至少两根线夹固定横梁具有高度

差，所述电缆线夹固定于线夹固定横梁。

[0008] 可选的，所述框架立柱在底层操作平台下方连接有两个电缆固定层架，两个电缆

固定层架具有相互垂直的线夹固定横梁，相互垂直的线夹固定横梁具有高度差且连接有电

缆线夹。

[0009] 可选的，两个电缆固定层架上相互垂直的两线夹固定横梁与框架立柱采用层架套

管连接且远离框架立柱的悬空端下方由伸缩支撑杆支撑。

[0010] 可选的，所述线夹固定横梁为铝型材，所述铝型材设有T型槽，所述电缆线夹采用T

型螺栓固定于T型槽。

[0011] 可选的，所述吊装支架包括两根呈十字交叉设置的吊装横梁，所述吊钩安装于两

根吊装横梁十字交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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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可选的，所述吊装横梁采用槽铝制造，所述框架立柱的顶端焊接有固定板，所述吊

装横梁的两端焊接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与连接板采用固定螺栓连接。

[0013] 可选的，所述框架立柱的底部连接有可调节底座，所述可调节底座连接有可调节

水平的水平调节螺栓。

[0014] 本发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1、电缆终端培训教学实验平台为2.5米×2.5米方形场地，在底层操作平台下方设

置线夹固定框架，且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安装有电缆线夹，电缆通过电缆线夹固定，并竖直

穿过电缆通过孔，也可以通过每层操作品台上间隔空间，因而可以在多层操作平台上进行

操作实验和教学，方便快速，高效，安全的进行操作及各种实验教学，可有效解决不能多人

教学及学习的困扰。

[0016] 2、以高强度铝合金框架为主体，主体框架采用铝型材加工代替普通Q235A钢材，其

表面光滑，没有裂纹，凹凸、毛刺、熔渣等缺陷，提高平台的防腐性，大大降低产品重量，又保

证了平台的机械强度。

[0017] 3、平台连接形式主要采用热镀锌螺栓连接，拆卸式更加方便快捷的安装，降低了

施工的难度，加快了施工的速度。

[0018] 4、平台顶部安装有吊钩，可起吊重物。

[0019] 5、底部装有可调节水平的高强度螺栓，有效解决因地面不平整而产生的与实际不

符的教学困扰。

[0020] 6、框架立柱在底层操作平台下方连接有两个电缆固定层架，两个电缆固定层架具

有相互垂直的线夹固定横梁，相互垂直的线夹固定横梁具有高度差且连接有电缆线夹，因

而可以进行多种多个实验教学和操作，例如制作电缆头。

[0021] 7、实验平台外部可以安装防护网，避免在教学过程中的高处坠落危险。

[0022]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及其有益效果将会在下面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结合附图进

行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侧视图；

[0027] 图4为电缆线夹固定于线夹固定横梁的示意图；

[0028] 图5为电缆线夹固定于与线夹固定立柱连接的线夹固定横梁的示意图；

[0029] 图6为电缆线夹固定于电缆固定层架上线夹固定横梁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1至图6所示，高压电缆终端实验平台，包括具有若干层操作平台的主体框架

1、位于底层操作平台下方的线夹固定框架、固定于主体框架顶部的吊装支架6，每层操作平

台均铺设平台板11，其中，底层操作平台上平台板的中心设有电缆通过孔111，底层以上操

作平台在两相对侧的平台板之间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设有间隔空间，底层操作平台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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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扶梯4，底层以上操作平台的其中一侧面对应间隔空间位置设有爬梯5，所述线夹固定

框架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安装有电缆线夹3，所述吊装支架6对应电缆通过孔位置悬挂有吊

钩61。

[0031] 其中，所述主体框架1包括设于矩形四角的框架立柱101以及每层操作平台四边设

置的框架横担102，所述框架横担的端部上下侧通过角连接座与框架立柱连接，平台板两端

连接操作平台其中两平行侧边的框架横担。所述框架立柱和框架横担采用铝合金方管，所

述角连接座为角铝，所述平台板采用铝板，且主体框架采用热镀锌螺栓连接成整体。

[0032] 参考图4和图5所示，主体框架左右两侧面每侧面的两根框架立柱在底层操作平台

下方连接有框架横担，所述线夹固定框架包括与底层操作平台下方框架横担固定的线夹固

定立柱103，所述线夹固定立柱连接有至少两根线夹固定横梁2且至少两根线夹固定横梁具

有高度差，所述电缆线夹固定于线夹固定横梁。这里，线夹固定横梁的两端连接支撑座21，

支撑座21与线夹固定横梁通过凹凸嵌合结构211嵌合连接，支撑座与线夹固定立柱103采用

固定螺栓固定。

[0033] 为了方便制作更多的电缆终端头或者其他实验教学及操作，以及不用爬上层操作

平台即可进行实验教学及操作。参考图6所示，所述框架立柱在底层操作平台下方连接有两

个电缆固定层架，两个电缆固定层架具有相互垂直的线夹固定横梁2，相互垂直的线夹固定

横梁具有高度差且连接有电缆线夹3，分别用于固定电缆。四根框架立柱各连接两个电缆固

定层架，共八个电缆固定层架，在地面上即可进行各种教学实验和操作。

[0034] 而且，两个电缆固定层架上相互垂直的两线夹固定横梁与框架立柱采用层架套管

连接且远离框架立柱的悬空端下方由伸缩支撑杆22支撑。其中，线夹固定横梁与框架立柱

上设有定位孔，套管穿过定位孔，通过伸缩支撑杆22调节高度，可以使线夹固定横梁绕套管

旋转并处于水平或者各种倾斜角度，以方便实验教学或者操作。

[0035] 所述线夹固定横梁2为铝型材，所述铝型材设有T型槽201，所述电缆线夹3采用T型

螺栓固定于T型槽，方便固定电缆线夹。

[0036] 参考图1所示，所述吊装支架6包括两根呈十字交叉设置的吊装横梁，所述吊钩61

安装于两根吊装横梁十字交叉位置。所述吊装横梁采用槽铝制造，所述框架立柱的顶端焊

接有固定板，所述吊装横梁的两端焊接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与连接板采用固定螺栓连接。

吊钩可起吊重物方便进行实验与教学操作。

[0037] 另外，所述框架立柱的底部连接有可调节底座13，所述可调节底座连接有可调节

水平的水平调节螺栓。有效解决因地面不平整而产生的与实际不符的教学困扰。

[0038] 为了保证教学实验过程中的安全，实验平台外部可以安装防护网，避免在教学过

程中的高处坠落危险。

[0039] 本发明以高强度铝合金框架为主体，主体框架采用铝型材加工代替普通Q235A钢

材，其表面光滑，没有裂纹，凹凸、毛刺、熔渣等缺陷，提高平台的防腐性，大大降低产品重

量，又保证了平台的机械强度。平台连接形式主要采用热镀锌螺栓连接，拆卸式更加方便快

捷的安装，降低了施工的难度，加快了施工的速度。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熟悉

该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本发明包括但不限于上面具体实施方式中描述的内容。任何

不偏离本发明的功能和结构原理的修改都将包括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中。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10097807 A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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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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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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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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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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