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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GCS低压抽屉柜，其

技术方案要点包括低压柜架以及多个沿竖直方

向安装在所述低压柜架上的抽屉柜体，所述低压

柜架的后侧设置有电缆室，所述电缆室内设置有

多个与相应的抽屉柜体匹配的线缆固定架，每个

所述线缆固定架内均设置有分类限定相应抽屉

柜体内线缆的线缆固定件。本实用新型具有在将

多个抽屉柜体沿竖直方向安装在低压柜架上后，

将所有线缆均设置在位于低压柜架后侧电缆室

内，并通过多个与相应的抽屉柜体匹配的线缆固

定架以及线缆固定架内的线缆固定件起到将该

低压抽屉柜内的电缆线分配排列并固定，在显著

提升该低压抽屉柜的空间利用率时达到降低造

价、提升材料利用率以及降低拆卸安装难度的目

的，延长该抽屉柜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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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GCS低压抽屉柜，包括低压柜架(1)以及多个沿竖直方向安装在所述低压柜架

(1)上的抽屉柜体(2)，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压柜架(1)的后侧设置有电缆室(3)，所述电缆室

(3)内设置有多个与相应的所述抽屉柜体(2)匹配的线缆固定架(4)，每个所述线缆固定架

(4)内均设置有分类限定相应抽屉柜体(2)内线缆的线缆固定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GCS低压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线缆固定架(4)包括两

块与低压柜架(1)固定的固定侧板(41)，所述线缆固定件插接固定在两块固定侧板(41)之

间，两块所述固定侧板(41)的后侧固定有固定后盖(42)，所述固定侧板(41)和所述固定后

盖(42)上分别设置有多个等间距排列的侧板穿孔(411)和后盖穿槽(42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GCS低压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线缆固定件包括底座

板(44)以及与所述底座板(44)匹配的插板(43)，所述固定侧板(41)设置有供底座板(44)上

端两侧插入并固定的侧插槽(413)以及供所述插板(43)上端两侧插入的上插槽(412)，所述

底座板(44)和插板(43)分别设置有相互匹配的多个集线下半孔(442)和集线上半孔(43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GCS低压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插槽(412)穿透所述

固定侧板(41)的顶端，所述插板(43)上端两侧穿过所述上插槽（412）后设置有与所述固定

侧板(41)外侧面抵接的固定插块(43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GCS低压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板(44)的上侧设

置有与所述插板(43)匹配的限位插槽(443)。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GCS低压抽屉柜，其特征在于：两块所述固定侧板(41)后

侧分别设置有两个位于上下两端的连接孔(414)和限位柱(415)，所述固定后盖(42)设置有

四个与相应的所述连接孔（414）和限位柱(415)匹配的后盖穿槽(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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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GCS低压抽屉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低压抽出式开关柜，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GCS低压抽屉柜。

背景技术

[0002] GCS型低压柜作为一种电网送电与配电中常用的设备，广泛应用于发电厂、工矿企

业事业配电以及电业系统的二次变电所的受电、送电及大型高压电动机起动等。开关柜主

要由柜体及其内部的功能件构成，由于结构上的问题，体积大，安装维护不方便，使用寿命

短，存在有安全隐患。

[0003] 公开号为CN105207102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MNS交流低压抽出配电柜，包括配

电柜柜体，所述的配电柜柜体分为仪表元器件室，母线室，电缆室，抽屉室，二次接线室五个

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采用绝缘隔板分隔。

[0004] 但是该MNS交流低压抽出配电柜的各部分空间结构设计分散，进而影响到开关柜

的空间利用，导致造价较高、生产材料利用率低以及拆卸安装复杂，单个电缆室在收集配电

柜内电缆后将导致电缆线集中，集中的电缆相互干扰而影响到该MNS交流低压抽出配电柜

使用寿命，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GCS低压抽屉柜，该

GCS低压抽屉柜具有通过紧凑的结构设计提升空间利用率的效果。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GCS低压抽屉柜，包括低压柜架以及多个沿竖直方向安装在所述低压柜架上

的抽屉柜体，所述低压柜架的后侧设置有电缆室，所述电缆室内设置有多个与相应的所述

抽屉柜体匹配的线缆固定架，每个所述线缆固定架内均设置有分类限定相应抽屉柜体内线

缆的线缆固定件。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将多个抽屉柜体沿竖直方向安装在低压柜架上后，将

所有线缆均设置在位于低压柜架后侧电缆室内，并通过多个与相应的抽屉柜体匹配的线缆

固定架以及线缆固定架内的线缆固定件起到将该低压抽屉柜内的电缆线分配排列并固定，

在显著提升该低压抽屉柜的空间利用率时达到降低造价、提升材料利用率以及降低拆卸安

装难度的目的；与此同时，有效避免电缆线因过度集中而影响到该GCS低压抽屉柜的检修与

维护，有效延长该GCS低压抽屉柜的使用寿命。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线缆固定架包括两块与低压柜架固定的固定侧

板，所述线缆固定件插接固定在两块固定侧板之间，两块所述固定侧板的后侧固定有固定

后盖，所述固定侧板和所述固定后盖上分别设置有多个等间距排列的侧板穿孔和后盖穿

槽。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得线缆固定架由两块与低压柜架固定的固定侧板、插

接在两块固定侧板件的线缆固定件以及固定两块固定侧板后侧的固定后盖组成，固定后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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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该线缆固定架结构强度的同时起到遮灰挡尘的作用，有效延长该GCS低压抽屉柜的

使用寿命。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线缆固定件包括底座板以及与所述底座板匹配的

插板，所述固定侧板设置有供底座板上端两侧插入并固定的侧插槽以及供所述插板上端两

侧插入的上插槽，所述底座板和插板分别设置有相互匹配的多个集线下半孔和集线上半

孔。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相互匹配的多个集线下半孔和集线上半孔起到进一步对

电缆线分类集中的作用，有效避免各类电缆线的集中而影响到工作人员对该GCS低压抽屉

柜的检修和维护；与此同时，底座板和插板通过分别插入固定侧板上的侧插槽与上插槽将

在显著降低安装固定线缆固定件难度的同时，降低了工作人员的维护和检修难度，显著提

升该GCS低压抽屉柜的实用性。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上插槽穿透所述固定侧板的顶端，所述插板上端

两侧穿过所述上插槽后设置有与所述固定侧板外侧面抵接的固定插块。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安装固定插板时，令插板的上端两侧从两块固定侧板

的上端向下插入相应的上插槽内即可达到与底座板匹配，进而使得多个集线下半孔和集线

上半孔相互配合起到电缆线分类集中的作用，操作方式简单且效果显著，实用性能强。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底座板的上侧设置有与所述插板匹配的限位插

槽。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插板在插入固定侧板内后插入底座板的限位插槽内，从

而使得底座板与插板形成稳定的连接结构，显著提升底座板与插板的配合对电缆线的分类

集中固定的稳定性。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两块所述固定侧板后侧分别设置有两个位于上下两端

的连接孔和限位柱，所述固定后盖设置有四个与相应的所述连接孔和限位柱匹配的后盖穿

槽。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将固定后盖安装到两块固定侧板上时，令其中一块固

定侧板上的两个限位柱插入固定后盖相应的两个后盖穿槽内形成限位结构，进而使得固定

后盖另外两个后盖穿槽与另一块固定侧板上的两个连接孔匹配，再通过固定装置如螺栓等

将固定后盖与固定侧板固定呈一体即可，便于线缆固定架的拆卸安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能。

[0019]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显著提升该低压抽屉柜的空间利用率时达到降低造价、提升材料利用率以及降

低拆卸安装难度的目的；

[0021] 2、有效避免电缆线因过度集中而影响到该GCS低压抽屉柜的检修与维护，有效延

长该GCS低压抽屉柜的使用寿命；

[0022] 3、线缆固定架的结构简单，拆卸安装方便。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施例的另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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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3是本实施例的线缆固定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实施例的线缆固定架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图4中A部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说明：1、低压柜架；2、抽屉柜体；3、电缆室；4、线缆固定架；41、固定侧板；

411、侧板穿孔；412、上插槽；413、侧插槽；414、连接孔；415、限位柱；42、固定后盖；421、后盖

穿槽；422、限位固定孔；43、插板；431、固定插块；432、集线上半孔；44、底座板；441、底座插

块；442、集线下半孔；443、限位插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

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一种GCS低压抽屉柜，包括低压柜架1、多个沿竖直方向安装在低压柜

架1上的抽屉柜体2以及设置在低压柜架1后侧并起到集中电缆线的作用的电缆室3。

[0031] 如图2所示，在电缆室3内设置有多个与相应的抽屉柜体2匹配的线缆固定架4。每

个线缆固定架4内均设置有分类限定相应抽屉柜体2内线缆的线缆固定件。在将多个抽屉柜

体2沿竖直方向安装在低压柜架1上后，将使得所有线缆均设置在位于低压柜架1后侧电缆

室3内，并通过多个与相应的抽屉柜体2匹配的线缆固定架4以及线缆固定架4内的线缆固定

件起到将该低压抽屉柜内的电缆线分配排列并固定，在显著提升该低压抽屉柜的空间利用

率时达到降低造价、提升材料利用率以及降低拆卸安装难度的目的；与此同时，有效避免电

缆线因过度集中而影响到该GCS低压抽屉柜的检修与维护，有效延长该GCS低压抽屉柜的使

用寿命。

[0032] 如图3、图4所示，线缆固定架4包括两块与低压柜架1固定的固定侧板41。且上述的

所述线缆固定件插接固定在两块固定侧板41之间。在两块固定侧板41的后侧固定有固定后

盖42，且在固定侧板41和固定后盖42上分别设置有多个等间距排列并用于透气散热的侧板

穿孔411和后盖穿槽421。由此可知，线缆固定架4由两块与低压柜架1固定的固定侧板41、插

接在两块固定侧板41件的线缆固定件以及固定两块固定侧板41后侧的固定后盖42组成，固

定后盖42在加强该线缆固定架4结构强度的同时起到遮灰挡尘的作用，有效延长该GCS低压

抽屉柜的使用寿命。而在两块固定侧板41后侧分别设置有两个位于上下两端的连接孔414

和限位柱415。相应的，固定后盖42设置有四个与分别与连接孔414和限位柱415匹配的后盖

穿槽421，进而在将固定后盖42安装到两块固定侧板41上时，令其中一块固定侧板41上的两

个限位柱415插入固定后盖42相应的两个后盖穿槽421内形成限位结构，进而使得固定后盖

42另外两个后盖穿槽421与另一块固定侧板41上的两个连接孔414匹配，再通过固定装置如

螺栓等将固定后盖42与固定侧板41固定呈一体即可，便于线缆固定架4的拆卸安装，具有较

强的实用性能。

[0033] 需要说明的是，线缆固定件包括底座板44以及与底座板44匹配的插板43。固定侧

板41设置有供底座板44上端两侧插入并固定的侧插槽413以及供插板43上端两侧插入的上

插槽412。底座板44和插板43分别设置有相互匹配的多个集线下半孔442和集线上半孔432，

进而将使得相互匹配的多个集线下半孔442和集线上半孔432起到进一步对电缆线分类集

中的作用，有效避免各类电缆线的集中而影响到工作人员对该GCS低压抽屉柜的检修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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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此同时，底座板44和插板43通过分别插入固定侧板41上的侧插槽413与上插槽412将

在显著降低安装固定线缆固定件难度的同时，降低了工作人员的维护和检修难度，显著提

升该GCS低压抽屉柜的实用性。而上插槽412穿透固定侧板41的顶端，并在插板43上端两侧

穿过上插槽412后设置有与固定侧板41外侧面抵接的固定插块431。进而在安装固定插板43

时，令插板43的上端两侧从两块固定侧板41的上端向下插入相应的上插槽412内即可达到

与底座板44匹配，进而使得多个集线下半孔442和集线上半孔432相互配合起到电缆线分类

集中的作用，操作方式简单且效果显著，实用性能强。

[0034] 如图4、图5所示，在底座板44的上侧设置有与插板43匹配的限位插槽443。并在插

板43插入固定侧板41内后使得插板43的底部插入底座板44的限位插槽443内，从而使得底

座板44与插板43形成稳定的连接结构，显著提升底座板44与插板43的配合对电缆线的分类

集中固定的稳定性。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但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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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前提下的若干修改

和润饰，这些修改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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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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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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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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