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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包括顶

板、除湿筒、控制筒和箱体，箱体的顶部焊接设置

有顶板，箱体的右侧嵌入焊接有除湿筒和控制

筒，且除湿筒位于控制筒的正上方，箱体的正表

面通过铰链铰接有两个柜门。本发明中的金属集

水筒能够在箱体内空气湿度变大时，水气会在接

触金属集水筒时水气的热量快速被金属集水筒

吸收，使水气在金属集水筒的内壁快速液化形成

水滴，水滴堆积一定程度后顺着金属集水筒的内

壁流下流向流水板，当流水板上的水触碰到一起

时，两个流水板就能够形成电流回路，使电线接

通电动机和电热管的电源，使电热管发热干燥空

气，电动机带动扇叶转动形成气流吹向箱体中，

除去箱体中减小箱体中的空气湿度，实现自动除

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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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包括顶板(1)、除湿筒(3)、控制筒(4)和箱体(2)，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体(2)的顶部焊接设置有顶板(1)，所述箱体(2)的右侧嵌入焊接有除湿筒(3)和控制

筒(4)，且除湿筒(3)位于控制筒(4)的正下方，所述箱体(2)的正表面通过铰链铰接有两个

柜门(201)；

所述除湿筒(3)包括倾斜板(301)、垂直板(302)、电动机(303)、扇叶(304)、绝缘座

(305)、隔热杆(306)、隔热导电杆(307)和电热管(308)，所述除湿筒(3)内壁的右侧和控制

筒(4)内壁的右侧均焊接设置有八块倾斜板(301)，所述倾斜板(301)顶部的右侧均焊接设

置有三块垂直板(302)，所述除湿筒(3)的内壁通过支杆焊接设置有电动机(303)，所述电动

机(303)的左侧焊接设置有四个扇叶(304)，所述除湿筒(3)内壁的顶部和内壁的底板均粘

接有绝缘座(305)，所述绝缘座(305)的表面均粘接有隔热杆(306)，所述绝缘座(305)的底

部和顶部分别嵌入粘接有隔热导电杆(307)，且隔热导电杆(307)分别贯穿两根隔热杆

(306)，所述隔热杆(306)之间设有电热管(308)，且电热管(308)的顶部和底部均粘接有隔

热杆(306)，并且电热管(308)的顶部和底部分别嵌入设置有隔热导电杆(307)；

所述控制筒(4)包括金属集水筒(401)、流水板(402)、保护筒(403)、胶木筒(404)、金属

连接球(405)、金属板(408)、纤维干燥剂筒(409)、凹槽(406)和电线(407)，所述控制筒(4)

内壁的底部通过支杆焊接设置有两个金属集水筒(401)，所述金属集水筒(401)的底部均焊

接设置有流水板(402)，所述控制筒(4)内壁的底部通过支杆焊接设置有保护筒(403)，所述

保护筒(403)的内壁嵌套粘接有胶木筒(404)，所述流水板(402)的左侧和右侧分别嵌入焊

接有金属连接球(405)，所述金属集水筒(401)的内壁均开口设置有五个凹槽(406)，所述控

制筒(4)的底部嵌入设置有电线(407)，且电线(407)延伸至除湿筒(3)中，所述控制筒(4)的

内壁的顶部焊接设置有九块金属板(408)，所述胶木筒(404)内壁的底部活动嵌套有纤维干

燥剂筒(409)，且纤维干燥剂筒(409)的顶部与流水板(402)套在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除湿变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倾斜板(301)均匀等距分

别分布在除湿筒(3)和控制筒(4)的内壁，且倾斜板(301)与水平面的夹角为60°-8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除湿变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板(302)等距分别分

布在倾斜板(301)的顶部右侧，所述垂直板(302)的底部均设有缺口，且垂直板(302)均垂直

于水平面，并且垂直板(302)底部的切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60°-8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除湿变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集水筒(401)的位于

保护筒(403)的上方，且两个金属集水筒(401)呈上大下小的空心“圆锥”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除湿变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流水板(402)均呈“曲面”

状，且流水板(402)的顶部面和金属集水筒(401)的底部面形状和面积均一致，并且流水板

(402)的顶部面和金属集水筒(401)的底部面紧密在一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除湿变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胶木筒(404)的内壁与两

个流水板(402)表面的垂直距离为2mm-10mm，且胶木筒(404)与两个流水板(402)套在一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除湿变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流水板(402)为导电金属，

且流水板(402)之间的间距为2mm-10mm，并且凹槽(406)等距分布在金属集水筒(401)的内

壁。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除湿变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机(303)和电热管

(308)通过电线(407)以串联的方式电性连接，所述电动机(303)的动力输出端与扇叶(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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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除湿变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线(407)由零线和火线

组成，且电线(407)的火线分为两段分别电性连接在两个金属连接球(405)中，且电线(407)

的零线与电动机(303)和电热管(308)串联。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除湿变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板(408)间隔等距分

布在控制筒(4)的内壁，所述金属板(408)均位于两个金属集水筒(401)之间，所述金属板

(408)的高度均两侧低中间高，且金属板(408)的底部与金属集水筒(401)内壁的垂直距离

保持一致，并且金属板(408)的表面设有“等腰梯形”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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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电箱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

背景技术

[0002] 变电箱就是电力系统中对电能的电压和电流进行变换、集中和分配的场所的箱

体。为保证电能的质量以及设备的安全，在变电箱中还需进行电压调整、潮流控制以及输配

电线路和主要电工设备的保护，主要用于保护电力设施的箱子，目前很多变电箱都是安装

在室外，变电箱在遇到大雨天气时，变电箱内的空气湿度会变大，变电箱内的空气的绝缘能

力会下降，而变电箱内的电力设施，会由于变电箱内的空气湿度变大电力设施的运行出现

不稳定，而现有变电箱无法自动改变变电箱内部的空气湿度，从而无法保证变电箱内的电

力设施运行的稳定，而有的变电箱内部安装有除湿设备，但需要人为手动启动存在诸多不

便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变电箱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

发明内容

[0003] 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设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无法自动改变变电箱内

部的空气湿度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包括顶板、除湿筒、控制筒和箱

体，所述箱体的顶部焊接设置有顶板，所述箱体的右侧嵌入焊接有除湿筒和控制筒，且除湿

筒位于控制筒的正下方，所述箱体的正表面通过铰链铰接有两个柜门；

[0005] 所述除湿筒包括倾斜板、垂直板、电动机、扇叶、绝缘座、隔热杆、隔热导电杆和电

热管，所述除湿筒内壁的右侧和控制筒内壁的右侧均焊接设置有八块倾斜板，所述倾斜板

顶部的右侧均焊接设置有三块垂直板，所述除湿筒的内壁通过支杆焊接设置有电动机，所

述电动机的左侧焊接设置有四个扇叶，所述除湿筒内壁的顶部和内壁的底板均粘接有绝缘

座，所述绝缘座的表面均粘接有隔热杆，所述绝缘座的底部和顶部分别嵌入粘接有隔热导

电杆，且隔热导电杆分别贯穿两根隔热杆，所述隔热杆之间设有电热管，且电热管的顶部和

底部均粘接有隔热杆，并且电热管的顶部和底部分别嵌入设置有隔热导电杆；

[0006] 所述控制筒包括金属集水筒、流水板、保护筒、胶木筒、金属连接球、金属板、纤维

干燥剂筒、凹槽和电线，所述控制筒内壁的底部通过支杆焊接设置有两个金属集水筒，所述

金属集水筒的底部均焊接设置有流水板，所述控制筒内壁的底部通过支杆焊接设置有保护

筒，所述保护筒的内壁嵌套粘接有胶木筒，所述流水板的左侧和右侧分别嵌入焊接有金属

连接球，所述金属集水筒的内壁均开口设置有五个凹槽，所述控制筒的底部嵌入设置有电

线，且电线延伸至除湿筒中，所述控制筒的内壁的顶部焊接设置有九块金属板，所述胶木筒

内壁的底部活动嵌套有纤维干燥剂筒，且纤维干燥剂筒的顶部与流水板套在一起。

[0007]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倾斜板均匀等距分别分布在除湿筒和控制筒的内壁，且

倾斜板与水平面的夹角为60°-80°。

[0008]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垂直板等距分别分布在倾斜板的顶部右侧，所述垂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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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部均设有缺口，且垂直板均垂直于水平面，并且垂直板底部的切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60°-80°。

[0009]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金属集水筒的位于保护筒的上方，且两个金属集水筒呈

上大下小的空心“圆锥”形。

[0010]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流水板均呈“曲面”状，且流水板的顶部面和金属集水筒

的底部面形状和面积均一致，并且流水板的顶部面和金属集水筒的底部面紧密在一起。

[0011]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胶木筒的内壁与两个流水板表面的垂直距离为2mm-

10mm，且胶木筒与两个流水板套在一起。

[0012]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流水板为导电金属，且流水板之间的间距为2mm-10mm，并

且凹槽等距分布在金属集水筒的内壁。

[0013]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电动机和电热管通过电线以串联的方式电性连接，所述

电动机的动力输出端与扇叶焊接。

[0014]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电线由零线和火线组成，且电线的火线分为两段分别电

性连接在两个金属连接球中，且电线的零线与电动机和电热管串联。

[0015]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金属板间隔等距分布在控制筒的内壁，所述金属板均位

于两个金属集水筒之间，所述金属板的高度均两侧低中间高，且金属板的底部与金属集水

筒内壁的垂直距离保持一致，并且金属板的表面设有“等腰梯形”的凹槽。

[0016] 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该种自动除湿变电箱设置有金属集水筒，金属集水筒能够在箱体内空气湿度

变大时，空气中的水气接触金属集水筒时，由于金属集水筒为金属热传导能力强，所以水气

会在接触金属集水筒时水气的热量快速被金属集水筒吸收，使水气在金属集水筒的内壁快

速液化形成水滴，水滴堆积一定程度后顺着金属集水筒的内壁流下流向流水板，当流水板

上的水触碰到一起时，两个流水板就能够形成电流回路，使电流通过电线的火线和零线组

成电流回路，使电线接通电动机和电热管的电源，使电热管发热干燥空气，电动机带动扇叶

转动形成气流吹向箱体中，除去箱体中减小箱体中的空气湿度，实现自动除湿，完全不需要

人为操作，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使用。

[0018] (2)金属集水筒的表面积非常大，能够快速的将空气中的水气液化，增加该装置对

湿度反应的灵敏度，使电线快速接头电动机和加热管的电源，避免箱体中的空气湿度长时

间处于较低状态，胶木筒具有隔热能力，能够避免两个流水板直接被箱体中的热风加热，从

而延长流水板温度上升的时间，减缓流水板表面水滴蒸发的时间，从而使电动机和加热管

运行一段时间将箱体中的空气湿度降低到一定值后，电线的电流回路再自动的断开，电动

机和加热管自动停止运行，不需人为操作。

[0019] (3)金属板上的水滴在金属集水筒后，流到纤维干燥剂筒上，纤维干燥剂筒吸水快

速的接通两个流水板之间的电流回路，使电动机和加热管快速运行，达到快速除湿的作用，

以及纤维干燥剂筒能够锁住水分，使水分被缓慢蒸干，从而使使电动机和加热管运动一段

时间后，纤维干燥剂筒才会变得干燥不具备导电能力，断开两个流水板之间的电流回路，使

柜体中被充分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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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箱体的剖面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金属集水筒和流水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金属集水筒和流水板的拆卸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图1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图2B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图2C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图7D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图5E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9] 图10为本发明图5F处的放大示意图。

[0030] 图11为本发明中金属板的仰视图。

[0031] 图1-11中：顶板1、箱体2、柜门201、除湿筒3、倾斜板301、垂直板302、电动机303、扇

叶304、绝缘座305、隔热杆306、隔热导电杆307、电热管308、控制筒4、金属集水筒401、流水

板402、保护筒403、胶木筒404、金属连接球405、凹槽406、电线407、金属板408、纤维干燥剂

筒409。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请参阅图1至11中，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包括顶板1、除湿筒3、

控制筒4和箱体2，箱体2的顶部焊接设置有顶板1，箱体2的右侧嵌入焊接有除湿筒3和控制

筒4，且除湿筒3位于控制筒4的正下方，箱体2的正表面通过铰链铰接有两个柜门201；除湿

筒3包括倾斜板301、垂直板302、电动机303、扇叶304、绝缘座305、隔热杆306、隔热导电杆

307和电热管308，除湿筒3内壁的右侧和控制筒4内壁的右侧均焊接设置有八块倾斜板301，

倾斜板301顶部的右侧均焊接设置有三块垂直板302，除湿筒3的内壁通过支杆焊接设置有

电动机303，电动机303的左侧焊接设置有四个扇叶304，除湿筒3内壁的顶部和内壁的底板

均粘接有绝缘座305，绝缘座305的表面均粘接有隔热杆306，绝缘座305的底部和顶部分别

嵌入粘接有隔热导电杆307，且隔热导电杆307分别贯穿两根隔热杆306，隔热杆306之间设

有电热管308，且电热管308的顶部和底部均粘接有隔热杆306，并且电热管308的顶部和底

部分别嵌入设置有隔热导电杆307；控制筒4包括金属集水筒401、流水板402、保护筒403、胶

木筒404、金属连接球405、金属板408、纤维干燥剂筒409、凹槽406和电线407，控制筒4内壁

的底部通过支杆焊接设置有两个金属集水筒401，金属集水筒401的底部均焊接设置有流水

板402，控制筒4内壁的底部通过支杆焊接设置有保护筒403，保护筒403的内壁嵌套粘接有

胶木筒404，流水板402的左侧和右侧分别嵌入焊接有金属连接球405，金属集水筒401的内

壁均开口设置有五个凹槽406，控制筒4的底部嵌入设置有电线407，且电线407延伸至除湿

筒3中，控制筒4的内壁的顶部焊接设置有九块金属板408，胶木筒404内壁的底部活动嵌套

有纤维干燥剂筒409，且纤维干燥剂筒409的顶部与流水板402套在一起，纤维干燥剂筒409

能够吸水，使两个流水板402的底部迅速的形成电流回路，快速的接通电动机303和加热管

308的电源，达到快速除湿的作用。

[0033] 其中，倾斜板301均匀等距分别分布在除湿筒3和控制筒4的内壁，且倾斜板301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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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面的夹角为65°，倾斜板301能够在箱体1遇到大雨时，避免雨水紧贴箱体1中，保证箱体

1内的干燥。

[0034] 其中，垂直板302等距分别分布在倾斜板301的顶部右侧，垂直板302的底部均设有

缺口，能够避免雨水对接在垂直板302和倾斜板301的缝隙处，且垂直板302均垂直于水平

面，并且垂直板302底部的切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65°，垂直板302能够进一步的增加倾斜板

301的防水能力，进一步的避免雨水飘进箱体1中。

[0035] 其中，金属集水筒401的位于保护筒403的上方，且两个金属集水筒401呈上大下小

的空心“圆锥”形，金属集水筒401能够在箱体1内空气湿度变大时，空气中的水气接触金属

集水筒401时，由于金属集水筒401为金属热传导能力强，所以水气会在接触金属集水筒401

时水气的热量快速被金属集水筒401吸收，使水气在金属集水筒401的内壁快速液化形成水

滴，水滴堆积一定程度后顺着金属集水筒401的内壁流下流向流水板402，当流水板402上的

水触碰到一起时，两个流水板402就能够形成电流回路，使电流通过电线407的火线和零线

组成电流回路，使电线407接通电动机303和电热管308的电源，使电热管308发热干燥空气，

电动机303带动扇叶304转动形成气流吹向箱体1中，除去箱体1中减小箱体1中的空气湿度，

实现自动除湿。

[0036] 其中，流水板402均呈“曲面”状，且流水板402的顶部面和金属集水筒401的底部面

形状和面积均一致，并且流水板402的顶部面和金属集水筒401的底部面紧密在一起，能够

很好的将水滴引流到胶木筒404中，增加水滴在胶木筒404中堆积的速率，使快速的接触在

一起，流水板402为导电金属，且流水板402之间的间距为3mm，并且凹槽406等距分布在金属

集水筒401的内壁，凹槽406能够增加金属集水筒401的表面积，以及凹槽406具有引流的作

用，快速的将金属集水筒401表面的水滴引流到流水板402的顶部。

[0037] 其中，胶木筒404的内壁与两个流水板402表面的垂直距离为2mm，且胶木筒404与

两个流水板402套在一起，胶木筒404具有隔热能力，能够避免两个流水板402直接被箱体1

中的热风加热，从而延长流水板402温度上升的时间，减缓流水板402表面水滴蒸发的时间，

从而使电动机303和加热管308运行一段时间将箱体1中的空气湿度降低到一定值后，电线

407的电流回路再自动的断开，电动机303和加热管308自动停止运行。

[0038] 其中，电动机303和电热管308通过电线407以串联的方式电性连接，使电动机303

和电热管308同时运行和同时停止运行，电动机303的动力输出端与扇叶304焊接，电动机

303能够带动扇叶304转动将气流吹向箱体1中。

[0039] 其中，电线407由零线和火线组成，且电线407的火线分为两段分别电性连接在两

个金属连接球405中，且电线407的零线与电动机303和电热管308串联，使两个流水板402能

够与电线407的火线形成电流回路，使两个流水板402能够断开和接通电线407中零线和火

线的电流回路。

[0040] 其中，金属板408间隔等距分布在控制筒4的内壁，金属板408为金属具有良好的热

传导能力，能够快速的吸收水气的热量，使柜体2中的水气快速的在金属板408的表面形成

水滴，然后在金属集水筒401的内壁，既能够起到除湿的功能，又能够增加该装置对湿度反

应的灵敏度，金属板408均位于两个金属集水筒401之间，金属板408的高度均两侧低中间

高，且金属板408的底部与金属集水筒401内壁的垂直距离保持一致，并且金属板408的表面

设有“等腰梯形”的凹槽，凹槽能够增加金属板408的表面积，进而进一步的增加金属板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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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0041] 在使用本发明一种自动除湿变电箱时，首先，接通电线407的电源，当箱体1内部的

空气湿度变大非常大时，空气中的水气会频繁的接触金属集水筒401的表面，由于金属集水

筒401为金属具有热传导能力强，所以水气会在接触金属集水筒401时水气的热量快速被金

属集水筒401吸收，使水气在金属集水筒401的内壁快速液化形成水滴，水滴堆积一定程度

后顺着金属集水筒401的内壁流下流向流水板402，当流水板402上的水触碰到一起时，两个

流水板402就能够形成电流回路，使电流通过电线407的火线和零线组成电流回路，从而使

电线407接通电动机303和电热管308的电源，使电热管308发热干燥空气，电动机303带动扇

叶304转动形成气流吹向箱体1中，气流经过电热管308的干燥形成干燥空气进入箱体1中，

然后干燥空气通过控制筒4吹出，干燥空气会吹向控制筒4中的金属集水筒401和保护筒

403，金属集水筒401和保护筒403的温度开始上升，胶木筒404能够隔绝保护筒403的温度，

避免流水板402直接被干燥空气加热，使金属集水筒401的热量由上而下慢慢的传导给流水

板402，流水板402的温度由上而下慢慢变高，当流水板402的温度过高将纤维干燥剂筒409

中的水分完全蒸发时，纤维干燥剂筒409不具有导电能力，两个流水板402之间将无法形成

电流回路，电线407将断开电动机303和电热管308的电源，使电动机303和电热管30停止运

行，等待箱体1中的湿度下降时，电动机303和电热管30重新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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