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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

涉及交流开光柜技术领域，包括开关柜本体，所

述开关柜本体的内部安装有抽出机构。该抽出式

交流开关柜，达到了通过拉动把手使放置块移动

的效果，具备了可抽出放置块的功能，具有便于

使用的优点，提高了整体的实用效果，通过放置

块上表面的右侧开设有穿插孔，以及空腔、复位

弹簧、连接杆、通槽、第二滑槽、第二滑块、滑动

板、通孔和穿插杆之间的配合设置，达到了通过

连接杆带动穿插杆上下移动的效果，具备了使穿

插杆进入穿插孔内的功能，具有固定放置块位置

功能的优点，达到了通过电动推杆带动滚轮上下

移动的效果，具备了使滚轮滑出开关柜本体外的

功能，具有便于移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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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包括开关柜本体（3），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柜本体（3）的内

部安装有抽出机构（1），所述抽出机构（1）的下方安装有移动机构（2）；

所述抽出机构（1）包括放置块（101）、第一凹槽（102）、第二凹槽（103）、第一滑槽（104）、

第一滑块（105）、第二滑块（106）、第二滑槽（107）、空腔（108）、复位弹簧（109）、通槽（110）、

滑动板（111）、连接杆（112）、通孔（113）、穿插孔（114）和穿插杆（115），所述开关柜本体（3）

右侧面的上部开设有第一凹槽（102），所述第一凹槽（102）的内底壁开设有第一滑槽（104），

所述第一凹槽（102）的内部放置有放置块（101），所述放置块（101）底面的左侧固定连接有

与第一滑槽（104）相适配的第一滑块（105），且第一滑块（105）卡接在第一滑槽（104）内，所

述放置块（101）的上表面开设有第二凹槽（103），所述放置块（101）上表面的右侧开设有穿

插孔（114），且穿插孔（114）位于第二凹槽（103）的右侧，所述开关柜本体（3）的内部开设有

空腔（108），所述空腔（108）的内侧壁开设有第二滑槽（107），所述空腔（108）远离第二滑槽

（107）的内侧壁开设有通槽（110），且通槽（110）位于第二滑槽（107）的右侧，所述空腔（108）

的内部放置有滑动板（111），所述滑动板（11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复位弹簧（109），且复位

弹簧（109）的顶端与空腔（108）的内顶壁固定连接，所述滑动板（111）的左侧面开设有与第

二滑槽（107）相适配的第二滑块（106），且第二滑块（106）卡接在第二滑槽（107）内，所述滑

动板（111）的右侧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杆（112），所述连接杆（112）的右端贯穿通槽（110）并延

伸至开关柜本体（3）的右侧，所述空腔（108）的内底壁开设有通孔（113），所述滑动板（111）

底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穿插杆（115），所述穿插杆（115）的底端贯穿通孔（113）并延伸至穿

插孔（114）内，且穿插杆（115）的底面与穿插孔（114）的内底壁相接触；

所述移动机构（2）包括第三凹槽（201）、电动推杆（202）、固定板（203）、第一轴承（204）、

第三滑槽（205）、第三滑块（206）、滚轴（207）、固定块（208）、滚轮（209）、第二轴承（210）、转

轴（211）和第四凹槽（212），所述开关柜本体（3）的底面开设有两个相对称的第三凹槽

（201），每个所述第三凹槽（201）的内侧壁开设有两个相对称的第三滑槽（205），每个所述第

三凹槽（201）的内顶壁固定连接有电动推杆（202），每个所述电动推杆（202）伸缩端的底面

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板（203），每个所述固定板（203）的左右两侧面均固定连接有与第三滑槽

（205）相适配的第三滑块（206），且第三滑块（206）卡接在第三滑槽（205）内，每个所述固定

板（203）的底面均固定镶嵌有两个相对称的第一轴承（204），每个所述第一轴承（204）的内

圈均固定连接有滚轴（207），每个所述滚轴（207）的底面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208），每个所

述固定块（208）的底面均开设有第四凹槽（212），每个所述第四凹槽（212）的内部均放置有

滚轮（209），两组所述滚轮（209）分别贯穿两组第四凹槽（212）并延伸至固定块（208）的下

方，每个所述滚轮（209）左侧面的中部均固定镶嵌有第二轴承（210），每个所述第二轴承

（210）的内圈均固定连接有转轴（211），两组所述转轴（211）的左右两侧面分别与两组第四

凹槽（212）的内侧壁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块（101）的右

侧面固定连接有把手（4），且把手（4）的右端贯穿第一凹槽（102）并延伸至开关柜本体（3）的

右侧，所述把手（4）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防磨垫（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块（101）的竖

直长度值小于第一凹槽（102）的竖直长度值，所述放置块（101）的水平长度值与第一凹槽

（102）的水平长度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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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113）的直径

值与穿插孔（114）的直径值相等，且通孔（113）位于穿插孔（114）的正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穿插杆（115）呈圆

柱状，且穿插杆（115）的直径值小于通孔（113）的直径值。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杆（112）呈圆

柱状，且连接杆（112）的直径值小于通槽（110）的宽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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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交流开关柜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

背景技术

[0002] 交流开关柜是一种电气设备，开关柜外线先进入柜内主控开关，然后进入分控开

关，各分路按其需要设置，如仪表，自控，电动机磁力开关，各种交流接触器等，有的还设高

压室与低压室开关柜，设有高压母线，如发电厂等，有的还设有为保护主要设备的低周减

载。

[0003] 用于发电厂的交流开关柜，按内部机构分类可分为抽出式开关柜与固定式开关

柜，大部分的抽出式开关柜，可通过人力抽出内部结构进行查看，然而由于设有滑动结构，

有时会自动打开，长时间不关上，容易发生电力危险，不具备固定位置的功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具备了固定位置功能的优点，

解决了现有的抽出式开关柜不具备固定位置功能的问题。

[0005] 技术方案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包括开

关柜本体，所述开关柜本体的内部安装有抽出机构，所述抽出机构的下方安装有移动机构。

[0007] 所述抽出机构包括放置块、第一凹槽、第二凹槽、第一滑槽、第一滑块、第二滑块、

第二滑槽、空腔、复位弹簧、通槽、滑动板、连接杆、通孔、穿插孔和穿插杆，所述开关柜本体

右侧面的上部开设有第一凹槽，所述第一凹槽的内底壁开设有第一滑槽，所述第一凹槽的

内部放置有放置块，所述放置块底面的左侧固定连接有与第一滑槽相适配的第一滑块，且

第一滑块卡接在第一滑槽内，所述放置块的上表面开设有第二凹槽，所述放置块上表面的

右侧开设有穿插孔，且穿插孔位于第二凹槽的右侧，所述开关柜本体的内部开设有空腔，所

述空腔的内侧壁开设有第二滑槽，所述空腔远离第二滑槽的内侧壁开设有通槽，且通槽位

于第二滑槽的右侧，所述空腔的内部放置有滑动板，所述滑动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复位

弹簧，且复位弹簧的顶端与空腔的内顶壁固定连接，所述滑动板的左侧面开设有与第二滑

槽相适配的第二滑块，且第二滑块卡接在第二滑槽内，所述滑动板的右侧面固定连接有连

接杆，所述连接杆的右端贯穿通槽并延伸至开关柜本体的右侧，所述空腔的内底壁开设有

通孔，所述滑动板底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穿插杆，所述穿插杆的底端贯穿通孔并延伸至穿

插孔内，且穿插杆的底面与穿插孔的内底壁相接触。

[0008]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第三凹槽、电动推杆、固定板、第一轴承、第三滑槽、第三滑块、

滚轴、固定块、滚轮、第二轴承、转轴和第四凹槽，所述开关柜本体的底面开设有两个相对称

的第三凹槽，每个所述第三凹槽的内侧壁开设有两个相对称的第三滑槽，每个所述第三凹

槽的内顶壁固定连接有电动推杆，每个所述电动推杆伸缩端的底面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板，

每个所述固定板的左右两侧面均固定连接有与第三滑槽相适配的第三滑块，且第三滑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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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第三滑槽内，每个所述固定板的底面均固定镶嵌有两个相对称的第一轴承，每个所述

第一轴承的内圈均固定连接有滚轴，每个所述滚轴的底面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每个所述

固定块的底面均开设有第四凹槽，每个所述第四凹槽的内部均放置有滚轮，两组所述滚轮

分别贯穿两组第四凹槽并延伸至固定块的下方，每个所述滚轮左侧面的中部均固定镶嵌有

第二轴承，每个所述第二轴承的内圈均固定连接有转轴，两组所述转轴的左右两侧面分别

与两组第四凹槽的内侧壁固定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放置块的右侧面固定连接有把手，且把手的右端贯穿第一凹槽并

延伸至开关柜本体的右侧，所述把手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防磨垫，能够更加方便的抽出放

置块，减少了对手部的摩擦。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放置块的竖直长度值小于第一凹槽的竖直长度值，所述放置块的

水平长度值与第一凹槽的水平长度值相等，具备了搁置放置块的效果，减少了对第一凹槽

内壁的摩擦。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通孔的直径值与穿插孔的直径值相等，且通孔位于穿插孔的正上

方，提高了整体的实用效果，具有便于使用的优点。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穿插杆呈圆柱状，且穿插杆的直径值小于通孔的直径值，防止了穿

插杆与通孔之间产生摩擦的情况发生。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杆呈圆柱状，且连接杆的直径值小于通槽的宽度值，防止了连

接杆与通槽之间产生摩擦的情况发生。

[0014] 1、该抽出式交流开关柜，通过开关柜本体右侧面的上部开设有第一凹槽，以及放

置块、第一滑槽、第一滑块、第二凹槽、把手和防磨垫之间的配合设置，达到了通过拉动把手

使放置块移动的效果，具备了可抽出放置块的功能，具有便于使用的优点，提高了整体的实

用效果，通过放置块上表面的右侧开设有穿插孔，以及空腔、复位弹簧、连接杆、通槽、第二

滑槽、第二滑块、滑动板、通孔和穿插杆之间的配合设置，达到了通过连接杆带动穿插杆上

下移动的效果，具备了使穿插杆进入穿插孔内的功能，具有固定放置块位置功能的优点。

[0015] 2、该抽出式交流开关柜，通过开关柜本体的底面开设有第三凹槽，以及电动推杆、

第三滑槽、第三滑块、固定板、轴承、转轴、滚轴、第四凹槽、滚轮、第一轴承和第二轴承之间

的配合设置，达到了通过电动推杆带动滚轮上下移动的效果，具备了使滚轮滑出开关柜本

体外的功能，具有便于移动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开关柜本体剖视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A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B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19] 图中：1抽出机构、101放置块、102第一凹槽、103第二凹槽、104第一滑槽、105第一

滑块、106第二滑块、107第二滑槽、108空腔、109复位弹簧、110通槽、111滑动板、112连接杆、

113通孔、114穿插孔、115穿插杆、2移动机构、201第三凹槽、202电动推杆、203固定板、204第

一轴承、205第三滑槽、206第三滑块、207滚轴、208固定块、209滚轮、210第二轴承、211转轴、

212第四凹槽、3开关柜本体、4把手、5防磨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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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抽出式交流开关柜，包括开关

柜本体3，开关柜本体3的内部安装有抽出机构1，抽出机构1的下方安装有移动机构2。

[0021] 抽出机构1包括放置块101、第一凹槽102、第二凹槽103、第一滑槽104、第一滑块

105、第二滑块106、第二滑槽107、空腔108、复位弹簧109、通槽110、滑动板111、连接杆112、

通孔113、穿插孔114和穿插杆115，开关柜本体3右侧面的上部开设有第一凹槽102，第一凹

槽102的内底壁开设有第一滑槽104，第一凹槽102的内部放置有放置块101，放置块101的右

侧面固定连接有把手4，且把手4的右端贯穿第一凹槽102并延伸至开关柜本体3的右侧，把

手4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防磨垫5，能够更加方便的抽出放置块101，减少了对手部的摩擦，

放置块101的竖直长度值小于第一凹槽102的竖直长度值，放置块101的水平长度值与第一

凹槽102的水平长度值相等，具备了搁置放置块101的效果，减少了对第一凹槽102内壁的摩

擦，放置块101底面的左侧固定连接有与第一滑槽104相适配的第一滑块105，且第一滑块

105卡接在第一滑槽104内，放置块101的上表面开设有第二凹槽103，放置块101上表面的右

侧开设有穿插孔114，且穿插孔114位于第二凹槽103的右侧，开关柜本体3的内部开设有空

腔108，空腔108的内侧壁开设有第二滑槽107，空腔108远离第二滑槽107的内侧壁开设有通

槽110，且通槽110位于第二滑槽107的右侧，空腔108的内部放置有滑动板111，滑动板111的

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复位弹簧109，且复位弹簧109的顶端与空腔108的内顶壁固定连接，滑动

板111的左侧面开设有与第二滑槽107相适配的第二滑块106，且第二滑块106卡接在第二滑

槽107内，滑动板111的右侧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杆112，连接杆112呈圆柱状，且连接杆112的

直径值小于通槽110的宽度值，防止了连接杆112与通槽110之间产生摩擦的情况发生，连接

杆112的右端贯穿通槽110并延伸至开关柜本体3的右侧，空腔108的内底壁开设有通孔113，

通孔113的直径值与穿插孔114的直径值相等，且通孔113位于穿插孔114的正上方，提高了

整体的实用效果，具有便于使用的优点，滑动板111底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穿插杆115，穿插

杆115呈圆柱状，且穿插杆115的直径值小于通孔113的直径值，防止了穿插杆115与通孔113

之间产生摩擦的情况发生，穿插杆115的底端贯穿通孔113并延伸至穿插孔114内，且穿插杆

115的底面与穿插孔114的内底壁相接触。

[0022] 移动机构2包括第三凹槽201、电动推杆202、固定板203、第一轴承204、第三滑槽

205、第三滑块206、滚轴207、固定块208、滚轮209、第二轴承210、转轴211和第四凹槽212，开

关柜本体3的底面开设有两个相对称的第三凹槽201，每个第三凹槽201的内侧壁开设有两

个相对称的第三滑槽205，每个第三凹槽201的内顶壁固定连接有电动推杆202，电动推杆

202又称直线驱动器，是旋转电机在结构方面的一种延伸，电动推杆202主要由电机杆和控

制装置等机构组成的一种新型直线执行机构，电动推杆202是一种将电动机的旋转运动转

变为推杆的直线往复运动的电力驱动装置，可用于各种简单或复杂的工艺流程中作为执行

机械使用，以实现远距离控制、集中控制或自动控制，电动推杆202的原理是把电机的旋转

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利用电动机正反转完成推杆动作，电动推杆202为现有技术所公知的设

备，每个电动推杆202伸缩端的底面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板203，每个固定板203的左右两侧面

均固定连接有与第三滑槽205相适配的第三滑块206，且第三滑块206卡接在第三滑槽205

内，每个固定板203的底面均固定镶嵌有两个相对称的第一轴承204，每个第一轴承204的内

圈均固定连接有滚轴207，每个滚轴207的底面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208，每个固定块20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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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均开设有第四凹槽212，每个第四凹槽212的内部均放置有滚轮209，两组滚轮209分别

贯穿两组第四凹槽212并延伸至固定块208的下方，每个滚轮209左侧面的中部均固定镶嵌

有第二轴承210，每个第二轴承210的内圈均固定连接有转轴211，两组转轴211的左右两侧

面分别与两组第四凹槽212的内侧壁固定连接。

[0023] 使用时，将电动推杆202与蓄电源进行相连接，当开关柜本体3需要移动时，利用电

动推杆202的推动，以及第三滑槽205与第三滑块206的配合移动，使固定板203带动滚轮209

滑出开关柜本体3外，从而通过滚轮209的旋转带动整体进行移动，为了防止放置块101自动

滑出第一凹槽102外，将连接杆112向上拉动，使穿插杆115滑出穿插孔114外，此时，复位弹

簧109处于压缩状态，将放置块101推入第一凹槽102内，松开连接杆112，利用复位弹簧109

的复位性，使穿插杆115插入穿插孔114内，从而固定放置块101的位置，防止了放置块101自

动滑出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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