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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

箱，包括箱体，固定设于箱体下端的4只行走轮以

及设于箱体内的电路组件，箱体分为上仓和下

仓，上仓内设有抽屉，抽屉内设有开有工具放置

槽的高密度泡沫块，下仓口设有下仓门，抽屉和

下仓门均配设锁具，箱体上端设有一个工作台，

电路组件包括电源模块、冲电接头、输出开关、湿

度传感器、控制器和除湿机；除湿机在控制器的

控制下能实现箱体内自动除湿，电路组件能够提

供抢修时所需应急电源。本发明能有效解决现有

技术中各类工器具易受潮后锈蚀、老化，抢修时

经常需用的手提电脑、图纸等无处摆放，众多工

具在运输过程中易因相互挤压、碰撞易造成工具

损坏、破损等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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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包括箱体，固定设于所述箱体下端的4只行走轮，

以及设于箱体内的电路组件，所述电路组件包括用于提供工作电源的电源模块、与所述电

源模块电连接的冲电接头、通过输出开关与电源模块电连接的输出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

抢修工具箱还包括抽屉、下仓门，所述电路组件还包括湿度传感器、控制器和除湿机；所述

控制器包括单片机模块和继电器，继电器与单片机模块电连接，湿度传感器与单片机模块

电连接，除湿机与继电器电连接，继电器在单片机模块的控制下控制除湿机工作电源的通

断；

所述箱体包括本体、横档和隔板，所述本体为由上侧板、下侧板、左侧板、右侧板和后侧

板包围而成的前端开口的整体呈长方体形的构件，横档设于本体前端开口处的中间部位；

本体内位于横档上下方的空间对应称为上仓和下仓，隔板固定设于下仓的中部；所述抽屉

在本体的上仓内设置2～5个，每个抽屉上配设有拉手；下仓门为板体件，下仓门设有2扇，2

扇下仓门分别绞接设置在本体的左侧板和右侧板上，每扇下仓门上均设有把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的右侧板

的下部设有一组电源散热孔，本体的后侧板的右侧中下部设有一组除湿机通风孔；本体的

左侧板的下部设有电器安装孔，所述电器安装孔处设有可开合的插座盖板；所述湿度传感

器、控制器和除湿机固定设于所述隔板的上端面上，且除湿机设置位置与除湿机通风孔相

配合，电源模块固定设于下仓内且位于隔板的下方，电源模块靠近电源散热孔设置；所述冲

电接头、输出插座和输出开关固定设于所述电器安装孔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的左侧

板、右侧板和后侧板的上端平齐且高于本体的上侧板的上端面，从而由本体的上侧板的上

端面与本体的左侧板、右侧板和后侧板的上端包围而成的空间构成1个工作平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内均配设

有高密度泡沫块，所述高密度泡沫块上设有根据所放置工具的形状而开设的相应的工具放

置槽；抢修工具收纳时，不同的抢修工具分别置于与其对应的工具放置槽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4只行走轮为

固定设于所述本体下部前侧的2只可锁止万向轮和固定设于本体下部后侧的2只滚轮。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

的本体的左侧板和右侧板的中上部分别设有1只提手。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

配设有抽屉锁，所述下仓门配设有门锁。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

的材质为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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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运维抢修辅助工器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车载多功能电力抢

修工具箱。

背景技术

[0002] 供电部门电网运维人员在执行配电网抢修及检修任务时，需要携带使用大量的工

具，传统的做法是将大量维修用具装于一个大的帆布包内置于工程车的后备箱中携带至工

作现场，其存在的问题是：其一，运输过程中众多工具在包内因相互挤压、碰撞易造成工具

的损坏；其二，使用时工作人员翻找相应的工具十分不便，影响作业效率；其三，不能提供抢

修现场常常需要的应急电源；其四，在诸如江南等气候湿润雨水较多的地区，包内各类操作

手柄、铁质钢制工具等容易受潮后锈蚀，绝缘手套、绝缘靴等容易破损老化；其五，由于现在

抢修时经常需要使用手提电脑、图纸等，缺乏相应的支撑工作台，使得手提电脑、图纸等无

处摆放，十分不便。由于实际工作中的需要，业内日益加强了对电力运维抢修辅助工器具的

研究。授权公告号为CN207387599U的中国专利文献提出了一种低压电力抢修箱，其能够将

箱体内的空间分隔用于存放不同类型的工具，其能够一定程度地解决前述的使用时翻找工

具不便的技术问题，但其它问题不能有效解决；授权公告号为CN208062648U的中国专利文

献提出了一种电力抢修装置，其能够解决抢修现场应急供电和照明问题，然而前述其他相

关技术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因此，继续研制更为适用的电力运维抢修辅助工器具，显得

必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

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包括箱体，固定设于

上述箱体下端的4只行走轮，以及设于箱体内的电路组件，上述电路组件包括用于提供工作

电源的电源模块、与上述电源模块电连接的冲电接头、通过输出开关与电源模块电连接的

输出插座，其结构特点是：上述抢修工具箱还包括抽屉、下仓门，上述电路组件还包括湿度

传感器、控制器和除湿机；上述控制器包括单片机模块和继电器，继电器与单片机模块电连

接，湿度传感器与单片机模块电连接，除湿机与继电器电连接，继电器在单片机模块的控制

下控制除湿机工作电源的通断；

上述箱体包括本体、横档和隔板，上述本体为由上侧板、下侧板、左侧板、右侧板和后侧

板包围而成的前端开口的整体呈长方体形的构件，横档设于本体前端开口处的中间部位；

本体内位于横档上下方的空间对应称为上仓和下仓，隔板固定设于下仓的中部；上述抽屉

在本体的上仓内设置2～5个，每个抽屉上配设有拉手；下仓门为板体件，下仓门设有2扇，2

扇下仓门分别绞接设置在本体的左侧板和右侧板上，每扇下仓门上均设有把手。

[0005]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本体的右侧板的下部设有一组电源散热孔，本体的后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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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侧中下部设有一组除湿机通风孔；本体的左侧板的下部设有电器安装孔，上述电器安

装孔处设有可开合的插座盖板；上述湿度传感器、控制器和除湿机固定设于上述隔板的上

端面上，且除湿机设置位置与除湿机通风孔相配合，电源模块固定设于下仓内且位于隔板

的下方，电源模块靠近电源散热孔设置；上述冲电接头、输出插座和输出开关固定设于上述

电器安装孔内。

[0006]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本体的左侧板、右侧板和后侧板的上端平齐且高于本体的

上侧板的上端面，从而由本体的上侧板的上端面与本体的左侧板、右侧板和后侧板的上端

包围而成的空间构成1个工作平台。

[0007]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抽屉内均配设有高密度泡沫块，上述高密度泡沫块上设有

根据所放置工具的形状而开设的相应的工具放置槽；抢修工具收纳时，不同的抢修工具分

别置于与其对应的工具放置槽内。

[0008]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4只行走轮为固定设于上述本体下部前侧的2只可锁止万向

轮和固定设于本体下部后侧的2只滚轮。

[0009]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箱体的本体的左侧板和右侧板的中上部分别设有1只提手。

[0010]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抽屉配设有抽屉锁，上述下仓门配设有门锁。

[0011]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箱体的材质为铝合金。

[0012] 本发明具有积极的效果：（1）本发明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通过设置湿

度传感器、控制器及除湿机等装置，能够根据环境湿度自动除湿，从而使得存放于箱体内的

各类工器具能够有效防止受潮后锈蚀、老化所带来的使用寿命缩短、使用不便及使用时可

能带来的安全问题。（2）本发明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通过箱体顶部结构的设

计，使得箱体顶部具有一个工作平台，从而有效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经常需用的手提电脑、图

纸等无处摆放的问题。（3）本发明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通过在抽屉内设置高密

度泡沫块，在高密度泡沫块上根据不同工具的形状设置相应的工具放置槽，不同的工具放

置在对应的工具放置槽内，从而一方面使得使用时工具取用十分方便，另一方面能够有效

避免现有技术中工具在运输过程中因相互挤压、碰撞易造成工具损坏、破损所带来的相应

技术问题。（4）本发明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通过设置抽屉锁和下仓门的门锁，

一方面可起防工具丢失之用，另一方面可防止运输时抽屉和下仓门滑动或开合。（5）本发明

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通过在箱体下部前后两侧分别设置2个可锁止万向轮和

滚轮，再配合设置在箱体两侧的提手，使其在移动过程中比较灵活，同时在需要驻止时能够

不动，从而避免现有技术中4个行走轮均采用滚轮使得需要其驻止不动时不能有效驻止的

问题。（6）本发明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通过在箱体上冲电接头、输出插座和输

出开关的安装部位设置插座盖板，能有效起到防护作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的后视图；

图3为图1的左视图；

图4为图1的右视图；

图5为图1打开一扇下仓门后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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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为本发明打开下仓门、抽屉以及电源接口盖板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的电路结构示意框图。

[0014] 上述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如下：

箱体1，横档11，隔板12，工作平台13，提手14，电源散热孔15，除湿机通风孔16，插座盖

板17；

抽屉2，拉手21，抽屉锁22，高密度泡沫块23，工具放置槽23-1；

下仓门3，把手31，门锁32；

行走轮4，可锁止万向轮41，滚轮42；

电路组件5，湿度传感器51，控制器52，除湿机53，电源模块54，冲电接头55，输出插座

56，输出开关57。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6] （实施例1）

见图1至图7，本实施例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其主要由箱体1、抽屉2、下仓门

3、行走轮4和电路组件5组成。电路组件5包括湿度传感器51、控制器52、除湿机53、电源模块

54、冲电接头55、输出插座56和输出开关57。

[0017] 箱体1主要由本体、横档11和隔板12组成，箱体1的本体为由上侧板、下侧板、左侧

板、右侧板和后侧板包围而成的前端开口的整体呈长方体形的构件，本体的左侧板、右侧板

和后侧板的上端平齐且高于本体的上侧板的上端面，从而由本体的上侧板的上端面与本体

的左侧板、右侧板和后侧板的上端包围而成的空间构成工作平台13，通过设置工作平台13，

使用时可方便地放置手提电脑、图纸等抢修改经常需要用到的物件。横档11设于本体前端

开口处的中间部位，横档11的左右两端分别与本体的左侧板和右侧板一体或固定连接；本

体内位于横档11上方的空间称为上仓，本体内位于横档11下方的空间称为下仓，隔板12为

长方形的板体件，隔板12固定设于本体的下仓的中部，隔板12由其左右两端分别与本体的

左侧板和右侧板的内侧固定连接，且隔板12的后端与本体的后侧板间留有空隙，以便上下

通气。箱体1的材质优选采用铝合金。

[0018] 作为优选方式，在箱体1的本体的左侧板和右侧板的中上部分别设有1只提手14，

通过设置提手14，可方便本实施例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装车或卸车。在本体的右

侧板的下部设有用于工作时给电源模块54通风散热的一组电源散热孔15。在本体的后侧板

的右侧中下部设有用于除湿机53工作时通风用的一组除湿机通风孔16。本体的左侧板的下

部设有电器安装孔，与该电器安装孔相配合设有对电器起保护作用的可开合的插座盖板

17。

[0019] 抽屉2在箱体1的本体的上仓内设置2～5个，本实施例中，抽屉2的数量优选设置3

个，每个抽屉2上配设有拉手21，抽屉2配设有抽屉锁22，抽屉锁22上锁时抽屉2均不能拉开，

起到防止抽屉2在移动时滑动及防盗作用，抽屉锁22解锁后抽屉2即可自由抽拉，抽屉2以及

配设的抽屉锁22的结构和安装方式均为成熟的现有技术，不做详述。每个抽屉2内均配设有

高密度泡沫块23，高密度泡沫块23上设有根据所放置工具的形状而开设的相应的工具放置

槽23-1；抢修工具收纳时，不同的抢修工具分别置于与其对应的工具放置槽23-1内，如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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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计，一方面可有效避免现有技术中工具在运输过程中因相互挤压、碰撞易造成工具损

坏、破损所带来的相应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在使用时取用相应的工具方便快捷、提高抢修效

率。

[0020] 下仓门3为板体件，下仓门3设有2扇，2扇下仓门3分别绞接设置在本体的左侧板和

右侧板上，2扇下仓门3用于开闭本体的下仓开口，每扇下仓门3上均设有把手31，下仓门3配

设有门锁32。此段记载的具体技术特征均为成熟和现有技术，不做详述。

[0021] 行走轮4包括设于箱体1的本体下部前侧的2只可锁止万向轮41和设于箱体1的本

体下部后侧的2只滚轮42；行走轮4能够使得本实施例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可方便

实现移动，并且在本实施例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需要驻止时，通过2只可锁止万向

轮41的锁止使得本实施例的车载多功能电力抢修工具箱不能自行移动，从而避免现有技术

中4个行走轮均采用滚轮使得需要其驻止不动时不能有效驻止的问题。

[0022] 参见图7，前述电路组件5的控制器52主要由单片机模块和继电器组成，继电器与

单片机模块电连接，继电器在单片机模块的控制下相应控制除湿机的工作电源的通断；电

源模块54设有DC5V直流电源输出端和AC220V交流电源输出端，输出插座56经输出开关57与

用于提供本工具箱的工作电源；单片机模块与湿度传感器51电连接，除湿机53与电源模块

54的AC220V交流电源输出端电连接，电源模块54的输入端与冲电接头55电连接。

[0023] 湿度传感器51、控制器52和除湿机53固定设于箱体1的本体的下仓内，优选固定设

于隔板12的上端面上，且除湿机53位置与前述的箱体1的本体的后侧板的除湿机通风孔16

处相配合，电源模块54固定设于下仓内且位于隔板12的下方，电源模块54靠近前述箱体1的

本体的右侧板的电源散热孔15设置。冲电接头55、输出插座56和输出开关57固定设于前述

的箱体1的本体的左侧板下部的电器安装孔内。

[0024] 湿度传感器51和除湿机53均为市购产品；控制器52的单片机模块主要由AT89C51

型号的单片机构成，继电器采用市购的单刀单掷继电器，单片机模块内置有湿度判断阈值，

单片机内置的程序为简单成熟的现有技术；电源模块54为集成有蓄电池、整流器和逆变器

的市售电源模块，其结构不做详述。

[0025] 电路组件5在使用过程中，湿度传感器51实时检测箱体1的本体内的空气湿度，并

将检测的信号发送给控制器52的单片机模块，单片机模块将实时检测的湿度信号与内置的

湿度判断阈值进行比较，当检测湿度大于阈值时，单片机模块通过控制继电器动作接通除

除湿机53的电源，除湿机53启动开始除湿工作，当除湿后箱体1的本体内的湿度低于阈值

时，除湿机53停止工作，如此循环，从而保证箱体1的本体内的湿度一直低于设定的湿度阈

值，有效解决现有技术中存放于箱体内的各类工器具因受潮后锈蚀、老化所带来的使用寿

命缩短、使用不便及使用时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当抢修现场需要应急电源时，闭合输出开

关57后即可通过输出插座56输出AC220V交流电源；当电源模块54需要冲电时，由冲电接头

55通过配设的导线接市电进行冲电。

[0026] 以上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换和变化而得

到相对应的等同的技术方案，因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均应该归入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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