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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监控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给出了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它

是由雨帽(1)和箱体(2)构成，箱体(2)侧面的箱

体百叶窗上装有侧扣盖(8)，侧扣盖(8)上部和箱

体(2)之间留有进水口(5)。箱体(2)底部设有溢

水进线孔(36)；箱门(4)内侧资料盒(27)是镂空

的。安装抱箍是中间镂空的双筋结构。雨帽(1)下

面设有雨帽出气口(33)、装有故障指示灯(34)和

电源指示灯(35)。箱门(4)内侧上部设有微动开

关触发支架(25)，箱体(2)内上部设有微动开关

(29)。箱体(2)内左右两边设有立梁(30)。解决了

目前森林火灾监控箱散热、防尘、防水、密封以及

雾水冷凝沉积的排水问题；优化了电器布线；合

理布局了门禁电磁开关；方便维护资料的存取和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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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它是由雨帽(1)和箱体(2)构成，雨帽(1)装在箱体(2)上；箱体

(2)上装有箱门(4)；箱体(2)上装有门锁(12)；箱体(2)下面装有支脚(13)；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箱体(2)侧面的箱体百叶窗上装有侧扣盖(8)，侧扣盖(8)上部和箱体(2)之间留有进水

口(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侧扣盖(8)下面是

侧扣盖进气口(11)，侧扣盖进气口(11)里面装有海绵滤网(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体(2)底部设有

溢水进线孔(36)，溢水进线孔(36)是在进线口边缘设有一个小缺口；

所述的小缺口是圆形小缺口；

所述的小缺口是半圆形小缺口；

所述的小缺口是大半圆形小缺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门(4)内侧设有

资料盒(27)，所述的资料盒(27)是镂空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体(2)背部的背

板(24)上装有背杆，背杆包括上背杆(15)和下背杆(20)；

背杆的安装处是中空的长条状结构，中间是螺栓头钩入孔(16)，两端留有扳手安装开

口(19)；

箱体(2)设有上背杆壁挂孔(18)和下背杆壁挂孔(2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体(2)安装抱箍

是中间镂空的双筋结构，中间是双筋抱箍镂空槽(4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雨帽(1)下面设有

雨帽出气口(33)；

所述的雨帽(1)下面装有故障指示灯(34)和电源指示灯(3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体(2)底部设有

防水接头(14)；

所述的箱体(2)底部设有进气口(32)，底部进气口(32)上设有底部进气口海绵滤网罩

(31)；

所述的箱体(2)背部的设有背部进线孔(2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体(2)内左右两

侧设有立梁(30)，所述的立梁(30)上面设有理线孔；

所述的箱体(2)四条边是箱体防水翻边(23)；

所述的箱门(4)内侧四条边上设有密封条(26)。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门(4)内侧上部

设有微动开关触发支架(25)，箱体(2)内上部设有微动开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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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监控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监控箱，特别是一种森林火灾监控箱。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室外环境风沙灰尘较大，高低温、雨、雪的自然环境对室外监控箱的侵蚀很

大。

[0003] 1 .普通森林火灾监控箱散热孔基本分布于箱体两侧，不能有效实现沙尘、蚊虫的

过滤，尤其是在刮风飘雨时候容易被雨水以及风沙侵蚀灌入，对箱体内电器气设备的稳定

工作有极大的影响，容易造成设备短路漏电的故障隐患。

[0004] 2.普通森林火灾监控箱冬季冷凝雾水在升温后在箱体底部沉积，增加了箱体内部

的空气湿度，容易形成电气短路、断路以及漏电的风险。

[0005] 3.普通森林火灾监控箱，内部资料盒不方便多种尺寸的维护资料的存取，以及凝

露的水珠排流。

[0006] 4.普通抱杆的安装抱箍容易滑脱，且施工时候抱箍会弄伤杆体保护层。

[0007] 5.普通森林火灾监控箱的工作状态监控箱外部没有指示。

[0008] 6.普通森林火灾监控箱结构不方便增设远程门禁控制开关。

发明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有效地解决了目前森林火灾监控箱散热、防尘、

防水和密封问题，解决了雾水冷凝沉积的排水问题；优化了电器布线，方便了辅助设备安装

和维护；合理布局了门禁电磁开关，以较低成本实现了门禁的电磁开关安装；方便维护资料

的存取和保护。

[0010] 本实用新型的发明内容是：它是由雨帽和箱体构成，雨帽装在箱体上；箱体上装有

箱门；箱体上装有门锁；箱体下面装有支脚；箱体侧面的箱体百叶窗上装有侧扣盖。

[0011] 侧扣盖上部和箱体之间留有进水口；

[0012] 侧扣盖下面是侧扣盖进气口，侧扣盖进气口里面装有海绵滤网。

[0013] 箱体底部设有溢水进线孔，溢水进线孔是在进线口边缘设有一个小缺口；

[0014] 小缺口是圆形小缺口；

[0015] 小缺口是半圆形小缺口；

[0016] 小缺口是大半圆形小缺口。

[0017] 箱门内侧设有资料盒，资料盒是镂空的。

[0018] 箱体背部的背板上装有背杆，背杆包括上背杆和下背杆；

[0019] 背杆的安装处是中空的长条状结构，中间是螺栓头钩入孔；两端留有扳手安装开

口。

[0020] 抱箍是中间镂空的双筋结构。

[0021] 箱体设有上背杆壁挂孔和下背杆壁挂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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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雨帽下面设有雨帽出气口；

[0023] 雨帽下面装有故障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

[0024] 箱体底部设有防水接头；

[0025] 箱体底部设有进气口，底部进气口上设有底部进气口海绵滤网罩。

[0026] 箱体背部的设有背部进线孔。

[0027] 箱体四条边是箱体防水翻边。

[0028] 箱门内侧上部设有微动开关触发支架，箱体内上部设有微动开关。

[0029] 箱门内侧的四条边设有密封条。

[0030] 箱体内左右两侧设有立梁，立梁上面设有理线孔。

[0031] 箱门内侧设置有资料盒；资料盒是镂空的。

[0032] 使用的时候，雨帽装在箱体上；箱体侧面的箱体百叶窗上装有侧扣盖。侧扣盖用侧

扣盖锁紧螺丝固定在箱体侧面的箱体百叶窗上，侧扣盖上部和箱体之间留有进水口。

[0033] 侧扣盖下面是侧扣盖进气口，侧扣盖进气口里面装有海绵滤网；海绵滤网用海绵

滤网顶紧螺丝固定在箱体上。

[0034] 雨帽下面设有雨帽出气口。

[0035] 侧面散热百叶窗的防护型侧扣盖避免飘雨侵入箱体，侧扣盖上部和箱体侧面之间

留有的进水口，可以让雨水沿着箱体外壁垂直流过侧面散热百叶窗的散热孔，自然冲洗侧

扣盖底部进气口上面的海绵滤网，实现了自然清洗。空气从侧扣盖进气口，经过海绵滤网，

经过百叶窗进入箱体，内部电器件的发热带动热气流上升经过箱体顶部雨帽下沿的雨帽出

气口排出形成循环，实现散热。

[0036] 箱体底部设有溢水进线孔；溢水进线孔的结构是在进线口边缘设有一个小缺口；

[0037] 小缺口是圆形小缺口；

[0038] 小缺口是半圆形小缺口；

[0039] 小缺口是大半圆形小缺口；

[0040] 冬季冷凝雾水在箱体内部积水，从底部的溢水进线孔排出，利于积水排出，保障设

备用电安全。

[0041] 箱体内左右两侧设有立梁，立梁上面设有理线孔。电器元件的走线固定在立梁的

理线孔，正面布线整齐，一目了然，提高维护人员工作效率，降低电气火灾和故障几率。

[0042] 箱门内侧上部设有微动开关触发支架，箱体内上部设有微动开关；可实现关门和

开门的电磁感应。

[0043] 箱门内侧设有资料盒，资料盒是镂空的，镂空处方便各种规格的说明书检修卡存

取；有利于凝露的水珠排流。

[0044] 箱体底部设有防水接头；

[0045] 箱体底部设有进气口，底部进气口上设有底部进气口海绵滤网罩；能使监控箱内

的热量及时得到对流，保护了电器设备，延长了监控箱的使用寿命。

[0046] 箱体背部的设有背部进线孔；

[0047] 箱体背部的背板上装有背杆，背杆包括上背杆和下背杆；

[0048] 背杆的安装处是中空的长条状结构，中间是螺栓头钩入孔；两端留有扳手安装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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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抱箍是中间镂空的双筋结构。

[0050] 为了防止抱杆森林火灾监控箱滑脱和抱箍施工弄伤杆体，抱箍是中间镂空的双筋

结构，使抱箍抱紧力量分散两条筋带上，形成两条筋抱紧作用力，有效防止了滑脱和弄伤杆

体情况，提高了抱箍抱紧系数。

[0051] 箱体设有上背杆壁挂孔和下背杆壁挂孔。适用于箱体挂在墙壁上，方便监控箱固

定协调。

[0052] 箱体的四条边是箱体防水翻边；可以防止雨水进入。

[0053] 雨帽下面装有故障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

[0054] 抱箍用抱箍锁紧螺杆和抱箍锁紧螺母固定在监控杆上。

[0055]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0056] 1 .设置侧面散热百叶窗的防护型侧扣盖，避免飘雨侵入箱体。侧扣盖上部和箱体

侧面之间留有的进水口，可以让雨水沿着箱体外壁垂直流过侧面散热百叶窗的散热孔，自

然冲洗侧扣盖底部进气口上面海绵滤网，实现了自然清洗；空气从侧扣盖底部进气口进入，

经过海绵滤网，经过百叶窗进入箱体，内部电器件的发热带动热气流上升经过箱体顶部防

雨帽下沿的雨帽出气口排出形成循环，实现散热。

[0057] 2.森林火灾监控箱冬季冷凝雾水在箱体内部积水，底部的溢水进线孔旁边的小缺

口利于积水排出，保障设备用电安全。

[0058] 3.箱门内侧设置有资料盒；资料盒是镂空的，镂空处方便各种规格的说明书检修

卡存取；有利于凝露的水珠排流。

[0059] 4.抱箍中间镂空的双筋结构，使抱箍的抱紧力量分散在两条筋带上，形成抱箍的

两条筋抱紧作用力，有效防止了滑脱和弄伤杆体情况，提高了抱箍的抱紧系数。

[0060] 5.箱体上设有立梁，可将电器元件的走线固定在立梁的进线孔，正面布线整齐，一

目了然，提高维护人员工作效率，降低电气火灾和故障几率。

[0061] 6.箱体设置有门禁电磁开关，在箱门内侧上部设有微动开关触发支架，箱体内上

部设有微动开关。可实现关门和开门的电磁感应。

[0062] 7.在箱体雨帽下沿设置故障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既可以防雨也能一目了然知晓

设备工作正常与否。

附图说明

[0063] 图1是本实用新型正面结构示意图；

[0064] 图2是本实用新型背面结构示意图；

[0065] 图3是本实用新型右面结构示意图；

[0066] 图4是本实用新型内部结构示意图；

[0067] 图5是本实用新型底部结构示意图；

[0068] 图6是本实用新型使用状态右面结构示意图。

[0069] 图中1.雨帽，2.箱体，3.铰链，4.箱门，5.进水口，6.侧扣盖锁紧螺丝，  7.箱体百叶

窗进气口，8.侧扣盖，9.海绵滤网，10.海绵滤网顶紧螺丝，  11.侧扣盖进气口，12.门锁，13.

支脚，14.防水接头，15.上背杆，  16.螺栓头钩入孔，17.最大抱杆行程止点，18.上背杆壁挂

孔，  19.扳手安装开口，20.下背杆，21.下背杆壁挂孔，22.背部进线孔，  23.箱体防水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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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背板，25.微动开关触发支架，26.密封条，  27.资料盒，28.地线螺栓，29.微动开关，30.

立梁，  31.底部进气口海绵滤网罩，32.底部进气口，33.雨帽出气口，  34.故障指示灯，35.

电源指示灯，36.溢水进线孔，37.抱箍锁紧螺杆，  38.抱箍，39.抱箍锁紧螺母，40.监控杆，

41.双筋抱箍镂空槽。

[007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71] 本实用新型是由雨帽(1)和箱体(2)构成，雨帽(1)装在箱体(2)上；箱体(2)上装有

箱门(4)；箱体(2)上装有门锁(12)；箱体(2)下面装有支脚(13)；箱体(2)侧面的箱体百叶窗

上装有侧扣盖(8)。

[0072] 侧扣盖(8)上部和箱体(2)之间留有进水口(5)；

[0073] 侧扣盖(8)下面是侧扣盖进气口(11)，侧扣盖进气口(11)里面装有海绵滤网(9)。

[0074] 箱体(2)底部设有溢水进线孔(36)，溢水进线孔(36)是在进线口边缘设有一个小

缺口；

[0075] 小缺口是圆形小缺口；

[0076] 小缺口是半圆形小缺口；

[0077] 小缺口是大半圆形小缺口。

[0078] 箱门(4)内侧设有资料盒(27)，资料盒(27)是镂空的。

[0079] 箱体(2)背部的背板(24)上装有背杆，背杆包括上背杆(15)和下背杆  (20)；

[0080] 背杆的安装处是中空的长条状结构，中间是螺栓头钩入孔(16)；两端留有扳手安

装开口(19)。

[0081] 抱箍是中间镂空的双筋结构，中间是双筋抱箍镂空槽(41)。

[0082] 箱体(2)设有上背杆壁挂孔(18)和下背杆壁挂孔(21)。

[0083] 雨帽(1)下面设有雨帽出气口(33)；

[0084] 雨帽(1)下面装有故障指示灯(34)和电源指示灯(35)。

[0085] 箱体(2)底部设有防水接头(14)。

[0086] 箱体(2)底部设有进气口(32)，底部进气口(32)上设有底部进气口海绵滤网罩

(31)。

[0087] 箱体(2)背部的设有背部进线孔(22)。

[0088] 箱体(2)四条边是箱体防水翻边(23)。

[0089] 箱门(4)内侧上部设有微动开关触发支架(25)，箱体(2)内上部设有微动开关

(29)。

[0090] 箱门(4)四条边内侧设有密封条(26)。

[0091] 箱体(2)内左右两侧设有立梁(30)，立梁(30)上面设有理线孔。

[0092] 箱门(4)内侧设置有资料盒(27)；资料盒(27)是镂空的。

[0093] 使用的时候，雨帽(1)装在箱体(2)上；箱体(2)侧面的箱体百叶窗上装有侧扣盖

(8)。侧扣盖(8)用侧扣盖锁紧螺丝(6)固定在箱体(2)侧面的箱体百叶窗上，侧扣盖(8)上部

和箱体(2)之间留有进水口(5)。

[0094] 侧扣盖(8)下面是侧扣盖进气口(11)，侧扣盖进气口(11)里面装有海绵滤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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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滤网(9)用海绵滤网顶紧螺丝(10)固定在箱体(2)上。

[0095] 雨帽(1)下面设有雨帽出气口(33)。

[0096] 侧面散热百叶窗的防护型侧扣盖(8)避免飘雨侵入箱体(2)，侧扣盖(8)  上部和箱

体(2)侧面之间留有的进水口(5)，可以让雨水沿着箱体(2)外壁垂直流过侧面散热百叶窗

的散热孔，自然冲洗侧扣盖(8)底部进气口上面的海绵滤网(9)，实现了自然清洗。空气从侧

扣盖进气口(11)，经过海绵滤网(9)，经过百叶窗进入箱体(2)，内部电器件的发热带动热气

流上升经过箱体(2)顶部雨帽(1)下沿的雨帽出气口(33)排出形成循环，实现散热。

[0097] 箱体(2)底部设有溢水进线孔(36)；溢水进线孔(36)的结构是在进线口边缘设有

一个小缺口；

[0098] 小缺口是圆形小缺口；

[0099] 小缺口是半圆形小缺口；

[0100] 小缺口是大半圆形小缺口；

[0101] 冬季冷凝雾水在箱体(2)内部积水，从底部的溢水进线孔(36)排出，利于积水排

出，保障设备用电安全。

[0102] 箱体(2)内左右两侧设有立梁(30)，立梁(30)上面设有理线孔。电器元件的走线固

定在立梁的理线孔，正面布线整齐，一目了然，提高维护人员工作效率，降低电气火灾和故

障几率。

[0103] 箱门(4)内侧上部设有微动开关触发支架(25)，箱体(2)内上部设有微动开关

(29)；可实现关门和开门的电磁感应。

[0104] 箱门(4)内侧设有资料盒(27)，资料盒(27)是镂空的，镂空处方便各种规格的说明

书检修卡存取；有利于凝露的水珠排流。

[0105] 箱体(2)底部设有防水接头(14)；

[0106] 箱体(2)底部设有进气口(32)，底部进气口(32)上设有底部进气口海绵滤网罩

(31)；能使监控箱内的热量及时得到对流，保护了电器设备，延长了监控箱的使用寿命。

[0107] 箱体(2)背部的设有背部进线孔(22)；

[0108] 箱体(2)背部的背板(24)上装有背杆，背杆包括上背杆(15)和下背杆  (20)；

[0109] 背杆的安装处是中空的长条状结构，中间是螺栓头钩入孔(16)；两端留有扳手安

装开口(19)。

[0110] 抱箍是中间镂空的双筋结构，中间是双筋抱箍镂空槽(41)。

[0111] 为了防止抱杆森林火灾监控箱滑脱和抱箍施工弄伤杆体，抱箍是中间镂空的双筋

结构，使抱箍抱紧力量分散两条筋带上，形成两条筋抱紧作用力，有效防止了滑脱和弄伤杆

体情况，提高了抱箍抱紧系数。

[0112] 箱体(2)设有上背杆壁挂孔(18)和下背杆壁挂孔(21)。适用于箱体(2)  挂在墙壁

上，方便固定协调。

[0113] 箱体(2)四条边是箱体防水翻边(23)；可以防止雨水进入。

[0114] 雨帽(1)下面装有故障指示灯(34)和电源指示灯(35)；

[0115] 抱箍(38)用抱箍锁紧螺杆(37)和抱箍锁紧螺母(39)固定在监控杆(4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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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8

CN 211531497 U

8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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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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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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