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010738.6

(22)申请日 2018.06.28

(73)专利权人 江苏中天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 212299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三茅镇

翠竹北路168号

(72)发明人 苏星　苏文　苏文龙　孙庆　张丽　

(74)专利代理机构 镇江基德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306

代理人 崔娟

(51)Int.Cl.

H02B 1/30(2006.01)

H02B 1/56(2006.01)

H02B 1/28(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

置式开关设备，包括主体，主体的外侧表面设有

PLC控制器，PLC控制器的输入端与外置电源的输

出端电连接，主体的内部上表面设有隔板，隔板

的两侧表面和主体的内侧表面均开设有滑槽，滑

槽内滑动连接有放置板，隔板的侧表面和放置板

的侧表面均开设有通孔，通孔内插接有固定杆，

主体的下表面均匀设置有地脚，地脚的高度不低

于二十公分，主体的侧表面设有防潮装置，主体

的内部下表面设有吸热水箱。本多腔室金属铠装

中置式开关设备，功能丰富，具有散热、通风、防

尘、防潮的功能，可以对电气设备起到良好的防

护作用，延长了使用寿命，同时便于调节，可以根

据使用需要调节腔室大小，使用方便，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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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包括主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1)的外

侧表面设有PLC控制器(2)，PLC控制器(2)的输入端与外置电源的输出端电连接，主体(1)的

内部上表面设有隔板(3)，隔板(3)的两侧表面和主体(1)的内侧表面均开设有滑槽(31)，滑

槽(31)内滑动连接有放置板(32)，隔板(3)的侧表面和放置板(32)的侧表面均开设有通孔

(33)，通孔(33)内插接有固定杆(34)，主体(1)的下表面均匀设置有地脚(9)，地脚(9)的高

度不低于二十公分，主体(1)的侧表面设有防潮装置，主体(1)的内部下表面设有吸热水箱

(56)，且主体(1)的上表面设有散热水箱(5)，散热水箱(5)与吸热水箱(56)之间通过循环管

(51)连通，循环管(51)上设有循环泵(52)，主体(1)的侧表面均匀设置有通风管(4)，通风管

(4)上设有风机(41)，风机(41)的输入端和循环泵(52)的输入端均与PLC控制器(2)的输出

端电连接，主体(1)内设有监测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

装置包括设置在主体(1)内部一侧表面的温度传感器(82)，主体(1)内部的另一侧表面设有

湿度传感器(83)，湿度传感器(83)的输出端和温度传感器(82)的输出端均与PLC控制器(2)

的输入端电连接，主体(1)的外侧表面设有警报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警报

装置包括设置在主体(1)外侧表面的蜂鸣器(8)和指示灯(81)，蜂鸣器(8)的输入端和指示

灯(81)的输入端均与PLC控制器(2)的输出端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潮

装置包括开设在主体(1)侧表面下部的放置槽，放置槽内滑动连接有干燥剂盒(7)，干燥剂

盒(7)的侧表面开设有凹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

水箱(5)的上表面设有安装架(53)，安装架(53)的内侧表面设有安装板(54)，安装板(54)上

设有散热风扇(55)，散热风扇(55)的输入端与PLC控制器(2)的输出端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

管(4)的外侧表面螺纹连接有螺纹套管(42)，螺纹套管(42)的内侧表面设有防尘网(4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

(1)的侧表面铰接有柜门(6)，柜门(6)的侧表面设有把手(62)，把手(62)的侧表面设有防滑

纹。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柜门

(6)的侧表面开设有观察口，观察口内侧设有观察窗(61)。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柜门

(6)的侧表面开设有锁孔(65)，柜门(6)的侧表面滑动连接有与锁孔(65)匹配的锁板(64)，

另一个柜门(6)的侧表面开设有与锁板(64)对应的锁槽(63)。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通

孔(33)的数量不少于三组，且不少于三组的通孔(33)等距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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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中置式开关柜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中置式开关柜，全称为金属铠装中置移开式开关设备。属于高压配电装置，最高工

作电压3.6/7.2/12kV，系三相交流50Hz单母线分段系统或双母线分段系统的户内成套配电

装置。用于接受和配3.6-12kV的网络电能，并对电力电路实行控制保护、监视和测量。中置

式开关柜主要用于发电厂，中小型发电机的送电，电力系统二次变电所的受电、送电，工矿

企事业单位的配电，以及大型高压电动机的起动等。现有的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

备，大部分功能单一，不具备散热、通风、防尘、防潮等作用，缩短了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同

时不易调节，不能根据使用需要调节腔室的大小，使用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的缺陷，提供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

式开关设备，功能丰富，具有散热、通风、防尘、防潮的功能，可以对电气设备起到良好的防

护作用，延长了使用寿命，同时便于调节，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调节腔室大小，使用方便，操作

简单，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

关设备，包括主体，所述主体的外侧表面设有PLC控制器，PLC控制器的输入端与外置电源的

输出端电连接，主体的内部上表面设有隔板，隔板的两侧表面和主体的内侧表面均开设有

滑槽，滑槽内滑动连接有放置板，隔板的侧表面和放置板的侧表面均开设有通孔，通孔内插

接有固定杆，主体的下表面均匀设置有地脚，地脚的高度不低于二十公分，主体的侧表面设

有防潮装置，主体的内部下表面设有吸热水箱，且主体的上表面设有散热水箱，散热水箱与

吸热水箱之间通过循环管连通，循环管上设有循环泵，主体的侧表面均匀设置有通风管，通

风管上设有风机，风机的输入端和循环泵的输入端均与PLC控制器的输出端电连接，主体内

设有监测装置。

[000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监测装置包括设置在主体内部一侧表

面的温度传感器，主体内部的另一侧表面设有湿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端和温度传

感器的输出端均与PLC控制器的输入端电连接，主体的外侧表面设有警报装置。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警报装置包括设置在主体外侧表面的

蜂鸣器和指示灯，蜂鸣器的输入端和指示灯的输入端均与PLC控制器的输出端电连接。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防潮装置包括开设在主体侧表面下部

的放置槽，放置槽内滑动连接有干燥剂盒，干燥剂盒的侧表面开设有凹槽。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散热水箱的上表面设有安装架，安装

架的内侧表面设有安装板，安装板上设有散热风扇，散热风扇的输入端与PLC控制器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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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电连接。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通风管的外侧表面螺纹连接有螺纹套

管，螺纹套管的内侧表面设有防尘网。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主体的侧表面铰接有柜门，柜门的侧

表面设有把手，把手的侧表面设有防滑纹。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柜门的侧表面开设有观察口，观察口

内侧设有观察窗。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柜门的侧表面开设有锁孔，柜门的侧

表面滑动连接有与锁孔匹配的锁板，另一个柜门的侧表面开设有与锁板对应的锁槽。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通孔的数量不少于三组，且不少于三

组的通孔等距离设置。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

功能丰富，具有散热、通风、防尘、防潮的功能，可以对电气设备起到良好的防护作用，延长

了使用寿命，同时便于调节，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调节腔室大小，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放置板

用于放置电气设备，放置板可以在滑槽内滑动调节位置，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调节，通过将固

定杆插入通孔中来固定放置板，调节方便，操作简单，地脚的高度不低于二十公分，可以起

到一定的防潮作用，干燥剂盒用于盛装干燥剂，放置在主体下部的放置槽内，进一步提高了

防潮效果，对设备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通过吸热水箱、散热水箱、循环管和循环泵可以

对主体内部进行水冷散热，提高了散热效果，散热水箱上的散热风扇可以加速散热水箱内

水冷液的冷却，加快了散热速度，通风管和风机用于通风，螺纹套管的内侧表面设有防尘

网，防止通风过程中大量灰尘进入主体内，同时便于拆卸清洗，使用更加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正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主体、2PLC控制器、3隔板、31滑槽、32放置板、33通孔、34固定杆、4通风管、

41风机、42螺纹套管、43防尘网、5散热水箱、51循环管、52循环泵、53安装架、54安装板、55散

热风扇、56吸热水箱、6柜门、61观察窗、62把手、63锁槽、64锁板、65锁孔、7干燥剂盒、71凹

槽、8蜂鸣器、81指示灯、82温度传感器、83湿度传感器、9地脚。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3，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

备，包括主体1，主体1的外侧表面设有PLC控制器2，PLC控制器2的输入端与外置电源的输出

端电连接，所用PLC控制器2的型号为西门子S7-200，主体1的内部上表面设有隔板3，隔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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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侧表面和主体1的内侧表面均开设有滑槽31，滑槽31内滑动连接有放置板32，放置板32

用于放置电气设备，隔板3的侧表面和放置板32的侧表面均开设有通孔33，通孔33的数量不

少于三组，且不少于三组的通孔33等距离设置，通孔33内插接有固定杆34，放置板32可以在

滑槽31内滑动调节位置，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调节，通过将固定杆34插入通孔32中来固定放

置板32，调节方便，操作简单，主体1的下表面均匀设置有地脚9，地脚9的高度不低于二十公

分，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潮作用，主体1的侧表面设有防潮装置，防潮装置包括开设在主体1侧

表面下部的放置槽，放置槽内滑动连接有干燥剂盒7，干燥剂盒7用于盛装干燥剂，放置在主

体1下部的放置槽内，进一步提高了防潮效果，对设备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干燥剂盒7的

侧表面开设有凹槽，便于拉出干燥剂盒7，主体1的内部下表面设有吸热水箱56，且主体1的

上表面设有散热水箱5，散热水箱5与吸热水箱56之间通过循环管51连通，循环管51上设有

循环泵52，通过吸热水箱56、散热水箱5、循环管51和循环泵52可以对主体1内部进行水冷散

热，提高了散热效果，散热水箱5的上表面设有安装架53，安装架53的内侧表面设有安装板

54，安装板54上设有散热风扇55，散热水箱5上的散热风扇55可以加速散热水箱5内水冷液

的冷却，加快了散热速度，散热风扇55的输入端与PLC控制器2的输出端电连接，主体1的侧

表面均匀设置有通风管4，通风管4上设有风机41，风机41的输入端和循环泵52的输入端均

与PLC控制器2的输出端电连接，通风管4和风机41用于通风，通风管4的外侧表面螺纹连接

有螺纹套管42，螺纹套管42的内侧表面设有防尘网43，防止通风过程中大量灰尘进入主体1

内，同时便于拆卸清洗，使用更加方便，主体1内设有监测装置，监测装置包括设置在主体1

内部一侧表面的温度传感器82，主体1内部的另一侧表面设有湿度传感器83，湿度传感器83

的输出端和温度传感器82的输出端均与PLC控制器2的输入端电连接，温度传感器82和湿度

传感器83分别用于检测主体1内的温度和湿度，工作人员通过PLC控制器2上的显示屏即可

查看，主体1的外侧表面设有警报装置，警报装置包括设置在主体1外侧表面的蜂鸣器8和指

示灯81，蜂鸣器8的输入端和指示灯81的输入端均与PLC控制器2的输出端电连接，通过声光

报警可以及时提醒工作人员查看，PLC控制器2控制风机41、循环泵52、散热风扇55、蜂鸣器

8、指示灯81、温度传感器82和湿度传感器83的方式均为现有技术中常用的方法，主体1的侧

表面铰接有柜门6，柜门6的侧表面设有把手62，把手62的侧表面设有防滑纹，柜门6的侧表

面开设有观察口，观察口内侧设有观察窗61，便于实时察看内部情况，柜门6的侧表面开设

有锁孔65，柜门6的侧表面滑动连接有与锁孔65匹配的锁板64，另一个柜门6的侧表面开设

有与锁板64对应的锁槽63，用于锁紧柜门6，该多腔室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设备，功能丰富，

具有散热、通风、防尘、防潮的功能，可以对电气设备起到良好的防护作用，延长了使用寿

命，同时便于调节，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调节腔室大小，使用方便，操作简单。

[0021] 在使用时：根据使用需要，调节放置板32的位置，然后将固定杆34插入到相应的通

孔33内，放置好电气设备，关闭柜门6，操作PLC控制器2，设定好相应参数，打开温度传感器

82和湿度传感器83，温度传感器82和湿度传感器83分别检测主体1内部的温度值和湿度值

并传送相应信号到PLC控制器2，当PLC控制器2判断温度高于设定值时打开循环泵52，循环

泵52通过循环管51循环吸热水箱56和散热水箱5中的水冷液，对主体1内部进行散热；当PLC

控制器2判断湿度高于设定值时，打开风机41，通过通风管4对主体1内通风，通风过程中大

部分灰尘被防尘网43阻挡，防止大量灰尘进入主体1内，对电气设备起到了良好的防护作

用，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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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本实用新型功能丰富，具有散热、通风、防尘、防潮的功能，可以对电气设备起到良

好的防护作用，延长了使用寿命，同时便于调节，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调节腔室大小，使用方

便，操作简单，放置板32用于放置电气设备，放置板32可以在滑槽31内滑动调节位置，可以

根据使用需要调节，通过将固定杆34插入通孔32中来固定放置板32，调节方便，操作简单，

地脚9的高度不低于二十公分，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潮作用，干燥剂盒7用于盛装干燥剂，放置

在主体1下部的放置槽内，进一步提高了防潮效果，对设备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通过吸

热水箱56、散热水箱5、循环管51和循环泵52可以对主体1内部进行水冷散热，提高了散热效

果，散热水箱5上的散热风扇55可以加速散热水箱5内水冷液的冷却，加快了散热速度，通风

管4和风机41用于通风，螺纹套管42的内侧表面设有防尘网43，防止通风过程中大量灰尘进

入主体1内，同时便于拆卸清洗，使用更加方便。

[002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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