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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箱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力箱，其结构包括面

板、前盖、箱体、卡合机构，面板前表面与前盖上

端相铰接，面板固定安装在箱体前端，将箱体安

装进入墙体预留的安装空间内部，通过在进行挤

压进入的过程中，对传输管内部进行气体压缩，

使得伸缩管进行延伸，将侧板进行外顶，侧板与

墙体内壁的两侧进行抵触，同时通过撑杆对弹簧

进行弹性挤压，使得顶板机构在墙体内壁的上侧

进行抵触，墙体内壁上侧的尘土进入板体内部，

防止尘土覆盖在箱体表面，对尺寸稍有偏差的预

留空间进行快速安装，箱体内部一旦发生线路问

题时，通过拉动面板，使得移动槽顺着块体进行

滑动，将箱体从墙体内部抽出，便于对箱体内部

设备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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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力箱，其结构包括面板（1）、前盖（2）、箱体（3）、卡合机构（4），所述面板（1）前

表面与前盖（2）上端相铰接，所述面板（1）固定安装在箱体（3）前端，所述箱体（3）外部安装

有卡合机构（4），其特征在于：

所述卡合机构（4）上设有外顶机构（41）、滑动机构（42），所述外顶机构（41）共设有两

个，并且外顶机构（41）分别位于箱体（3）外部两侧，所述滑动机构（42）共设有六个，并且均

分为两组，两组分别固定安装在箱体（3）外部两侧，所述外顶机构（41）与滑动机构（42）相固

定；

所述外顶机构（41）包括侧板（411）、气顶机构（412）、弹簧（413）、撑杆（414）、顶板机构

（415），所述侧板（411）靠近箱体（3）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气顶机构（412），所述气顶机构（412）

靠近箱体（3）的一侧与滑动机构（42）相固定，所述侧板（411）上端内部安装有弹簧（413），所

述弹簧（413）顶端与撑杆（414）下端相固定，并且撑杆（414）下端间隙配合安装在侧板（411）

内部，所述撑杆（414）上表面与顶板机构（415）底部相固定；

所述气顶机构（412）包括连接块（12a）、传输管（12b）、伸缩管（12c），所述连接块（12a）

内部安装有传输管（12b），所述传输管（12b）远离箱体（3）的一端与伸缩管（12c）靠近箱体

（3）的一端相固定并且相贯通，所述伸缩管（12c）固定安装在连接块（12a）远离箱体（3）的一

端，所述伸缩管（12c）间隙配合安装在侧板（411）内部；

所述顶板机构（415）包括上顶板（15a）、传导管（15b）、固定管套（15c）、收集箱（15d），所

述上顶板（15a）下表面与撑杆（414）顶端相固定，所述上顶板（15a）下端中部设有传导管

（15b），所述传导管（15b）下端间隙配合安装在固定管套（15c）内部，所述固定管套（15c）固

定安装在收集箱（15d）上端并且与收集箱（15d）相贯通，所述固定管套（15c）的内径与传导

管（15b）的外径相匹配，使得传导管（15b）更好地在固定管套（15c）内部进行竖直滑动，所述

传导管（15b）呈上宽下窄的结构，防止上面的灰尘发生倒流；

所述上顶板（15a）上设有板体（a1）、吸盘（a2）、凹槽（a3），所述板体（a1）下端中部与传

导管（15b）上端相固定，所述板体（a1）左右两端均设有吸盘（a2），所述凹槽（a3）呈弧形凹槽

结构，传导管（15b）与凹槽（a3）相连通，利于对灰尘进行导向，将灰尘排入传导管（15b）内

部；

所述滑动机构（42）上设有移动槽（421）、导杆（422）、固定机构（423），所述移动槽（421）

靠近箱体（3）的一侧固定安装在箱体（3）外部，所述移动槽（421）内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

导杆（422），所述固定机构（423）与导杆（422）间隙配合安装；

所述固定机构（423）包括块体（23a）、钢球（23b）、固定杆（23c），所述块体（23a）滑动安

装在移动槽（421）内部，所述块体（23a）靠近箱体（3）的一侧的上下两端均间隙配合有钢球

（23b），所述钢球（23b）内部均间隙配合有固定杆（23c），所述固定杆（23c）固定安装在移动

槽（421）靠近箱体（3）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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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箱领域，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涉及到一种电力箱。

背景技术

[0002] 家庭住宅的电力箱一般暗装电力箱，将电力箱的箱体嵌入墙体内部进行固定，可

以节约空间，减低安全隐患，并且更加的美观，但是由于暗装电力箱的箱内嵌入在墙体内

部，需要在墙面上预留出安装空间，安装空间与电力箱的箱体尺寸要十分紧密，导致安装过

程中更加繁琐，并且电力箱内部线路出现问题时，还需要将电力箱箱体从墙体内部拆出，导

致墙体内壁发生松动，影响暗装电力箱与墙体连接处的美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实现技术目的所的技术方案是：该一种电力箱，其结构包括面板、前盖、箱

体、卡合机构，所述面板前表面与前盖上端相铰接，所述面板固定安装在箱体前端，所述箱

体外部安装有卡合机构，所述卡合机构上设有外顶机构、滑动机构，所述外顶机构共设有两

个，并且外顶机构分别位于箱体外部两侧，所述滑动机构共设有六个，并且均分为两组，两

组分别固定安装在箱体外部两侧，所述外顶机构与滑动机构相固定。

[000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外顶机构包括侧板、气顶机构、弹簧、撑杆、顶板机

构，所述侧板靠近箱体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气顶机构，所述气顶机构靠近箱体的一侧与滑动

机构相固定，所述侧板上端内部安装有弹簧，所述弹簧顶端与撑杆下端相固定，并且撑杆下

端间隙配合安装在侧板内部，所述撑杆上表面与顶板机构底部相固定，所述侧板中端设有

弧形凹槽，所述气顶机构共设有三个，并且均匀设在侧板左侧面的上中下三个方位上。

[000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气顶机构包括连接块、传输管、伸缩管，所述连接

块内部安装有传输管，所述传输管远离箱体的一端与伸缩管靠近箱体的一端相固定并且相

贯通，所述伸缩管固定安装在连接块远离箱体的一端，所述伸缩管间隙配合安装在侧板内

部，所述传输管呈进口端宽出口端窄的结构，所述伸缩管橡胶材质，具有一定的回弹性，并

且呈褶皱型结构。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顶板机构包括上顶板、传导管、固定管套、收集箱，

所述上顶板下表面与撑杆顶端相固定，所述上顶板下端中部设有传导管，所述传导管下端

间隙配合安装在固定管套内部，所述固定管套固定安装在收集箱上端并且与收集箱相贯

通，所述固定管套的内径与传导管的外径相匹配，所述传导管呈上宽下窄的结构。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上顶板上设有板体、吸盘、凹槽，所述板体下端中

部与传导管上端相固定，所述板体左右两端均设有吸盘，所述板体内部中间位置嵌有凹槽，

所述板体呈凹槽框型结构，所述凹槽呈弧形凹槽结构。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滑动机构上设有移动槽、导杆、固定机构，所述移

动槽靠近箱体的一侧固定安装在箱体外部，所述移动槽内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导杆，所

述移动槽内部滑动安装有固定机构，所述固定机构与导杆间隙配合安装，所述移动槽呈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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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结构，并且移动槽与导杆均铝材质，并且形成鳍片结构，所述固定机构呈框型结构，并且

固定机构中端的中空与导杆的高度相匹配。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固定机构包括块体、钢球、固定杆，所述块体滑动

安装在移动槽内部，所述块体左端与钢球间隙配合安装，所述固定杆间隙配合安装在钢球

内部，所述固定杆固定安装在移动槽左侧内壁，所述钢球和固定杆共设有十个，并且五个为

一组，与块体左侧内部上端两端进行滑动连接。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1] 1 .将箱体安装进入墙体预留的安装空间内部，通过在进行挤压进入的过程中，对

传输管内部进行气体压缩，这时气压在伸缩管内部进行传输，使得伸缩管进行延伸，通过伸

缩管的橡胶弹性，将侧板进行外顶，侧板与墙体内壁的两侧进行抵触，同时通过撑杆对弹簧

进行弹性挤压，使得顶板机构在墙体内壁的上侧进行抵触，同时传导管在固定管套内部进

行滑动，通过吸盘进行吸附，墙体内壁上侧的尘土进入板体内部，通过凹槽排进传导管内

部，防止尘土覆盖在箱体表面，对尺寸稍有偏差的预留空间进行快速安装。

[0012] 2.通过移动槽和导杆的铝材质和形成的鳍片结构，可以更好的对箱体内部进行散

热，箱体内部一旦发生线路问题时，通过拉动面板，使得移动槽顺着块体进行滑动，通过固

定杆对钢球进行中轴心固定，钢球进行转动，提高移动槽与块体之间进行滑动的顺滑度，将

箱体从墙体内部抽出，便于对箱体内部设备进行维修。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电力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一种卡合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一种外顶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一种气顶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一种顶板机构的侧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一种上顶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一种滑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为本发明一种固定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面板‑1、前盖‑2、箱体‑3、卡合机构‑4、外顶机构‑41、滑动机构‑42、侧板‑

411、气顶机构‑412、弹簧‑413、撑杆‑414、顶板机构‑415、连接块‑12a、传输管‑12b、伸缩管‑

12c、上顶板‑15a、传导管‑15b、固定管套‑15c、收集箱‑15d、板体‑a1、吸盘‑a2、凹槽‑a3、移

动槽‑421、导杆‑422、固定机构‑423、块体‑23a、钢球‑23b、固定杆‑23c。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附图1至附图6所示：

[0025] 本发明一种电力箱，其结构包括面板1、前盖2、箱体3、卡合机构4，所述面板1前表

面与前盖2上端相铰接，所述面板1固定安装在箱体3前端，所述箱体3外部安装有卡合机构

4，所述卡合机构4上设有外顶机构41、滑动机构42，所述外顶机构41共设有两个，并且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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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41分别位于箱体3外部两侧，所述滑动机构42共设有六个，并且均分为两组，两组分别

固定安装在箱体3外部两侧，所述外顶机构41与滑动机构42相固定。

[0026] 其中，所述外顶机构41包括侧板411、气顶机构412、弹簧413、撑杆414、顶板机构

415，所述侧板411靠近箱体3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气顶机构412，所述气顶机构412靠近箱体3

的一侧与滑动机构42相固定，所述侧板411上端内部安装有弹簧413，所述弹簧413顶端与撑

杆414下端相固定，并且撑杆414下端间隙配合安装在侧板411内部，所述撑杆414上表面与

顶板机构415底部相固定，所述侧板411中端设有弧形凹槽，使得侧板411的上下两端更好的

与墙壁内侧进行贴合，所述气顶机构412共设有三个，并且均匀设在侧板411左侧面的上中

下三个方位上，更好的带动侧板411进行平稳的移动。

[0027] 其中，所述气顶机构412包括连接块12a、传输管12b、伸缩管12c，所述连接块12a内

部安装有传输管12b，所述传输管12b远离箱体3的一端与伸缩管12c靠近箱体3的一端相固

定并且相贯通，所述伸缩管12c固定安装在连接块12a右端，所述伸缩管12c间隙配合安装在

侧板411内部，所述传输管12b呈进口端宽出口端窄的结构，更好的进行气压传输，所述伸缩

管12c橡胶材质，具有一定的回弹性，并且呈褶皱型结构，通过伸缩管12c进行延伸利于对侧

板411进行外顶。

[0028] 其中，所述顶板机构415包括上顶板15a、传导管15b、固定管套15c、收集箱15d，所

述上顶板15a下表面与撑杆414顶端相固定，所述上顶板15a下端中部设有传导管15b，所述

传导管15b下端间隙配合安装在固定管套15c内部，所述固定管套15c固定安装在收集箱15d

上端并且与收集箱15d相贯通，所述固定管套15c的内径与传导管15b的外径相匹配，使得传

导管15b更好地在固定管套15c内部进行竖直滑动，所述传导管15b呈上宽下窄的结构，防止

上面的灰尘发生倒流。

[0029] 其中，所述上顶板15a上设有板体a1、吸盘a2、凹槽a3，所述板体a1下端中部与传导

管15b上端相固定，所述板体a1左右两端均设有吸盘a2，所述板体a1内部中间位置嵌有凹槽

a3，所述凹槽a3呈弧形凹槽结构，所述传导管15b与凹槽a3相连通，利于对灰尘进行导向，将

灰尘排入传导管15b内部。

[0030]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31] 本发明中，将箱体3安装进入墙体预留的安装空间内部，通过在进行挤压进入的过

程中，对传输管12b内部进行气体压缩，这时气压在伸缩管12c内部进行传输，使得伸缩管

12c进行延伸，通过伸缩管12c的橡胶弹性，将侧板411进行外顶，侧板411与墙体内壁的两侧

进行抵触，同时通过撑杆414对弹簧413进行弹性挤压，使得顶板机构415在墙体内壁的上侧

进行抵触，同时传导管15b在固定管套15c内部进行滑动，通过吸盘a2进行吸附，墙体内壁上

侧的尘土进入板体a1内部，通过凹槽a3排进传导管15b内部，防止尘土覆盖在箱体3表面，对

尺寸稍有偏差的预留空间进行快速安装。

[0032] 实施例2：

[0033] 如附图7至附图8所示：

[0034] 其中，所述滑动机构42上设有移动槽421、导杆422、固定机构423，所述移动槽421

靠近箱体3的一侧固定安装在箱体3外部，所述移动槽421内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导杆

422，所述移动槽421内部滑动安装有固定机构423，所述固定机构423与导杆422间隙配合安

装，所述移动槽421呈框型结构，并且移动槽421与导杆422均铝材质，并且形成鳍片结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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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箱体3内部的电力设备进行散热，所述固定机构423呈框型结构，并且固定机构423中端

的中空与导杆422的高度相匹配，利于移动槽421与导杆422顺着固定机构423滑动。

[0035] 其中，所述固定机构423包括块体23a、钢球23b、固定杆23c，所述块体23a滑动安装

在移动槽421内部，所述块体23a左端与钢球23b间隙配合安装，所述固定杆23c间隙配合安

装在钢球23b内部，所述固定杆23c固定安装在移动槽421左侧内壁，所述钢球23b和固定杆

23c共设有十个，并且五个为一组，与块体23a左侧内部上端两端进行滑动连接，提高移动槽

421与块体23a之间进行滑动的顺滑度。

[0036]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37] 本发明中，通过移动槽421和导杆422的铝材质和形成的鳍片结构，可以更好的对

箱体3内部进行散热，箱体3内部一旦发生线路问题时，通过拉动面板1，使得移动槽421顺着

块体23a进行滑动，通过固定杆23c对钢球23b进行中轴心固定，钢球23b进行转动，提高移动

槽421与块体23a之间进行滑动的顺滑度，将箱体3从墙体内部抽出，便于对箱体3内部设备

进行维修。

[0038]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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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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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111355168 B

10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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