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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

包括有柜体以及多个相互隔离的抽屉单元，其特

征在于：每个所述抽屉单元包括有抽屉体、所述

抽屉体由底板、垂直设置在该底板上的两侧壁以

及连接两侧壁的支撑板组成以形成一容纳空间，

容纳空间内并排设置有电容器以及电压器，抽屉

体的支撑板上设置有与电容器相连接的断路器

及过载保护器，底板局部开设有通风口，支撑板

除去断路器及过载保护器的部分开设有至少两

个与所述通风口相连通的通孔，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容置有电容器和电压器的

抽屉单元相对柜体为模块化设计，使得抽屉单元

相互之间完全独立，无干扰，另外，每个抽屉单元

的设有用于散热的通风口以及通孔，具有散热性

能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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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包括有柜体(1)以及多个相互隔离的抽屉单元(2)，

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抽屉单元(2)包括有抽屉体、导轨，所述导轨固定设置在相对应地的

抽屉隔板上，所述抽屉体与所述导轨匹配，以使得所述各抽屉单元(2)能相对于各自的导轨

移动，其中，所述抽屉体由底板(21)、垂直设置在该底板(21)上的两侧壁(22)以及连接两侧

壁(22)的支撑板(23)组成以形成一容纳空间，所述容纳空间内并排设置有电容器(3)以及

电压器(4)，所述抽屉体的支撑板(23)上设置有与所述电容器(3)相连接的断路器(231)及

过载保护器(232)，相邻所述抽屉单元(2)通过所述断路器(231)的三线铜排(2311)连接，所

述底板(21)对于所述电容器(3)及电压器(4)的位置局部开设有通风口(211)，所述支撑板

(23)除去所述断路器(231)及过载保护器(232)的部分开设有至少两个与所述通风口(211)

相连通的通孔(23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内设置

有两列的抽屉单元列(20)，每列抽屉单元(2)均包括多个相互隔离的所述抽屉单元(2)，所

述抽屉单列面对面的空间形成冷风道，背对背的空间形成热风道，所述柜体(1)的底部和顶

部分别设有与所述冷风道相连通的送风机构(5)，所述冷风道包括各个所述抽屉单元(2)的

通风口(211)，而所述热通道包括所述通孔(23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送风机构(5)包

括有上盖板(51)和下盖板(52)，所述上盖板(51)局部具有连通所述送风机构(5)的出风口

(511)，所述下盖板(52)具有连通所述送风机构(5)的进风口(521)，所述上盖板(51)与下盖

板(52)的容纳空间中设置所述送风机构(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送风机构(5)包

括有壳体(53)以及设置在所述壳体(53)邻近所述进风口(521)的风扇(54)，其中，所述壳体

(53)邻近所述出风口(511)的上端面具有至少两根根部连接在壳体(53)周缘的支撑杆

(531)，各个所述支撑杆(531)的自由端则连接有电机(55)，所述电机(55)的动力输出端与

所述风扇(54)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53)邻近所

述进风口(521)的下端面设置有网片(56)，所述网片(56)之下连接有加强筋(561)。

6.根据权利要求2～5任意一项所述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

体(1)还包括有用于打开所述抽屉单元列(20)的前柜门(7)和后柜门(8)，所述前柜门(7)和

后柜门(8)上设置有与所述通孔(233)相连通的透气孔(7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对应于

所述导轨的位置设有与该导轨配合的轨道(9)。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9)包括有

连接所述前柜门(7)和后柜门(8)的横撑件(91)，所述横撑件(91)于所述导轨接触的接合面

上设置有至少两个滚动件(93)，对应地所述接合面上沿所述导轨的移动方向设置有至少两

个供所述滚动件(93)露出的安装孔(92)。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动件(93)包括

有安装板(931)以及设置在该安装板(931)上的滚珠(932)，所述安装板(931)覆盖在所述安

装孔(92)之下。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撑件(91)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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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接合面上设置有截面呈“Z”形、并用于防止所述导轨相对所述横撑件(92)震动的防震

件(30)，所述防震件(30)包括有第一水平壁(301)、第二水平壁(302)以及连接第一水平壁

(301)和第二水平壁(302)的竖向壁(303)，所述第一水平壁(301)连接在所述接合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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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设备，尤其涉及一种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

背景技术

[0002] 箱式变压器为整套配电设备，其是由变压器、高压电压控制设德、低压电压控制设

备有机组合而成，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压力启动系统、铠装线、变电站全自动系统、直流点

和相应的技术设备，按照规定顺序进行合理的装配，并将所有的组件安装到特定的防水、防

尘与防鼠等完全密封的钢化箱体结构中，从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变压器。目彰，箱式变压器己

经被广泛应用到电力工程施工之中。箱式变压器需要不停的维护，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需

要，需要对原有的箱式变压器进行更换或者增添容量，但在上述作业过程中是需要停电来

保证作业人员的作业安且，同时整套设备是处于停止工作的状态，只有在设备维修(维护)

好之后才能正常工作，在这过程中居民是处于长时间的停电状态，为其生活带来不便。现有

的箱式变压器中，高压室、变压器室、低压室采用固定方式连接，当其中一部分需要更换进，

需对其整体进行更换，浪费了社会资源，另外高压室内的高压进线柜、高压出线柜以及低压

室内的出线柜、电容柜以及计量进线柜均通过固定方式连接，当其中一部分故障时，需要对

整体进行更换，浪费资源。

[0003] 为此，一申请号为CN20180708304.1(申请公布号为CN108806925A)的中国发明专

利申请《模块化箱式变压器》其公开了一种包括相互可拆卸连接的高压室、变压器室以及低

压室；在高压室、变压器室、低压室上均设有发电车接入端口，在高压室或变压器室或低压

室停止工作时，发电车接入该室所对应的发电车接入端口。通过使用本发明，可以实现以下

效果：高压室、变压器室以及低压室均采用模块化设计，在其中一部分需要维护或维修时，

发电车接入对应的发电车接入端口，大大缩短了停电时间；同时，高压室、变压器室以及低

压室之间可拆卸连接，当需要更换时，只需将其拆卸；高压进线柜、高压出线柜、出线柜、电

容柜以及计量进线柜也采用模块化设计，当其中的柜体出故障时，只需对该柜体进行更换，

节约了成本。上述模块化设计解决了便于对柜体进行维修的问题，但电容柜在运行过程中，

内部传导电流时会产生大量热量，当热量过高时会造成电容柜损坏，为此，需要对电容柜做

好散热工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散热性能好的

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包

括有柜体以及多个相互隔离的抽屉单元，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抽屉单元包括有抽屉体、导

轨，所述导轨固定设置在相对应地的抽屉隔板上，所述抽屉体与所述导轨匹配，以使得所述

各抽屉单元能相对于各自的导轨移动，其中，所述抽屉体由底板、垂直设置在该底板上的两

侧壁以及连接两侧壁的支撑板组成以形成一容纳空间，所述容纳空间内并排设置有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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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电压器，所述抽屉体的支撑板上设置有与所述电容器相连接的断路器及过载保护器，

相邻所述抽屉单元通过所述断路器的三线铜排连接，所述底板对于所述电容器及电压器的

位置局部开设有通风口，所述支撑板除去所述断路器及过载保护器的部分开设有至少两个

与所述通风口相连通的通孔。

[0006] 为了对抽屉单元进行有效地散热，所述柜体内设置有两列的抽屉单元列，每列抽

屉单元均包括多个相互隔离的所述抽屉单元，所述抽屉单列面对面的空间形成冷风道，背

对背的空间形成热风道，所述柜体的底部和顶部分别设有与所述冷风道相连通的送风机

构，所述冷风道包括各个所述抽屉单元的通风口，而所述热通道包括所述通孔。

[0007] 为了便于安装送风机构，所述送风机构包括有上盖板和下盖板，所述上盖板局部

具有连通所述送风机构的出风口，所述下盖板具有连通所述送风机构的进风口，所述上盖

板与下盖板的容纳空间中设置所述送风机构。

[0008] 优选地，所述送风机构包括有壳体以及设置在所述壳体邻近所述进风口的风扇，

其中，所述壳体邻近所述出风口的上端面具有至少两根根部连接在壳体周缘的支撑杆，各

个所述支撑杆的自由端则连接有电机，所述电机的动力输出端与所述风扇相连接。支撑杆

此种设置方式能够在较小的空间中有效地支撑电机以及风扇。

[0009] 为了加强壳体进风口处的强度，所述壳体邻近所述进风口的下端面设置有网片，

所述网片之下连接有加强筋。

[0010] 为了加快抽屉单元列的散热速度，所述柜体还包括有用于打开所述抽屉单元列的

前柜门和后柜门，所述前柜门和后柜门上设置有与所述通孔相连通的透气孔。

[0011] 为了实现抽屉单元的柜体的安装及拆换方便，所述柜体对应于所述导轨的位置设

有与该导轨配合的轨道。

[0012] 优选地，所述轨道包括有连接所述前柜门和后柜门的横撑件，所述横撑件于所述

导轨接触的接合面上设置有至少两个滚动件，对应地所述接合面上沿所述导轨的移动方向

设置有至少两个供所述滚动件露出的安装孔。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滚动件包括有安装板以及设置在该安装板上的滚珠，所述安装板

覆盖在所述安装孔之下。滚珠的设置使得抽屉单元与轨道的摩檫力大大减少，减少安装时

的费用情况。

[0014] 为了防止在安装或拆卸过程中抽屉单元的震动，所述横撑件于所述接合面上设置

有截面呈“Z”形、并用于防止所述导轨相对所述横撑件震动的防震件，所述防震件包括有第

一水平壁、第二水平壁以及连接第一水平壁和第二水平壁的竖向壁，所述第一水平壁连接

在所述接合面上。其中第二水平壁与竖向壁构成防止导轨相对横撑件的震动。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容置有电容器和电压器的抽屉单元相对柜体

为模块化设计，使得抽屉单元相互之间完全独立，无干扰，另外，每个抽屉单元的设有用于

散热的通风口以及通孔，具有散热性能好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容柜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容柜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抽屉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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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轨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图4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容柜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送风机构的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送风机构的另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图7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6] 如图1～9所示，为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本实施例中的低压开关系统智能电容柜

包括有柜体1以及多个相互隔离的抽屉单元2，每个抽屉单元2包括有抽屉体、导轨，导轨固

定设置在相对应地的抽屉隔板上，抽屉体与导轨(图中未显示)匹配，以使得各抽屉单元2能

相对于各自的导轨移动，其中，抽屉体由底板21、垂直设置在该底板21上的两侧壁22以及连

接两侧壁22的支撑板23组成以形成一容纳空间，容纳空间内并排设置有电容器3以及电压

器4，抽屉体的支撑板23上设置有与电容器3相连接的断路器231及过载保护器232，相邻抽

屉单元2通过断路器231的三线铜排2311连接，底板21对于电容器3及电压器4的位置局部开

设有通风口211，支撑板23除去断路器231及过载保护器232的部分开设有至少两个与通风

口211相连通的通孔233。通风口211以及通孔233的设置使得每个抽屉单元2具有较好的散

热性能。

[0027] 为了对抽屉单元2进行有效地散热，柜体1内设置有两列的抽屉单元列20，每列抽

屉单元2均包括多个相互隔离的抽屉单元2，抽屉单列面对面的空间形成冷风道，背对背的

空间形成热风道，柜体1的底部和顶部分别设有与冷风道相连通的送风机构5，冷风道包括

各个抽屉单元2的通风口211，而热通道包括通孔233。该送风机构5包括有上盖板51和下盖

板52，上盖板51局部具有连通送风机构5的出风口511，下盖板52具有连通送风机构5的进风

口521，上盖板51与下盖板52的容纳空间中设置送风机构5。其中，送风机构5包括有壳体53

以及设置在壳体53邻近进风口521的风扇54，壳体53邻近出风口511的上端面具有至少两根

根部连接在壳体53周缘的支撑杆531，各个支撑杆531的自由端则连接有电机55，电机55的

动力输出端与风扇54相连接，支撑杆531此种设置方式能够在较小的空间中有效地支撑电

机55以及风扇54，为了加强壳体53进风口521处的强度，壳体53邻近进风口521的下端面设

置有网片56，网片56之下连接有加强筋561。为了加快抽屉单元列20的散热速度，柜体1还包

括有用于打开所述抽屉单元列20的前柜门7和后柜门8，前柜门7和后柜门8上设置有与通孔

233相连通的透气孔70。

[0028] 为了实现抽屉单元2的柜体1的安装及拆换方便，柜体1对应于导轨的位置设有与

该导轨配合的轨道9，轨道9包括有连接前柜门7和后柜门8的横撑件91，横撑件91于导轨接

触的接合面上设置有至少两个滚动件93，对应地接合面上沿导轨的移动方向设置有至少两

个供滚动件93露出的安装孔92，本实施例的滚动件93包括有安装板931以及设置在该安装

板931上的滚珠932，安装板931覆盖在安装孔92之下，滚珠932的设置使得抽屉单元2与轨道

9的摩檫力大大减少，减少安装时的费用情况。为了防止在安装或拆卸过程中抽屉单元2的

震动，横撑件91于接合面上设置有截面呈“Z”形、并用于防止导轨相对横撑件91震动的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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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30，防震件30包括有第一水平壁301、第二水平壁302以及连接第一水平壁301和第二水平

壁302的竖向壁303，第一水平壁301连接在接合面上，其中第二水平壁302与竖向壁303构成

防止导轨相对横撑件91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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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8

CN 109742665 A

8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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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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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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