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1053064.4

(22)申请日 2021.09.09

(71)申请人 安佰秀

地址 266400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

路山东科技大学

(72)发明人 安佰秀　

(51)Int.Cl.

E04H 5/04(2006.01)

H02B 1/28(2006.01)

H01F 7/02(2006.01)

H01F 7/0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

包括钢结构配电室、密封门、换气箱、换气槽、一

号支撑架、二号支撑架、一号电磁铁、一号换气

槽、二号换气槽、滑动支撑架、滑动换气槽、滑动

永磁铁、密封橡胶塞、限位部分、动作部分，所述

钢结构配电室左部安装有密封门，所述钢结构配

电室左右两部各安装有换气箱，两所述换气箱呈

对称设置，两所述换气箱内分别贯穿有多个换气

槽。本发明具备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的双重控制

方式，当积水进入储液槽内达到一定数量时，能

够通过密封橡胶塞对二号换气槽的插接来实现

自动密封功能，从而防止外界积水继续进入损坏

内部电器，而通过远程控制也能够实现密封橡胶

塞对二号换气槽的插接，继而预先防止雨水进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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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包括钢结构配电室（1）、密封门（2）、换气箱（3）、换气槽

（4）、一号支撑架（5）、二号支撑架（6）、一号电磁铁（7）、一号换气槽（8）、二号换气槽（9）、滑

动支撑架（10）、滑动换气槽（11）、滑动永磁铁（12）、密封橡胶塞（13）、限位部分（14）、动作部

分（15），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结构配电室（1）左部安装有密封门（2），所述钢结构配电室（1）

左右两部各安装有换气箱（3），两所述换气箱（3）呈对称设置，两所述换气箱（3）内分别贯穿

有多个换气槽（4），两所述换气箱（3）内分别固定有一号支撑架（5）和二号支撑架（6），两所

述一号支撑架（5）前后两部各固定有一号电磁铁（7），两所述一号支撑架（5）中部分别贯穿

有一号换气槽（8），两所述二号支撑架（6）上下两部各贯穿有二号换气槽（9），两所述换气箱

（3）内部分别滑动连接有滑动支撑架（10），两所述滑动支撑架（10）中部分别贯穿有滑动换

气槽（11），两所述滑动支撑架（10）前后两部各固定有滑动永磁铁（12），两所述滑动支撑架

（10）对称固定有密封橡胶塞（13），两所述换气箱（3）上部共同固定有限位部分（14），两所述

换气箱（3）底部共同固定有动作部分（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部分（14）

包括传动箱（16）、一号滑槽（17）、二号滑槽（18）、三号滑槽（19）、一号楔形滑块（20）、一号弹

簧（21）、一号插槽（22）、二号楔形滑块（23）、二号弹簧（24）、三号楔形滑块（25）、三号弹簧

（26），两所述换气箱（3）顶端分别固定有传动箱（16），两所述传动箱（16）呈对称设置，且内

部设有一号滑槽（17）、二号滑槽（18）和三号滑槽（19），两所述二号滑槽（18）分别与一号滑

槽（17）和三号滑槽（19）相连通，两所述一号滑槽（17）内部分别滑动连有一号楔形滑块

（20），两所述一号楔形滑块（20）顶端分别固定有多个一号弹簧（21），各所述一号弹簧（21）

顶端分别与一号滑槽（17）内壁顶端相固定，两所述一号楔形滑块（20）上部分别贯穿有一号

插槽（22），两所述二号滑槽（18）内部滑动连接有二号楔形滑块（23），两所述二号楔形滑块

（23）对称固定有多个二号弹簧（24），各所述二号弹簧（24）末端分别与二号滑槽（18）内壁相

固定，两所述三号滑槽（19）内部分别滑动连接有三号楔形滑块（25），两所述三号楔形滑块

（25）顶端分别固定有多个三号弹簧（26），各所述三号弹簧（26）顶端分别与三号滑槽（19）内

壁顶端相固定，两所述三号楔形滑块（25）分别与两二号楔形滑块（23）相楔形滑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其特征在于：所述动作部分（15）

包括储液槽（27）、轴承座（28）、支撑轴（29）、一号支撑臂（30）、二号支撑臂（31）、传动齿轮

（32）、支撑杆（33）、支撑板（34）、永磁铁（35）、自复位开关（36）、导向轨（37）、排液管（38）、密

封螺帽（39）、方形空心浮筒（40）、传动齿条（41）、按压板（42），两所述换气箱（3）底端分别固

定有储液槽（27），两所述换气箱（3）前后两部各固定有轴承座（28），两所述换气箱（3）内通

过轴承座（28）转动连接有支撑轴（29），两所述换气箱（3）前后两部各固定有一号支撑臂

（30）和二号支撑臂（31），两所述支撑轴（29）前后两部各固定有传动齿轮（32）和支撑杆

（33），各所述支撑杆（33）末端分别固定有支撑板（34），各所述支撑板（34）末端分别固定有

永磁铁（35），两所述换气箱（3）内壁顶端分别固定有多个自复位开关（36），两所述储液槽

（27）前后两部各固定有导向轨（37），两所述储液槽（27）底部分别固定有排液管（38），两所

述排液管（38）外壁分别螺纹连接有密封螺帽（39），两所述储液槽（27）内部通过导向轨（37）

分别滑动连接有方形空心浮筒（40），两所述方形空心浮筒（40）前后两部各固定有传动齿条

（41），各所述传动齿条（41）顶端分别固定有按压板（42）。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其特征在于：两所述一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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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7）通电后能够对滑动永磁铁（12）进行进行磁性排斥，两所述一号楔形滑块（20）能够

对滑动支撑架（10）进行楔形挤压，各所述密封橡胶塞（13）能够与各二号换气槽（9）相插接，

两所述二号楔形滑块（23）与两一号插槽（22）相插接，所述密封橡胶塞（13）能够对三号楔形

滑块（25）进行按压，所述一号支撑臂（30）和二号支撑臂（31）在钢结构配电室（1）内呈对称

设置，所述支撑杆（33）与二号支撑臂（31）相搭接，且能够与一号支撑臂（30）相搭接，所述支

撑杆（33）与二号支撑臂（31）相搭接时永磁铁（35）能够对滑动永磁铁（12）进行磁性排斥，所

述支撑杆（33）与一号支撑臂（30）相搭接时永磁铁（35）能够对滑动永磁铁（12）进行磁性吸

引，所述方形空心浮筒（40）能够沿着导向轨（37）上下滑动，且能够通过传动齿条（41）与传

动齿轮（32）进行啮合，各所述按压板（42）能够对自复位开关（36）进行按压，各所述自复位

开关（36）与一号电磁铁（7）进行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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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配电室，尤其涉及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

背景技术

[0002] 电网智能化要求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实现电力输送和电力供给的智能化，而配电

室作为低压负荷的配电场所，承担着重要的电力配送任务，故其智能化程度对电力的输送

非常重要，而现有的配电室为了达到散热效果和节能环保的兼顾，往往会选用风冷进行散

热，这就要求配电室内部必须与外界相连通，而为了加快外界空气的进入，往往会选择在配

电室底部设置通风槽，而这部分通风槽虽然提供了良好的辅助散热效果，但是由于其连通

了外界和配电室内部，故当出现极端的强降雨天气时，由于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性能不佳，

传统的配电室并不具备积水自动识别和密封功能，从而致使积水会通过通风槽灌入配电室

内部，继而会对配电室内部的电气设备造成短路等损坏，而这部分电气设备短路损坏时又

会给下游用电设备造成损坏，从而产生较大的经济损失，突出了传统配电室的不足之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包括钢结构配电室、密封门、换气箱、换气槽、一号支

撑架、二号支撑架、一号电磁铁、一号换气槽、二号换气槽、滑动支撑架、滑动换气槽、滑动永

磁铁、密封橡胶塞、限位部分、动作部分，所述钢结构配电室左部安装有密封门，所述钢结构

配电室左右两部各安装有换气箱，两所述换气箱呈对称设置，两所述换气箱内分别贯穿有

多个换气槽，两所述换气箱内分别固定有一号支撑架和二号支撑架，两所述一号支撑架前

后两部各固定有一号电磁铁，两所述一号支撑架中部分别贯穿有一号换气槽，两所述二号

支撑架上下两部各贯穿有二号换气槽，两所述换气箱内部分别滑动连接有滑动支撑架，两

所述滑动支撑架中部分别贯穿有滑动换气槽，两所述滑动支撑架前后两部各固定有滑动永

磁铁，两所述滑动支撑架对称固定有密封橡胶塞，两所述换气箱上部共同固定有限位部分，

两所述换气箱底部共同固定有动作部分。

[0005]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限位部分包括传动箱、一号滑槽、二号滑槽、三号滑

槽、一号楔形滑块、一号弹簧、一号插槽、二号楔形滑块、二号弹簧、三号楔形滑块、三号弹

簧，两所述换气箱顶端分别固定有传动箱，两所述传动箱呈对称设置，且内部设有一号滑

槽、二号滑槽和三号滑槽，两所述二号滑槽分别与一号滑槽和三号滑槽相连通，两所述一号

滑槽内部分别滑动连有一号楔形滑块，两所述一号楔形滑块顶端分别固定有多个一号弹

簧，各所述一号弹簧顶端分别与一号滑槽内壁顶端相固定，两所述一号楔形滑块上部分别

贯穿有一号插槽，两所述二号滑槽内部滑动连接有二号楔形滑块，两所述二号楔形滑块对

称固定有多个二号弹簧，各所述二号弹簧末端分别与二号滑槽内壁相固定，两所述三号滑

槽内部分别滑动连接有三号楔形滑块，两所述三号楔形滑块顶端分别固定有多个三号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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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各所述三号弹簧顶端分别与三号滑槽内壁顶端相固定，两所述三号楔形滑块分别与两

二号楔形滑块相楔形滑动连接。

[0006]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动作部分包括储液槽、轴承座、支撑轴、一号支撑臂、

二号支撑臂、传动齿轮、支撑杆、支撑板、永磁铁、自复位开关、导向轨、排液管、密封螺帽、方

形空心浮筒、传动齿条、按压板，两所述换气箱底端分别固定有储液槽，两所述换气箱前后

两部各固定有轴承座，两所述换气箱内通过轴承座转动连接有支撑轴，两所述换气箱前后

两部各固定有一号支撑臂和二号支撑臂，两所述支撑轴前后两部各固定有传动齿轮和支撑

杆，各所述支撑杆末端分别固定有支撑板，各所述支撑板末端分别固定有永磁铁，两所述换

气箱内壁顶端分别固定有多个自复位开关，两所述储液槽前后两部各固定有导向轨，两所

述储液槽底部分别固定有排液管，两所述排液管外壁分别螺纹连接有密封螺帽，两所述储

液槽内部通过导向轨分别滑动连接有方形空心浮筒，两所述方形空心浮筒前后两部各固定

有传动齿条，各所述传动齿条顶端分别固定有按压板。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一号电磁铁通电后能够对滑动永磁铁进行进行磁性

排斥，两所述一号楔形滑块能够对滑动支撑架进行楔形挤压，各所述密封橡胶塞能够与各

二号换气槽相插接，两所述二号楔形滑块与两一号插槽相插接，所述密封橡胶塞能够对三

号楔形滑块进行按压，所述一号支撑臂和二号支撑臂在钢结构配电室内呈对称设置，所述

支撑杆与二号支撑臂相搭接，且能够与一号支撑臂相搭接，所述支撑杆与二号支撑臂相搭

接时永磁铁能够对滑动永磁铁进行磁性排斥，所述支撑杆与一号支撑臂相搭接时永磁铁能

够对滑动永磁铁进行磁性吸引，所述方形空心浮筒能够沿着导向轨上下滑动，且能够通过

传动齿条与传动齿轮进行啮合，各所述按压板能够对自复位开关进行按压，各所述自复位

开关与一号电磁铁进行电性连接。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具备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的双重

控制方式，当积水进入储液槽内达到一定数量时，能够通过密封橡胶塞对二号换气槽的插

接来实现自动密封功能，从而防止外界积水继续进入损坏内部电器，而通过远程控制也能

够实现密封橡胶塞对二号换气槽的插接，继而预先防止雨水进入，而密封橡胶塞在对二号

换气槽的插接时能够利用一号楔形滑块对滑动支撑架进行楔形夹紧，且能够利用一号电磁

铁对滑动永磁铁的磁性斥力实现密封橡胶塞在对二号换气槽的紧密插接，从而保证密封效

果，防止电器的短路损坏。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为本发明换气箱的安装示意图。

[0011] 图3为本发明换气箱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一号楔形滑块的安装示意图。

[0013] 图5为本发明滑动支撑架的安装示意图。

[0014] 图中：1、钢结构配电室，2、密封门，3、换气箱，4、换气槽，5、一号支撑架，6、二号支

撑架，7、一号电磁铁，8、一号换气槽，9、二号换气槽，10、滑动支撑架，11、滑动换气槽，12、滑

动永磁铁，13、密封橡胶塞，14、限位部分，15、动作部分，16、传动箱，17、一号滑槽，18、二号

滑槽，19、三号滑槽，20、一号楔形滑块，21、一号弹簧，22、一号插槽，23、二号楔形滑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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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弹簧，25、三号楔形滑块，26、三号弹簧，27、储液槽，28、轴承座，29、支撑轴，30、一号支

撑臂，31、二号支撑臂，32、传动齿轮，33、支撑杆，34、支撑板，35、永磁铁，36、自复位开关，

37、导向轨，38、排液管，39、密封螺帽，40、方形空心浮筒，41、传动齿条，42、按压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阐述。

[0016] 如图1‑5所示，一种智能电网用智能配电室，包括钢结构配电室1、密封门2、换气箱

3、换气槽4、一号支撑架5、二号支撑架6、一号电磁铁7、一号换气槽8、二号换气槽9、滑动支

撑架10、滑动换气槽11、滑动永磁铁12、密封橡胶塞13、限位部分14、动作部分15，所述钢结

构配电室1左部安装有密封门2，所述密封门2与钢结构配电室1之间以及钢结构配电室1本

身应当利用密封胶条等实现密封效果，所述钢结构配电室1左右两部各安装有换气箱3，两

所述换气箱3呈对称设置，两所述换气箱3内分别贯穿有多个换气槽4，两所述换气箱3内分

别固定有一号支撑架5和二号支撑架6，两所述一号支撑架5前后两部各固定有一号电磁铁

7，两所述一号支撑架5中部分别贯穿有一号换气槽8，两所述二号支撑架6上下两部各贯穿

有二号换气槽9，两所述换气箱3内部分别滑动连接有滑动支撑架10，所述滑动支撑架10处

于一号支撑架5和二号支撑架6之间，且能够沿着换气箱3左右滑动，两所述滑动支撑架10中

部分别贯穿有滑动换气槽11，两所述滑动支撑架10前后两部各固定有滑动永磁铁12，两所

述滑动支撑架10对称固定有密封橡胶塞13，所述密封橡胶塞13为楔形结构，方便进行插接，

两所述换气箱3上部共同固定有限位部分14，两所述换气箱3底部共同固定有动作部分15。

[0017] 所述限位部分14包括传动箱16、一号滑槽17、二号滑槽18、三号滑槽19、一号楔形

滑块20、一号弹簧21、一号插槽22、二号楔形滑块23、二号弹簧24、三号楔形滑块25、三号弹

簧26，两所述换气箱3顶端分别固定有传动箱16，两所述传动箱16呈对称设置，且内部设有

一号滑槽17、二号滑槽18和三号滑槽19，两所述二号滑槽18分别与一号滑槽17和三号滑槽

19相连通，两所述一号滑槽17内部分别滑动连有一号楔形滑块20，两所述一号楔形滑块20

顶端分别固定有多个一号弹簧21，各所述一号弹簧21顶端分别与一号滑槽17内壁顶端相固

定，两所述一号楔形滑块20上部分别贯穿有一号插槽22，两所述二号滑槽18内部滑动连接

有二号楔形滑块23，两所述二号楔形滑块23与两一号插槽22相插接，且插接时一号弹簧21

处于弹性压缩状态，同时一号楔形滑块收缩在一号滑槽17内部，两所述二号楔形滑块23对

称固定有多个二号弹簧24，各所述二号弹簧24末端分别与二号滑槽18内壁相固定，两所述

三号滑槽19内部分别滑动连接有三号楔形滑块25，两所述三号楔形滑块25顶端分别固定有

多个三号弹簧26，各所述三号弹簧26顶端分别与三号滑槽19内壁顶端相固定，两所述三号

楔形滑块25分别与两二号楔形滑块23相楔形滑动连接，且底部从三号滑槽19探出。

[0018] 所述动作部分15包括储液槽27、轴承座28、支撑轴29、一号支撑臂30、二号支撑臂

31、传动齿轮32、支撑杆33、支撑板34、永磁铁35、自复位开关36、导向轨37、排液管38、密封

螺帽39、方形空心浮筒40、传动齿条41、按压板42，两所述换气箱3底端分别固定有储液槽

27，两所述换气箱3前后两部各固定有轴承座28，两所述换气箱3内通过轴承座28转动连接

有支撑轴29，两所述换气箱3前后两部各固定有一号支撑臂30和二号支撑臂31，两所述支撑

轴29前后两部各固定有传动齿轮32和支撑杆33，各所述支撑杆33末端分别固定有支撑板

34，各所述支撑板34末端分别固定有永磁铁35，两所述换气箱3内壁顶端分别固定有多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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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开关36，两所述储液槽27前后两部各固定有导向轨37，两所述储液槽27底部分别固定

有排液管38，所述排液管38用于排出储液槽27内的积水，两所述排液管38外壁分别螺纹连

接有密封螺帽39，两所述储液槽27内部通过导向轨37分别滑动连接有方形空心浮筒40，两

所述方形空心浮筒40前后两部各固定有传动齿条41，各所述传动齿条41顶端分别固定有按

压板42。

[0019] 所述一号电磁铁7通电后能够对滑动永磁铁12进行进行磁性排斥，两所述一号楔

形滑块20能够对滑动支撑架10进行楔形挤压，各所述密封橡胶塞13能够与各二号换气槽9

相插接，所述密封橡胶塞13能够对三号楔形滑块25进行按压，所述一号支撑臂30和二号支

撑臂31在钢结构配电室1内呈对称设置，所述支撑杆33与二号支撑臂31相搭接，且能够与一

号支撑臂30相搭接，所述支撑杆33与二号支撑臂31相搭接时永磁铁35能够对滑动永磁铁12

进行磁性排斥，所述支撑杆33与一号支撑臂30相搭接时永磁铁35能够对滑动永磁铁12进行

磁性吸引，所述方形空心浮筒40能够沿着导向轨37上下滑动，且能够通过传动齿条41与传

动齿轮32进行啮合，各所述按压板42能够对自复位开关36进行按压，各所述自复位开关36

与一号电磁铁7进行电性连接，且自复位开关36按下后一号电磁铁7即通电。

[0020]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初始状态时，储液槽27内无水，支撑杆33与二号支撑臂31相搭

接，一号电磁铁7未通电，滑动永磁铁12与一号电磁铁7进行磁性吸附，三号楔形滑块25从三

号滑槽19内探出，一号楔形滑块20收缩于一号滑槽17内部，此时换气槽4、一号换气槽8、滑

动换气槽11和二号换气槽9保持连通，从而能够实现换气功能，当外界积水过多而从换气槽

4进入时，积水会汇聚到储液槽27内，并使得方形空心浮筒40在浮力的作用下上升，随着进

入积水的增多，传动齿条41将与传动齿轮32进行啮合，并最终通过按压板42对自复位开关

36进行按压，而此时传动齿轮32在传动齿条41的啮合下已经带动支撑轴29转动180度，继而

实现支撑杆33与一号支撑臂30的搭接，故此时永磁铁35对滑动永磁铁12进行磁性吸引，而

一号永磁铁35通电能够对滑动永磁铁12进行磁性排斥，故滑动支撑架10在磁力的作用下向

二号支撑架6进行滑动，并最终实现密封橡胶塞13对二号换气槽9的完全插接，而密封橡胶

塞13在对二号换气槽9的完全插接时又能够对三号楔形滑块25进行按压，从而使得三号楔

形滑块25克服三号弹簧26的弹性斥力沿着三号滑槽19滑动，从而能够推动二号楔形滑块23

克服二号弹簧24的弹性斥力沿着二号滑槽18滑动，继而能够解除二号楔形滑块23对一号插

槽22的插接，从而能够使得一号楔形滑块20在一号弹簧21的弹性斥力作用下对滑动支撑架

10进行楔形挤压，继而能够使得滑动支撑架10更加贴近二号支撑架6，并使得密封橡胶塞13

更好得与二号换气槽9进行插接，而在外界积水压力的作用下，密封橡胶塞13又能更好得与

二号换气槽9进行插接，从而保证良好的密封效果，防止积水的继续进入，同时根据气象局

的气象预警，维护人员可以进行远程操作对一号电磁铁7进行通电处理，则依然能够实现密

封橡胶塞13对二号换气槽9进行插接，同时也能够实现一号楔形滑块20在一号弹簧21的弹

性斥力作用下对滑动支撑架10进行楔形挤压，从而保证良好的密封效果，达到预先防止积

水进入的目的。

[0021] 以上所述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

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

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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