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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配电柜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配电柜，涉及配电设备的技

术领域，包括柜体以及与柜体铰接的柜门，所述

柜门关闭后，所述柜体形成闭合空间；所述配电

柜内水平固接有若干放置板，所述柜体通过管道

连接有除尘风机；所述柜体的放置板上设置有挡

料块，所述挡料块上开设有用于罩住电器元件的

容纳腔；在对配电柜内进行除尘时，启动除尘风

机，将配电柜内的尘土抽出；在除尘之前，挡料块

与电器元件盖合，从而在除尘时减少进入到电器

元件内的灰尘，从而在除尘后便于电器元件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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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配电柜，包括柜体(1)以及与柜体(1)铰接的柜门(11)，所述柜门(11)关闭后，所

述柜体(1)形成闭合空间；

所述配电柜内水平固接有若干置物板（2），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通过管道连接有

除尘风机(33)；

所述柜体(1)的置物板（2）上设置有挡料块(32)，所述挡料块(32)上开设有用于罩住电

器元件的容纳腔(323)；所述置物板（2）铰接有延长框(31)，所述挡料块(32)与延长框（2）滑

移连接；所述延长框(31)上设置有将挡料块(32)固定在延长框（31）上的固定组件；所述固

定组件包括与延长框(31)的侧壁滑移连接的定位柱(312)以及套接在定位柱(312)上的复

位弹簧(313)，所述复位弹簧(313)的一端与定位柱(312)固接，另一端与延长框(31)固接；

所述定位柱(312)的一端与挡料块(32)抵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电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料块(32)的容纳腔(323)铰

接有清料门(34)；

所述清料门(34)靠近置物板（2）的一侧固接有刷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电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料块(32)的两侧均固接有风

琴罩(4)，所述风琴罩(4)远离挡料块(32)的一端与延长框(31)的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电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料块(32)与定位柱(312)抵

接处开设有抵接槽(322)，所述抵接槽(322)呈波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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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配电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配电设备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配电柜。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配电柜分动力配电柜和照明配电柜、计量柜，是配电设备的末级设备；配电柜

是电动机控制中心的统称。

[0003] 现有的专利可参照授权公告号为CN104300401B的中国发明专利，该专利公开了一

种散热的配电柜，包括配电柜壳体，配电柜壳体水平方向左右两内壁上均设有N个滑槽，配

电柜壳体前后内壁上均设有一个干燥层，配电柜壳体内设有M个隔板，M为小于等于N的正整

数，隔板镶嵌在滑槽内，隔板上表面设有P个凹槽，凹槽内设有第一风扇，隔板内设有冷却

水，第一风扇的风向为竖直方向从下往上进行吹风，配电柜壳体内上表面设有2个第二风

扇，第二风扇的风向为沿竖直方向从上往下进行吹风，配电柜壳体下断面为网状。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配电柜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配电柜内容易

积尘，通过第一风扇和第二风扇对配电柜进行吹风后，会将灰尘吹起，从而使配电柜内充满

灰尘，从而会使灰尘会进入到电器元件内，从而不便于对电器元件的使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配电柜，其优点是能够对配电柜内的灰尘进行清理，从

而便于配电柜内的电器元件的使用。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配电柜，包括柜体以及与柜体铰接的柜门，所述柜门关闭后，所述柜体形成闭

合空间；

[0008] 所述配电柜内水平固接有若干置物板，所述柜体通过管道连接有除尘风机；

[0009] 所述柜体的置物板上设置有挡料块，所述挡料块上开设有用于罩住电器元件的容

纳腔。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对配电柜内进行除尘时，启动除尘风机，将配电柜内的

尘土抽出；在除尘之前，挡料块与电器元件盖合，从而在除尘时减少进入到电器元件内的灰

尘，从而在除尘后便于电器元件的使用。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料块的容纳腔铰接有清料门；

[0012] 所述清料门靠近置物板的一侧固接有刷毛。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挡料块与电器元件接触后，清料门向内转动，从而便于

带动清料门上的刷毛与电器元件接触，从而便于对电器元件进行清理。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置物板铰接有延长框，所述挡料块与延长框滑移连接。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挡料块与延长框滑移连接，从而便于调节挡料块与延长

框之间的位置，从而便于对置物板上的电器元件进行盖合，从而对电器元件进行保护。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料块的两侧均固接有风琴罩，所述风琴罩远离挡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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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一端与延长框的固定连接。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风琴罩能够增加挡料块与延长框之间的连接，从而便于

挡料块在延长框内滑移。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延长框上设置有将挡料块固定在延长块上的固定组

件。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固定组件包括与延长框的侧壁滑移连接的定位柱以及

套接在定位柱上的复位弹簧，所述复位弹簧的一端与定位柱固接，另一端与延长框固接；

[0020] 所述定位柱的一端与挡料块抵接。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定位柱与挡料块抵接，从而将挡料块固定在延长框上，从

而在转动延长框时，减少挡料块在延长框上的移动，从而便于对电器元件进行保护。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料块与定位柱抵接处开设有抵接槽，所述抵接槽呈

波浪形。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挡料块上的抵接槽能够加强与定位柱之间的连接，从而

便于对挡料块的固定。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5] 1 .在对配电柜内进行除尘时，启动除尘风机，将配电柜内的尘土抽出；在除尘之

前，挡料块与电器元件盖合，从而在除尘时减少进入到电器元件内的灰尘，从而在除尘后便

于电器元件的使用；

[0026] 2.在挡料块与电器元件接触后，清料门向内转动，从而便于带动清料门上的刷毛

与电器元件接触，从而便于对电器元件进行清理；

[0027] 3.挡料块与延长框滑移连接，从而便于调节挡料块与延长框之间的位置，从而便

于对置物板上的电器元件进行盖合，从而对电器元件进行保护。

附图说明

[0028] 图1体现本实施例的整体示意图；

[0029] 图2是体现除尘装置的示意图；

[0030] 图3是体现挡料块的示意图；

[0031] 图4是体现抵接槽的示意图；

[0032] 图5是体现图4中A部的放大示意图；

[0033] 图6是体现冷却管的示意图；

[0034] 图7是体现除尘风机的示意图。

[0035] 图中，1、柜体；11、柜门；12、搭扣；13、过滤筒；2、置物板；21、降温管；3、除尘装置；

31、延长框；311、滑槽；312、定位柱；313、复位弹簧；32、挡料块；321、限位柱；322、抵接槽；

323、容纳腔；324、冷却管；33、除尘风机；34、清料门；4、风琴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参照图1和图2，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配电柜，包括柜体1，柜体1的一侧开设有放置

口，柜体1的放置口处铰接有两个柜门11，两个柜门11通过搭扣12连接，两个柜门11通过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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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12连接后，柜门11将柜体1内封闭，柜门上固接有把手；柜体1内水平固接有若干置物板2，

置物板2上开设有通风口；柜体1的顶端固接有过滤筒13，过滤筒13内固接有过滤网；柜体1

内设置有除尘装置3。

[0038] 如图3和图5所示，除尘装置3包括一侧与置物板2铰接的延长框31、设置在延长框

31内的挡料块32以及带动延长框31转动的驱动电机；置物板2上固接有转动块，转动块上开

设有转动孔，延长框31的一侧的两端均固接有转轴，转轴与转动块上的转动孔转动连接；驱

动电机固接在置物板2上，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延长框31上的转轴固定连接。

[0039] 挡料块32与延长框31滑移连接，延长框31的侧壁开设有供挡料块32滑移的滑槽

311，挡料块32的侧壁上固接有与滑槽311滑移连接的限位柱321；延长框31设有滑槽311的

一侧滑移连接有定位柱312，定位柱312上套接有复位弹簧313，复位弹簧313的一端与定位

柱312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挡料块32的侧壁抵接，挡料块32与定位柱312抵接处开设有抵接

槽322（如图4所示），抵接槽322呈波浪形。

[0040] 如图6所示，挡料块32与挡料块32设有限位柱321垂直的两侧均固接有风琴罩4，风

琴罩4远离挡料块32的一端与延长框31的侧壁固定连接。

[0041] 如图6和图7所示，挡料块32靠近置物板2的一侧设置有容纳腔323，容纳腔323远离

置物板2的一侧固接有冷却管324，冷却管324的两端均穿出挡料块32和柜体1，且冷却管324

的一端连接有除尘风机33，另一端与空气连通。

[0042] 如图3和图6所示，容纳腔323靠近置物板2处铰接有清料门34，清料门34与挡料块

32的铰接处设置有扭簧；清料门34远离挡料块32的一侧固接有若干刷毛，挡料块32设有清

料门34的一侧固接有一圈防护帘35。

[0043] 如图7所示，置物板2上开设有若干通孔，置物板2的底端固接有降温管21，降温管

21的一端延伸出柜体1并与除尘风机33连接，另一端延伸出柜体1与空气连通；除尘风机33

通过管道与柜体1的一侧靠近底端处连通；降温管21与冷却管324均弯曲设置。

[0044]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在对配电柜除尘时，驱动电机带动延长框31转动，从而将

电器元件罩住；启动除尘风机33，从而对配电柜内的灰尘进行去除；风机通过管道与降温管

21和冷却管324连接，从而在除尘的过程对配电柜内部以及对电器元件进行降温，从而便于

电器元件的工作。

[0045] 挡料块32上的刷毛能够对电器元件进行清理，从而便于减少电器元件上的灰尘，

从而便于电器元件的工作。

[0046]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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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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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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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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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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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1

CN 109256689 B

11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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