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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低压开关柜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低压开关柜，其技术方案

要点是一种低压开关柜，包括开关柜本体以及设

置在开关柜本体侧面上的通风百叶窗，开关柜本

体内部靠近通风百叶窗的位置设置有风扇,风扇

的轴线水平设置，风扇与开关柜本体固定连接；

开关柜本体的上端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

电池板的一端连接有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设

置在开关柜本体的内部，太阳能电池的输电端与

风扇连接，达到了提高散热的效率，降低低压开

关柜内电器元件被烧损的可能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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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压开关柜，包括开关柜本体(1)以及设置在开关柜本体(1)侧面上的通风百叶

窗(3)，其特征在于：开关柜本体(1)内部靠近通风百叶窗(3)的位置设置有风扇(2) ,风扇

(2)的轴线水平设置，风扇(2)与开关柜本体(1)固定连接；开关柜本体(1)的上端设置有太

阳能电池板(41)，太阳能电池板(41)的一端连接有太阳能电池(42)，太阳能电池(42)设置

在开关柜本体(1)的内部，太阳能电池(42)的输电端与风扇(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通风百叶窗(3)在靠近开关柜

本体(1)的一侧设置有过滤网(6)，过滤网(6)与开关柜本体(1)为可拆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过滤网(6)与通风百叶窗(3)之

间设置有连接框(5)，连接框(5)与通风百叶窗(3)固定连接，连接框(5)与开关柜本体(1)为

可拆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连接框(5)的底部开设有方孔

(5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开关柜本体(1)的内部设置有

灯管(7)，灯管(7)与开关柜本体(1)固定连接，太阳能电池(42)的输电端与灯管(7)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开关柜本体(1)的底部设置

有带刹车万向轮(9)，带刹车万向轮(9)的上端与开关柜本体(1)的底部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开关柜本体(1)的侧面上设置

有耳板(10)，耳板(10)上连接有固定绳(102)，固定绳(102)的下端与地面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开关柜本体(1)的顶部设置有

避雷针(8)，避雷针(8)与开关柜本体(1)固定连接，避雷针(8)的下端与地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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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压开关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开关柜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低压开关柜。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低压开关柜适用于发电厂、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高层建筑等行业，作为输

电、配电及电能转换之用。

[0003] 相关技术中低压开关柜是一种电气设备，开关柜内设置有主控开关以及分控开

关，开关柜外线先进入柜内主控开关，然后进入分控开关，各分路按其需要设置，有时低压

开关柜需要放置在室外，工作环境相对复杂。

[0004] 针对上述相关技术方案，发明人发现：相关技术的室外低压开关柜常采用在开关

柜的底部设置有通风百叶窗，使开关柜内外的空气形成循环进而散热，但这种仅仅依靠自

然风循环的方式，散热效果有限。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提高散热的效率，降低低压开关柜内电器元件被烧损的可能性，本申请提供

一种低压开关柜。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低压开关柜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低压开关柜，包括开关柜本体以及设置在开关柜本体侧面上的通风百叶窗，

开关柜本体内部靠近通风百叶窗的位置设置有风扇,风扇的轴线水平设置，风扇与开关柜

本体固定连接；开关柜本体的上端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的一端连接有太阳

能电池，太阳能电池设置在开关柜本体的内部，太阳能电池的输电端与风扇连接。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太阳能电池板通过太阳的照射，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并

储存在太阳能电池中；太阳能电池为风扇提供电力，带动风扇转动，风扇使开关柜本体内部

通过通风百叶窗与外界形成良好的空气循环，实现良好的散热效果，达到了提高散热的效

率，降低低压开关柜内电器元件被烧损的可能性的效果；同时通风百叶窗上倾斜设置的叶

片能够抵御一部分沙尘颗粒随风进入到开关柜本体内。

[0009] 优选的，通风百叶窗在靠近开关柜本体的一侧设置有过滤网，过滤网与开关柜本

体为可拆卸连接。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的过滤网能够有效的降低空气中灰尘颗粒进入到开

关柜本体内部的可能性，保证开关柜本体内空气的干净，避免电器元件受到灰尘的侵扰；当

过滤网过滤到一定程度后，过滤网能够从开关柜本体上取下进行清洗，实现循环使用。

[0011] 优选的，过滤网与通风百叶窗之间设置有连接框，连接框与通风百叶窗固定连接，

连接框与开关柜本体为可拆卸连接。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的连接框能够使过滤网和通风百叶窗之间产生一定

的间隙，提高通风的效率以及过滤网过滤的效率；连接框与开关柜本体之间为可拆卸连接，

方便对通风百叶窗进行清洗，同时也能够从开关柜本体外部对过滤网进行拆除，无需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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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开关柜本体内部进行拆卸更换。

[0013] 优选的，连接框的底部开设有方孔。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开设的方孔，便于雨水以及沙尘从连接框的底部排出，降

低了进入到开关柜本体内部的可能性。

[0015] 优选的，开关柜本体的内部设置有灯管，灯管与开关柜本体固定连接，太阳能电池

的输电端与灯管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的灯管为开关柜本体内部提供照明，供维修人员在

夜间对开关柜本体内的电器元件进行维修时使用，提高了工作效率。

[0017] 优选的，开关柜本体的底部设置有带刹车万向轮，带刹车万向轮的上端与开关柜

本体的底部固定连接。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的带刹车万向轮方便对开关柜本体进行移动，无需

通过搬动开关柜本体进行移动；同时当移动到所需位置后，通过刹车片将带刹车万向轮固

定住，实现开关柜本体的固定，降低了开关柜本体随意滑动的可能性。

[0019] 优选的，开关柜本体的侧面上设置有耳板，耳板上连接有固定绳，固定绳的下端与

地面连接。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开关柜本体移动到一定位置后，通过将固定绳的下端

固定到地面上对开关柜本体进行固定，保证开关柜本体保持竖直状态。

[0021] 优选的，开关柜本体的顶部设置有避雷针，避雷针与开关柜本体固定连接，避雷针

的下端与地面连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的避雷针能够使开关柜本体在室外时降低被雷电击

中的可能性，提高开关柜本体的安全性。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24] 1 .通过设置了风扇、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换

为电能储存在太阳能电池中，太阳能电池带动风扇转动，达到了提高散热的效率，降低开关

柜本体内电器元件被烧损的可能性的效果；

[0025] 2.通过设置了带刹车万向轮，能够使开关柜本体进行移动，无需通过搬动开关柜

本体进行移动，节省了人力；

[0026] 3.通过设置了避雷针，使开关柜本体在室外时降低被雷电击中的可能性，提高开

关柜本体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中低压开关柜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中低压开关柜隐藏柜门之后的局部爆炸图；

[0029] 图3是图2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申请实施例中避雷针、带刹车万向轮以及耳板位置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开关柜本体；2、风扇；3、通风百叶窗；31、叶片；4、供电组件；41、太阳能电

池板；42、太阳能电池；5、连接框；51、方孔；52、第一螺栓；53、抵接板；6、过滤网；61、第二螺

栓；7、灯管；8、避雷针；81、接地线；9、带刹车万向轮；10、耳板；101、固定孔；102、固定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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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参照图1和图2，本申请提供了一种低压开关柜，包括竖直设置的开关柜本体1，开

关柜本体1的侧面上设置有竖直设置的通风百叶窗3，在开关柜本体1的内部设置有风扇2，

在开关柜本体1上端设置有为风扇2提供电能的供电组件4；供电组件4提供电能，带动风扇2

转动，使开关柜本体1内部的空气通过通风百叶窗3实现内外空气循环，提高散热效率，降低

低压开关柜内电器元件被烧损的可能性。

[0034] 参照图2和图3，通风百叶窗3包括从上向下逐渐远离开关柜本体1倾斜设置的叶片

31；风扇2设置在开关柜本体1的内部，风扇2的轴线水平设置，风扇2所在平面与通风百叶窗

3所在平面相互平行，风扇2与开关柜本体1固定连接；供电组件4包括太阳能电池板41，太阳

能电池板41设置在开关柜本体1的上方，太阳能电池板41从上到下向逐渐靠近开关柜本体1

倾斜设置，太阳能电池板41的下方设置有用于太阳能电池板41支撑的支撑板，支撑板竖直

设置；开关柜本体1内部设置有太阳能电池42，太阳能电池板41的输电端与太阳能电池42连

接，太阳能电池42的输电端与风扇2连接，太阳能电池42为风扇2提供电能，带动风扇2转动。

[0035] 太阳能电池板41经过太阳的照射，将电能储存在太阳能电池42中，太阳能电池42

为风扇2提供电能，带动风扇2转动，风扇2产生的风力使开关柜本体1内部通过通风百叶窗3

与外界形成良好的空气循环，实现良好的散热效果，达到了提高散热的效率，降低低压开关

柜内电器元件被烧损的可能性的效果；同时倾斜设置的叶片31能够抵御一部分沙尘颗粒随

风进入到低压开关柜内。

[0036] 参照图2和图3，通风百叶窗3靠近开关柜本体1的一侧设置有连接框5，连接框5两

端敞口,连接框5的一侧与通风百叶窗3固定连接，连接框5的另一侧固定有抵接板53，抵接

板53与开关柜本体1为螺栓连接，抵接板53的四个边角上设置有贯穿抵接板53之后延伸到

开关柜本体1内部的第一螺栓52，抵接板53上开设有供螺栓通过的通孔，开关柜本体1上开

设有供第一螺栓52连接的螺栓孔，使连接框5和通风百叶窗3与开关柜本体1为可拆卸连接；

连接框5的底部开设有方孔51。

[0037] 设置的连接框5和抵接板53使通风百叶窗3与开关柜本体1为可拆卸连接，方便对

通风百叶窗3上的叶片31进行清洗；同时连接框5使通风百叶窗3与开关柜本体1之间存在一

定距离，方便风扇2吹出的风通过，利于空气循环，提高了散热效果；开设的方孔51便于雨水

以及沙尘通过通风百叶窗3后从连接框5的底部排出，降低了进入到开关柜本体1内部的可

能性。

[0038] 连接框5在靠近开关柜本体1的一侧设置有竖直设置的过滤网6，过滤网6设置在开

关柜本体1上，开关柜本体1上开设有与过滤网6相适配的凹槽，过滤网6与开关柜本体1为螺

栓连接，过滤网6的四个边角上设置有贯穿过滤网6之后延伸到开关柜本体1的第二螺栓61，

过滤网6上开设有供第二螺栓61通过的通孔，开关柜本体1上开设有供第二螺栓61连接的螺

栓孔。

[0039] 设置的过滤网6能阻挡空气中的灰尘进入到开关柜本体1内，保持开关柜本体1内

部的空气的干净，避免电器元件受到灰尘的侵扰；当过滤网6过滤到一定程度后，将过滤网6

从开关柜本体1上取下进行清洗，实现循环使用。

[0040] 参照图4，在开关柜本体1内部的上端设置有水平设置的灯管7，灯管7与开关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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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固定连接，灯管7的一端与太阳能电池42的输电端连接；当需要在夜间对低压开关柜内

的电器元件进行维修时，灯管7能够为维修人员提供照明，提高了工作效率。

[0041] 开关柜本体1的上端设置有竖直设置的避雷针8，避雷针8的一端与开关柜本体1固

定连接，避雷针8上固定连接有接地线81，接地线81的下端与地面连接；当有雷雨天气时，设

置的避雷针8能够降低开关柜本体1被雷击的可能性，保护开关柜本体1内的电器元件。

[0042] 开关柜本体1的下端设置有带刹车万向轮9，带刹车万向轮9的上端与开关柜本体1

固定连接；当需要移动开关柜本体1时，通过带刹车万向轮9即可移动，节省了人力，提高了

工作效率，当移动到所需位置时，通过刹车片将带刹车万向轮9固定住，就能将开关柜本体1

固定住。

[0043] 开关柜本体1的侧面上设置有耳板10，耳板10水平设置并与开关柜本体1固定连

接，耳板10上开设有固定孔101，固定孔101内连接有固定绳102，固定绳102的下端与地面连

接；通过固定绳102以及耳板10的配合，能够将开关柜本体1固定住，降低了开关柜本体1左

右晃动的可能性，提高了开关柜本体1的稳定性。

[0044] 综上所述，本申请的使用过程为：太阳能电池板41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并储存在

太阳能电池42中，太阳能电池42的输电端与风扇2连接，带动风扇2转动，风扇2提供风，使开

关柜本体1内的空气能够通过过滤网6以及通风百叶窗3进行空气循环，达到散热的效果；连

接框5下端开设的方孔51将从通风百叶窗3上的叶片31进入的雨水和灰尘排除，降低了进入

到开关柜本体1内部的可能性，连接框5与开关柜本体1为可拆卸连接，方便对通风百叶窗3

进行清洗；过滤网6的设置降低了空气中的灰尘进入到开关柜本体1的可能性，保持开关柜

本体1内部空气的干净；过滤网6与开关柜本体1为螺栓连接，方便对过滤网6进行清洗；当夜

间需要维修开关柜本体1的电器元件时，通过灯管7提供照明，方便操作；在雷雨天气，设置

的避雷针8降低了开关柜本体1被雷击的可能性；当需要移动开关柜本体1时，通过带刹车万

向轮9能够将开关柜本体1移动，节省了人力，当移动到一定位置后，通过刹车片将带刹车万

向轮9固定住，同时通过耳板10上开设的固定孔101以及固定绳102的配合将开关柜本体1固

定住，降低开关柜本体1左右晃动的可能性。

[004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申请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申请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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