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563248.9

(22)申请日 2018.09.25

(73)专利权人 浙江奔一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 325600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北白象

镇大桥工业区

(72)发明人 黄建勇　王仁远　

(74)专利代理机构 温州名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3258

代理人 程嘉炜

(51)Int.Cl.

H01H 31/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防止动触头错位的隔离开关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防止动触头错位的隔

离开关，包括外壳及操作装置，外壳由若干个模

块壳体堆叠组成，各模块壳体中设置有相对应的

动触头和静触头，操作装置包括动触头旋转架及

芯轴，动触头旋转架分别安装于各模块壳体，动

触头安装于同一模块壳体内的动触头旋转架，相

邻动触头旋转架之间设置有构成两者联动的联

动柱，芯轴驱动至少一个动触头旋转架转动，各

动触头旋转架设置有随动触头旋转架转动而移

动的限位块，模块壳体位于限位块移动轨迹设置

有第一阻挡壁及第二阻挡壁。采用上述方案，本

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延长使用寿命、保证动触头与

静触头的准确配合的防止动触头错位的隔离开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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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止动触头错位的隔离开关，包括外壳及操作装置，所述的外壳由若干个模块

壳体堆叠组成，各所述的模块壳体中设置有相对应的动触头和静触头，所述的操作装置包

括动触头旋转架及芯轴，所述的动触头旋转架分别安装于各模块壳体，所述的动触头安装

于同一模块壳体内的动触头旋转架，相邻所述的动触头旋转架之间设置有构成两者联动的

联动柱，所述的芯轴驱动至少一个动触头旋转架转动，所述的动触头旋转架在芯轴驱动下

做旋转转动的过程中具有至少2个位置，分别为：动触头与静触头形成电接触时的接触位

置、动触头与静触头分离时的断开位置，其特征在于：各所述的动触头旋转架至少设置有一

个随动触头旋转架转动而移动的限位块，所述的模块壳体位于限位块移动轨迹设置有第一

阻挡壁及第二阻挡壁，所述的限位块与第一阻挡壁相抵时，动触头与静触头处于接触位置；

所述的限位块与第二阻挡壁相抵时，动触头与静触头处于断开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止动触头错位的隔离开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操作装置还

包括储能壳体、储能扭簧、储能转盘、储能滑座及释能转盘，所述的储能壳体内设置有供储

能转盘与芯轴同轴转动的转动腔，所述的储能壳体围绕转动腔设置有限位壁，所述的限位

壁设置有两处限位槽，所述的储能转盘设置有供储能滑座沿储能转盘径向滑移的储能滑

轨，所述的储能滑座设置有伸入限位槽的储能块，所述的储能转盘与储能滑座之间设置有

将储能块向限位槽复位的复位弹簧，所述的储能块在储能滑座沿储能转盘径向滑移时具有

与限位槽限位配合的储能位置及回收至储能转盘供储能转盘自由转动的释能位置，所述的

储能滑座设置有与储能扭簧端部相抵的挤压块，该挤压块在芯轴与储能滑座相对转动时挤

压储能扭簧端部进行储能，所述的储能扭簧及释能转盘位于转动腔内并与芯轴同步转动，

所述的释能转盘两侧位于边缘对称设置有释能块，所述的储能滑座位于释能块的转动轨迹

上设置有位移块，所述的芯轴驱动释能转盘转动至释能块与位移块相抵并继续转动时，储

能块从储能位置移动至释能位置，所述的位移块设置有初始位凸起，所述的释能转盘边缘

位于两侧的释能块中间设置有与初始位凸起限位配合的初始位凹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止动触头错位的隔离开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模块壳体两

侧分别设置有延伸至相邻模块壳体侧面并与侧面相贴合的限位板，所述的限位板朝向相邻

模块壳体设置有卡块，相邻的所述的模块壳体与卡块对应设置有卡配的卡槽，所述的模块

壳体与相邻模块壳体之间采用超声波焊接进行固定。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834970 U

2



防止动触头错位的隔离开关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开关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止动触头安装架错位的隔离开

关。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的隔离开关，其通常包括外壳及操作装置，外壳由若干个模块式的壳

体堆叠组成，各模块壳体中设置有相对应的动触头和静触头，操作装置包括动触头旋转架

及芯轴，动触头旋转架分别安装于各模块壳体，动触头安装于同一模块壳体内的动触头旋

转架，相邻动触头旋转架之间设置有构成两者联动的联动柱，芯轴驱动其中一个位于端部

的触头旋转架转动，动触头旋转架在芯轴驱动下做旋转转动的过程中具有至少2个位置，分

别为：动触头与静触头形成电接触时的接触位置、动触头与静触头分离时的断开位置。

[0003] 在多次使用之后，会出现动触头安装架在转动过程中因惯性而过量转动，导致联

动柱与相邻动触头安装架脱节，失去联动的情况发生，即动触头到达指定位置后继续移动，

构成与静触头的错位，此外，即使联动柱与动触头旋转架之间未脱离联动，动触头安装架也

会因为惯性对联动柱与动触头旋转架的联动处产生扭曲力，加速两者脱节，大大影响使用

稳定性。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延长使用寿命、保证

动触头与静触头的准确配合的防止动触头错位的隔离开关。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包括外壳及操作装置，所述的

外壳由若干个模块壳体堆叠组成，各所述的模块壳体中设置有相对应的动触头和静触头，

所述的操作装置包括动触头旋转架及芯轴，所述的动触头旋转架分别安装于各模块壳体，

所述的动触头安装于同一模块壳体内的动触头旋转架，相邻所述的动触头旋转架之间设置

有构成两者联动的联动柱，所述的芯轴驱动至少一个动触头旋转架转动，所述的动触头旋

转架在芯轴驱动下做旋转转动的过程中具有至少2个位置，分别为：动触头与静触头形成电

接触时的接触位置、动触头与静触头分离时的断开位置，其特征在于：各所述的动触头旋转

架至少设置有一个随动触头旋转架转动而移动的限位块，所述的模块壳体位于限位块移动

轨迹设置有第一阻挡壁及第二阻挡壁，所述的限位块与第一阻挡壁相抵时，动触头与静触

头处于接触位置；所述的限位块与第二阻挡壁相抵时，动触头与静触头处于断开位置。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增设限位块及阻挡壁，在动触头旋转架旋转至接触位置

或断开位置时，阻挡壁限制动触头旋转架继续转动，从而避免因联动柱与动触头旋转架脱

节造成动触头错位的情况发生，此外，将联动柱与动触头旋转架的联动处受到的扭曲力转

移至阻挡壁与限位块之间，并在阻挡壁与限位块相抵时进行消除，综上所述，大大延长芯轴

的使用寿命，提高隔离开关的工作稳定性。

[000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操作装置还包括储能壳体、储能扭簧、储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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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储能滑座及释能转盘，所述的储能壳体内设置有供储能转盘与芯轴同轴转动的转动腔，

所述的储能壳体围绕转动腔设置有限位壁，所述的限位壁设置有两处限位槽，所述的储能

转盘设置有供储能滑座沿储能转盘径向滑移的储能滑轨，所述的储能滑座设置有伸入限位

槽的储能块，所述的储能转盘与储能滑座之间设置有将储能块向限位槽复位的复位弹簧，

所述的储能块在储能滑座沿储能转盘径向滑移时具有与限位槽限位配合的储能位置及回

收至储能转盘供储能转盘自由转动的释能位置，所述的储能滑座设置有与储能扭簧端部相

抵的挤压块，该挤压块在芯轴与储能滑座相对转动时挤压储能扭簧端部进行储能，所述的

储能扭簧及释能转盘位于转动腔内并与芯轴同步转动，所述的释能转盘两侧位于边缘对称

设置有释能块，所述的储能滑座位于释能块的转动轨迹上设置有位移块，所述的芯轴驱动

释能转盘转动至释能块与位移块相抵并继续转动时，储能块从储能位置移动至释能位置，

所述的位移块设置有初始位凸起，所述的释能转盘边缘位于两侧的释能块中间设置有与初

始位凸起限位配合的初始位凹陷。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芯轴的转动，在其从动触头与静触头的接触位置与

断开位置相互切换的过程的前半段中，通过挤压块挤压储能扭簧进行储能，到达后半段后，

释能块挤压位移块，使与位移块同位于储能滑座的储能块从限位槽内退位，储能块到达释

能位置，储能转盘能够自由转动，直至储能块到达下一限位槽，储能块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

回位至限位槽内，储能扭簧能量释放完毕，实现储能操作隔离开关的功能，此外，由于初始

位凸起与初始位凹陷，在工作人员操作芯轴的初始，会感受到储能扭簧及复位弹簧提供的

双重阻尼感，使操作的手感更好。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模块壳体两侧分别设置有延伸至相邻模块壳体

侧面并与侧面相贴合的限位板，所述的限位板朝向相邻模块壳体设置有卡块，相邻的所述

的模块壳体与卡块对应设置有卡配的卡槽，所述的模块壳体与相邻模块壳体之间采用超声

波焊接进行固定。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传统相邻模块壳体之间采用螺栓进行固定，安装复杂、安

装效率低，采用卡块与卡槽的配合，并利用超声波焊接进行固定，大大提高安装效率的同时

提高安装强度。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立体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模块壳体的内部结构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动触头旋转架的立体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第一阻挡壁、第二阻挡壁及限位块的结构示意

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操作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芯轴、释能转盘、储能转盘及储能滑座的结构示

意图；

[0018] 图7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相邻模块壳体的爆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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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直”、

“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

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

“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1] 如图1—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防止动触头错位的隔离开关，包括外壳1

及操作装置2，外壳1由若干个模块壳体11堆叠组成，各模块壳体11中设置有相对应的动触

头3和静触头4，操作装置2包括动触头旋转架21及芯轴22，动触头旋转架21分别安装于各模

块壳体11，动触头3安装于同一模块壳体11内的动触头旋转架21，相邻动触头旋转架21之间

设置有构成两者联动的联动柱211，芯轴22至少驱动一个动触头旋转架21转动，动触头旋转

架21在芯轴22驱动下做旋转转动的过程中具有至少2个位置，分别为：动触头3与静触头4形

成电接触时的接触位置、动触头3与静触头4分离时的断开位置，各动触头旋转架21至少设

置有一个随动触头旋转架21转动而移动的限位块212，在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限位

块212的数量有两个，分别对称设置于动触头旋转架21两侧，模块壳体11位于限位块212移

动轨迹设置有第一阻挡壁111及第二阻挡壁112，限位块212与第一阻挡壁111相抵时，动触

头与静触头处于接触位置；限位块212与第二阻挡壁112相抵时，动触头与静触头处于断开

位置,增设限位块212及阻挡壁，在动触头旋转架21旋转至接触位置或断开位置时，阻挡壁

限制动触头旋转架21继续转动，从而避免因联动柱211与动触头旋转架21脱节造成动触头3

错位的情况发生，此外，将联动柱211与动触头旋转架21的联动处受到的扭曲力转移至阻挡

壁与限位块212之间，并在阻挡壁与限位块212相抵时进行消除，综上所述，大大延长芯轴22

的使用寿命，提高隔离开关的工作稳定性，芯轴22驱动动触头旋转架21的另一端伸出外壳1

并设置有旋钮221。

[0022] 如图5—图6所示，操作装置2还包括储能壳体23、储能扭簧24、储能转盘25、储能滑

座26及释能转盘27，储能壳体23内设置有供储能转盘25与芯轴22同轴转动的转动腔231，储

能壳体23围绕转动腔231设置有限位壁232，限位壁232设置有两处限位槽233，储能转盘25

设置有供储能滑座26沿储能转盘25径向滑移的储能滑轨251，储能滑座26设置有伸入限位

槽233的储能块261，储能转盘25与储能滑座26之间设置有将储能块261向限位槽233复位的

复位弹簧262，储能转盘25设置有用于套装复位弹簧262并与位移块264导向配合的安装柱

252，储能块261在储能滑座26沿储能转盘25径向滑移时具有与限位槽233限位配合的储能

位置及回收至储能转盘25供储能转盘25自由转动的释能位置，储能滑座26设置有与储能扭

簧24端部相抵的挤压块263，该挤压块263在芯轴22与储能滑座26相对转动时挤压储能扭簧

24端部进行储能，储能扭簧24及释能转盘27位于转动腔231内并与芯轴22同步转动，释能转

盘27两侧位于边缘对称设置有释能块271，储能滑座26位于释能块271的转动轨迹上设置有

位移块264，芯轴22驱动释能转盘27转动至释能块271与位移块264相抵并继续转动时，储能

块261从储能位置移动至释能位置，位移块264设置有初始位凸起265，释能转盘27边缘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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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的释能块271中间设置有与初始位凸起265限位配合的初始位凹陷272，利用芯轴22的

转动，在其从动触头3与静触头4的接触位置与断开位置相互切换的过程的前半段中，通过

挤压块263挤压储能扭簧24进行储能，到达后半段后，释能块271挤压位移块264，使与位移

块264同位于储能滑座26的储能块261从限位槽233内退位，储能块261到达释能位置，储能

转盘25能够自由转动，直至储能块261到达下一限位槽233，储能块261在复位弹簧262的作

用下回位至限位槽233内，储能扭簧24能量释放完毕，实现储能操作隔离开关的功能，此外，

由于初始位凸起265与初始位凹陷272，在工作人员操作芯轴22的初始，会感受到储能弹簧

及复位弹簧262提供的双重阻尼感，使操作的手感更好。

[0023] 如图7所示，模块壳体11两侧分别设置有延伸至相邻模块壳体11侧面并与侧面相

贴合的限位板12，限位板12朝向相邻模块壳体11设置有卡块121，相邻的模块壳体11与卡块

121对应设置有卡配的卡槽122，模块壳体11与相邻模块壳体11之间采用超声波焊接进行固

定，传统相邻模块壳体11之间采用螺栓进行固定，安装复杂、安装效率低，采用卡块121与卡

槽122的配合，并利用超声波焊接进行固定，大大提高安装效率的同时提高安装强度，此外，

卡块121与卡槽122的位置可以对调，卡槽122设置于限位板12，卡块121设置于模块壳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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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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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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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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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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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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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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