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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内置限流熔断器的开关，

其特征在于，包括抽架和本体，本体设置在抽架

的内部，本体包括基座，基座正面的中部与辅助

触头、电动操作机构、合闸电磁铁、操作机构、智

能脱扣器、分励脱扣器连接，基座正面的上部与

大面罩、小面罩连接，基座的背面与大底板连接

构成三个独立的腔体，每一个腔体内设有一组动

触头系统和静触头系统，在每一个动触头系统的

正上方位置，相应设有一个灭弧罩，所述的基座

一侧与小底板连接形成一个独立的腔体四，腔体

四内设有限流熔断器。本发明专利的优点是：集

成度高、安装空间小、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维修

更换方便、安全性好；原理简单易行，便于工程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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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置限流熔断器的开关，其特征在于，包括抽架(1)和本体(2)，本体(2)设置在

抽架(1)的内部，本体(2)包括基座(14)，基座(14)正面的中部与辅助触头(8)、电动操作机

构(9)、合闸电磁铁(10)、操作机构(11)、智能脱扣器(12)、分励脱扣器(13)连接，基座(14)

正面与大面罩(15)、小面罩(17)连接，基座(14)的背面与大底板(7)连接构成三个独立的腔

体，每一个腔体内设有一组动触头系统(21)和静触头系统(22)，在每一个动触头系统的正

上方位置，相应设有一个灭弧罩(5)，所述的基座(14)一侧与小底板(4)连接形成一个独立

的腔体四(1604)，腔体四(1604)内设有限流熔断器(3)；所述的限流熔断器(3)设置在小底

板(4)上，并且下端穿过小底板(4)设有U型母排(19)，上端通过L型连接排(18)连接到相邻

的静触头系统(22)的铜排上；所述的静触头系统(22)设置在大底板(7)上，在两个相邻的静

触头系统(22)之间设有分流器(20)连接，静触头系统(22)与动触头系统(21)在腔体内对应

布置，动触头系统(21)的底部设有U型母排(19)。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限流熔断器的开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座(14)在安

装限流熔断器(3)的腔体正下方位置，设有散热孔(140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限流熔断器的开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助触头(8)

和智能脱扣器(12)并列设置在基座(14)的正面，在辅助触头(8)和智能脱扣器(12)之间设

有合闸电磁铁(10)和分励脱扣器(13)，合闸电磁铁(10)和分励脱扣器(13)的下部与操作机

构(11)连接固定，辅助触头(8)的下部与电动操作机构(9)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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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置限流熔断器的开关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内置限流熔断器的开关，属于低压电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直流开关作为直流配电系统中最重要的元器件之一，广泛应用于重要的发电站、

变电站、城市轨道交通以及船舶电力系统中，确保配电系统以及用电设备的用电安全。目

前，在DC1000V以下的直流系统中，大多采用交流断路器通过多极串联形成多断口的方法来

提高直流断路器的工作电压。由于直流电流没有过零点，开关分断时，对灭弧的要求比交流

高很多，分断时间也比较长。为了满足一些特殊直流配电系统的短路电流分断时间极短的

要求，通常采取直流开关串接限流熔断器的方式解决直流短路电流快速切断的问题。通常

情况下，直流断路器、限流熔断器在成套配电板内独立布置，通过外部铜母线连接，各自独

立安装，占用空间大，电气性能低，熔断器更换维修不方便。

[0003] 直流开关是配电系统中重要的元器件，通常情况用于电力系统供电支路电缆及用

电设备进行保护，当回路中出现不允许的过载和短路电流时，直流开关能可靠快速地自动

断开电路，配电系统正常工作及过载时，由直流开关断路器完成电路的接通和分断；当配电

系统发生短路时，由限流熔断器完成短路限流分断。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能提高了开关在配电系统中使用的可靠性、集

成化和可维护性能。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内置限流熔断器的开

关，其特征在于，包括抽架和本体，本体设置在抽架的内部，本体包括基座，基座正面的中部

与辅助触头、电动操作机构、合闸电磁铁、操作机构、智能脱扣器、分励脱扣器连接，基座正

面的上部与大面罩、小面罩连接，基座的背面与大底板连接构成三个独立的腔体，每一个腔

体内设有一组动触头系统和静触头系统，在每一个动触头系统的正上方位置，相应设有一

个灭弧罩，所述的基座一侧与小底板连接形成一个独立的腔体四，腔体四内设有限流熔断

器。

[0006] 优选的，所述的腔体包括腔体一、腔体二和腔体三，每个腔体的上方都设有灭弧

罩。

[0007] 优选的，所述的限流熔断器设置在小底板上，并且下端穿过小底板设有U型母排，

上端通过L型连接排连接到相邻的静触头系统的铜排上。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基座在安装限流熔断器的腔体正下方位置，设有散热孔。

[0009] 优选的，所述的静触头系统设置在大底板上，在两个相邻的静触头系统之间设有

分流器连接，静触头系统与动触头系统连接，动触头系统的底部设有U型母排。

[0010] 优选的，所述的辅助触头和智能脱扣器并列设置在基座的正面，在辅助触头和智

能脱扣器之间设有合闸电磁铁和分励脱扣器，合闸电磁铁和分励脱扣器的下部与操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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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固定，辅助触头的下部与电动操作机构连接。

[001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开关主要应用在直流配电系统中，开关主回路采用三断口串

接，中间串接分流器，用于采集主回路的电流信号，开关本体内的主回路还串接一个限流熔

断器。开关通过操作机构合闸，开关动触头系统闭合，主回路接通，配电系统正常工作；同

时，开关也可通过操作机构分闸，开关动触头系统断开，主回路断开，配电系统断电，不工

作。当主回路中出现不允许的过载和短路电流时，本开关能可靠快速地自动断开电路。在系

统正常工作及过载时，由本体的断路器完成电路的接通和分断；当系统发生短路时，由限流

熔断器完成短路限流分断，并且在分断完成后向断路器反馈，由断路器分闸实现主电路电

气隔离。

[0012] 本发明专利可以提供一种内置限流熔断器的开关，该开关带限流熔断器，且内置

安装在开关的本体内部，分流器安装与本体上的触头系统上，用于检测电路上的电流信号，

通过限流熔断器的内置，有效降低了配电系统的安装空间。本发明专利的推广应用能够更

好地提高熔断器、开关安装场所的电气安全性，降低安装空间，提高了熔断器在配电系统中

使用的安全性和可更换性。

[0013] 本发明专利的优点是：

[0014] 1集成度高、安装空间小、结构简单、安装方便；

[0015] 2维修更换方便、安全性好；

[0016] 3原理简单易行，便于工程化。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本体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本体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本体主回路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基座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更明显易懂，兹以优选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0023]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内置限流熔断器的开关，其特征在于，包括抽架1和本体2，

本体2设置在抽架1的内部，本体2包括基座14，基座14正面的中部与辅助触头8、电动操作机

构9、合闸电磁铁10、操作机构11、智能脱扣器12、分励脱扣器13连接，基座14正面与大面罩

15、小面罩17连接，基座14的背面与大底板7连接构成三个独立的腔体，每一个腔体内设有

一组动触头系统21和静触头系统22，在每一个动触头系统的正上方位置，相应设有一个灭

弧罩5，所述的基座14一侧与小底板4连接形成一个独立的腔体四1604，腔体四1604内设有

限流熔断器3，所述的腔体包括腔体一1601、腔体二1602和腔体三1603，每个腔体的上方都

设有灭弧罩5。

[0024] 限流熔断器3设置在小底板4上，并且下端穿过小底板4设有U型母排19，上端通过L

型连接排18连接到相邻的静触头系统22的铜排上。所述的基座14在安装限流熔断器3的腔

体正下方位置，设有散热孔1401，所述的静触头系统22设置在大底板7上，在两个相邻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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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头系统22之间设有分流器20连接，静触头系统22与动触头系统21在腔体对应布置，动触

头系统21的底部设有U型母排19，所述的辅助触头8和智能脱扣器12并列设置在基座14的正

面，在辅助触头8和智能脱扣器12之间设有合闸电磁铁10和分励脱扣器13，合闸电磁铁10和

分励脱扣器13的下部与操作机构11连接固定，辅助触头8的下部与电动操作机构9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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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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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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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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