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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7) Abstract: A multi-functional electrical protector having magnetic points comprises anelectrical enclosure (1). An inner left surface
of the electrical enclosure (1) is provided with a first metal bar (2). A first metal sleeve (3) is positioned under and sleeved onto the first

a \ metal bar (2). An outer left surface of the electrical enclosure (1) is provided with an exhaust cabinet (5). A blower (9) is fixed to an
outer right surface of the electrical enclosure (1). A second metal bar (14) is fixed to an inner right surface of the electrical enclosure
(1). A second metal sleeve (15) is positioned under and sleeved onto the second metal bar (14). A lightning rod (18) is installed at a
middle portion of the electrical enclosure (1). An insulating layer (23)，an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layer (24) and a dust prevention

a \ layer (25) are sequentially coated on an outer surface of the electrical enclosure (1) from botom to top. A plurality of magnetic points
is provided inside a wall of the electrical enclosure (1). The invention solves problems in which an excessively high temperature causes
damage to equipment, electromagnetic fields are harmful to personnel, and thunderstorms pose safety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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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包括 电气箱 （1），所述 电气箱 （1）内部左侧表面设置有第一金
属杆 （2 ） 且第一金属杆 （2 ）套接 的第一金属外套 （3 ）位于第一金属杆 （2 ）的下方，所述 电气箱 （1）
左侧外部表面安装有排气箱 （5） 所述 电气箱 （1）右侧外部表面 固定有鼓风机 （9） 所述 电气箱 （1）
内部右侧表面 固定有第二金属杆 （14） 且第二金属杆 （14）套接 的第二金属外套 （15）位于第二金属杆
（14）的下方，所述 电气箱 （1）中部位置安装有避雷针 （18） 所述 电气箱 （1）外侧表面 由下至上依次

涂有绝缘层 （23） 电磁干扰层 （24）和防尘层 （25） 所述 电气箱 （1）箱板 内装设若干磁点，解决 了温
度过高对设备有所损耗和电磁对工作人员造成损害以及在雷雨天气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



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技术领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 电力技术领域 ，具体为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背景技术

[0002] 电气设备 (Electrical Equipment) 是在 电力系统 中对发电机 、变压器 、电力线

路 、断路器等设备的统称。电气设备 由电源和用 电设备两部分组成 ，电源包括

蓄电池 、发电机及其调节器。电气事故统计资料表明，由于电气设备的结构有

缺陷 ，安装质量不佳 ，不能满足安全要求而造成 的事故所 占比例很大。

[0003] 但是现有技术存所述 以下不足 ：

[0004] 1、传统 的电气箱表面没有过多的防护措施 ，缺少警告标示 ，保护层较少 ，安

装 比较复杂 ；

[0005] 2、当电气箱 内部温度较高时没有降温处理 ，容易造成事故。

发明概述

技术问题

[0006] 针对现有技术 的不足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解决了

缺乏降温处理和保护层较少 以及缺少警告标示 的问题。

问题 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7]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包括 电气箱 ，所述 电气箱 内部左侧表面设置有第一金属杆 ，且第一金属杆套

接 的第一金属外套位于第一金属杆 的下方 ，所述第一金属外套上表面固定有变

压器 ，所述 电气箱左侧外部表面安装有排气箱 ，且排气箱左侧表面开设有 出口

，所述排气箱上侧表面连接有排气管 ，且排气管右侧 固定有第一金属外罩 ，所

述 电气箱右侧外部表面固定有鼓风机 ，且鼓风机右侧表面开设有进 口，所述鼓

风机上侧表面连接有进气管 ，且进气管左侧 固定有第二金属外罩 ，所述鼓风机



正下方固定 的托板位于电气箱外侧表面 ，所述 电气箱 内部右侧表面固定有第二

金属杆 ，且第二金属杆套接 的第二金属外套位于第二金属杆 的下方 ，所述第二

金属外套上侧表面固定有底座 ,且底座上方安装有发电机 ，所述 电气箱 中部位置

安装有避雷针 ，且避雷针下方固定有立杆 ，且立杆下方固定有过渡接头 ，所述

过渡接头焊接在底盘的表面 ，且底盘的表面连接有防雷地线 ，所述 电气箱外侧

表面 由下至上依次涂有绝缘层 、电磁干扰层和防尘层 ，所述 电气箱箱板 内装设

若干磁点。

[0008] 优选 的，所述鼓风机位于电气箱右上方 ，排气箱位于电气箱左下方。

[0009] 优选 的，所述防雷地线连接到地下 ，且防雷地线连接到地下米位置。

[0010] 优选 的，所述 电气箱表面张贴有警示反光条。

[0011] 优选 的，所述第一金属杆表面开设有第一凹槽 ，且第一金属外套内部表面固定

有第一凸起。

[0012] 优选 的，所述第二金属杆表面开设有第二凹槽 ，且第二金属外套内部表面固定

有第二凸起。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具备 以下有益效果 ：

[0014] (1)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绝缘层 ，避免工作人员在附近 由于电压过大对员工

造成致命 的伤害 ，电磁干扰层减少电磁对工作人员的损害 ，防尘层减少因灰尘

过多造成设备损耗 ，较少维修成本 ，本实用新型设置 的第一金属杆 、第一金属

外套 、第一凹槽和第一凸起相互作用 ，第一金属杆进行伸缩 ，对设备进行二次

固定 ，设备更加稳定 ，在 电气箱表面设置警示反光条 ，警示普通人员禁止靠近

，减少安全隐患。

[0015] (2) 本实用新型设置有排气箱和鼓风机 ，保证空气在整个设备流动 ，设备在

高速运转时会产生热量 ，温度过高会导致设备运转不正常 ，造成设备损害 ，增

加了空气流动率 ，减少热量产生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 的避雷针 ，在雷雨天气

更加保证设备的安全使用，所述 电气箱箱板 内装设若干磁点，用于吸附箱 内铁质杂

屑 ，在维修时或者较差环境里会产生飞扬 的铁屑 ，这些铁屑落在关键设备上或



造成短路或其他故障 ，设置 的磁点可 以有效 的避免这一点。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0016] 图 1为本实用新型 的结构示意 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 的俯视 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 的正视 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 图1中第一金属杆和第一金属外套的放大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 图1中第二金属杆和第二金属外套的放大图。

[0021] 图中：1电气箱 、2第一金属杆 、3第一金属外套 、4变压器 、5排气箱 、6出口、

7排气管 、8第一金属外罩 、9鼓风机 、 10进 口、 11进气管 、 12第二金属外罩 、 13

托板 、 14第二金属杆 、 15第二金属外套 、 16发电机 、 17底座 、 18避雷针 、 19立

杆 、20过渡接头 、2 1底盘 、22防雷地线 、23绝缘层 、24电磁干扰层 、25防尘层

、26警示反光条 、27第一 凹槽 、28第一凸起 、29第二 凹槽 、30第二凸起。

实施该发明的最佳实施例

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式

[0022] 在此处键入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式描述段落。

发明实施例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

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 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

述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

护 的范围。

[0024] 如 图 1-5所示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实施例 ：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包

括 电气箱 1，电气箱 1表面张贴有警示反光条26, 电气箱 1内部左侧表面设置有第

一金属杆2，且第一金属杆2套接 的第一金属外套3位于第一金属杆2的下方 ，第

一金属杆2表面开设有第一凹槽27, 且第一金属外套3内部表面固定有第一凸起2



8 第一金属外套3上表面固定有变压器4，电气箱 1左侧外部表面安装有排气箱5

，且排气箱5左侧表面开设有 出口6 排气箱5上侧表面连接有排气管7 且排气

管7右侧 固定有第一金属外罩 8，电气箱 1右侧外部表面固定有鼓风机9，鼓风机9

位于电气箱 1右上方 ，排气箱5位于电气箱 1左下方 ，排气箱5和鼓风机9，保证空

气在整个设备流动 ，设备在高速运转时会产生热量 ，温度过高会导致设备运转

不正常 ，造成设备损害 ，增加了空气流动率 ，减少热量产生 ，本实用新型通过

设置 的避雷针 18, 在雷雨天气更加保证设备的安全使用 ，且鼓风机9右侧表面开

设有进 口10, 鼓风机9上侧表面连接有进气管 11，且进气管 11左侧 固定有第二金

属外罩 12，鼓风机9正下方固定 的托板 13位于电气箱 1外侧表面 ，电气箱 1内部右

侧表面固定有第二金属杆 14, 第二金属杆 14表面开设有第二凹槽29, 且第二金

属外套 15内部表面固定有第二凸起 3 0 且第二金属杆 14套接 的第二金属外套 15

位于第二金属杆 14的下方 ，第二金属外套 15上侧表面固定有底座 17,且底座 17上

方安装有发电机 16, 电气箱 1中部位置安装有避雷针 18, 且避雷针 18下方固定有

立杆 19, 且立杆 19下方固定有过渡接头20, 过渡接头20焊接在底盘 2 1表面 ，且

底盘 2 1表面连接有防雷地线22, 防雷地线22连接到地下 ，且防雷地线22连接到

地下5米位置 ，电气箱 1外侧表面 由下至上依次涂有绝缘层23、电磁干扰层24和

防尘层25, 绝缘层23, 避免工作人员在附近 由于电压过大对员工造成致命 的伤

害 ，电磁干扰层24减少 电磁对工作人员的损害 ，防尘层25减少 因灰尘过多造成

设备损耗 ，较少维修成本 ，本实用新型设置 的第一金属杆2、第一金属外套3、

第一凹槽27和第一凸起28相互作用 ，第一金属杆2进行伸缩 ，对设备进行二次固

定 ，设备更加稳定 ，在 电气箱 1表面设置警示反光条26, 警示普通人员禁止靠近

，减少安全隐患。所述 电气箱箱板 内装设若干磁点，用于吸附箱 内铁质杂屑 ，在

维修时或者较差环境里会产生飞扬 的铁屑 ，这些铁屑落在关键设备上或造成短

路或其他故障 ，设置 的磁点可 以有效 的避免这一点。需要注意 的是 ，磁点的设

置不宜过于密集 ，防止对箱 内电器产生磁干扰 ；所述磁点的设置应方便随时取

下 ，在停 电大修时取下磁点方便清理吸附的铁屑杂质等。

[0025] 工作原理 ：该多功能电气保护器在使用时 ，通过设置 的第一金属杆2和第一金

属外套3 相互配合 ，将变压器4固定在第一金属外套3表面 ，第一金属杆2进行



伸缩 ，调到合适位置 ，第一凹槽27和第一凸起28相互卡接 ，对变压器4进行 固定

，第二金属杆 14和第二金属外套 15相互配合使用 ，将发电机 16固定在第二金属

外套 15的表面 ，调到合适位置 ，第二凹槽29和第二凸起30相互卡接进行 固定 ，

当变压器4和发电机 16运转产生热量时 ，鼓风机9开始鼓风 ，风从鼓风机9右侧表

面的进 口10进入 ，从排气箱5左侧表面的出口6流 出，保证空气充分流动 ，将热

量带走 ，给设备降温 ，在雷雨天气 ，本实用新型设置 的避雷针起到避雷的作用

，在雷雨天气也保证设备的正常工作。

[0026] 综上可得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鼓风机9、排气箱5、电磁干扰层24和避雷针 18

解决了温度过高对设备有所损耗和 电磁对工作人员造成损害 以及在雷雨天气存

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 的第一金属杆2、第一金属外套3、第

一凹槽27、第一凸起28、第二金属杆 14、第二金属外套 15、第二凹槽29和第二

凸起30, 解决 了安装 比较复杂和不稳定 的问题。

[0027] 需要说明的是 ，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

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 区分开来 ，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

或操作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 ，术语 “包括 ” 、“包含 ”或者

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他性 的包含 ，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 、

方法 、物 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 ，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 出的其他要素

，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 、方法 、物 品或者设备所 固有 的要素。 尽管 已经示

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 的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 以理解

所述不脱离本实用新型 的原理和精神 的情况下可 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

、修改 、替换和变型 ，本实用新型 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 同物限定。

工 业 实 用 性

[0028] 在此处键入工业实用性描述段落。

序 列 表 自由 内容

[0029] 在此处键入序列表 自由内容描述段落。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包括 电气箱 （i ）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气箱 （1 ）内部左侧表面设置有第一金属杆 （2 ） ，且第一金属杆 （

2）套接 的第一金属外套 （3 ）位于第一金属杆 （2 ）的下方 ，所述第

一金属外套 （3 ）上表面固定有变压器 （4 ） ，所述 电气箱 （1 ）左侧

外部表面安装有排气箱 （5 ） ，且排气箱 （5 ）左侧表面开设有 出口 （

6） ，所述排气箱 （5 ）上侧表面连接有排气管 （7 ） ，且排气管 （7 ）

右侧 固定有第一金属外罩 （8 ） ，所述 电气箱 （1 ）右侧外部表面固定

有鼓风机 （9 ） ，且鼓风机 （9 ）右侧表面开设有进 口 （10） ，所述鼓

风机 （9 ）上侧表面连接有进气管 （11） ，且进气管 （11）左侧 固定

有第二金属外罩 （12） ，所述鼓风机 （9 ）正下方固定 的托板 （13）

位于电气箱 （1 ）外侧表面 ，所述 电气箱 （1 ）内部右侧表面固定有第

二金属杆 （14） ，且第二金属杆 （14）套接 的第二金属外套 （15）位

于第二金属杆 （14）的下方 ，所述第二金属外套 （15）上侧表面固定

有底座 （17），且底座 （17）上方安装有发电机 （16） ，所述 电气箱

（1 ）中部位置安装有避雷针 （18） ，且避雷针 （18）下方固定有立

杆 （19） ，且立杆 （19）下方固定有过渡接头 （20） ，所述过渡接头

（20）焊接在底盘 （21）表面 ，且底盘 （21）表面连接有防雷地线 （

22） ，所述 电气箱 （1 ）外侧表面 由下至上依次涂有绝缘层 （23）、

电磁干扰层 （24）和防尘层 （25） ，所述 电气箱箱板 内装设若干磁点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其特征在于：所

述鼓风机 （9 ）位于电气箱 （1 ）右上方 ，排气箱 （5 ）位于电气箱 （1

）左下方。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其特征在于：所

述防雷地线 （22）连接到地下 ，且防雷地线 （22）连接到地下5米位

置。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其特征在于：所



述 电气箱 （1 ）表面张贴有警示反光条 （26）。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金属杆 （2 ）表面开设有第一凹槽 （27） ，且第一金属外套 （3

）内部表面固定有第一凸起 （28）。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多功能磁性 电气保护器 ，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二金属杆 （14）表面开设有第二凹槽 （29） ，且第二金属外套 （

15）内部表面固定有第二凸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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