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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抽屉柜

(57)摘要

一种抽屉柜，属于低压电器技术领域。包括

有柜体和设置在柜体内的抽屉单元，所述的抽屉

单元包括有抽屉本体、断路器、出线侧单元，所述

的断路器设置在抽屉本体内，所述的出线侧单元

设置在抽屉本体的抽屉后板上并与断路器电连

接，所述出线侧单元包括有出线侧一次端子与出

线侧二次端子，特点是：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

与出线侧二次端子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用于将

出线侧一次端子与出线侧二次端子隔开。优点：

实现了进线侧仓间隔离，出线侧仓间隔离，出线

侧一次二次的隔离，提高了抽屉柜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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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抽屉柜，包括有柜体和设置在柜体内的抽屉单元(1)，所述的抽屉单元(1)包括

有抽屉本体(11)、断路器(12)、出线侧单元(13)，所述的断路器(12)设置在抽屉本体(11)

内，所述的出线侧单元(13)设置在抽屉本体(11)的抽屉后板(111)上并与断路器(12)电连

接，所述出线侧单元(13)包括有出线侧一次端子(131)与出线侧二次端子(132)，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与出线侧二次端子(132)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21)，用于

将出线侧一次端子(131)与出线侧二次端子(132)隔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有多

组，各组之间设置有第二隔板(2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有多

组，各组之间设置有第三隔板(23)。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隔板(21)、第

二隔板(22)、第三隔板(23)采用聚碳酸酯板。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的各

组外侧设置有绝缘罩(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抽屉单元(1)还包括有进线

侧一次端子(14)，所述的进线侧一次端子(14)设置在抽屉后板(111)上并位于出线侧单元

(13)的旁侧，所述进线侧一次端子(14)的一端与断路器(12)进线端相连，另一端与抽屉单

元(1)的后方的垂直母线(4)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母线(4)的外侧设置有隔

离板(5)，所述的隔离板(5)围成一垂直通道(50)，所述的垂直母线(4)设置在垂直通道(50)

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垂直通道(50)内设置有进线

侧仓间隔板(6)，所述的进线侧仓间隔板(6)设置在隔离板(5)上并与抽屉单元(1)的位置相

对应，用于进线侧的仓间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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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抽屉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低压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抽屉柜。

背景技术

[0002] 低压成套设备是整个低压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于现代生活的各个场

合，例如：发电厂、变电所、居民区等。由于低压成套设备承担着电能分配的特殊功能，因此

确保设备运行的安全性显得格外重要。

[0003]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抽屉式低压成套开关柜有时也会发生故障，当一次回路出现电

弧和金属蒸汽时，便会向二次回路蔓延，造成二次回路的烧毁，进而波及到整柜，造成更严

重的安全事故。

[0004] 鉴于上述已有技术，有必要对现有抽屉式低压成套开关柜结构加以合理的改进。

为此，本申请人作了有益的设计，下面将要介绍的技术方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任务是要提供一种抽屉柜，其实现了进线侧仓间隔离，出线侧仓间

隔离，出线侧一次二次的隔离，提高了抽屉柜的安全性。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任务是这样来完成的，一种抽屉柜，包括有柜体和设置在柜体内的

抽屉单元，所述的抽屉单元包括有抽屉本体、断路器、出线侧单元，所述的断路器设置在抽

屉本体内，所述的出线侧单元设置在抽屉本体的抽屉后板上并与断路器电连接，所述出线

侧单元包括有出线侧一次端子与出线侧二次端子，特点是：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与出线

侧二次端子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用于将出线侧一次端子与出线侧二次端子隔开。

[000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有多组，各组之间

设置有第二隔板。

[0008] 在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出线侧二次端子有多组，各组之

间设置有第三隔板。

[0009] 在本实用新型的又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第一隔板、第二隔板、第三隔板采

用聚碳酸酯板。

[0010] 在本实用新型的再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的各组外侧设置

有绝缘罩。

[0011] 在本实用新型的还有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抽屉单元还包括有进线侧一次

端子，所述的进线侧一次端子设置在抽屉后板上并位于出线侧单元的旁侧，所述进线侧一

次端子的一端与断路器进线端相连，另一端与设置在抽屉单元的后方的垂直母线相连。

[0012] 在本实用新型的进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垂直母线的外侧设置有隔离板，

所述的隔离板围成一垂直通道，所述的垂直母线设置在垂直通道内。

[0013] 在本实用新型的更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垂直通道内设置有进线侧仓间

隔板，所述的进线侧仓间隔板设置在隔离板上并与抽屉单元的位置相对应，用于进线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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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间隔离。

[0014]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上述结构，具有的有益效果：第一、本抽屉柜中在出线侧一

次端子与出线侧二次端子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将出线侧一次端子和二次端子进行隔离；

第二、若出线侧一次端子有多组时，各组之间设置有第二隔板，若出线侧二次端子有多组

时，各组之间设置有第三隔板，进一步隔离出线侧一次端子和二次端子；第三、本抽屉柜还

包括有出线侧封板，实现出线侧的层间隔离；第四、在垂直母线所在的垂直通道内设置进线

侧仓间隔板，用于进线侧的仓间隔离，这就形成了进线侧的隔离。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抽屉柜的一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6] 图2为图1的后视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抽屉柜的另一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8] 图4为图3的后视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抽屉柜的又一实施例的立体图。

[0020] 图6为图5的后视图。

[0021] 图7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抽屉柜中垂直通道和垂直母线的配合示意图。

[0022] 图8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抽屉柜的后视图。

[0023] 图中：1.抽屉单元、11.抽屉本体、111 .抽屉后板、112.抽屉面板、113.抽屉侧板、

114.抽屉底板、12.断路器、13.出线侧单元、131.出线侧一次端子、132.出线侧二次端子、

14.进线侧一次端子；21.第一隔板、22.第二隔板、23.第三隔板；3.绝缘罩；4.垂直母线；5.

隔离板、50.垂直通道、51.隔离侧板、52.隔离后板；6.进线侧仓间隔板；7.出线侧封板、71.

左封板、72.右封板、73.底封板、74.后封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描述，但对实施例的描述不是对

技术方案的限制，任何依据本实用新型构思作形式而非实质的变化都应当视为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

[0025] 在下面的描述中凡是涉及上、下、左、右、前和后的方向性或称方位性的概念都是

以对应附图所示的位置为基准的，因而不能将其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的特

别限定。

[0026] 请参阅图1至图6，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抽屉柜，包括有柜体和设置在柜体内的由

上至下一次布置的抽屉单元1，所述的抽屉单元1包括有抽屉本体11、断路器12、出线侧单元

13。

[0027] 如图1所示，所述的抽屉本体11为方形，由一块抽屉后板111、一块抽屉面板112、两

块抽屉侧板113、一块抽屉底板114组成，构成一开口朝上的容腔。其中，所述的抽屉后板111

和抽屉面板112一前一后平行设置，两块所述的抽屉侧板113连接在抽屉面板112和抽屉后

板111的两端部之间，构成方框，所述的抽屉底板114整体铺设于抽屉后板111、抽屉面板

112、抽屉侧板113构成的方框底部，作为抽屉底部承接板。所述的抽屉面板112上设置有操

作拉手、仪表、操作手柄、控制按钮等。所述的出线侧单元13设置在抽屉本体11的抽屉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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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上并与断路器12电连接。

[0028] 如图1、图2、图4、图6所示，所述的断路器12设置在抽屉本体11构成的容腔内，根据

实际需要，所述断路器12的数量可以为一个或者多个。所述出线侧单元13包括有出线侧一

次端子131与出线侧二次端子132，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的数量为一组或者多组，出线

侧一次端子131的数量根据断路器12的数量来决定，即一个断路器12对应一个出线侧一次

端子131。同样的，所述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的数量为一组或者多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

的数量根据断路器12的数量来决定，即一个断路器12对应一个出线侧二次端子132。

[0029] 如图2、图3、图4、图6所示，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与出线侧二次端子132设置

在抽屉本体11的抽屉后板111上并与断路器12电连接，具体的，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

设置在抽屉后板111的下方，所述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设置在所述出线侧一次端子131的

上方。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与出线侧二次端子132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21，用于将出

线侧一次端子131与出线侧二次端子132隔开。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有多组，各组之间

设置有第二隔板22，所述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有多组，各组之间设置有第三隔板23。所述

的第一隔板21、第二隔板22、第三隔板23采用聚碳酸酯板。

[0030] 进一步的，如图1、图7、图8所示，所述的抽屉单元1还包括有进线侧一次端子14，所

述的进线侧一次端子14设置在抽屉后板111上并位于出线侧单元13的旁侧。所述的进线侧

一次端子14一端与断路器12进线端相连，另一端与垂直母线4相连。所述的垂直母线4设置

在抽屉单元1的后方，所述的垂直母线4的外侧设置有隔离板5，所述的隔离板5围成一垂直

通道50，所述的隔离板5包括有两块隔离侧板51以及一块隔离后板52，两块所述的隔离侧板

51设置在抽屉后板111上对应于进线侧一次端子14的位置，一块所述的隔离后板52设置在

隔离侧板51之间并与抽屉后板111平行，这样，抽屉后板111、隔离侧板51以及隔离后板52组

成一垂直通道50，所述的垂直母线4设置在该通道内。所述的垂直通道50内设置有进线侧仓

间隔板6，所述的进线侧仓间隔板6设置在隔离板5上并与抽屉单元1的位置相对应，用于进

线侧的仓间隔离，这就形成了进线侧的隔离。

[0031] 进一步的，如图1、图8所示，所述的抽屉柜还包括有出线侧封板7，所述的出线侧封

板7包括有左封板71、右封板72、底封板73和后封板74，所述的左封板71设置在柜体上，右封

板72设置在相近的隔离侧板51上，所述的后封板74设置在左封板71和右封板72之间并与抽

屉后板111平行，所述的底封板73设置在左封板71、右侧封板72、后封板74的下方，实现了出

线侧的层间隔离。

[0032] 这里，关于第一隔板21、第二隔板22和第三隔板23的设置通过下列实施例来描述。

[0033] 实施例1

[0034] 如图1、图2所示，所述抽屉本体11构成的容腔内只设置有一个断路器，则相应的，

所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也只有一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同样是一组，则只需要在出线

侧一次端子131、出线侧二次端子132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21即可，所述的第一隔板21设置

在抽屉后板111的卡槽中即可，这样就完成了隔离单个仓出线侧一次二次回路。当然，为了

进一步的隔离，可以在一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的外侧加设一绝缘罩3，当然，若是在每个出

线侧一次端子131的电缆接头上设置有绝缘罩3那是更好的。

[0035] 实施例2

[0036] 如图3、图4所示，所述抽屉本体11构成的容腔内设置有两个断路器，则相应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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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也有两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同样是两组，则需要在出线侧一次

端子131、出线侧二次端子132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21，在两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之间同样

设置有第二隔板22，两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之间同样设置有第三隔板23，当然，为了进一

步的隔离，可以在两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的每一组外侧分别加设一绝缘罩3，当然，若是在

每个出线侧一次端子131的电缆接头上设置有绝缘罩3那是更好的。

[0037] 实施例3

[0038] 如图5、图6所示，所述抽屉本体11构成的容腔内设置有四个断路器，则相应的，所

述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也有四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同样是四组，则需要在出线侧一次

端子131、出线侧二次端子132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21，两两分组的左右两组出线侧一次端

子131之间设置有第二隔板22，相邻两组出线侧二次端子132之间设置有第三隔板23，当然，

为了进一步的隔离，可以在四组出线侧一次端子131的每一组外侧分别加设一绝缘罩3，当

然，若是在每个出线侧一次端子131的电缆接头上设置有绝缘罩3那是更好的。

[0039] 上述的绝缘罩3的材料一般为塑料，其他材料也是可行，能够有效保证绝缘即可。

[0040] 本专利中所述的抽屉单元1具有多个类型，例如上述所述的三种，根据实际使用的

需要，三种抽屉柜交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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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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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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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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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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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