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066413.9

(22)申请日 2019.11.04

(71)申请人 乐变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 325600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城南街

道界岱工业区

(72)发明人 李金梁　李周翰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协众信创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2230

代理人 李京京

(51)Int.Cl.

H01F 27/08(2006.01)

H01F 27/12(2006.01)

H01F 27/14(2006.01)

H01F 27/2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

(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

主动散热装置通过入液管连接变压器油箱上部，

主动散热装置通过出液管连接变压器油箱下部；

主动散热装置包括散热箱、驱动电机、搅拌轴、临

储器、风扇、提升桨、导流缝和导流罩，散热箱上

端设有驱动电机，散热箱下端设有临储器，搅拌

轴竖向设于散热箱中心线上，且搅拌轴上端与驱

动电机传动连接，搅拌轴下端伸出临储器，搅拌

轴下端传动设有风扇，搅拌轴中部设有提升桨，

散热箱下端设有导流罩，导流罩与散热箱底部之

间设有导流缝，入液管与临储器连通，出液管与

散热箱下部侧壁连通。本发明结构设计巧妙，加

速了变压器油箱内油液与空气的热交换，显著提

高了变压器的散热效率，降温效果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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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包括变压器本体和变压器油箱，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主动散热

装置、入液管和出液管，所述主动散热装置通过入液管连接所述变压器油箱上部，所述主动

散热装置通过出液管连接所述变压器油箱下部；

所述主动散热装置包括散热箱、驱动电机、搅拌轴、临储器、风扇、提升桨、导流缝和导

流罩，所述散热箱上端设有驱动电机，所述散热箱下端设有临储器，所述搅拌轴竖向设于所

述散热箱中心线上，且所述搅拌轴上端与所述驱动电机传动连接，所述搅拌轴下端伸出所

述临储器，所述搅拌轴下端传动设有风扇，所述搅拌轴中部设有提升桨，所述散热箱下端设

有导流罩，所述导流罩与散热箱底部之间设有导流缝，所述入液管与所述临储器连通，所述

出液管与所述散热箱下部侧壁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散热变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箱包括箱体、锥台底、溢

出管和安装孔，所述箱体底部为向上凹陷的锥台底，所述锥台底内部固定有竖向设置的溢

出管，所述溢出管下端设有安装孔，所述搅拌轴穿设在所述溢出管和安装孔内，所述安装孔

与所述临储器连通。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散热变压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安装管，所述安装管上端

与所述安装孔连接，所述安装管下端与所述临储器连接，所述导流罩固定在所述安装管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效散热变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罩包括罩体、连接杆、安

装环和导流孔，所述罩体为向上凹陷的锥台形，所述罩体上端开设有导流孔，所述导流孔内

设有同轴设置的安装环，所述安装环外壁与导流孔内壁之间固定有连接杆，所述安装环固

定套设在所述安装管上。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效散热变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管外壁开设有外螺纹，

所述安装环内壁开设有相配合的内螺纹。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效散热变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临储器包括球形体、连接孔

和转动密封孔，所述球形体上端通过连接孔与所述安装管固定连接，所述球形体下端设有

转动密封孔，所述搅拌轴穿设在所述转动密封孔内。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效散热变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桨下部伸入所述临储器

内腔，所述提升桨上部贯穿所述安装管。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效散热变压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环形翅片，所述环形翅片

镶嵌在所述锥台底上，所述环形翅片外缘伸入所述箱体内，所述环形翅片内缘伸入所述导

流缝中。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效散热变压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辅助散热管，所述辅助散

热管伸入所述箱体内，所述辅助散热管第一端穿设在所述箱体外侧壁上，所述辅助散热管

第二端向下穿过所述锥台底，所述辅助散热管第二端朝向所述风扇。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效散热变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散热管中部缠绕在所

述溢出管外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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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电力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或电流)变成

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电压(或电流)的设备。它是电能的传输、分配和使用

的重要环节，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保证了输配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0003] 由于变压器在使用中会产生大量热量，如果不能将其热量散出，则会影响到线圈、

铁芯等部件，不仅会影响到变压器的使用效率，还会造成变压器损坏甚至起火。因此，为变

压器配备高效散热部件，十分必要。

[0004] 现有技术中的油浸式变压器，是将变压器的线圈、铁芯等部件浸入到油箱的油液

中，并在油箱底部和上部设置循环油管，利用油箱中上下部分油液密度不同实现自循环，循

环油管与空气进行热交换，从而实现对变压器的散热降温。

[0005] 但是，上述循环油管进行的是自循环散热，散热速度慢，效果差，特别是在夏天高

温天气时，容易引发火灾。因此，如何对现有变压器进行改进，提高散热效率，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为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相关技

术问题。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包括变压器本体和变压器油箱，还包括主动散热装置、入液

管和出液管，所述主动散热装置通过入液管连接所述变压器油箱上部，所述主动散热装置

通过出液管连接所述变压器油箱下部；

[0009] 所述主动散热装置包括散热箱、驱动电机、搅拌轴、临储器、风扇、提升桨、导流缝

和导流罩，所述散热箱上端设有驱动电机，所述散热箱下端设有临储器，所述搅拌轴竖向设

于所述散热箱中心线上，且所述搅拌轴上端与所述驱动电机传动连接，所述搅拌轴下端伸

出所述临储器，所述搅拌轴下端传动设有风扇，所述搅拌轴中部设有提升桨，所述散热箱下

端设有导流罩，所述导流罩与散热箱底部之间设有导流缝，所述入液管与所述临储器连通，

所述出液管与所述散热箱下部侧壁连通。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散热箱包括箱体、锥台底、溢出管和安装孔，所述箱体底部为向上

凹陷的锥台底，所述锥台底内部固定有竖向设置的溢出管，所述溢出管下端设有安装孔，所

述搅拌轴穿设在所述溢出管和安装孔内，所述安装孔与所述临储器连通。

[0011] 进一步地，还包括安装管，所述安装管上端与所述安装孔连接，所述安装管下端与

所述临储器连接，所述导流罩固定在所述安装管上。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导流罩包括罩体、连接杆、安装环和导流孔，所述罩体为向上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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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锥台形，所述罩体上端开设有导流孔，所述导流孔内设有同轴设置的安装环，所述安装环

外壁与导流孔内壁之间固定有连接杆，所述安装环固定套设在所述安装管上。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安装管外壁开设有外螺纹，所述安装环内壁开设有相配合的内螺

纹。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临储器包括球形体、连接孔和转动密封孔，所述球形体上端通过连

接孔与所述安装管固定连接，所述球形体下端设有转动密封孔，所述搅拌轴穿设在所述转

动密封孔内。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提升桨下部伸入所述临储器内腔，所述提升桨上部贯穿所述安装

管。

[0016] 进一步地，还包括环形翅片，所述环形翅片镶嵌在所述锥台底上，所述环形翅片外

缘伸入所述箱体内，所述环形翅片内缘伸入所述导流缝中。

[0017] 进一步地，还包括辅助散热管，所述辅助散热管伸入所述箱体内，所述辅助散热管

第一端穿设在所述箱体外侧壁上，所述辅助散热管第二端向下穿过所述锥台底，所述辅助

散热管第二端朝向所述风扇。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辅助散热管中部缠绕在所述溢出管外壁上。

[0019] 本发明实施例具有如下优点：

[0020] 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是通过在变压器油箱上设置主动散热装置，提高油液的循环速

度，并在循环过程中，通过主动散热装置上设置的导流罩结构、临储器结构、油箱结构等，加

速油液与空气的热交换，大大提高了变压器的散热能效率，降温效果明显；同时，在锥台底

上设置了环形翅片，通过环形翅片与导流缝中空气的热交换，进一步提高了散热能力；以及

在箱体内设置了辅助散热管，且辅助散热管缠绕在溢出管上，使得溢出管流出的油液能够

首先与辅助散热管进行热交换，辅助散热管通过与风扇配合，加速了箱体内热量的散出，提

高散热效果。本发明结构设计巧妙，加速了变压器油箱内油液与空气的热交换，显著提高了

变压器的散热效率，降温效果大大提高。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方

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

仅是示例性的，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引伸获得其它的实施附图。

[0022] 本说明书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供

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的

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产生的功

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内。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中主动散热装置的主视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中主动散热装置的主视剖视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3中A处局部放大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3中B处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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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主动散热装置的导流罩的俯视图；

[0029] 图中：

[0030] 1变压器本体；2变压器油箱；3主动散热装置；31散热箱；311箱体；312锥台底；313

溢出管；314安装孔；32驱动电机；33搅拌轴；34临储器；341球形体；342连接孔；343转动密封

孔；35风扇；36提升桨；37导流缝；38导流罩；381罩体；382连接杆；383安装环；384导流孔；4

入液管；5出液管；6安装管；7环形翅片；8辅助散热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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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2]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相关技术问题，提高变压器的散热效率，本申请实施

例提供了一种高效散热变压器，如图1-6，其包括变压器本体1和变压器油箱2，变压器油箱2

内盛放有降温油液，变压器本体1则浸入变压器油箱2内，通过油液将变压器产生热量散失。

为了改善现有技术中变压器的散热结构，具体的，还包括主动散热装置3、入液管4和出液管

5。主动散热装置3用于将变压器油箱2内的油液导出并散热，提高了散热效率，具体的，主动

散热装置3固定在变压器油箱2上端，所述主动散热装置3通过入液管4连接所述变压器油箱

2上部，变压器油箱2上部的油液为高温油液，所述主动散热装置3通过出液管5连接所述变

压器油箱2下部，变压器油箱2下部的油液为相对低温的油液。在使用时，通过入液管4将变

压器油箱2上部的油液通入到主动散热装置3内，通过主动散热装置3内的相关部件，提高了

油液与空气的热交换效率，将油液中的热量散失，油液经过主动散热装置3后，从出液管5回

流到变压器油箱2的下部。在此过程中，通过主动散热装置3的使用，同样提高了油液的循环

速率，从而也有利于变压器的降温。而对于主动散热装置3的结构，具体如下：

[0033] 所述主动散热装置3包括散热箱31、驱动电机32、搅拌轴33、临储器34、风扇35、提

升桨36、导流缝37和导流罩38。此实施例中，散热箱31为一个封闭的箱体311，油液通过入液

管4进入到散热箱31内，可采用圆柱形的筒体结构。所述散热箱31上端设有驱动电机32，所

述散热箱31下端设有临储器34，临储器34主要用于对油液的临时储存，且在此实施例中，入

液管4是与临储器34相连通的，因此，进入到临储器34中的油液，需要传递到散热箱31内。搅

拌轴33用于实现对油液的搅拌，可以将油液进行混合，防止局部过热。同时，在此实施例中，

所述搅拌轴33竖向设于所述散热箱31中心线上，即设置在散热箱31的竖直中心轴线上，且

所述搅拌轴33上端与所述驱动电机32传动连接，所述搅拌轴33下端伸出所述临储器34，所

述搅拌轴33下端传动设有风扇35，所述搅拌轴33中部设有提升桨36。因此，在使用时，通过

驱动电机32带动搅拌轴33的转动，一方面，搅拌轴33带动风扇35转动，对散热箱31底部进行

风力散热，另一方面，通过搅拌轴33上的提升桨36，将油液源源不断向上从临储器34中输送

到散热箱31中。

[0034] 进一步的，为了调整风扇35吹风方向，提高风扇35对散热箱31内油液的降温作用，

所述散热箱31下端设有导流罩38，所述导流罩38与散热箱31底部之间设有导流缝37。所述

入液管4与所述临储器34连通，所述出液管5与所述散热箱31下部侧壁连通。因此，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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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风扇35在搅拌轴33的带动下，风扇35吹风方向向下，因此，能够引导空气从导流罩38的

边缘进入到导流缝37中，进入到导流缝37中的空气则直接与散热箱31下端进行热交换，提

高了散热效果。同时，搅拌轴33带动其上设置的提升桨36将油液提升到散热箱31中。

[0035] 在此实施例中，提升桨36的结构是在搅拌轴33的外壁上设置螺旋叶片，形成类似

蛟龙的结构。因此，在使用时，提升桨36随着搅拌轴33的转动，能够将油液向上提升。

[0036] 为了提高散热效果，对散热箱31的结构进行改进。具体地，所述散热箱31包括箱体

311、锥台底312、溢出管313和安装孔314，所述箱体311底部为向上凹陷的锥台底312，所述

锥台底312内部固定有竖向设置的溢出管313，所述溢出管313下端设有安装孔314，即在锥

台底312的顶部设置溢出管313，此溢出管313设置在了箱体311的中心轴线上，溢出管313上

端与箱体311内腔相通，溢出管313下端则通过安装孔314与临储器34相连通。具体的，所述

搅拌轴33穿设在所述溢出管313和安装孔314内，所述安装孔314与所述临储器34连通。在使

用时，油液通过临储器34向上进入到溢出管313中，油液从溢出管313上端向外溢出，油液沿

着溢出管313向下流入到锥台底312上端，由于锥台底312结构特点，其是从箱体311中部向

下倾斜到达箱体311侧壁的，从而油液也会顺着锥台底312从锥台底312中部向边缘流动。油

液在向下流动过程中，通过锥台底312与外界空气进行热交换，油液热量得到散失，油液温

度降低，油液进一步通过出液管5从箱体311排出回流到变压器油箱2下部。

[0037] 为了实现临储器34与散热箱31的连接，且方便导流罩38的安装。进一步地，还设置

了安装管6，所述安装管6上端与所述安装孔314连接，可采用螺接方式，所述安装管6下端与

所述临储器34连接，可采用螺接方式实现连接，所述导流罩38固定在所述安装管6上。

[0038] 在此实施例中，导流罩38的主要作用就是对空气进行引导，提高空气与散热箱31

底部的换热效率。具体地，所述导流罩38包括罩体381、连接杆382、安装环383和导流孔384。

所述罩体381为向上凹陷的锥台形，具体形状与散热箱31上设置的锥台底312相似，其目的

就是使罩体381与锥台底312相配合，使得罩体381和锥台底312之间形成一条空气流动的导

流缝37。所述罩体381上端开设有导流孔384，空气从导流缝37边缘进入后，随着流动到达锥

台底312的底部，导流孔384能够将空气向下排出导流缝37，为风扇35向下吹风补充空气。所

述导流孔384内设有同轴设置的安装环383，安装环383的外径要小于导流孔384的内径，使

得导流孔384和安装环383之间留有空隙，方便空气通过。所述安装环383外壁与导流孔384

内壁之间固定有连接杆382，所述安装环383固定套设在所述安装管6上。

[0039] 为了方便对导流缝37大小的调节。进一步地，所述安装管6外壁开设有外螺纹，所

述安装环383内壁开设有相配合的内螺纹。通过安装环383在安装管6外壁的转动，能够调整

罩体381与锥台底312之间的高度，从而对导流缝37宽度进行调节，是进风量的调节。

[0040] 在此实施例中，入液管4将变压器油箱2内的油液通入到临储器34中，临储器34主

要用于临时储存油液，并通过提升桨36将油液传送到散热箱31中。具体地，所述临储器34包

括球形体341、连接孔342和转动密封孔343，所述球形体341上端通过连接孔342与所述安装

管6固定连接，所述球形体341下端设有转动密封孔343，所述搅拌轴33穿设在所述转动密封

孔343内。将临储器34主体设置为球形体341，能够使得油液在临储器34中存放时，能够提高

了油液的换热面积，从而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特别是，开启风扇35作用下，导流缝37中的

空气通过导流孔384向下流动，也能够提高空气与临储器34之间的热交换。转动密封孔343

采用现有技术中的转动密封件，保证搅拌轴33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发生泄露。转动密封孔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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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采用现有技术，不再赘述。

[0041] 对于提升桨36的设置，具体地，所述提升桨36下部伸入所述临储器34内腔，所述提

升桨36上部贯穿所述安装管6。

[0042] 基于上述结构，本申请上述实施例的工作过程如下：

[0043] 开启驱动电机32，驱动电机32带动搅拌轴33转动，搅拌轴33转动过程中，提升桨36

能够将临储器34中的油液提升到溢出管313中，进一步的，油液从溢出管313中向外溢出，而

油液在提升桨36的作用下，形成吸力，使得变压器油箱2中的油液通过入液管4进入到临储

器34中；油液从溢出管313溢出后，沿锥台底312上部向下方流动，在流动过程中，油液在锥

台底312上形成薄油膜向下流动，能够更好的与锥台底312外空气进行热交换；此时，搅拌轴

33带动风扇35转动，风扇35形成向下的吸力，能够带动外界空气通过罩体381边缘和锥台底

312边缘之间，进入到导流缝37中，空气与油液的流动方向相反，加速了空气与油液的热交

换，提高降温效果；到达导流缝37顶部的空气在风扇35的吸力作用下，空气通过导流孔384

向下经风扇35向下排出，同时，到达散热箱31内底部的油液则通过出液管5回流到变压器油

箱2的下部。

[0044] 为了进一步提高散热效果，还设置了环形翅片7，所述环形翅片7镶嵌在所述锥台

底312上，所述环形翅片7外缘伸入所述箱体311内，所述环形翅片7内缘伸入所述导流缝37

中。因此，在使用时，油液能够在锥台底312上流动，则会流动到环形翅片7的内缘上，而环形

翅片7的外缘能够与空气接触，从而加速油液降温。

[0045] 更进一步地，还包括辅助散热管8，所述辅助散热管8伸入所述箱体311内，所述辅

助散热管8第一端穿设在所述箱体311外侧壁上，所述辅助散热管8第二端向下穿过所述锥

台底312，所述辅助散热管8第二端朝向所述风扇35。辅助散热管8的第一端和第二端与箱体

311均是密封连接的，不会发生泄露。在使用时，风扇35转动向下排风，对辅助散热管8的第

二端形成吸力，使得外界空气从辅助散热管8的第一端进入到辅助散热管8中。空气在辅助

散热管8流动过程中，能够与箱体311内进行热交换，从而将热量带出。同时，所述辅助散热

管8中部缠绕在所述溢出管313外壁上。这样设计，油液在溢出管313向外溢出并向下流动

时，油液与辅助散热管8接触，从而可将油液的一部分热量带走，提高散热效果。

[0046] 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是通过在变压器油箱2上设置主动散热装置3，提高油液的循环

速度，并在循环过程中，通过主动散热装置3上设置的导流罩38结构、临储器34结构、油箱结

构等，加速油液与空气的热交换，大大提高了变压器的散热能效率，降温效果明显；同时，在

锥台底312上设置了环形翅片7，通过环形翅片7与导流缝37中空气的热交换，进一步提高了

散热能力；以及在箱体311内设置了辅助散热管8，且辅助散热管8缠绕在溢出管313上，使得

溢出管313流出的油液能够首先与辅助散热管8进行热交换，辅助散热管8通过与风扇35配

合，加速了箱体311内热量的散出，提高散热效果。本发明结构设计巧妙，加速了变压器油箱

2内油液与空气的热交换，显著提高了变压器的散热效率，降温效果大大提高。

[0047]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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