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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变压器箱技术领域，具体为

一种环保变压器箱，包括变压器箱体，变压器箱

体上端固定安装有变压器顶盖，变压器箱体下端

设有承载井台，变压器箱体底板设有若干个通风

口，顶板上安装有轴流风机，侧面中部固定安装

有温度传感器和控制器；承载井台左右两侧端表

面上部均开设有进风口；变压器顶盖竖直的侧面

均设有第一通风口，底表面左右两侧均设有第二

通风口，上表面安装有雨滴传感器，下端安装有

雨水收集器，雨水收集器下端安装有排水管，排

水管下部安装在承载井台内部，排水管末端安装

有电磁阀。本方案相较于传统的只设有空气循环

通道的变压器箱，散热效果更好，在抽入空气的

温度过高时，可以通过排水管中的雨水对热空气

进行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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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变压器箱，包括变压器箱体，所述变压器箱体上端固定安装有变压器顶盖，

变压器箱体下端设有承载井台，变压器箱体固定安装在承载井台表面，变压器箱体底板设

有若干个通风口，变压器箱体侧面中部固定安装有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的感应端

插入变压器箱体内部，变压器箱体顶板上安装有轴流风机，所述轴流风机的扇叶面向变压

器箱体内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压器顶盖竖直的侧面均设有第一通风口，变压器顶盖底表

面左右两侧均设有第二通风口，所述承载井台左右两侧端表面上部均开设有进风口，所述

变压器顶盖上表面安装有雨滴传感器，所述变压器顶盖下端安装有雨水收集器，所述雨水

收集器下端安装有排水管，排水管上部安装在变压器箱体外侧，排水管下部安装在承载井

台内部，排水管末端位于承载井台外部地面上，排水管末端安装有电磁阀，所述变压器箱体

侧面中部安装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温度传感器、雨滴传感器、轴流风机和电磁阀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变压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管位于承载井台内部部

分为S形水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变压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井台左右两侧端表面上

部设有的进风口中设有铁丝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变压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集器为半圆形凹槽，

所述半圆形凹槽接近变压器箱侧高于远离变压器箱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变压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压器箱体侧面中部安装有

控制开关，所述控制开关包括轴流风机开关和电磁阀开关，轴流风机开关和电磁阀开关都

与控制器连接，所述轴流风机开关用于控制控制器控制轴流风机的启闭，所述电磁阀开关

用于控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的启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变压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压器箱体内部侧壁上均固

定设有第一复合材料隔热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变压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压器顶盖的顶层包括彩石

金属瓦层、第一冷轧钢板层、第二冷轧钢板层、第二复合材料隔热层和空气隔热层，所述彩

石金属瓦层设置在变压器顶盖最上层，该彩石金属瓦层铺设在第一冷轧钢板层表面，所述

第一冷轧钢板层下表面固定设有第二复合材料隔热层，所述第二复合材料隔热层下表面设

有第二冷轧钢板层，所述第二冷轧钢板层下表面设有空气隔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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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变压器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变压器箱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环保变压器箱。

背景技术

[0002] 箱式变压器将传统变压器集中设计在箱式壳体中，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低噪声、

低损耗、高可靠性，广泛应用于住宅小区、商业中心、轻站、机场、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场

所。箱式变压器使用过程中由于箱内电学元件的发热和户外环境下箱体暴晒，所以如何散

热是保证箱式变压器正常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箱式变压器常见的散热方式为设置通

风口，但是箱式变压器在温度较高的地区采用自然通风方式是不可采用的，因为，在夏天日

照天气下，箱式变电站室内诸多电器元件自身运行发热，使箱式变电站室内温度基本上达

到60℃以上，箱式变电站在高温下工作，严重影响产品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很容易造成运行

事故的发生。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专利文件CN207069362U公开了一种新型环保变压器箱，包括变

压器箱体，变压器箱体上端固定安装有变压器顶盖，且变压器箱体下端设有承载井台，承载

井台左右两侧端表面中部均开设有进风窗口，变压器箱体顶板表面两侧端均固定插设有轴

流风机，变压器箱体底板表面纵向开设有进风口，本实用新型变压器顶盖能有效阻止热量

进入到变压器顶盖内，轴流风机通过进风窗口抽取外界较冷的空气，进风窗口与第一条形

通风口和第二条形通风口形成空气循环通道，能够很好的控制变压器箱内的温度。

[0004] 但是由于外界温度高，抽入变压器箱体内的空气，多为热空气，所以其散热能力有

限。因此现在提出一种环保变压器箱对上述散热结构进行改进，提高散热能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散热能力更强的环保变压器箱。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基础方案为：一种环保变压器箱，包括变压器箱体，所述变压器

箱体上端固定安装有变压器顶盖，变压器箱体下端设有承载井台，变压器箱体固定安装在

承载井台表面，变压器箱体底板设有若干个通风口，变压器箱体侧面中部固定安装有温度

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的感应端插入变压器箱体内部，变压器箱体顶板上安装有轴流风

机，所述轴流风机的扇叶面向变压器箱体内部，所述变压器顶盖竖直的侧面均设有第一通

风口，变压器顶盖底表面左右两侧均设有第二通风口，所述承载井台左右两侧端表面上部

均开设有进风口，所述变压器顶盖上表面安装有雨滴传感器，所述变压器顶盖下端安装有

雨水收集器，所述雨水收集器下端安装有排水管，排水管上部安装在变压器箱体外侧，排水

管下部安装在承载井台内部，排水管末端位于承载井台外部地面上，排水管末端安装有电

磁阀，所述变压器箱体侧面中部安装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温度传感器、雨滴传感

器、轴流风机和电磁阀连接。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方案的优点在于：采用雨水收集器，收集雨水并储存在排水管

内，温度传感器检测变压器箱内的温度并传送给控制器，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变压器箱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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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高于设置的温度阈值时，控制器启动轴流风机，轴流风机通过承载井台上的进风口抽

取外界空气，空气吹过排水管，空气变冷，空气通过变压器箱底板的通孔进入变压器箱内，

再通过变压器顶盖的第一通风口和第二通风口排出变压器箱，以此形成冷空气循环，能够

很好的控制变压器箱内的温度，保护变压器箱内的电学元件，使其不会因为高温而运行不

正常甚至损坏。本方案相较于传统的只设有空气循环通道的变压器箱，散热性能更好，因为

在外界环境温度过高，抽入空气，温度过高时，可以先降低空气温度。采用雨水作为冷却水

更加环保，此外，变压器顶盖上表面安装的雨滴传感器，可以检测是否下雨及雨量的大小，

并将数据传送给控制器，当雨滴传感器检测到下雨并且本次降雨属于中雨及其以上时，控

制器控制电磁阀打开两分钟，电磁阀打开时，排水管内的水会流出，两分钟后电磁阀关闭，

排水管将重新储存雨水。更换排水管内的雨水，能防止排水管内的雨水微生物滋生过多，起

到清洁排水管的作用，保证排水管内雨水的冷却性能。

[0008] 进一步，所述排水管位于承载井台内部部分为S形水管。

[0009] 有益效果：采用上述结构，增大空气和排水管的接触面积，从而起到更好的降温效

果。

[0010] 进一步，所述承载井台左右两侧端表面上部设有的进风口中设有铁丝网。

[0011] 有益效果：防止抽取外界冷空气时，吸入垃圾。

[0012] 进一步，所述雨水收集器为半圆形凹槽，所述半圆形凹槽接近变压器箱侧高于远

离变压器箱侧。

[0013] 有益效果：当排水管内雨水储存满后，多余的雨水可以从半圆形凹槽低的一侧流

出，防止多余的雨水随意乱流。

[0014] 进一步，所述变压器箱体侧面中部安装有控制开关，所述控制开关包括轴流风机

开关和电磁阀开关，轴流风机开关和电磁阀开关都与控制器连接，所述轴流风机开关用于

控制控制器控制轴流风机的启闭，所述电磁阀开关用于控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的启闭。

[0015] 有益效果：采用轴流风机开关和电磁阀开关可以手动控制轴流风机和电磁阀的开

启和关闭。

[0016] 进一步，所述变压器箱体内部侧壁上均固定设有第一复合材料隔热层。

[0017] 有益效果：第一复合材料隔热层起到隔热、阻燃，阻隔太阳辐射热能渗透箱式变电

站内的作用。

[0018] 进一步，所述变压器顶盖的顶层包括彩石金属瓦层、第一冷轧钢板层、第二冷轧钢

板层、第二复合材料隔热层和空气隔热层，所述彩石金属瓦层设置在变压器顶盖最上层，该

彩石金属瓦层铺设在第一冷轧钢板层表面，所述第一冷轧钢板层下表面固定设有第二复合

材料隔热层，所述第二复合材料隔热层下表面设有第二冷轧钢板层，所述第二冷轧钢板层

下表面设有空气隔热层。

[0019] 有益效果：采用彩石金属瓦层、第一冷轧钢板层、第二冷轧钢板层、第二复合材料

隔热层和空气隔热层能有效隔热阻燃，有效降低变压器箱体内的温度，而且本变压器顶盖

结构均为环保型材料。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环保变压器箱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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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环保变压器箱的侧视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环保变压器箱的S形水管示意图；

[0023] 图4是图1中A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变压器箱体1、变压器顶盖2、承载井台3、通风口4、

温度传感器5、轴流风机6、第一通风口7、第二通风口8、进风口9、雨滴传感器10、雨水收集器

11、排水管12、电磁阀13、控制器14、铁丝网15、控制开关16、第一复合材料隔热层17、彩石金

属瓦层18、第一冷轧钢板层19、第二冷轧钢板层20、第二复合材料隔热层21和空气隔热层

22。

[0025] 实施例基本如附图1和附图2所示：一种环保变压器箱，包括变压器箱体1，所述变

压器箱体1上端固定安装有变压器顶盖2，变压器箱体1下端设有承载井台3，变压器箱体1固

定安装在承载井台3表面，所述变压器箱体1内部侧壁上均固定设有第一复合材料隔热层

17。所述变压器顶盖2的顶层由彩石金属瓦层18、第一冷轧钢板层19、第二冷轧钢板层20、第

二复合材料隔热层21和空气隔热层22组成，所述彩石金属瓦层18设置在变压器顶盖2最上

层，该彩石金属瓦层18铺设在第一冷轧钢板层19表面，所述第一冷轧钢板层19下表面固定

设有第二复合材料隔热层21，所述第二复合材料隔热层21下表面设有第二冷轧钢板层20，

所述第二冷轧钢板层20下表面设有空气隔热层22，具体如图4所示。彩石金属瓦18有耐候

性、耐湿性、耐盐水喷雾性、耐冲击性、耐酸碱性、耐热性、阻燃性等特性。彩石金属瓦18以镀

铝锌钢板为基材，采用先进的工艺进行了多层防护和保护膜加工处理，达到了经受严寒、冰

雹、暴风、雨雪、酷热、地震等恶劣气候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不会因此而产生开裂、老化、遇

火燃烧等情况发生。彩石金属瓦18作为第一层太阳光直射阻隔层，用它的多层防护和保护

膜以及波纹型造型将太阳热能分散，顶盖的第二层为冷轧钢板，主要作用是彩石金属瓦18

的基础支撑，第三层为复合材料隔热层，这种材料主要功能是隔热、阻燃，阻隔太阳辐射热

能渗透变压器箱内，第四层为冷轧钢板，是承载复合材料的支撑层，第五层为空气隔热层

22，能有效阻止热量进入到变压器顶盖内，经过以上的隔热处理后，能够有效降低变压器箱

体内的温度，而且本变压器顶盖结构均为环保型材料。

[0026] 变压器箱体1底板设有若干个通风口4，变压器箱体1侧面中部固定安装有温度传

感器5，所述温度传感器5的感应端插入变压器箱体1内部，变压器箱体1顶板上安装有轴流

风机6，所述轴流风机6的扇叶面向变压器箱体1内部，所述变压器顶盖2竖直的侧面均设有

第一通风口7，变压器顶盖2底表面左右两侧均设有第二通风口8，所述变压器顶盖2上表面

安装有雨滴传感器10，所述变压器顶盖2下端安装有雨水收集器11，雨水收集器11为半圆形

凹槽，所述半圆形凹槽接近变压器箱侧高于远离变压器箱侧，所述雨水收集器11下端安装

有排水管12，排水管12上部安装在变压器箱体1外侧，排水管12下部安装在承载井台3内部，

排水管12位于承载井台3内部部分为S形水管，具体如图3所示，排水管12末端位于承载井台

3外部地面上，排水管12末端安装有电磁阀13，所述变压器箱体1侧面中部安装有控制器14，

所述控制器14分别与温度传感器5、雨滴传感器10、轴流风机6和电磁阀13连接，所述变压器

箱体1侧面中部安装有控制开关16，所述控制开关16包括轴流风机6开关和电磁阀13开关，

所述轴流风机6开关与控制器14连接，用于控制控制器14控制轴流风机6的启闭，所述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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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13开关与控制器14连接，用于控制控制器14控制电磁阀13的启闭。所述承载井台3左右两

侧端表面上部均开设有进风口9，进风口9中设有铁丝网15，

[0027] 具体使用：本方案采用雨水收集器11，收集雨水并储存在排水管12内，温度传感器

5检测变压器箱内的温度并传送给控制器14，当温度传感器5检测变压器箱内的温度高于设

置的温度阈值时，控制器14启动轴流风机6，轴流风机6通过承载井台3上的进风口9抽取外

界空气，空气吹过S形的排水管12，空气降温，空气通过变压器箱底板的通孔进入变压器箱

内，再通过变压器顶盖2的第一通风口7和第二通风口8排出变压器箱，以此形成冷空气循

环，能够很好的控制变压器箱内的温度，保护变压器箱内的电学元件，使其不会因为高温而

运行不正常甚至损坏。

[0028] 本方案相较于传统的只设有空气循环通道的变压器箱，散热相关更好，因为在外

界环境温度过高，抽入空气，温度过高时，可以先降低空气温度。采用雨水作为冷却水更加

环保，变压器顶盖2上表面安装的雨滴传感器10，可以检测是否下雨及雨量的大小，并将数

据传送给控制器14，当雨滴传感器10检测到下雨并且本次降雨属于中雨及其以上时，控制

器14控制电磁阀13打开两分钟，电磁阀13打开时，排水管12内的水会流出，两分钟后电磁阀

13关闭，排水管12将重新储存雨水。更换排水管12内的雨水，能防止排水管12内的雨水微生

物滋生过多，起到清洁排水管12的作用，保证排水管12内雨水的冷却性能。根据需求可以直

接通过轴流风机6开关和电磁阀13开关手动控制轴流风机6和电磁阀13的开启和关闭。

[0029]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

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结构的前提

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

本实用新型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

为准，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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