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158565.6

(22)申请日 2020.09.27

(73)专利权人 刘志鹏

地址 052260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中兴

路140号

(72)发明人 刘志鹏　吴天扬　高旭泽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仟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825

代理人 田江飞

(51)Int.Cl.

H02B 1/28(2006.01)

H02B 1/56(2006.01)

H02B 1/46(2006.01)

H02B 1/04(2006.01)

H02B 1/03(2006.01)

H02B 1/4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

护功能的配电箱，涉及电学技术领域。其技术要

点是：包括箱体，箱体开口沿水平方向，箱体内部

固定连接有若干放置盒体，放置盒体内部固定连

接有保护壳，保护壳中空设置，且保护壳内固定

连接有夹持机构，放置盒体远离夹持机构一侧铰

接有盖板，盖板远离铰接端一侧设有凹槽，放置

盒体靠近凹槽一侧设有锁紧机构，放置盒体靠近

地面一侧设有接线口，放置盒体靠近放置盒体靠

近接线口一侧铰接有挡板。本实用新型具有依靠

仪表自身重力固定仪表且便于拆换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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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开

口沿水平方向开设，所述箱体(1)内部固定连接有若干放置盒体(7)，所述放置盒体(7)内部

固定连接有保护壳(9)，所述保护壳(9)中空设置，且所述保护壳(9)内固定连接有夹持机构

(6)，所述放置盒体(7)远离所述夹持机构(6)一侧铰接有盖板(72)，所述盖板(72)远离铰接

端一侧设有凹槽(721)，所述放置盒体(7)靠近所述凹槽(721)一侧设有锁紧机构(10)，所述

放置盒体(7)靠近地面一侧设有接线口(711)，所述放置盒体(7)靠近所述放置盒体(7)靠近

所述接线口(711)一侧铰接有挡板(7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夹

持机构(6)包括齿轮(65)，所述齿轮(65)与所述保护壳(9)转动连接，所述齿轮(65)一侧啮

合有竖直设置的第一齿条(62)，所述第一齿条(62)与所述保护壳(9)滑动连接，且所述第一

齿条(62)一端贯穿所述保护壳(9)靠近地面的一侧且固定连接有支撑板(621)，所述支撑板

(621)置于所述保护壳(9)外侧，所述第一齿条(62)远离所述支撑板(621)一端与所述保护

壳(9)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弹簧(61)，所述第一弹簧(61)未受外力时处于未伸缩状态，所述

齿轮(65)一侧啮合有水平设置的第二齿条(63)，所述第二齿条(63)与所述保护壳(9)滑动

连接，所述齿轮(65)远离所述第二齿条(63)一侧啮合有水平设置的第三齿条(64)，所述第

三齿条(64)与所述保护壳(9)滑动连接，所述第二齿条(63)与所述第三齿条(64)靠近所述

齿轮(65)一侧均固定连接有限位块(66)，所述第二齿条(63)贯穿所述保护壳(9)一侧固定

连接有第一夹板(631)，所述第一夹板(631)远离所述限位块(66)且置于保护壳(9)外侧，所

述第三齿条(64)贯穿所述保护壳(9)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夹板(641)，所述第二夹板(641)

远离所述限位块(66)且置于保护壳(9)外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锁

紧机构(10)包括插接杆(103)，所述插接杆(103)沿水平方向贯穿所述放置盒体(7)一侧固

定连接有控制环(102)，且所述插接杆(103)与所述放置盒体(7)滑动连接，所述控制环

(102)与所述放置盒体(7)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弹簧(101)，所述第二弹簧(101)未受外力时

处于未伸缩状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

体(1)靠近地面的一对侧面设有若干散热孔(4)，所述箱体(1)靠近所述散热孔(4)且远离地

面一侧设有安装孔(14)，所述安装孔(14)内固定连接有抽风机(15)，所述箱体(1)靠近所述

安装孔(14)一侧固定连接有通风机构(13)，所述通风机构(13)置于所述箱体(1)外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

风机构(13)包括通风框架(131)，所述通风框架(131)的一对侧面沿竖直方向均铰接有若干

连接件(134)，若干所述连接件(134)一端均固定连接有隔板(132)，所述连接件(134)远离

所述隔板(132)一端铰接有传动轴(135)，所述传动轴(135)沿轴向固定连接有气缸(133)，

所述气缸(133)远离所述传动轴(135)与所述通风框架(131)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

体(1)远离所述通风框架(131)一侧设有进线口(3)和出线口(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

体(1)开口一侧铰接有箱门(8)，所述箱门(8)远离铰接端一侧设有贯穿槽(81)，所述贯穿槽

(81)插设有锁钩(5)，所述锁钩(5)与所述箱体(1)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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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学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

背景技术

[0002] 配电箱是按电气接线要求将开关设备、测量仪表、保护电器和辅助设备组装在封

闭或半封闭箱体中的一种电力常用设备，一般家庭中的配电箱大多结构简单且体积很小，

但对于大型工厂和办公场所则需要体积较大的配电箱来满足电力供应及电力安全的需求，

现有的一些配电箱仪表安装较为困难，需要耗费较长时间，浪费人力物力，不利于节约成

本。

[0003] 如现有公开号为CN211126695U的中国专利所公开的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

能的配电箱，涉及配电箱技术领域。本实用新型包括箱体，箱体的一侧活动连接有箱门，箱

体的顶部焊接固定有顶盖，箱体内部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温度控制机构，箱体内侧的底部固

定安装有仪表存放盒；温度控制机构包括散热孔、连接轴、通风板、固定块、角度控制杆、连

接杆、安装块、固定板、第一气缸和连接块，散热孔的内部贯穿连接有四个连接轴，连接轴中

部的外表面焊接固定有通风板，连接轴的两端活动连接有固定块，箱体内侧的上部螺钉固

定有两个安装块。本实用新型通过一系列的机构改造使得装置能够调节通风口的大小，进

而对装置内部温度进行灵活调节，且装置设置有存放盒，大大方便了仪表的安装与存放。

[0004] 上述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在安装仪表时，无法有效固定仪表，对仪表的

固定存在很大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

功能的配电箱，通过设置靠仪表自身重力进行固定的夹持机构实现对仪表的安装固定，且

便于拆装仪表，方便了更换、拆装。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箱，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开口沿水平方向，所

述箱体内部固定连接有若干放置盒体，所述放置盒体内部固定连接有保护壳，所述保护壳

中空设置，且所述保护壳内固定连接有夹持机构，所述放置盒体远离所述夹持机构一侧铰

接有盖板，所述盖板远离铰接端一侧设有凹槽，所述放置盒体靠近所述凹槽一侧设有锁紧

机构，所述放置盒体靠近地面一侧设有接线口，所述放置盒体靠近所述放置盒体靠近所述

接线口一侧铰接有挡板。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放置盒体的设计使得仪表之间不会之间接触，避免因与

仪表直接相连的电线破损或者老旧而发生火灾；盖板的设计使得盒体内的仪表变得可视

化，方便观察仪表情况；夹持机构的设计使得仪表在放置盒体内便于固定和拆卸，在装卸过

程中节约工时，节约人力成本；挡板的设计使得放置盒体内不会因接线口敞开进入灰尘。

[0009]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夹持机构包括齿轮，所述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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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与所述保护壳转动连接，所述齿轮啮合有竖直设置的第一齿条，所述第一齿条与所述保

护壳滑动连接，且所述第一齿条一端贯穿所述保护壳靠近地面的一侧且固定连接有支撑

板，所述支撑板置于所述保护壳外侧，所述第一齿条远离所述支撑板一端与所述保护壳之

间固定连接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未受外力时处于未伸缩状态，所述齿轮一侧啮合有

水平设置的第二齿条，所述第二齿条与所述保护壳滑动连接，所述齿轮远离所述第二齿条

一侧啮合有水平设置的有第三齿条，所述第三齿条与所述保护壳滑动连接，所述第二齿条

与所述第三齿条靠近所述齿轮一侧均固定连接有限位块，所述第二齿条贯穿所述保护壳一

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夹板，所述第一夹板远离所述限位块且置于保护壳外侧，所述第三齿条

贯穿所述保护壳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夹板，所述第二夹板远离所述限位块且置于保护壳外

侧。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齿条的设计使得齿轮可以被驱动，支撑板的设计一

方面可以为仪表的放置提供支撑点，另一方面则为第一齿条提供动力，通过仪表的重力驱

动第一齿条带动齿轮转动从而使与齿轮啮合的第二齿条第三齿条反向转动，第一夹板、第

二夹板的设计则使得仪表便于夹持固定，第一弹簧的设计使得仪表取下后，第一齿条易于

恢复原位置。

[0011]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锁紧机构包括插接杆，所述

插接杆沿水平方向贯穿所述放置盒体一侧固定连接有控制环，且所述插接杆与所述放置盒

体滑动连接，所述控制环与所述放置盒体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簧未受外

力时处于未伸缩状态。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插接杆的设计便于盖板与放置盒体之间固定，控制环的

设计便于对插接杆进行控制；第二弹簧的设计便于对插接杆进行复位，便于插接杆的操作。

[0013]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箱体靠近地面的一对侧面设

有若干散热孔，所述箱体靠近所述散热孔且远离地面一侧设有安装孔，所述安装孔内固定

连接有抽风机，所述箱体靠近所述安装孔一侧固定连接有通风机构，所述通风机构置于所

述箱体外侧。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散热孔的设计便于仪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逸散，同时，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防潮效果；抽风机的设计有利于除潮、除潮、降温活动的进行；通风机构的

设计便于箱体在不需要通风时箱体内部不会进入杂物。

[0015]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通风机构包括通风框架，所

述通风框架的一对侧面沿竖直方向均铰接有若干连接件，若干所述连接件一端均固定连接

有隔板，所述连接件远离所述隔板一端铰接有传动轴，所述传动轴沿轴向固定连接有气缸，

所述气缸远离所述传动轴与所述通风框架固定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风框架的设计便于对连接件及隔板的固定；传动轴的

设计便于对所有连接件进行统一控制，保障隔板能够同时开关。

[0017]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箱体远离所述通风框架一侧

设有进线口和出线口。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出线口与进线口的设计便于为箱体内仪表提供电力。

[0019]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箱体开口一侧铰接有箱门，

所述箱门远离铰接端一侧设有贯穿槽，所述贯穿槽插设有锁钩，所述锁钩与所述箱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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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箱门的设计便于保护箱体内仪表不会被太阳直射及进入

灰尘。贯穿槽及锁钩的设计便于对箱门及箱体之间进行固定。

[002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2] 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放置盒体的设计使得仪表之间不会之间接触，避免因

与仪表直接相连的电线破损或者老旧而发生火灾；盖板的设计使得盒体内的仪表变得可视

化，方便观察仪表情况；夹持机构的设计使得仪表在放置盒体内便于固定和拆卸，在装卸过

程中节约工时，节约人力成本；挡板的设计使得放置盒体内不会因接线口敞开进入灰尘；

[0023] 2.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齿条的设计使得齿轮可以被驱动，支撑板的设计

一方面可以为仪表的放置提供支撑点，另一方面则为第一齿条提供动力，通过仪表的重力

驱动第一齿条带动齿轮转动从而使与齿轮啮合的第二齿条第三齿条反向转动，第一夹板、

第二夹板的设计则使得仪表便于夹持固定，第一弹簧的设计使得仪表取下后，第一齿条易

于恢复原位置；

[0024] 3.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散热孔的设计便于仪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逸散，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潮效果；抽风机的设计有利于除潮、除潮、降温活动的进行；通风机构

的设计便于箱体在不需要通风时箱体内部不会进入杂物。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装置内放置盒体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图2中C‑C处剖视图；

[0028] 图4是图3中D‑D处剖视图；

[0029] 图5是图2中B处结构放大图；

[0030] 图6是图1中A处结构放大图；

[0031] 图7是图6第二视角图。

[0032] 附图标记：1、箱体；2、出线口；3、进线口；4、散热孔；5、锁钩；6、夹持机构；  61、第一

弹簧；62、第一齿条；621、支撑板；63、第二齿条；631、第一夹板；64、第三齿条；641、第二夹

板；65、齿轮；66、限位块；7、放置盒体；71、挡板；711、接线口；  72、盖板；721、凹槽；8、箱门；

81、贯穿槽；9、保护壳；10、锁紧机构；101、第二弹簧；102、控制环；103、插接杆；13、通风机

构；131、通风框架；132、隔板；133、气缸；134、连接件；135、传动轴；14、安装孔；15、抽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如图1和图2所示，为本实用新型所披露的一种电力用具有自我养护功能的配电

箱，包括箱体1，箱体1开口沿水平方向开设，箱体1内部固定连接有若干放置盒体7，放置盒

体7数量为四个，放置盒体7内部固定连接有保护壳9，保护壳9中空设置，且保护壳  9内固定

连接有夹持机构6，放置盒体7远离夹持机构6一侧铰接有盖板72，盖板72为透明材质，盖板

72材质为玻璃，几艘解放时能够满足盖板72绕放置盒体7旋转一定角度即可，盖板72远离铰

接端一侧设有凹槽721，凹槽721形式无要求，放置盒体7靠近凹槽  721一侧设有锁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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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图3所示，放置盒体7靠近地面一侧设有接线口711，放置盒体7靠近放置盒体7靠近接

线口711一侧铰接有挡板71，挡板71尺寸大于接线口711  尺寸，且铰接方式满足挡板71可绕

接线口711旋转，保障接线口711不会进入灰尘。

[0035] 如图3和图4所示，夹持机构6包括齿轮65，齿轮65参数无要求，齿轮65与保护壳  9

转动连接，齿轮65一侧啮合有竖直设置的第一齿条62，第一齿条62与保护壳9滑动连接，滑

动连接方式不会使第一齿条62在非滑动方向脱离保护壳9即可，且第一齿条62  一端贯穿保

护壳9靠近地面的一侧且固定连接有支撑板621，支撑板621具体形式无要求，只要能够放置

仪表即可，支撑板621置于保护壳9外侧，第一齿条62远离支撑板621一端与保护壳9之间固

定连接有第一弹簧61，第一弹簧61参数能够满足将未受力时的支撑板621恢复原位置即可，

且不应易于发生塑性变形，第一弹簧61未受外力时处于未伸缩状态，齿轮65一侧啮合有水

平设置的第二齿条63，第二齿条63与保护壳9滑动连接，滑动连接方式不会使第二齿条63在

非滑动方向脱离保护壳9即可，齿轮65远离第二齿条  63一侧啮合有水平设置的第三齿条

64，第三齿条64与保护壳9滑动连接，滑动连接方式不会使第三齿条64在非滑动方向脱离保

护壳9即可，第二齿条63与第三齿条64靠近齿轮65一侧均固定连接有限位块66，限位块66能

够限制第二齿条63、第三齿条64滑脱齿轮65即可，第二齿条63贯穿保护壳9一侧固定连接有

第一夹板631，第一夹板631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固定仪表的固定即可，第一夹板631远离限位

块66且置于保护壳9外侧，第三齿条64贯穿保护壳9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夹板641，第二夹板

641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固定仪表的固定即可，第二夹板641远离限位块66且置于保护壳9外

侧。

[0036] 如图2和图5所示，锁紧机构10包括插接杆103，插接杆103沿水平方向贯穿放置盒

体7一侧固定连接有控制环102，控制环102便于操作者拉取即可，且插接杆103与放置盒体7

滑动连接，控制环102与放置盒体7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弹簧101，第二弹簧101  参数能够满

足对操作后的插接杆103进行复位即可，第二弹簧101未受外力时处于未伸缩状态。

[0037] 如图1和图6所示，箱体1靠近地面的一对侧面设有若干散热孔4，散热孔4数量无要

求，且应开设在接近仪表安装处附近，箱体1靠近散热孔4且远离地面一侧设有安装孔  14，

安装孔14内固定连接有抽风机15，抽风机15能够满足除尘、除潮、换气等功能即可，箱体1靠

近安装孔14一侧固定连接有通风机构13，固定连接方式为螺栓连接，便于维修，通风机构13

置于箱体1外侧。

[0038] 如图6和图7所示，通风机构13包括通风框架131，通风框架131的一对侧面沿竖直

方向均铰接有若干连接件134，若干连接件134一端均固定连接有隔板132，隔板132数量应

满足隔板132平铺时能够将通风框架131完全遮盖，连接件134远离隔板132一端铰接有传动

轴135，传动轴135沿轴向固定连接有气缸133，气缸133能够驱动传动轴135，使传动轴135带

动连接件134，将隔板132进行翻转，气缸133远离传动轴135与通风框架131固定连接。

[0039] 如图1所示，箱体1远离通风框架131一侧设有进线口3和出线口2，进线口3与出线

口2应相隔一段距离，便于分辨线路及走线，进线口3与出线口2外侧可连接弯管，弯管开口

方向竖直向下设置。

[0040] 如图1所示，箱体1开口一侧铰接有箱门8，箱门8远离铰接端一侧设有贯穿槽81，贯

穿槽81插设有锁钩5，贯穿槽81与锁钩5之间的配合为间隙配合，应保障锁钩5能够正常插入

贯穿槽81，锁钩5与箱体1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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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在使用本实用新型装置时，将箱体1固定于需要配电箱的

位置，打开箱门8，拉动孔置换，将盖板72打开，将仪表放置于夹持机构6的支撑板621上，支

撑板621在仪表重力的作用下，带动第一齿条62向下移动，第一齿条62带动齿轮65  旋转，齿

轮65带动与其啮合的第二齿条63、第三齿条64同时向齿轮65移动，从而带动第一夹板631、

第二夹板641夹紧仪表，通过接线口711、进线口3、出线口2可将仪表与外界相连，后将盖板

72盖回原位置，箱门8锁好即可；当箱体1内灰尘较多时，驱动气缸133，带动传动轴135移动，

时连接件134带动隔板132翻转，使抽风机15与内外界相通，驱动抽风机15，便可对灰尘进行

清理，同时，加速箱体1内潮气及热量的散发。

[0042]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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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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3

CN 213151285 U

13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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