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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减震式配电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减震式配电柜，包括

柜体、与所述柜体配合柜门、散热装置、防潮装置

及减震装置，所述减震机构包括设于所述柜体下

方的支撑板、设于所述柜体底部的支撑柱、设于

所述支撑板上多个插孔、设于所述插孔内的第一

弹性件及辅助减震组件，所述插孔可供支撑柱插

入；通过第一弹性件的伸缩形变可吸收上下晃

动，进而达到减震的效果，且通过支撑柱与插孔

的配合可防止配电柜左右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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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减震式配电柜，包括柜体(1)、与所述柜体配合柜门(11)、散热装置、防潮装置及

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震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柜体(1)下方的支撑板(7)、设于所述柜

体底部的支撑柱(71)、设于所述支撑板(7)上多个插孔(72)、设于所述插孔内的第一弹性件

(73)及辅助减震组件，所述插孔可供支撑柱插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减震式配电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减震组件包括设于

所述支撑柱上的多个弹性伸缩杆(74)和套设于所述弹性伸缩杆上的多个第二弹性件(75)，

所述弹性伸缩杆一端铰接在支撑板上，另一端铰接在支撑柱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减震式配电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装置包括所述散热

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柜体侧壁上的抽风口(2)、设于所述抽风口(2)内的排风扇(21)及设于所

述柜体侧壁上的进风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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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震式配电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力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减震式配电柜。

背景技术

[0002] 配电柜分动力配电柜、照明配电柜和计量柜，是配电系统的末级设备。配电柜是电

动机控制中心的统称。配电柜使用在负荷比较分散和回路较少的场合；电动机控制中心用

于负荷集中和回路较多的场合。它们把上一级配电设备某一电路的电能分配给就近的负

荷。这级设备应对负荷提供保护、监视和控制。

[0003] 现有的配电大多不具有减震功能，当配电柜工作时易产生震动而产生噪音，且长

期震动下配电柜内部的零配件会出现松动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减震式配电柜。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减震式配电柜，包括柜

体、与所述柜体配合柜门、散热装置、防潮装置及减震装置，所述减震机构包括设于所述柜

体下方的支撑板、设于所述柜体底部的支撑柱、设于所述支撑板上多个插孔、设于所述插孔

内的第一弹性件及辅助减震组件，所述插孔可供支撑柱插入；通过第一弹性件的伸缩形变

可吸收上下晃动，进而达到减震的效果，且通过支撑柱与插孔的配合可防止配电柜左右晃

动。

[0006] 优选的，所述辅助减震组件包括设于所述支撑柱上的多个弹性伸缩杆和套设于所

述弹性伸缩杆上的多个第二弹性件，所述弹性伸缩杆一端铰接在支撑板上，另一端铰接在

支撑柱上；可将传递到支撑柱上的震动分散到弹性伸缩杆上，分散到弹性伸缩杆上的震动

再进一步分散到第二弹性件上，进而提高减震效果。

[0007] 优选的，所述散热装置包括所述散热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柜体侧壁上的抽风口、设

于所述抽风口内的排风扇及设于所述柜体侧壁上的进风口；通过排风扇可以将电器散热产

生的热空气快速从抽风口处排出，使得配电柜内部保持一定温度，且当上方热空气被抽出

时，外部冷空气将从进风口处快速补充到配电柜内，进一步对配电柜内部进行降温散热。

[0008] 优选的，所述防潮装置包括干燥带、设于所述干燥带内的干燥剂、设于抽风口下方

的进带口、设于所述柜体顶部的出带口、驱动所述干燥带从进带口到出带口转动的驱动机

构、用于清理所述干燥带的清理机构、密封出带口的密封机构及使干燥带贴合进风口的贴

合机构；通过贴合机构可以使装有干燥剂的干燥带贴合在进风口处，则可以对从进风口通

过气体进行吸附处理，进而将气体中的水汽全部去除，以免水汽进入到配电柜内部，保证配

电柜内部的电器件可正常工作，且通过驱动机构可以将干燥带转动到抽风口上方，则可以

不断的对干燥带吹风烘干，保证干燥剂的干燥效果，使得防潮效果更好。

[0009] 优选的，所述驱动机构包括与所述干燥带配合的导向辊、用于固定所述导向辊的

固定架及驱动所述导向辊转动的驱动件；通过转动导向辊可以将配电柜内的干燥带不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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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抽风口上方，侧通过排风扇吹风可以对干燥带吹风烘干，保证干燥剂的干燥效果，使得

防潮效果更好。

[0010] 优选的，所述所述清理机构包括倾斜设置的刮料板和设于所述刮料板两侧的连接

板，所述连接板与柜体固连，且贴合干燥带；通过刮料板可以对干燥带表面刮除，进而将表

面的灰尘和杂物去除干净，以免灰尘和杂物进入到配电柜内，保证配电柜内的电器件可以

正常工作。

[0011] 优选的，所述贴合机构包括对称设于所述进风口两侧的滑杆、设于所述滑杆上的

压板及套设与所述滑杆上的第三弹性件，所述压板可相对滑杆滑动，所述第三弹性件一端

固连于压板，另一端固连于柜体内壁；通过第三弹性件可拉动压板，进而压板推动干燥带贴

合在配电柜的内壁上将进风口密封，使得进入配电柜的风全部通过干燥带，保证干燥效果。

[0012] 优选的，所述密封机构包括对称设于所述出带口两侧的安装槽、设于所述安装槽

内的压辊及调整压辊位置的调整组件；通过两压辊挤压干燥带可以将出带口密封，以免杂

物和水汽进入，还可以减小干燥带的磨损。

[0013] 优选的，所述调整组件包括设于所述压辊两端的转轴、对称设于所述安装槽两侧

带动滑槽、设于所述转轴上的滑块及第四弹性件，所述第四弹性件一端固连于滑块上，另一

端固连于滑槽内；通过第四弹性件推动滑块移动，可以对压辊位置自动调节，使得压辊始终

紧贴干燥带表面，保证密封效果。

[0014] 优选的，所述压板上均匀设有多个圆柱；通过设置圆柱可以减小干燥带的磨损。

[0015] 综上所述，通过第一弹性件的伸缩形变可吸收上下晃动，进而达到减震的效果，且

通过支撑柱与插孔的配合可防止配电柜左右晃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的A处的放大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剖视图。

[0019] 图4为图3的A处的放大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平面剖视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图6的A处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7所示，一种减震式配电柜，包括柜体1、柜门11、散热装置、防潮装置及减震

装置，所述所述柜门11通过连接铰链铰接在柜体1一侧，所述散热装置包括抽风口2、排风扇

21及进风口23，所述抽风口2开设在柜体侧壁上，所述排风扇21选用常规排风扇，固定在抽

风口处，所述进风口23开设在柜体侧壁上，则通过排风扇可以将电器散热产生的热空气快

速从抽风口处排出，使得配电柜内部保持一定温度，且当上方热空气被抽出时，外部冷空气

将从进风口处快速补充到配电柜内，进一步对配电柜内部进行降温散热。

[0024] 具体的，所述防潮装置包括干燥带3、进带口31、出带口32、导向辊33、导向辊固定

架34、驱动件35、清理机构、密封机构及贴合机构，所述导向辊33选用常规圆辊，数量优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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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如图5所示分布，所述干燥带3选用橡胶制成，套设在导向辊上，其内部设有放置干燥剂

的空腔，且其表面均匀开设有过滤孔，干燥剂可选用硅胶干燥剂，所述进带口31开设在柜体

侧壁上，位于进风口正下方，所述出带口32开设配电柜顶部，位于抽风口左侧，所述驱动件

35选用电机，其输出轴固定在导向辊上，通过转动导向辊可以将配电柜内的干燥带不断转

动到抽风口上方，则通过排风扇吹风可以对干燥带吹风烘干，保证干燥剂的干燥效果，使得

防潮效果更好。

[0025] 具体的，所述贴合机构包括滑杆4、压板41、第三弹性件42、圆柱43、密封圈44及滚

珠45，所述滑杆4优选6个，固定在柜体内壁上，对称设于进风口两侧，所述压板41设有供滑

杆穿过的孔，穿设在滑杆上，所述第三弹性件42选用弹簧，数量和滑杆相同，套设在滑杆上，

一端固定在压板上，另一端固定在柜体内壁上，则通过第三弹性件可拉动压板，进而压板推

动干燥带贴合在配电柜的内壁上将进风口密封，使得进入配电柜的风全部通过干燥带，从

而将气体中的水汽全部去除，以免水汽进入到电气柜内部，保证电气柜内部的电器件可正

常工作；所述圆柱43转动连接在压板上，可以减小干燥带的磨损；所述密封圈44选用常规密

封圈，固定在进风口处，所述滚珠45选用常规滚珠，均匀设在密封圈上，则通过设置密封圈

可以提高密封效果，设置滚珠便于干燥带移动。

[0026] 具体的，所述密封机构包括安装槽5、压辊51、转轴52、滑槽53、滑块54及第四弹性

件55，所述安装槽5对称开设在出带口两侧，所述压辊51选用常规圆辊，转动连接在安装槽

内，则通过两压辊挤压干燥带可以将出带口密封，以免杂物和水汽进入，还可以减小干燥带

的磨损；所述转轴52固定在压辊两端，所述滑槽53开设在安装槽两侧，所述滑块54转动连接

在转轴上，所述第四弹性件55选用弹簧，一端固定在滑块上，另一端固定在滑槽上，则通过

第四弹性件推动滑块移动，可以对压辊位置自动调节，使得压辊始终紧贴干燥带表面，保证

密封效果。

[0027] 具体的，所述清理机构包括刮料板6和连接板61，所述连接板61倾斜固定在柜体外

壁上，且位于干燥带两侧，所述刮料板6倾斜固定在连接板上，且与干燥带表面贴合，则通过

刮料板可以对干燥带表面刮除，进而将表面的灰尘和杂物去除干净，以免灰尘和杂物进入

到配电柜内，保证配电柜内的电器件可以正常工作。

[0028] 具体的，所述减震装置包括支撑板7、支撑柱71、插孔72、第一弹性件73、弹性伸缩

杆74及第二弹性件75，所述支撑板7设于柜体正下方；所述支撑柱71均匀分布在柜体底部，

优选4个，其分别固定在柜体底部上；所述插孔72开设在支撑板上，与支撑柱对应开设；所述

第一弹性件73选用常规弹簧，其固定在插孔内；所述弹性伸缩杆74选用常规的金属弹性伸

缩杆，其一端铰接在支撑柱上，另一端铰接在支撑板上；所述第二弹性件75选用弹簧，其套

设在弹性伸缩杆上，且其两端分别固定在弹性伸缩杆上，则通过第一弹性件的伸缩形变可

吸收上下晃动，进而达到减震的效果，且通过支撑柱与插孔的配合可防止配电柜左右晃动；

可将传递到支撑柱上的震动分散到弹性伸缩杆上，分散到弹性伸缩杆上的震动再进一步分

散到第二弹性件上，进而提高减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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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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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7 页

7

CN 211908100 U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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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