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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下部设有铺设

电缆的电缆层，电缆层与上部舱室之间通过隔层

进行封闭隔离，隔层上设有连通设备柜和电缆层

的下通风口；还包括向电缆层内送风的送风口，

送风口与送风装置密封连接，舱室上部有排风

口。本实用新型的效果是：1、在预制舱内部为设

备柜提供了可靠的空气流动通道；2、能够通过控

制气流达到有效防止凝露现象的目的；3、相比现

有技术中大量使用空调的情况，大幅减少了能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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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其特征在于：下部设有铺设电缆的电缆层，电缆层与上

部舱室之间通过隔层进行封闭隔离，隔层上设有连通设备柜和电缆层的下通风口；还包括

向电缆层内送风的送风口，送风口与送风装置密封连接，舱室上部有排风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设备柜上有连通舱

室的上通风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下通风口上有通风

量调节装置。

4.一种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通

风降温除湿系统安装在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3中任一项所述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内；

所述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包括智能控制单元、连接舱外的进风口，进风口和电缆层送

风口之间有风道，风道内装有风机，风机的送风流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智能控制单元的

控制信号来源于温湿度传感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包括安装在舱室内的舱室温湿度传感器、安装在电缆层内的电缆层温

湿度传感器、安装在进风口的进风口温湿度传感器；  舱室温湿度传感器、电缆层温湿度传

感器、进风口温湿度传感器均与智能控制单元相连。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风道上还有回风窗口，所述的回风窗口连接风机、进风口之间的风道和舱室；回风窗

口开启、关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进风口的开启、关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所述的排风口的开启、关

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用于对风机向电缆层所送气流进行升温或降温的温度调节装置，所述的温度调节装

置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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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及其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易于控制其内

部温湿度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及其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内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国网公司全面推进智能变电站模块化建设模式。

预制式二次设备舱应运而生，该技术是装配式变电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构件采

用工厂预制形式，舱内设备的集成、接线及单体设备调试均在工厂内完成，可最大程度实现

工厂内规模生产、集成调试，大大减少现场接线和调试工作量，简化检修维护过程，大大缩

短建设周期，提高建设效率。但由于预制舱内的二次设备多由精密的电子装置组成，其对运

行环境的要求很高，而受预制舱舱体结构和材料的限制，其内部环境隔绝、抵御外部环境变

化的能力相对较弱。为了满足设备运行需要和达到预期的设计使用寿命，如何为预制舱设

计、配置一种安装简便灵活、运维智能便捷、高效节资环保的舱内环境控制系统是一个亟需

研究的问题。

[0003] 目前，为使预制舱内部维持恒温（25℃左右），通常配置工业级一体式冷暖空调进

行内部环境温湿度控制。要求空调具备远程控制、来电自启动、除湿等功能。考虑到空调的

可靠性还难以满足二次设备长期稳定运行的要求，还需采用冗余备份，以保证舱体内始终

至少有一台空调正常运行，当一台空调出现故障时，及时切换至另一台空调运行，同时发出

故障警报，保障舱内环境的稳定。目前，在预制舱封闭空间使用空调器进行除湿降湿等环境

要素控制主要都是采用以上方法。但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甚至还产生严重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04] 首先，在预制舱一类的工业场合单纯使用空调进行除湿效率很低，能耗极高，空调

制冷则需经两次能源转换，其综合除湿效率＜30%，可谓事倍功半。不符合当前国家节能减

排的政策导向。

[0005] 其次，由于预制舱装有大量密闭型设备柜，设备柜紧密相靠。各柜体内部各腔室间

相互隔离，没有空气对流通道，腔室内空气处于静止状态，而静止的空气是一种热绝缘体，

其作用将阻碍热量传导。因此，一旦某个电气部件发热量较大时，将会造成局部过热，而缺

乏对流传导这一主要散热途径的设备，即便外部空调开得再大，也是隔靴抓痒，作用有限。

[0006] 第三，空调的使用，有可能造成局部的过度降温，产生过高的温度梯度。使得设备

柜与设备柜之间、设备柜内不同腔室之间形成温度差，这种温度差在不同温度区域的交界

面（如机箱外壳、设备柜外壁等）的较热一侧形成冷表面，成为凝露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

单纯应用空调，非但不能对柜体内部电子设备的散热发挥良好作用，反而会为设备柜体内

的凝露过程推波助澜，促进了柜体内部的凝露过程，使柜内温湿度环境雪上加霜，严重情况

下，舱体或设备柜体内甚至还会发生局部积水现象。

[0007] 从以上分析可知，舱体或设备柜体内散热不良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流或对流不均

衡，结露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热场分布不均匀，温度梯度过大，冷热交界面或冷表面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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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满足二次设备对舱体或设备柜体内部热环境和电气环境的要求，实现良好的散热

和有效防止凝露现象的产生，关键因素是要在箱柜体内建立均衡的流场和温度场，使气流

均衡地流过所有热源体，并最终携带热量和水汽排出舱体，同时舱体或设备柜体内部各处

的温度梯度，消除冷表面，破坏凝露条件。但在舱体内部空间狭窄，设备布置密度高的情况

下，要做到这一点，运用已有的常规的方法是极其困难的。必须探索、寻求一种新的通风方

式与对流形态。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及其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

来解决箱柜体内凝露的问题。

[0009]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通过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0] 一种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下部设有铺设电缆的电缆层，电缆层与上部舱室之

间通过隔层进行封闭隔离，隔层上设有连通设备柜和电缆层的下通风口；还包括向电缆层

内送风的送风口，送风口与送风装置密封连接，舱室上部有排风口。

[0011] 特别地，所述的设备柜上有连通舱室的上通风口。

[0012] 特别地，所述的下通风口上有通风量调节装置。

[0013] 一种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所述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

系统安装在上述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内；所述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包括智能控制

单元、连接舱外的进风口，进风口和电缆层送风口之间有风道，风道内装有风机，风机的送

风流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智能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来源于温湿度传感器。

[0014] 特别地，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包括安装在舱室内的舱室温湿度传感器、安装在电

缆层内的电缆层温湿度传感器、安装在进风口的进风口温湿度传感器；  舱室温湿度传感

器、电缆层温湿度传感器、进风口温湿度传感器均与智能控制单元相连。

[0015] 特别地，所述的风道上还有回风窗口，所述的回风窗口连接风机、进风口之间的风

道和舱室；回风窗口开启、关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

[0016] 特别地，所述的进风口的开启、关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所述的

排风口的开启、关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

[0017] 特别地，还包括用于对风机向电缆层所送气流进行升温或降温的温度调节装置，

所述的温度调节装置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

[0018] 本发明的效果是：1、在预制舱内部为设备柜提供了可靠的空气流动通道；2、能够

通过控制气流达到有效防止凝露现象的目的；3、相比现有技术中大量使用空调的情况，大

幅减少了能耗。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及其带有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的结构

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结构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平面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在外循环下的空气流动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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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5是本发明在内循环下的空气流动状态图；

[0024] 图6是本发明的控制端连接图。

[0025] 对图1至图6的符号说明如下：

[0026] 11、电缆层；12、舱室；13、排风口；14、送风口；15、设备柜；151、上通风口；152、下通

风口；2、智能控制单元；3、进风口；4、回风窗口；5、风机；61、进风口温湿度传感器；62、舱室

温湿度传感器；63、电缆层温湿度传感器；7、温度调节装置；71、蒸发器；72、空调外机；8、智

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图1至图6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

[0028] 如图2所示，为了实现对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进行通风除湿，首先需要对其内部

的结构进行改造。

[0029] 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的通常结构是包括四壁、舱顶、舱底组成的舱室，舱室里装

有设备柜15。下部设有铺设电缆的电缆层，电缆层与上部舱室之间通过隔层进行封闭隔离。

现有技术中，电缆层与舱室之间会可以留下很多的间隙用于通风。在本发明中，为了使预制

舱内通风顺畅，需要将电缆层与舱室之间通过隔层相互封闭隔离，在隔层上设有连通设备

柜15和电缆层的下通风口152，并向电缆层内送风的送风口14，送风口14与送风装置密封连

接，舱室上部有排风口。

[0030] 在此结构下，预制舱内即可形成稳定的气流通道：送风装置将气流从送风口14进

入，经过电缆层，从下通风口152进入设备柜15，再从设备柜15内进入舱室，再从排风口流出

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

[0031] 然而，并非所有的设备柜15都是能够实现气流从设备柜15内穿行通过的，因此在

一些需要进行通风降温的设备柜15中需要开设上通风口151来连通设备柜15的内部空间和

舱室。

[0032] 变电站内存在很多不同的设备柜15，不同的设备柜15对通风散热的要求都是不相

同的，在下通风口152上设有通风量调节装置后，可以针对设备柜15内安装的具体设备和使

用状态对其通风状态进行调整，无需通风除湿的可以封闭下通风口152，容易产生高温的设

备柜15则增大下通风口152。

[0033] 在变电站二次设备预制舱设置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8用来进行通风除湿；所述

的智能通风降温除湿系统8包括智能控制单元2、连接舱外的进风口3，进风口3和电缆层送

风口14之间有风道，风道内装有风机5，风机5的送风流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2，智能控制

单元2的控制信号来源于温湿度传感器。

[0034] 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包括安装在舱室内的舱室温湿度传感器62、安装在电缆层内

的电缆层温湿度传感器63、安装在进风口3的进风口温湿度传感器61；  舱室温湿度传感器

62、电缆层温湿度传感器63、进风口温湿度传感器61均与智能控制单元2相连。

[0035] 满足上述结构的情况下即可实现本发明的第一个实施例。由于很多电气设备都会

发热，因此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舱外的温度低于低于预制舱温度时适用本模式。此时进风口3

和排风口均打开；如有回风窗口4则需要关闭；如预制舱内温度在设定的范围内，温度调节

装置7也不启动。此状态下，外部较冷空气由进风口3送入，经净化过滤和风机5驱动后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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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输出，压入电缆层，在电缆层中形成微正压，再经二次设备柜15下部的下通风口152进入

设备柜15内部，与设备柜15内部的热源体相互作用后形成包覆热源体并在热压差作用下上

升的热羽流，最后热空气从设备柜15上部的上通风口151孔溢出并从排风口排出。

[0036] 所述的风道上还有回风窗口4，所述的回风窗口4连接风机5、进风口3之间的风道

和舱室；回风窗口4开启、关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2。

[0037] 所述的风道上还有回风窗口4，所述的回风窗口4连接风机5、进风口3之间的风道

和排风舱室；回风窗口4开启、关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2。

[0038] 所述的进风口3的开启、关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2；所述的电缆

层送风口14的开启、关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2；所述的排风口的开启、关

闭以及开启的大小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2。

[0039] 还包括用于对风机5向电缆层所送气流进行升温或降温的温度调节装置7，所述的

温度调节装置7受控于智能控制单元2。温度调节装置7可使用多种技术手段达成目的，下面

以使用蒸发器71和空调外机72的组合的方式进行说明。蒸发器71放置在风机5和电缆层进

风口3之间，当温度调节装置7启动时，即蒸发器71本身发热或变冷，流经蒸发器71的气流会

升温或降温，即达到控制向电缆层所送气流的温度的目的。

[0040] 满足上述结构的情况下即可实现本发明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实施例。

[0041] 第二个实施例为舱内完全内循环的状态。当舱外温、湿度高于舱内，或舱外温度过

低、舱内温度低于设定范围时适用本模式。此时进风口3和排风口均关闭，回风窗口4打开，

如预制舱内温度能维持在设定的范围内，温度调节装置7不启动。此时在风机5的作用下，气

流送入电缆层后从下通风口152进入设备柜15，从上通风口151流出，后又在风机5的作用下

通过回风窗口4送入电缆层，形成预制舱内部空间的内循环。如舱内温度升高达到设定值，

温度调节装置7启动，用于适当送入温度较低的气流以降温。

[0042] 第三个实施例为舱内完全内循环的状态。当舱内外温度均较低而湿度较高时适用

本模式。此时进风口3和排风口均部分打开，回风窗口4打开，如预制舱内温度能维持在设定

的范围内，温度调节装置7不启动。此时，舱内湿度较高，如果通过启动空调的除湿功能来降

低空气的含湿量从而降低相对湿度，这种方式效率很低，不仅要消耗能源，还存在除湿的同

时会降低空气温度，在降低相对湿度的效能上产生部分抵消作用的问题。因此，本发明将采

用通过调节空气温度来改变相对湿度的方法。此时，舱内外气流交换较少，通过舱内的部分

内循环，由于设备柜15内各类电气设备的发热效应，舱内温度将会升高，同时相对湿度会降

低，舱内空气的湿容量会提高。同时，进风口3和排风口未完全关闭，在舱内上部的排风口将

排出吸附有大量水汽的较热空气，从而达到除湿的目的。

[0043] 本发明对预制舱的改造使预制舱内部为设备柜15提供了可靠的空气流动通道。主

要通过以上实施例的三种通风除湿的模式，能够通过控制气流达到有效防止凝露现象的目

的；由于只对需要通风除湿的区域内进行通风，且风机5只需要很小的风速就能达到目的，

而温度调节装置7只是作为极端状况下的配合，因此相比现有技术中大量使用空调的情况，

大幅减少了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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