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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进线开关柜及其柜体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架空进线开关柜及其柜体，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采用架空进线方式的开关

柜的顶部的泄压通道被占用而使电缆室缺少泄

压通道的问题。技术方案如下：开关柜包括柜体，

所述柜体上设有用于与电缆室相通的向外凸出

的电缆室泄压罩，电缆室泄压罩上开设有泄压

口，所述电缆室泄压罩设置在柜体的侧壁上以避

让从柜体的顶部进线的母线，所述泄压口设置在

电缆室泄压罩的顶部。所述电缆室泄压罩的顶部

设有泄压口实现电缆室泄压时的气流依然向上

流动，实现电缆室从顶部泄压的目的，既能实现

母线上方进线又能实现电缆室的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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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柜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的侧面设有向外凸出的电缆室泄压罩和用于连通

电缆室泄压罩与电缆室的开口，所述电缆室泄压罩的顶部设有泄压口和盖设在泄压口上的

泄压板；所述柜体的顶部设有向柜体外凸出的分别与母线室和断路器室相通的母线室泄压

罩和断路器室泄压罩，所述母线室泄压罩、断路器室泄压罩的一侧与柜体的顶部连接，相对

的另一侧通过塑料螺栓与柜体的顶部连接；所述断路器室泄压罩的顶部的内侧面上固定有

断路器室风机，当断路器室产生高压气体时，断路器室泄压罩带动断路器室风机在塑料螺

栓处打开；所述母线室泄压罩的顶部的内侧面上固定有母线室风机，当母线室产生高压气

体时，母线室泄压罩带动母线室风机在塑料螺栓处打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柜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缆室泄压罩设置在柜体的后门的上

边缘与柜体顶部之间的柜体的后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柜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缆室泄压罩的底壁向上倾斜以

形成引导电缆室内的气体向上流动的引导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柜体，其特征在于：柜体内前部的前下室、断路器室和柜体内

后部的电缆室、母线室之间通过不透气的隔板隔开。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柜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的前壁上设有与前下室相通

的前进风口，柜体的后壁上设有与电缆室相通的后进风口。

6.架空进线开关柜，包括柜体和设置在柜体顶部的进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的

侧面设有向外凸出的电缆室泄压罩和用于连通电缆室泄压罩与电缆室的开口，所述电缆室

泄压罩的顶部设有泄压口和盖设在泄压口上的泄压板；所述柜体的顶部设有向柜体外凸出

的分别与母线室和断路器室相通的母线室泄压罩和断路器室泄压罩，所述母线室泄压罩、

断路器室泄压罩的一侧与柜体的顶部连接，相对的另一侧通过塑料螺栓与柜体的顶部连

接；所述断路器室泄压罩的顶壁的内侧面上固定有断路器室风机，当断路器室产生高压气

体时，断路器室泄压罩带动断路器室风机在塑料螺栓处打开；所述母线室泄压罩的顶壁的

内侧面上固定有母线室风机，当母线室产生高压气体时，母线室泄压罩带动母线室风机在

塑料螺栓处打开。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架空进线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缆室泄压罩设置在柜体

的后门的上边缘与柜体顶部之间的柜体的后壁上，所述电缆室泄压罩的底壁向上倾斜以形

成引导电缆室内的气体向上流动的引导面。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架空进线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柜体内前部的前下室、断路

器室和柜体内后部的电缆室、母线室之间通过不透气的隔板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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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进线开关柜及其柜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架空进线开关柜及其柜体。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方便对开关柜内的元器件进行操作或维修，通常在开关柜上设置前门，由于

开关柜体积通常较大，操作人员对柜内后部的元器件操作较为困难，所以在开关柜的后壁

上设置后门，为了方便对柜体内不同高度的元器件进行操作，通常在柜体的高度方向设置

多个后门。柜体的前、后门关闭后形成封闭式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当柜内发生故

障产生电弧时，开关柜内部温度升高，导致内部气压升高，气体从开关柜正面喷出发生操作

人员及周边人员、设备的事故，为了防止上述事故的发生，开关柜通常设有泄压装置，现有

的开关柜中，除仪表室外其它隔室都设有相互独立的泄压装置。同时，对于电流大于或等于

3150A的开关柜，在使用过程中，各隔室内的电器件产热较多，需要进行通风散热。

[0003] 现有技术中的开关柜的通常在柜体的顶部设置泄压板和风机以实现开关柜的泄

压和通风散热。如授权公告号为CN202737346U、申请日为2012年06月11日的中国实用新型

专利公开了一种开关柜，包括柜体、柜体内设有断路器室，断路器室的下方设有备用室，电

缆室位于备用室和断路器室的一侧，母线室位于电缆室的上方，断路器室、备用室、电缆室

和母线室之间均设有隔板以使各个室形成相对独立的隔室。柜体的顶部从前到后依次间隔

设置有分别与断路器室、母线室和电缆室断路器室泄压罩、母线室泄压罩和电缆室泄压罩，

各泄压罩上设有泄压口及盖设在泄压口上的泄压板。

[0004] 当上述开关柜采取架空进线方式时，也即母线排从变压器引出通过架空走线由开

关柜的顶部进入电缆室时，如果母线排从柜体的顶部的后部进线，设置在柜体顶部的后侧

的电缆室泄压口被母线排占用，原有的泄压口被用于安装固定高压套管，且柜体顶部以上

设有为母线排提供封闭空间的母线桥，由于母线排的隔离要求导致母线桥的尺寸过大，无

法在柜体的顶部避开原有电缆室泄压口再重新设置电缆室的泄压口，上述母线排、母线桥

和高压套管形成进线结构，也即进线结构占用了原有的设置在柜体顶部的与电缆室相通的

泄压口。由于母线排的额定电流较大，如果电缆室发生燃弧故障，缺少泄压口的电缆室具有

极大的安全隐患，容易造成事故扩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架空进线开关柜及其柜体，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采用架空进线

方式的开关柜的顶部的泄压通道被占用而使电缆室缺少泄压通道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中的架空进线开关柜的柜体采取如下技术方案：柜体的

侧面设有向外凸出的电缆室泄压罩和用于连通电缆室泄压罩与电缆室的开口，所述电缆室

泄压罩的顶部设有泄压口和盖设在泄压口上的泄压板。

[0007] 所述电缆室泄压罩设置在柜体的后门的上边缘与柜体顶部之间的柜体的后壁上。

[0008] 所述电缆室泄压罩的底壁向上倾斜以形成引导电缆室内的气体向上流动的引导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217139 B

3



面。

[0009] 所述柜体的顶部设有向柜体外凸出的分别与母线室和断路器室相通的母线室泄

压罩和断路器室泄压罩，所述母线室、断路器室泄压罩的一侧与柜体的顶部连接，相对的另

一侧通过塑料螺栓与柜体的顶部连接。

[0010] 所述母线室、断路器室泄压罩的顶壁的内侧面上固定有风机。

[0011] 柜体内前部的前下室、断路器室和柜体内后部的电缆室、母线室之间通过不透气

的隔板隔开。

[0012] 所述柜体的前壁上设有与前下室相通的前进风口，柜体的后壁上设有与电缆室相

通的后进风口。

[0013] 本发明中的架空进线开关柜采取如下技术方案：架空进线开关柜包括柜体和设置

在柜体顶部的进线结构，所述柜体的侧面设有向外凸出的电缆室泄压罩和用于连通电缆室

泄压罩与电缆室的开口，所述电缆室泄压罩的顶部设有泄压口和盖设在泄压口上的泄压

板。

[0014] 所述电缆室泄压罩设置在柜体的后门的上边缘与柜体顶部之间的柜体的后壁上，

所述电缆室泄压罩的底壁向上倾斜以形成引导电缆室内的气体向上流动的引导面。

[0015] 所述柜体的顶部设有向柜体外凸出的分别与母线室和断路器室相通的母线室泄

压罩和断路器室泄压罩，所述母线室、断路器室泄压罩的一侧与柜体的顶部连接，相对的另

一侧通过塑料螺栓与柜体的顶部连接，所述母线室、断路器室泄压罩的顶壁的内侧面上固

定有风机，柜体内前部的前下室、断路器室和柜体内后部的电缆室、母线室之间通过不透气

的隔板隔开。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与电缆室相对的柜体的顶部被从上方进线的母线占用，无法

设置泄压通道，通过在柜体的侧壁上设置与电缆室相通的电缆室泄压罩以避开顶部进线的

母线，所述电缆室泄压罩的顶部设有泄压口实现电缆室泄压时的气流依然向上流动，实现

电缆室从顶部泄压的目的，既能实现母线上方进线又能实现电缆室的泄压。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中的架空进线开关柜的一个实施例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中，1‑柜体，2‑前下室，3‑横流风机，4‑前进风口，5‑断路器手车，6‑断路器室，

7‑仪表室，8‑尼龙螺栓，9‑铰链，10‑断路器室泄压罩，11‑断路器室风机，12‑母线室泄压罩，

13‑母线室风机，14‑母线桥，15‑高压套管，16‑套管安装板，17‑泄压板，18‑电缆室泄压罩，

19‑高压传感器，20‑互感器，21‑电缆室，22‑后进风口，23‑母线室。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0] 本发明中的架空进线开关柜的具体实施例，如图1所示，架空进线开关柜包括柜体

1和设置在柜体1顶部的进线结构，所述柜体1的侧面设有向外凸出的电缆室泄压罩18和用

于连通电缆室泄压罩18与电缆室的开口，所述电缆室泄压罩18的顶部设有泄压口和盖设在

泄压口上的泄压板17。

[0021] 所述柜体1内由隔板分割成多个相对独立的隔室，包括柜体1的内前上部的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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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6、前下部的前下室2、后上部的母线室23和后下部的电缆室21，所述断路器室6内设有断

路器手车5。

[0022] 本实施例中，柜体1的顶部设有分别与断路器室6和母线室23相通的两个泄压口，

所述泄压口上分别设有断路器室泄压罩10和母线室泄压罩12，所述断路器室泄压罩10朝向

柜体1的外部凸出，断路器室泄压罩10的横截面呈梯形，且梯形的大尺寸端设置开口并扣设

在柜体1的顶部，当断路器室6的内部发生故障产生高压气体时，气体由断路器室泄压罩10

的大尺寸端开口进入泄压罩，断路器室泄压罩10的倾斜的侧壁的引导下更容易集中气体的

压力并作用于断路器室泄压罩10然后将其顶开。所述断路器室泄压罩10与柜体1之间设有

防止异物进入柜体1的内部的鱼鳞板。断路器室泄压罩10的开口的下边缘的一侧通过铰链9

与柜体1铰接，相对的另一侧通过尼龙螺栓8固定在柜体1上，所述断路器室泄压罩10的顶部

的内侧面上固定有断路器室风机11，且顶部设有供风机出风的透气孔，本实施例中的风机

选用功率为80W的轴流风机，所述断路器室风机11沿断路器室泄压罩10的延伸方向间隔设

置3个。当断路器室产生高压气体时，断路器室泄压罩10带动断路器室风机11在尼龙螺栓8

处打开。所述断路器室6与前下室2之间的隔板上设有透气孔，柜体1的前壁上设有与前下室

2相通的前进风口4，所述断路器室6与前下室2之间的隔板上设有向断路器室6吹风的横流

风机3，所述横流风机固定在断路器室6与前下室2之间的隔板的下表面，横流风机能显著增

加进风面提高通风效率。断路器室风机11运转后，断路器室6内产生负压，外部的冷却气流

从前进风口4进入前下室2内经隔板上的透气孔流入断路器室6，同时在横流风机3的作用

下，前下室2内的空气流向断路器室6内，断路器室风机11将断路器室6内的空气抽排到柜体

1的外部，形成气流循环，柜体1的外部的冷却气流不断在柜内循环达到散热目的。

[0023] 所述母线室泄压罩12朝向柜体1的外部凸出，母线室泄压罩12的横截面呈矩形，所

述母线室泄压罩12的具有开口的一侧扣设在柜体1的顶部，所述母线室泄压罩12与柜体1之

间设有防止异物进入柜体1的内部的鱼鳞板。母线室泄压罩12的开口的下边缘的一侧通过

铰链9与柜体1铰接，相对的另一侧通过尼龙螺栓8固定在柜体1上，所述母线室泄压罩12的

顶部的内侧面上固定有母线室风机13，且顶部设有供风机出风的透气孔，本实施例中的风

机选用功率为110W的轴流风机，所述母线室风机13沿母线室泄压罩12的延伸方向间隔设置

2个。当母线室产生高压气体时，母线室泄压罩12带动母线室风机13在尼龙螺栓8处打开。所

述母线室23与电缆室21之间的隔板上设有透气孔，柜体1的后壁上设有与电缆室21相通的

后进风口22。母线室风机13运转后，母线室23内产生负压，外部的冷却气流从后进风口22进

入电缆室21内经隔板上的透气孔流入母线室23，母线室风机13将母线室23内的空气抽排到

柜体1的外部，形成气流循环，柜体1的外部的冷却气流不断在柜内循环达到散热目的。

[0024] 本实施例中，柜体1内的前部的前下室2、断路器室6和柜体1内的后部的电缆室21、

母线室23之间通过不透气的隔板隔开。

[0025] 在其他实施例中，铰链9可以替换为螺栓或铆钉，或者将断路器室泄压罩10和/或

母线室泄压罩12的一侧的边缘与柜体1焊接连接，相对的另一侧通过尼龙螺栓8连接；所述

尼龙螺栓8可以替换为其他塑料螺栓；所述断路器室泄压罩10也可以是其他形状，如扣设在

柜体1的顶部的矩形；所述母线室泄压罩12也可以是其他形状，如扣设在柜体1的顶部梯形

或倒U型；所述断路器室风机11的型号和数量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所述母线室风机13的

型号和数量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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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断路器室泄压罩10和母线室泄压罩12在柜体1的顶部从前向后间隔设置，所

述柜体1的顶部的后部设有供母线排进线的通孔，所述通孔上设有高压套管15，所述高压套

管15通过套管安装板16固定在所述通孔上，柜体1的外部的母线排设有起保护和屏蔽作用

的母线桥14，所述母线桥14固定在柜体1的顶部的后部。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柜体1的后门的上边缘与柜体的顶部之间的后壁上设有电缆室

泄压罩18，所述电缆室泄压罩18与线缆室21相通并在电缆室21内发生燃弧故障时起到泄压

作用，所述电缆室泄压罩18的横截面为逆时针旋转90度的直角梯形，直角梯形的底边与柜

体1的后壁贴合固定并与电缆室连通，电缆室泄压罩18与梯形的直角腰对应的侧壁朝上设

置且与柜体1的顶部平齐，且其上设有泄压口和盖设在泄压口上的泄压板17，所述泄压板17

的左侧边通过铰链9与电缆室泄压罩18铰接，右侧边通过尼龙螺栓8与电缆室泄压罩18连

接。所述电缆室泄压罩18与梯形的倾斜腰对应的侧壁为电缆室泄压罩18的底壁，所述底壁

向上倾斜形成气流引导面以在电缆室21内产生高压气体时引导气体向上流动，也即导向气

体朝向泄压板17流动以顶开泄压板17。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电缆室泄压罩18也可以设置

在柜体1的后门上；所述电缆室泄压罩18也可以设置在柜体1的左右侧壁上；所述铰链9也可

以设置泄压板17的右侧边，尼龙螺栓8设置在泄压板17的左侧边。

[0028] 本发明中的柜体的具体实施例，所述柜体与上述架空进线开关柜实施例中的柜体

的结构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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