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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

柜，包括柜体，呈模块化的智能配变组件和补偿

组件，柜体内设有隔板，隔板将柜体内的空间分

离成进线室、出线室、计量室和补偿室，补偿室的

底部设有进风孔，补偿室的上部设有出风风道，

计量室内的上部设有接线盒及用户计费电表，智

能配变组件与计量室的下部采用抽屉式配合结

构可拆卸地固定设于计量室内；补偿组件与补偿

室采用抽屉式配合结构可拆卸地固定设于补偿

室内，补偿组件1个以上的SVG模块和电容投切模

块。本实用新型能够较好地解决现有JP柜补偿效

果不理想、安装和拆卸时操作繁琐、不易扩容、不

易进行综合管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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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包括柜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呈模块化的智能配变组

件和补偿组件，所述柜体内设有隔板，所述隔板将柜体内的空间分离成进线室、出线室、计

量室和补偿室，所述补偿室的底部设有进风孔，补偿室的上部设有出风风道，所述计量室内

的上部设有接线盒及用户计费电表，所述智能配变组件与计量室的下部采用抽屉式配合结

构可拆卸地固定设于计量室内；所述补偿组件与补偿室采用抽屉式配合结构可拆卸地固定

设于补偿室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计量室的下部两侧

设有智能配变导轨，智能配变导轨固定设置在计量室两侧的隔板上，计量室的底部设有智

能配变底座；补偿室的底部设有框形的补偿组件底座，补偿组件底座的两侧沿框架的深度

方向各设有1块导向板，导向板的后端设有用于辅助补偿组件推入补偿组件底座的向外扩

展的扩口；所述智能配变组件与所述智能配变导轨和智能配变底座相配合构成抽屉式配合

结构；所述补偿组件与补偿组件底座和导向板相配合构成抽屉式配合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配变组件包括

骨架、仪表安装板、智能配变终端、多功能表，微型断路器、温湿度控制器和穿墙端子；所述

骨架为由多条立柱围成的长方体形结构件，仪表安装板固定设于骨架的前端，智能配变终

端、多功能表，微型断路器和温湿度控制器固定设于仪表安装板上；穿墙端子设有3个以上，

穿墙端子设于骨架的上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偿组件包括安装

架、风机、电容投切模块和SVG模块；所述安装架包括立柱、底板、上板、风机安装平台、安装

固定板；底板和上板平行设置并分别由其四角与4根立柱固定连接，底板和上板在对应安装

SVG模块的部分设有通风孔，底板上安装有多个用于模块导向的模块导轨；风机安装平台固

定设置在上板上，安装固定板固定设于安装架的后端下方；风机固定设于风机安装平台上；

电容投切模块和SVG模块分别设置1个以上，电容投切模块和SVG模块与底板上的模块导轨

抽拉式配合后固定安装在底板和上板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其特征在于：所述SVG模块和电容投

切模块分别带有插拔件，与柜体内相应器件采用插拔方式连接，所述SVG模块为采用正弦脉

冲宽度调制SPWM控制IGBT通断从而实现连续快速无功补偿功能的模块，所述电容投切模块

由所述SVG模块控制运行。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偿室的

出风风道由百叶窗、钢丝网、防水盒和挡水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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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低压综合配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

背景技术

[0002] JP柜是一种集电能分配、计量、保护、控制、无功补偿于一体的新型综合控制箱，目

前广泛应用于400V配电侧，一般安装于柱上，和变压器配套使用。

[0003] 目前常见的JP柜存在一些缺点：只使用电容补偿，可能会造成欠补或过补，补偿速

度慢、功率因数低，补偿效果不佳。大多数JP安装于柱上，读取数据不便，线路故障不能有效

预警，不易对JP柜进行综合管理。在前期安装、后期检修、拆装、更替零件时，操作不便，效率

低下。在改建需要扩容时，需整柜改造，操作繁琐。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解决了现有JP柜补偿效

果不理想、安装和拆卸时操作繁琐、不易扩容、不易进行综合管理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本实用新型的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包括柜体，其结

构特点是：还包括呈模块化的智能配变组件和补偿组件，上述柜体内设有隔板，上述隔板将

柜体内的空间分离成进线室、出线室、计量室和补偿室，上述补偿室的底部设有进风孔，补

偿室的上部设有出风风道，上述计量室内的上部设有接线盒及用户计费电表，上述智能配

变组件与计量室的下部采用抽屉式配合结构可拆卸地固定设于计量室内；上述补偿组件与

补偿室采用抽屉式配合结构可拆卸地固定设于补偿室内。

[0006]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计量室的下部两侧设有智能配变导轨，智能配变导轨固定

设置在计量室两侧的隔板上，计量室的底部设有智能配变底座；补偿室的底部设有框形的

补偿组件底座，补偿组件底座的两侧沿框架的深度方向各设有1块导向板，导向板的后端设

有用于辅助补偿组件推入补偿组件底座的向外扩展的扩口；上述智能配变组件与上述智能

配变导轨和智能配变底座相配合构成抽屉式配合结构；上述补偿组件与补偿组件底座和导

向板相配合构成抽屉式配合结构。

[0007]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智能配变组件包括骨架、仪表安装板、智能配变终端、多功

能表，微型断路器、温湿度控制器和穿墙端子；上述骨架为由多条立柱围成的长方体形结构

件，仪表安装板固定设于骨架的前端，智能配变终端、多功能表，微型断路器和温湿度控制

器固定设于仪表安装板上；穿墙端子设有3个以上，穿墙端子设于骨架的上部。

[0008]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补偿组件包括安装架、风机、电容投切模块和SVG模块；上述

安装架包括立柱、底板、上板、风机安装平台、安装固定板；底板和上板平行设置并分别由其

四角与4根立柱固定连接，底板和上板在对应安装SVG模块的部分设有通风孔，底板上安装

有多个用于模块导向的模块导轨；风机安装平台固定设置在上板上，安装固定板固定设于

安装架的后端下方；风机32固定设于风机安装平台上；电容投切模块和SVG模块分别设置1

个以上，电容投切模块和SVG模块与底板上的模块导轨抽拉式配合后固定安装在底板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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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之间。

[0009]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SVG模块和电容投切模块分别带有插拔件，与柜体内相应器

件采用插拔方式连接，上述SVG模块为采用正弦脉冲宽度调制SPWM控制IGBT通断从而实现

连续快速无功补偿功能的模块，上述电容投切模块由上述SVG模块控制运行。

[0010] 进一步的方案是：上述补偿室的出风风道由百叶窗、钢丝网、防水盒和挡水板组

成。

[0011] 本实用新型具有积极的效果：（1）本实用新型的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通过设置

SVG模块，能够实时、连续的提供无功补偿，解决JP柜欠补、过补、不能实时跟随补偿的问题，

提高了功率因数。（2）本实用新型的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在需要改建扩容或变更装置容

量时，可直接更改补偿组件中的SVG模块和电容投切模块的数量来达到目的，或者更改SVG

模块和电容投切模块的容量来达到目的，更换方便简单，速度快。（3）本实用新型的低压有

源可拆卸式JP柜，通过增加智能配变组件，对装置整体进行综合管理，集数据采集显示设

置、装置内各个断路器动作、温湿度控制等功能于一体。（4）本实用新型的低压有源可拆卸

式JP柜，其通过将整个装置分为柜体、补偿组件和智能配变组件，在生产中，将原先组装和

接线复杂的的补偿部分和智能配变部分直接作为独立的组件组装，不需要在狭小的柜体空

间内作业，极大的提高了安装的便捷性和效率；在维护中方便将整个组件拖出检查，抢修中

可更换整个组件，缩短修理时间。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实用新型的的结构示意图，图中省略了JP柜的柜门未画出；

[0013] 图2为图1的后视图，图中省略了柜体的后盖示画出；

[0014] 图3为图1中去掉智能配变组件和补偿组件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图1中智能配变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图1中补偿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图5中取出SVG模块和电容投切模块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上述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如下：

[0019] 柜体1，隔板11，进线室12，计量室13，智能配变导轨13-1，智能配变底座13-2，补偿

室14，补偿组件底座14-1，导向板14-2，出风风道14-3，出线室15；

[0020] 智能配变组件2，骨架21，仪表安装板22，智能配变终端23，多功能表24，微型断路

器25，温湿度控制器26，穿墙端子27；

[0021] 补偿组件3，安装架31，立柱31-1，底板31-2，上板31-3，风机安装平台31-4，安装固

定板31-5，挡风板31-6，风机32，电容投切模块33，SVG模块34。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见图1至图3，本实施例的低压有源可拆卸式JP柜，其主要由柜体1、智能配变组件2

和补偿组件3组成。

[0025] 柜体1由主体、柜门（图中省略未出画出）、后盖（图中省略未出画出）组成，柜体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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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内部空间通过若干块隔板11分隔成进线室12、计量室13、补偿室14和出线室15等功能

区间。计量室13的下部两侧设有智能配变导轨13-1，智能配变导轨13-1固定设置在计量室

13两侧的隔板11上，计量室13的底部设有智能配变底座13-2；计量室13的上部设有接线盒

及用户计费电表。补偿室14的底部设有框形的补偿组件底座14-1，补偿组件底座14-1的两

侧沿框架的深度方向各设有1块导向板14-2，导向板14-2的后端设有用于辅助补偿组件31

推入补偿组件底座14-1的向外扩展的扩口。柜体1在补偿室14所在处的底部设有进风口，补

偿室14上部侧面上设有出风风道14-3，出风风道14-3由百叶窗、钢丝网、防水盒和挡水板组

成，使用时用于防止雨水进入。

[0026] 智能配变组件2主要由骨架21、仪表安装板22、智能配变终端23、多功能表24，微型

断路器25、温湿度控制器26和穿墙端子27组成。

[0027] 参见图4，骨架21为由多条立柱围成的长方体形结构件，仪表安装板22固定设于骨

架21上且位于骨架21的前端，智能配变终端23、多功能表24，微型断路器25和温湿度控制器

26固定设于仪表安装板22上。穿墙端子27设有3个以上，穿墙端子27设于骨架21的上部，穿

墙端子27用于智能配变组件21与JP柜间的信号连接，连接的信号包括电压采样信号、电流

互感器采样信号、开关分励脱扣信号、断路器辅助触点、行程开关信号、JP柜485通讯信号和

温湿度控制信号。智能配变组件2具有GPRS远程操控功能。智能配变组件2与计量室13下端

两侧的智能配变导轨13-1和智能配变底座13-2采用抽屉式配合结构，智能配变组件2安装

时先将其推入计量室13内，再通过螺钉固定。在进行维修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替换智能

配变组件2的元器件或将整个智能配变组件2更换。通过智能配变组件2整体式结构设计以

及其与柜体1的计量室13间的抽屉式配合结构设计，使得智能配变组件2安装和取下均十分

方便。

[0028] 参见图5和图6，补偿组件3主要由安装架31、风机32，电容投切模块33和SVG模块34

组成。安装架31主要由立柱31-1、底板31-2、上板31-3、风机安装平台31-4、安装固定板31-5

和挡风板31-6组成；底板31-2和上板31-3平行设置并分别由其四角与4根立柱31-1固定连

接，底板31-2和上板31-3在对应安装SVG模块34的部分设有通风孔，底板31-2上安装有多个

用于模块导向的模块导轨；风机安装平台31-4固定设置在上板31-3上，安装固定板31-5固

定设于安装架31的后端下方，安装固定板31-5用于整体补偿组件3装入柜体1内后的通过螺

钉固定；风机32固定设于风机安装平台31-4上，风机32采用离心风机，用于为SVG模块34提

供强制风冷散热，工作时空气从底板31-2的通风孔进入，流经SVG模块34后从柜体1的出风

风道14-3到达柜外。电容投切模块33和SVG模块34（SVG即静止无功发生器）分别设置1个以

上，电容投切模块33和SVG模块34与底板31-2上的模块导轨抽拉式配合后固定安装在底板

31-2和上板31-3之间；当  SVG模块34数量为1时，若出现空闲的SVG模块34安装空间，需使用

挡风板31-6将空闲的SVG模块34安装空间处的底板31-2上的通风孔堵住，以免影响通风效

果。SVG模块34和电容投切模块33带有用于连接的插拔件以与柜体1内的相应器件采用插拔

方式连接；SVG模块34以功率半导体器件IGBT为核心，采用正弦脉冲宽度调制SPWM控制IGBT

通断，实现连续快速的无功补偿功能，能快速连续的调节电网的无功功率，抑制电压波动和

闪变，使整个电网负荷的潮流分配更趋合理，改善电网质量，保障电力系统稳定、高效、优质

地运行，从而解决电网三相不平衡、谐波、无功等问题。电容投切模块33由SVG模块34控制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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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补偿组件3与补偿室14采用抽屉式配合结构，安装时，补偿组件3与补偿室14的补

偿组件底座14-1的导向板14-2相配合推入补偿室14内，通过补偿组件3的安装架31上的安

装固定板31-5用螺丝固定，并接入一次电缆和插上二次接插件即完成其与装置的组装。由

于JP柜使用时一般安装于柱上，距地有一定高度，碍于现场的地形和位置的特殊性，很多时

候是靠人力来操作。在进行维修时，若需要更换整个补偿组件3，为减轻重量，可以先将SVG

模块319和电容投切模块33拔下，在将补偿组件3其余部分拆下，分批操作无需考虑重量问

题，增加了拆装的便捷性。在更换器件时，一般是更换故障率高的SVG模块34和电容投切模

块33，直接拔出故障模块，插入新的模块即可完成修理，操作简单，无需接线。在需要改建扩

容或变更装置容量时，可直接更改补偿组件3中的SVG模块34和电容投切模块33的数量来达

到目的，或者更改SVG模块34和电容投切模块33的容量来达到目的。更换方便简单，速度快。

[0030] 以上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而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有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

换和变化而得到相对应的等同的技术方案，因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均应该归入本实用新

型的专利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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