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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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2197.8

(22)申请日 2020.02.24

(73)专利权人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01614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555号

(72)发明人 王广先　黄强　赵瑞影　程相浩　

罗天赐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卓言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65

代理人 王茀智　龚清媛

(51)Int.Cl.

H01H 9/26(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

(57)摘要

一种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包

括挡板组件、联锁机构和互锁机构；所述挡板组

件包括隔离开关的面板和活动挡板，在面板上设

置有一个可被活动挡板遮挡的操作孔；所述联锁

机构包括拐臂和第一联锁杆，所述拐臂设置于传

动轴上，拐臂在传动轴的带动下可与第一联锁杆

限位配合，在所述第一联锁杆上固定设有第二联

锁杆，在所述第二联锁杆上设有锁定件；当断路

器处于分闸状态时，第一联锁杆与拐臂解除限位

配合，活动挡板被打开并露出操作孔，锁定件使

断路器无法合闸；当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时，第

一联锁杆与拐臂限位配合，活动挡板被关闭并遮

挡操作孔，锁定件与合闸线圈解锁。本实用新型

为机械结构，即使在没有电气联锁的情况下仍能

实现锁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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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挡板组件、联锁机构和互

锁机构；所述挡板组件包括隔离开关(6)的面板(11)和活动挡板(12)，在面板(11)上设置有

用于操作手柄插入的操作孔(11a)，活动挡板(12)转动安装且能够使操作孔(11a)被露出或

被遮挡；所述联锁机构包括拐臂(23)和第一联锁杆(21)，所述拐臂(23)设置于传动轴(24)

上，拐臂(23)在传动轴(24)的带动下可与第一联锁杆(21)限位配合，在所述第一联锁杆

(21)上固定设有第二联锁杆(22)，在所述第二联锁杆(22)上设有用于锁定断路器(5)中合

闸线圈(51)的锁定件(25)；所述互锁机构连接活动挡板(12)和第一联锁杆(21)；

当断路器(5)处于分闸状态时，拐臂(23)与第一联锁杆(21)解除限位配合，拨动活动挡

板(12)露出操作孔(11a)，同时活动挡板(12)通过互锁机构使第一联锁杆(21)动作，带动第

二联锁杆(22)的锁定件(25)锁定合闸线圈(51)使断路器(5)无法合闸；

当断路器(5)处于合闸状态时，拐臂(23)在传动轴(24)的带动下与第一联锁杆(21)限

位配合，进而通过互锁机构限位活动挡板(12)，使得活动挡板(12)无法拨动露出操作孔

(11a)。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挡

板(12)沿圆周运动，第一联锁杆(21)沿其轴向运动，活动挡板(12)的圆周转动与第一联锁

杆(21)的沿轴线运动通过互锁机构实现转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互锁机

构包括第一连接板(31)、第二连接板(32)和连接轴(33)，所述第一连接板(31)的一端与活

动挡板(12)转动连接，第一连接板(31)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连接轴(33)的一端，连接轴

(33)的另一端与第二连接板(32)的一端固定连接，第二连接板(32)的另一端与第一联锁杆

(21)转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在第一联锁

杆(21)上设有弹性复位机构，所述弹性复位机构使第一联锁杆(21)沿轴向向靠近互锁机构

的方向运动，挡板组件的活动挡板(12)转动到露出操作孔(11a)的位置时，活动挡板(12)通

过互锁机构驱动第一联锁杆(21)克服弹性复位机构沿轴向向远离互锁机构的方向运动，同

时第二联锁杆(22)随第一联锁杆(21)的运动使锁定件(25)与合闸线圈(51)相抵靠以锁定

合闸线圈(51)使断路器(5)无法合闸；挡板组件的活动挡板(12)转动到遮挡操作孔(11a)的

位置时，弹性复位机构驱动第一联锁杆(21)恢复原位，第二联锁杆(22)随第一联锁杆(21)

的运动使锁定件(25)解除对合闸线圈(51)的锁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复

位机构包括导向套(41)和压缩弹簧(42)，所述导向套(41)固定设置于断路器(5)上，在导向

套(41)相对的两个侧壁上设有供第一联锁杆(21)穿过的导向孔，所述压缩弹簧(42)设置于

导向套(41)相对的两个侧板之间并套设于第一联锁杆(21)上，在第一联锁杆(21)上设有用

于使压缩弹簧(42)发生形变的配合部，在导向套(41)相对的两个侧壁和第一联锁杆(21)的

配合部的共同配合下，压缩弹簧(42)发生形变为第一联锁杆(21)提供复位的驱动力。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联锁杆(21)的一端可与拐臂(23)相抵触以实现限位配合，第一联锁杆(21)的另一端用于

与互锁机构转动连接；第二联锁杆(22)垂直固定于第一联锁杆(21)上，在第二联锁杆(22)

的中部设有锁定件(25)，所述锁定件(25)的一端作为连接端设有供第二联锁杆(22)滑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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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且呈条形的穿孔，锁定件(25)的另一端作为锁定端与断路器(5)的合闸线圈(51)相对，

在连接端与锁定端之间设有用于转动支撑的支撑轴(26)；

第二联锁杆(22)随第一联锁杆(21)的运动而在锁定件(25)的穿孔内滑动，第二联动件

在穿孔内的滑动作用使锁定件(25)在支撑轴(26)的作用下发生转动，并且使锁定端在转动

后与合闸线圈(51)相抵靠或分离以实现锁定或解除对合闸线圈(51)的锁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组

件还包括支撑板(13)，所述支撑板(13)与面板(11)相对设置且在两者之间留有间隙，活动

挡板(12)转动支撑于支撑板(13)和面板(11)  之间，在所述面板(11)上设有用于指示隔离

开关(6)状态的指示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支撑

板(13)靠近面板(11)的一侧凸出设有支撑部(13a)，活动挡板(12)远离互锁机构的一端转

动安装于支撑部(13a)，在活动挡板(12)靠近面板(11)的一侧凸出设有支持部(12a)，所述

支持部(12a)支撑于面板(11)上，活动挡板(12)靠近互锁机构的一端与互锁机构转动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联锁机

构还包括固定块(28)和导向板(27)，所述固定块(28)用于将第一联锁杆(21)与第二联锁杆

(22)固定连接；所述导向板(27)设置于锁定件(25)与固定块(28)之间，所述导向板(27)的

一端固定于断路器(5)上，导向板(27)的另一端设有一个供第二联锁杆(22)穿过的条形孔，

第二联锁杆(22)可在条形孔内滑动。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互锁

机构还包括支撑座(34)，所述支撑座(34)的两侧分别设有供连接轴(33)穿过的连接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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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高压开关设备的机械联锁装置，具体涉及一种隔离开关与断路器

的机械联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气体绝缘开关柜将母线、断路器、隔离开关等中压元件集中在箱体内，因具有安全

性好、可靠性高和适应性强的特点而被广泛使用。三工位隔离开关和真空断路器作为气体

绝缘开关柜的核心元器件，对开关柜的控制、保护、隔离和接地功能起着重要作用，三工位

隔离开关与断路器之间必须配备完善的联锁装置才能保证电气设备的可靠运行，设有联锁

机构的开关柜只能在断路器分闸时操作三工位隔离开关，在断路器合闸时不能操作三工位

隔离开关。而现有开关柜的三工位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联锁装置不完善，缺乏机械互锁装

置，特别是因为断路器存在差异性导致隔离开关与断路器之间的机械联锁结构及连接方式

存在差异性较大而缺乏对断路器的机械联锁作用，只能依靠电气联锁来实现，这样一来，在

没有电气联锁保护的情况下，会因为缺乏机械互锁而引起误操作产生安全事故。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可靠性高且用

于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包括挡板组件、联锁机构和互锁机构；所

述挡板组件包括隔离开关的面板和活动挡板，在面板上设置有用于操作手柄插入的操作

孔，活动挡板转动安装且能够使操作孔被露出或被遮挡；所述联锁机构包括拐臂和第一联

锁杆，所述拐臂设置于传动轴上，拐臂在传动轴的带动下可与第一联锁杆限位配合，在所述

第一联锁杆上固定设有第二联锁杆，在所述第二联锁杆上设有用于锁定断路器中合闸线圈

的锁定件；所述互锁机构连接活动挡板和第一联锁杆；

[0006] 当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时，拐臂与第一联锁杆解除限位配合，拨动活动挡板露出

操作孔，同时活动挡板通过互锁机构使第一联锁杆动作，带动第二联锁杆的锁定件锁定合

闸线圈使断路器无法合闸；当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时，拐臂在传动轴的带动下与第一联锁

杆限位配合，进而通过互锁机构限位活动挡板，使得活动挡板无法拨动露出操作孔。

[0007] 进一步，所述活动挡板沿圆周运动，第一联锁杆沿其轴向运动，活动挡板的圆周转

动与第一联锁杆的沿轴线运动通过互锁机构实现转换。

[0008] 进一步，所述互锁机构包括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和连接轴，所述第一连接板的

一端与活动挡板转动连接，第一连接板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连接轴的一端，连接轴的另一

端与第二连接板的一端固定连接，第二连接板的另一端与第一联锁杆转动连接。

[0009] 进一步，在第一联锁杆上设有弹性复位机构，所述弹性复位机构使第一联锁杆沿

轴向向靠近互锁机构的方向运动，挡板组件的活动挡板转动到露出操作孔的位置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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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板通过互锁机构驱动第一联锁杆克服弹性复位机构沿轴向向远离互锁机构的方向运动，

同时第二联锁杆随第一联锁杆的运动使锁定件与合闸线圈相抵靠以锁定合闸线圈使断路

器无法合闸；挡板组件的活动挡板转动到遮挡操作孔的位置时，弹性复位机构驱动第一联

锁杆恢复原位，第二联锁杆随第一联锁杆的运动使锁定件解除对合闸线圈的锁定。

[0010] 进一步，所述弹性复位机构包括导向套和压缩弹簧，所述导向套固定设置于断路

器上，在导向套相对的两个侧壁上设有供第一联锁杆穿过的导向孔，所述压缩弹簧设置于

导向套相对的两个侧板之间并套设于第一联锁杆上，在第一联锁杆上设有用于使压缩弹簧

发生形变的配合部，在导向套相对的两个侧壁和第一联锁杆的配合部的共同配合下，压缩

弹簧发生形变为第一联锁杆提供复位的驱动力。

[0011] 进一步，所述第一联锁杆的一端可与拐臂相抵触以实现限位配合，第一联锁杆的

另一端用于与互锁机构转动连接；第二联锁杆垂直固定于第一联锁杆上，在第二联锁杆的

中部设有锁定件，所述锁定件的一端作为连接端设有供第二联锁杆滑动配合的且呈条形的

穿孔，锁定件的另一端作为锁定端与断路器的合闸线圈相对，在连接端与锁定端之间设有

用于转动支撑的支撑轴；第二联锁杆随第一联锁杆的运动而在锁定件的穿孔内滑动，第二

联动件在穿孔内的滑动作用使锁定件在支撑轴的作用下发生转动，并且使锁定端在转动后

与合闸线圈相抵靠或分离以实现锁定或解除对合闸线圈的锁定。

[0012] 进一步，所述挡板组件还包括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与面板相对设置且在两者之间

留有间隙，活动挡板转动支撑于支撑板和面板之间，在所述面板上设有用于指示隔离开关

状态的指示装置。

[0013] 进一步，在所述支撑板靠近面板的一侧凸出设有支撑部，活动挡板远离互锁机构

的一端转动安装于支撑部，在活动挡板靠近面板的一侧凸出设有支持部，所述支持部支撑

于面板上，活动挡板靠近互锁机构的一端与互锁机构转动连接。

[0014] 进一步，所述联锁机构还包括固定块和导向板，所述固定块用于将第一联锁杆与

第二联锁杆固定连接；所述导向板设置于锁定件与固定块之间，所述导向板的一端固定于

断路器上，导向板的另一端设有一个供第二联锁杆穿过的条形孔，第二联锁杆可在条形孔

内滑动。

[0015] 进一步，所述互锁机构还包括支撑座，所述支撑座的两侧分别设有供连接轴穿过

的连接耳板。

[0016] 本实用新型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挡板组件、互锁组件和联锁机

构形成联动机构，在断路器分闸时，拐臂与第一联锁杆解除限位配合，挡板组件能够使操作

孔露出，用于操作隔离开关，同时挡板组件使联锁机构将断路器的合闸线圈锁定防止断路

器误合闸；在断路器合闸时，拐臂与第一联锁杆限位配合，挡板组件关闭操作孔并在联锁机

构的作用下防止操作孔被误开启，对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锁定采用非电气控制的机械结

构，即使在没有电气联锁的情况下仍可以将两者锁定。同时，在活动挡板与第一联锁杆之间

设置改变运动方式的互锁机构，利于活动挡板与联锁机构在断路器合闸或分闸时维持稳

定。

[0017] 此外，在第一联锁杆上设有弹性复位机构，在第一联锁杆与拐臂解除限位配合后

能够使第一联锁杆恢复原位同时活动挡板由打开状态恢复为关闭状态，弹性复位机构利于

及时对合闸线圈的及时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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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特别的，本优选实施例第一联锁杆的沿轴线运动，基本不占用断路器的体积，充分

利用断路器空间，而与第一联锁杆的第二联锁杆，通过锁定件转动增加力矩，第二联锁杆本

身不需要太多移动空间，特别是锁定件与第二联锁杆之间通过锁定件上的条形孔驱动，不

仅占用空间小，而且可靠性高安装方便，不会出现偏移。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图4是本实用新型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断路器

分闸，操作孔被露出)；

[0022] 图5-图6是本实用新型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断路器

合闸，操作孔被遮挡)；

[0023] 图7是本实用新型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中拐臂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实用新型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中锁定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实用新型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中导向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1至9给出的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隔离开关与断路

器的机械联锁装置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

不限于以下实施例的描述。

[0027] 一种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包括挡板组件、联锁机构和互锁机构；所

述挡板组件包括隔离开关6的面板11和活动挡板12，在面板11上设置有用于操作手柄插入

的操作孔11a，活动挡板12转动安装且能够使操作孔  11a被露出或被遮挡；所述联锁机构包

括拐臂23和第一联锁杆21，所述拐臂  23设置于传动轴24上，拐臂23在传动轴24的带动下可

与第一联锁杆21限位配合，在所述第一联锁杆21上固定设有第二联锁杆22，在所述第二联

锁杆  22上设有用于锁定断路器5中合闸线圈51的锁定件25；所述互锁机构连接活动挡板12

和第一联锁杆21；当断路器5处于分闸状态时，拐臂23与第一联锁杆21解除限位配合，拨动

活动挡板12露出操作孔11a，且活动挡板通过互锁机构使第一联锁杆21动作，带动第二联锁

杆22的锁定件25锁定合闸线圈51  使断路器5无法合闸；当断路器5处于合闸状态时，拐臂23

在传动轴24的带动下与第一联锁杆21限位配合，进而通过互锁机构限位活动挡板12，使得

活动挡板12无法被拨动露出操作孔11a。

[0028] 本实用新型的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挡板组件、互锁组件和联锁机

构形成联动机构，在断路器5分闸时，拐臂23与第一联锁杆21解除限位配合，挡板组件能够

使操作孔11a露出，用于操作隔离开关6，同时挡板组件使联锁机构将断路器5的合闸线圈51

锁定防止断路器5误合闸；在断路器5  合闸时，拐臂23与第一联锁杆21限位配合，挡板组件

关闭操作孔11a并在联锁机构的作用下防止操作孔11a被误开启，对隔离开关6与断路器5的

锁定采用非电气控制的机械结构，即使在没有电气联锁的情况下仍可以将两者锁定。同时，

在活动挡板12与第一联锁杆21之间设置改变运动方式的互锁机构，利于活动挡板12与联锁

机构在断路器5合闸或分闸时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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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作为一种实施例如图1-6所示，一种三工位隔离开关与断路器的机械联锁装置包

括挡板组件、联锁机构和互锁机构；所述挡板组件包括面板11和活动挡板12，在面板11上设

置有一个可被活动挡板12遮挡的操作孔11a，在操作孔  11a中可插入或拔出用于操作隔离

开关6的操作手柄(图中未示出)，本实施例的隔离开关为三工位隔离开关，当然在面板11上

还可以设置用于指示三工位隔离开关6状态的指示装置，活动挡板12转动安装且能够使操

作孔11a被露出或被遮挡；所述联锁机构包括拐臂23和第一联锁杆21，所述拐臂23设置于一

个传动轴24上，拐臂23在传动轴24的带动下可与第一联锁杆21限位配合，在所述第一联锁

杆21上固定设有第二联锁杆22，在所述第二联锁杆22上设有用于锁定断路器5中合闸线圈

51的锁定件25；所述互锁机构转动安装在断路器5上，互锁机构的两端分别连接活动挡板12

和第一联锁杆21，由此活动挡板12与第一联锁杆21的运动轨迹通过互锁机构进行转换。优

选的，所述活动挡板12沿圆周运动，第一联锁杆21沿其轴向运动，活动挡板12的圆周转动与

第一联锁杆21的沿轴线运动通过互锁机构实现转换。当断路器5处于分闸状态时，第一联锁

杆21与拐臂23解除限位配合，活动挡板12能够被打开并露出操作孔11a(参见图3-4)，并且

活动挡板12通过互锁机构使第一连锁杆21  动作，带动第二联锁杆22的锁定件25锁定合闸

线圈51使断路器5无法合闸。当断路器5处于合闸状态时，拐臂23在转动轴24的带动下与第

一联锁杆21 限位配合，进而通过互锁机构限位活动挡板12，使得活动挡板12无法被拨动露

出操作孔11a(参加图5-6)，使得无法操作三工位隔离开关6，此时第二联锁杆22的锁定件25

与合闸线圈51保持解锁状态。

[0030] 作为一种优化结构，所述挡板组件还包括支撑板13，所述支撑板13与面板11相对

设置且在两者之间留有间隙，活动挡板12转动支撑于支撑板13和面板11之间，优选在所述

支撑板13靠近面板11的一侧凸出设有支撑部13a，活动挡板12远离互锁机构的一端转动安

装于支撑部13a，在活动挡板12靠近面板11的一侧凸出设有支持部12a，所述支持部12a支撑

于面板11上，优选的在面板11上设置供支持部12a穿过的条形孔，所述支持部12a可作为指

示活动挡板12位置的指示装置，活动挡板12靠近互锁机构的一端与互锁机构转动连接。

[0031] 所述拐臂23优选如图7所示，所述拐臂23为断路器5内的合闸拐臂23，所述传动轴

24为断路器5内与合闸拐臂23连接的传动轴24，所述传动轴24  为花键轴，在拐臂23设有与

传动轴24配合的花键孔，在拐臂23的一侧设有凸出部用于与第一联锁杆21配合抵触。当然

拐臂23与传动轴24也可以采用除花键配合外的其他连接方式，只需保证拐臂23可被传动轴

24带动即可。联锁机构包括第一联锁杆21和第二联锁杆22，所述第一联锁杆21的一端可与

拐臂23相抵触以实现限位配合，第一联锁杆21的另一端用于与互锁机构转动连接；第二联

锁杆22垂直固定于第一联锁杆21上，在第二联锁杆22的中部设有锁定件25(参见图8)，所述

锁定件25的一端作为连接端设有供第二联锁杆  22滑动配合的且呈条形的穿孔，锁定件25

的另一端作为锁定端与断路器5的合闸线圈51相对，在连接端与锁定端之间设有用于转动

支撑的支撑轴26，所述支撑轴26固定于断路器内部的支撑结构上，如断路器内部框架支撑

板。优选如图2所示，所述联锁机构还包括固定块28和导向板27，所述固定块28用于将第一

联锁杆21与第二联锁杆22固定连接；所述导向板27设置于锁定件25  与固定块28之间，所述

导向板27的一端固定于断路器5上，导向板27的另一端设有一个供第二联锁杆22穿过的条

形孔，第二联锁杆22可在条形孔内滑动。本优选实施例第一联锁杆21的沿轴线运动，基本不

占用断路器的体积，充分利用断路器空间，而与第一联锁杆21的第二联锁杆22，通过锁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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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转动增加力矩，第二联锁杆22本身不需要太多移动空间，特别是锁定件25与第二联锁杆

22之间通过锁定件25上的条形孔驱动，不仅占用空间小，而且可靠性高安装方便，不会出现

偏移。

[0032] 当断路器5处于分闸状态时(参见图3-4)，传动轴24带动拐臂23转动使第一联锁杆

21与拐臂23分离解除限位配合，活动挡板12被拨动使操作孔11a  露出时，活动挡板12通过

互锁机构使第一联锁杆21沿轴向向远离互锁机构的方向运动，同时第二联锁杆22随第一联

锁杆21的运动而在锁定件25的穿孔内滑动，第二联动件在穿孔内的滑动作用使锁定件25在

支撑轴26的作用下发生转动，并且使锁定端在转动后与合闸线圈51相抵靠以锁定合闸线圈

51使断路器5无法合闸，具体为所述锁定端与合闸线圈51的一端相抵靠，用于限制合闸线圈

51中的活动推杆发生运动而使断路器5合闸，其动作过程为，在第一联锁杆21带动第二联锁

杆22向下动作时，锁定件25以支撑轴26为旋转轴旋转，锁定件25的锁定端与合闸线圈51的

活动推杆一端抵靠，用于限制合闸线圈51 中的活动推杆发生运动而使断路器5合闸。

[0033] 当断路器5处于合闸状态时(参见图5-6)，传动轴24带动拐臂23转动使第一联锁杆

21的一端与拐臂23相抵触使第一联锁杆21无法向远离互锁机构的方向运动，此时与第一联

锁杆21通过互锁机构联动的活动挡板12无法被打开，无法漏出操作孔11a，实现锁定三工位

隔离开关，此时第二联锁杆22已随第一联锁杆21的运动在锁定件25的穿孔内滑动，第二联

动件在穿孔内的滑动作用使锁定件25在支撑轴26的作用下发生转动，并且使锁定端在转动

后与合闸线圈51分离以解除对合闸线圈51的锁定。

[0034] 具体的，所述互锁机构包括第一连接板31、第二连接板32和连接轴33，所述第一连

接板31的一端与活动挡板12转动连接，第一连接板31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连接轴33的一

端，连接轴33的另一端与第二连接板32的一端固定连接，第二连接板32的另一端与第一联

锁杆21转动连接，且第一连接板31  与第二连接板32之间保持固定的夹角，第一联锁杆21的

轴向运动带动第二连接板32转动，通过连接轴33的转动带动第一连接板31转动，使活动挡

板12  转动；同样的活动挡板12的转动，通过第一连接板31、连接轴33和第二连接板32的传

动，使第一联锁杆21动作，这种结构能够实现活动挡板12与第一联锁杆21在断路器5合闸或

分闸时维持稳定状态，防止因结构不稳定而造成对断路器5或三工位隔离开关6的误操作。

在图中所示第一连接板31与第二连接板32之间保持垂直，当然也有可以保持其他非直角的

夹角。进一步的，所述互锁机构还包括支撑座34，所述支撑座34的底端固定在断路器上部用

于连接轴  33的固定支撑，支撑座34的两侧分别设有供连接轴33穿过的连接耳板。

[0035] 优选的，在第一联锁杆21上设有弹性复位机构，所述弹性复位机构使第一联锁杆

21沿轴向向靠近互锁机构的方向运动，当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挡板组件的活动挡板12转

动到露出操作孔11a位置时，活动挡板12通过互锁机构驱动第一联锁杆21克服弹性复位机

构的弹力沿轴向向远离互锁机构的方向运动，同时第二联锁杆22随第一联锁杆21的运动而

在锁定件25的穿孔内滑动，第二联动件在穿孔内的滑动作用使锁定件25与合闸线圈51相抵

靠以锁定合闸线圈51使断路器5无法合闸；挡板组件的活动挡板12转动到遮挡操作孔11a的

位置时，所述弹性复位机构驱动第一联锁杆21恢复原位，此时第二联锁杆22 随第一联锁杆

21的运动在锁定件25的穿孔内滑动，第二联动件在穿孔内的滑动作用使锁定件25在支撑轴

26的作用下发生转动，并且使锁定端在转动后与合闸线圈51分离以解除对合闸线圈51的锁

定弹性复位机构利于及时对合闸线圈51的及时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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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具体的，所述弹性复位机构包括导向套41和压缩弹簧42，所述导向套41 固定设置

于断路器5上，在导向套41相对的两个侧壁上设有供第一联锁杆21  穿过的导向孔，所述压

缩弹簧42设置于导向套41相对的两个侧板之间并套设于第一联锁杆21上，如图9所示，所述

导向套41为U形的导向套41，导向套41也可以为封闭的框架结构或仅具有两个相对侧壁的

结构；在第一联锁杆  21上设有用于使压缩弹簧42发生形变的配合部，在导向套41相对的两

个侧壁和第一联锁杆21的配合部的共同配合下，压缩弹簧42发生形变为第一联锁杆  21提

供复位的驱动力。优选的，第一联锁杆21上的配合部为凸出第一联锁杆  21侧壁的凸起结

构，最好为环绕第一联锁杆21侧壁的凸起结构，所述配合部与压缩弹簧42的一端相抵靠，压

缩弹簧42的另一端与导向套41的一个侧壁相抵靠，在第一联锁杆21沿轴向运动时，压缩弹

簧42在配合部和导向套41  侧壁的配合下发生形变储蓄弹力，由压缩弹簧42所储蓄的弹力

可以为第一联锁杆21恢复原位提供驱动力进而带动活动挡板12被关闭。

[0037]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

认定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

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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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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