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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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1518078.2

(22)申请日 2018.09.17

(73)专利权人 郑州赛金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经北二路118号

(72)发明人 丁森浩　付志林　周明泽　丁银平　

刘军　戴娣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多邦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1141

代理人 武顺营

(51)Int.Cl.

H05K 7/2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

包括控制柜体、冷却柜体及换热系统，所述的冷

却柜体设置在控制柜体的一侧，换热系统设置在

冷却柜体内，控制柜体内设置变频控制电器元

件，本实用新型是在现有的变频控制柜的一侧设

置散热冷却柜，散热冷却柜体内设置换热系统，

换热系统与变频控制柜内进行热交换，向变频控

制柜内输送冷空气，实现变频控制柜的冷却散

热，同时变频控制柜体无需设置排风窗，从而避

免雨水或灰尘进入柜体内，对变频控制柜内的电

器元件进行保护，从而保证变频控制柜的正常稳

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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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柜体、冷却柜体及换热系统，所述

的冷却柜体设置在控制柜体的一侧，换热系统设置在冷却柜体内，控制柜体内设置变频控

制电器元件，所述的控制柜体包括外柜体、内柜体、柜门及连接板，所述的内柜体设置在外

柜体内，内柜体与外柜体之间的空隙形成冷却通道，所述的冷却通道内设置有连接板，连接

板连接内柜体与外柜体，并将冷却通道分割成上腔体及下腔体两部分，所述的内柜体的开

口上设置有柜门，所述的内柜体的上部设置有进风口，所述的进风口连通冷却通道的上腔

体，所述的内柜体的下部设置有出风口，出风口连通冷却通道的下腔体，所述的外柜体的上

部设置有冷风进口，冷风进口连通冷却通道的上腔体与冷却柜体，所述的外柜体的下部设

置有热风出口，热风出口连通冷却通道的下腔体与冷却柜体，所述的冷却柜体内设置有换

热系统，所述的换热系统包括水箱、水泵、冷却塔及换热器，所述的水箱的出水口连通水泵

的进水口，所述的水泵的出水口连通换热器的进水口，所述的换热器的出水口连通水箱的

回水口，换热器设置在冷却塔内，所述的冷却塔的下端设置热风进口，所述的冷却塔的上端

设置冷风出口，所述的冷风出口通过管道及风机连通外柜体上的冷风进口，所述的进风口

内设置有百叶窗，所述的百叶窗为自动开合百叶窗，所述的内柜体内中部设置有温度传感

器，所述的温度传感器控制百叶窗的开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柜体下部的出风

口上设置有排风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风口的数量为多

个，多个进风口分别设置在内柜体的顶板及侧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百叶窗包括窗框、

叶片、叶片轴、电动推杆、开合连杆、联动板及铰接连板，所述的窗框与进风口连接，所述的

窗框内设置有多个平行布置的叶片轴，所述的叶片轴上设置有叶片，所述的叶片轴的端部

与铰接连板的一端连接，所述的铰接连板的另一端穿过窗框与联动板铰接，所述的联动板

设置在开合槽内，所述的开合槽设置在窗框的一侧，所述的联动板与开合连杆的一端铰接，

开合连杆的中部与开合槽铰接，开合连杆的另一端穿过开合槽与电动推杆的伸缩杆铰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动推杆的启闭由

温度传感器控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冷却柜体的侧板上

设置有百叶窗，所述的百叶窗的内侧设置过滤网。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换热器为盘旋设置

在冷却塔内的冷却盘管，冷却盘管上设置有换热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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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变频控制柜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变频控制柜主要用于调节设备的工作频率，减少能源损耗，能够平稳启动设备，减

少设备直接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对电机的损害。同时自带模拟量输入（速度控制或  反馈信

号用），PID控制，泵切换控制（用于恒压），通信功能，宏功能（针对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参数

设定），多段速等等。可广泛适用于工农业生产及各类建  筑的给水、排水、消防、喷淋管网增

压以及暖通空调冷热水循环等多种场合的自动控制。

[0003] 智能变频控制柜长期工作会散发大量的热量，降低控制柜内各部件的使用寿命，

但是，现有的变频控制柜的散热主要是在柜体背面设置排风扇及排风窗，利用排风扇散热，

散热效率低下，散热效果差，不能满足变频控制柜长期频繁使用的要求，而且排风窗的存

在，容易导致尘土及雨水进入柜体内，对变频控制柜内的电器元件造成损害。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综上所述，为了克服现有技术问题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变频控制柜散

热装置，它是在现有的变频控制柜的一侧设置散热冷却柜，散热冷却柜体内设置换热系统，

换热系统与变频控制柜内进行热交换，向变频控制柜内输送冷空气，实现变频控制柜的冷

却散热，同时变频控制柜体无需设置排风窗，从而避免雨水或灰尘进入柜体内，对变频控制

柜内的电器元件进行保护，从而保证变频控制柜的正常稳定运行。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其中：包括控制柜体、冷却柜体及换热系统，所述的冷

却柜体设置在控制柜体的一侧，换热系统设置在冷却柜体内，控制柜体内设置变频控制电

器元件，所述的控制柜体包括外柜体、内柜体、柜门及连接板，所述的内柜体设置在外柜体

内，内柜体与外柜体之间的空隙形成冷却通道，所述的冷却通道内设置有连接板，连接板连

接内柜体与外柜体，并将冷却通道分割成上腔体及下腔体两部分，所述的内柜体的开口上

设置有柜门，所述的内柜体的上部设置有进风口，所述的进风口连通冷却通道的上腔体，所

述的内柜体的下部设置有出风口，出风口连通冷却通道的下腔体，所述的外柜体的上部设

置有冷风进口，冷风进口连通冷却通道的上腔体与冷却柜体，所述的外柜体的下部设置有

热风出口，热风出口连通冷却通道的下腔体与冷却柜体，所述的冷却柜体内设置有换热系

统，所述的换热系统包括水箱、水泵、冷却塔及换热器，所述的水箱的出水口连通水泵的进

水口，所述的水泵的出水口连通换热器的进水口，所述的换热器的出水口连通水箱的回水

口，换热器设置在冷却塔内，所述的冷却塔的下端设置热风进口，所述的冷却塔的上端设置

冷风出口，所述的冷风出口通过管道及风机连通外柜体上的冷风进口，所述的进风口内设

置有百叶窗，所述的百叶窗为自动开合百叶窗，所述的内柜体内中部设置有温度传感器，所

述的温度传感器控制百叶窗的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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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所述的百叶窗包括窗框、叶片、叶片轴、电动推杆、开合连杆、联动板及铰

接连板，所述的窗框与进风口连接，所述的窗框内设置有多个平行布置的叶片轴，所述的叶

片轴上设置有叶片，所述的叶片轴的端部与铰接连板的一端连接，所述的铰接连板的另一

端穿过窗框与联动板铰接，所述的联动板设置在开合槽内，所述的开合槽设置在窗框的一

侧，所述的联动板与开合连杆的一端铰接，开合连杆的中部与开合槽铰接，开合连杆的另一

端穿过开合槽与电动推杆的伸缩杆铰接。

[0008] 进一步，所述的温度控制器控制电动推杆的启闭。

[0009] 进一步，所述的内柜体下部的出风口上设置有排风扇。

[0010] 进一步，所述的进风口的数量为多个，多个进风口分别设置在内柜体的顶板及侧

板上，所述的进风口内设置有导向叶片。

[0011] 进一步，所述的冷却柜体的侧板上设置有通风口，所述的通风口的内侧设置过滤

网。

[0012] 进一步，所述的换热器为盘旋设置在冷却塔内的冷却盘管，冷却盘管上设置有换

热翅片。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本实用新型是在现有的变频控制柜的一侧设置散热冷却柜，散热冷却柜体内设

置换热系统，换热系统与变频控制柜内进行热交换，向变频控制柜内输送冷空气，实现变频

控制柜的冷却散热，同时变频控制柜体无需设置排风窗，从而避免雨水或灰尘进入柜体内，

对变频控制柜内的电器元件进行保护，从而保证变频控制柜的正常稳定运行。

[0015] 2、本实用新型的控制柜体的外柜体只设置与冷却柜体连通的冷风进口及热风出

口，控制柜体与外界不连通，从而有效的避免外界粉尘及雨水进入控制柜体内，对控制柜体

内的电器元件进行有效的保护。

[0016] 3、本市实用新型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成本低廉，能够有效的实现变频控制柜的

冷却散热，保证变频控制柜长时间安全稳定运行。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图1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进风口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百叶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2]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一种变频控制柜散热装置，包括控制柜体1、冷却柜体2

及换热系统，所述的冷却柜体2设置在控制柜体1的一侧，换热系统设置在冷却柜体2内，控

制柜体1内设置变频控制电器元件，所述的控制柜体1包括外柜体11、内柜体12、柜门13及连

接板14，所述的内柜体12设置在外柜体11内，内柜体12与外柜体11之间的空隙形成冷却通

道15，所述的冷却通道15内设置有连接板14，连接板14连接内柜体12与外柜体11，并将冷却

通道15分割成上腔体16及下腔体17两部分，所述的内柜体12的开口上设置有柜门13，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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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柜体12的上部设置有进风口18，所述的进风口18连通冷却通道15的上腔体16，进风口

18的数量为4个，4个进风口18分别设置在内柜体12的顶板、左侧板、右侧板及背面板上，所

述的进风口18内设置有导向叶片，所述的内柜体12的下部设置有出风口19，出风口19连通

冷却通道15的下腔体17，出风口19上设置有排风扇8，所述的外柜体11的上部设置有冷风进

口110，冷风进口110连通冷却通道15的上腔体16与冷却柜体2，所述的外柜体11的下部设置

有热风出口111，热风出口111连通冷却通道15的下腔体17与冷却柜体2，所述的冷却柜体2

内设置有换热系统，所述的换热系统包括水箱3、水泵4、冷却塔5及换热器6，所述的水箱3的

出水口连通水泵4的进水口，所述的水泵4的出水口连通换热器6的进水口，所述的换热器6

的出水口连通水箱3的回水口，换热器6设置在冷却塔5内，换热器6为盘旋设置在冷却塔5内

的冷却盘管，冷却盘管上设置有换热翅片。所述的冷却塔5的下端设置热风进口51，所述的

冷却塔5的上端设置冷风出口52，所述的冷风出口52通过管道及风机7连通外柜体11上的冷

风进口110。所述的冷却柜体2的侧板上设置有通风口9，所述的通风口9的内侧设置过滤网

10。

[0023] 内柜体12的进风口18内设置有百叶窗20，所述的百叶窗20为自动开合百叶窗，所

述的内柜体12内中部设置有温度传感器21，所述的温度传感器21控制百叶窗20的开合。所

述的百叶窗20包括窗框201、叶片202、叶片轴203、电动推杆204、开合连杆205、联动板206及

铰接连板207，所述的窗框201与进风口18连接，所述的窗框201内设置有多个平行布置的叶

片轴203，所述的叶片轴203上设置有叶片202，所述的叶片轴203的端部与铰接连板207的一

端连接，所述的铰接连板207的另一端穿过窗框201与联动板206铰接，所述的联动板206设

置在开合槽208内，所述的开合槽208设置在窗框201的一侧，所述的联动板206与开合连杆

205的一端铰接，开合连杆205的中部与开合槽208铰接，开合连杆205的另一端穿过开合槽

208与电动推杆204的伸缩杆铰接。所述的温度控制器21控制电动推杆204的启闭。

[0024] 使用时，启动水泵4、风机7及排风扇8，内柜体12内的热空气通过排风扇8排向冷却

通道15的下腔体17内，然后从外柜体11上的热风出口111进入冷却柜体2内，在风机7的作用

下，从冷却塔5下端的热风进口51进入冷却塔5内，水泵4抽取水箱3内的水，并将水送入换热

器6内，进入冷却塔5内的热风与换热器6进行热交换，热风降温冷却后，从冷却塔5上端的冷

风出口52排出，在风机7的作用下被送入外柜体11与内柜体12之间的冷却通道15的上腔体

16内，然后从内柜体12上的进风口18进入内柜体12内，对内柜体12内的电器元件进行降温

冷却，换热器6内的水吸收热风中的热量后从回水口进入水箱3冷却。如此循环往复，实现变

频控制柜的冷却散热。

[0025] 温度传感器21检测内柜体12内的温度，当内柜体12内的温度大于设定温度时，温

度传感器21发送信号给控制器，控制器发送信号给电动推杆204，电动推杆204启动，通过开

合连杆205带动联动板206左右移动，从而带动铰接连板207拉动叶片轴203转动，从而使叶

片202转动，实现进风口18的开启，当温度传感器21检测的内柜体12内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

时，可控制电动推杆204停止工作，此时还可通过控制器控制水泵停机，从而达到节约能源

的目的。

[0026] 要说明的是，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说明而非限制，所属技术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等同替换或者根据现有技术而做的其它修改，只要没超出本实用新型技

术方案的思路和范围，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所要求的权利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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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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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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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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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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