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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包括

柜体，柜体内设有母线室、电缆室和断路器室，其

中断路器室通过安全隔板与母线室和电缆室隔

开，母线室通过弯板与电缆室隔开，断路器室中

安装有三相断路器，母线室安装有母排，电缆室

内安装有电流互感器、避雷器和接地开关，其中

电流互感器倒装在弯板的下方，避雷器和接地开

关安装在安全隔板上。本发明能便于检修电流互

感器和接地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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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包括柜体，柜体内设有母线室、电缆室和断路器室，其中断

路器室位于柜体前部，母线室和电缆室位于柜体后部且电缆室处于母线室下方，断路器室

通过安全隔板与母线室和电缆室隔开，母线室通过弯板与电缆室隔开，所述弯板呈L形结

构，弯板包括相连的横板和竖板，其中竖板上端与柜体顶部相连，横板前端与安全隔板相

连；其特征在于：

所述断路器室内安装有三相断路器，三相断路器的A相输入端、B相输入端和C相输入端

分别连接有A相上触头盒、B相上触头盒和C相上触头盒，A相上触头盒、B相上触头盒和C相上

触头盒固定在安全隔板上且A相上触头盒、B相上触头盒和C相上触头盒穿入母线室内，三相

断路器的A相输出端、B相输出端和C相输出端分别连接有A相下触头盒、B相下触头盒和C相

下触头盒，A相下触头盒、B相下触头盒和C相下触头盒固定在安全隔板上且A相下触头盒、B

相下触头盒和C相下触头盒穿入电缆室内；

所述母线室内安装有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A相母排通过A相分支排与A相上触

头盒相连，B相母排通过B相分支排与B相上触头盒相连，C相母排通过C相分支排与C相上触

头盒相连；

所述电缆室内设有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C相电流互感器、A相避雷器、B相避

雷器、C相避雷器以及带有三相高压带电传感器的接地开关；

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C相电流互感器倒装于弯板的横板底面上，且A相

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和C相电流互感器呈左右并排设置；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

端通过A相触头铜排与A相下触头盒相连，B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B相触头铜排与B相

下触头盒相连，C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C相触头铜排与C相下触头盒相连；

所述接地开关固定于安全隔板上且接地开关位于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和C

相电流互感器下方；接地开关的A相连接端通过A相出线铜排与A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相

连，接地开关的B相连接端通过B相出线铜排与B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相连，接地开关的C

相连接端通过C相出线铜排与C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相连，

所述A相避雷器、B相避雷器和C相避雷器安装于接地开关下方，A相避雷器通过A相避雷

器铜排与接地开关的A相连接端相连，B相避雷器通过B相避雷器铜排与接地开关的B相连接

端相连，C相避雷器通过C相避雷器铜排与接地开关的C相连接端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

流互感器、C相电流互感器分别通过三个抽屉式机构倒装于弯板的横板底面上；所述抽屉式

机构包括一滑板和沿前后方向平行设置的两根滑轨，两根滑轨锁固在弯板的横板底面上且

两根滑轨上均开设有滑槽，两根滑轨的滑槽相对，滑板左右两侧分别插置于两根滑轨的滑

槽中且滑板左右两侧分别通过螺钉与两根滑轨锁固；三个抽屉式机构的滑板分别固定于A

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和C相电流互感器的顶部上；

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螺钉与A相触头铜排可拆连接，B相电流互感器的进

线端通过螺钉与B相触头铜排可拆连接，C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螺钉与C相触头铜排

可拆连接；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A相出线铜排可拆连接，B相电流互感器

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B相出线铜排可拆连接，C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C相出线

铜排可拆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A相避雷器、B相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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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C相避雷器固定于安全隔板上，A相避雷器、B相避雷器和C相避雷器呈左右并排设置，且

A相避雷器、B相避雷器和C相避雷器平放设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

母排均为长条状，所述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沿左右方向平行设置，且A相母排、B相母

排和C相母排沿上下方向并排设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

母排自上而下依次并排设置，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的长度依次增大，A相母排、B相母

排和C相母排的右端对齐，且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的右端分别连接有A相穿墙套管、B

相穿墙套管和C相穿墙套管；A相穿墙套管、B相穿墙套管和C相穿墙套管固定在母线室的右

侧壁上；

所述A相上触头盒、B相上触头盒和C相上触头盒自右向左依次设置；

所述A相分支排、B相分支排和C相分支排自右向左依次设置，且A相分支排两端分别连

接A相上触头盒和A相母排的中部，B相分支排两端分别连接B相上触头盒和B相母排的左端，

C相分支排两端分别连接C相上触头盒和C相母排的左端。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

母排分别通过A相绝缘子、B相绝缘子和C相绝缘子固定在弯板的竖板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板的竖板上开设有一

观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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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开关柜领域，特别是指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配合图1和图2所示，目前现有的高压开关柜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1、开关柜的电缆室A中的电流互感器1’、接地开关2’安装在柜体后侧，占用了柜体后侧

大部分空间；这种电流互感器、接地开关的安装位置增加了元件安装难度，而且也不利于现

场作业和后期检修维护电流互感器和接地开关；

2、开关柜的柜体采用阶梯式结构，柜体顶部的母线室B的母线3’采用L型排列，造成母

线室B空间狭小，不利于母线铜排散热，影响了母线铜排的导电性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便于检修电流互感器和接地开关的高压开关柜结

构。

[0004] 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本发明的解决方案是：

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包括柜体，柜体内设有母线室、电缆室和断路器室，其中断路

器室位于柜体前部，母线室和电缆室位于柜体后部且电缆室处于母线室下方，断路器室通

过安全隔板与母线室和电缆室隔开，母线室通过弯板与电缆室隔开，所述弯板呈L形结构，

弯板包括相连的横板和竖板，其中竖板上端与柜体顶部相连，横板前端与安全隔板相连；所

述断路器室内安装有三相断路器，三相断路器的A相输入端、B相输入端和C相输入端分别连

接有A相上触头盒、B相上触头盒和C相上触头盒，A相上触头盒、B相上触头盒和C相上触头盒

固定在安全隔板上且A相上触头盒、B相上触头盒和C相上触头盒穿入母线室内，三相断路器

的A相输出端、B相输出端和C相输出端分别连接有A相下触头盒、B相下触头盒和C相下触头

盒，A相下触头盒、B相下触头盒和C相下触头盒固定在安全隔板上且A相下触头盒、B相下触

头盒和C相下触头盒穿入电缆室内；所述母线室内安装有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A相

母排通过A相分支排与A相上触头盒相连，B相母排通过B相分支排与B相上触头盒相连，C相

母排通过C相分支排与C相上触头盒相连；所述电缆室内设有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

器、C相电流互感器、A相避雷器、B相避雷器、C相避雷器以及带有三相高压带电传感器的接

地开关；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C相电流互感器倒装于弯板的横板底面上，且

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和C相电流互感器呈左右并排设置；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的

进线端通过A相触头铜排与A相下触头盒相连，B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B相触头铜排与

B相下触头盒相连，C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C相触头铜排与C相下触头盒相连；所述接

地开关固定于安全隔板上且接地开关位于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和C相电流互感

器下方；接地开关的A相连接端通过A相出线铜排与A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相连，接地开关

的B相连接端通过B相出线铜排与B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相连，接地开关的C相连接端通过

C相出线铜排与C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相连，所述A相避雷器、B相避雷器和C相避雷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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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接地开关下方，A相避雷器通过A相避雷器铜排与接地开关的A相连接端相连，B相避雷器

通过B相避雷器铜排与接地开关的B相连接端相连，C相避雷器通过C相避雷器铜排与接地开

关的C相连接端相连。

[0005] 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C相电流互感器分别通过三个抽屉式机构倒

装于弯板的横板底面上；所述抽屉式机构包括一滑板和沿前后方向平行设置的两根滑轨，

两根滑轨锁固在弯板的横板底面上且两根滑轨上均开设有滑槽，两根滑轨的滑槽相对，滑

板左右两侧分别插置于两根滑轨的滑槽中且滑板左右两侧分别通过螺钉与两根滑轨锁固；

三个抽屉式机构的滑板分别固定于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和C相电流互感器的顶

部上；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螺钉与A相触头铜排可拆连接，B相电流互感器的进

线端通过螺钉与B相触头铜排可拆连接，C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螺钉与C相触头铜排

可拆连接；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A相出线铜排可拆连接，B相电流互感器

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B相出线铜排可拆连接，C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C相出线

铜排可拆连接。

[0006] 所述A相避雷器、B相避雷器和C相避雷器固定于安全隔板上，A相避雷器、B相避雷

器和C相避雷器呈左右并排设置，且A相避雷器、B相避雷器和C相避雷器平放设置。

[0007] 所述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均为长条状，所述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沿

左右方向平行设置，且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沿上下方向并排设置。

[0008] 所述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自上而下依次并排设置，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

母排的长度依次增大，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的右端对齐，且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

母排的右端分别连接有A相穿墙套管、B相穿墙套管和C相穿墙套管；A相穿墙套管、B相穿墙

套管和C相穿墙套管固定在母线室的右侧壁上；所述A相上触头盒、B相上触头盒和C相上触

头盒自右向左依次设置；

所述A相分支排、B相分支排和C相分支排自右向左依次设置，且A相分支排两端分别连

接A相上触头盒和A相母排的中部，B相分支排两端分别连接B相上触头盒和B相母排的左端，

C相分支排两端分别连接C相上触头盒和C相母排的左端。

[0009] 所述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分别通过A相绝缘子、B相绝缘子和C相绝缘子固

定在弯板的竖板上。

[0010] 所述弯板的竖板上开设有一观察窗口。

[0011] 采用上述方案后，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1、本发明的电缆室内的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C相电流互感器倒装于弯板的

横板底面上，且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和C相电流互感器呈左右并排设置；而且电

缆室内的接地开关、A相避雷器、B相避雷器和C相避雷器固定于安全隔板上，这样可以避免A

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C相电流互感器和接地开关对柜体后侧的空间占用，而且能

使得电缆室内剩余空间大，从而便于人们从柜体后侧来检修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

器、C相电流互感器和接地开关；

2、本发明的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C相电流互感器分别通过三个抽屉式机构

倒装于弯板的横板底面上；而且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螺钉与A相触头铜排可拆

连接，B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通过螺钉与B相触头铜排可拆连接，C相电流互感器的进线端

通过螺钉与C相触头铜排可拆连接；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A相出线铜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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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连接，B相电流互感器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B相出线铜排可拆连接，C相电流互感器的出

线端通过螺钉与C相出线铜排可拆连接，这样可以便于拆卸A相电流互感器、B相电流互感器

和C相电流互感器；例如需要拆卸A相电流互感器时，只要将A相电流互感器与A相触头铜排

和A相出线铜排连接的螺钉拆卸下来，以及将A相电流互感器配合的抽屉式机构上用于连接

滑轨和滑板的螺钉拆卸下来，这样便可拔出A相电流互感器；

3、本发明的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均为长条状，且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沿

左右方向平行设置，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沿上下方向并排设置，这样相比较现有的L

形母排，本发明的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排能更好的进行散热。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现有的开关柜的结构示意图1；

图2为现有的开关柜的结构示意图2；

图3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1；

图4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2；

图5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1；

图6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2；

图7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3；

图8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4；

图9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5；

图10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6；

图11为本发明的抽屉式机构的分解图；

标号说明：

柜体A，

母线室1，A相母排11，B相母排12，C相母排13，A相分支排14，B相分支排15，C相分支排

16，A相绝缘子17，B相绝缘子18，C相绝缘子19，A相穿墙套管101，B相穿墙套管102，C相穿墙

套管103，

电缆室2，A相电流互感器21，A相触头铜排211，B相电流互感器22，B相触头铜排221，C相

电流互感器23，C相触头铜排231，A相避雷器24，B相避雷器25，C相避雷器26，接地开关27，A

相出线铜排271，B相出线铜排272，C相出线铜排273，

断路器室3，三相断路器31，A相上触头盒32，B相上触头盒33，C相上触头盒34，A相下触

头盒35，B相下触头盒36，C相下触头盒37，

安全隔板4，

弯板5，横板51，竖板52，观察窗口521，

抽屉式机构6，滑板61，滑轨62，滑槽621。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进行详细阐

述。

[0014] 如图3至图11所示，本发明揭示了一种高压开关柜结构，其包括柜体A，柜体A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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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母线室1、电缆室2和断路器室3，其中断路器室3位于柜体A前部，母线室1和电缆室2位于

柜体A后部且电缆室2处于母线室1下方，断路器室3通过安全隔板4与母线室1和电缆室2隔

开，而母线室1通过弯板5与电缆室2隔开，所述弯板5呈L形结构，弯板5包括相连的横板51和

竖板52，横板51和竖板52可一体成型，其中竖板52上端通过螺丝与柜体A顶部相连，横板51

前端则通过螺丝与安全隔板4相连，弯板5的竖板52上可开设有一观察窗口521以便观察母

线室1内的情况。

[0015] 配合图3、图5和图6所示，所述断路器室3内安装有三相断路器31，三相断路器31的

A相输入端、B相输入端和C相输入端分别连接有A相上触头盒32、B相上触头盒33和C相上触

头盒34，A相上触头盒32、B相上触头盒33和C相上触头盒34固定在安全隔板3上且A相上触头

盒32、B相上触头盒33和C相上触头盒34穿入母线室1内，三相断路器31的A相输出端、B相输

出端和C相输出端分别连接有A相下触头盒35、B相下触头盒36和C相下触头盒37，A相下触头

盒35、B相下触头盒36和C相下触头盒37固定在安全隔板4上且A相下触头盒35、B相下触头盒

36和C相下触头盒37穿入电缆室2内；其中A相上触头盒32、B相上触头盒33、C相上触头盒34、

A相下触头盒35、B相下触头盒36和C相下触头盒37可通过螺丝锁固在安全隔板4上。

[0016] 配合图3至图6所示，所述母线室1内安装有A相母排11、B相母排12和C相母排13，A

相母排11通过A相分支排14与A相上触头盒32相连，B相母排12通过B相分支排15与B相上触

头盒33相连，C相母排13通过C相分支排16与C相上触头盒34相连。

[0017] 配合图5至图10所示，其中所述A相母排11、B相母排12和C相母排13均为长条状，A

相母排11、B相母排12和C相母排13沿左右方向平行设置，且A相母排11、B相母排12和C相母

排13沿上下方向并排设置，这样相比较现有的L形母排，本发明的A相母排、B相母排和C相母

排能更好的进行散热。

[0018] 配合图6、图7和图10所示，所述A相母排11、B相母排12和C相母排13可自上而下依

次并排设置，且A相母排11、B相母排12和C相母排13的长度依次增大，A相母排11、B相母排12

和C相母排13的右端对齐，A相母排11、B相母排12和C相母排13的右端分别连接有A相穿墙套

管101、B相穿墙套管102和C相穿墙套管103；A相穿墙套管101、B相穿墙套管102和C相穿墙套

管103通过螺丝固定在母线室1的右侧壁上而将A相母排11、B相母排12和C相母排13安装于

母线室1；而所述A相上触头盒32、B相上触头盒33和C相上触头盒34自右向左依次设置，且A

相分支排34两端分别连接A相上触头盒32和A相母排11的中部，B相分支排35两端分别连接B

相上触头盒33和B相母排12的左端，C相分支排36两端分别连接C相上触头盒34和C相母排13

的左端在，这样A相分支排34、B相分支排35和C相分支排36可以分隔开，有利于A相分支排

34、B相分支排35和C相分支排36进行散热。另外所述A相母排11、B相母排12和C相母排13可

分别通过A相绝缘子17、B相绝缘子18和C相绝缘子19固定在弯板5的竖板52上，从而提高A相

绝缘子17、B相绝缘子18和C相绝缘子19的安装稳定性。

[0019] 配合图4至图6所示，所述电缆室2内设有A相电流互感器21、B相电流互感器22、C相

电流互感器23、A相避雷器24、B相避雷器25、C相避雷器26以及带有三相高压带电传感器的

接地开关27。

[0020] 配合图5、图6、图8、图9和图10所示，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21、B相电流互感器22、C相

电流互感器23倒装于弯板5的横板51底面上，且A相电流互感器21、B相电流互感器22和C相

电流互感器23呈左右并排设置；所述接地开关27固定于安全隔板4上且接地开关27位于A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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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互感器21、B相电流互感器22和C相电流互感器23下方，这样可以避免A相电流互感器

21、B相电流互感器22、C相电流互感器23和接地开关27对柜体A后侧的空间占用，而且能使

得电缆室2内剩余空间大，从而便于人们从柜体A后侧来检修A相电流互感器21、B相电流互

感器22、C相电流互感器23和接地开关27。其中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21的进线端通过A相触头

铜排211与A相下触头盒35相连，B相电流互感器22的进线端通过B相触头铜排221与B相下触

头盒36相连，C相电流互感器23的进线端通过C相触头铜排231与C相下触头盒37相连，而接

地开关27的A相连接端通过A相出线铜排271与A相电流互感器21的出线端相连，接地开关27

的B相连接端通过B相出线铜排272与B相电流互感器23的出线端相连，接地开关27的C相连

接端通过C相出线铜排273与C相电流互感器23的出线端相连，A相出线铜排271、B相出线铜

排272和C相出线铜排273用于连接电缆室2内的电缆。

[0021] 配合图5、图8、图9和图11所示，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21、B相电流互感器22、C相电流

互感器23可分别通过三个抽屉式机构6倒装于弯板5的横板51底面上；所述抽屉式机构6包

括一滑板61和沿前后方向平行设置的两根滑轨62，两根滑轨61锁固在弯板5的横板51底面

上且两根滑轨62上均开设有滑槽621，两根滑轨62的滑槽621相对，滑板61左右两侧分别插

置于两根滑轨62的滑槽621中且滑板61左右两侧分别通过螺钉与两根滑轨62锁固；而三个

抽屉式机构6的滑板61则分别固定于A相电流互感器21、B相电流互感器22和C相电流互感器

23的顶部上，从而将A相电流互感器21、B相电流互感器22、C相电流互感器23倒装于弯板5的

横板51底面上；而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21的进线端通过螺钉与A相触头铜排211可拆连接，B

相电流互感器22的进线端通过螺钉与B相触头铜排221可拆连接，C相电流互感器23的进线

端通过螺钉与C相触头铜排231可拆连接；所述A相电流互感器21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A相出

线铜排271可拆连接，B相电流互感器22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B相出线铜排272可拆连接，C相

电流互感器23的出线端通过螺钉与C相出线铜排273可拆连接，这样可以便于拆卸A相电流

互感器21、B相电流互感器22和C相电流互感器23。例如需要拆卸A相电流互感器21时，只要

将A相电流互感器21与A相触头铜排221和A相出线铜排271连接的螺钉拆卸下来，以及将A相

电流互感器21配合的抽屉式机构6上用于连接滑轨62和滑板61的螺钉拆卸下来，这样便可

拔出A相电流互感器21，十分方便。

[0022] 配合图4至图10所示，所述A相避雷器24、B相避雷器25和C相避雷器26安装于接地

开关27下方，A相避雷器24通过A相避雷器铜排241与接地开关27的A相连接端相连，B相避雷

器25通过B相避雷器铜排251与接地开关27的B相连接端相连，C相避雷器26通过C相避雷器

铜排261与接地开关27的C相连接端相连；其中A相避雷器24、B相避雷器25和C相避雷器26安

装于接地开关27下方能保证足够的安全电气距离。配合图5至图10所示，所述A相避雷器24、

B相避雷器25和C相避雷器26可固定于安全隔板4上，A相避雷器24、B相避雷器25和C相避雷

器26呈左右并排设置，且A相避雷器24、B相避雷器25和C相避雷器26平放设置，这样可以减

少电缆室2内的空间占用。

[0023] 上述实施例和图式并非限定本发明的产品形态和式样，任何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对其所做的适当变化或修饰，皆应视为不脱离本发明的专利范畴。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0911990 A

8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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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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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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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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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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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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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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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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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说　明　书　附　图 9/11 页

17

CN 110911990 A

17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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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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