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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包

括柜体（1），柜体（1）一侧转动连接柜门（2），柜门

（2）内侧底部装有竖直设置的安装架（3），安装架

（3）上装有总电源开关（31），所述柜体（1）装有锁

紧装置及联动装置。本发明的优点：本发明通过

联动装置一方面能够控制在柜门关闭时联动闭

合总电源开关，还能够通过接触开关联动控制锁

紧装置把柜门锁紧，在本防爆控制柜通电后，能

够将柜门锁紧，只要本防爆控制柜内部有电，柜

门将无法打开，只有本防爆控制柜内部断电后才

能打开柜门，即使锁紧装置发生故障，强行把柜

门打开，通过联动装置控制总电源开关断开，安

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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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包括柜体（1），柜体（1）一侧转动连接柜门（2），柜门（2）内

侧底部装有竖直设置的安装架（3），安装架（3）上装有总电源开关（31），其特征在于：所述柜

体（1）装有锁紧装置及联动装置；

所述联动装置包括对称固定在柜体（1）内壁上的轴承座（71），两个轴承座（71）之间转

动配合连接转动杆（7），转动杆（7）外侧套接转盘（72），转盘（72）一侧设有T型槽（721），所述

总电源开关（31）的开关拨动杆伸入至T型槽（721）内，在柜体（1）内侧底部滑动配合连接滑

动杆（6），滑动杆（6）上侧中部固定连接齿条（61），在转动杆（7）外侧套接齿环（76），齿环

（76）与所述齿条（61）相啮合，在滑动杆（6）远离柜门（2）的一端设有复位装置（5）；

所述锁紧装置包括固定连接在柜体（1）内侧底部的第一立板（8）与第二立板（8a），第一

立板（8）与第二立板（8a）一侧均设有圆孔，两个圆孔同轴设置，在两个圆孔内滑动连接推杆

（81），推杆（81）一端铰接固定用于锁紧柜门的锁紧件，锁紧件包括转动柱（12），转动柱（12）

在柜体（1）内侧底部的转动孔内转动连接，所述转动孔内装有控制转动柱（12）复位的扭簧，

在转动柱（12）一侧固定连接固定杆（13），固定杆（13）一侧固定连接锁紧杆（14），在所述柜

门（2）上固定连接锁紧板（16），所述锁紧板（16）上设有锁紧孔（161），所述锁紧杆（14）与所

述锁紧孔（161）相对设置，锁紧杆（14）随转动柱（12）转动能够插入锁紧孔（161）内，用于将

柜门（2）锁紧，转动柱（12）一侧还固定连接第一连接杆（17），第一连接杆（17）铰接固定第二

连接杆（84），第二连接杆（84）与所述推杆（81）铰接固定，在所述推杆（81）另一端固定连接

铁板（9），在所述第一立板（8）一侧固定连接电磁铁环（10），电磁铁环（10）朝向铁板（9）设

置，电磁铁环（10）通电后能够对铁板（9）产生吸力，用于带动推杆（81）在两个所述圆孔内滑

动，在所述推杆（81）上套接固定复位环（82），复位环（82）设置在第一立板（8）与第二立板

（8a）之间，所述推杆（81）上套接第一复位弹簧（83），所述第一复位弹簧（83）设置在所述复

位环（82）与所述第二立板（8a）之间，当电磁铁环（10）断电后对推杆（81）进行复位；

所述总电源开关（31）通过电源线控制连接所述电磁铁环（10），在所述电源线上还装有

接触开关（75），接触开关（75）固定连接在所述柜体（1）的底板上，在所述转盘（72）一侧固定

连接接触件，接触件与所述接触开关（75）相对设置，通过转盘（72）带动接触件转动能够控

制接触开关（75）的断开或闭合；

所述复位装置（5）包括复位柱（51），复位柱（51）固定连接在柜体（1）内侧，复位柱（51）

朝向柜门（2）的一侧设有复位孔（511），复位孔（511）内底部装有第二复位弹簧（52），所述滑

动杆（6）插接在所述复位孔（511）内，滑动杆（6）能够在所述复位孔（511）内往复滑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杆（13）一侧

设有限位槽（131），在所述柜体（1）内侧底部固定连接竖直设置的限位杆（15），限位杆（15）

与所述限位槽（131）相对设置，用于对转动柱（12）的转动角度进行限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内一侧

固定连接定位块（91），定位块（91）一侧设有定位孔，所述铁板（9）朝向定位块（91）一侧设有

定位杆（92），定位杆（92）与所述定位孔对应同轴设置，所述定位杆（92）能够在定位孔内滑

动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内一侧

固定连接导向板（4），所述导向板（4）一侧设有导向孔，所述滑动杆（6）从所述导向孔内穿

过，滑动杆（6）能够在所述导向孔内往复滑动，用于对滑动杆（6）进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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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杆（6）上套

接固定第一挡环（62），第一挡环（62）设置在所述导向板（4）与所述齿条（61）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杆（6）伸入

复位孔（511）内的一端固定连接中心杆（64），中心杆（64）插入所述第二复位弹簧（52）的中

心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杆（6）上套

接固定第二挡环（63），第二挡环（63）设置在所述复位柱（51）与所述齿条（61）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件包括固定

连接在所述转盘（72）一侧的横杆（73），横杆（73）一侧固定连接接触杆（74），所述接触杆

（74）与所述接触开关（75）相对应设置，接触杆（74）能够随转盘（72）转动接触或远离接触开

关（7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杆（74）朝向

接触开关（75）的一端固定连接圆球（741），所述接触杆（74）通过圆球（741）与所述接触开关

（75）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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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气防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煤油化工、金属冶炼、化学制药等行业的飞速发展，防爆控制柜在体系控制中

的利用越来越广泛。在爆炸性气体伤害场合里怎样准确利用防爆控制柜，由于电气设置装

备部署在事情时不行制止地产生电火花或形成酷热的外貌，它们一旦与现场的爆炸性气体

混淆物相遇，就会导致爆炸变乱的产生，直接危及用户财产和生命宁静。现有技术中公开了

一种能够开门断电的防爆控制柜，该防爆控制柜在柜门打开时，能够自动将柜内的电源切

断，安全性高，但是该防爆控制柜虽然能够瞬间切断电源，但是在控制柜柜门打开的一瞬

间，外界易燃易爆气体容易进入柜内，仍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

制柜。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包括柜体，柜体一侧转动连接柜门，柜门内侧底部装有

竖直设置的安装架，安装架上装有总电源开关，所述柜体装有锁紧装置及联动装置；

[0006] 所述联动装置包括对称固定在柜体内壁上的轴承座，两个轴承座之间转动配合连

接转动杆，转动杆外侧套接转盘，转盘一侧设有T型槽，所述总电源开关的开关拨动杆伸入

至T型槽内，在柜体内侧底部滑动配合连接滑动杆，滑动杆上侧中部固定连接齿条，在转动

杆外侧套接齿环，齿环与所述齿条相啮合，在滑动杆远离柜门的一端设有复位装置；

[0007] 所述锁紧装置包括固定连接在柜体内侧底部的第一立板与第二立板，第一立板与

第二立板一侧均设有圆孔，两个圆孔同轴设置，在两个圆孔内滑动连接推杆，推杆一端铰接

固定用于锁紧柜门的锁紧件，锁紧件包括转动柱，转动柱在柜体内侧底部的转动孔内转动

连接，所述转动孔内装有控制转动柱复位的扭簧，在转动柱一侧固定连接固定杆，固定杆一

侧固定连接锁紧杆，在所述柜门上固定连接锁紧板，所述锁紧板上设有锁紧孔，所述锁紧杆

与所述锁紧孔相对设置，锁紧杆随转动柱转动能够插入锁紧孔内，用于将柜门锁紧，转动柱

一侧还固定连接第一连接杆，第一连接杆铰接固定第二连接杆，第二连接杆与所述推杆铰

接固定，在所述推杆另一端固定连接铁板，在所述第一立板一侧固定连接电磁铁环，电磁铁

环朝向铁板设置，电磁铁环通电后能够对铁板产生吸力，用于带动推杆在两个所述圆孔内

滑动，在所述推杆上套接固定复位环，复位环设置在第一立板与第二立板之间，所述推杆上

套接第一复位弹簧，所述第一复位弹簧设置在所述复位环与所述第二立板之间，当电磁铁

环断电后对推杆进行复位；

[0008] 所述总电源开关通过电源线控制连接所述电磁铁环，在所述电源线上还装有接触

开关，接触开关固定连接在所述柜体的底板上，在所述转盘一侧固定连接接触件，接触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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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接触开关相对设置，通过转盘带动接触件转动能够控制接触开关的断开或闭合。

[0009] 优选地，所述固定杆一侧设有限位槽，在所述柜体内侧底部固定连接竖直设置的

限位杆，限位杆与所述限位槽相对设置，用于对转动柱的转动角度进行限位。

[0010] 优选地，所述柜体内一侧固定连接定位块，定位块一侧设有定位孔，所述铁板朝向

定位块一侧设有定位杆，定位杆与所述定位孔对应同轴设置，所述定位杆能够在定位孔内

滑动配合。

[0011] 优选地，所述柜体内一侧固定连接导向板，所述导向板一侧设有导向孔，所述滑动

杆从所述导向孔内穿过，滑动杆能够在所述导向孔内往复滑动，用于对滑动杆进行导向。

[0012] 优选地，所述滑动杆上套接固定第一挡环，第一挡环设置在所述导向板与所述齿

条之间。

[0013] 优选地，所述复位装置包括复位柱，复位柱固定连接在柜体内侧，复位柱朝向柜门

的一侧设有复位孔，复位孔内底部装有第二复位弹簧，所述滑动杆插接在所述复位孔内，滑

动杆能够在所述复位孔内往复滑动。

[0014] 优选地，所述滑动杆伸入复位孔内的一端固定连接中心杆，中心杆插入所述第二

复位弹簧的中心处。

[0015] 优选地，所述滑动杆上套接固定第二挡环，第二挡环设置在所述复位柱与所述齿

条之间。

[0016] 优选地，所述接触件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转盘一侧的横杆，横杆一侧固定连接接

触杆，所述接触杆与所述接触开关相对应设置，接触杆能够随转盘转动接触或远离接触开

关。

[0017] 优选地，所述接触杆朝向接触开关的一端固定连接圆球，所述接触杆通过圆球与

所述接触开关相接触。

[0018]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通过联动装置一方面能够控制在柜门关闭时联动闭合

总电源开关，还能够通过接触开关联动控制锁紧装置把柜门锁紧，在本防爆控制柜通电后，

能够将柜门锁紧，只要本防爆控制柜内部有电，柜门将无法打开，只有本防爆控制柜内部断

电后才能打开柜门，即使锁紧装置发生故障，强行把柜门打开，通过联动装置控制总电源开

关断开，安全可靠。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柜门打开时转盘与总电源开关的连接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柜门关上时转盘与总电源开关的连接示意图；

[0022] 图4是图1的A部放大图；

[0023] 图5是柜门关上时锁紧装置的结构图；

[0024] 图6是柜门打开时图1的B部放大图；

[0025] 图7是柜门关闭时图1的B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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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图7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联动自锁防爆控制柜，包括柜体1，柜体1一侧

转动连接柜门2，柜门2内侧底部装有竖直设置的安装架3，安装架3上装有总电源开关31，柜

体1装有锁紧装置及联动装置。

[0029] 联动装置包括对称固定在柜体1内壁上的轴承座71，两个轴承座71相对设置，两个

轴承座71之间通过轴承转动配合连接转动杆7，转动杆7外侧套接转盘72，转盘72一侧设有T

型槽721，总电源开关31的开关拨动杆伸入至T型槽721内，在柜体1内侧底部滑动配合连接

滑动杆6，柜体1内一侧固定连接导向板4，导向板4一侧设有导向孔，滑动杆6从导向孔内穿

过，滑动杆6能够在导向孔内往复滑动，用于对滑动杆6进行导向。防止滑动杆6在滑动时发

生偏移。滑动杆6上侧中部固定连接齿条61，在转动杆7外侧套接齿环76，齿环76与齿条61相

啮合。在滑动杆6远离柜门2的一端设有复位装置5。复位装置5包括复位柱51，复位柱51固定

连接在柜体1内侧，复位柱51朝向柜门2的一侧设有复位孔511，复位孔511内底部装有第二

复位弹簧52，滑动杆6插接在复位孔511内，滑动杆6能够在复位孔511内往复滑动。滑动杆6

伸入复位孔511内的一端固定连接中心杆64，中心杆64插入第二复位弹簧52的中心处。滑动

杆6上套接固定第二挡环63，第二挡环63设置在复位柱51与齿条61之间。

[0030] 锁紧装置包括固定连接在柜体1内侧底部的第一立板8与第二立板8a，第一立板8

与第二立板8a一侧均设有圆孔，两个圆孔同轴设置，在两个圆孔内滑动连接推杆81，推杆81

一端铰接固定用于锁紧柜门的锁紧件，锁紧件包括转动柱12，转动柱12在柜体1内侧底部的

转动孔内转动连接，转动孔内装有控制转动柱12复位的扭簧，扭簧与转动柱12之间的安装

方式为现有技术，在转动柱12一侧固定连接固定杆13，固定杆13一侧固定连接圆弧形的锁

紧杆14，在柜门2上固定连接锁紧板16，锁紧板16上设有圆弧形的锁紧孔161，锁紧杆14与锁

紧孔161相对应设置，锁紧杆14随转动柱12转动能够插入锁紧孔161内，用于将柜门2锁紧，

转动柱12一侧还固定连接第一连接杆17，第一连接杆17铰接固定第二连接杆84，第二连接

杆84与推杆81铰接固定。固定杆13一侧设有限位槽131，在柜体1内侧底部固定连接竖直设

置的限位杆15，限位杆15与限位槽131相对设置，用于对转动柱12的转动角度进行限位。

[0031] 在推杆81另一端固定连接铁板9，在第一立板8一侧固定连接电磁铁环10，电磁铁

环10朝向铁板9设置，电磁铁环10通电后能够对铁板9产生吸力，用于带动推杆81在两个圆

孔内滑动，柜体1内一侧固定连接定位块91，定位块91一侧设有定位孔，铁板9朝向定位块91

一侧设有定位杆92，定位杆92与定位孔对应同轴设置，定位杆92能够在定位孔内滑动配合。

[0032] 在推杆81上套接固定复位环82，复位环82设置在第一立板8与第二立板8a之间，推

杆81上套接第一复位弹簧83，第一复位弹簧83设置在复位环82与第二立板8a之间，当电磁

铁环10断电后对推杆81进行复位。

[0033] 总电源开关31通过电源线控制连接电磁铁环10，在电源线上还装有接触开关75，

接触开关75固定连接在柜体1的底板上，在转盘72一侧固定连接接触件，接触件包括固定连

接在转盘72一侧的横杆73，横杆73一侧固定连接接触杆74，接触杆74与接触开关75相对应

设置，接触杆74能够随转盘72转动接触或远离接触开关75。接触杆74朝向接触开关75的一

端固定连接圆球741，接触杆74通过圆球741与接触开关75相接触。通过转盘72带动接触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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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能够控制圆球741与接触开关75的接触或远离，从而控制接触开关75的断开或闭合。

[0034] 本发明工作原理如下：当柜门2打开时，滑动杆6伸出至柜体1外侧，总电源开关31

处于断开状态，接触开关也处于断开状态。当柜门关闭时，柜门2对滑动杆6产生向内的推

力，推动滑动杆6沿导向板4的导向孔向柜体1内滑动，滑动杆6压缩弹簧，当第二挡环63与复

位柱51相接触时，柜门2正好处于关闭状态。在滑动杆6移动过程中，通过滑动杆6上侧的齿

条61带动齿环76转动，从而带动转动杆7转动，转盘72也随转动杆7转动而转动，转盘72在转

动过程中，一方面能通过T型槽721拨动总电源开关31的开关拨动杆，从而将总电源开关31

闭合；另一方面，能够带动横杆73转动，从而使圆球741与接触开关75相接触，从而通过接触

开关控制电磁铁环10通电，电磁铁环10通电后吸附铁板9向电磁铁环10方向移动，铁板9在

移动过程中克服第一弹簧83的弹力后，对推杆81产生推力，通过推杆81推动第一连接杆17，

从而带动转动柱12转动，在转动柱12转动过程中，锁紧杆14能够插入锁紧孔161内，将柜门2

锁紧，在柜体1内持续供电的情况下，柜门将无法打开。

[0035] 当需要打开柜门2时，在控制室切断本防爆控制柜的电路，电磁铁环10将失去磁

力，推杆81第一弹簧83的弹力作用下复位，第一连接杆17失去推杆81的推力，在扭簧的作用

下转动柱12转动，在转动柱12转动过程中，锁紧杆14从锁紧孔161内移出。假如本发明中的

锁紧装置发生故障，当柜门2被意外打开时，滑动杆6在第二弹簧52的弹力作用下向外移动，

在移动过程中，通过滑动杆6上侧的齿条61带动齿环76方向转动，通过T型槽721拨动总电源

开关31的开关拨动杆，将总电源开关31断开，双重保护，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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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9

CN 110213916 B

9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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