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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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141385.1

(22)申请日 2021.09.06

(73)专利权人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地址 100031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41

号

    专利权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清研灵智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

(72)发明人 刘艳梅　吴大伟　王程　郝志刚　

彭茂君　姜华　南慧　李超　周莹　

朱琪　朱蕊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巡通大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703

代理人 李宏德

(51)Int.Cl.

H02B 13/035(2006.01)

H02B 1/30(2006.01)

H02B 1/28(2006.01)

H02B 1/5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

柜，包括柜体，柜体一侧设置有进气装置，且柜体

另一侧设置有散热装置，散热装置包括除湿组件

和与除湿组件一侧连接的散热组件，散热组件包

括第一导热管、第一散热管、第二导热管和第二

散热管，第一导热管底部垂直设置有第一散热

管，且第一导热管预测与柜体连接，第一导热管

内设置有第一螺旋散热管，且第一导热管底部设

置有第二导热管，第二导热管底部垂直设置有第

二散热管，第二散热管内设置有第二螺旋散热

管，除湿组件包括第一除湿管和设置在第一除湿

管一侧的第二除湿管。该装置能够使环网柜达到

除湿散热的效果，增加环网柜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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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其特征在于，包括柜体(1)，柜体(1)一侧设置有进气装

置，且柜体另一侧设置有散热装置；散热装置包括除湿组件和散热组件，除湿组件安装在柜

体(1)上，散热组件与除湿组件一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其特征在于，散热组件包括第一导热管

(101)、第一散热管(102)、第二导热管(103)和第二散热管(104)；第一导热管(101)底部垂

直设置有第一散热管(102)，且第一导热管(101)一侧与柜体(1)连接；第一散热管(102)内

设置有第一螺旋散热管(105)，且第一散热管(102)底部设置有第二导热管(103)；第二导热

管(103)底部垂直设置有第二散热管(104)；第二散热管(104)内设置有第二螺旋散热管

(106)，且第二散热管(104)底部垂直设置有第三导热管(107)；第三导热管(107)一侧设置

有出气管(108)。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其特征在于，出气管(108)内从左到右

依次设置有第一过滤板(109)和引风机(11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其特征在于，除湿组件包括第一除湿管

(111)和设置在第一除湿管(111)一侧的第二除湿管(112)；第一除湿管(111)一侧与柜体

(1)连接；第二除湿管(112)底部与出气管(108)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其特征在于，进气装置包括进气箱体

(113)、第二过滤板(114)和吸潮层(115)，进气箱体(113)内依次设置有吸潮层(115)和第二

过滤板(114)，且进气箱体(113)一侧与柜体(1)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其特征在于，柜体(1)顶部内壁上设置

有温湿度感应器(11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其特征在于，柜体(1)内设置有切换组

件，切换组件包括伸缩气缸(117)和设置在伸缩气缸(117)伸缩端的伸缩杆(118)，伸缩气缸

(117)顶部与柜体(1)内壁连接，伸缩杆(118)底部设置有固定块(119)，固定块(119)底部设

置有堵塞块(12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其特征在于，柜体(1)一侧开设有第一

通孔(121)和第二通孔(122)，第一通孔(121)上设置有第一除湿管(111)，第二通孔(122)上

设置有第一导热管(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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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环网柜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

背景技术

[0002] 环网是指环形配电网，即供电干线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形，供电电源向这个环形干

线供电，从干线上再一路地通过高压开关向外配电，环网柜是一组输配电气设备装在金属

或非金属绝缘柜体内或做成拼装间隔式环网供电单元的电气设备，其核心部分采用负荷开

关和熔断器，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价格低、可提高供电参数和性能以及供电安全等优点。

它被广泛使用于城市住宅小区、高层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工厂企业等负荷中心的配电站以

及想事变电站中。

[0003] 现有的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在运行的时候，会产生热量，从而引起溫升，由于温升

加剧，造成环网柜内部电器故障，同时在空气中的水汽进入，会腐蚀设备的电气元件，造成

环网柜内部电器故障。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在运行的时候，会

产生热量，从而引起溫升，由于温升加剧，造成环网柜内部电器故障，同时在空气中的水汽

进入，会腐蚀设备的电气元件，造成环网柜内部电器故障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包括柜体，柜体一侧设置有进气装置，且柜体另一侧设

置有散热装置；散热装置包括除湿组件和散热组件，除湿组件安装在柜体上，散热组件与除

湿组件一侧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散热组件包括第一导热管、第一散热管、第二导热管和第二散热管；第

一导热管底部垂直设置有第一散热管，且第一导热管一侧与柜体连接；第一散热管内设置

有第一螺旋散热管，且第一散热管底部设置有第二导热管；第二导热管底部垂直设置有第

二散热管；第二散热管内设置有第二螺旋散热管，且第二散热管底部垂直设置有第三导热

管；第三导热管一侧设置有出气管。

[0008] 进一步的，出气管内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有第一过滤板和引风机。

[0009] 进一步的，除湿组件包括第一除湿管和设置在第一除湿管一侧的第二除湿管；第

一除湿管一侧与柜体连接；第二除湿管底部与出气管连接。

[0010] 进一步的，进气装置包括进气箱体、第二过滤板和吸潮层，进气箱体内依次设置有

吸潮层和第二过滤板，且进气箱体一侧与柜体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柜体顶部内壁上设置有温湿度感应器。

[0012] 进一步的，柜体内设置有切换组件，切换组件包括伸缩气缸和设置在伸缩气缸伸

缩端的伸缩杆，伸缩气缸顶部与柜体内壁连接，伸缩杆底部设置有固定块，固定块底部设置

有堵塞块。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5733129 U

3



[0013] 进一步的，柜体一侧开设有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第一通孔上设置有第一除湿管，

第二通孔上设置有第一导热管。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柜体一侧设置有进气装置，且柜体另一侧设置有散热装置，通过散热装置带动进

气装置进行散热和除湿，在要进行散热的时候，通过引风机带动外界的冷空气从进气装置

进入柜体，然后柜体的热量进入第一导热管，然后热量进入第一散热管，通过第一散热管内

的第一螺旋散热管进行散热，然后一次散热的热量进入第二导热管，然后通过第二导热管

使热量进入第二散热管，通过第二散热管内的第二螺旋散热管进行散热，然后热量通过第

三导热管进入出气管，通过出气管使热量排出，通过出气管内的第一过滤板使气体内的杂

质排出，当要进行除湿时，通过引风机使柜体的湿气通过第一除湿管导入第二除湿管，然后

通过出气管排出，该装置能够使环网柜达到除湿散热的效果，增加环网柜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6]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本实用

新型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不当限定。

在附图中：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整体结构示意框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内部剖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散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散热装置内部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柜体一侧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1柜体；101第一导热管；102第一散热管；103第二导热管；104第二散热

管；105第一螺旋散热管；106第二螺旋散热管；107第三导热管；108出气管；109第一过滤板；

110引风机；111第一除湿管；112第二除湿管；113进气箱体；114第二过滤板；115吸潮层；116

温湿度感应器；117伸缩气缸；118伸缩杆；119固定块；120堵塞块；121第一通孔；122第二通

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

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4] 以下详细说明均是示例性的说明，旨在对本实用新型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说明。除

非另有指明，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所有技术术语与本申请所属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的通常

理解的含义相同。本实用新型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并非意图限制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示例性实施方式。

[002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能够使环网柜达到除湿散热

的效果，增加环网柜的使用寿命。

[0026] 参照图1‑5，一种智能环网设备环网柜，包括柜体1，柜体1一侧设置有进气装置，且

柜体另一侧设置有散热装置，散热装置包括除湿组件和与除湿组件一侧连接的散热组件，

散热组件包括第一导热管101、第一散热管102、第二导热管103和第二散热管104。第一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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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101底部垂直设置有第一散热管102，且第一导热管101一侧与柜体1连接，第一散热管102

内设置有第一螺旋散热管105，且第一散热管102底部设置有第二导热管103，第二导热管

103底部垂直设置有第二散热管104，第二散热管104内设置有第二螺旋散热管106，且第二

散热管104底部垂直设置有第三导热管107，第三导热管107一侧设置有出气管108，出气管

108内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有第一过滤板109和引风机110。

[0027] 具体的，除湿组件包括第一除湿管111和设置在第一除湿管111一侧的第二除湿管

112，第一除湿管111一侧与柜体1连接，第二除湿管112底部与出气管108连接，通过此种设

置，通过散热装置带动进气装置进行散热和除湿，在要进行散热的时候，通过引风机110带

动外界的冷空气从进气装置进入柜体1，然后柜体1的热量进入第一导热管101，然后热量进

入第一散热管102，通过第一散热管102内的第一螺旋散热管105进行散热，然后一次散热的

热量进入第二导热管103，然后通过第二导热管103使热量进入第二散热管104，通过第二散

热管104内的第二螺旋散热管106进行散热，然后热量通过第三导热管107进入出气管108，

通过出气管108使热量排出，通过出气管108内的第一过滤板109使气体内的杂质排出，当要

进行除湿时，通过引风机110使柜体1的湿气通过第一除湿管111导入第二除湿管112，然后

通过出气管108排出。

[0028] 具体的，进气装置包括进气箱体113、第二过滤板114和吸潮层115，进气箱体113内

依次设置有吸潮层115和第二过滤板114，且进气箱体113一侧与柜体1连接，通过引风机110

外界的气体经过吸潮层115吸收水汽，然后经过第二过滤板114使空气中的杂质排出进入柜

体1。

[0029] 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中，柜体1顶部内壁上设置有温湿度感应器116，通过温

湿度感应器116感应柜体内的湿度和温度的多少。

[0030] 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中，柜体1内设置有切换组件，切换组件包括伸缩气缸

117和设置在伸缩气缸117伸缩端的伸缩杆118，伸缩气缸117顶部与柜体1内壁连接，伸缩杆

118底部设置有固定块119，箱体一侧开设有第一通孔121和第二通孔122，第一通孔121上设

置有第一除湿管111，第二通孔122上设置有第一导热管101，固定块119底部设置有堵塞块

120，当感应到湿度超出时候，伸缩气缸117带动伸缩杆118使固定块119带动堵塞块120对第

二通孔122进行封堵，进行除湿，当感应到温度超出的时候，伸缩气缸117带动伸缩杆118使

固定块119带动堵塞块120对第一通孔121进行封堵，进行散热。

[003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

[0032] 首先通过温湿度感应器116感应柜体内的湿度和温度的多少，当感应到湿度超出

时候，伸缩气缸117带动伸缩杆118使固定块119带动堵塞块120对第二通孔122进行封堵，当

要进行除湿时，通过引风机110外界的气体经过吸潮层115吸收水汽，然后经过第二过滤板

114使空气中的杂质排出进入柜体1，通过引风机110使柜体1的湿气通过第一除湿管111导

入第二除湿管112，然后通过出气管108排出,当感应到温度超出的时候，伸缩气缸117带动

伸缩杆118使固定块119带动堵塞块120对第一通孔121进行封堵，进行散热，在要进行散热

的时候，通过引风机110外界的气体经过吸潮层115吸收水汽，然后经过第二过滤板114使空

气中的杂质排出进入柜体1，通过引风机110带动外界的冷空气从进气装置进入柜体1，然后

柜体1的热量进入第一导热管101，然后热量进入第一散热管102，通过第一散热管102内的

第一螺旋散热管105进行散热，然后一次散热的热量进入第二导热管103，然后通过第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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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103使热量进入第二散热管104，通过第二散热管104内的第二螺旋散热管106进行散

热，然后热量通过第三导热管107进入出气管108，通过出气管108使热量排出，通过出气管

108内的第一过滤板109使气体内的杂质排出，该装置能够使环网柜达到除湿散热的效果，

增加环网柜的使用寿命。

[0033] 由技术常识可知，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其它的不脱离其精神实质或必要特征的实

施方案来实现。因此，上述公开的实施方案，就各方面而言，都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仅有

的。所有在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或在等同于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实用新型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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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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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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