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56124.8

(22)申请日 2018.11.15

(71)申请人 门雨晴

地址 163000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唐人

中心8号楼2单元103室

(72)发明人 门雨晴　

(51)Int.Cl.

H02B 1/56(2006.01)

H02B 1/28(2006.01)

H02B 1/3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油田开采辅助设备技术领域，且

公开了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包括变频柜，

变频柜的内部固定安装有过滤网，过滤网的一侧

活动连接有清扫装置，清扫装置的一端通过联轴

器与第一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第一电机固定

安装在第一支撑板上，第一支撑板固定安装在变

频柜的背面的中部，变频柜内腔的底部固定安装

有收集箱，收集箱的顶部活动套接有吸尘管，且

吸尘管的数量为两个。该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

通过第二电机的作用，以及在转轮Ⅱ、皮带Ⅰ和风

扇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对变频柜内部进行散热，

同时利用三个风扇同时进行散热，使得变频柜内

部散热均匀，提高了整个变频柜的散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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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包括变频柜(1)，其特征在于：所述变频柜(1)的内部固定

安装有过滤网(2)，所述过滤网(2)的一侧活动连接有清扫装置(3)，所述清扫装置(3)的一

端通过联轴器与第一电机(4)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机(4)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

(5)上，所述第一支撑板(5)固定安装在变频柜(1)的背面的中部，所述变频柜(1)内腔的底

部固定安装有收集箱(6)，所述收集箱(6)的顶部活动套接有吸尘管(7)，且吸尘管(7)的数

量为两个，所述收集箱(6)的内部活动套接有绞龙(8)，所述绞龙(8)的一端贯穿收集箱(6)

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内部且与锥齿轮Ⅰ(9)的内部固定套接，所述锥齿轮锥齿轮Ⅰ(9)的外

部与锥齿轮Ⅱ(10)的外部啮合，所述锥齿轮Ⅱ(10)的内部活动套接有连接杆(11)，所述连

接杆(11)的另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外部且与从动轮(12)的内部固定套接，所述

变频柜(1)内腔一侧内壁通过轴承固定套接有连接轴(13)，所述连接轴(13)的一端贯穿并

延伸至变频柜(1)的内部且与风扇(14)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连接轴(13)的另一端贯穿并

延伸至变频柜(1)的外部且与转轮Ⅰ(15)的内部固定套接，所述变频柜(1)外部一侧的底端

固定安装有第二支撑板(16)，所述第二支撑板(16)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17)，所述

变频柜(1)的正面铰接有柜门(18)，且变频柜(1)顶部的一端分别设置有第一控制器(19)和

第二控制器(20)，所述第一控制器(19)与第二控制器(20)分别与第二电机(4)和第二电机

(17)电连接；

所述清扫装置(3)包括转轴(31)，所述转轴(31)的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外部

且与转轮Ⅱ(32)的内部固定套接，所述转轴(31)的另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内部

且与半齿轮(33)的内部固定套接，所述半齿轮(33)的外部与齿条(34)的一侧啮合，所述齿

条(34)的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毛刷(35)，且齿条(34)的顶部和底部分别固定连接有调节装置

(36)；所述清扫装置(3)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清扫装置(3)以过滤网(2)的中心轴线为对称

中心，两个所述清扫装置(3)的一侧分别与过滤网(2)的两侧活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装置(36)包

括连接块(361)，所述连接块(361)的一端与伸缩杆(362)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伸缩杆

(362)的另一端与齿条(34)的一端固定连接，且伸缩杆(362)的外部活动套接有压缩弹簧

(363)，所述压缩弹簧(363)的一端与连接块(361)的一端固定连接，且压缩弹簧(363)的另

一端与齿条(34)的一端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尘管(7)位于

毛刷(35)的下方，且吸尘管(7)的直径值与齿条(34)一侧与过滤网(2)之间的距离值相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轮Ⅰ(15)的数

量为三个，且三个转轮Ⅰ(15)成三角形分布，三个所述转轮Ⅰ(15)通过皮带Ⅰ传动连接，且一

个转轮Ⅰ(15)内部的连接轴(13)通过联轴器与第二电机(17)的输出端固定套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门(18)正面的

中部设置有玻璃视窗，且柜门(18)上玻璃视窗的面积值为柜门(18)面积值的三分之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变频柜(1)的一

侧开设有均匀分布的散热孔，所述变频柜(1)一侧的底部开设有清灰口，且变频柜(1)上清

灰口与绞龙(8)在同一条直线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从动轮(12)与两

个转轮Ⅱ(32)组成一个三角形且通过皮带Ⅱ传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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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田开采辅助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

背景技术

[0002] 变频柜应用变频器拖动动力装置的控制柜，因其良好的启动性能、调速性能和节

能效果而成为当前推广的动力拖动方式，大功率变频柜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大功率水泵或者

风机对电网的冲击和大副的压降，节电效果显著，通用变频器作为早期商品开始在国内上

市，是近十年的事，销售额逐年增加，于今全年有超过数十亿元的市场，其中，各种进口品牌

居多，功率小至百瓦大至数千千瓦、功能简易或复杂、精度低或高、响应慢或快、有PG或无

PG、有噪音或无噪音等等。

[0003] 对于现有变频柜散热是直接在变频柜的背部或者侧面开设散热孔进行通风散热，

其散热效果较差，对于变频柜产生的热量无法完全散出，导致变频柜内部温度升高使得零

部件损坏，降低了变频柜的使用寿命，同时空气中的灰尘会通过散热孔进入变频柜内，灰尘

吸附在零部件上对变频柜的工作造成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具备散热效果好、防止灰尘进入变频柜

和过滤网上灰尘清理便利的优点，解决了现有变频柜散热是直接在变频柜的背部或者侧面

开设散热孔进行通风散热，其散热效果较差，对于变频柜产生的热量无法完全散出，导致变

频柜内部温度升高使得零部件损坏，降低了变频柜的使用寿命，同时空气中的灰尘会通过

散热孔进入变频柜内，灰尘吸附在零部件上对变频柜的工作造成影响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包括变频柜，所述变频柜的

内部固定安装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一侧活动连接有清扫装置，所述清扫装置的一端通

过联轴器与第一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机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上，所述第

一支撑板固定安装在变频柜的背面的中部，所述变频柜内腔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收集箱，所

述收集箱的顶部活动套接有吸尘管，且吸尘管的数量为两个，所述收集箱的内部活动套接

有绞龙，所述绞龙的一端贯穿收集箱并延伸至变频柜的内部且与锥齿轮Ⅰ的内部固定套接，

所述锥齿轮锥齿轮Ⅰ的外部与锥齿轮Ⅱ的外部啮合，所述锥齿轮Ⅱ的内部活动套接有连接

杆，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的外部且与从动轮的内部固定套接，所述变

频柜内腔一侧内壁通过轴承固定套接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的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的

内部且与风扇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连接轴的另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的外部且与转轮

Ⅰ的内部固定套接，所述变频柜外部一侧的底端固定安装有第二支撑板，所述第二支撑板的

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所述变频柜的正面铰接有柜门，且变频柜顶部的一端分别设置

有第一控制器和第二控制器，所述第一控制器与第二控制器分别与第二电机和第二电机电

连接。所述清扫装置包括转轴，所述转轴的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的外部且与转轮Ⅱ的

内部固定套接，所述转轴的另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的内部且与半齿轮的内部固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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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半齿轮的外部与齿条的一侧啮合，所述齿条的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毛刷，且齿条的顶

部和底部分别固定连接有调节装置。所述清扫装置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清扫装置以过滤

网的中心轴线为对称中心，两个所述清扫装置的一侧分别与过滤网的两侧活动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调节装置包括连接块，所述连接块的一端与伸缩杆的一端固定连接，

所述伸缩杆的另一端与齿条的一端固定连接，且伸缩杆的外部活动套接有压缩弹簧，所述

压缩弹簧的一端与连接块的一端固定连接，且压缩弹簧的另一端与齿条的一端固定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吸尘管位于毛刷的下方，且吸尘管的直径值与齿条一侧与过滤网之

间的距离值相等。

[0008] 优选的，述转轮Ⅰ的数量为三个，且三个转轮Ⅰ成三角形分布，三个所述转轮Ⅰ通过

皮带Ⅰ传动连接，且一个转轮Ⅰ内部的连接轴通过联轴器与第二电机的输出端固定套接。

[0009] 优选的，所述柜门正面的中部设置有玻璃视窗，且柜门上玻璃视窗的面积值为柜

门面积值的三分之一。

[0010] 优选的，所述变频柜的一侧开设有均匀分布的散热孔，所述变频柜一侧的底部开

设有清灰口，且变频柜上清灰口与绞龙在同一条直线上。

[0011] 优选的，所述从动轮与两个转轮Ⅱ组成一个三角形且通过皮带Ⅱ传动连接。

[0012] 本发明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3] 1、该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通过第二电机的作用，以及在转轮Ⅱ、皮带Ⅰ和风扇的

共同作用下，使得对变频柜内部进行散热，同时利用三个风扇同时进行散热，使得变频柜内

部散热均匀，提高了整个变频柜的散热效果。

[0014] 2、该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通过清扫装置的作用，使得从变频柜散热孔进入变频

柜内部并附着在过滤网上的灰尘进行清理，避免大量的灰尘堆积在过滤网上，对变频柜散

热造成影响，使变频柜内部的温度升高烧毁零部件，降低了变频柜的使用寿命。

[0015] 3、该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通过吸尘管和绞龙的配合使用，使得可以将从过滤网

清理下来的灰尘进行收集，避免灰尘继续堆积在变频柜的内部影响变频柜的工作，降低了

变频柜的损坏率，同时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结构变频柜的正视剖视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结构第一电机的左视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结构转轴的后视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结构变频柜的正视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结构变频柜的右视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结构转轮Ⅰ的右视示意图。

[0022] 图中：1、变频柜；2、过滤网；3、清扫装置；31、转轴；32、转轮Ⅱ；33、半齿轮；34、齿

条；35、毛刷；36、调节装置；361、连接块；362、伸缩杆；363、压缩弹簧；4、第一电机；5、第一支

撑板；6、收集箱；7、吸尘管；8、绞龙；9、锥齿轮Ⅰ；10、锥齿轮Ⅱ；11、连接杆；12、从动轮；13、连

接轴；14、风扇；15、转轮Ⅰ；16、第二支撑板；17、第二电机；18、柜门；19、第一控制器；20、第二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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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请参阅图1-6，一种储能式油田用变频柜，包括变频柜1，变频柜1的一侧开设有均

匀分布的散热孔，变频柜1一侧的底部开设有清灰口，且变频柜1上清灰口与绞龙8在同一条

直线上，提高了变频柜1的散热效果，同时在变频柜1上清灰口和绞龙8的共同作用下，可以

将收集到收集箱6内部的灰尘清理到变频柜1的外部，减轻的工作人员的劳动量，变频柜1的

内部固定安装有过滤网2，过滤网2的一侧活动连接有清扫装置3，清扫装置3的数量为两个，

且两个清扫装置3以过滤网2的中心轴线为对称中心，两个清扫装置3的一侧分别与过滤网2

的两侧活动连接，通过两个清扫装置3同时对过滤网2的两侧进行清扫，使得对过滤网2清扫

的更加干净，避免灰尘堆积影响变频柜的散热功能，延长了变频柜的使用寿命，清扫装置3

包括转轴31，转轴31的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外部且与转轮Ⅱ32的内部固定套接，转

轴31的另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内部且与半齿轮33的内部固定套接，半齿轮33的外

部与齿条34的一侧啮合，齿条34的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毛刷35，且齿条34的顶部和底部分别

固定连接有调节装置36，调节装置36包括连接块361，连接块361的一端与伸缩杆362的一端

固定连接，伸缩杆362的另一端与齿条34的一端固定连接，且伸缩杆362的外部活动套接有

压缩弹簧363，压缩弹簧363的一端与连接块361的一端固定连接，且压缩弹簧363的另一端

与齿条34的一端固定连接，通过调节装置36的作用，以及在半齿轮33和齿条34的配合使用

下，使得毛刷35可以在变频柜1内部往复运动对过滤网2进行清扫，提高了清扫效果，且操作

便利，无需人工进行拆卸清理，提高了对过滤网2清理的便利性，利用清扫装置3的作用，使

得从变频柜1上散热孔进入变频柜1内部的灰尘进行清理，避免大量的灰尘堆积在过滤网2

上，对变频柜1的散热造成影响，使变频柜1内部的温度升高烧毁零部件，降低了油田开采的

工作效率，清扫装置3的一端通过联轴器与第一电机4的输出端固定连接，第一电机4固定安

装在第一支撑板5上，第一支撑板5固定安装在变频柜1的背面的中部，变频柜1内腔的底部

固定安装有收集箱6，收集箱6的顶部活动套接有吸尘管7，吸尘管7位于毛刷35的下方，且吸

尘管7的直径值与齿条34一侧与过滤网2之间的距离值相等，利用吸尘管7的作用使得将从

过滤网2清理下来的灰尘进行收集，避免灰尘继续堆积在变频柜1的内部影响变频柜1的工

作，降低了它的工作效率，且吸尘管7的数量为两个，收集箱6的内部活动套接有绞龙8，绞龙

8的一端贯穿收集箱6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内部且与锥齿轮Ⅰ9的内部固定套接，锥齿轮锥齿

轮Ⅰ9的外部与锥齿轮Ⅱ10的外部啮合，锥齿轮Ⅱ10的内部活动套接有连接杆11，连接杆11

的另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外部且与从动轮12的内部固定套接，从动轮12与两个转

轮Ⅱ32组成一个三角形且通过皮带Ⅱ传动连接，通过第一电机4的作用，当毛刷35对过滤网

2进行清理时，吸尘管7同时将灰尘吸入收集箱6内进行清理，避免了从过滤网2上清理下来

的灰尘堆积到其他的地方，提高了灰尘的清理效果，变频柜1内腔一侧内壁通过轴承固定套

接有连接轴13，连接轴13的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内部且与风扇14的一端固定连接，

连接轴13的另一端贯穿并延伸至变频柜1的外部且与转轮Ⅰ15的内部固定套接，述转轮Ⅰ15

的数量为三个，且三个转轮Ⅰ15成三角形分布，三个转轮Ⅰ15通过皮带Ⅰ传动连接，且一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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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Ⅰ15内部的连接轴13通过联轴器与第二电机17的输出端固定套接，通过第二电机17的作

用，以及在转轮Ⅰ15、皮带Ⅰ和风扇14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对变频柜1内部进行散热，同时利用

三个风扇14同时进行散热，使得变频柜1内部散热均匀，提高了整个变频柜1的散热效果，变

频柜1外部一侧的底端固定安装有第二支撑板16，第二支撑板16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二电

机17，变频柜1的正面铰接有柜门18，柜门18正面的中部设置有玻璃视窗，且柜门18上玻璃

视窗的面积值为柜门18面积值的三分之一，利用柜门18上的玻璃视窗在不打开柜门18的情

况下，即可对变频柜1内部的情况进行观察，简单方便，且避免在频繁打开柜门18时灰尘进

入到变频柜1内部，降低了变频柜1内部件的损坏率，且变频柜1顶部的一端分别设置有第一

控制器19和第二控制器20，第一控制器19与第二控制器20分别与第一电机4和第二电机17

电连接。

[0025] 工作原理，首先通过第二控制器20使第二电机17工作在皮带Ⅱ的作用下，时三个

风扇14同时对变频柜1内部进行风冷散热，再然后通过第一控制器19使第一电机4工作在皮

带Ⅰ的作用下带动两个清扫装置3往复运动对过滤网2进行清扫，在清扫装置3对过滤网2清

理的过程中，吸尘管7将清理掉的灰尘吸入到收集箱6内部，第一电机4工作带动从动轮12转

动，从动轮12转动带动连接杆11转动，连接杆11转动时两个相互啮合的锥齿轮Ⅰ9和锥齿轮

Ⅱ10转动，锥齿轮Ⅰ9转动使绞龙8转动将灰尘运送到变频柜1外部进形清理，即可。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473888 A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09473888 A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09473888 A

8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09473888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