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210248.5

(22)申请日 2018.10.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25670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22

(73)专利权人 上海南桥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201400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工业区奉

浦大道6号

(72)发明人 孙文明　王坚　孙琦　于旗　余庆　

周谷亮　周桂芳　傅晓飞　纪坤华　

金海根　张文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远同律师事务所 31307

代理人 刘必榕

(51)Int.Cl.

H02B 1/46(2006.01)

H02B 1/5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977837 A,2016.09.28

CN 204967074 U,2016.01.13

CN 202633782 U,2012.12.26

CN 207939079 U,2018.10.02

审查员 李知宇

 

(54)发明名称

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其

包括箱体和顶盖，顶盖包括顶板、侧端板和下端

板；箱体的内腔包括高压室、变压器室和低压室，

高压室和低压室分别位于变压器室的两侧；高压

室内设有将高压室顶部封住的第一封板，低压室

内设有将低压室顶部封住的第二封板；顶板、侧

端板、下端板、第一封板和第二封板围成散热腔；

变压器室连通于散热腔；下端板上设有多个第一

通风孔，第一通风孔内固设有金属网；侧端板上

设有多个第二通风孔，第二通风孔上设有挡水

板；顶板设有多个第三通风孔，第三通风孔上设

有挡水盖。本发明的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具有

良好的散热效果，其具有结构紧凑、制造方便、装

配快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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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其包括箱体和位于箱体上的顶盖，其特征在于，顶盖包括

顶板、侧端板和下端板；下端板设于顶板的下方；侧端板固设于顶板和下端板之间；下端板

沿着箱体的顶部周向分布；下端板的内侧端固接于箱体的顶部，下端板的外侧端固接于侧

端板；侧端板沿着下端板周向分布；箱体的内腔包括高压室、变压器室和低压室，高压室和

低压室分别位于变压器室的两侧；高压室内设有将高压室顶部封住的第一封板，低压室内

设有将低压室顶部封住的第二封板；顶板、侧端板、下端板、第一封板和第二封板围成散热

腔；变压器室连通于散热腔；下端板上设有多个第一通风孔，第一通风孔内固设有金属网；

侧端板上设有多个第二通风孔，第二通风孔上设有挡水板；顶板设有多个第三通风孔，第三

通风孔上设有挡水盖；第三通风孔的边缘设有挡水条，挡水条上固设有用于支撑挡水盖的

支撑块，挡水条的上部及支撑块均被容置于挡水盖的内腔；挡水盖的下端与顶板之间具有

用于透气的间隙；挡水条沿第三通风孔的边缘周向分布；挡水条的顶部设有横向板，支撑块

固设于横向板；箱体上设有多个箱门；箱门上嵌设有透气窗，透气窗为百叶窗；箱体的内腔

还包括应急电源室，应急电源室邻接于变压器室，应急电源室和变压器室之间设有隔板；隔

板上开设有第四通风孔；变压器室的外壁为迷宫式散热板；迷宫式散热板包括下凹板、上凸

板和连接板；下凹板的两端具有朝上的竖向弯折部；上凸板的两端具有朝下的L形弯折部；

下凹板间隔水平分布；上凸板盖在相邻的两个下凹板的竖向弯折部上，L形弯折部和下凹板

之间通过连接板连接；连接板的两端具有横向弯折部，两横向弯折部分别连接于L形弯折部

和下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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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箱式变电站，特别涉及一种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箱式变电站是一种把高压开关设备、配电变压器、低压配电装置等按一定的接线

方案组合在箱体内的紧凑型成套配电装置。

[0003] 目前使用的箱式变电站，现场安装时，均要在安装位置进行大量的基础施工，在此

基础上，安装变压器等各种部件。

[0004] 现有箱式变电站存在以下缺陷：施工慢，施工周期长；施工时对周围环境影响大，

还会对周围居民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发生变压器漏油的情况，该泄露的油会对周围环境造

成污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箱式变

电站散热系统。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7] 一种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其包括箱体和位于箱体上的顶盖，顶盖包括顶板、侧端

板和下端板；下端板设于顶板的下方；侧端板固设于顶板和下端板之间；下端板沿着箱体的

顶部周向分布；下端板的内侧端固接于箱体的顶部，下端板的外侧端固接于侧端板；侧端板

沿着下端板周向分布；箱体的内腔包括高压室、变压器室和低压室，高压室和低压室分别位

于变压器室的两侧；高压室内设有将高压室顶部封住的第一封板，低压室内设有将低压室

顶部封住的第二封板；顶板、侧端板、下端板、第一封板和第二封板围成散热腔；变压器室连

通于散热腔；下端板上设有多个第一通风孔，第一通风孔内固设有金属网；侧端板上设有多

个第二通风孔，第二通风孔上设有挡水板；顶板设有多个第三通风孔，第三通风孔上设有挡

水盖。

[0008] 第三通风孔的边缘设有挡水条，挡水条上固设有用于支撑挡水盖的支撑块，挡水

条的上部及支撑块均被容置于挡水盖的内腔；挡水盖的下端与顶板之间具有用于透气的间

隙。支撑块为多个。支撑块之间具有较大的通风空间。热气依次通过第三通风孔、相邻的支

撑块的间隙、挡水盖和挡水条之间，然后排到顶盖外部。这样，进一步提高了通风、散热的效

果。

[0009] 挡水条沿第三通风孔的边缘周向分布。周向分布的挡水条可以避免雨水进入第三

通风孔。

[0010] 挡水条的顶部设有横向板，支撑块固设于横向板。通过设置横向板，使得支撑块与

挡水条之间的结构更牢固，保证了通风的良好效果。

[0011] 箱体上设有多个箱门；箱门上嵌设有透气窗，透气窗为百叶窗。箱门的透气窗为上

下分布，形成上下通风通道，提高了散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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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箱体的内腔还包括应急电源室，应急电源室邻接于变压器室，应急电源室和变压

器室之间设有隔板；隔板上开设有第四通风孔。应急电源室的箱门上具有百叶窗式的透气

窗，这样，变压器室内的热气可以通过第四通风孔，排到箱体外。应急电源室的通风空间成

为变压器室的间接散热通道。

[0013] 变压器室的外壁为迷宫式散热板；迷宫式散热板包括下凹板、上凸板和连接板；下

凹板的两端具有朝上的竖向弯折部；上凸板的两端具有朝下的L形弯折部；下凹板间隔水平

分布；上凸板盖在相邻的两个下凹板的竖向弯折部上，L形弯折部和下凹板之间通过连接板

连接。连接板有多个，多个连接板间隔分布。热气依次通过两个竖向弯折部之间、L形弯折部

与竖向弯折部之间以及相邻的连接板的间隙，排到箱体外。迷宫式散热板既起到了支撑的

作用，又具有良好的散热效果。

[0014] 连接板的两端具有横向弯折部，两横向弯折部分别连接于L形弯折部和下凹板。两

个横向弯折部使得连接板与L形弯折部之间、连接板与下凹板之间连接得更牢固。

[0015] 本发明的积极进步效果在于：本发明的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可以通过顶盖、外壁

等多途径散热，具有良好的散热效果，其具有结构紧凑、制造方便、装配快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顶盖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箱体内部的正视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箱体内部的俯视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迷宫式散热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举个较佳实施例，并结合附图来更清楚完整地说明本发明。

[0022] 如图1、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一种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其包括箱体10和位于

箱体上的顶盖20，顶盖包括顶板21、侧端板22和下端板23。

[0023] 下端板23设于顶板21的下方；侧端板22固设于顶板21和下端板23之间；下端板23

沿着箱体的顶部周向分布；下端板23的内侧端固接于箱体的顶部，下端板23的外侧端固接

于侧端板22；侧端板22沿着下端板周向分布。

[0024] 箱体10的内腔包括高压室11、变压器室12和低压室13，高压室11和低压室13分别

位于变压器室12的两侧。

[0025] 高压室11内设有将高压室顶部封住的第一封板31，低压室13内设有将低压室顶部

封住的第二封板32。

[0026] 顶板21、侧端板22、下端板23、第一封板31和第二封板32围成散热腔30；变压器室

12连通于散热腔30。

[0027] 下端板23上设有多个第一通风孔41，第一通风孔41内固设有金属网50；侧端板22

上设有多个第二通风孔42，第二通风孔42上设有挡水板51；顶板21设有多个第三通风孔43，

第三通风孔43上设有挡水盖60。

[0028] 进一步地，第三通风孔43的边缘设有挡水条61，挡水条61上固设有用于支撑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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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的支撑块62，挡水条61的上部及支撑块62均被容置于挡水盖60的内腔；挡水盖60的下端

与顶板21之间具有用于透气的间隙。挡水条61沿第三通风孔43的边缘周向分布。进一步地，

挡水条61的顶部设有横向板63，支撑块62固设于横向板63。

[0029] 箱体10上设有多个箱门70；箱门70上嵌设有透气窗71，透气窗为百叶窗。

[0030] 箱体10的内腔还包括应急电源室14，应急电源室14邻接于变压器室12，应急电源

室14和变压器室12之间设有隔板72；隔板72上开设有第四通风孔44。

[0031] 变压器室12的外壁为迷宫式散热板80。迷宫式散热板80包括下凹板81、上凸板82

和连接板83；下凹板81的两端具有朝上的竖向弯折部84；上凸板82的两端具有朝下的L形弯

折部85；下凹板81间隔水平分布；上凸板82盖在相邻的两个下凹板的竖向弯折部上，L形弯

折部85和下凹板81之间通过连接板83连接。

[0032] 连接板83的两端具有横向弯折部86，两横向弯折部分别连接于L形弯折部和下凹

板。

[0033] 箱体内的变压器室安装有变压器，变压器是最大的热量来源。变压器室内的热量，

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散热：

[0034] 1、顶盖的下端板具有第一通风孔，通过第一通风孔散热。

[0035] 2、顶盖的侧端板具有第二通风孔，通过第二通风孔散热。

[0036] 3、顶盖的顶板具有第三通风孔，通过第三通风孔散热。

[0037] 4、顶盖内形成的散热腔，只与变压器室连通，不连通于高压室和低压室，使得高压

室和低压室的上方均称为变压器的散热腔，这样，提高了变压器室的散热腔的体积，进而提

高了散热效果。

[0038] 5、变压器室的外壁采用迷宫式散热板，进一步提高了散热效果。

[0039] 6、应急电源室的通风空间成为变压器室的间接散热通道，变压器室内的热气可以

通过第四通风孔排到箱体外。

[0040] 7、变压器的箱门上设有百叶窗式透气窗，进一步提高散热效果。

[0041] 通过上述的通风散热途径，大大增强了散热效果。

[0042] 高压室和低压室内的热量，可以通过箱门上的百叶窗式透气窗散热。

[0043] 本发明的箱式变电站散热系统，具有良好的散热效果，其具有结构紧凑、制造方

便、装配快的优点。

[0044]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这仅

是举例说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是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背离

本发明的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做出多种变更或修改，但这些变更和

修改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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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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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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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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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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