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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压配电箱，包括箱体、

铰接于所述箱体侧壁上的箱盖及设于所述箱盖

上的把手，所述箱盖上设有锁扣，所述把手上设

有与所述锁扣相配合的复位式开关，所述箱体底

部设有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上设有第一

挡板，所述第一挡板设于所述箱体两侧，所述箱

体顶部设有顶板，所述顶板底部设有第二挡板，

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多个第一通孔，所述第二挡

板上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配合的第二通孔，当

所述顶板上积水时，所述第二挡板往下运动使所

述第一通孔与所述第二通孔错位；通过雨水的重

力作用控制第二挡板的升降运动，使第一通孔根

据需要开启关闭，在不影响箱体散热的同时保证

的箱体的防水效果，同时解决箱体的散热和防水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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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配电箱，包括箱体(1)、铰接于所述箱体(1)侧壁上的箱盖(11)及设于所述

箱盖(11)上的把手(12)，所述箱盖(11)上设有锁扣，所述把手(12)上设有与所述锁扣相配

合的复位式开关(12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底部设有第一连接板(2)，所述第一连接

板(2)上设有第一挡板(21)，所述第一挡板(21)设于所述箱体(1)两侧，所述箱体(1)顶部设

有顶板(3)，所述顶板(3)底部设有第二挡板(33)，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多个第一通孔，

所述第二挡板(33)上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配合的第二通孔(332)，当所述顶板(3)上积水

时，所述第二挡板(33)往下运动使所述第一通孔与所述第二通孔(332)错位。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3)上设有蓄水槽

(31)，所述顶板(3)底部设有连接管(34)，所述连接管(34)底部设有第二连接板(32)，所述

第二挡板(33)设于所述第二连接板(32)底部，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第一活动腔(13)和

第二活动腔，所述第二连接板(32)设于所述第一活动腔(13)内，所述第二挡板(33)设于所

述第二活动腔内。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压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接板(32)内设有第

一输水腔(321)，所述第二挡板(33)内设有与所述第一输水腔(321)相通的第二输水腔

(331)，所述第一输水腔(321)通过所述连接管(34)与所述蓄水槽(31)相通，所述第二连接

板(32)底部设有支撑弹簧(322)，所述支撑弹簧(322)底部设于所述第一活动腔(13)底部。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压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输水腔(331)内设有

与所述第二通孔(332)相配合的围板，所述第二挡板(33)底部设有连接块(35)，所述第一连

接板(2)上设有与所述连接块(35)相配合的通槽，所述连接块(35)内设有与所述第二输水

腔(331)相通的第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侧壁上设有第三排水口(351)。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压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块(35)底部设有堵块

(352)，所述堵块(352)为弹性材料制成，所述堵块(352)顶部为锥形结构。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与所

述第一通孔相配合的导管(15)，所述第一通孔倾斜设置，所述导管(15)外侧倾斜向上设置，

所述导管(15)侧壁上设有第三通孔(151)，所述第二活动腔一侧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通

的第二通腔(14)。

7.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压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通腔(14)底部设有斜

槽(141)，所述第二通腔(14)侧壁上设有第一排水口，所述第一排水口设于所述斜槽(141)

底端；所述第一连接板(2)上设有多个第四通孔(22)，所述第一挡板(21)顶部倾斜于所述箱

体(1)设置。

8.按照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压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与所

述第一排水口相配合的第三挡板(16)，所述第三挡板(16)一端铰接于所述箱体(1)侧壁上，

所述第三挡板(16)底部高于所述第一排水口底部。

9.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槽(31)侧壁上设有第

二排水口(315)，所述蓄水槽(31)内安装板(311)，所述安装板(311)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二排

水口(315)相配合的挡块(313)，所述安装板(311)底部设有滑槽，所述挡块(313)顶部设有

与所述滑槽相配合的滑块，所述安装板(311)上设有密封膜(312)，所述密封膜(312)下方设

有弧形弹片(314)，所述弧形弹片(314)两端分别与所述挡块(313)相连。

10.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把手(12)上设有第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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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腔，所述复位式开关(121)设于所述第三活动腔内，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设有与所述复位式

开关(121)相配合的限位弹簧(122)，所述把手(12)上设有指示灯，所述第三活动腔顶部设

有第一触点，所述复位式开关(121)上设有第二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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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配电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压配电箱。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配电柜是指用于电力系统发电、输电、配电、电能转换和消耗中起通断、控制

或保护等作用，电压等级在3.6kV～550kV的电器产品，主要包括高压断路器、高压隔离开关

与接地开关、高压负荷开关、高压自动重合与分段器，高压操作机构、高压防爆配电装置和

高压开关柜等几大类。高压开关制造业是输变电设备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电力

工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高压配电柜经常免不了受到水的侵袭，如果水从配电柜的顶

部垂直滴入或倾斜进入配电柜内部，配电柜的元件将被浸泡在水中，从而导致电器设备短

路无法正常运行。为了解决雨水从配电柜的顶部垂直滴入或者倾斜滴入，现有技术中将配

电柜的全身设计为密封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配电柜的防水问题，但又忽视了配

电柜的散热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是：当暴雨天气，地面的积水很多，很容易通

过配电柜的通风散热孔或者柜门间隙进入到配电柜的内部，导致配电柜内部的电路短路。

[0003] 所以高压配电柜针对散热和防水两个问题似乎很难同时解决，解决了散热就很难

做到很好的防水，而解决了防水问题似乎就很难解决散热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同时具备散热和防水功能的高压配电

箱。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高压配电箱，包括箱体、铰接

于所述箱体侧壁上的箱盖及设于所述箱盖上的把手，所述箱盖上设有锁扣，所述把手上设

有与所述锁扣相配合的复位式开关，所述箱体底部设有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上设

有第一挡板，所述第一挡板设于所述箱体两侧，所述箱体顶部设有顶板，所述顶板底部设有

第二挡板，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多个第一通孔，所述第二挡板上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配

合的第二通孔，当所述顶板上积水时，所述第二挡板往下运动使所述第一通孔与所述第二

通孔错位；当配电箱在正常运作时，第一通孔与第二通孔相对齐，使配电箱内部与外部想接

通，便于空气在配电箱内流动，对配电箱内部起到散热效果，对电路起保护作用；当遭遇雨

天时，雨水滴落在顶板上，使顶板受到雨水的重力作用往下运动，顶板推动第二挡板往下运

动，使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位置相错开，第二挡板对第一通孔起密封作用，避免雨水从第一

通孔处渗入到箱体内部对电路设备造成损坏；通过雨水的重力作用控制第二挡板的升降运

动，使第一通孔根据需要开启关闭，在不影响箱体散热的同时保证的箱体的防水效果，同时

解决箱体的散热和防水问题；当遭遇暴雨天气时，底部溅起的雨水被第一连接板所阻挡，使

少量的水溅到箱体表面，避免水流过多的沾染在箱体表面从箱体缝隙中渗入到箱体内；在

第一挡板和顶板的相互配合下，减少雨水掉落在箱体侧壁上的量，使箱体侧壁上附着小部

分的水柱，提升第二挡板对第一通孔密封的可靠性，避免雨水进入到箱体内对电路造成损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10048330 A

4



坏。

[0006] 所述顶板上设有蓄水槽，所述顶板底部设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底部设有第二连

接板，所述第二挡板设于所述第二连接板底部，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第一活动腔和第二活

动腔，所述第二连接板设于所述第一活动腔内，所述第二挡板设于所述第二活动腔内；雨水

落在顶板时被收集在蓄水槽内，使顶板的重力增加，在雨水的重力下压动顶板往下运动，使

顶板推动第二连接板往下运动，在第二连接板的作用下使两侧的第二挡板同步往下运动，

将箱体侧壁上的第一通孔封闭，避免雨水从第一通孔处进入到箱体内；第一活动腔和第二

活动腔为第二连接板和第二挡板的运动提供预留空间，便于通过第二挡板对第一通孔的开

合起控制作用，使箱体的散热和防水同时兼顾，提升箱体使用的可靠性。

[0007] 所述第二连接板内设有第一输水腔，所述第二挡板内设有与所述第一输水腔相通

的第二输水腔，所述第一输水腔通过连接管与所述蓄水槽相通，所述第二连接板底部设有

支撑弹簧，所述支撑弹簧底部设于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雨水被收集在蓄水槽内后，蓄水槽

内的雨水通过连接管进入到第一输水腔内，第一输水腔内的水流进入到第二输水腔内流

出，水流在从输水腔内流出时将箱体内的部分热量带走，对箱体内部起散热作用，避免由于

第一通孔的密封而引起箱体内的工作温度过高；在将蓄水腔内的水流排空的同时对箱体内

部起到散热作用，对收集的水流合理利用；当蓄水槽内的水流通过输水腔排出后，顶板的重

量减轻至小于支撑弹簧弹力，在支撑弹簧的作用下推动第二连接板往上运动，带动第二挡

板往上运动，使第一通孔与第二通孔相对齐，使箱体与外界处于导通状态，使箱体内的设备

快速散热。

[0008] 所述第二输水腔内设有与所述第二通孔相配合的围板，所述第二挡板底部设有连

接块，所述第一连接板上设有与所述连接块相配合的通槽，所述连接块内设有与所述第二

输水腔相通的第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侧壁上设有第三排水口；围板对第二通孔起密封作

用，使第二输水腔内的水流无法直接从第二通孔内排出，增加水流在第二输水腔内的停留

时间，使水流在第二储水箱内流动时将将箱体内的更多热量进行吸收，从而使箱体在水流

的作用下达到散热效果；第二输水腔内的水流在重力作用下运动至第一空腔内，使水流从

第三排水口处排出，使水流在蓄水池和第一空腔之间形成完整的通路，以便将蓄水池内的

水流排出，使第一通孔重新开启。

[0009] 所述连接块底部设有堵块，所述堵块为弹性材料制成，所述堵块顶部为锥形结构；

当第一通孔处于开启状态时，第二连接板处于第一活动腔顶部，连接块处于通槽内，堵块与

第一连接板底部相接触，在第一连接板对堵块的压力作用下，使堵块发生形变将通槽与连

接块的缝隙堵塞，在第二输水腔内存留部分水流，以配合第一通孔对箱体内部起降温作用；

当第一通孔处于关闭状态时，第二连接板推动第二挡板往下运动，从而使第二挡板推动连

接块从通槽内伸出，堵块不与第一连接板接触后在弹力作用下复原，第一排水口处于通槽

外侧，以便将第二输水腔内的水流排出；水流滴落在堵块顶部时沿着堵块顶部的锥面往下

滑落，避免水流积在堵块上，提升箱体的防水效果。

[0010] 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配合的导管，所述第一通孔倾斜设置，所

述导管外侧倾斜向上设置，所述导管侧壁上设有第三通孔，所述第二活动腔一侧设有与所

述第一通孔相通的第二通腔；当第一通孔处于开启状态时，空气从导管内进入到第一通孔

内，使箱体内部与箱体外侧相连通，在空气的流动下将箱体内的热量带走；通过第三通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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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使气流更多的进入到导管内，从而增加进入到箱体内的气流量，进一步的提升箱体内

的散热效果；当第一通孔处于关闭状态时，部分雨水从导管内进入到第二通腔内，雨水在第

二通腔内流动与第二通腔内壁相接触，使雨水在流动时配合第二输水腔内的雨水一同对箱

体内起散热作用，将箱体内的大部分热量带走，对箱体内的设备起保护作用。

[0011] 所述第二通腔底部设有斜槽，所述第二通腔侧壁上设有第一排水口，所述第一排

水口设于所述斜槽底端；所述第一连接板上设有多个第四通孔，所述第一挡板顶部倾斜于

所述箱体设置；雨水在第二通腔内流动时在重力作用下运动至第二通腔底部，第二通腔底

部的雨水沿着斜槽表面往下流动，使第二通腔内的雨水从第一排水口处排出，避免雨水在

第二通腔内积留；从第一排水口处排出的雨水被排放至第一连接板上，第一连接板上的雨

水通过第四通孔从连接板上掉落，从而将第二通腔内的雨水从箱体上完全排出；第一挡板

倾斜设置后，使第一挡板顶部处于顶板下方，通过顶板将大部分的雨水遮挡，减少掉落在第

一连接板上的雨水的量，同时减少打落在箱体侧壁上的雨水量，避免雨水渗入箱体内，对箱

体起良好的防水效果。

[0012] 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排水口相配合的第三挡板，所述第三挡板一端铰

接于所述箱体侧壁上，所述第三挡板底部高于所述第一排水口底部；当第三挡板不受力时，

第三挡板侧壁与箱体侧壁相接触，在第三挡板的作用下对第一排水口起封闭作用，将第一

排水口的口径减小，底部溅起的水滴在第一连接板的作用下被挡去大部分，小部分的水滴

通过第四通孔运动至第一连接板顶部，在第三挡板的作用下将运动到第一连接板上的水滴

进行阻挡，抵消水滴的动力势能，使水滴无法进入到第二通腔内，从而防止雨水渗入到箱体

内；当水流从第二通腔内排出时，水流推动第三挡板，使第三挡板绕着链接点转动，从而使

第一排水口处于开启状态，以便第二通腔内的水流直接从第一通孔处排出，避免第三挡板

对第二通腔的排水工作造成阻碍。

[0013] 所述蓄水槽侧壁上设有第二排水口，所述蓄水槽内安装板，所述安装板底部设有

与所述第二排水口相配合的挡块，所述安装板底部设有滑槽，所述挡块顶部设有与所述滑

槽相配合的滑块，所述安装板上设有密封膜，所述密封膜下方设有弧形弹片，所述弧形弹片

两端分别与所述挡块相连；当蓄水槽内未装水时，第二排水口处于开启状态，挡块不与第二

排水口侧壁接触；当蓄水槽内接满水后，雨水对密封膜产生压力，使密封膜往下运动，密封

膜推动弧形弹片产生形变，使弧形弹片推动挡块往蓄水槽两侧运动，在挡块的作用下将第

二排水口密封，使蓄水槽内的雨水只能从输水腔内排出，便于在水流的作用下将箱体内的

热量带走；当蓄水槽内的雨水在排放至一定程度后，蓄水槽内雨水的重量小于支撑弹簧的

弹力，同时雨水的重量也小于弧形弹片的弹力，使弧形弹簧在弹力作用下自动复位，带动挡

块往蓄水槽中部运动，从而使第二排水口处于开启状态，以便将蓄水槽内剩余的雨水排出，

避免雨水在蓄水槽内滞留。

[0014] 所述把手上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复位式开关设于所述第三活动腔内，所述第三

活动腔内设有与所述复位式开关相配合的限位弹簧，所述把手上设有指示灯，所述第三活

动腔顶部设有第一触点，所述复位式开关上设有第二触点；当箱盖开启时，锁扣处于开启状

态，复位式开关处于弹起状态，在限位弹簧的作用下使第一触点和第二触点接触，将指示灯

电量，用以提示操作人员锁扣处于开启状态，避免操作人员误判箱盖是开启还是关闭的状

态，保证配电箱使用的安全性；当锁扣关闭时，复合式开关处于第三活动腔底部，使第一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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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和第二触块处于断开状态，从而使指示灯熄灭，以告知操作人员箱盖已经关闭。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通过雨水的重力作用控制第二挡板的升降运动，使第一通

孔根据需要开启关闭，在不影响箱体散热的同时保证的箱体的防水效果，同时解决箱体的

散热和防水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一。

[0018] 图3为图2中的A处放大图。

[0019] 图4为图2中的B处放大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二。

[0021] 图6为图5中的C处放大图。

[0022] 图7为图5中的D处放大图。

[0023] 图8为图5中的E处放大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三。

[0025] 图10为图9中的F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10所示，一种高压配电箱，包括箱体1、铰接于所述箱体1侧壁上的箱盖11及

设于所述箱盖11上的把手12，所述箱盖11上设有锁扣，所述把手12上设有与所述锁扣相配

合的复位式开关121，所述箱体1底部设有第一连接板2，所述第一连接板2上设有第一挡板

21，第一挡板为两块，所述两块第一挡板21分别设于所述箱体1两侧，所述箱体1顶部设有顶

板3，所述顶板3底部设有第二挡板33，第二挡板也为两块，所述箱体1两侧侧壁上分别设有

多个第一通孔，所述第二挡板33上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配合的第二通孔332，当所述顶板

3上积水时，所述第二挡板33往下运动使所述第一通孔与所述第二通孔332错位；当配电箱

在正常运作时，第一通孔与第二通孔相对齐，使配电箱内部与外部想接通，便于空气在配电

箱内流动，对配电箱内部起到散热效果，对电路起保护作用；当遭遇雨天时，雨水滴落在顶

板上，使顶板受到雨水的重力作用往下运动，顶板推动第二挡板往下运动，使第一通孔和第

二通孔位置相错开，第二挡板对第一通孔起密封作用，避免雨水从第一通孔处渗入到箱体

内部对电路设备造成损坏；通过雨水的重力作用控制第二挡板的升降运动，使第一通孔根

据需要开启关闭，在不影响箱体散热的同时保证的箱体的防水效果，同时解决箱体的散热

和防水问题；当遭遇暴雨天气时，底部溅起的雨水被第一连接板所阻挡，使少量的水溅到箱

体表面，避免水流过多的沾染在箱体表面从箱体缝隙中渗入到箱体内；在第一挡板和顶板

的相互配合下，减少雨水掉落在箱体侧壁上的量，使箱体侧壁上附着小部分的水柱，提升第

二挡板对第一通孔密封的可靠性，避免雨水进入到箱体内对电路造成损坏。

[0027] 所述顶板3上设有蓄水槽31，所述顶板3底部设有连接管34，所述连接管34底部设

有第二连接板32，所述第二挡板33设于所述第二连接板32底部，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第一

活动腔13和第二活动腔，所述第二连接板32设于所述第一活动腔13内，所述第二挡板33设

于所述第二活动腔内；雨水落在顶板时被收集在蓄水槽内，使顶板的重力增加，在雨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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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压动顶板往下运动，使顶板推动第二连接板往下运动，在第二连接板的作用下使两侧

的第二挡板同步往下运动，将箱体侧壁上的第一通孔封闭，避免雨水从第一通孔处进入到

箱体内；第一活动腔和第二活动腔为第二连接板和第二挡板的运动提供预留空间，便于通

过第二挡板对第一通孔的开合起控制作用，使箱体的散热和防水同时兼顾，提升箱体使用

的可靠性。

[0028] 所述第二连接板32内设有第一输水腔321，所述第二挡板33内设有与所述第一输

水腔321相通的第二输水腔331，所述第一输水腔321通过所述连接管34与所述蓄水槽31相

通，所述第二连接板32底部设有支撑弹簧322，所述支撑弹簧322底部设于所述第一活动腔

13底部；第一输水腔底面中部往上凸起，使进入到第一输水腔内的雨水沿着第一输水腔内

壁流动，避免雨水在第一输水腔内滞留，使雨水更好的从第一输水腔进入到第二输水腔内；

雨水被收集在蓄水槽内后，蓄水槽内的雨水通过连接管进入到第一输水腔内，第一输水腔

内的水流进入到第二输水腔内流出，水流在从输水腔内流出时将箱体内的部分热量带走，

对箱体内部起散热作用，避免由于第一通孔的密封而引起箱体内的工作温度过高；在将蓄

水腔内的水流排空的同时对箱体内部起到散热作用，对收集的水流合理利用；当蓄水槽内

的水流通过输水腔排出后，顶板的重量减轻至小于支撑弹簧弹力，在支撑弹簧的作用下推

动第二连接板往上运动，带动第二挡板往上运动，使第一通孔与第二通孔相对齐，使箱体与

外界处于导通状态，使箱体内的设备快速散热。

[0029] 所述第二输水腔331内设有与所述第二通孔332相配合的围板，所述第二挡板33底

部设有连接块35，所述第一连接板2上设有与所述连接块35相配合的通槽，所述连接块35内

设有与所述第二输水腔331相通的第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侧壁上设有第三排水口351；围

板对第二通孔起密封作用，使第二输水腔内的水流无法直接从第二通孔内排出，增加水流

在第二输水腔内的停留时间，使水流在第二储水箱内流动时将将箱体内的更多热量进行吸

收，从而使箱体在水流的作用下达到散热效果；第二输水腔内的水流在重力作用下运动至

第一空腔内，使水流从第三排水口处排出，使水流在蓄水池和第一空腔之间形成完整的通

路，以便将蓄水池内的水流排出，使第一通孔重新开启。

[0030] 所述连接块35底部设有堵块352，所述堵块352为弹性材料制成，具体为橡胶材质，

所述堵块352顶部为锥形结构；当第一通孔处于开启状态时，第二连接板处于第一活动腔顶

部，连接块处于通槽内，堵块与第一连接板底部相接触，在第一连接板对堵块的压力作用

下，使堵块发生形变将通槽与连接块的缝隙堵塞，在第二输水腔内存留部分水流，以配合第

一通孔对箱体内部起降温作用；当第一通孔处于关闭状态时，第二连接板推动第二挡板往

下运动，从而使第二挡板推动连接块从通槽内伸出，堵块不与第一连接板接触后在弹力作

用下复原，第一排水口处于通槽外侧，以便将第二输水腔内的水流排出；水流滴落在堵块顶

部时沿着堵块顶部的锥面往下滑落，避免水流积在堵块上，提升箱体的防水效果。

[0031] 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配合的导管15，所述第一通孔倾斜设置，

所述导管15外侧倾斜向上设置，所述导管15侧壁上设有第三通孔151，所述第二活动腔一侧

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通的第二通腔14；当第一通孔处于开启状态时，空气从导管内进入

到第一通孔内，使箱体内部与箱体外侧相连通，在空气的流动下将箱体内的热量带走；通过

第三通孔的设置，使气流更多的进入到导管内，从而增加进入到箱体内的气流量，进一步的

提升箱体内的散热效果；当第一通孔处于关闭状态时，部分雨水从导管内进入到第二通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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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雨水在第二通腔内流动与第二通腔内壁相接触，使雨水在流动时配合第二输水腔内的

雨水一同对箱体内起散热作用，将箱体内的大部分热量带走，对箱体内的设备起保护作用。

[0032] 所述第二通腔14底部设有斜槽141，所述第二通腔14侧壁上设有第一排水口，所述

第一排水口设于所述斜槽141底端；所述第一连接板2上设有多个第四通孔22，所述第一挡

板21顶部倾斜于所述箱体1设置；雨水在第二通腔内流动时在重力作用下运动至第二通腔

底部，第二通腔底部的雨水沿着斜槽表面往下流动，使第二通腔内的雨水从第一排水口处

排出，避免雨水在第二通腔内积留；从第一排水口处排出的雨水被排放至第一连接板上，第

一连接板上的雨水通过第四通孔从连接板上掉落，从而将第二通腔内的雨水从箱体上完全

排出；第一挡板倾斜设置后，使第一挡板顶部处于顶板下方，通过顶板将大部分的雨水遮

挡，减少掉落在第一连接板上的雨水的量，同时减少打落在箱体侧壁上的雨水量，避免雨水

渗入箱体内，对箱体起良好的防水效果。

[0033] 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排水口相配合的第三挡板16，所述第三挡板16

一端铰接于所述箱体1侧壁上，所述第三挡板16底部高于所述第一排水口底部；当第三挡板

不受力时，第三挡板侧壁与箱体侧壁相接触，在第三挡板的作用下对第一排水口起封闭作

用，将第一排水口的口径减小，底部溅起的水滴在第一连接板的作用下被挡去大部分，小部

分的水滴通过第四通孔运动至第一连接板顶部，在第三挡板的作用下将运动到第一连接板

上的水滴进行阻挡，抵消水滴的动力势能，使水滴无法进入到第二通腔内，从而防止雨水渗

入到箱体内；当水流从第二通腔内排出时，水流推动第三挡板，使第三挡板绕着链接点转

动，从而使第一排水口处于开启状态，以便第二通腔内的水流直接从第一通孔处排出，避免

第三挡板对第二通腔的排水工作造成阻碍。

[0034] 所述蓄水槽31两侧侧壁上设有第二排水口315，所述蓄水槽31内安装板311，所述

安装板311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二排水口315相配合的挡块313，挡块为两块，分别与两侧的第

二排水口相对应，所述安装板311底部设有滑槽，所述挡块313顶部设有与所述滑槽相配合

的滑块，所述安装板311上设有密封膜312，密封膜为橡胶制成，所述密封膜312下方设有弧

形弹片314，所述弧形弹片314两端分别与所述挡块313相连；当蓄水槽内未装水时，第二排

水口处于开启状态，挡块不与第二排水口侧壁接触；当蓄水槽内接满水后，雨水对密封膜产

生压力，使密封膜往下运动，密封膜推动弧形弹片产生形变，使弧形弹片推动挡块往蓄水槽

两侧运动，在挡块的作用下将第二排水口密封，使蓄水槽内的雨水只能从输水腔内排出，便

于在水流的作用下将箱体内的热量带走；当蓄水槽内的雨水在排放至一定程度后，蓄水槽

内雨水的重量小于支撑弹簧的弹力，同时雨水的重量也小于弧形弹片的弹力，使弧形弹簧

在弹力作用下自动复位，带动挡块往蓄水槽中部运动，从而使第二排水口处于开启状态，以

便将蓄水槽内剩余的雨水排出，避免雨水在蓄水槽内滞留。

[0035] 所述把手12上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复位式开关121设于所述第三活动腔内，所述

第三活动腔内设有与所述复位式开关121相配合的限位弹簧122，所述把手12上设有指示

灯，所述第三活动腔顶部设有第一触点，所述复位式开关121上设有第二触点；当箱盖开启

时，锁扣处于开启状态，复位式开关处于弹起状态，在限位弹簧的作用下使第一触点和第二

触点接触，将指示灯电量，用以提示操作人员锁扣处于开启状态，避免操作人员误判箱盖是

开启还是关闭的状态，保证配电箱使用的安全性；当锁扣关闭时，复合式开关处于第三活动

腔底部，使第一触块和第二触块处于断开状态，从而使指示灯熄灭，以告知操作人员箱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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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关闭。

[0036] 当配电箱正常使用时，第一通孔处于开启状态，空气从第一通孔处进入到箱体内，

将箱体内的热量带走，对箱体内起到散热作用；当遇到雨天时，雨水掉落在顶板上，将雨水

收集在蓄水槽内，使顶板的重量在雨水的作用下增加，挡块在雨水的重力作用下往第二排

水口处运动，将第二排水口封闭，蓄水槽内的雨水通过连接管进入到输水腔内，雨水在输水

腔内运动时将箱内的热量带走，对密封状态的箱体起密封作用，避免箱体温度过高对箱体

内的设备造成影响；第二输水腔内的水流通过连接块上的第三排水口处排出，使雨水在输

水腔内形成通路；部分通过导管进入到第二通腔内的雨水从第一排水口处排出，使雨水在

第二通腔内流动时与杜尔输水腔内的雨水相互配合，对箱体起降温作用；当雨停止后，随着

输水腔的不断排水，蓄水槽内的雨水逐渐减少，当蓄水槽内的雨水重量小于支撑弹簧弹力

后，第二挡板往上运动使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对其，第一通孔重新处于开启状态；挡块与蓄

水槽侧壁脱开接触，使第二排水口处于开启状态，使蓄水槽内的剩余雨水从第二排水口内

排出，便于对蓄水槽内的雨水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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