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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岸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开关

柜的联动门锁，包括柜体、柜门、机架、

控制面板、线圈，机架设置在柜体内部，

由绝缘材料制成的控制面板设置在柜门一

侧的机架上，控制面板下方的机架上设置

有线圈，所述控制面板由调节旋钮、门

锁、继电器组成，调节旋钮上设置有控制

杆，控制杆连接继电器，调节旋钮上还设

置有凸起，凸起与门锁的卡槽卡合连接。

通过控制面板内部的调节旋钮，使得门锁

与继电器同步工作，保障了工作人员的人

身安全，由于线圈容易坏掉，因此将线圈

安装在柜门一侧的机架下方，方便更换线

圈，该装置人性化高，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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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用于开关柜的联动门锁，包括柜体、柜门、机架、控制面板、线圈，

其特征在于：机架设置在柜体内部，由绝缘材料制成的控制面板设置在柜门一

侧的机架上，控制面板下方的机架上设置有线圈，所述控制面板由调节旋钮、

门锁、继电器组成，调节旋钮上设置有控制杆，控制杆连接继电器，调节旋钮

上还设置有凸起，凸起与门锁的卡槽卡合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用于开关柜的联动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杆与继电器连接端为导电端，控制杆的另一端为绝缘端。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用于开关柜的联动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面板侧壁上还设置有 ON 与 OFF 的指示标志。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用于开关柜的联动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柜

门上设置有与门锁的锁舌配合的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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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用于开关柜的联动门锁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开关柜结构领域，具体来讲是一种用于开关柜的联动

门锁。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空气绝缘的高压真空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相对体积较大，

隔离开关与接地开关的分合闸操作相互独立实现。它们的操作是通过外加的机

构闭锁装置来保证“五防”要求的，（“五防”的含义即：隔离开关只能在真空灭

弧室分闸后，才可进行分合闸操作，接地开关只有在隔离开关分闸后才可进行

分合闸操作。）但是现在的很多开关柜的闸刀与门锁都是分开的，在打开柜门

时，很有可能就忘记了分闸，容易出现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开关柜的联动门锁，

该结构使在开门时，开关柜内部自动分闸，保护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一种用于开关柜的联动门锁，包括柜体、柜门、机架、控制面板、线

圈，其特征在于：机架设置在柜体内部，由绝缘材料制成的控制面板设置在柜

门一侧的机架上，控制面板下方的机架上设置有线圈，所述控制面板由调节旋

钮、门锁、继电器组成，调节旋钮上设置有控制杆，控制杆连接继电器，调节

旋钮上还设置有凸起，凸起与门锁的卡槽卡合连接。 

[0006]    所述控制杆与继电器连接端为导电端，控制杆的另一端为绝缘端。 

[0007]    所述控制面板侧壁上还设置有 ON 与 OFF 的指示标志。 

[0008]    所述柜门上设置有与门锁的锁舌配合的锁孔。 

[0009]    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通过控制面板内部的调节旋钮，使得门

锁与继电器同步工作，保障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由于线圈容易坏掉，因此

将线圈安装在柜门一侧的机架下方，方便更换线圈，该装置人性化高，操作方

便。 

[0010]    以下结合附图所示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内容

再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1]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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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 2 是本实用新型控制面板结构示意图； 

[0013]    图 3 是本实用新型实施示意图。 

[0014]    图中标记：柜体（1）、柜门（1-1）、锁孔（1-11）、机架（2）、控

制面板（3）、调节旋钮（3-1）、控制杆（3-2）、凸起（3-3）、门锁（3-

4）、锁舌（3-41）、卡槽（3-42）、继电器（3-5）、线圈（4）。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了便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理解和实施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

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6]    如图 1~3 所示，一种用于开关柜的联动门锁，包括柜体 1、柜门 1-1、

机架 2、控制面板 3、线圈 4，机架 2 设置在柜体 1 内部，由绝缘材料制成的控

制面板 3 设置在柜门 1-1 一侧的机架 2 上，控制面板 3 下方的机架 2 上设置有线

圈 4，所述控制面板 3 由调节旋钮 3-1、门锁 3-4、继电器 3-5 组成，调节旋钮

3-1 上设置有控制杆 3-2，控制杆 3-2 连接继电器 3-5，调节旋钮 3-1 上还设置有

凸起 3-3，凸起 3-3 与门锁 3-4 的卡槽 3-42 卡合连接。 

[0017]    控制杆 3-2 与继电器 3-5 连接端为导电端，控制杆 3-2 的另一端为绝缘

端。 

[0018]    控制面板 3 侧壁上还设置有 ON 与 OFF 的指示标志。 

[0019]    柜门 1-1 上设置有与门锁 3-4 的锁舌 3-41 配合的锁孔 1-11。 

[0020]    实施例，将控制面板 3 安装在机架 2 上，在机架 2 下方安装线圈 4，之

后将柜体 1 内其他电器单元接上线， 后关上柜门 1-1，将调节旋钮 3-1 顺时针

转动 90°，使调节旋钮 3-1 的箭头从“OFF”旋转到“ON”，继电器 3-5 与控制杆 3-

2 接触，各电器单元开始工作，同时门锁 3-4 的卡槽 3-42 在凸起 3-3 带动下，锁

舌 3-41 插入柜门 1-1 上的锁孔 1-11 内；如果需要打开柜门 1-1，则将调节旋钮

3-1 逆时针转动 90°，是调节旋钮 3-1 的箭头从“ON”旋转到“OFF”，继电器 3-5

与控制杆 3-2 脱离，各电器电源停止工作，门锁 3-4 在凸起 3-3 的带动下使卡槽

3-42 将锁舌 3-41 收入控制面板内。 

[0021]    以上所述具体实施方式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并非以此限定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范围。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其各部分名称

等可以不同，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构思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或

简单变化，均包括于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内。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补充或采用类似的

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

围，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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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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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