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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检测报警装置，尤其是公

开了一种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

检测报警装置，属于电动机设计制造维修技术领

域。提供一种在漏水量尚未达到启示报警条件时

仍然发现冷却器漏水的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

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所述的检测报警装

置包括导流槽和连接在所述导流槽输出末端的

集水槽，所述的导流槽和所述的集水槽均布置在

所述大型同步电机的机壳内，所述的检测报警装

置还包括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汽液输入端与集

水槽底部连通的所述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布置

在所述大型同步电机的机壳外侧，所述空-水冷

却器泄漏的微量冷却水通过所述的集水槽输入

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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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包括导流槽(1)和连接在

所述导流槽(1)输出末端的集水槽(2)，所述的导流槽(1)和所述的集水槽(2)均布置在所述

大型同步电机的机壳(3)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检测报警装置还包括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

(4)，汽液输入端(5)与集水槽底部连通的所述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布置在所述大型同

步电机的机壳(3)外侧，所述空-水冷却器(13)泄漏的微量冷却水通过所述的集水槽(2)输

入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包括引出管(6)和透明观察管(7)，所述引出管(6)伸

入所述机壳(3)内的一端与所述集水槽(2)的底部连通，所述的透明观察管(7)沿竖直方向

向上的布置在所述引出管(6)位于机壳(3)外的一端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透明观察管(7)为透明塑料管、透明有机玻璃管或透明玻璃管，沿高度方向，在

所述的透明观察管(7)上设置有刻度线和警示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还包括排水管(8)和截止阀(9)，沿竖直方向向下布置

的所述排水管(8)从所述引出管(6)位于机壳(3)外的一端与该引出管(6)连通，在所述的排

水管(8)和所述的引出管(6)上均安装有所述的截止阀(9)。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检测报警装置还包括汽液感应复合报警组件(10)，所述汽液感应

复合报警组件(10)的汽液感应端布置在所述的集水槽(2)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汽液感应复合报警组件(10)包括PLC可编程模块、报警器、湿度感应器(11)和

电极感应器(12)，所述的湿度感应器(11)安装在所述集水槽(2)的内侧壁上，所述的电极感

应器(12)悬挂在所述集水槽(2)内腔的中下部，所述报警器、湿度感应器(11)和电极感应器

(12)的数据线均与所述的PLC可编程模块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报警器包括报警灯和报警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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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检测报警装置，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

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属于电动机设计制造维修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某钢钒有公司三号高炉鼓风机驱动电机，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生产的输出功

率达到32000KW的大功率同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的冷却装置采用的是凯络文空-水换热

器，该空-水换热器通入温度为30℃-35℃、压力为6bar的冷却水。同步电动机运行产生的热

量，通过转子的旋转，迫使其产生循环热风流，热风流进入空-水换热器，其热能通过换热器

上的吸热薄片传递给冷却水，从而将同步电动机产生的热量带走，达到冷却电动机的目的。

[0003] 为了达到最佳冷却效果，空-水冷却器位于机壳内同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正上方。

空-水冷却器一旦漏水，冷却水将直接喷洒在同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上。为防止出现这样的

严重后果，冷却器的下方布置有漏水导流槽，当冷却器任一点发生漏水时，导流槽接住漏水

并汇集于电动机一侧内壁的集水槽，集水槽的水位达到一定高度，短接漏水检测电极，漏水

检测装置动作于报警。

[0004] 从运行经验看，该漏水检测装置存在以下问题：

[0005] 1、电动机冷却器的漏水量小于或等于蒸发量时，因电机运行温度最高时可达100

℃，集水槽的水位始终达不到漏水检测电极高度，岗位人员无法及时发现；

[0006] 2、蒸发的水蒸汽导致电机绕组受潮，绝缘降低，烧毁同步电动机；

[0007] 3、电动机冷却器大量漏水，集水槽内的冷却水无法外泄，冷却水将溢出集水槽进

入主电机内部，可能烧毁同步电动机定子绕组。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在漏水量尚未达到启示报警条件时仍然

发现冷却器漏水的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

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包括导流槽和连接在所述导流槽输出末端的集水槽，所述的导流槽

和所述的集水槽均布置在所述大型同步电机的机壳内，所述的检测报警装置还包括漏水可

视化观测系统，汽液输入端与集水槽底部连通的所述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布置在所述大型

同步电机的机壳外侧，所述空-水冷却器泄漏的微量冷却水通过所述的集水槽输入所述的

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中。

[0010]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包括引出管和透明观察管，所述引出管

伸入所述机壳内的一端与所述集水槽的底部连通，所述的透明观察管沿竖直方向向上的布

置在所述引出管位于机壳外的一端上。

[0011]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所述的透明观察管为透明塑料管、透明有机玻璃管或透

明玻璃管，沿高度方向，在所述的透明观察管上设置有刻度线和警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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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还包括排水管和截止阀，沿竖直方向向

下布置的所述排水管从所述引出管位于机壳外的一端与该引出管连通，在所述的排水管和

所述的引出管上均安装有所述的截止阀。

[0013]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所述的检测报警装置还包括汽液感应复合报警组件，所

述汽液感应复合报警组件的汽液感应端布置在所述的集水槽内。

[0014]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汽液感应复合报警组件包括PLC可编程模块、报警器、湿度感

应器和电极感应器，所述的湿度感应器安装在所述集水槽的内侧壁上，所述的电极感应器

悬挂在所述集水槽内腔的中下部，所述报警器、湿度感应器和电极感应器的数据线均与所

述的PLC可编程模块连接。

[0015]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所述的报警器包括报警灯和报警扬声器。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申请通过在现有漏水报警系统的基础上增加设置一套漏

水可视化观测系统，并将汽液输入端与集水槽底部连通的所述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布置在

所述大型同步电机的机壳外侧。由于该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的汽液输入端与集水槽底部连

通，所以当有漏水进入集水槽时便可以连通的进入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中，这样所

述空-水冷却器泄漏的微量冷却水也可以通过所述的集水槽输入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

统，实现在漏水量尚未达到启示现有报警条件时仍然可以通过观察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内

是否有水存在来判断冷却器是否漏水。即使是少量漏水被高温汽化，由于所述的漏水可视

化观测系统与同步电机的内部是连通的，也会有部分水蒸汽进入机壳外的漏水可视化观测

系统中在室温下凝结，同样可以观察到。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标记为：导流槽1、集水槽2、机壳3、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汽液输入端5、引出

管6、透明观察管7、排水管8、截止阀9、汽液感应复合报警组件10、湿度感应器11、电极感应

器12、空-水冷却器13。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所示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在漏水量尚未达到启示报警条件时仍然发现冷却

器漏水的用于大型同步电机空-水冷却器漏水的检测报警装置。所述的检测报警装置包括

导流槽1和连接在所述导流槽1输出末端的集水槽2，所述的导流槽1和所述的集水槽2均布

置在所述大型同步电机的机壳3内，所述的检测报警装置还包括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汽

液输入端5与集水槽底部连通的所述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布置在所述大型同步电机的机

壳3外侧，所述空-水冷却器(13)泄漏的微量冷却水通过所述的集水槽2输入所述的漏水可

视化观测系统4中。本申请通过在现有漏水报警系统的基础上增加设置一套漏水可视化观

测系统，并将汽液输入端与集水槽底部连通的所述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布置在所述大型同

步电机的机壳外侧。由于该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的汽液输入端与集水槽底部连通，所以当

有漏水进入集水槽时便可以连通的进入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中，这样所述空-水冷

却器(13)泄漏的微量冷却水也可以通过所述的集水槽输入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实

现在漏水量尚未达到启示现有报警条件时仍然可以通过观察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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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存在来判断冷却器是否漏水。即使是少量漏水被高温汽化，由于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

测系统与同步电机的内部是连通的，也会有部分水蒸汽进入机壳外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

中在室温下凝结，同样可以观察到。

[0020] 上述实施方式中，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可以有多种结构，如最简单的结构

即是设置一根与所述集水槽2的底部连通的导流管即可，这样，当有漏水集中到集水槽2中

时便可以通过所述的导流管流出，操作人员看到导流管有水滴时便可以判断有冷却器漏

水。但是这种结构的坏处在于会有粉尘通过导流管的端部进入电动机内，如果再与漏水结

合虽然解决了冷却器漏水的问题，但容易出现粉尘附着造成其它问题。为此，本申请所述的

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设置为包括引出管6和透明观察管7的结构，所述引出管6伸入所述机

壳3内的一端与所述集水槽2的底部连通，所述的透明观察管7沿竖直方向布置在所述引出

管6位于机壳3外的一端上。此时，所述的透明观察管7优选为透明塑料管、透明有机玻璃管

或透明玻璃管，并且沿高度方向，在所述的透明观察管7上设置有刻度线和警示线。这样，还

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报警系统未启动时人工观察就可以发现漏水情况，并及时进行维修。

[0021] 同时，为了便于集水槽内的漏水排出来，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粉尘通过该漏

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的管道进入机壳内，本申请所述的漏水可视化观测系统4还包括排水管

8和截止阀9，沿竖直方向向下布置的所述排水管8从所述引出管6位于机壳3外的一端与该

引出管6连通，在所述的排水管8和所述的引出管6上均安装有所述的截止阀9。

[0022] 进一步的，为了完善现有的报警器仅包括报警灯和/或报警扬声器的缺陷，保证既

使是漏水量较小补蒸发成水蒸汽后仍能实现报警，本申请所述的检测报警装置还包括汽液

感应复合报警组件10，所述汽液感应复合报警组件10的汽液感应端布置在所述的集水槽2

内。具体来说，本申请所述的汽液感应复合报警组件10包括PLC可编程模块、报警器、湿度感

应器11和电极感应器12，所述的湿度感应器11安装在所述集水槽2的内侧壁上，所述的电极

感应器12悬挂在所述集水槽2内腔的中下部，所述报警器、湿度感应器11和电极感应器12的

数据线均与所述的PLC可编程模块连接。此时所述的电极感应器即是指正负极通过水连通

报警灯和/或报警扬声器的设置；所述的湿度感应器即是指通过感应集水槽内的空气湿度

在PLC模块的配合下发出报警讯息。本申请的PLC可编程模块和报警器在图中均未示出。

[0023] 综上所述，采用本申请提供的检测报警装置还具有以下好处：本装置可供岗位人

员在冷却器漏水的初期便能及时发现，即为机组的倒换赢得宝贵时间，也避免水蒸气导致

电机绕组受潮。如果漏水检测动作报警，大量冷却水涌入玻璃管，且玻璃管内的水位较高，

表明电动机的冷却水发生大量泄漏，此时，岗位人员及时打开泄流阀，将集水槽内的冷却水

排至电动机外部，避免冷却水溢出集水槽而进入电动机内。

[0024] 该装置自投用以来，9#风机主电机发生过两次漏水，岗位人员均在冷却器漏水的

初期发现，并及时按该事故预案进行处置，既保证了新三高炉生产顺行，也为企业挽回巨大

损失。

[0025] 实施例一

[0026] 本装置是在同步电动机的集水槽底部焊接一根DN15钢管，钢管向下延伸100mm，同

步电动机外壳钻孔，将钢管引至同步电动机外部，然后接球阀1，球阀1的出口上端接玻璃

管，玻璃管垂直向上，玻璃管的中心水平高度低于同步电动机的集水槽，球阀1的出口下端

接球阀2，球阀2的出口端接排水管，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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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装置的几种运行状态：

[0028] 1、球阀1、球阀2关闭，隔离该本申请检测报警装置改进后的结构。

[0029] 2、球阀1打开，球阀2关闭

[0030] 同步电动机空-水冷却器13任一点发生冷却水泄漏，冷却水通过导流槽收集后流

入集水槽，由于玻璃管低于同步电动机的集水槽，冷却水很快通过泄流管经球阀1进入玻璃

管，实现8#、9#风机同步电动机空-水冷却器13漏水可视。

[0031] 3、球阀1、球阀2打开

[0032] 同步电动机空-水冷却器13发生大量漏水，集水槽内的冷却水通过泄流管-球阀1-

球阀2-排水管引至电动机外部，避免冷却水溢出集水槽而进入电动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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