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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计量柜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属于供

电设备领域，包括计量柜本体，计量柜内通过隔

板分为前后A、B两个工作室，所述计量柜A、B工作

室分别设有一个门，所述A工作室门体上包括分

闸及合闸指示灯、电压表、电压切换开关、开关操

作柄、旋转把手门锁、铅封锁挂孔；分闸及合闸指

示灯、电压表、电压切换开关并排设置，开关操作

柄、旋转把手门锁、铅封锁挂孔；并排设置并设置

在分闸及合闸指示灯、电压表、电压切换开关的

下方。本发明一种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方便接线

安装且能够实现远程控制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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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其特征在于，包括计量柜本体，计量柜内通过隔板分为前后A、

B两个工作室，所述计量柜A、B工作室分别设有一个门，所述A工作室门体上包括分闸及合闸

指示灯、电压表、电压切换开关、开关操作柄、旋转把手门锁、铅封锁挂孔；分闸及合闸指示

灯、电压表、电压切换开关并排设置，开关操作柄、旋转把手门锁、铅封锁挂孔；并排设置并

设置在分闸及合闸指示灯、电压表、电压切换开关的下方；

所述A工作室包括检测模块；

所述B工作室门体包括抄表窗口、旋转把手、铅封锁挂孔；

所述B工作室包括：智能电能表、远程负荷控制终端、两个联合接线盒、与计量和控制有

关的二次回路导线；

智能电能表：可精确计量电能；

远程负荷控制终端：与智能电能表和主站系统进行通信，可远程抄表、监测负荷、控制

开关跳闸；

联合接线盒：能保证计量回路安装正确规范，能实现不停电更换电表和终端；

所述A工作室和B工作室内均设有降温风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其特征在于，计量柜内设有控制中心及

分别与其连接的电压表保险、显示模块、检测模块、报警模块，无线通信模块，所述显示模块

与外部柜门构成嵌位配合并裸露于外部，所述检测模块包括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低压

开关、继电器、报警器，所述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并联，所述继电器设置在电流互感器

的下方，低压开关设置在继电器下方，报警器设置在低压开关的右方；所述报警器包括温度

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所述报警模块由蜂鸣器与无线报警发射装置组成，所述蜂鸣器用于发

出声音报警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其特征在于，所述B工作室柜体侧面设

有进线口，另一侧设有出线口，所述B工作室柜体上设有柜门，所述B工作室柜体与柜门通过

弹簧销连接，柜门上设有抄表窗口。

远程负荷控制终端包括无线通信模块，所述远程负荷控制终端通过无线通信模块与远

程的上位机和用户的手机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计量柜本体(1)内设

有空气断路器，所述空气断路器分别连接计量柜的内部线路与检测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抄表窗口采用加膜钢

化玻璃，并在外部加设一扇与抄表窗口相适应的防护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计量柜本体(1)内还

设有存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控制中心所接受的数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继电器电性连接报警

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计量柜本体内还设有

外部网络接口，用于传输数据信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采用全聚脂户外

粉漆，内涂抗氧化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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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计量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属于供电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计量柜是用于放置电能计量装置的柜体，对计费电力用户用电计量和管理的专用

柜，目前，计量柜使用的比较广泛，目前，在变压器低压侧计量的用户，主要采用一种老式计

量箱。这种计量箱主要弊端如下：目前使用的计量柜往往只具有针对电路的单一报警功能，

而且报警的方式往往为发出声音报警信号，不能够远程控制，无法实时通知用户，容易造成

事故，且空间狭小不方便接线安装。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以上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设计合理，结构简

单，方便接线安装且能够实现远程控制且报警的远程控制计量柜。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提供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

包括计量柜本体，计量柜内通过隔板分为前后A、B两个工作室，所述计量柜A、B工作室分别

设有一个门，所述A工作室门体上包括分闸及合闸指示灯、电压表、电压切换开关、开关操作

柄、旋转把手门锁、铅封锁挂孔；分闸及合闸指示灯、电压表、电压切换开关并排设置，开关

操作柄、旋转把手门锁、铅封锁挂孔；并排设置并设置在分闸及合闸指示灯、电压表、电压切

换开关的下方；

[0005] 所述A工作室包括检测模块；

[0006] 所述B工作室门体包括抄表窗口、旋转把手、铅封锁挂孔；

[0007] 所述B工作室包括：智能电能表、远程负荷控制终端、两个联合接线盒、与计量和控

制有关的二次回路导线；

[0008] 智能电能表：可精确计量电能；

[0009] 远程负荷控制终端：与智能电能表和主站系统进行通信，可远程抄表、监测负荷、

控制开关跳闸；

[0010] 联合接线盒：能保证计量回路安装正确规范，能实现不停电更换电表和终端；

[0011] 所述A工作室和B工作室内均设有降温风扇。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计量柜内设有控制中心及分别与其连接的电压表保险、显

示模块、检测模块、报警模块，无线通信模块，所述显示模块与外部柜门构成嵌位配合并裸

露于外部，所述检测模块包括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低压开关、继电器、报警器，所述电

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并联，所述继电器设置在电流互感器的下方，低压开关设置在继电

器下方，报警器设置在低压开关的右方；所述报警器包括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所述报

警模块由蜂鸣器与无线报警发射装置组成，所述蜂鸣器用于发出声音报警信号。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B工作室柜体侧面设有进线口，另一侧设有出线口，所

述B工作室柜体上设有柜门，所述B工作室柜体与柜门通过弹簧销连接，柜门上设有抄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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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0014] 远程负荷控制终端包括无线通信模块，所述远程负荷控制终端通过无线通信模块

与远程的上位机和用户的手机相连。

[0015]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计量柜本体内设有空气断路器，所述空气断路器分别

连接计量柜的内部线路与检测模块。

[0016]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抄表窗口采用加膜钢化玻璃，并在外部加设一扇与抄

表窗口相适应的防护门。

[0017]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计量柜本体内还设有存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

储控制中心所接受的数据。

[0018]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继电器电性连接报警装置。

[0019]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计量柜本体内还设有外部网络接口，用于传输数据信

息。

[0020]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柜体采用全聚脂户外粉漆，内涂抗氧化涂层。

[0021] 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安装位置离10kV高压设备远，能保证设备和人员安全。

[0023] 2、内部空间充足，可保证电能表、负荷控制终端、低压电流互感器安装规范整齐。

[0024] 3、有联合接线盒，能在不停电的情况下更换电能表和负荷控制终端，便于维护。

[0025] 4、通过联合接线盒能保证计量回路按正相序接入电能表。

[0026] 5、不需要对变压器的构件进行改变和破坏，安装施工方便。

[0027] 6、不会产生过热的情况，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0028] 7、能满足对客户负荷的远程控制、远程停送电等功能。

[0029] 8、体积小，占用空间小。

[0030] 9、轻便，便于移动，便于安装。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为计量柜A工作室门体图；

[0032] 图2为计量柜A工作室内部结构图；

[0033] 图3为计量柜B工作室门体面；

[0034] 图4为计量柜B工作室内部结构图；

[0035] 其中：1、起吊挂钩I；2、起吊挂钩II；3分闸及合闸指示灯；4电压表；5电压切换开

关；6开关操作柄；7铅封锁挂孔；8旋转把手门锁。9电压表保险；10空气断路器；11进线孔；12

出线孔；13上横担；14下横担；15电流互感器。16抄表窗口；17铅封锁挂孔I；18旋转把手。19、

22接线盒：20上挡板；21远程负荷控制终端；23下挡板；24电能表。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1：

[0037] 参照说明书附图，本发明所述的本发明提供一种远程控制计量柜，包括计量柜本

体，计量柜本体上方设置有起吊挂钩1，计量柜内通过隔板分为前后A、B两个工作室，所述计

量柜A、B工作室分别设有一个门，所述A工作室门体上包括分闸及合闸指示灯3、电压表4、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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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切换开关5、开关操作柄6、旋转把手门锁8、铅封锁挂孔7；分闸及合闸指示灯3、电压表4、

电压切换开关5并排设置，开关操作柄6、旋转把手门锁8、铅封锁挂孔7并排设置并设置在分

闸及合闸指示灯3、电压表4、电压切换开关5的下方；

[0038] 所述A工作室包括检测模块；

[0039] 所述B工作室门体包括抄表窗口16、旋转把手18、铅封锁挂孔I17；

[0040] 所述B工作室包括：智能电能表24、远程负荷控制终端21、两个联合接线盒、与计量

和控制有关的二次回路导线；

[0041] 智能电能表24：可精确计量电能；

[0042] 远程负荷控制终端21：与智能电能表24和主站系统进行通信，可远程抄表、监测负

荷、控制开关跳闸；

[0043] 联合接线盒：能保证计量回路安装正确规范，能实现不停电更换电表和终端；

[0044] 所述A工作室和B工作室内均设有降温风扇。

[0045]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计量柜内设有控制中心及分别与其连接的电压表保险9、显

示模块、检测模块、报警模块，无线通信模块，所述显示模块与外部柜门构成嵌位配合并裸

露于外部，所述检测模块包括电流互感器15、电压互感器、低压开关、继电器、报警器，所述

电流互感器15和电压互感器并联，所述继电器设置在电流互感器的下方，低压开关设置在

继电器下方，报警器设置在低压开关的右方；所述报警器包括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所

述报警模块抄表窗口16由蜂鸣器与无线报警发射装置组成，所述蜂鸣器用于发出声音报警

信号，A工作室内设置有上横担13、下横担14，检测模块设置在上横担13、下横担14上。

[0046]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B工作室柜体侧面设有进线口，另一侧设有出线口，所

述B工作室柜体上设有柜门，所述B工作室柜体与柜门通过弹簧销连接，柜门上设有抄表窗

口16。

[0047] B工作室内设有上挡板20、下挡板23；B工作室内的设备设置在上挡板20、下挡板23

上，远程负荷控制终端21包括无线通信模块，所述远程负荷控制终端21通过无线通信模块

与远程的上位机和用户的手机相连。

[0048]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计量柜本体内设有三相630A空气断路器10，所述三相

630A空气断路器10分别连接计量柜的内部线路与检测模块。

[0049]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抄表窗口16采用加膜钢化玻璃，并在外部加设一扇与

抄表窗口16相适应的防护门。

[0050]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计量柜本体内还设有存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

储控制中心所接受的数据。

[0051]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继电器电性连接报警装置。

[0052]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计量柜本体内还设有外部网络接口，用于传输数据信

息。

[0053]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柜体采用全聚脂户外粉漆，内涂抗氧化涂层。

[0054] 在使用时，一次导线从进线孔11进入柜体，通过AB工作室中间的空间，压接到空气

断路器10的上侧。出线从出线孔12进入柜体，穿过电流互感器15，压接到空气断路器10的下

侧。圆孔通过绝缘套进行封堵，避免小动物进入。

[0055] 关上A工作室门后，空气断路器10操作柄伸出A门上的开关操作孔，方便手动停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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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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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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