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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

地线检测装置，它包括线夹、绝缘线、智能检测装

置、光缆、自动化后台，所述的线夹夹在导线上，

线夹的尾端通过绝缘线与智能检测装置相连，智

能检测装置通过光缆与自动化后台相连，所述的

自动化后台具有微处理器、远程控制单元和LCD

显示屏。将本发明固定在配网线路上，兼备检测

线路是否带电和检测是否有遗留接地线双重功

能，可实现远程实时控制功能，有LCD显示屏、蜂

鸣器和报警功能。摇表检测装置具有蜂鸣器、指

示灯和语音三重预警保护，及时提醒使用者操

作、维护或试验的设备上是否带电或仍遗留地

线，是一种具有报警功能的安全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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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线夹、绝缘线、智能检测装

置、光缆、自动化后台，所述的线夹夹在导线上，线夹的尾端通过绝缘线与智能检测装置相

连，智能检测装置通过光缆与自动化后台相连，所述的自动化后台具有微处理器、远程控制

单元和LCD显示屏；所述的智能检测装置包括验电模块、保护模块和检测接地线模块，验电

模块和检测接地线模块经过保护模块连接，验电模块和检测接地线模块分别与远程控制单

元电连接；其中保护模块包括继电器线圈，当继电器线圈通电时，保护模块是开启状态，导

通验电模块；继电器线圈没有通电时，保护模块是闭合状态，导通检测接地线模块；所述的

验电模块包括有探测头、报警器、信号发生器、信号接收器和指示灯；所述的探测头为金属

探针，位于验电模块的前端，与报警器连接将探测头检测的电荷转化为声光信号，所述信号

发生器包括发射机，所述发射机通过控制电路与探测头连接，所述控制电路将电荷转化为

带电信号，通过发射机将带电信号发射至信号接收器，所述信号接收器包括接收机和电源，

接收机通过控制电路对所述带电信号进行接收与识别，用于接收与识别所述带电信号，并

驱使所述指示灯发出警示光；所述的检测接地线模块包括绝缘电阻测试仪、金属触头、机内

电池和报警器；所述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利用脉宽调制电路来产生直流高压，用线性电流表

作为显示和测量，如果被检测线路上有接地线，则检测装置显示高阻数值，并发出警告提示

音，如果被检测线路上没有地线，则检测装置显示阻值无穷大；所述金属触头与绝缘电阻测

试仪L端连接，绝缘电阻测试仪E端与接地环连接，绝缘电阻测试仪G端与屏蔽环连接；所述

机内电池作为电源经DC/DC变换产生的直流高压由E极出经过被测试品到达L极，从而产生

一个从E到L极的电流，通过控制电路对所述带电信号进行接收与识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报

警器包括用于发声警示的蜂鸣器和用于发光警示的报警灯，所述蜂鸣器和报警灯分别与控

制电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

动化后台包括信号处理装置和信号控制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信

号处理装置包括有信号输入单元、信号输出单元、信号处理单元和通信线缆。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信

号输出单元接收远程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分别控制智能检测装置的开启与闭合，所述信

号输入单元是处理从智能检测装置传输来的信息；检测信息通过信号处理单元转换成控制

信号发送给控制部分；最后通过通信线缆将信号输出至自动化后台。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信

号控制装置包括信号输入单元、信号控制单元、控制信号输出单元和控制线缆；操作的信号

通过控制线缆传输至控制单元，对装置进行远方遥控操作；成功操作后传输至控制信号输

出单元，完成控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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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配网的运行操作、事故处理及检修作业中使用的电力检修设备，

具体涉及一种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配网检修工作开始前，工作人员需要先验证停电线路是否带电，通常采用高

压验电器进行验电。现有的验电器包括验电部、绝缘部和握柄部，验电部和握柄部分别连接

于绝缘部的两端，验电部内安装有报警器，报警器将探测头检测的电荷转化为声光信号，通

过报警器的提示作用来判断设备是否带电。但是，由于变电站运行时杂音干扰作用，导致警

报器发出警报声的分贝非常微弱，人耳很难清楚地分辨出报警器是否报警，不能准确判断

待测设备是否带电。现有的验电器进行高空作业检测时，检测效果不明显，使用的场合有

限，也是电网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电力配网线路检修工作结束后，电网调度人员和运行操

作人员需不断核查，确认所有地线都已取下，才可以合闸送电。如果配网停电线路范围大，

所挂地线较多，人为检查难免会有遗漏。据资料显示电网企业带接地线合闸送电的事故案

例屡见不鲜，此种事故对运行的电力设备带来很大的冲击和破坏，严重影响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始终是电力行业无法避免的问题。

[0003] 如果，用一种仪器具备远方遥控和就地操作功能，直观地判断待测配网线路带电

情况，且检测效果明显；还可以协助运行操作人员检测待送电配网线路地线有无遗漏情况，

即可降低或避免此类事故发生概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它具备检查停电

线路是否带电、有无遗留接地线两个功能，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单元实时控制，检测结果在自

动化后台显示。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包括线夹、绝缘线、智能检测装置、光缆、自

动化后台，所述的线夹夹在导线上，线夹的尾端通过绝缘线与智能检测装置相连，智能检测

装置通过光缆与自动化后台相连，所述的自动化后台具有微处理器、远程控制单元和LCD显

示屏；所述的智能检测装置包括验电模块、保护模块和检测接地线模块，验电模块和检测接

地线模块经过保护模块连接，验电模块和检测接地线模块分别与远程控制单元电连接；其

中保护模块包括继电器线圈，当继电器线圈通电时，保护模块是开启状态，导通验电模块；

继电器线圈没有通电时，保护模块是闭合状态，导通检测接地线模块。

[0007] 所述的验电模块包括有探测头、报警器、信号发生器、信号接收器和指示灯；  所述

的探测头为金属探针，位于验电模块的前端，与报警器连接将探测头检测的电荷转化为声

光信号，所述信号发生器包括发射机，所述发射机通过控制电路与探测头连接，所述控制电

路将电荷转化为带电信号，通过发射机将带电信号发射至信号接收器，所述信号接收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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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接收机和电源，接收机通过控制电路对所述带电信号进行接收与识别，用于接收与识别

所述带电信号，并驱使所述指示灯发出警示光。

[0008] 所述的检测接地线模块包括绝缘电阻测试仪、金属触头、机内电池和报警器；所述

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利用脉宽调制电路来产生直流高压，用线性电流表作为显示和测量，如

果被检测线路上有接地线，则检测装置显示高阻数值，并发出警告提示音，如果被检测线路

上没有地线，则检测装置显示阻值无穷大；所述金属触头与绝缘电阻测试仪L端连接，E端与

接地环连接，G端与屏蔽环连接；所述机内电池作为电源经DC/DC变换产生的直流高压由E极

出经过被测试品到达L极，从而产生一个从E到L极的电流，通过控制电路对所述带电信号进

行接收与识别。

[0009] 所述的报警器包括用于发声警示的蜂鸣器和用于发光警示的报警灯，所述蜂鸣器

和报警灯分别与控制电路连接。

[0010] 所述的自动化后台包括信号处理装置和信号控制装置。

[0011] 所述的信号处理装置包括有信号输入单元、信号输出单元、信号处理单元和通信

线缆。

[0012] 所述的信号输出单元接收远程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分别控制智能检测装置的开

启与闭合，所述信号输入单元是处理从智能检测装置传输来的信息；检测信息通过信号处

理单元转换成控制信号发送给控制部分；最后通过通信线缆将信号输出至自动化后台。

[0013] 所述的信号控制装置包括信号输入单元、信号控制单元、控制信号输出单元和控

制线缆；操作人员在装置现场或者自动化后台对配网线路进行验电和检验接地，操作的信

号通过控制线缆传输至控制单元，对装置进行远方遥控操作；成功操作后传输至控制信号

输出单元，完成控制过程。

[0014] 本发明所具有的优点与有益效果是：

[0015] 本发明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由于具有线夹、绝缘线、智能检测装

置、光缆、自动化后台，所述的线夹夹在导线上，线夹的尾端通过绝缘线与智能检测装置相

连，智能检测装置通过光缆与自动化后台相连，所述的自动化后台具有微处理器、远程控制

单元和LCD显示屏这样的结构，将本发明固定在配网线路上，兼备检测线路是否带电和检测

是否有遗留接地线双重功能，可实现远程实时控制功能，有LCD显示屏、蜂鸣器和报警功能。

摇表检测装置具有蜂鸣器、指示灯和语音三重预警保护，及时提醒使用者操作、维护或试验

的设备上是否带电或仍遗留地线，是一种具有报警功能的安全防护装置。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0017] 图1为本发明远方遥控配网线路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的整体结构剖视图；

[0018] 图2为智能检测装置原理结构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远方遥控配网线路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原理结构框图。

[0020] 图中：导线1；线夹2；绝缘线3；智能检测装置4；光缆5；自动化后台6。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以下实施例只是描述性的，不是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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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不能以此限定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2] 如图1所示，本发明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包括导线1、线夹2、绝缘

线3、智能检测装置4、光缆5、自动化后台6，所述的线夹2起固定作用，用于连接配网线路导

线1及绝缘线3，线夹2夹在导线1上，线夹的尾端与绝缘线3相连，绝缘线3与智能检测装置4

相连，智能检测装置4通过光缆5与自动化后台6相连。绝缘线3将被检测线路的电流信息传

递给智能检测装置4，检测装置4通过光缆5接受自动化后台传递的遥控信息，检测线路是否

带电或有无遗留接地线，检测结果通过光缆5显示在自动化后台上6。

[0023] 如图2所示，所述的智能检测装置4包括验电模块和检测接地线模块，所述验电模

块包括有探测头、报警器、信号发生器、信号接收器和指示灯；所述检测接地线模块包括绝

缘电阻测试仪、金属触头、机内电池、报警器。

[0024] 所述的智能检测装置4包括验电模块和检测接地线模块，验电模块和检测接地线

模块经过保护模块连接，验电模块和检测接地线模块分别与远程控制单元连接；继电器线

圈通电时，保护模块是开启状态；继电器线圈没有通电时，保护模块是闭合状态，导通检测

接地线部分。

[0025] 所述的探测头为金属探针，位于验电模块的前端，与报警器连接将探测头检测的

电荷转化为声光信号，所述信号发生器包括发射机，所述发射机通过控制电路与探测头连

接，所述控制电路将电荷转化为带电信号，通过发射机将带电信号发射至信号接收器，所述

信号接收器包括接收机和电源，接收机通过控制电路对所述带电信号进行接收与识别，用

于接收与识别所述带电信号，并驱使所述指示灯发出警示光。

[0026] 所述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利用脉宽调制电路来产生直流高压，用线性电流表作为显

示和测量，如果被检测线路上有接地线，则检测装置显示高阻数值，并发出警告提示音，如

果被检测线路上没有地线，则检测装置显示阻值无穷大；所述金属触头与绝缘电阻测试仪L

端连接，E端与接地环连接，G端与屏蔽环连接；所述机内电池作为电源经DC/DC变换产生的

直流高压由E极出经过被测试品到达L极，从而产生一个从E到L极的电流，通过控制电路对

所述带电信号进行接收与识别；所述报警器包括用于发声警示的蜂鸣器和用于发光警示的

报警灯，所述蜂鸣器和报警灯分别与控制电路连接。

[0027] 所述的自动化后台包括信号处理装置和信号控制装置。

[0028] 所述的信号处理装置包括有信号输入单元、信号输出单元、信号处理单元和通信

线缆。

[0029] 如图3所示，所述的信号输出单元接收远程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分别控制智能检

测装置的开启与闭合，所述信号输入单元是处理从检测装置传输来的信息；检测信息通过

信号处理单元转换成控制信号发送给控制部分；最后通过通信线缆将信号输出至自动化后

台。直流放大单元利用脉宽调制电路产生直流高压，用线性电流表作为就地显示和测量，通

过导线将测试仪L端与检测装置金属触头连接，E端与接地环连接，G端与屏蔽环连接。由机

内电池作为电源经DC/DC变换产生的直流高压由E极出经过被测试品到达L极，从而产生一

个从E到L极的电流，由微处理器经过除法器完成运算后由LCD显示器显示出来，并发信号给

蜂鸣器报警。

[0030] 所述的信号控制装置包括信号输入单元、信号控制单元、控制信号输出单元和控

制线缆；操作人员在装置现场或者自动化后台对配网线路进行验电和检验接地，操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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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通过控制线缆传输至控制单元，对装置进行远方遥控操作；成功操作后传输至控制信号

输出单元，完成控制过程。

[0031] 本发明远方遥控配网验电及接地线检测装置的遥控操作需要2人操作，一人执行，

一人审核，禁止单人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进行操作。遥控操作过程中如果连续两次遇到超

时问题，不要再进行操作，联系自动化人员。远方操作前需要联系运行人员确认现场是否具

备操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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