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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

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电力仪表，包括高

压开关柜及设置在高压开关柜内的电压互感器，

还包括设置在高压开关柜内的高压开关柜母线

室、仪表室、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微型

柔性罗氏线圈、运行电量检测单元、信号调理电

路、信号采集单元、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电源模

块、信号传输线、馈线电缆带电指示灯、馈线电缆

和取电电容；其中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测量单元

它能够感知设备内部绝缘缺陷处发生的局部放

电，微型柔性罗氏线圈安装在馈线电缆的带电指

示灯的一个引脚上，它们的输出都经过信号电缆

输入到仪表外壳内的绝缘状态参量测量模块，将

绝缘状态信息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呈现在仪表的

显示器上。本发明体积小、重量轻，易于现场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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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电力仪表，包括高压开

关柜及设置在高压开关柜内的电压互感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高压开关柜内的高

压开关柜母线室、仪表室、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微型柔性罗氏线圈、运行电量检

测单元、信号调理电路、信号采集单元、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电源模块、信号传输线、馈线

电缆带电指示灯、馈线电缆和取电电容；

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安装在所述高压开关柜母线室的底板上；所述微型

柔性罗氏线圈安装在所述仪表室馈线电缆带电指示灯的一侧管脚上；所述信号调理电路、

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和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均设置在所述仪表室内；

所述信号调理电路包括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调

理电路和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分别与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

调理电路、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调理电路和所述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通过所述信

号传输线相连；所述信号采集单元还与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通过信号传输线通信相

连；所述电源模块分别与所述信号调理电路、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和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

元相连，并为所述信号调理电路、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和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提供电能；

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与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通信相

连，用以将所述高压开关柜母线室局部放电辐射的电磁信号传输到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

波检测调理电路，经过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进行信号放大和滤波，并将

调理后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与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

检测调理电路通信相连，用以将所述馈线电缆中的局部放电电磁信号传输到所述微型柔性

罗氏线圈检测调理电路，经过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调理电路进行信号放大和滤波，

并将调理后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所述运行电量检测单元与所述运行电量检测

调理电路通信相连，用以将高压开关柜内的电压互感器的输出电压信号，传输到所述运行

电量检测调理电路，经过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进行信号放大和滤波，并将调理后的信号

发送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将接收到的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

理电路传输的信号、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调理电路传输的信号和所述运行电量检测

调理电路传输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用以对高压开关柜和所述馈线电缆

的电能质量和绝缘状态进行评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

电力仪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包括电容偶极子天线、绝缘底板

和BNC接头；所述电容偶极子天线直接附着在所述绝缘底板表面，所述BNC接头与所述绝缘

底板连接，在所述绝缘底板的侧面通过所述BNC接头将所述电容偶极子天线的输出信号引

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

电力仪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单元包括绕制线圈、橡胶骨架、橡胶外

壳和BNC接头；所述绕制线圈紧密绕制在所述橡胶骨架周围，所述橡胶外壳紧密包裹所述绕

制线圈和所述骨架，所述绕制线圈与所述BNC接头连接，并通过所述BNC接头将所述绕制线

圈的两个输出端引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

电力仪表，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行电量检测单元包括分压器和BNC接头；将高压开关柜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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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压互感器的输出端与所述分压器电性相连，所述分压器的低压臂与所述BNC接头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

电力仪表，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采集单元采用的是采样频率2.5GS/s，采样位数16位的三

通道数据采集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

电力仪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包括嵌入式微处理器、液晶显示屏、按键

和外壳；所述嵌入式微处理器置于所述外壳内，所述液晶屏显示屏和所述按键均与所述嵌

入式微处理器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

电力仪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采用的是AC-DC模块，单路220V交流输入，12V直流电

平输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

电力仪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对高压开关柜和所述馈线电缆的电能质

量和绝缘状态进行评估具体为：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根据所述运行电量检测单元测量

到的电压波形得到运行电量的电压大小、频率和谐波成分，进而得到电能质量；所述中央处

理及显示单元根据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所检测到数据获取高压开关柜中是

否存在局部放电并获取局部放电的大小；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根据微型罗氏线圈的检

测数据获取馈线电缆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以及局部放电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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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

电力仪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仪表的技术研究、仪表设计、生产及其应用领域，特别是一种具有

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电力仪表。

背景技术

[0002] 多年来配电系统中所用的电力仪表，都是用来测量及监测高压开关柜、环网柜及

箱式变电站等设备的运行电压、电流、频率及开关开合状态等参量。随着电子技术、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改进传统仪表的性能和功能、增强其电子化水平，已经成为电力仪表发展的

时代要求和主要趋势。在国家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的政策及商业背景下，开发具有设备绝

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增强型电力仪表具有重要的意义。

[0003] 高压开关柜、环网柜及箱式变电站中绝缘故障是常见的故障形式之一，大多是制

造中或安装运行中形成绝缘缺陷所致。  近20年来国内外电力部门多采用手持式局部放电

检测仪，以定期巡检的运维方式通过测量开关柜、环网柜或箱变外表面的暂态地电波来监

测设备的绝缘状态。这种方法存在诸多不足：

（1）耗费过多时间和人力资源；

（2）只能短时定期测试，存在漏检的情况；

（3）信噪比低，外部电磁干扰造成误判的情况。

[0004] 鉴于当前国内外应用和技术现状，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弥补现有测试方法的不足，

具有设备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新型电力仪表，提升相关电力设备的安全运行水平和电

力仪表的电子化水平。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

能的增强型电力仪表，能够长期监测开关柜及馈线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还能够判断局部

放电的严重程度，为安排检修提供了重要依据。

[0006] 本发明采用以下方案实现：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的

增强型电力仪表，包括高压开关柜及设置在高压开关柜内的电压互感器，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设置在高压开关柜内的高压开关柜母线室、仪表室、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微型

柔性罗氏线圈、运行电量检测单元、信号调理电路、信号采集单元、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电

源模块、信号传输线、馈线电缆带电指示灯、馈线电缆和取电电容；

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安装在所述高压开关柜母线室的底板上；所述微型

柔性罗氏线圈安装在所述仪表室馈线电缆带电指示灯的一侧管脚上；所述信号调理电路、

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和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均设置在所述仪表室内；

所述信号调理电路包括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调

理电路和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分别与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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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理电路、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调理电路和所述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通过所述信

号传输线相连；所述信号采集单元还与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通过信号传输线通信相

连；所述电源模块分别与所述信号调理电路、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和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

元通过普通绝缘导线相连，并为所述信号调理电路、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和所述中央处理及

显示单元提供电能；

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与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通信相

连，用以将所述高压开关柜母线室局部放电辐射的电磁信号传输到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

波检测调理电路，经过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进行信号放大和滤波，并将

调理后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与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

检测调理电路通信相连，用以将所述馈线电缆中的局部放电电磁信号传输到所述微型柔性

罗氏线圈检测调理电路，经过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调理电路进行信号放大和滤波，

并将调理后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所述运行电量检测单元与所述运行电量检测

调理电路通信相连，用以将高压开关柜内的电压互感器的输出电压信号，传输到所述运行

电量检测调理电路，经过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进行信号放大和滤波，并将调理后的信号

发送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所述信号采集单元将接收到的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

理电路传输的信号、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调理电路传输的信号和所述运行电量检测

调理电路传输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用以对高压开关柜和所述馈线电缆

的电能质量和绝缘状态进行评估。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包括电容偶极子天线、绝缘底板和

BNC接头；利用PCB板技术将所述电容偶极子天线直接附着在所述绝缘底板表面，所述BNC接

头与所述绝缘底板连接，在所述绝缘底板的侧面通过所述BNC接头将所述电容偶极子天线

的输出信号引出。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检测单元包括绕制线圈、橡胶骨架、橡胶外壳和

BNC接头；所述绕制线圈紧密绕制在所述橡胶骨架周围，所述橡胶外壳紧密包裹所述绕制线

圈和所述骨架，所述绕制线圈与所述BNC接头连接，并通过所述BNC接头将所述绕制线圈的

两个输出端引出。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运行电量检测单元包括分压器和BNC接头；将高压开关柜自带的电

压互感器的输出端与所述分压器电性相连，所述分压器的低压臂与所述BNC接头相连。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采用的是采样频率2.5GS/s，采样位数16位的三通道

数据采集卡。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包括嵌入式微处理器、液晶显示屏、按键和外

壳；所述嵌入式微处理器置于所述外壳内，并在所述外壳开口处引出嵌入式微处理器的I/O

口，所述液晶屏显示屏和所述按键均与所述嵌入式微处理器的I/O口相连。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电源模块采用的是AC-DC模块，单路220V交流输入，12V直流电平输

出。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对高压开关柜和所述馈线电缆的电能质量

和绝缘状态进行评估具体为：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根据所述运行电量检测单元测量到

的电压波形得到运行电量的电压大小、频率和谐波成分等重要参量，进而得到此时的电能

质量；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根据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所检测到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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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高压开关柜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并获取局部放电的大小；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根

据微型罗氏线圈的检测数据获取此时馈线电缆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并获取局部放电的大

小。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中的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集成在一个PCB板子上，作为一个插件，直

接嵌入现有电气仪表外壳的空余插槽中，方便、经济实用。

[0015] 2、本发明体积小、重量轻，易于现场安装。

[0016] 3、本发明不仅能够长期监测开关柜及馈线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还能够判断局部

放电的严重程度，为安排检修提供了重要依据。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系统构成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微型柔性罗氏线圈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信号调理电路原理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高压开关柜结构图。

[0022] 图中，1为高压开关柜，2为高压开关柜母线室，3为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

4为信号传输线，5为仪表室，6为信号调理电路，7为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8为微型柔性罗氏

线圈，9为馈线电缆，10为馈线电缆带点指示灯，11为取电电容，12为电源模块，13为运行电

量检测单元，14为信号采集单元，15为电压互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具有高压开关柜及电缆绝缘状态在线监测功能

的增强型电力仪表，包括高压开关柜1及设置在高压开关柜内的电压互感器15，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设置在高压开关柜1内的高压开关柜母线室2、仪表室5、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

测单元3、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运行电量检测单元13、信号调理电路6、信号采集单元14、中

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电源模块12、信号传输线4、馈线电缆带电指示灯10、馈线电缆9和取电

电容11；

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3安装在所述高压开关柜1母线室的底板上；所述微

型柔性罗氏线圈8安装在所述仪表室5馈线电缆9带电指示灯10的一侧管脚上；所述信号调

理电路6、所述信号采集单元14和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均设置在所述仪表室5内；

所述信号调理电路6包括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检测

调理电路和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所述信号采集单元14分别与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

检测调理电路、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检测调理电路和所述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通过

所述信号传输线4相连；所述信号采集单元14还与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通过信号传输

线4通信相连；所述电源模块12分别与所述信号调理电路6、所述信号采集单元14和所述中

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通过普通绝缘导线相连，并为所述信号调理电路6、所述信号采集单元

14和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提供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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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3与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通信相

连，用以将所述高压开关柜1母线室局部放电辐射的电磁信号传输到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

磁波检测调理电路，经过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进行信号放大和滤波，并

将调理后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14；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与所述微型柔性罗

氏线圈8检测调理电路通信相连，用以将所述馈线电缆9中的局部放电电磁信号传输到所述

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检测调理电路，经过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检测调理电路进行信号放

大和滤波，并将调理后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14；所述运行电量检测单元13与所

述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通信相连，用以将高压开关柜1内的电压互感器15的输出电压信

号，传输到所述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经过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进行信号放大和滤波，

并将调理后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信号采集单元14；所述信号采集单元14将接收到的所述局部

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传输的信号、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检测调理电路传输的

信号和所述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传输的信号发送到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用以对

高压开关柜1和所述馈线电缆9的电能质量和绝缘状态进行评估。

[0025]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33包括电容偶极子

天线、绝缘底板（PCB底板）和BNC接头；利用PCB板技术将所述电容偶极子天线直接附着在所

述绝缘底板表面，所述BNC接头与所述绝缘底板连接，在所述绝缘底板的侧面通过所述BNC

接头将所述电容偶极子天线的输出信号引出。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电容偶极子单元由导电性能良好的铜制成，电极形状呈对顶

点三角形，底边长0.8cm，高1.4cm。绝缘底板由绝缘性能良好的环氧树脂制成，形状呈长方

形，长4cm，宽2cm。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检测单元包括绕制线圈、橡胶

骨架、橡胶外壳和BNC接头；所述绕制线圈紧密绕制在所述橡胶骨架周围，所述橡胶外壳紧

密包裹所述绕制线圈和所述骨架，所述绕制线圈与所述BNC接头连接，并通过所述BNC接头

将所述绕制线圈的两个输出端引出。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绕制线圈由线径为0.2mm的漆包线绕制而成，线圈匝数480匝。

所述骨架由柔性橡胶制成圆环状，小径0.05cm，大径0.5cm。所述外壳由柔性橡胶制成圆环

状，小径0.07cm，大径0.5cm。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运行电量检测单元13包括分压器和BNC接头；将高压开关柜1

自带的电压互感器15的输出端与所述分压器电性相连，所述分压器的低压臂与所述BNC接

头相连。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信号采集单元14采用的是采样频率2.5GS/s，采样位数16位的

三通道数据采集卡。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包括嵌入式微处理器、液晶显示屏、按

键和外壳；所述嵌入式微处理器置于所述外壳内，并在所述外壳开口处引出嵌入式微处理

器的I/O口，所述液晶屏显示屏和所述按键均与所述嵌入式微处理器的I/O口相连。

[003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电源模块12采用的是AC-DC模块，单路220V交流输入，12V直流

电平输出。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对高压开关柜和所述馈线电缆的电能

质量和绝缘状态进行评估具体为：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根据所述运行电量检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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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测量到的电压波形得到运行电量的电压大小、频率和谐波成分等重要参量，进而衡量（评

估）此时的电能质量；所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根据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单元3

所检测到数据获取并判断此时高压开关柜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并获取局部放电的大小；所

述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根据微型罗氏线圈8的检测数据获取并判断此时馈线电缆中是否

存在局部放电，并获取局部放电的大小。

[0034] 特别的，在本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所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检测调理电路即所

述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测量单元的信号调理电路6由模拟前置放大器、低通滤波器和高通

滤波器组成。所述模拟前置放大器由超低噪声的高频放大器ADA4899-1组成，放大倍数100

倍。所述低通滤波器由超低噪声的高频放大器ADA4899-1组成，放大倍数1，-3dB带宽

50MHz，-20dB带宽100MHz。所述高通滤波器由超低噪声的高频放大器ADA4899-1组成，放大

倍数1，-3dB带宽50kHz，-20dB带宽10kHz。

[0035] 如图4所示，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检测调理电路即所述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的

信号调理电路6由模拟前置放大器、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组成。所述模拟前置放大器由

射频运算放大器ADMV7710组成，放大倍数50倍。所述低通滤波器由射频运算放大器

ADMV7710组成，放大倍数1，-3dB带宽1GHz，-20dB带宽2GHz。所述高通滤波器由射频运算放

大器ADMV7710组成，放大倍数1，-3dB带宽300MHz，-20dB带宽200MHz。

[0036] 如图4所示，所述运行电量检测调理电路即所述运行电量检测模块的信号调理电

路6由模拟前置放大器和低通滤波器组成。所述模拟前置放大器由超低噪声超低失真运算

放大器AD4807-1组成，放大倍数1倍。所述低通滤波器由超低噪声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AD4807-1组成，放大倍数1，-3dB带宽100  Hz，-20dB带宽200Hz。

[0037] 特别的，在本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的测量单元安装在高压

开关柜1母线室的底板上，信号传输线4沿着柜体角落和弱电线槽一起走线，最后将信号传

送到位于仪表室5面板的信号调理及采集单元、中央处理及显示单元7和电源模块12。开关

柜母线室局部放电辐射的电磁信号可以直接被电容偶极子单元拾取，其它小室内的信号会

沿着开关等载流导体传播到母线室，间接被偶极子单元拾取，实现了开关柜内所有设备绝

缘状态的全面覆盖。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安装在开关柜仪表室5馈线电缆9带电指示灯10的

一侧管脚上，信号传输线4将信号传送到位于仪表室5面板的信号调理单元及采集和分析单

元，馈线电缆9中的局部放电信号经过馈线电缆9带电指示器的取电电容11后，耦合到带电

指示灯连接回路，能够被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拾取，实现了对高压开关柜1馈线电缆9的绝缘

状态监测。

[0038] 特别的，本实施例能够在线监测开关柜与馈线电缆99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装置

具有简单、经济、安全的特点，能够安装在开关柜的内部长期工作，抗干扰能力强，在开关柜

的研究、设计及生产应用领域都具有应用前景。

[0039] 特别的，本实施例通过集成具有设备绝缘状态检测功能的模块，增强和丰富了现

有电力仪表的功能及产品类型。不仅具有常见电力仪表的功能，而且具有设备绝缘状态在

线监测功能，其开发和应用必将提升电力仪表的电子化水平和电力设备的安全运行水平。

[0040] 特别的，本实施例中仪表的传感单元与高压部分电气隔离，局部放电辐射电磁波

检测单元3直接安装在电力设备的接地壳体上，处于低电位，微型柔性罗氏线圈8安装在带

电指示器的管教上，处于低电位，运行电量单元的分压器安装在电压互感器15的输出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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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电位，能够保障仪表运行的安全和操作人员的安全。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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