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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

置及方法，该装置包括：感应取电单元、带状测温

单元、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以及与无线通信单元

无线匹配的现场集中显示单元。该方法包括：通

过带状测温单元实时监测高压电缆接头本体的

温度，通过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采集带状测温单

元监测的温度数据，并上传至现场集中显示单

元；现场集中显示单元显示上传的温度数据，并

将该温度数据上传至监控中心的上位机；感应取

电单元为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供电。本发明实现

了在高电磁环境下，多点高频温度实时采集，并

采用了Lora通讯技术以及感应取电技术，解决了

低功耗，长距离的通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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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

一端的感应取电单元、贴设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外部周侧且与所述感应取电单元相连

的带状测温单元、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且分别与所述感应取电单元以及所述带状

测温单元相连的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以及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现场与所述采集与无线通

信单元无线匹配的现场集中显示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带状

测温单元通过分别设置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端部以及中部的帮扎带贴设于所述高压

电缆接头本体外部周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带状

测温单元包括带状传感器以及与待带状传感器一端相连的防水接线盒；所述防水接线盒设

置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且与所述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和所述感应取电单元相连；

所述带状传感器包括由内到外依次设置的传感器导线层、低烟无卤阻燃管层、高压电缆热

缩套管层以及第一绝缘阻燃云母片层；所述带状传感器还包括设置于所述传感器导线层与

所述低烟无卤阻燃管层之间且位于远离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侧的第二绝缘阻燃云母

片层；所述带状传感器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绝缘阻燃云母片层下端面与所述高压电缆接

头本体之间的导热率胶带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

器导线层内等间隔均匀设置有多根热敏电阻传感器导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

取电单元采用CT感应取电装置，为所述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供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

与无线通信单元包括一第一外壳体以及设置于该第一外壳体内的温度采集电路、第一控制

电路、第一LoRa无线通信电路；所述温度采集电路与所述第一LoRa无线通信电路均与所述

第一控制电路相连；所述温度采集电路与所述带状测温单元相连，用于采集温度数据；所述

第一LoRa无线通信电路与所述现场集中显示单元无线匹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现场

集中显示单元包括一第二外壳体以及设置于第二外壳体内的第二LoRa无线通信电路、第二

控制电路以及Rj45局域网通信电路；所述第二外壳体前侧还嵌设有一显示屏电路；所述第

二LoRa无线通信电路、所述Rj45局域网通信电路、所述显示屏电路均与所述第二控制电路

相连；所述第二LoRa无线通信电路与所述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无线匹配；所述Rj45局域网

通信电路与设置于监控中心的上位机匹配；所述显示屏电路用于显示温度数据。

8.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的高压电缆接头无

线测温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贴设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外部周侧的带状测温单

元实时监测高压电缆接头本体的温度，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的采集与无线通信单

元采集所述带状测温单元监测的温度数据，并上传至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现场的现场集中

显示单元；所述现场集中显示单元显示上传的温度数据，并将该温度数据上传至监控中心

的上位机；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的感应取电单元为所述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以及

所述带状测温单元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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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缆接头是电缆送电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电缆接头时的工艺包括绝缘材料、应

力控制和压接质量，以及密封散热等多种因素。容易产生问题，所以造成电缆头故障率较

高。据统计电缆头故障占电缆运行故障的80%以上。

[0003] 传统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包括以下：

分布式光纤测温：采用测温光纤将所需的电缆接头整体进行缠绕，通过主机进行光纤

内的罗曼反射或布里渊反射设备温度变化信号。其特点是扫描时间长（10秒扫描，分辨率低 

1米），主要用于整体面的测温。投资成本大，施工难度高。

[0004] 无线测温带：主要是通过电池供电进行点状测温的技术，采用433/470MHz频段进

行通讯。使用寿命比较短，采集密度不高，且针对电缆接头的安装比较困难，没有具体的安

装规范和指导原则。

[0005] 开关型感温电缆：感温电缆具有沿全线长连续监测保护对象温度的能力。一般，感

温电缆内部是两根弹性钢丝，每根钢丝外面都包有一层感温且绝缘的材料，正常监视状态

下，两根钢丝都处于绝缘状态，当周边环境温度上升到预定动作温度的时候，温度敏感材料

将破裂，两根钢丝会产生短路，输入模块检查到短路信号后立即产生报警，属于“开关量”感

温电缆。

[0006] 模拟型感温电缆：其线芯数由传统的两芯变为四芯。四芯模拟量定温式感温电缆，

由四根线芯组成，温度变化时，四芯导线间电阻发生变化，在电阻变化达到设定的报警阈值

时，探测器发出火灾报警信号。四芯模拟量差定温式感温电缆，由四根线芯组成，温度变化

时，四芯导线间电阻发生变化，在电阻变化速率或变化量达到设定的报警阀值时。它可用

于、隧道、夹层、传送带等场所，感温电缆探测器稳定可靠，适用于恶劣环境的火灾检测。

[0007] 对于光纤测温方案，其存在以下缺点：

1.温度分辨率不足，光纤测温识别的是1米范围内的温度均值，扫描时间间隔为10s/公

里，无法发现电缆接头上的温度分布情况，且无法及时响应。

[0008] 2.成本投资大:针对施工不方面的环境，无法拉光纤到主机，存在施工盲区。

[0009] 对于点状无线测温方案，其存在以下缺点：

1.采用电池供电，一般使用是3年，存在使用寿命的问题。

[0010] 2.由于是低功耗运行，采集和通讯频率都比较低，实时性响应不足。

[0011] 对于测温电缆（开关型、测量型）方案，其存在以下缺点：

类似光纤测温，主机功率和尺寸都比较大，在布线不方便的场合，施工难度很大，由于

是通过金属变形获得的电阻变化，存在不可逆性，适用用范围比较小。

[0012] 基于上述缺陷，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工作中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1)实时监测，实时报警:能够实时监测每个分段的实时监测量，并及时传送到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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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2)自供电：不依赖于外部供电装置，保证自身的功率损耗。

[0014] 3)通讯可靠：能够自行组网通讯，减少拉线带来的一系列工程量。

[0015] 4)安装方便：只需要简单的接头绑扎固定安装，无需后续专门维护。

[0016] 5)针对电缆接头结构的高精度测量：实现针对电缆接头的高精度同步多点测量。

发明内容

[001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基方法，以克服现有

技术中存在的缺陷。

[001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包

括：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的感应取电单元、贴设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外部周

侧且与所述感应取电单元相连的带状测温单元、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且分别与所

述感应取电单元以及所述带状测温单元相连的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以及设置于高压电缆

接头现场与所述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无线匹配的现场集中显示单元。

[0019]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带状测温单元通过分别设置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

端部以及中部的帮扎带贴设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外部周侧。

[0020]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带状测温单元包括带状传感器以及与待带状传感器一

端相连的防水接线盒；所述防水接线盒设置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且与所述采集与

无线通信单元和所述感应取电单元相连；所述带状传感器包括由内到外依次设置的传感器

导线层、低烟无卤阻燃管层、高压电缆热缩套管层以及第一绝缘阻燃云母片层；所述带状传

感器还包括设置于所述传感器导线层与所述低烟无卤阻燃管层之间且位于远离所述高压

电缆接头本体一侧的第二绝缘阻燃云母片层；所述带状传感器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绝缘

阻燃云母片层下端面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之间的导热率胶带层。

[0021]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传感器导线层内等间隔均匀设置有多根热敏电阻传感

器导线。

[0022]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感应取电单元采用CT感应取电装置，为所述采集与无

线通信单元供电。

[0023]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包括一第一外壳体以及设置于该

第一外壳体内的温度采集电路、第一控制电路、第一LoRa无线通信电路；所述温度采集电路

与所述第一LoRa无线通信电路均与所述第一控制电路相连；所述温度采集电路与所述带状

测温单元相连，用于采集温度数据；所述第一LoRa无线通信电路与所述现场集中显示单元

无线匹配。

[0024]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现场集中显示单元包括一第二外壳体以及设置于第二

外壳体内的第二LoRa无线通信电路、第二控制电路以及Rj45局域网通信电路；所述第二外

壳体前侧还嵌设有一显示屏电路；所述第二LoRa无线通信电路、所述Rj45局域网通信电路、

所述显示屏电路均与所述第二控制电路相连；所述第二LoRa无线通信电路与所述采集与无

线通信单元无线匹配；所述Rj45局域网通信电路与设置于监控中心的上位机匹配；所述显

示屏电路用于显示温度数据。

[0025] 进一步的，还提供一种基于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的高压电缆接头无线

测温监测方法，通过贴设于所述高压电缆接头本体外部周侧的带状测温单元实时监测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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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接头本体的温度，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的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采集所述带状

测温单元监测的温度数据，并上传至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现场的现场集中显示单元；所述

现场集中显示单元显示上传的温度数据，并将该温度数据上传至监控中心的上位机；设置

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的感应取电单元为所述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以及所述带状测温

单元供电。

[0026]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高精度电缆接头点式测温：实现电缆接头的专业化点式测温，通用设计可达9个点

的温度测量。能够满足现场高精度、高频度的火灾探测或载流量分析使用。

[0027] （2）自补给式供电：最低在5A工况电流下就能工作。理论上使用寿命与电缆附件一

致。通过采用CT技术解决了传感的的供电问题，同时解决了高频率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

能耗问题。因此可以做到快速响应快速处理。

[0028] （3）高防护等级：整机采用IP68防护等级，在电缆接头被水淋的情况下，能够继续

进行工作。

[0029] （4）基于Lora无线的报警触发：在前端部分，能够根据温度变化，主动通知Lora集

中器发出报警信号，并触发Lora上的干接点输出信号，触发对应的灭火装置。实现早发现、

早处理。通讯上采用了Lora通讯技术，解决了低功耗，长距离的通讯问题。在电缆隧道环境

下，可视距离可达100米，直角距离可到50米。

[0030] （5）通讯可靠：能够自行组网通讯，减少拉线带来的一系列工程量。

[0031] （6）安装方便：只需要简单的接头绑扎固定安装，无需后续专门维护。集中器可根

据现场情况，安装在比较容易安装的区域。且一套集中器能够同时监控多台电缆头测温数

据。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中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中带状测温单元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具体说明。

[0035]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设置于高压

电缆接头本体1一端的感应取电单元2、贴设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外部周侧且与感应取电单

元相连的带状测温单元3、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且分别与反应取电单元以及带状

测温单元相连的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4以及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现场与采集与无线通信单

元无线匹配的现场集中显示单元5。带状测温单元包括带状传感器以及与待带状传感器一

端相连的防水接线盒6；防水接线盒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且与采集与无线通信单

元和感应取电单元相连。

[0036] 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带状测温单元通过分别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端部

以及中部的帮扎7带贴设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外部周侧。

[0037] 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带状传感器包括由内到外依次设置的传感

器导线层31、低烟无卤阻燃管层32、高压电缆热缩套管层33以及第一绝缘阻燃云母片层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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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传感器还包括设置于传感器导线层与低烟无卤阻燃管层之间且位于远离高压电缆接

头本体一侧的第二绝缘阻燃云母片层35；带状传感器还包括设置于第一绝缘阻燃云母片层

下端面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之间的导热率胶带层36。

[0038] 以上各层的具体参数如下：

(1)传感器导线层采用热敏电阻作为传感器，温度采集精度为0.2度。传感器导线为0.3

毫米直径软线。传感器在测温带中以15cm为一个间隔，均匀分布。

[0039] (2)为了保护传感器，在传感器导线层上铺设一层具有弹性能够自恢复的绝缘阻

燃云母层，层厚0.3mm.

(3)传感器及线缆铺设在云母带上，采用高压电缆热缩套管（30mm*1m）整体进行包装，

并均匀加热，使得套管能够将传感设备均匀密闭。套管首端加热熔封。尾端只留出末端防水

接线盒。云母带及云母材料制作的一种耐高温带。带状测温装置主要由多个点状温度传感

器连接组成，这里的云母带用于将若干个温度传感器分组固定（一般9个传感器为一组），且

具有耐高温作用。

[0040] (4)在后面套装30mm*0.5m铜网进行穿管套装。确保整体线路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

抗电磁干扰的密闭环境。30mm*0.5mm铜网穿管为铠装屏蔽通讯光缆，用于数据通讯用。

[0041] (5)最后再在外部安装一条阻燃热缩套管（3.5*0.5mm）（5），作为最后的外包装。并

均匀加热。阻燃热缩管的作用是用于固定带状测温装置在电缆接头上。

[0042] (6)在传感器底部粘帖一层金属铝导热胶带（3×0.5×1200）（6），起到电缆接头表

面热传感的作用。

[0043] (7)最后将传感器盘装打包，并防止在固定的泡沫盒中，防止被挤压。

[0044] 较佳地，采用9点式带状测温传感器，通过低压无卤阻燃管进行内部测温导线保

护，外部再套电缆热缩套管。设计上充分考虑绝缘、外部隔热、防鼠患等处理。  采用带状结

构传感器，作为各个监测内容的末端产品，采用标准的规约或控制方式接入RMU设备，根据

各个监测专业，进行现场数据的采集和控制。采用带状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多点测量电缆接

头温度变化和环境温度以监控电缆接头的温度异常状态。技术参数如下：

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传感器导线层内等间隔均匀设置有多根热敏电阻传感器导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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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感应取电单元采用CT感应取电装置，为采集与无线通信

单元供电。感应取电单元安装在电缆接头本体的正常处。一般离电缆头的起始位置约10cm，

可在5A工况电流下，能够提供0.5W输出功率，共采集设备使用。从主网上获取交变磁场传送

来的电磁能，实现设备的长期可靠的运行，避免采用电池或远程供电带来的布线或使用寿

命的限制。技术参数如下：

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包括一第一外壳体以及设置于该第一

外壳体内的温度采集电路、第一控制电路、第一LoRa无线通信电路；温度采集电路与无线通

信电路均与第一控制电路相连；温度采集电路与带状测温单元相连，用于采集温度数据；第

一LoRa无线通信电路与现场集中显示单元无线匹配。

[0046] 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现场集中显示单元包括一第二外壳体以及设置于第二

外壳体内的第二LoRa无线通信电路、第二控制电路以及Rj45局域网通信电路；第二外壳体

前侧还嵌设有一显示屏电路；第二LoRa无线通信电路、Rj45局域网通信电路、显示屏电路均

与第二控制电路相连；第二LoRa无线通信电路与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无线匹配；Rj45局域

网通信电路与设置于监控中心的上位机匹配；显示屏电路用于显示温度数据。

[0047] 较佳地，现场集中显示单元采用一LoRa采集集中器，部署在用电现场，主要功能

是：对现场的各分部点上的传感器的工作状态信息和环境信息进行LoRa采集，采集的数据

经过处理后，再通过Rj45局域网将采集的数据上送至监控中心，并接受监控中心下发的控

制命令，实现对设备和环境监控设备的遥控、遥调等操作。前端采集单元与后台系统之间采

用基于Lora低功耗大范围方式进行与集中器组网，集中器通过RJ45有线方式把各类监测数

据发送到监控中心。技术参数如下：

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还提供一种高压电缆接头无线测温监测方法，通过贴设于高

压电缆接头本体外部周侧的带状测温单元实时监测高压电缆接头本体的温度，设置于高压

电缆接头本体一端的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采集带状测温单元监测的温度数据，并上传至设

置于高压电缆接头现场的现场集中显示单元；现场集中显示单元显示上传的温度数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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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温度数据上传至监控中心的上位机；设置于高压电缆接头本体一端的感应取电单元为

采集与无线通信单元以及带状测温单元供电。在本实施例中，通过采用带状测温装置对高

压电缆接头进行多点温度监测，同时监测接头环境温度湿度，采用电缆载流量计算公式计

算电缆线芯温度，同时将数据实时上传，并结合本地报警联动系统，实现电缆接头故障的远

程监测、评估、预测、本地和远程报警和及时处置的智能化监控产品。装置安装于电缆接头

处，包含取电模块、采集模块、显示模块、数据采集及上传模块。可配合各种辅助支架和夹具

进行现场安装或设置。

[0048] 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本发明技术方案中采用了如下技术：

1)温度传感器技术：接触式温度传感器是通过传导又或者是对流达到了热平衡的状

态，使它的显示值可以直接地表示被测物体的温度的情况。一般来说，它的测量的精度是比

较高的。在一定的温度内，它甚至能够测量出物体内部的温度的分别情况。

[0049] 2)高压感应取电技术：理论基础源于电磁感应原理的电流变换，其能量变换的前

提是一次侧 （往往是输电导线）  具有足够的交流电流传输，而且无论导线电流怎样波动，

电源输出都必须保持稳定。取能互感器的作用是通过电流的隔离变换实现部分电能从导线

到感应电源模块的转移。

[0050] 3)LORA通讯技术：LoRa  是LPWAN通信技术中的一种，是美国Semtech公司采用和推

广的一种基于扩频技术的超远距离无线传输方案。这一方案改变了以往关于传输距离与功

耗的折衷考虑方式，为用户提供一种简单的能实现远距离、长电池寿命、大容量的系统，进

而扩展传感网络。目前，LoRa  主要在全球免费频段运行，包括433、868、915  MHz等。LoRa技

术具有远距离、低功耗（电池寿命长）、多节点、低成本的特性。

[0051] 4)LOAR  LAN中继技术：采用LORA将数据采集之后，通过LAN口将数据上报的数据集

中方式。

[0052] 进一步的，在本实施例中，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实现了如下功能：

（1）功能强：实现了电缆接头的综合状态监测，功能全面，极大的满足了电缆接头管理

需要。

[0053] （2）扩展性好:系统为模块化组合结构，分配增加灵活可变。根据客户要求系统可

增加新功能，定制灵活。

[0054] （3）可靠性高：采用工业级成熟应用传感器，采用了成熟可靠的供电技术，抗电磁

干扰，电源管理等技术，电缆接头系统终端安装位置无地域限制，满足分布广泛的电缆接头

监测点设置。

[0055] （4）施工方便：采用低功耗、高效率无线通信技术，嵌入式技术，自动控制采集模

式。

[0056] （5）低功耗设计，强干扰下微弱信号处理良好，传感器等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0057] （6）可远程集中管理配置，安全保密，多种组网适应不同需要。

[0058] 以上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技术方案所作的改变，所产生的功能作

用未超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时，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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