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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充气柜，充气柜包括柜体，

柜体内设置有灭弧室和隔离开关，灭弧室包括灭

弧室静端出线座和灭弧室动端出线座，隔离开关

包括隔离开关动触座和隔离开关静触座，灭弧室

静端出线座、灭弧室动端出线座、隔离开关动触

座和隔离开关静触座中至少一个上设有温度传

感器，可以实时知道断路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以及隔离开关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如果断路器

或隔离开关发生故障，导致连接处出现温升现

象，工作人员通过温度传感器可以及时知道，解

决了现有技术中断路器及隔离开关的故障无法

预知易引发安全事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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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充气柜，包括柜体，柜体具有主控室、充气母线室、断路器室和电缆室，柜体内设

置有灭弧室和隔离开关，灭弧室包括灭弧室静端出线座和灭弧室动端出线座，隔离开关包

括隔离开关动触座和隔离开关静触座，其特征在于：灭弧室静端出线座、灭弧室动端出线

座、隔离开关动触座和隔离开关静触座中至少一个上设有温度传感器；所述柜体上设置有

与各温度传感器采样连接的IED装置；断路器室的室壁上设有用于检测断路器室内气体状

态参数的断路器室气体传感器，断路器室气体传感器与IED装置采样连接；所述充气母线室

的室壁上设有用于检测充气母线室内气体状态参数的充气母线室气体传感器，充气母线室

气体传感器与IED装置采样连接；温度传感器与开关设备温度被测点一体化设计，直接封闭

在柜体内，采用无线无源温度传感器，在不影响开关设备自身的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的前

提下，准确采集导体连接部位的温度，判定其工作状态；气体传感器能够监测气体的密度、

压力和温度，并将绝缘气体的状态提供给IED装置，并通过分析、处理为故障诊断提供证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充气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灭弧室静端出线座上设有第一

温度传感器，隔离开关动触座上设有第二温度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充气柜，其特征在于：主控室外壁上设置有上位机，上位

机为液晶触摸屏用于向IED装置输送指令，所述充气柜还包括断路器操动机构和隔离开关

操动机构，断路器操动机构和隔离开关操动机构与IED装置均控制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充气柜，其特征在于：断路器室的室壁上于断路器室内设

有至少一个出线套管，出线套管具有与断路器室外部连通的内锥孔；电缆室设置于断路器

室下方，电缆室内设有电子式电流互感器和/或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电子式电流互感器和/

或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通过引电插头与相应的具有内锥孔的出线套管插接；出线套管的数量

有三个，三个出线套管分别为母排内锥插座、电压互感器内锥插座和电流互感器内锥插座；

电子式电流互感器通过一次电缆与断路器室内的母排导电连接，一次电缆的端部设置有与

电流互感器内锥插座插接的引电插头；充气柜还包括用于对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

和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电压信号进行采集的采集装置，采集装置包括设置于电缆室的左侧

壁上的采集器，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部分上和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二次部分上均设置

有航空插头，采集器分别通过两端均设置有航空插头座的二次电缆与电子式电流互感器采

样连接和与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采样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充气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引电插头具有锥形的绝缘部分

和通过弹簧设置于绝缘部分上的锥形导电体，锥形导电体上环设有导电触指，出线套管内

壁上具有与引电插头的绝缘部分插拔配合的绝缘配合部分和用于与导电触指导电连接的

导电配合部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充气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式电流互感器通过一次电

缆与相应的出线套管插接配合，引电插头设置于一次电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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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充气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开关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充气柜。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开关柜采用空气绝缘技术，为了保证开关设备的安全运行，必须保证足够

的空气净距，虽然后来采用了复合绝缘技术，但开关设备的体积仍然较大，尤其是在盐雾、

潮湿、高海拔等恶劣环境下使用，对开关设备的空气净距要求更高，开关设备的体积更大。

[0003] 随着开关设备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充气柜。充气柜是将断路器、接地开关、隔离开

关等设备密闭于充有六氟化硫或其它绝缘气体的气室内，以保证开关设备的绝缘性能。但

是，断路器、接地开关、隔离开关等关键设备都装在封闭的金属柜体内，因而无法及时了解

柜内关键设备的运行状况，尤其是断路器及隔离开关等关键设备的故障无法预知，断路器

包括灭弧室，灭弧室具有静端出线座和动端出线座，在各出线座的连接处易发生故障。为了

保证开关设备的安全运行，一般采用定期检修或是故障之后再对其进行检修和更换的方

式，因停电检修或故障检修造成人力、物力及经济上的浪费。并且，检修人员不能快速准确

地监测开关柜内设备的运行状态，以及判定故障发生的位置，尤其是突发性故障的发生，没

有任何预警，极有可能引发爆炸、火灾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事故，同时影响供配电网络的

可靠性，并由此带来重大经济损失，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充气柜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断路器及隔离开关的故障

无法预知易引发安全事故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充气柜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充气柜，包括柜体，柜

体内设置有灭弧室和隔离开关，灭弧室包括灭弧室静端出线座和灭弧室动端出线座，隔离

开关包括隔离开关动触座和隔离开关静触座，灭弧室静端出线座、灭弧室动端出线座、隔离

开关动触座和隔离开关静触座中至少一个上设有温度传感器。

[0006] 所述灭弧室静端出线座上设有第一温度传感器，隔离开关动触座上设有第二温度

传感器，各温度传感器均为无线无源温度传感器。

[0007] 所述柜体上设置有与各温度传感器采样连接的IED装置。

[0008] 所述充气柜还包括断路器操动机构和隔离开关操动机构，断路器操动机构和隔离

开关操动机构与IED装置均控制连接。

[0009] 所述柜体包括断路器室，断路器室的室壁上设有用于检测断路器室内气体状态参

数的断路器室气体传感器，断路器室气体传感器与IED装置采样连接。

[0010] 所述柜体还包括充气母线室，所述充气母线室的室壁上设有用于检测充气母线室

内气体状态参数的充气母线室气体传感器，充气母线室气体传感器与IED装置采样连接。

[0011] 所述柜体包括断路器室，断路器室的室壁上于断路器室内设有至少一个出线套

管，出线套管具有与断路器室外部连通的内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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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柜体还包括设置于断路器室下方的电缆室，电缆室内设有电子式电流互感器

和/或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电子式电流互感器和/或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通过引电插头与相应

的具有内锥孔的出线套管插接。

[0013] 所述引电插头具有锥形的绝缘部分和通过弹簧设置于绝缘部分上的锥形导电体，

锥形导电体上环设有导电触指，出线套管内壁上具有与引电插头的绝缘部分插拔配合的绝

缘配合部分和用于与导电触指导电连接的导电配合部分。

[0014] 所述电子式电流互感器通过一次电缆与相应的出线套管插接配合，引电插头设置

于一次电缆上。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灭弧室静端出线座、灭弧室动端出线座、隔离开关动触座和

隔离开关静触座中至少一个上设有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知道断路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以及隔离开关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如果断路器或隔离开关发生故障，导致连接处出现温

升现象，工作人员通过温度传感器可以及时知道，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断路器及隔离开关的

故障无法预知易引发安全事故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充气柜的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一次电缆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采集装置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0] 本发明的一种充气柜的具体实施例，如图1至图3所示，包括柜体，柜体具有主控室

4、充气母线室1、断路器室2和电缆室3，充气母线室1、断路器室2和电缆室3依次从上向下布

置，充气母线室1内设置有三工位隔离开关，断路器室2内设置有固封极柱17，固封极柱17内

封有灭弧室，灭弧室具有灭弧室静端出线座19和灭弧室动端出线座18的，主控室4位于充气

母线室1、断路器室2和电缆室3三者的左侧用于安装断路器操动机构21及三工位隔离开关

操动机构15。

[0021] 灭弧室静端出线座19通过母排20将电流传至电缆室3。灭弧室静端出线座19上设

置有第一温度传感器39用于检测灭弧室静端温度传感器静端出线座19与母排20连接处的

温度，第一温度传感器39为无线无源温度传感器。断路器室2的底壁上设置有三个出线套

管，三个出线套管分别为母排内锥插座24、电压互感器内锥插座25和电流互感器内锥插座

26。主控室内4设置有断路器操动机构21，断路器操动机构21为弹簧储能操动机构。断路器

室2左侧壁上设置有用于向断路器室内部充入绝缘气体的第一充气装置22，断路器室左侧

壁上还设置有断路器室气体传感器23用于检测断路器室2内部绝缘气体的密度、压力和温

度等状态参数。

[0022] 充气母线室1内的三工位隔离开关包括从左至右依次排列放入接地触座5、隔离开

关动触座6和隔离开关静触座10，隔离开关静触座10与相应的主母线9导电连接，隔离开关

动触座6内设有沿水平方向上导向移动的动触头7，动触头7与隔离开关动触座6止旋配合且

其动触头7上设有螺纹孔，接地触座5中转动装配有沿其轴向延伸的绝缘丝杠8，绝缘丝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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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端与动触头7的螺纹孔螺纹连接，绝缘丝杠8的另一端伸出充气母线室1延伸至主控室4

内。隔离开关动触座6上设有对其进行温度监测的第二温度传感器。充气母线室1的底壁上

设有母线内锥插座11和动触头内锥插座12，隔离开关动触头座6和隔离开关静触座10分别

与在相应的内锥插座连接，主控室4内设有三工位隔离开关操动机构15，三工位隔离开关操

动机构15的输出端与绝缘丝杠8的左端传动连接以实现接地、隔离分、合三工位功能。灭弧

室动端出线座18通过室-室连接器14与充气母线室1内部的动触头内锥插座12导电连接。充

气母线室1的左侧壁上设有第二充放气装置13。主控室4内还设置有用于对三工位隔离开关

的状态进行检测的三工位隔离开关状态传感器16。三工位隔离开关状态传感器16为霍尔原

理的直流电流变送器。充气母线室左侧壁上还设置有充气母线室气体传感器用于检测充气

母线室内部绝缘气体的密度、压力和温度等状态参数。

[0023] 电缆室3内设有电子式电流互感器27和电子式电压互感器28，电子式电流互感器

27为穿心式电子电流互感器，电子式电流互感器27通过一次电缆29与断路器室2内的母排

20导电连接，一次电缆29的端部设置有与电流互感器内锥插座26插接的引电插头。电子式

电压互感器28上设有与电压互感器内锥插座25插接配合的同样的引电插头33。引电插头

33，如图2所示，具有锥形的绝缘部分40和通过弹簧41设置于绝缘部分40上的锥形导电体

44，锥形导电体44上环设有导电触指42，锥形导电体44套设于一次电缆29的电芯43上，弹簧

41套设于锥形导电体44与绝缘部分40之间的电芯43上，出线套管内壁上具有与绝缘部分40

插拔配合的绝缘配合部分和用于与导电触指42导电连接的导电配合部分。充气柜还包括用

于对电子式电流互感器27的电流信号和电子式电压互感器28的电压信号进行采集的采集

装置，采集装置包括设置于电缆室3的左侧壁上的采集器32，电子式电流互感器27的二次部

分上和电子式电压互感器28的二次部分上均设置有航空插头（34、35），采集器32分别通过

两端均设置有航空插座36的二次电缆37与电子式电流互感器27采样连接和与电子式电压

互感器28采样连接。

[0024] 该充气柜还包括设置于主控室内的IED（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装置

30（智能电子设备）和设置于主控室4外壁上的上位机，上位机为液晶触摸屏31用于向IED装

置30输送指令。IED装置30设置于充气母线室1的左侧壁上，IED装置30与第一温度传感器

38、第二温度传感器39、三工位隔离开关状态传感器16、断路器室气体传感器23、充气母线

室气体传感器和采集器32采样连接，IED装置30与弹簧操动机构和三工位隔离开关操动机

构15均控制连接，可以控制断路器和三工位隔离开关的分合闸。

[0025] 通过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内锥安装及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电缆穿心安装及采集装置

的应用，即实现了充气柜的电压、电流以及温度状态、分合闸线圈及储能回路状态、气体状

态的测量数字化，同时解决了传统电磁式互感器饱和等问题，并使得互感器的安装、维护更

为便捷。弃用了以往运用PLC、继电器等元器件对断路器、三工位隔离开关的控制方式，通过

液晶触摸屏、IED装置可直接控制断路器、三工位隔离开关的分合闸，极大地减少了以往保

护装置、PLC及其它元器件的外部接线和通讯环节，使得断路器、三工位隔离开关的控制更

为智能、简约和便捷。温度传感器与开关设备温度被测点一体化设计，直接封闭在柜体内，

采用无线无源温度传感器，能够在不影响开关设备自身的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的前提下，

准确采集导体连接部位的温度，判定其工作状态。气体传感器能够监测气体的密度、压力和

温度，并将绝缘气体的状态提供给IED装置，并通过分析、处理为故障诊断提供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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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装置集保护、测控、非关口计量、在线监测、通讯等多种功能，一体化设计，其中，开关设

备的触头温度、断路器和三工位的工作状态以及气室内气体状态等数据，既可以通过分离

式人机显示操控屏直接查看，也可以以IEC61850通讯模式将各种信息发送至后台系统，通

过网络实现信息交互；并可在缺陷变为故障前发出报警信号，以便采取措施避免事故的发

生。

[0026] 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可以只在灭弧室静端出线座上设置温度传感器或者只

在灭弧室动端出线座上设置温度传感器或者只在隔离开关动触座上设置温度传感器或者

只在隔离开关静触座上设置温度传感器；也可以在静端出线座、灭弧室动端出线座、隔离开

关动触座和隔离开关静触座中的至少两个上设置温度传感器，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

选择；无线无源温度传感器也可以被有线传感器代替；IED装置也可以由PLC控制器代替；三

工位隔离开关也可以被两工位隔离开关代替；电子式电流互感器也可以被电磁式电流互感

器代替；电子式电压互感器也可以被电磁式电压互感器代替；电缆室内也可以只设置电子

式电流互感器或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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