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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属于作业防护

领域。它包括面侵入检测模块、地脚侵入检测模

块和警报器，所述面侵入检测模块、地脚侵入模

块均与所述警报器耦合连接，以在检测到侵入检

测面或压触所述地脚侵入模块的移动物后，所述

警报器能够发出警报；所述地脚侵入检测模块包

括压感式线阵传感器。本发明的户外供电作业用

警报器除可以通过面侵入检测模块检测侵入面

移动物并预警外，还可以通过地脚侵入检测模块

检测贴近地面侵入检测线的移动物，比如蛇，其

对侵入方式的检测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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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包括面侵入检测模块和警报器，其特征在于：地脚侵入

检测模块所述面侵入检测模块、地脚侵入模块均与所述警报器耦合连接，以在检测到侵入

检测面或压触所述地脚侵入模块的移动物后，所述警报器能够发出警报；所述地脚侵入检

测模块包括压感式线阵传感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柔性导线、第二

柔性导线和弹性支架，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环绕所述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所述第一柔性导线

的侧方并向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延伸方向布设，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两端与所述第二柔性

导线的两端分别绝缘固定连接，所述弹性支架用于弹性连接所述第一柔性导线和所述第二

柔性导线，以使所述第一柔性导线和所述第二柔性导线间设有电气间隙。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

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用于连接直流电源，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或所述第二柔性

导线的首端串接有限流电阻，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尾端与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尾端通过分

压电阻电连接；所述弹性支架用于使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能够电连接所述第一柔

性导线。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

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用于连接交流电源，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或所述第二柔性

导线的首端串接有阻尼电阻；所述弹性支架用于使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靠近或电

连接所述第一柔性导线。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柔性导线有多

根，该些根所述第二柔性导线形成有平置组导线，所述平置组导线中的第二柔性导线均平

行于所述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并均匀分布在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周向上。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柔性导线有至少

一根，至少一根所述第二柔性导线螺旋式环绕所述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所述第一柔性导线

的侧方。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支架包括第一导

引管、第二导引架和多个弹性连接件，至少一个所述第二导引架环绕所述第一导引管的管

轴设置在所述第一导引管的侧方并在第一导引管的延伸方向延伸布设，所述弹性连接件用

于连接所述第一导引管和所述第二导引架；所述第一柔性导线和所述第二柔性导线中的一

种用于可活动式穿设在所述第二导引架内。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绝缘套管，所述第

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用于连接交流电源，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第二柔

性导线和所述弹性支架均设置在所述绝缘套管内。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引管为绝缘套

管，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用于连接直流电源，在所述绝缘套管

上开设有窗口，以使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对应于所述窗口的受压部位能够电连接所述第一

柔性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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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作业防护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

背景技术

[0002] 户外危险较多，比如虫兽。户外供电作业人员注意力多集中在施工或设备维修上，

不能准确发现突发情况。因此，需要防护工具防护作业安全。此外，防护工具也能起到提醒

外部人员注意安全的作用。

[0003] 专利文献CN210217330U记载了一种电力施工用防护栏，包括伸缩式皮带警示条、

伸缩杆、螺纹旋紧环、支撑杆、伸缩式链条隔离带、装置底座以及实心支撑杆，伸缩式皮带警

示条设于伸缩杆上端，伸缩杆下端设于支撑杆上端内部，螺纹旋紧环设于伸缩杆与支撑杆

连接位置，支撑杆下端设有伸缩式链条隔离带，伸缩式链条隔离带下端连接实心支撑杆上

端，实心支撑杆下端安装有装置底座；装置底座为圆盘性，其下端面上设有防滑纹。该技术

方案主要用于起到阻拦作用。在实践中，其主要用于防止外部人员进入作业区域内。

[0004] 专利文献CN108010240A记载了一种智能预警值勤设备，包括多个移动载体和值勤

装置，每个移动载体上均设置身份验证模块，值勤装置包括值勤装置外壳，值勤装置外壳设

置红外感应模块、身份识别模块、中央处理模块和报警模块，红外感应模块的输出端与中央

处理模块的第一输入端电连接，中央处理模块的第一输出端与身份识别模块的输入端电连

接，身份识别模块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模块的第二输入端电连接，中央处理模块的第二输

出端与报警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身份识别模块与身份验证模块之间通过无线通信协议进

行通信。应用该技术方案的产品能够在未佩戴有身份验证模块的移动物体靠近时报警，提

醒作业人员及时注意周围环境。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以解决现有的防护设备对侵入

方式的检测较为单一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包括面侵入检测模块、地脚侵入检测模块和警报器，所述

面侵入检测模块、地脚侵入模块均与所述警报器耦合连接，以在检测到侵入检测面或压触

所述地脚侵入模块的移动物后，所述警报器能够发出警报；所述地脚侵入检测模块包括压

感式线阵传感器。

[0007] 优选的，所述压感式线阵传感器包括第一柔性导线、第二柔性导线和弹性支架，所

述第二柔性导线环绕所述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侧方并向所述第一柔

性导线的延伸方向布设，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两端与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两端分别绝缘固

定连接，所述弹性支架用于弹性连接所述第一柔性导线和所述第二柔性导线，以使所述第

一柔性导线和所述第二柔性导线间设有电气间隙。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用于连接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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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或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串接有限流电阻，所述第一柔性

导线的尾端与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尾端通过分压电阻电连接；所述弹性支架用于使所述第

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能够电连接所述第一柔性导线。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用于连接交流电源，

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或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串接有阻尼电阻；所述弹性支架

用于使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靠近或电连接所述第一柔性导线。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柔性导线有多根，该些根所述第二柔性导线形成有平置组导

线，所述平置组导线中的第二柔性导线均平行于所述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并均匀分布在所述

第一柔性导线的周向上。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柔性导线有至少一根，至少一根所述第二柔性导线螺旋式环

绕所述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侧方。

[0012] 优选的，所述弹性支架包括第一导引管、第二导引架和多个弹性连接件，至少一个

所述第二导引架环绕所述第一导引管的管轴设置在所述第一导引管的侧方并在第一导引

管的延伸方向延伸布设，所述弹性连接件用于连接所述第一导引管和所述第二导引架；所

述第一柔性导线和所述第二柔性导线中的一种用于可活动式穿设在所述第二导引架内。

[0013] 进一步优选的，还包括绝缘套管，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

端用于连接交流电源，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第二柔性导线和所述弹性支架均设置在所述绝

缘套管内。

[0014]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第一导引管为绝缘套管，所述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

性导线的首端用于连接直流电源，在所述绝缘套管上开设有窗口，以使所述第二柔性导线

的对应于所述窗口的受压部位能够电连接所述第一柔性导线。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 现有技术中，并未有在作业防护中检测从地面进入防护区域内的移动物，由于户外

作业时地面平整性较差，由于凸出地面的物体可能引起警报器误报，常见的面侵入检测模

块也不会检测从地面进入防护区域的移动物。但在户外作业时，蛇等危险动物也可能从地

面地入防护区域，并可能危害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本发明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除可

以通过面侵入检测模块检测侵入面移动物并预警外，还可以通过地脚侵入检测模块检测贴

近地面侵入检测线的移动物，比如蛇，其对侵入方式的检测更为全面。

[0016] 2.  在第二柔性导线受压时，第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与第一导线的距离改变，从

而引起压电感应；第二柔性导线的压力消失时，由于第一柔性导线的两端与所述第二柔性

导线的两端分别绝缘固定连接，弹性支架复位带动第二柔性导线复位，使第二柔性导线与

第一柔性导线的距离恢复原状。如此，本发明的压感式线阵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施加于其上

的压力。

[0017] 3.  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连接直流电源后，若第二柔性导

线的受压部位电连接第一柔性导线，则分压电阻被短路，从而引起流经限流电阻处的电流

改变，可以间接发现第二柔性导线上是否加载有压力。

[0018] 4.  理论上，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连接交流电源后，第一柔

性导线与第二柔性导线之间的距离改变后，会引起电路电容的改变，从而改变第一柔性导

线、第二柔性导线之间的蓄电量，通过检测电容蓄电量或分压电阻处的电流或电压波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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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间接发现第二柔性导线上是否加载有压力。

[0019] 5.  第一导引管、第二导引架和多个弹性连接件构成的弹性支架可以降低第一导

线和第二导线的固定难度；可活动式穿设在第二导引架内的柔性导线受压时，除弹性连接

件易于变形外，柔性导线与柔性导线受压部位两侧的第二导引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生相对

移动，这使得本发明的压感式线阵传感器对压力的敏感度更高。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一种本发明的压感式线阵传感器的弹性支架立体图。

[0021] 图2为一种本发明的压感式线阵传感器的主视图；

图3为图2的右视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10-第一导引管，11-窗口，12-弹性连接件，13-第二导引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以实施例的形式说明本发明，以辅助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理解

和实现本发明。除另有说明外，不应脱离本技术领域的技术知识背景理解以下的实施例及

其中的技术术语。

[0024] 实施例1：一种压感式线阵传感器，包括第一柔性导线、第二柔性导线和弹性支架。

[0025] 其中，第二柔性导线环绕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第一柔性导线的侧方并向第一柔性

导线的延伸方向布设。具体的，第二柔性导线环绕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第一柔性导线的侧

方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可行方式是，第二柔性导线有多根，该些根第二柔性导线形成有平

置组导线，平置组导线中的第二柔性导线均平行于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并均匀分布在第一柔

性导线的周向上。比如平置组导线有三根第二柔性导线，三根第二柔性导线与第一柔性导

线的横截面处，三根第二柔性导线的截面连线形成三角形，第一柔性导线的截面设置在三

角形内。第二种可行方式是，第二柔性导线有至少一根，至少一根第二柔性导线螺旋式环绕

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第一柔性导线的侧方。

[0026] 其中，第一柔性导线的两端与第二柔性导线的两端分别绝缘固定连接。这样设置

的目的是固定第一柔性导线及第二柔性导线的相对长度，若第二柔性导线与弹性支架活动

连接，可以避免第二柔性导线受压后，第二柔性导线与第一柔性导线的相对长度变化后，弹

性支架不能带动第二柔性导线与第一柔性导线的相对长度复位。

[0027] 其中，弹性支架用于弹性连接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以使第一柔性导线

和所述第二柔性导线间设有电气间隙。弹性支架连接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的方式

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限定弹性支架连接点处的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的最大

距离及最小距离。虽然弹性支架会限定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的最小距离，但由于

弹性支架可以变形，比如受压或受拉弯曲，第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仍可以接近第一柔性

导线，第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牵拉其邻近的两个弹性支架时，也可以接近或贴合第一柔

性导线。

[0028] 若使用时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连接交流电源，第一柔性导

线的首端和/或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串接有阻尼电阻；弹性支架用于使第二柔性导线的受

压部位靠近或电连接第一柔性导线。其中阻尼电阻的位置在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或第二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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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导线的首端并不影响检测效果。

[0029] 优选的，参见图1-3，弹性支架包括第一导引管10、第二导引架13和多个弹性连接

件12，至少一个第二导引架13环绕第一导引管10的管轴设置在第一导引管10的侧方并在第

一导引管10的延伸方向延伸布设，弹性连接件12用于连接第一导引管10和第二导引架13；

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中的一种用于可活动式穿设在第二导引架13内，比如第一柔

性导线穿设在第二导引架13内，则第二柔性导线穿设在第一导引管10内。当然，也可以将第

二柔性导线穿设在第二导引架13内，则第一柔性导线穿设在第一导引管10内。

[0030] 进一步优选的，本发明的压感式线阵传感器还包括绝缘套管，第一柔性导线的首

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用于连接交流电源，第一柔性导线、第二柔性导线和弹性支架均

设置在绝缘套管内。绝缘套管用于避免第一导线或第二导线接地后，造成误检测。

[0031] 实施例2：一种压感式线阵传感器，包括第一柔性导线、第二柔性导线和弹性支架。

[0032] 其中，第二柔性导线环绕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第一柔性导线的侧方并向第一柔性

导线的延伸方向布设。具体的，第二柔性导线环绕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第一柔性导线的侧

方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可行方式是，第二柔性导线有多根，该些根第二柔性导线形成有平

置组导线，平置组导线中的第二柔性导线均平行于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并均匀分布在第一柔

性导线的周向上。比如平置组导线有三根第二柔性导线，三根第二柔性导线与第一柔性导

线的横截面处，三根第二柔性导线的截面连线形成三角形，第一柔性导线的截面设置在三

角形内。第二种可行方式是，第二柔性导线有至少一根，至少一根第二柔性导线螺旋式环绕

第一柔性导线设置在第一柔性导线的侧方。

[0033] 其中，第一柔性导线的两端与第二柔性导线的两端分别绝缘固定连接。这样设置

的目的是固定第一柔性导线及第二柔性导线的相对长度，若第二柔性导线与弹性支架活动

连接，可以避免第二柔性导线受压后，第二柔性导线与第一柔性导线的相对长度变化后，弹

性支架不能带动第二柔性导线与第一柔性导线的相对长度复位。

[0034] 其中，弹性支架用于弹性连接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以使第一柔性导线

和所述第二柔性导线间设有电气间隙。弹性支架连接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的方式

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限定弹性支架连接点处的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的最大

距离及最小距离。虽然弹性支架会限定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的最小距离，但由于

弹性支架可以变形，比如受压或受拉弯曲，第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仍可以接近第一柔性

导线，第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牵拉其邻近的两个弹性支架时，也可以接近或贴合第一柔

性导线。

[0035] 若使用时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连接直流电源，第一柔性导

线的首端和/或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串接有限流电阻，第一柔性导线的尾端与所述第二柔

性导线的尾端通过分压电阻电连接；弹性支架用于使所述第二柔性导线的受压部位能够电

连接第一柔性导线。其中限流电阻的位置在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或第二柔性导线的首端并

不影响检测效果。

[0036] 优选的，参见图1-3，弹性支架包括第一导引管10、第二导引架13和多个弹性连接

件12，至少一个第二极性导引架13环绕第一导引管10的管轴设置在第一导引管10的侧方并

在第一导引管10的延伸方向延伸布设，弹性连接件13用于连接第一导引管10和第二导引架

13；第一柔性导线和第二柔性导线中的一种用于可活动式穿设在第二导引架内。比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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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导线穿设在第二导引架13内，则第二柔性导线穿设在第一导引管10内。当然，也可以将

第二柔性导线穿设在第二导引架13内，则第一柔性导线穿设在第一导引管10内。

[0037] 进一步优选的，第一导引管10为绝缘套管，第一柔性导线的首端和第二柔性导线

的首端用于连接直流电源，在绝缘套管上开设有窗口11，以使第二柔性导线的对应于窗口

的受压部位能够电连接第一柔性导线。

[0038] 实施例3：一种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包括面侵入检测模块、地脚侵入检测模块

和警报器，面侵入检测模块、地脚侵入模块均与警报器耦合连接，以在检测到侵入检测面或

压触地脚侵入检测模块的移动物后，警报器能够发出警报；地脚侵入检测模块包括实施例1

或实施例2中的压感式线阵传感器。

[0039] 由于本发明中，压感式线阵传感器用于检测贴地而行的移动物，故而弹性支架应

满足：压感式线阵传感器所需检测的移动物压在其上时，其输出信号能够出现显著变化。

[0040] 使用时，将面侵入检测模块的侵入检测面围合形成多棱柱式检测面，压感式线阵

传感器搁置在地面上围合形成多边形，多棱柱式检测面与多边形的并集形成防护区域。

[0041] 现有技术中，并未有在作业防护中检测从地面进入防护区域内的移动物，由于户

外作业时地面平整性较差，由于凸出地面的物体可能引起警报器误报，常见的面侵入检测

模块也不会检测从地面进入防护区域的移动物。但在户外作业时，蛇等危险动物也可能从

地面地入防护区域，并可能危害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本发明的户外供电作业用警报器通

过地脚侵入检测模块可以在蛇压在压感式线阵传感器上时，使警报器发出警报，有助于降

低此类风险因素的危害。

[0042] 上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的说明。应当明白，实践中无法穷尽说

明所有可能的实施方式，在此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尽可能地阐述本发明得发明构思。在不

脱离本发明的发明构思、且未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技术特征进行取舍组合、具体参数进行试验变更，或者利用本技术领域的现有技

术对本发明已公开的技术手段进行常规替换形成的具体的实施方式，均应属于为本发明隐

含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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