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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

其是在一机箱内设有一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

数测量电路板，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

电路板连接一面板，且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

数测量电路板可供外接网络，另外，该机箱内部

中间设有一总线组，该总线组上设有电流检知

器，而该机箱内在该总线组的两侧设有数个电磁

开关，使该些电磁开关可由面板或远程网络进行

启闭，由此，本发明不仅具有监控电源质量的功

能，而且具有可程序化自动控管分配电源的优

点，符合工业4.0网络化及自动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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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特征在于，包含有：

一机箱，供置放于一机架上，所述机箱内部形成一容置空间；

一面板，设置于所述机箱的前侧，所述面板设有一总开关、一紧急开关以及一显示屏

幕，所述总开关、所述紧急开关以及所述显示屏幕电性相接，且所述总开关与所述紧急开关

是电性串联；

一前板，所述前板平行设置于所述面板后方，并位于所述机箱的容置空间内，所述前板

具有一绝缘板，且所述绝缘板的中间处设有数个第一穿孔；

一背板，所述背板设置于所述机箱的后侧，并与所述面板及前板平行，所述背板上设有

数个输出端子，且所述背板对应所述前板的第一穿孔处为绝缘的材质，并设有对应所述数

个第一穿孔的数个第二穿孔；

一总线组，所述总线组一端横向穿设于所述数个第一穿孔，另一端穿设于所述数个第

二穿孔，使所述总线组位于所述容置空间内且另一端凸出所述背板外侧，而供外接外部电

源；

数个电流检知器，分别套设于所述总线组上，且分别与所述面板电性相接，所述数个电

流检知器用以检知输入电流；

数个电磁开关，设置于所述机箱的容置空间内，且分别位于所述总线组的左右两侧，所

述数个电磁开关的输入端分别与所述总线组电性相接，而所述数个电磁开关的输出端分别

与所述背板的数个输出端子电性相接；

一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设置于所述机箱的一侧，且与所述面板、所述

数个电流检知器以及所述数个电磁开关电性相接，供测量外部电源的各项电力数值；

所述面板上还设有一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开启按钮以及一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

所述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开启按钮及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与所述网络连接及各种电

力参数测量电路板电性连接，首先按下所述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所述具有指示灯

的输出关闭按钮闪烁，同时使所述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检知输入电压是否

欠相、相序、输入电压过高或过低、输入频率过高或过低、电力不平衡、谐波因子，当所述网

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确认输入电压正常后，所述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

停止闪烁而持续发亮，之后按下所述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开启按钮，以使所述数个电磁开关

依照设定而依顺序开启，之后再次按下所述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时，所述数个电磁

开关依照设定而依顺序关闭。

2.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可程序化

交流电源分配器还设有一电源转换器，所述电源转换器设置于所述前板与所述面板之间，

且所述电源转换器与所述总开关以及所述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电性相接。

3.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网络连接

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设有数个传输端子，所述数个传输端子与一网络控制单元电性

相接，使所述网络控制单元自远程控制所述数个电磁开关的启闭。

4.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总线组具

有一第一总线、一第二总线以及一第三总线，且所述第一总线设置于所述第二总线的上方，

所述第三总线设置于所述第二总线的下方。

5.依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第一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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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设有数个第一导电片，所述第二总线横向设有数个第二导电片，所述第三总线横向设

有数个第三导电片，且所述数个第一导电片、所述数个第二导电片及所述数个第三导电片

的两端分别具有一锁固孔，而供一螺栓锁固于相对应的电磁开关的输入端上。

6.依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数个第一

导电片的两端分别向下并分别设有一第一弯折部，而所述数个第三导电片的两端分别向上

并分别设有一第二弯折部，使所述数个第一导电片、所述数个第二导电片及所述数个第三

导电片的两端皆位于同一平面。

7.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前板两侧

分别设有一安装孔，所述安装孔设有一散热风扇。

8.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前板具有

一绝缘片，所述绝缘片设置于所述绝缘板与所述前板之间。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426188 B

3



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交流电源分配器，尤其是关于一种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

背景技术

[0002] 具有多个电器设备的负载，例如机架式设备，其电源端往往需要由一配电盘来启

闭电源，并以人工检测的方式检测用电量或电源质量，而当负载异常时，便须从配电盘将电

源回路切断，避免发生危险。

[0003] 随着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时代的来临，许多工厂内生产线逐渐

开始朝工业4.0所提及的制造业计算机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方向转型，而企业的机房是一

家公司的心脏与命脉，为了确保运行顺畅，已知技术以人工方式进行电源管理及监视费时

费工，因此，如何有效监控电源、维护电源质量，且符合工业4.0网络化及自动化的要求，成

为本发明丞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可监控输入电源

的各项数据、维护用电质量，更可自动控管分配电源的启闭，具有安全控管电源的优点。

[0005] 为达成上述目的，本发明所提供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其包含有:一机箱，

可供置放于机架上，其内部形成一容置空间；一面板，其设置于该机箱的前侧，该面板设有

一总开关、一紧急开关以及一显示屏幕，该总开关、该紧急开关以及该显示屏幕电性相接，

且该总开关与该紧急开关是电性串联；一前板，其平行设置于该面板后方，并位于该机箱的

容置空间内，该前板具有一绝缘板，且该绝缘板的中间处设有数个第一穿孔；一背板，其设

置于该机箱的后侧，并与该面板及前板平行，该背板上设有数个输出端子，且该背板对应该

前板的第一穿孔处为绝缘材质并设有对应所述数个第一穿孔的数个第二穿孔；一总线组，

其一端横向穿设于该些第一穿孔，另一端穿设于该些第二穿孔，使该总线组位于该容置空

间内且另一端凸出该背板外侧，而可供外接外部电源；数个电流检知器，分别套设于该总线

组上，且分别与该面板电性相接，该些电流检知器用以检知输入电流；数个电磁开关，设置

于该机箱的容置空间内，且分别位于该总线组的左右两侧，该些电磁开关的输入端分别与

该总线组电性相接，而该些电磁开关的输出端分别与该背板的数个输出端子电性相接；一

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设置于该机箱的一侧，且与该面板、该些电流检知器

以及该些电磁开关电性相接，可供测量外部电源的各项电力数值。

[0006]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该面板上还设有一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开启按钮以及一具有

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该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开启按钮可控制该些电磁开关的启动，该具

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可控制该些电磁开关的关闭。

[0007]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该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还设有一电源转换器，该电源转

换器设置于该前板与该面板之间，且该电源转换器与该总开关以及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

参数测量电路板电性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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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设有数个传输端子，

该些传输端子与一网络控制单元电性相接，使该网络控制单元可自远程控制该些电磁开关

的启闭。

[0009]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该总线组具有一第一总线、一第二总线以及一第三总线，且

该第一总线设置于该第二总线的上方，该第三总线设置于该第二总线的下方。

[0010]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该第一总线横向设有数个第一导电片，该第二总线横向设有

数个第二导电片，该第三总线横向设有数个第三导电片，且该些第一导电片、该些第二导电

片及该些第三导电片的两端分别具有一锁固孔，而可供一螺栓锁固于相对应的电磁开关的

输入端上。

[0011]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该些第一导电片的两端分别向下并分别设有一第一弯折部，

而该些第三导电片的两端分别向上并分别设有一第二弯折部，使该些第一导电片、该些第

二导电片及该些第三导电片的两端皆位于同一平面。

[0012]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该前板两侧分别设有一安装孔，该些安装孔分别设有一散热

风扇。

[0013]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该前板具有一绝缘片，该绝缘片设置于该绝缘板与该前板之

间。

[0014] 本发明所提供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是利用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

量电路板及该电流检知器测量外部电源的各项数值，并通过该面板分别控制该些电磁开关

的启动与关闭，以达到电源监控与分配的作用，维护电力质量及安全。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分解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总线组的分解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剖视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方块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的方块图。

[0021] 附图中的符号说明：

[0022] 100  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10  机箱；11  容置空间；20  面板；21  总开关；22 

紧急开关；23  显示屏幕；231  旋钮；24  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开启按钮；25  具有指示灯的输出

关闭按钮；30  前板；31  绝缘板；32  第一穿孔；33  安装孔；34  散热风扇；35  绝缘片；40  背

板；41  输出端子；42  第二穿孔；50  总线组；51  第一总线；52  第二总线；53  第三总线；54 

第一导电片；541  第一弯折部；542  锁固孔；55  第二导电片；552  锁固孔；56  第三导电片；

561  第二弯折部；562  锁固孔；60 电流检知器；70 电磁开关；71  输入端；72  输出端；73  螺

栓；80 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1  传输端子；90 电源转换器；200 网络控制

单元；300  外部电源；400  负载。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参阅图1、图2以及图4所示，为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立体图、分解图及剖视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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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有一种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100，该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100包含有：

[0024] 一机箱10，其尺寸大小可供置放于一机架(图未示)上，而其内部形成一容置空间

11。

[0025] 一面板20，其设置于该机箱10的前侧，该面板20设有一总开关21、一紧急开关22、

一显示屏幕23、一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开启按钮24以及一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25，该

总开关21、该紧急开关22以及该显示屏幕23电性相接，且该总开关21与该紧急开关22是电

性串联，而该显示屏幕23设有数个旋钮231。

[0026] 一前板30，其平行设置于该面板20后方，并位于该机箱10的容置空间11内，该前板

30具有一绝缘板31，且该绝缘板31的中间处设有数个第一穿孔32，在本实施例中，该绝缘板

31是以绝缘的电木为材质，且该绝缘板31设有三个第一穿孔32，该前板30两侧分别设有一

安装孔33，该些安装孔33上设有一散热风扇34，该前板30进一步具有一绝缘片35，该绝缘片

35设置于该绝缘板31与面板20之间。

[0027] 一背板40，其设置于该机箱10的后侧，并与该面板20及前板30平行，该背板40设有

数个输出端子41，且该背板40对应该前板30的数个第一穿孔32设有数个第二穿孔42，该背

板40主要是以金属为材质，另外在该些第二穿孔42处，则以绝缘的电木为材质。

[0028] 一总线组50，同时配合参阅图3所示，其一端横向穿设于该些第一穿孔32，另一端

穿设于该些第二穿孔42，使得该总线组50位于该容置空间11内且另一端凸出该背板40外

侧，而可供外接外部电源，在本实施例中，外部电源为三相三线180~460V或三相四线180/

104~576/332.4V交流电源，使该总线组50具有一第一总线51、一第二总线52以及一第三总

线53，且该第一总线51设置于该第二总线52上方，该第三总线53设置于该第二总线52的下

方，其中，该第一总线51横向设有数个第一导电片54，且该些第一导电片54的两端分别向下

并分别设有一第一弯折部541，该第二总线52横向设有数个第二导电片55，该第三总线53横

向设有数个第三导电片56，且该些第三导电片56的两端分别向上并分别设有一第二弯折部

561，使得该些第一导电片54、该些第二导电片55及该些第三导电片56的两端皆位于同一平

面，而该些第一导电片54、该些第二导电片55及该些第三导电片56分别与该总线组50垂直

螺设，且该些第一导电片54、该些第二导电片55及该些第三导电片56的两端分别具有一锁

固孔542、552、562。

[0029] 数个电流检知器60，分别套设于该总线组50，且分别与该面板20电性相接，该些电

流检知器60用以检知输入电流，在本实施例中，该些电流检知器60为比流器。

[0030] 数个电磁开关70，其设置于该机箱10的容置空间11内，且分别位于该总线组50的

左右两侧，该些电磁开关70两侧分别具有数个输入端71及数个输出端72，该些输入端71可

分别与该些第一导电片54、该些第二导电片55及该些第三导电片56的锁固孔542、552、562

由螺栓73而相锁接，该些电磁开关70的输出端72则分别与该背板40的数个输出端子41电性

相接。

[0031] 一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0，其设置于该机箱10的一侧，且与该面

板20、该些电流检知器60以及该些电磁开关70电性相接，可供测量外部电源的各项数值，例

如外部电源的功率、电压、电流、频率及相位等，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0

设有数个传输端子81。

[0032] 一电源转换器90，该电源转换器90设置于该前板30与该面板20之间，且该电源转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426188 B

6



换器90是与该总开关21以及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0电性相接，可将外部

交流电源转换为低压控制用电源，在本实施例中，低压控制用电源为单相24V直流电源，以

作为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0及面板20的电源。

[0033] 参阅图5所示，为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方块图，使用者先开启该总开关21，此时，

外部电源300会由该总线组50输入，再经由该电源转换器90转成直流电，并以低电压开启该

面板20，在本实施例中，仅须24V的电压即可开启，接着，按下该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

25，该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25会闪烁，此时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

80会检知输入电压是否欠相、相序、输入电压过高、过低、输入频率过高、过低、电力不平衡

(相角、电压造成)、谐波因子，确认输入电压正常后，该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25会停

止闪烁而持续发亮，接下来，按下该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开启按钮24，此时该些电磁开关70会

依照设定而依顺序开启，将电流传至该些电磁开关70相对应的负载400，例如若负载为具有

主从控制的电源设备时，则会先从最远的从机由远至近依序开启，最后再开启主机，该些电

流检知器60会检知输入电流是否正常，并由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0计算

功率因子、耗电量以及计算碳排量，并显示于该显示屏幕23中，使该显示屏幕23可显示该网

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0所获得的各项数据，让用户可掌握输入电源及负载的

用电情形，维护电力品质。

[0034] 当用户按下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25时，此时该些电磁开关70会依照设定而

依顺序关闭，例如若负载为具有主从控制的电源设备时，则会先从主机关闭，再由最近的从

机由近至远依序关闭，因此，该些电磁开关70可依照设定而依序进行开启或关闭，除了可避

免人力直接操作外，也可避免因人力操作所造成的开关机顺序错误，而导致无法开机或操

作异常，若使用过程中遇到紧急状况或该具有指示灯的输出关闭按钮25失去作用时，使用

者可按下该紧急开关22，此时该些电磁开关70将会同时关闭，因此，由低压供电的面板20对

高压供电的电磁开关70以隔离方式进行对该些电磁开关70启闭的控制，让使用者完全不会

接触到高压的电源，在使用上更具有安全性。

[0035] 参阅图6所示，为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的方块图，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与前述第一实

施例不同之处在于，该些传输端子81是与一网络控制单元200电性相接，因此，该网络连接

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0的数据皆会传入至该网络控制单元200，用户除了可利用该

网络控制单元200进行远程控制该些电磁开关70的启闭外，更可监控电源质量，增进使用的

安全性，不论通过该面板20直接操作或该网络控制单元200远程操作，实时操作及监控该些

负载400的使用，达到电源安全控管的目的，符合工业4.0网络化及自动化的要求，但是，当

由该网络控制单元200控制输出时，该紧急开关22的优先权仍高于该网络控制单元200。

[0036] 值得一提的是，本发明中该网络连接及各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0在该些电磁开

关70送电后，具有检出每一电磁开关70的接点动作是否正常的功能，此外，该网络连接及各

种电力参数测量电路板80更具有该电磁开关70通电计时的功能以及单次输出计时功能，可

分别记录工作时间及每次供电的用电量。

[0037] 值得再提的是，本发明所提供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100，该机箱10为机架式

的机箱，而可供置放于机架上，因此可与其他机架式的设备，例如电源供应器，共同置放于

机架上，作为其他设备的电源分配管理，因此具有方便管理及操作的优点。

[0038] 值得再提的是，本发明所提供的可程序化交流电源分配器100，由于采用直流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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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磁开关70，因此可避免交流电源因瞬降或瞬断时，对交流电磁开关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0039]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为充分说明本发明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换，均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9426188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9

CN 109426188 B

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0

CN 109426188 B

10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1

CN 109426188 B

1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2

CN 109426188 B

12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3

CN 109426188 B

13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4

CN 109426188 B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