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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及温度检测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

装置及温度检测方法，包括箱体、控制箱、箱门、

灯光报警器、声音报警器、支架、灭火装置、温度

传感器和中央处理器；其特征在于箱门通过门轴

安装在箱体上；箱体顶部设有总线孔；箱体内部

设有由间隔板构成的多个隔断空间结构，每个隔

断空间结构内分别安装有烟雾传感器、接触器、

安装架、连接器，箱体内部还安装有安装板，所述

的安装架安装在安装板上；电源输入线与电源输

出线分别与接触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相连接，本

发明能够实现智能检测温度、智能检测火灾、智

能断电、智能灭火的目的，延长低压配电柜的使

用寿命，避免火灾的发生，使低压配电柜的应用

更安全广泛，适用于市场推广，具有良好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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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包括箱体、控制箱、箱门、灯光报警器、声音报警

器、支架、灭火装置、温度传感器和中央处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门通过门轴安装在箱

体上  ；箱体顶部设有总线孔  ；箱体内部设有由间隔板构成的多个隔断空间结构，每个隔断

空间结构内分别安装有烟雾传感器、接触器、安装架、连接器，箱体内部还安装有安装板，所

述的安装架安装在安装板上  ；安装架由背板和上折板构成，上折板安装在背板顶部  ；背板

上设有背板安装孔，安装板上设有安装孔，所述的背板安装孔与安装孔之间通过螺栓相连

接  ；上折板通过螺栓组件与连接器相连接，连接器由电动机、丝杆、连接触点和压杆构成，

所述的丝杆上安装有电动机，电动机带动丝杆做往复运动，丝杆的前端穿过电动机与压杆

相连接，压杆前端安装有连接触点，连接触点与上折板之间安装有电源输入线，连接触点与

接触器电气连接，所述的接触器安装在安装架前端，所述的接触器、电动机分别与中央处理

器相连接，电源输入线与电源输出线分别与接触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相连接。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

触点由触点、接触环、温度感应线安装孔和绝缘板构成，绝缘板安装在压杆前端，绝缘板前

端安装有触点，触点设有半圆形凹槽，在触点的半圆形凹槽内设有多个接触环，在触点的半

圆形凹槽底部设有温度感应线安装孔，温度感应线安装孔安装有温度感应线，温度感应线

与温度传感器相连接，所述的温度传感器与中央处理器相连接。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触点

采用银镍合金材料构成  ；所述的绝缘板采用陶瓷材料构成。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光

报警器安装在箱体顶部，所述的灯光报警器通过中央处理器分别监测每个隔断空间结构的

温度，所述的灯光报警器由绿色灯、黄色灯和红色灯构成，所述的灯光报警器与中央处理器

相连接。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

箱安装在箱体一侧，控制箱底部通过支架与箱体相连接，控制箱上设有散热孔，控制箱前端

安装有控制箱门  ；所述的声音报警器安装在控制箱顶部，声音报警器与中央处理器相连

接，控制箱内部还安装有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与中央处理器相连接  ；所述的中央处理

器安装在控制箱内。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体

内部底部还安装于灭火装置，灭火装置上安装有喷射管，灭火装置通过电磁阀与中央处理

器相连接。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磁阀由

阀体和驱动器构成，阀体安装在灭火装置上，驱动器与中央处理器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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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及温度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供电系统中的低压配电柜，具体的说是一种工作可靠、智能

化程度高、使用寿命长的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及温度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低压配电柜是供电系统常用的低压配电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主要是针

对过载、短路、漏电、老化引起的火灾等事故经常发生，目前，不论是在市场上还是在现有文

献资料的公开技术中，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一些报警功能的装置，但是这些装置都不具有防

护功能，尤其是不具有智能断电、智能灭火的功能，造成火灾不能得到及时控制消除，从而

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003] 通 过 检 索 对比 ，主 题 为“低 压 配电 柜 火 灾 预 报 警 装 置”、申 请 号 为

“2011103475009”、公布号为“CN102385785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对于低压配电柜发生火灾

时如何预报警的技术方案；此外，另一片对比文件主题为“一种火灾报警方法”、申请号为

“2013102837849”、公布号为“CN103366493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通过无线技术进行火灾报

警的方法，基于以上两篇对比文件的对比，均没有公开当低压配电柜发生火灾的同时，不仅

要实现报警功能，还要实现智能断电、智能灭火功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装置不具备防护功能

的缺点，提供了一种具有可靠的、智能的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及温度检测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包括箱体、控制箱、箱门、灯光报警器、声音报

警器、支架、灭火装置、温度传感器和中央处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门通过门轴安装在

箱体上；箱体顶部设有总线孔；箱体内部设有由间隔板构成的多个隔断空间结构，每个隔断

空间结构内分别安装有烟雾传感器、接触器、安装架、连接器，箱体内部还安装有安装板，所

述的安装架安装在安装板上；安装架由背板和上折板构成，上折板安装在背板顶部；背板上

设有背板安装孔，安装板上设有安装孔，所述的背板安装孔与安装孔之间通过螺栓相连接；

上折板通过螺栓组件与连接器相连接，连接器由电动机、丝杆、连接触点和压杆构成，所述

的丝杆上安装有电动机，电动机带动丝杆做往复运动，丝杆的前端穿过电动机与压杆相连

接，压杆前端安装有连接触点，连接触点与上折板之间安装有电源输入线，连接触点与接触

器电气连接，所述的接触器安装在安装架前端，所述的接触器、电动机分别与中央处理器相

连接，电源输入线与电源输出线分别与接触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相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连接触点由触点、接触环、温度感应线安装孔和绝缘板构成，绝

缘板安装在压杆前端，绝缘板前端安装有触点，触点设有半圆形凹槽，在触点的半圆形凹槽

内设有多个接触环，在的半圆形凹槽底部设有温度感应线安装孔，温度感应线安装孔安装

有温度感应线，温度感应线与温度传感器相连接，所述的温度传感器与中央处理器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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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触点采用银镍合金材料构成；所述的绝缘板采用陶瓷材料构成。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灯光报警器安装在箱体顶部，所述的灯光报警器通过中央处理

器分别监测每个隔断空间结构的温度，所述的灯光报警器由绿色灯、黄色灯和红色灯构成，

所述的灯光报警器与中央处理器相连接；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连接触点与电源输入线之间

的温度低于设置温度时，灯光报警器绿色灯亮；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连接触点与电源输入

线之间的温度处于设置温度区间时，灯光报警器黄色灯亮；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连接触点

与电源输入线之间的温度高于设置温度时，灯光报警器红色灯亮，中央处理器驱动声音报

警器声音报警。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控制箱安装在箱体一侧，控制箱底部通过支架与箱体相连接，控

制箱上设有散热孔，控制箱前端安装有控制箱门；所述的声音报警器安装在控制箱顶部，声

音报警器与中央处理器相连接，控制箱内部还安装有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与中央处理

器相连接；所述的中央处理器安装在控制箱内。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箱体内部底部还安装于灭火装置，灭火装置上安装有喷射管，灭

火装置通过电磁阀与中央处理器相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电磁阀由阀体和驱动器构成，阀体安装在灭火装置上，驱动器与

中央处理器相连接。

[0013] 一种低压配电柜温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0014] 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连接触点与电源输入线之间的温度低于设置温度时，灯光报

警器绿色灯亮；

[0015] 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连接触点与电源输入线之间的温度处于设置温度区间时，灯

光报警器黄色灯亮；

[0016] 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连接触点与电源输入线之间的温度高于设置温度时，灯光报

警器红色灯亮，中央处理器驱动声音报警器声音报警。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解决现有低压配电柜的缺点，能够实现智能检测温

度、智能检测火灾、智能断电、智能灭火的目的，延长低压配电柜的使用寿命，避免火灾的发

生，使低压配电柜的应用更安全广泛，适用于市场推广，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 是图1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安装架与连接器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连接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箱体，1.1.间隔板，1.2.总线孔，1.3.控制箱，1.31.散热孔，1.32.控制箱

门，1.4.安装板，1.41.安装孔，2.箱门，2.1.门轴，3.灯光报警器，4.烟雾传感器，5.声音报

警器，6.支架，7.灭火装置，8.喷射管，9.接触器，10.安装架，10.1 .背板，10.2.  背板安装

孔，10.3.上折板，11.电源输入线，12.电源输出线，13.螺栓组件，14.连接器，14.1.电动机，

14.2.丝杆，14.3.连接触点，14.3a.触点，14.3b.接触环，14.3c.温度感应线安装孔，14.3d.

绝缘板，14.4.压杆，15.温度传感器，16.中央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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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25] 如图1-  4所示，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总体结构示意图；图2  是图1的主视

结构示意图；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安装架与连接器连接结构示意图；图4是本发明

实施例所提供的连接器结构示意图。

[0026] 本发明提供了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包括箱体1、控制箱1.3、箱门2、灯光

报警器3、声音报警器5、支架6、灭火装置7、温度传感器15和中央处理器16；所述的箱门2通

过门轴2.1安装在箱体1上；箱体1顶部设有总线孔1.2；箱体1内部设有由间隔板1.1构成的

多个隔断空间结构，每个隔断空间结构内分别安装有烟雾传感器4、接触器9、安装架10、连

接器14，箱体1内部还安装有安装板1.4，所述的安装架10安装在安装板1.4上；电源输入线

11与电源输出线12分别与接触器9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相连接。

[0027] 进一步，所述的隔断空间结构内部安装有烟雾传感器4、接触器9、安装架10、连接

器14；烟雾传感器4悬挂在间隔板1.1上；安装架10由背板10.1和上折板10.3构成，上折板

10 .3安装在背板10 .1顶部；背板10 .1上设有背板安装孔10 .2，安装板1.4上设有安装孔

1.41，所述的背板安装孔10.2与安装孔1.41之间通过螺栓相连接；上折板10.3通过螺栓组

件13与连接器14相连接，连接器14由电动机14.1、丝杆14.2、连接触点14.3和压杆14.4构

成，所述的丝杆14.2上安装有电动机14.1，电动机14.1带动丝杆14.2做往复运动，丝杆14.2

的前端穿过电动机14.1与压杆14.4相连接，压杆14.4前端安装有连接触点14.3，连接触点

14.3与上折板10.3之间安装有电源输入线11，连接触点14.3与接触器9电气连接，所述的接

触器9安装在安装架10前端，所述的接触器9、电动机14.1分别与中央处理器16相连接。当发

生高温报警时，由于中央处理器内设定高温报警时间，超过报警时间仍未人为断电，中央处

理器自动识别，给予电动机14.1运动信号，电动机14.1带动丝杆14.2向相反方向运动，从而

使连接触点14.3与电源输入线11相分离，从而实现断电的目的，进一步的保护低压配电柜

内的设备，避免火灾的发生，报警故障排除后，通过手动再次在连接触点14.3与上折板10.3

之间接上电源输入线11，同时观察低压配电柜的运行情况。

[0028] 进一步的，所述的连接触点14.3由触点14.3a、接触环14.3b、温度感应线安装孔

14.3c和绝缘板14.3d构成，绝缘板14.3d安装在压杆14.4前端，绝缘板14.3d前端安装有触

点14.3a，触点14.3a设有半圆形凹槽，在触点14.3a的半圆形凹槽内设有多个接触环14.3b，

在的半圆形凹槽底部设有温度感应线安装孔14.3c，温度感应线安装孔14.3c安装有温度感

应线，温度感应线与温度传感器15相连接，所述的温度传感器15与中央处理器16相连接，通

过检测连接触点14.3与电源输入线11之间的温度，温度传感器15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传送

至中央处理器16内进行判断，从而决定是否采取报警、断电或灭火工作。

[0029] 进一步的，所述的触点14.3a采用银镍合金材料构成，具有电传导性好的优点，同

时提高银的硬度、耐磨性和抗烧损能力；所述的绝缘板14.3d采用陶瓷材料构成，陶瓷具有

良好的隔热、绝缘的优点。

[0030] 进一步的，所述的灯光报警器3安装在箱体1顶部，所述的灯光报警器3通过中央处

理器16分别监测每个隔断空间结构的温度，所述的灯光报警器3由绿色灯、黄色灯和红色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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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所述的灯光报警器3与中央处理器16相连接；当温度传感器15检测到连接触点14.3与

电源输入线11之间的温度低于设置温度时，灯光报警器3绿色灯亮；当温度传感器15检测到

连接触点14.3与电源输入线11之间的温度处于设置温度区间时，灯光报警器3黄色灯亮；当

温度传感器15检测到连接触点14.3与电源输入线11之间的温度高于设置温度时，灯光报警

器3红色灯亮，中央处理器16驱动声音报警器5声音报警。

[0031] 进一步的，所述的控制箱1.3安装在箱体1一侧，控制箱1.3底部通过支架6与箱体1

相连接，控制箱1.3上设有散热孔1.31，控制箱1.3前端安装有控制箱门1.32；所述的声音报

警器5安装在控制箱1.3顶部，声音报警器5与中央处理器16相连接，控制箱1.3内部还安装

有温度传感器15，温度传感器15与中央处理器16相连接；所述的中央处理器16安装在控制

箱1.3内。

[0032] 进一步的，所述的箱体1内部底部还安装于灭火装置7，灭火装置7上安装有喷射管

8，灭火装置7通过电磁阀与中央处理器16相连接；当温度高于设置温度时，灯光报警器3红

色灯亮，声音报警器5声音报警，此间仍无人断电导致发生火灾时，中央处理器16自动识别，

给予电动机14.1运动信号，电动机14.1带动丝杆14.2向相反方向运动，从而使连接触点

14.3与电源输入线11相分离，从而实现断电的目的，同时，烟雾传感器4将检测的信号传送

至中央处理器16内处理，驱动灭火装置7向喷射管8内喷出灭火气体，从而实现对箱体1内进

行快速灭火的目的。

[0033] 进一步的，所述的电磁阀由阀体和驱动器构成，阀体安装在灭火装置7上，驱动器

与中央处理器16相连接，实现智能驱动灭火装置7的目的，从而进行智能灭火的目的。

[0034] 一种低压配电柜温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0035] 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连接触点与电源输入线之间的温度低于设置温度时，灯光报

警器绿色灯亮；

[0036] 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连接触点与电源输入线之间的温度处于设置温度区间时，灯

光报警器黄色灯亮；

[0037] 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连接触点与电源输入线之间的温度高于设置温度时，灯光报

警器红色灯亮，中央处理器驱动声音报警器声音报警。

[0038]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低压配电柜火灾报警防护装置，能够实现对低压配电柜进行

温度、火灾的检测，实现智能灭火的目的，从而实现对低压配电柜进行火灾报警防护的功

能，进一步保证了低压配电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0039]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全

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性

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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