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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开关柜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压开关柜。一种高压开关

柜包括柜体和设置在柜体内的带电显示传感器，

柜体内设有用于安装带电显示传感器的支架，高

压开关柜还包括具有罗格夫斯基线圈的局部放

电传感器，支架与柜体之间设有安装腔，局部放

电传感器安装在所述安装腔内，所述局部放电传

感器上设有供带电显示传感器的耦合电容的信

号线穿过所述线路穿孔，局部放电传感器具有用

于将检测到的局部放电信号引出的信号线。该高

压开关柜包括柜体包括具有罗格夫斯基线圈的

局部放电传感器，局部放电传感器感应收集柜体

内的局部放电信息并通过信号线及时传输出去，

实现对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的带电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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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开关柜，包括柜体和设置在柜体内的带电显示传感器，所述柜体内设有用

于安装带电显示传感器的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开关柜还包括具有罗格夫斯基线圈

的局部放电传感器，局部放电传感器固定在柜体上，所述支架与柜体之间设有安装腔，所述

支架呈“几”字形，支架的两侧为连接法兰，支架与柜体通过连接法兰固定连接围成所述安

装腔，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安装在所述安装腔内，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上设有供带电显示

传感器的耦合电容的信号线穿过的线路穿孔，带电显示传感器的耦合电容的信号线穿过支

架和线路穿孔信号连接有带电显示器，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具有用于将检测到的局部放电

信号引出的信号线，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的信号线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有输出端子，所述输

出端子设置在高压开关柜的外面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端子为N型电缆接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具有金属

屏蔽外壳，所述线路穿孔设置在所述金属屏蔽外壳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为金属材质，局部放电传

感器固定连接在柜体内的金属部件上，所述金属屏蔽外壳与金属部件连接接地。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端子信号连接有用于

收集和分析局部放电传感器传递的信息的信号终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终端为便携式局部放电带

电检测仪，所述便携式局部放电检测仪包括数据采集及处理模块，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存储

模块、数据显示模块以及直流电源。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压开关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带电显示传感器通过螺钉

固定连接在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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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开关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压开关柜。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对电力的需求不断增大，人们对电能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对设备

安全运行的要求也相应提高。高压开关柜是配电网大量使用的电气设备，在实际运行中需

要对高压开关柜进行周期性检测，运行维护的工作量大。

[0003] 公告号为CN205004669U，公告日为2016.01.27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智能化金属

封闭开关设备，该智能化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包括柜体和断路器手车，柜体包括母线室、电缆

室和二次元件室，电缆室内安装有电动接地开关、高压带电传感器、环境温度传感器和加热

器，高压带电传感器即带电显示传感器，柜体内设有用于安装带电显示传感器的支架，二次

元件室内安装有电动操作模块和温度测量模块，各项操作模块连接智能控制终端，智能控

制终端在其显示面板上实时显示开关设备的工作状态及一次模拟状态。但是，高压开关柜

在运行中会产生局部放电的可能，甚至因为局部放电发生故障。

[0004] 公告号为CN204287389U，公告日为2015.04.22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高频电流局

部放电信号采集传感器，该高频电流局部放电信号采集传感器具有罗氏线圈，罗氏线圈围

绕磁芯缠绕，再通过积分电阻接地。该高频电流局部放电信号采集传感器检测局部放电信

号时，载流导线穿过罗氏线圈，罗氏线圈感应电流脉冲，再通过积分电阻采集脉冲信号，从

而判断电缆中有无局部放电以及局部放电的大小。

[0005] 现有技术中在高压开关柜进行局部放电检测之前需要先切断电源，再进行局部放

电传感器和信号终端的连接，无法实现高压开关柜的带电检修，因此，需要一种高压开关柜

局部放电带电监测系统，以提高高压开关柜供电的可靠性。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压开关柜，解决现有技术中高压开关柜在进行局部

放电检测时，不能实现高压开关柜的带电检修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高压开关柜的技术方案是：

[0008] 技术方案1：一种高压开关柜，包括柜体和设置在柜体内的带电显示传感器，所述

柜体内设有用于安装带电显示传感器的支架，所述高压开关柜还包括具有罗格夫斯基线圈

的局部放电传感器，所述支架与柜体之间设有安装腔，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安装在所述安

装腔内，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上设有供带电显示传感器的耦合电容的信号线穿过所述线路

穿孔，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具有用于将检测到的局部放电信号引出的信号线。

[0009] 其有益效果是：该高压开关柜包括柜体包括具有罗格夫斯基线圈的局部放电传感

器，用于安装带电显示传感器的支架与柜体之间设有安装腔，局部放电传感器安装在所述

安装腔内，局部放电传感器上设有供带电显示传感器的耦合电容的信号线穿过所述线路穿

孔，局部放电传感器感应收集柜体内的局部放电信息并通过信号线及时传输出去，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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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的带电测量。

[0010] 技术方案2：在技术方案1的基础上，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的信号线的信号输出端

连接有输出端子，所述输出端子设置在高压开关柜的外面板上。

[0011] 技术方案3：在技术方案2的基础上，所述输出端子为N型电缆接头。其有益效果是：

输出端子为N型电缆接头，信号终端与局部放电传感器插接连接，连接更加方便。

[0012] 技术方案4：在技术方案1或2或3的基础上，所述支架呈“几”字形，支架的两侧为连

接法兰，支架与柜体通过连接法兰固定连接围成所述安装腔。

[0013] 其有益效果是：支架呈“几”字形，  支架的两侧为连接法兰，支架与柜体通过连接

法兰固定连接围成所述安装腔，充分利用支架下方的空间，使局部放电传感器对开关柜原

有的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不产生任何影响。

[0014] 技术方案5：在技术方案1或2或3的基础上，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具有金属屏蔽外

壳，所述线路穿孔设置在所述金属屏蔽外壳上。

[0015] 技术方案6：在技术方案5的基础上，所述支架为金属材质，局部放电传感器固定连

接在柜体内的金属部件上，所述金属屏蔽外壳与金属部件连接接地。

[0016] 技术方案7：在技术方案2或3的基础上，所述输出端子信号连接有用于收集和分析

局部放电传感器传递的信息的信号终端。

[0017] 技术方案8：在技术方案7的基础上，所述信号终端为便携式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仪，

所述便携式局部放电检测仪包括数据采集及处理模块，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存储模块、数据

显示模块以及直流电源。

[0018] 其有益效果是：便携式局部放电检测仪通过对局部放电传感器传递的信息数据进

行采集和分析，能够直观的反应高压开关柜柜体内局部放电的情况。

[0019] 技术方案9：在技术方案1或2或3的基础上，所述带电显示传感器通过螺钉固定连

接在支架上。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高压开关柜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高压开关柜的局部放电传感器安装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局部放电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图3所示的局部放电传感器的俯视图；

[0024] 图5为图3所示的局部放电传感器的侧视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高压开关柜的柜体内的支架的主视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高压开关柜的柜体内的支架的俯视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带电检测的电路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高压开关柜的实施例2的局部放电传感器安装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1.柜体；2.带电显示传感器；3.信号线；4.支架；41.螺纹孔；5.局部

放电传感器；51.线路穿孔；6.便携式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仪；7.带电显示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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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发明的高压开关柜的实施例1，如图1至图7所示，该高压开关柜包括柜体1柜体

和设置在柜体内的带电显示传感器2，柜体1内设有用于安装带电显示传感器2的支架4，所

述高压开关柜还包括具有罗格夫斯基线圈的局部放电传感器5，所述支架4与柜体1之间设

有安装腔，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5安装在所述安装腔内，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5上设有供带

电显示传感器2的耦合电容的信号线穿过所述线路穿孔51，所述局部放电传感器5具有用于

将检测到的局部放电信号引出的信号线3。

[0032] 局部放电传感器5固定在柜体1上，支架4呈“几”字形，支架4的两侧为连接法兰，支

架4与柜体1通过连接法兰固定连接围成所述安装腔。支架4的两侧设有连接法兰，支架4与

柜体1通过连接法兰固定连接。支架4上固定有带电显示传感器2，支架4的上端面设有用于

安装带电显示传感器2的安装孔，安装孔为螺纹孔41，带电显示传感器2通过穿设在螺纹孔

41内的螺钉固定在支架4上。

[0033] 局部放电传感器为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包括金属屏蔽壳体和设置在金属屏蔽

壳体内的罗格夫斯基线圈，不含铁芯。金属屏蔽壳体的设计尺寸控制在70mm*50mm*20mm以

内，便于安装，线路穿孔51贯穿电流互感器的金属屏蔽壳体，带电显示传感器2的耦合电容

的信号线穿过支架4和管路穿孔信号连接有带电显示器7。

[0034] 局部放电传感器5的信号线3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有输出端子，输出端子设置在高压

开关柜的外面板上，局部放电传感器5至外面板上输出端子之间的电缆长度尽量短，以减小

干扰，避免信号传输衰减。输出端子为标准的N型电缆接头，N型电缆接头信号连接有用于收

集和分析局部放电传感器5传递的信息的信号终端，信号终端为便携式局部放电带电检测

仪6，便携式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仪6包括数据采集及处理模块，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存储模

块、数据显示模块以及直流电源。

[0035] 本发明的高压开关柜的局部放电传感器5的信号输出端的输出端子位于高压开关

柜的面板上，在进行局部放电检测时，直接将便携式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仪6插接在局部放电

传感器5的输出端子上，如图8所示，柜体1内带电显示传感器2通过高压母线耦合电容耦合

局部放电的高频脉冲信号，局部放电传感器5通过磁场感应接收到高频脉冲信号，局部放电

传感器5通过信号线3将接收到的信息传递至输出端子，便携式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仪6收集

局部放电传感器5传递的信息，并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精确分析，实现对高压开关柜内部局

部放电的精确测量。

[0036] 本发明的高压开关柜的实施例2，如图9所示，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局部放

电传感器5的尺寸如果相对较大，柜体1上可以设置相应的凹槽，不影响柜体1内其他元器件

的布置。

[0037] 在其他实施例中，局部放电传感器可以固定在高压开关柜内部的金属骨架上，例

如将高压开关柜内壁上或者隔板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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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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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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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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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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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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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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