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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感应模

块：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开合情况是否异常，并将

信号传递至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接收并处理感

应模块传来的信息，向报警器发出指令，用以控

制报警器的打开或关闭；报警器：接收控制模块

发出的打开或关闭的指令并实施；感应装置：感

应变压器箱门的开合情况是否异常，并将信号传

递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接收并处理感应装置

传来的信息，向防护门发出指令，用于控制防护

门的开、合；防护门：接收控制装置发出的打开或

闭合的指令并实施；本发明通过同时设置双锁体

加强锁、自锁装置、报警装置和防护门，对变压器

箱门起到多重保护作用，不仅增加了变压器箱门

的牢固度，也提高了变压器箱的防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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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包括双锁体加强锁、自锁装置、防护门(23)和报警装置(15)，

所述报警装置包括感应模块(18)、控制模块(16)和报警器(17)，还包括感应装置(19)和控

制装置(22)，其特征在于：

所述感应模块(18)：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开合情况是否异常，并将信号传递至控制模块

(16)，控制模块(16)将信息处理后，再向报警器(17)发出指令，用于控制报警器(17)的打开

或关闭；

所述控制模块(16)：接收并处理感应模块(18)传来的信息，向报警器(17)发出指令，用

以控制报警器(17)的打开或关闭；

所述报警器(17)：接收控制模块(16)发出的打开或关闭的指令并实施；

所述感应装置(19)：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开合情况是否异常，并将信号传递至控制装置

(22)，控制装置(22)将信息处理后，再向防护门(23)发出指令，用于控制防护门(23)的开、

合；

所述控制装置(22)：接收并处理感应装置(19)传来的信息，向防护门(23)发出指令，用

于控制防护门(23)的开、合；

所述防护门(23)：接收控制装置(22)发出的打开或闭合的指令并实施；

还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上设有门框，所述门框包括所左门框(13)、右门框(14)和上

门框(20)，所述左、右门框通过合页(4)连接箱门，所述箱门包括左箱门(5)和右箱门(7)，所

述左箱门(5)和所述右箱门(7)上分别设有两个把手(2)和两个钥匙孔(3)，所述箱门上设有

双锁体加强锁和自锁装置，所述双锁体加强锁包括左锁体(6)和右锁体(8)，所述左锁体(6)

和所述右锁体(8)分别设置在所述左箱门(5)和所述右箱门(7)上；所述自锁装置包括左支

杆装置(11)和右支杆装置(12)；所述左支杆装置(11)包括左上支杆(111)、左支杆固定轴

(112)、左立杆(113)、左基座孔(114)、左基座(115)、左下支杆(116)和左套孔(117)，所述左

套孔(117)设置在所述左下支杆(116)远离左支杆固定轴(112)一端，所述左上支杆(111)和

所述左下支杆(116)通过所述左支杆固定轴(112)旋转连接，所述左支杆固定轴(112)通过

所述左立杆(113)与所述左基座(115)连接，所述左支杆装置(11)通过所述左基座孔(114)

与所述左门框固定连接；所述左锁体(6)包括左固定片(61)、左固定孔(62)、左螺孔(63)、左

锁舌(64)、左锁舌孔(65)和左锁匙孔(66)，所述左锁体(6)通过左螺孔(63)与所述左箱门

(5)连接，所述左固定片(61)通过所述左固定孔(62)与所述左箱门(5)连接，所述左锁匙孔

(66)与所述左箱门(5)上的钥匙孔(3)相连；

所述右支杆装置(12)包括右上支杆(121)、右支杆固定轴(122)、右立杆(123)、右基座

孔(124)、右基座(125)、右下支杆(126)和右套孔(127)，所述右套孔(127)设置在所述右上

支杆(121)远离右支杆固定轴(122)一端，所述右上支杆(121)和所述右下支杆(126)通过所

述右支杆固定轴(122)旋转连接，所述右支杆固定轴(122)通过所述右立杆(123)与所述右

基座(125)连接，所述右支杆装置(12)通过所述右基座孔(124)与所述右门框固定连接；

所述右锁体(8)包括右固定片(81)、右固定孔(82)、右螺孔(83)、右锁舌(84)、右锁舌孔

(85)和右锁匙孔(86)，所述右锁体(8)通过右螺孔(83)与所述右箱门(7)连接，所述右固定

片(81)通过右固定孔(82)与所述右箱门(7)连接，所述右锁匙孔(86)与所述右箱门(7)上的

钥匙孔(3)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压器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16)分别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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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模块(18)和所述报警器(17)连接，所述报警装置(15)设有至少两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压器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22)分别与所述

感应装置(19)和所述防护门(23)连接，所述防护门(23)设置在所述门框内，所述门框内设

有槽体(21)，所述槽体(21)的开口朝向外侧，所述防护门(23)设置在所述槽体(21)内部，所

述防护门(23)为可折叠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压器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上支杆(111)和所述左

下支杆(116)均为两段式可伸缩式杆，所述左上支杆(111)和所述左下支杆(116)的中部均

设有连接链(9)，所述右上支杆(121)和所述右下支杆(126)均为两段式可伸缩式杆，所述右

上支杆(121)和所述右下支杆(126)的中部均设有连接链(9)。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变压器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箱门上还设有穿孔(10)，

所述左上支杆(111)和所述右上支杆(121)均通过穿孔(10)形成榫卯结构，所述左下支杆

(116)和所述右下支杆(126)均通过穿孔(10)形成榫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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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压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电力设施被盗窃、破坏的现象在全国泛滥，对电网的危害程度愈益严重，

尤其是电力变压器的盗窃现象最为严重，这直接或间接造成经济损失，严重影响到电网的

运营和安全。变压器失窃现象对沿线的市县村镇的正常生产造成极大的危害，电网安全已

经成为一把高悬在电力企业头上的利剑；电力的供应，特别是电力的安全、稳定、可靠的电

力供应，事关和谐社会的建设，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电力变压器的防盗，可谓是重中

之重，势在必行。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变压器失窃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且安

全性能较高的变压器防盗系统。

[000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包括双锁体加强锁、自锁装置、防护门和报警

装置，所述报警装置包括包括感应模块、控制模块和报警器，还包括感应装置和控制装置；

[0005] 所述感应模块：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开合情况是否异常，并将信号传递至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将信息处理后，再向报警器发出指令，用于控制报警器的打开或关闭；

[0006] 所述控制模块：接收并处理感应模块传来的信息，向报警器发出指令，用以控制报

警器的打开或关闭；

[0007] 所述报警器：接收控制模块发出的打开或关闭的指令并实施；

[0008] 所述感应装置：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开合情况是否异常，并将信号传递至控制装置，

控制装置将信息处理后，再向防护门发出指令，用于控制防护门的开、合；

[0009] 所述控制装置：接收并处理感应装置传来的信息，向防护门发出指令，用于控制防

护门的开、合；

[0010] 所述防护门：接收控制装置发出的打开或闭合的指令并实施。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控制模块分别与所述感应模块和所述报警器连接，所述

报警装置设有至少两个。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控制装置分别与所述感应装置和所述防护门连接，所述

防护门设置在所述门框内，所述门框内设有槽体，所述槽体的开口朝向外侧，所述防护门设

置在所述槽体内部，所述防护门为可折叠门。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还包括箱体，所述箱体上设有门框，所述门框包括所左门框、

右门框和上门框，所述左、右门框通过合页连接箱门，所述箱门包括左箱门和右箱门，所述

左箱门和所述右箱门上分别设有两个把手和两个钥匙孔，所述箱门上设有双锁体加强锁和

自锁装置，所述双锁体加强锁包括左锁体和右锁体，所述左锁体和所述右锁体分别设置在

所述左箱门和所述右箱门上；所述自锁装置包括左支杆装置和右支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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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左锁体包括左固定片、左固定孔、左螺孔、左锁舌、左锁舌

孔和左锁匙孔，所述左锁体通过左螺孔与所述左箱门连接，所述左固定片通过所述左固定

孔与所述左箱门连接，所述左锁匙孔与所述左箱门上的钥匙孔相连。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右锁体包括右固定片、右固定孔、右螺孔、右锁舌、右锁舌

孔和右锁匙孔，所述右锁体通过右螺孔与所述右箱门连接，所述右固定片通过右固定孔与

所述右箱门连接，所述右锁匙孔与所述右箱门上的钥匙孔相连。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左支杆装置包括左上支杆、左支杆固定轴、左立杆、左基

座孔、左基座、左下支杆和左套孔，所述左套孔设置在所述左下支杆远离左支杆固定轴一

端，所述左上支杆和所述左下支杆通过所述左支杆固定轴旋转连接，所述左支杆固定轴通

过所述左立杆与所述左基座连接，所述左支杆装置通过所述左基座孔与所述左门框固定连

接。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右支杆装置包括右上支杆、右支杆固定轴、右立杆、右基

座孔、右基座、右下支杆和右套孔，所述右套孔设置在所述右上支杆远离右支杆固定轴一

端，所述右上支杆和所述右下支杆通过所述右支杆固定轴旋转连接，所述右支杆固定轴通

过所述右立杆与所述右基座连接，所述右支杆装置通过所述右基座孔与所述右门框固定连

接。

[00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左上支杆和所述左下支杆均为两段式可伸缩式杆，所述

左上支杆和所述左下支杆的中部均设有连接链，所述右上支杆和所述右下支杆均为两段式

可伸缩式杆，所述右上支杆和所述右下支杆的中部均设有连接链。

[00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箱门上还设有穿孔，所述左上支杆和所述右上支杆均通

过穿孔形成榫卯结构，所述左下支杆和所述右下支杆均通过穿孔形成榫卯结构。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其优点在于：

[0021] 一、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通过设置的双锁体加强锁，且左锁体和右

锁体上设置的锁舌和锁舌孔相对应连接，进一步加强了开锁的难度，提高了变压器箱的安

全性能。

[0022] 二、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通过设置的自锁装置，可以在双锁体加强

锁锁紧之后，左支杆装置和右支杆装置自动相互连接锁紧，进一步增强了对变压器箱门的

固定作用。

[0023] 三、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通过设置的报警装置，可以通过感应变压

器箱门的异常打开情况，报警器进行报警，从而达到对变压器的二次保护提高了变压器箱

的安全性能。

[0024] 四、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通过设置的防护门、感应装置和控制装

置，可以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异常打开情况，进一步控制防护门的伸、缩，从而达到对变压器

的二次保护提高了变压器箱的安全性能。

[0025] 五、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通过同时设置双锁体加强锁、自锁装置、

报警装置和防护门，对变压器箱门起到多重保护作用，不仅增加了变压器箱门的牢固度，也

提高了变压器箱的防盗功能。

[0026] 六、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结构简单，易安装，使用方便，且安全性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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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变压器箱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变压器箱体打开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变压器防盗系统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变压器防盗系统防护门打开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报警装置内部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使本发明左锁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是本发明右锁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8是本发明左支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9是本发明右支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箱体；2、把手；3、钥匙孔；4、合页；5、左箱门；6、左锁体；7、右箱门；8、右锁

体；9、连接链；10、穿孔；11、左支杆装置；12、右支杆装置；13、左门框；14、右门框；15、报警装

置；16、控制模块；17、报警器；18、感应模块；19、感应装置；20、上门框；21、槽体；22、控制装

置；23、防护门；61、左固定片；62、左固定孔；63、左螺孔；64、左锁舌；65、左锁舌孔；66、左锁

匙孔；81、右固定片；82、右固定孔；83、右螺孔；84、右锁舌；85、右锁舌孔；86、右锁匙孔；111、

左上支杆；112左支杆固定轴；113、左立杆；114、左基座孔；115、左基座；116、左下支杆；117、

左套孔；121、右上支杆；122、右支杆固定轴；123、右立杆；124、右基座孔；125、右基座；126、

右下支杆；127、右套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

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8] 本发明中披露了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变压器防盗系统，包

括双锁体加强锁、自锁装置、防护门23和报警装置15，所述报警装置包括包括感应模块18、

控制模块16和报警器17，还包括感应装置19和控制装置22，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模块18：

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开合情况是否异常，并将信号传递至控制模块16，控制模块16将信息处

理后，再向报警器17发出指令，用于控制报警器17的打开或关闭；所述控制模块16：接收并

处理感应模块18传来的信息，向报警器17发出指令，用以控制报警器17的打开或关闭；所述

报警器17：接收控制模块16发出的打开或关闭的指令并实施；所述感应装置19：感应变压器

箱门的开合情况是否异常，并将信号传递至控制装置22，控制装置22将信息处理后，再向防

护门23发出指令，用于控制防护门23的开、合；所述控制装置22：接收并处理感应装置19传

来的信息，向防护门23发出指令，用于控制防护门23的开、合；所述防护门23：接收控制装置

22发出的打开或闭合的指令并实施；本发明中的变压器防盗系统具有多重防护作用，不仅

增加了变压器箱门的牢固度，也提高了变压器箱的防盗功能。

[0039]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如图2至图5所示，所述控制模块16分别与所述感应模

块18和所述报警器17连接，所述报警装置15设有至少两个。所述控制装置22分别与所述感

应装置19和所述防护门23连接，所述防护门23设置在所述门框内，所述门框内设有槽体21，

所述槽体21的开口朝向外侧，所述防护门23设置在所述槽体21内部，所述防护门23为可折

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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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报警装置15固定设置在门框的内部，可以防止

被损坏，报警装置15至少设有两个，且分布设置在门框的不同边框内部，报警装置15内的感

应模块18和报警器17朝向外侧，与关闭的变压器箱门相对，感应模块18通过感应变压器箱

门的开合状态是否异常，并将信号传递至控制模块16，控制模块16将信息处理后，再将信息

传递至报警器，用以控制报警器的打开或关闭。

[0041]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防护门23的一端固定连接在上门框20内设置

的槽体21的内部，另一端可沿槽体21的开口方向伸、缩，其中槽体21的开口朝下，则防护门

23则可上、下折叠伸缩，感应装置19设置在上门框20上，控制装置22设置在上门框20的内壁

上，感应装置19通过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开合状态是否异常，并将信号传递至控制装置22，控

制装置22将信息处理后，并控制防护门23的开、合。

[0042]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如图5所示，所述左锁体6包括左固定片61、左固定孔

62、左螺孔63、左锁舌64、左锁舌孔65和左锁匙孔66，所述左锁体6通过左螺孔63与所述左箱

门5连接，所述左固定片61通过所述左固定孔62与所述左箱门5连接，所述左锁匙孔66与所

述左箱门5上的钥匙孔3相连。

[0043]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左固定片61固定连接在左锁体6靠近左箱门5

一侧的上方，左固定片61上设有至少2个左固定孔62，左锁体6通过左固定片61上设置的左

固定孔62与左箱门5用螺钉连接；左锁体6上设有至少两个左螺孔63，左锁体6通过左螺孔63

与左箱门5用螺栓或螺钉固定连接，使左锁体6与左箱门5之间的连接更加牢固。

[0044]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如图6所示，所述右锁体8包括右固定片81、右固定孔

82、右螺孔83、右锁舌84、右锁舌孔85和右锁匙孔86，所述右锁体8通过右螺孔83与所述右箱

门7连接，所述右固定片81通过右固定孔82与所述右箱门7连接，所述右锁匙孔86与所述右

箱门7上的钥匙孔3相连

[0045]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右固定片81固定连接在右锁体8靠近右箱门7

一侧的上方，右固定片81上设有至少两个右固定孔82，左锁体6通过左固定片61上设置的左

固定孔62与左箱门5用螺钉连接；右锁体8上设有至少两个右螺孔83，右锁体8通过右螺孔83

与右箱门7用螺栓或螺钉固定连接，使右锁体8与右箱门7之间的连接更加牢固。

[0046]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如图5至图6所示，左锁体6上设置的左锁舌64

和左锁舌孔65，与右锁体8上设置的右锁舌84和右锁舌孔85相互配合锁紧，其中左锁舌64设

置在远离左箱门5一侧的左锁体6上，右锁舌84设置在靠近右箱门7一侧的右锁体8上，进一

步优选地，当本发明中的双锁体加强锁处于锁紧状态时，左锁体6上设置的左锁舌64将会完

全延伸出来至右锁体8上设置的右锁舌孔85的内部，右锁体8上设置的右锁舌84将会完全延

伸出来至左锁体6上设置的左锁舌孔65的内部，其中左锁舌64完全延伸出来的长度与相应

的右锁舌孔85的长度相等，右锁舌84完全延伸出来的长度与相应的左锁舌孔65的长度相

等；进一步的，当左锁体6和右锁体8均处于打开状态时，即左锁舌64和右锁舌84均分别回缩

至左锁体6和右锁体8内时，本发明中的双锁体加强锁才会被打开。

[0047]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变压器防盗系统上设置的钥匙孔3与双锁体加强锁上

设置的锁匙孔相对应，共同形成开锁孔，且左、右开锁孔的内部结构不同，即只有两把钥匙

同时插入开锁孔进行开锁，双锁体加强锁才能被打开，本发明通过设置的双锁体加强锁，且

左锁体和右锁体上设置的锁舌和锁舌孔相对应连接，进一步加强了开锁的难度，提高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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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器箱的安全性能。

[0048]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如图2和图7所示，所述左支杆装置11包括左上支杆

111、左支杆固定轴112、左立杆113、左基座孔114、左基座115、左下支杆116和左套孔117，所

述左套孔117设置在所述左下支杆116远离左支杆固定轴112一端，所述左上支杆111和所述

左下支杆116通过所述左支杆固定轴112旋转连接，所述左支杆固定轴112通过所述左立杆

113与所述左基座115连接，所述左支杆装置11通过所述左基座孔114与所述左门框13固定

连接，所述左上支杆111和所述左下支杆116均为两段式可伸缩式杆，所述左上支杆111和所

述左下支杆116的中部均设有连接链9。

[0049]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左支杆装置11上设置的左上支杆111和左下支

杆116的一端均与左支杆固定轴112形成半旋转式固定连接，即左上支杆111和左下支杆116

可在左箱门5上一侧进行转动，且左上支杆111和左下支杆116的中部设置的连接链9可使左

上支杆111和左下支杆116以固定的角度伸长或缩短，其中连接链9为杆状结构，连接链9的

两端与左上支杆111和左下支杆116均为固定连接，左基座115上设有至少两个左基座孔

114，左支杆装置11通过左基座115上设置的左基座孔114与左门框13用螺钉固定连接。

[0050]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如图2和图8所示，所述右支杆装置12包括右上支杆

121、右支杆固定轴122、右立杆123、右基座孔124、右基座125、右下支杆126和右套孔127，所

述右套孔127设置在所述右上支杆121远离右支杆固定轴122一端，所述右上支杆121和所述

右下支杆126通过所述右支杆固定轴122旋转连接，所述右支杆固定轴122通过所述右立杆

123与所述右基座125连接，所述右支杆装置12通过所述右基座孔124与所述右门框固定连

接，所述右上支杆121和所述右下支杆126均为两段式可伸缩式杆，所述右上支杆121和所述

右下支杆126的中部均设有连接链9。

[0051]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右支杆装置12上设置的右上支杆121和右下支

杆126的一端均与右支杆固定轴122形成半旋转式固定连接，即右上支杆121和右下支杆126

可在右箱门7上一侧进行转动，且右上支杆121和右下支杆126的中部设置的连接链9可使右

上支杆121和右下支杆126以固定的角度伸长或缩短，其中连接链9为杆状结构，连接链9的

两端与右上支杆121和右下支杆126均为固定连接，右基座125上设有至少两个右基座孔

124，右支杆装置12通过右基座125上设置的右基座孔124与右门框14用螺钉固定连接。

[0052]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如图2所示，所述箱门上还设有穿孔10，所述左上支杆

111和所述右上支杆121均通过穿孔10形成榫卯结构，所述左下支杆116和所述右下支杆126

均通过穿孔10形成榫卯结构，进一步优选地，左支杆装置11上设置的左上支杆111和左下支

杆116与右支杆装置12上设置的右上支杆121和右下支杆126相互配合锁紧，其中左下支杆

116上远离左支杆固定轴112一端固定连接有左套孔117，右上支杆121远离右支杆固定轴

122一端固定连接有右套孔127；本发明通过设置的自锁装置，可以在双锁体加强锁锁紧之

后，左支杆装置和右支杆装置自动相互连接锁紧，进一步增强了对变压器箱门的固定作用。

[0053]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的双锁体加强锁处于锁紧状态时，且

变压器防盗系统处于关闭状态时，左上支杆111将会通过穿孔10和通过穿孔10的右上支杆

121上设置的右套孔127榫卯结合，右下支杆126将会通过穿孔10与通过穿孔10的左下支杆

116上设置的左套孔117榫卯结合，进一步对变压器箱门进行锁紧。

[0054] 本发明中的双锁体加强锁处于打开状态时，且变压器防盗系统处于打开状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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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支杆111和左下支杆116中的连接链9伸长，连接链9伸长至顶时，将会带动左上支杆111

和左下支杆116向左运动，同时右上支杆121和右下支杆126中的连接链9伸长，连接链9伸长

至顶时，将会带动右上支杆121和右下支杆126向右运动，最终使左上支杆111与右上支杆

121上设置的右套孔127分离，并撤出穿孔10，右下支杆126与左下支杆116上设置的左套孔

117分离，并撤出穿孔10。

[0055]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当感应模块18感应到双锁体加强锁正常打开的情况，

即左锁体6和右锁体8均用钥匙通过开锁孔打开的情况下，控制模块16将信息传递至报警器

17，并控制报警器17处于关闭状态，当感应模块18感应到双锁体加强锁以其他方式(如，切

割等)打开时，控制模块16将信息传递至报警器17，并控制报警器17开始报警，再一次对变

压器进行保护；本发明通过设置的报警装置，可以通过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异常打开情况，报

警器进行报警，从而达到对变压器的二次保护提高了变压器箱的安全性能。

[0056]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当感应装置19感应到双锁体加强锁正常打开的情况，

即左锁体6和右锁体8均用钥匙通过开锁孔打开的情况下，控制装置22将控制防护门23处于

关闭状态，当感应装置19感应到双锁体加强锁以其他方式(如，切割等)打开时，控制装置22

将控制防护门23，使防护门23打开伸长至门框的底部，再一次对变压器进行保护；本发明通

过设置的防护门、感应装置和控制装置，可以感应变压器箱门的异常打开情况，进一步控制

防护门的伸、缩，从而达到对变压器的二次保护提高了变压器箱的安全性能。

[0057]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为了增加变压器防盗系统的安全性能，防护门

23的防护系统与报警装置15的防护系统均为独立的防护系统，即当其中一个防护系统出现

故障时，另一防护系统仍然能正常运行，进行对变压器的防护工作。

[0058] 在本发明的此实施方式中，本发明通过在变压器防盗系统上同时设置双锁体加强

锁、自锁装置、报警装置和防护门，对变压器箱门起到多重保护作用，不仅增加了变压器箱

门的牢固度，也提高了变压器箱的防盗功能，且本发明结构简单，易安装，使用方便，安全性

能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0059] 上述说明示出并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如前所述，应当理解本发明并非局

限于本文所披露的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和

环境，并能够在本文所述发明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改

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发明所附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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