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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带有温控报警系统的变径

电缆接线系统。在普通的导线内部设置两根温控

线，温控线对温度敏感，使得可以通过检测其阻

值的变化实现对线缆温度的监控；在接线盒内部

设置有第一温度报警器，可以检测接线盒内部的

温度。且由此可以保证直接观看接线盒就可以判

断两侧的导线的温度，从而判断到底那一侧出现

了问题。大大节约了检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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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温控报警系统的变径电缆接线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电缆（1）和变径接线

盒（2），电缆（1）的数量为两根，且两根电缆（1）的直径不同，分别为粗电缆和细电缆；变径接

线盒包括外壳（201），外壳设置有粗线入孔（202）、细线入孔（203）；且粗线入孔（202）内部设

置有粗线温控线入孔（204），细线入孔（203）内部设置有细线温控线入孔（205）；粗线入孔

（202）内和细线入孔（203）内均设置有锁紧牙（211），锁紧牙（211）用于在插入电缆后压紧电

缆并实现两根电缆的导通；

变径接线盒内部还设置有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第三温控报

警器（208）；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用于监测接线盒的温度，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用于监测

粗电缆的电缆温度，第三温控报警器（208）用于监测细电缆的电缆温度；

变径接线盒还设置有显示屏（209），显示屏（209）用于显示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第二

温控报警器（207）、第三温控报警器（208）监测的实时温度，并用于在第一温控报警器

（206）、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第三温控报警器（208）监测的温度异常时进行闪烁警报；

电缆的结构为双层结构；

电缆的内芯设置有内芯绝缘线管（102），内芯绝缘线管（102）内包括两根温控线（101），

温控线（101）对温度敏感，且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两根温控线（101）被包裹在圆柱

形的内芯绝缘线管（102）内，且内芯绝缘线管（102）内填充有PVC，使得两根温控线（101）在

相反的方向上紧贴内芯绝缘线管（102）的内壁；

内芯绝缘线管（102）的外侧设置有导电材料（103），导电材料（103）使得电缆具有导电

性能；电缆最外层包覆一层高分子保护层；

粗电缆的直径和粗线入孔（202）相匹配，细电缆的直径和细线入孔（203）相匹配；且粗

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管（102）和粗线温控线入孔（204）直径相匹配；细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

管（102）和细线温控线入孔（205）直径相匹配；在使用时，电缆断面处使得内心绝缘线管的

截面凸出电缆的断面，粗电缆插入粗线入孔（202）的同时，粗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管（102）

插入粗线温控线入孔（204）内，细电缆插入细线入孔（203）的同时，细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

管（102）插入细线温控线入孔（205）内；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第三

温控报警器（208）均连接显示屏（209），显示屏设置有控制器，用于显示温度和提供报警；

提前将线缆的长度数据保存在显示屏的控制器内部，从而使得每一个温控线的阻值均

有唯一的温度与之对应；当温控线的阻值无穷大时，认定温控线断路；

使用时，将粗电缆插入粗线入孔，细电缆插入细线入孔，之后将粗线缆和细线缆均使用

锁紧牙进行锁定，显示屏即可显示第一温控报警器、第二温控报警器、第三温控报警器的测

定温度；

该接线盒还具有断路功能，当第一温控报警器、第二温控报警器、第三温控报警器任何

一个判断出温度超过阈值时，接线盒的第一温控报警器处的连接状态断开，使得粗电缆和

细电缆断开，保护电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温控报警系统的变径电缆接线系统，其特征在于：

沿着粗线入孔（202）和细线入孔（203）的内壁周向设置锁紧牙（211），锁紧牙（211）和其

所在的面的切线垂直；锁紧牙（211）外侧设置有压紧块（213）；在未锁定状态，压紧块（213）

一端铰接于粗线入孔（202）或者细线入孔（203）的外壁，压紧块（213）的另一端远离粗线入

孔（202）或者细线入孔（203）的外壁，使得锁紧牙（211）不凸出粗线入孔（202）或者细线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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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的内壁；

在锁定状态，锁帽下（214）压压紧块（213），使得锁紧牙（211）凸出粗线入孔（202）或者

细线入孔（203）的内壁，并陷入粗电缆或者细电缆的外皮内部；

锁紧牙（211）为导电材料制成，粗线入孔（202）的锁紧牙（211）和细线入孔（203）的锁紧

牙（211）数量相同，且粗线入孔（202）的锁紧牙（211）和细线入孔（203）的锁紧牙（211）一一

对应连接，连接处设置有第一温控报警器（206）；在锁紧电缆时锁紧牙（211）使得粗电缆和

细电缆导通，第一温控报警器（206）提供粗电缆和细电缆导通处的温度监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带有温控报警系统的变径电缆接线系统，其特征在于：

粗线温控线入孔（204）和细线温控线入孔（205）内均设置有两个弧形电极（215,216），

两个弧形电极（215,216）相对设置且不接触；两个弧形电极（215,216）用于在内芯绝缘线管

（102）插入时连接温控线；因此内芯绝缘线管（102）插入前需要将内芯绝缘线管（102）凸出

电缆的部分剥除；粗线温控线入孔（204）的两个弧形电极外侧连接第二温控报警器（207），

第二温控报警器（207）根据温控线的阻值判断温控线的温度；细线温控线入孔（205）的两个

弧形电极外侧连接第三温控报警器（208），第三温控报警器（208）根据温控线的阻值判断温

控线的温度；使用时粗电缆和细电缆没有连接变径接线盒的一端将两根温控线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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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温控报警系统的变径电缆接线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带有温控报警系统的变径电缆接线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电缆温度在线监测仪是一套保护电缆分支箱、电缆接头等正常工作的

预警产品。该产品测温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寿命长、低功耗，具有远距离无线数据传输功

能，可长期稳定、可靠的在高温高湿等恶劣环境下工作。它以先进的微处理器为核心，采用

高性能传感器，智能数据转发中心，降低永固网络需求，终端电池电量自检，报警短信提示

等功能。能有效的对电缆沟、变压器、高压开关柜、电机等环境中由于高压电缆及其接头的

老化、过热引起的事故进行前期预警，为现场设备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0003] CN201521059425 .6公开一种电缆温控报警器，电缆端头和穿过电缆端头的电缆

芯，所述电缆端头内侧设置有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电连接有温控器，所述温控器电

连接有报警器，所述温控器电连接有断路器；所述断路器串接于电缆中。本实用新型的电缆

温控报警器，电缆端头的电缆芯里插着温度传感器，温度传输给温控器，当温度达到温控器

上的上限值时，温控器会输出电流给该路断路器上的分励线圈，使分励脱扣器动作断路器

断电，并发出警报，及时调整负荷，起到保护电缆作用。其使用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的监控，

然而该检测手段只能检测固定区域的温度。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内容，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带有温控报警系统的变径电缆接线系

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电缆和变径接线盒，电缆的数量为两根，且两根电缆的直径不同，分别

为粗电缆和细电缆；变径接线盒包括外壳，外壳设置有粗线入孔、细线入孔；且粗线入孔内

部设置有粗线温控线入孔，细线入孔内部设置有细线温控线入孔；粗线入孔内和细线入孔

内均设置有锁紧牙，锁紧牙用于在插入电缆后压紧电缆并实现两根电缆的导通；

[0005] 变径接线盒内部还设置有第一温控报警器、第二温控报警器、第三温控报警器；第

一温控报警器用于监测接线盒的温度，第二温控报警器用于监测粗电缆的电缆温度，第三

温控报警器用于监测细电缆的电缆温度；

[0006] 变径接线盒还设置有显示屏，显示屏用于显示第一温控报警器、第二温控报警器、

第三温控报警器监测的实时温度，并用于在第一温控报警器、第二温控报警器、第三温控报

警器监测的温度异常时进行闪烁警报。

[0007] 电缆的结构为双层结构；

[0008] 电缆的内芯设置有内芯绝缘线管，内芯绝缘线管内包括两根温控线，温控线对温

度敏感，且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两根温控线被包裹在圆柱形的内芯绝缘线管内，且

内芯绝缘线管内填充有PVC，使得两根温控线在相反的方向上紧贴内芯绝缘线管的内壁；

[0009] 内芯绝缘线管的外侧设置有导电材料，导电材料使得电缆具有导电性能；电缆最

外层包覆一层高分子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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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粗电缆的直径和粗线入孔相匹配，细电缆的直径和细线入孔相匹配；且粗电缆中

的内芯绝缘线管和粗线温控线入孔直径相匹配；细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管和细线温控线入

孔直径相匹配；在使用时，电缆断面处使得内心绝缘线管的截面凸出电缆的断面，粗电缆插

入粗线入孔的同时，粗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管插入粗线温控线入孔内，细电缆插入细线入

孔的同时，细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管插入细线温控线入孔内。

[0011] 沿着粗线入孔和细线入孔的内壁周向设置锁紧牙，锁紧牙和其所在的面的切线垂

直；锁紧牙外侧设置有压紧块；在未锁定状态，压紧块一端铰接于粗线入孔或者细线入孔的

外壁，压紧块的另一端远离粗线入孔或者细线入孔的外壁，使得锁紧牙不凸出粗线入孔或

者细线入孔的内壁；

[0012] 在锁定状态，锁帽下压压紧块，使得锁紧牙凸出粗线入孔或者细线入孔的内壁，并

陷入粗电缆或者细电缆的外皮内部；

[0013] 锁紧牙为导电材料制成，粗线入孔的锁紧牙和细线入孔的锁紧牙数量相同，且粗

线入孔的锁紧牙和细线入孔的锁紧牙一一对应连接，连接处设置有第一温控报警器；在锁

紧电缆时锁紧牙使得粗电缆和细电缆导通，第一温控报警器提供粗电缆和细电缆导通处的

温度监测。

[0014] 粗线温控线入孔和细线温控线入孔内均设置有两个弧形电极215,216，两个弧形

电极215,216相对设置且不接触；两个弧形电极215,216用于在内芯绝缘线管插入时连接温

控线；因此内芯绝缘线管插入前需要将内芯绝缘线管凸出电缆的部分剥除；粗线温控线入

孔的两个弧形电极外侧连接第二温控报警器，第二温控报警器根据温控线的阻值判断温控

线的温度；细线温控线入孔的两个弧形电极外侧连接第三温控报警器，第三温控报警器根

据温控线的阻值判断温控线的温度；使用时粗电缆和细电缆没有连接变径接线盒的一端将

两根温控线接通。

[0015] 第一温控报警器、第二温控报警器、第三温控报警器均连接显示屏，显示屏设置有

控制器，用于显示温度和提供报警。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7] 本发明在普通的导线内部设置两根温控线，温控线对温度敏感，使得可以通过检

测其阻值的变化实现对线缆温度的监控；当然这种监控为平均温度的监控；在接线盒内部

设置有第一温度报警器，可以检测接线盒内部的温度。且由此可以保证直接观看接线盒就

可以判断两侧的导线的温度，从而判断到底那一侧出现了问题。大大节约了检查的时间。

[0018] 在实际使用前，可以提前将线缆的长度等数据保存在显示屏的控制器内部，从而

使得每一个温控线的阻值均有唯一的温度与之对应；当温控线的阻值无穷大时，认定温控

线断路。

附图说明

[0019] 被包括来提供对所公开主题的进一步认识的附图，将被并入此说明书并构成该说

明书的一部分。附图也阐明了所公开主题的实现，以及连同详细描述一起用于解释所公开

主题的实现原则。没有尝试对所公开主题的基本理解及其多种实践方式展示超过需要的结

构细节。

[0020] 图1为本发明变径接线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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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为本发明线缆截面示意图和温控线入孔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锁紧牙的锁紧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的优点、特征以及达成所述目的的方法通过附图及后续的详细说明将会明

确。

[0024] 结合图1-3，一种带有温控报警系统的变径电缆接线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电缆1

和变径接线盒2，电缆1的数量为两根，且两根电缆1的直径不同，分别为粗电缆和细电缆；变

径接线盒包括外壳201，外壳设置有粗线入孔202、细线入孔203；且粗线入孔202内部设置有

粗线温控线入孔204，细线入孔203内部设置有细线温控线入孔205；粗线入孔202内和细线

入孔203内均设置有锁紧牙211，锁紧牙211用于在插入电缆后压紧电缆并实现两根电缆的

导通；

[0025] 变径接线盒内部还设置有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第三温控报

警器208；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用于监测接线盒的温度，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用于监测粗电缆

的电缆温度，第三温控报警器208用于监测细电缆的电缆温度；

[0026] 变径接线盒还设置有显示屏209，显示屏209用于显示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第二温

控报警器207、第三温控报警器208监测的实时温度，并用于在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第二温

控报警器207、第三温控报警器208监测的温度异常时进行闪烁警报。

[0027] 电缆的结构为双层结构；

[0028] 电缆的内芯设置有内芯绝缘线管102，内芯绝缘线管102内包括两根温控线101，温

控线101对温度敏感，且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两根温控线101被包裹在圆柱形的内

芯绝缘线管102内，且内芯绝缘线管102内填充有PVC，使得两根温控线101在相反的方向上

紧贴内芯绝缘线管102的内壁；

[0029] 内芯绝缘线管102的外侧设置有导电材料103，导电材料103使得电缆具有导电性

能；电缆最外层包覆一层高分子保护层。

[0030] 粗电缆的直径和粗线入孔202相匹配，细电缆的直径和细线入孔203相匹配；且粗

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管102和粗线温控线入孔204直径相匹配；细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管

102和细线温控线入孔205直径相匹配；在使用时，电缆断面处使得内心绝缘线管的截面凸

出电缆的断面，粗电缆插入粗线入孔202的同时，粗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管102插入粗线温

控线入孔204内，细电缆插入细线入孔203的同时，细电缆中的内芯绝缘线管102插入细线温

控线入孔205内。

[0031] 沿着粗线入孔202和细线入孔203的内壁周向设置锁紧牙211，锁紧牙211和其所在

的面的切线垂直；锁紧牙211外侧设置有压紧块213；在未锁定状态，压紧块213一端铰接于

粗线入孔202或者细线入孔203的外壁，压紧块213的另一端远离粗线入孔202或者细线入孔

203的外壁，使得锁紧牙211不凸出粗线入孔202或者细线入孔203的内壁；

[0032] 在锁定状态，锁帽下214压压紧块213，使得锁紧牙211凸出粗线入孔202或者细线

入孔203的内壁，并陷入粗电缆或者细电缆的外皮内部；

[0033] 锁紧牙211为导电材料制成，粗线入孔202的锁紧牙211和细线入孔203的锁紧牙

211数量相同，且粗线入孔202的锁紧牙211和细线入孔203的锁紧牙211一一对应连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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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设置有第一温控报警器206；在锁紧电缆时锁紧牙211使得粗电缆和细电缆导通，第一温

控报警器206提供粗电缆和细电缆导通处的温度监测。

[0034] 粗线温控线入孔204和细线温控线入孔205内均设置有两个弧形电极215,216，两

个弧形电极215,216相对设置且不接触；两个弧形电极215,216用于在内芯绝缘线管102插

入时连接温控线；因此内芯绝缘线管102插入前需要将内芯绝缘线管102凸出电缆的部分剥

除；粗线温控线入孔204的两个弧形电极外侧连接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第二温控报警器207

根据温控线的阻值判断温控线的温度；细线温控线入孔205的两个弧形电极外侧连接第三

温控报警器208，第三温控报警器208根据温控线的阻值判断温控线的温度；使用时粗电缆

和细电缆没有连接变径接线盒的一端将两根温控线接通。

[0035] 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第三温控报警器208均连接显示屏209，

显示屏设置有控制器，用于显示温度和提供报警。

[0036] 在实际使用前，可以提前将线缆的长度等数据保存在显示屏的控制器内部，从而

使得每一个温控线的阻值均有唯一的温度与之对应；当温控线的阻值无穷大时，认定温控

线断路。

[0037] 使用时，将粗电缆插入粗线入孔，细电缆插入细线入孔，之后将粗线缆和细线缆均

使用锁紧牙进行锁定，显示屏即可显示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第三温控

报警器208的测定温度。

[0038] 同时该接线盒还具有断路功能，当第一温控报警器206、第二温控报警器207、第三

温控报警器208任何一个判断出温度超过阈值时，接线盒的第一温控报警器处的连接状态

断开，使得粗电缆和细电缆断开，保护电缆。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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