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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

电箱，包括配电箱箱体以及设置于箱体内的控制

装置；控制装置包括MCU控制器、接触器、断路器、

漏电保护器、开关、触摸屏、WIFI模块；第一开关

至第N开关依次与所述MCU控制器的第一路继电

器输入端至第N路继电器输入端对应相连，MCU控

制器的第一路继电器输出端至第N路继电器输出

端依次与第一接触器至第N接触器的输入端对应

相连，一部分接触器的输出端经断路器与用电设

备相连，另一部分接触器的输出端经漏电保护器

与其他用电设备相连；所述MCU控制器经RS485通

讯端口与触摸屏通信相连，所述MCU控制器还与

所述WIFI模块电性相连，所述WIFI模块与远程终

端通信相连，所述MCU控制器还经网口与外部设

备通信相连，进行数据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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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包括配电箱箱体以及设置于箱体内的

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MCU控制器、接触器、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开关、触摸屏及WIFI

模块；

所述开关、接触器的数量均为N个，第一开关至第N开关依次分别与所述MCU控制器的第

一路继电器输入端至第N路继电器输入端对应相连，所述MCU控制器的第一路继电器输出端

至第N路继电器输出端依次分别与第一接触器至第N接触器的输入端对应相连，一部分接触

器的输出端分别经相应的断路器与相应的用电设备相连，另一部分接触器的输出端经相应

的漏电保护器与其他相应的用电设备相连；

所述MCU控制器经RS485通讯端口与触摸屏通讯相连，用以控制所述触摸屏显示交互数

据并接收由触摸屏传输来的数据；

所述MCU控制器还与所述WIFI模块电性相连，所述WIFI模块与远程终端通信相连，进行

数据交互；

所述MCU控制器还经网口与外部设备通信相连，用以进行数据交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控制智

能家居配电箱还包括温度采集模块和电能计量模块；所述温度采集模块设置在配电箱中，

用以采集配电箱温度；所述电能计量模块设置在配电箱中并与配电箱中配电线路相连，用

以采集配电箱中配电线路的用电量；

所述MCU控制器分别与温度采集模块、电能计量模块电性相连，用以接收温度采集模块

采集到的温度信息与电能计量模块采集到的用电量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MCU控制器

采用型号为GW-IO88的控制器，GW-IO88控制器是8输入8输出WIFI以太网继电器控制器或采

用型号为8输入16输出WIFI以太网继电器控制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器采用

型号为A9C21732的施耐德ICT手动操作的交流接触器，所述交流接触器的个数为8个。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断路器采用

正泰NBE7系列1P断路器或2P断路器，所述断路器的个数为1个至8个；所述漏电保护器采用

正泰NBE7系列1P+N漏电保护器，所述漏电保护器的个数为1个到8个；所述断路器与漏电保

护器的总数为8个。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漏电保护器

为自动重合闸漏电保护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MCU控制器

还与用以为各个模块供电的电源模块电性相连，所述电源模块采用型号为MEAN  WELL  DR-

60-24V的开关电源。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所述GW-IO88控

制器内部的继电器线圈KA的两端为控制器输入端，所述继电器线圈KA的两端与外部的开关

相连，控制器内部继电器线圈触点NO端与NC端为控制器的两个输出端，其中NO端与接触器

的线圈的一端相连，接触器的线圈的另外一端与总开关的零线N端相连，NC端与总开关的火

线L端相连。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当接触器常开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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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输出端经断路器与用电设备相连时，总开关的火线L端分别与各个接触器的常开触点

的进线端相连，接触器的常开触点的出线端与断路器的火线进线端相连，所述断路器的火

线出线端与用电设备相连，各个用电设备的零线端均与总开关的零线N端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其特征在于：当接触器常开

触点的输出端经漏电保护器与其他用电设备相连时，总开关的火线L端分别与各个接触器

的常开触点的进线端相连，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出线端接漏电保护器的火线L端，总开关的零

线N端与接触器的另一常开触点的进线端相连，接触器的另一常开触点的出线端与漏电保

护器的零线N端相连，漏电保护器的火线L端和零线N端分别与用电设备的火线L端和零线N

端相连，各个用电设备的地线通过地线与电源的地线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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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配电箱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传统的家庭配电箱由断路器、漏电保护器组成，其操作简单方便，但是保护

功能也较少，仅具备过流、过载保护，只有当外部设备短路或线路有漏电时才会保护跳闸；

另外，传统配电箱缺乏显示功能，加上大部分用户缺乏专业知识，无法直观判断电器的使用

情况，也就无法主动去预防和消除隐患；同时，传统的家居配电箱无法为用户提供远端控制

的功能，无法实现安全用电、科学节能、智能控制各用电设备。因此需要提高配电箱的智能

化程度，确保家居用电安全，同时节省电能源。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出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能够监测与

控制配电箱中各线路的运行状况及安全状况，保证用户的用电安全，消除隐患。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方案实现：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包括配电箱箱体

以及设置于箱体内的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MCU控制器、接触器、断路器、漏电保护

器、开关、触摸屏及WIFI模块；

[0005] 所述开关、接触器的数量均为N个，第一开关至第N开关依次分别与所述MCU控制器

的第一路继电器输入端至第N路继电器输入端对应相连，所述MCU控制器的第一路继电器输

出端至第N路继电器输出端依次分别与第一接触器至第N接触器的输入端对应相连，一部分

接触器的输出端分别经相应的断路器与相应的用电设备相连，另一部分接触器的输出端经

相应的漏电保护器与其他相应的用电设备相连；

[0006] 所述MCU控制器经RS485通讯端口与触摸屏通讯相连，用以控制所述触摸屏显示交

互数据并接收由触摸屏传输来的数据；

[0007] 所述MCU控制器还与所述WIFI模块电性相连，所述WIFI模块与远程终端通信相连，

进行数据交互；

[0008] 所述MCU控制器还经网口与外部设备通信相连，用以进行数据交互。

[0009] 在本实用新型中，通过采用MCU控制器能够对各个断路器、漏电保护器、接触器进

行控制，其中MCU控制器在工作时，根据继电器输入端输入的信号，对继电器触点的闭合/断

开状态进行控制，保证配电箱的用电安全；另外，配电箱还通过设置WIFI模块，远程终端中

能够通过无线WIFI网络控制器远程控制交流接触器触点闭合/断开状态，从而控制断路器

和漏电保护器的通断，最终实现对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器所接用电设备的远程控制。其次，带

RS485通讯接口的触摸屏通过MODBUS协议与MCU控制器通讯，通过触控方式实现也能够对智

能配电箱内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及可选保护设备接入状态的控制。最后，在没有网络情况下

及控制器故障情况下，用户也能够手动控制配电箱中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可选保护设备的

接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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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所述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还包括温度采集模块和电能计量模块；

所述温度采集模块设置在配电箱中，用以采集配电箱温度；所述电能计量模块设置在配电

箱中并与配电箱中配电线路相连，用以采集配电箱中配电线路的用电量；所述MCU控制器分

别与温度采集模块、电能计量模块电性相连，用以接收温度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温度信息与

电能计量模块采集到的用电量信息。通过设置温度采集模块与电能计量模块实现对配电箱

开关温度和电能的显示及监控。

[0011] 进一步地，所述MCU控制器采用型号为GW-IO88的控制器，GW-IO88控制器是8输入8

输出WIFI以太网继电器控制器或采用型号为8输入16输出WIFI以太网继电器控制器。所述

GW-IO88控制器可以在直连，局域，远程三种方式下实时，定时控制各条线路与用电设备。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接触器采用型号为A9C21732的施耐德ICT手动操作的交流接触器，

所述交流接触器的个数为8个。该施耐德ICT手动操作的交流接触器包括自动操作模式、暂

时接通模式、永久接通(可以将接触器锁定在接通状态)、关断状态四种操作模式。自动时由

WIFI以太网继电器控制器控制交流接触器触点的通断，没有网络时可手动控制交流接触器

触点通断，实现手自一体四档位操作。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断路器采用正泰NBE7系列1P断路器或2P断路器，所述断路器的个

数为1个至8个；所述漏电保护器采用正泰NBE7系列1P+N漏电保护器，所述漏电保护器的个

数为1个到8个；所述断路器与漏电保护器的总数为8个。其中，断路器在电路中作接通、分断

和承载额定工作电流和在规定的非正常电路条件下，一定时间承载短路、过载等故障电流，

并能在线路和负载发生过载、短路、欠压等情况下，迅速分断电路，进行可靠的保护；漏电保

护器能够防止由于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漏电引起的触电事故、用电过程中的单相触电事

故，同时能够及时切断电气设备运行中的单相接地故障，防止因漏电引起的电气火灾事故。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漏电保护器为自动重合闸漏电保护器。所述自动重合闸漏电保护

器具备过载保护、短路保护、防雷保护、过压、欠压保护，漏电保护值可在10MA-90MA范围设

定，系统故障自动报警，故障排除自动重合闸，并可显示线路电压、电流、漏电流。

[0015] 进一步地，所述MCU控制器还与用以为各个模块供电的电源模块电性相连，所述电

源模块采用型号为MEAN  WELL  DR-60-24V的开关电源。

[0016] 进一步地，所述GW-IO88控制器内部的继电器线圈KA的两端为控制器输入端，所述

继电器线圈KA的两端与外部的开关相连，控制器内部继电器线圈触点NO端与NC端为控制器

的两个输出端，其中NO端与接触器的线圈的一端相连，接触器的线圈的另外一端与总开关

的零线N端相连，NC端与总开关的火线L端相连。

[0017] 进一步地，当接触器的输出端经断路器与用电设备相连时，总开关的火线L端分别

与各个接触器的常开触点的进线端相连，接触器的常开触点的出线端与断路器的火线进线

端相连，所述断路器的火线出线端与用电设备相连，各个用电设备的零线端均与总开关的

零线N端相连。

[0018] 进一步地，当接触器的输出端经漏电保护器与其他用电设备相连时，总开关的出

线L端分别与各个接触器的常开触点的进线端相连，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出线接漏电保护器

的火线L端，总开关的零线N端与接触器的另一常开触点的进线端相连，接触器的另一常开

触点的出线端与漏电保护器的零线N端相连，漏电保护器的火线L端和零线N端分别与用电

设备的火线L端和零线N端相连，各个用电设备的地线通过地线与电源的地线端相连。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208478943 U

5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以下有益效果：1、具备远程控制的功能，方便用户

通过远程终端实现对配电箱断路器、漏电保护器等保护设备的接入控制，确保用电安全，节

约用电量；2、具备触摸屏显示及监控功能方便用户直观了解用电情况，并可通过触控方式

对配电箱进行控制；3、设计了手动冗余，当控制器故障或没有网络时可通过手动控制确保

系统稳定运行；4、可选的保护设备自动重合闸漏电保护器、增加温度采集和电量计量功能

的控制器能进一步提升用户的用电安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种控制装置的原理示意图

一。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GW-IO88控制器内部的继电器线圈与开关连接的原

理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接触器、断路器、漏电保护器等模块的连接示意图一。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种控制装置的原理示意图二。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接触器、断路器、漏电保护器等模块的连接示意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方式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施方式提供一种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包括配电箱箱体以及

设置于箱体内的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MCU控制器、接触器、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开

关、触摸屏及WIFI模块；

[0027] 所述开关、接触器的数量均为N个，第一开关至第N开关依次分别与所述MCU控制器

的第一路继电器输入端至第N路继电器输入端对应相连，所述MCU控制器的第一路继电器输

出端至第N路继电器输出端依次分别与第一接触器至第N接触器的输入端对应相连，一部分

接触器的输出端分别经相应的断路器与相应的用电设备相连，另一部分接触器的输出端经

相应的漏电保护器与其他相应的用电设备相连；

[0028] 所述MCU控制器经RS485通讯端口与触摸屏通讯相连，用以控制所述触摸屏显示交

互数据并接收由触摸屏传输来的数据；

[0029] 所述MCU控制器还与所述WIFI模块电性相连，所述WIFI模块与远程终端通信相连，

进行数据交互；

[0030] 所述MCU控制器还经网口与外部设备通信相连，用以进行数据交互。

[0031]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采用MCU控制器能够对各个断路器、漏电保护器、接触器进行

控制，其中MCU控制器在工作时，根据继电器输入端输入的信号，对继电器触点的闭合/断开

状态进行控制，保证配电箱的用电安全；另外，配电箱还通过设置WIFI模块，远程终端中能

够通过无线WIFI网络控制器远程控制交流接触器触点闭合/断开状态，从而控制断路器和

漏电保护器的通断，最终实现对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器所接用电设备的远程控制。其次，带

RS485通讯接口的触摸屏通过MODBUS协议与MCU控制器通讯，通过触控方式实现也能够对智

能配电箱内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及可选保护设备接入状态的控制。最后，在没有网络情况下

及控制器故障情况下，用户也能够手动控制配电箱中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可选保护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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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状态。

[003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还包括温度采集模块和电能计量模

块；所述温度采集模块设置在配电箱中，用以采集配电箱温度；所述电能计量模块设置在配

电箱中并与配电箱中配电线路相连，用以采集配电箱中配电线路的用电量；所述MCU控制器

分别与温度采集模块、电能计量模块电性相连，用以接收温度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温度信息

与电能计量模块采集到的用电量信息。通过设置温度采集模块与电能计量模块实现对配电

箱开关温度和电能的显示及监控。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MCU控制器采用型号为GW-IO88的控制器，GW-IO88控制器是8

输入8输出WIFI以太网继电器控制器或采用型号为8输入16输出WIFI以太网继电器控制器。

所述GW-IO88控制器可以在直连，局域，远程三种方式下实时，定时控制各条线路与用电设

备。

[003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接触器采用型号为A9C21732的施耐德ICT手动操作的交流接

触器，所述交流接触器的个数为8个。该施耐德ICT手动操作的交流接触器包括自动操作模

式、暂时接通模式、永久接通(可以将接触器锁定在接通状态)、关断状态四种操作模式。自

动时由WIFI以太网继电器控制器控制交流接触器触点的通断，没有网络时可手动控制交流

接触器触点通断，实现手自一体四档位操作。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断路器采用正泰NBE7系列1P断路器或2P断路器，所述断路器

的个数为1个至8个；所述漏电保护器采用正泰NBE7系列1P+N漏电保护器，所述漏电保护器

的个数为1个到8个；所述断路器与漏电保护器的总数为8个。其中，断路器在电路中作接通、

分断和承载额定工作电流和在规定的非正常电路条件下，一定时间承载短路、过载等故障

电流，并能在线路和负载发生过载、短路、欠压等情况下，迅速分断电路，进行可靠的保护；

漏电保护器能够防止由于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漏电引起的触电事故、用电过程中的单相触

电事故，同时能够及时切断电气设备运行中的单相接地故障，防止因漏电引起的电气火灾

事故。

[003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漏电保护器为自动重合闸漏电保护器。所述自动重合闸漏电

保护器具备过载保护、短路保护、防雷保护、过压、欠压保护，漏电保护值可在10MA-90MA范

围设定，系统故障自动报警，故障排除自动重合闸，并可显示线路电压、电流、漏电流。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MCU控制器还与用以为各个模块供电的电源模块电性相连，所

述电源模块采用型号为MEAN  WELL  DR-60-24V的开关电源。

[0038]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所述GW-IO88控制器内部的继电器线圈KA的两端为控

制器输入端，所述继电器线圈KA的两端与外部的开关相连，控制器内部继电器线圈触点NO

端与NC端为控制器的两个输出端，其中NO端与接触器的线圈的一端相连，接触器的线圈的

另外一端与总开关的零线N端相连，NC端与总开关的火线L端相连。

[0039]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当接触器KM1-KM4的输出端经断路器与用电设备相连

时，总开关的火线L端分别与各个接触器KM1-KM4的常开触点的进线端相连，接触器KM1-KM4

的常开触点的出线端与断路器QF1-QF4的火线进线端相连，所述断路器QF1-QF4的火线出线

端与用电设备相连，各个用电设备的零线端均与总开关的零线N端相连。

[0040]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当接触器KM5-KM8的输出端经漏电保护器与其他用电

设备相连时，总开关的出线L端分别与各个接触器KM5-KM8的常开触点的进线端相连，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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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KM5-KM8的常开触点出线接漏电保护器QF5-QF8的火线L端，总开关的零线N端与接触器的

另一常开触点的进线端相连，接触器KM5-KM8的另一常开触点的出线端与漏电保护器QF5-

QF8的零线N端相连，漏电保护器QF5-QF8的火线L端和零线N端分别与用电设备的火线L端和

零线N端相连，各个用电设备的地线通过地线与电源的地线端相连。

[0041]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若保护设备优选为断路器和自动重合闸漏电保护器，

则结构中增加一组断路器，接线如图5所示，把断路器并联在交流接触器的两端作为冗余设

计实现在没有网络和控制器故障时，通过手动操作并联断路器合闸的方式控制断路器、自

动重合闸漏电保护器的接入。

[0042] 在本实施例中，该配电箱的操作过程或工作原理如下:远程控制智能家居配电箱

工作分为手动控制，触摸屏控制，远程监控三种模式，工作时图3中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器

QF1-QF8需先手动合闸。其中，继电器控制原理如下：继电器触点NC端接总开关火线L端，另

外一端NO接交流接触器线圈进线，交流接触器线圈出线接总开关零线N构成回路。其次，MCU

控制器根据继电器信号输入端、RS485通讯端口、WIFI模块、网口送来的信号，对继电器线圈

的得电/失电状态进行控制。当继电器线圈得电，继电器常开触点NO端闭合，交流接触器线

圈得电，交流接触器常开触点闭合，用电设备开启。当继电器线圈失电，继电器常开触点NO

端断开，交流接触器线圈失电，交流接触器常开触点断开，用电设备断电。

[0043] 图1中，由于MCU控制器的继电器输入端接开关，通过开关的闭合/断开，对MCU控制

器的继电器进行控制；触摸屏也能够控制MCU控制器，在触摸屏组态界面点按各用电设备的

开/关按钮，信号通过基于MODBUS协议的RS485通讯端口传送给MCU控制器，MCU控制器根据

采集的信号对继电器进行控制；远程控制时，远程终端通过MCU控制器的WIFI模块、电脑组

态软件通过网线接入控制器网口和控制器进行通信，实现对MCU控制器中的继电器的控制；

当没有网络或MCU控制器故障时，施耐德手动交流接触器可以切换到手动闭合模式，让交流

接触器常开触点闭合，保证电设备正常使用。

[0044] 图5中，由于冗余设计和图1不同，即当没有网络或控制器故障时手动控制的方法

也不同；图5中断路器和自动重合闸漏电保护器在用电设备正常工作时处于保持合闸状态。

手动操作断路器QF9-QFn合闸，使用电设备开启。另外，由于在触摸屏控制基础上控制器增

加温度采集和电量计量模块，可在触摸屏上对开关温度及电量进行显示，温度超70度报警，

超90度自动切断控制器的继电器线圈，控制交流接触器触点断开，切断保护设备，最终切断

用电设备。其他方面控制过程和原理均和图1中的相同。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

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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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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