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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家用电器，包括壳

体、主控板、带电控制电路；所述壳体内设有火线

端口、零线端口、主控板、带电控制电路。所述带

电控制电路的测试端与壳体金属部件，或者人体

可触及的导电部件电连接；带电控制电路上设有

感测部件、警示部件。所述主控板与电源端口电

连接，主控板上设有断路控制电路。所述断电控

制电路，控制电控开关的通断；以及带电控制电

路与主控板电连接。实现了无地线家用电器金属

外壳带电警示，及自动断电的技术效果；还实现

了有地线家用电器，因家庭电网地线总线断开，

所引起的安全隐患，使得本实用新型更加安全可

靠，使用户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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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电器，包括壳体、主控板（2）、带电控制电路（1）；其特征在于：壳体内设有火

线端口（31）、零线端口（32）、主控板（2）、带电控制电路（1）；所述带电控制电路（1）的测试端

与壳体金属部分（5）或者人体可触及的导电部件电连接；所述带电控制电路（1）上设有感测

部件（13）、警示部件（12）；所述主控板（2）与电源端口（3）电连接，主控板（2）上设有断路控

制电路（21）；所述断路控制电路（21）控制电控开关（22）的通断；所述带电控制电路（1）与主

控板（2）电连接；设有零线（321）与感测部件（13）靠近组合，并相互绝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电源端口（3）上设有地线端口（33），

所述地线端口（33）与壳体金属部分（5）电连接，或者地线端口（33）与人体可触及的导电部

件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设有电控开关（22），所述电控开关

（22）一端与电源端口（3）电连接，电控开关（22）的另一端与用电部件（4）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警示部件（12）设置为灯光警示；或

者设置为音频警示；或者设置为灯光、音频组合警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光警示设为频闪灯。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一种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设有零线（321）、火线

（311）与感测部件（13）靠近组合，并相互绝缘。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一种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设有测试开关A（112）、电

阻A（111）；所述测试开关A（112）、电阻A（111）的一端与带电控制电路（1）的测试端电连接，

测试开关A（112）的另一端与电控开关（22）的火线输入端电连接，电阻A（111）的另一端与地

线端口（33）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一种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感测部件（13）缠绕

在零线（321）上，或者零线（321）缠绕在感测部件（13）上，或者感测部件（13）靠近零线（321）

并排设置；所述感测部件（13）缠绕在零线（321）、火线（311）上，或者零线（321）、火线（311）

缠绕在感测部件（13）上；或者感测部件（13）靠近零线（321）、火线（311）并排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一种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设有测试开关B（113），测

试开关B（113）的一端与带电控制电路（1）的测试端电连接，测试开关B（113）的另一端与电

控开关（22）的火线输出端电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一种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设有部件（131）串接于D

点与感测部件（1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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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电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用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警示及防护功能的家用电

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部分家用电器没有接地线，以及其外壳采用了金属材料，当火线与外壳碰触

时，其外壳带电，对用户会造成安全隐患；以及部分旧房子其布线设计方面没有按规范设

计，没有安装地线，或者接地总线老化断开，当电器漏电，不能很好的起到保护作用，对用户

就也会造成安全隐患。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家用电器，可以在电器的外壳或地线带电情况下及时提示

用户，或者是断开输入电源，起到安全防护的效果。

[0004]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家用电器，包括壳体、主控板、带电控制电路；所述壳体

内设有火线端口、零线端口、主控板、带电控制电路；所述带电控制电路的测试端与壳体金

属部分，或者人体可触及的导电部件电连接；所述带电控制电路上设有感测部件、警示部

件；所述主控板与电源端口电连接，主控板上设有断路控制电路；设有电控开关，所述电控

开关的一端与电源端口电连接，电控开关的另一端与用电部件电连接；所述断路控制电路，

控制电控开关的通断；所述带电控制电路与主控板电连接。

[0005] 电源端口上设有地线端口，所述地线端口与壳体金属部分电连接，或者地线端口

与人体可触及的导电部件电连接。

[0006] 电控开关设有地线断路开关。

[0007] 警示部件设置为灯光警示；或者设置为音频警示；或者设置为灯光、音频组合警

示；所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灯光警示设为频闪灯。

[0008] 设有零线与感测部件靠近组合，并相互绝缘，或者设有零线、火线与感测部件靠近

组合，并相互绝缘。

[0009] 设有测试开关A、电阻A；所述测试开关A、电阻A的一端与带电控制电路的测试端电

连接，测试开关A的另一端与电控开关的火线输入端电连接，电阻A的另一端与地线端口电

连接。

[0010] 所述感测部件缠绕在零线上，或者零线缠绕在感测部件上，或者感测部件靠近零

线并排设置；所述感测部件缠绕在零线、火线上，或者零线、火线缠绕在感测部件上；或者感

测部件靠近零线、火线并排设置。

[0011] 设有测试开关B，测试开关B的一端与带电控制电路的测试端电连接，测试开关B的

另一端与电控开关的火线输出端电连接。设有部件串接于D点与感测部件之间。

[0012] 以上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一种家用电器，包括壳体、主控板、带电控制

电路；所述壳体内设有火线端口、零线端口、主控板、带电控制电路。所述带电控制电路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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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端与壳体金属部分，或者人体可触及的导电部件电连接；带电控制电路上设有感测部件、

警示部件。所述主控板与电源端口电连接，主控板上设有断路控制电路；设有电控开关，其

电控开关的一端与电源端口电连接，电控开关的另一端与用电部件电连接。所述断路控制

电路，控制电控开关的通断；以及带电控制电路与主控板电连接。实现了无地线家用电器金

属外壳带电警示，及自动断电的技术效果；还实现了有地线家用电器，因家庭电网地线总线

断开，所引起的安全隐患，使得本实用新型更加安全可靠，使用户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工作原理结构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工作原理方框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工作原理方框图。

[0016] 图4是本实用新型感测部件与零线组合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地

描述：

[0018] 本实用新型一种家用电器，如图1、图3、图4所示，包括壳体、主控板2、带电控制电

路1；所述壳体内设有火线端口31、零线端口32主控板2、带电控制电路1；所述带电控制电路

1的测试端与壳体金属部分5或者人体可触及的导电部件电连接；所述带电控制电路1上设

有感测部件13、警示部件12。

[0019] 主控板2与电源端口3电连接，主控板2上设有断路控制电路21；设有电控开关22，

所述电控开关22一端与电源端口3电连接，电控开关22的另一端与用电部件4电连接；所述

电路控制电路21控制电控开关22的通、断；所述带电控制电路1与主控板2电连接。所述电控

开关22，可以设为电子开关，也可以设置为机械开关，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设为电子开关，采

用可控硅控制。

[0020] 当家用电器有地线321时，电源端口3上设有地线端口33，所述地线端口33与壳体

金属部分5电连接，或者地线端口33与人体可触及的导电部件电连接。

[0021] 电控开关22设置有地线断路开关，可以防止家庭电网因地线311带电，串入家用电

器，对用户造成安全隐患。

[0022] 警示部件12设置为灯光警示；或者设置为音频警示；或者设置为灯光、音频组合警

示；所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灯光警示设为频闪灯。

[0023] 为了使警示部件12警示效果及带电控制电路1控制效果更好，设有零线321与感测

部件13靠近组合，并相互绝缘。

[002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感测部件13采用了长度为50-60毫米，直径为8-10毫米的金属

铁管；零线321采用了长度为1-1.2米，线径为0.25-0.5平方毫米的表层绝缘的导线。

[0025] 所述感测部件13设为导电体，根据实际应用可以设为不同的形状及尺寸；所述零

线321与感测部件13，经带电控制电路1的测试端与地线形成电路回路。当地线带电时，所述

带电控制电路1上的警示部件12发出警示，所述带电控制部件1还可以给主控板2提供控制

电压或信号，使断路控制电路21工作，断开电控开关22。所述主控板2电路由火线311、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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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对其进行供电，所述带电控制电路1由地线或者感应火线311电压对其进行供电。使得本

实用新型电路简单实用，其安全提示及稳定性更好等特点。

[0026] 设有零线321、火线311与感测部件13靠近组合，并相互绝缘。所述带电控制电路1

上的测试端所检测到的电压，经带电控制电路1上的感测部件13与零线321及火线311形成

回路。家用电器设有零线321、火线311与感测部件13靠近组合，并相互绝缘，可以使本实用

新型在家庭电网线路没有地线工作更加稳定，及电源端口3的火线311与零线321相位接反，

或者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其受环境影响小。当火线311与零线321相位接反时，火线311上

的感应电压经感测部件13至带电控制电路1上的测试端与地线端口33形成回路。

[0027] 为了能够确定带电控制电路1工作是否正常，设有测试开关A112、电阻A111；所述

测试开关A112、电阻A111的一端与带电控制电路1的测试端电连接，测试开关A112的另一端

与电控开关22的火线输入端电连接，电阻A111的另一端与地线端口33电连接。所述电阻

A111可以阻隔带电控制电路1测试端与火线311短路，使连通测试开关A112时，可以检测带

电控制电路1工作是否正常，不会对电网造成影响及危害。所述电阻A111阻值根据实际应用

设定，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电阻A111的阻值采用了1-1.5MΩ。

[0028] 所述感测部件13缠绕在零线321上，或者零线321缠绕在感测部件13上，或者感测

部件13靠近零线321并排设置；所述感测部件13缠绕在零线321、火线311上，或者零线321、

火线311缠绕在感测部件13上；或者感测部件13靠近零线321、火线311并排设置；或者采用

其它组合方式。所述与感测部件13组合用的零线321、火线311的尺寸及形状根据实际应用

设定。本实用新型还可以实现在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时，以及没有安装地线的工作电网，提

高地线带电控制装置1的警示效果。

[0029] 设有测试开关B113，测试开关B113的一端与带电控制电路1的测试端电连接，测试

开关B113的另一端与电控开关22的火线输出端电连接。本实用新型连接用电部件使用时，

连通测试开关B113，可以检测主控板2及带电控制电路1工作是否正常。

[003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工作原理：家用电器的地线端口33与整流部件101的C点电连

接，整流部件101的D点与感测部件13电连接；整流部件101的A点与可控硅104的一端电连

接，可控硅104的另一端与LED灯105的正极电连接，LED灯105的负极与整流部件101的B端电

连接；所述整流部件101的A端与B端设有电容102；所述整流部件101的A端，还设有双向二极

管103与可控硅104的控制极电连接；所述C点为测试端，D点为感测端。

[0031] 所述双向二极管103可以设为一只或一只以上的串联，本实用新型设为三只串联。

所述电容102也可以设置为陶瓷压电片，此时陶瓷压电片既可以作为充电部件，也可以作为

发音部件。所述电容的容量可以根据实际应用而设定，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充电部件设置为

电容102，其容量设定为2-10nF。

[003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工作过程；如图1、图2所示：

[0033] 1、家用电器的电源端口3接通电源。

[0034] 2、当家庭电网不正常，地线端口33带电时，带电控制电路1控制警示部件12发出警

示，提示用户家庭电网漏电，电源不可以使用。

[0035] 3、当家用电网正常，地线不带电时，当家用电器漏电时地线端口33带电，或者家用

电器壳体金属部分5带电，带电控制电路1输出控制电压或信号给主控板2，主控板2控制断

路控制电路21断开控制开关22，提示用户家用电器漏电，及时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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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工作过程；如图1、图3所示：

[0037] 1、家用电器的电源端口3接通电源。

[0038] 2、当家用电网不正常，地线端口33带电时，带电控制装置1控制警示部件12发出警

示，提示用户家庭电网漏电，电源不可以使用。

[0039] 3、当家用电网正常，地线端口33不带电时，连通测试开关A112，警示部件12发出警

示，表明带电控制电路1工作正常。

[0040] 4、当家用电器正常工作时，连通测试开关B113或者测试开关A112，带电控制电路1

输出控制电压或信号给主控板2，主控板2控制断路控制电路21断开电控开关22。

[0041] 5、当家用电器漏电时地线端口33带电，或者壳体金属部分5及人体可触及的带电

部件带电，控制电路1输出控制电压或信号给主控板2，主控板2控制断路控制电路21断开电

控开关22，提示用户电器设备漏电，及时采取措施。

[0042]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家用电器作了进一步的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

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实

用新型的原理的核心思想；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

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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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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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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