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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

置，包括外壳，外壳内设有数据采集模块和处理

模块，外壳表面设有显示预警模块，所述数据采

集模块、处理模块和显示预警模块依次连接，所

述外壳两侧设有通风孔，所述通风孔上设有集气

通道，所述集气通道包括弧形通道和喇叭状扩

口，弧形通道的一端扣置在通风孔上，弧形通道

的另一端连接喇叭状扩口。本发明在隔离开关电

动操作时，通过数据采集模块采集电机电流信

号，再将电机电流信号传输到处理模块，处理模

块根据获得的信号控制显示预警模块显示不同

的状态，从而预警隔离开关传动系统卡涩缺陷，

对隔离开关运行工况进行有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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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包括外壳（1），其特征是，外壳（1）内设有数据采集

模块和处理模块，外壳（1）表面设有显示预警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处理模块（4）和显示

预警模块依次连接，所述外壳（1）两侧设有通风孔（9），所述通风孔（9）上设有集气通道

（10），所述集气通道（10）包括弧形通道（11）和喇叭状扩口（12），弧形通道（11）的一端扣置

在通风孔（9）上，弧形通道（11）的另一端连接喇叭状扩口（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外壳（1）内

设有隔板（15），所述隔板（15）将外壳（1）内部分为处理腔和采集腔，所述处理模块（4）设置

在处理腔内与隔板（15）固定连接，所述数据采集模块设置在采集腔内与外壳（1）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隔板（15）设

有散热孔（13）和线束孔（1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外壳（1）上

设有数据采集孔（8）。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数据采集模

块包括电流互感器（2）和电流变送器（3），电流互感器（2）的采集端接有信号线，信号线通过

数据采集孔（8）接于电流采集端子，电流互感器（2）的输出端接于电流变送器（3）的接收端，

电流变送器（3）的输出端再接于处理模块（4）的接收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处理模块

（4）包括STC89C52单片机和PCF8591单片机，PCF8591单片机信号采集端作为处理模块（4）的

接收端，PCF8591单片机信号输出端接于STC89C52单片机的信号接收端，STC89C52单片机的

控制端通过接线束接于显示预警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处理模块

（4）包括STC89C52单片机和PCF8591单片机，PCF8591单片机信号采集端作为处理模块（4）的

接收端，PCF8591单片机信号输出端接于STC89C52单片机的信号接收端，STC89C52单片机的

控制端通过接线束线贯穿束孔（14）接于显示预警模块，所述STC89C52单片机和PCF8591单

片机固定在隔板（15）的散热孔（13）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显示预警模

块包括发光颜色为红色的LED红灯（5）、发光颜色为黄色的LED黄灯（6）和发光颜色为绿色的

LED绿灯（7）。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集气通道

（10）利用自身重力卡扣于通风孔（9）上，所述外壳（1）内侧靠通风孔（9）的上端面处设有第

一卡槽（16），所述外壳（1）外侧靠通风孔（9）的下端面处设有第二卡槽（17），所述集气通道

（10）前端上方设有第一卡块（18），第一卡块（18）上设有导向斜面（21），所述集气通道（10）

前端下方设有第二卡块（19），所述集气通道（10）前端设有让位斜面（20），第一卡块（18）卡

置在第一卡槽（16）内，第二卡块（19）卡置在第二卡槽（17）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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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开关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隔离开关在电力系统中应用广泛，是变电站中不可或缺的开关设备。但隔离开关

故障率较高，据检修单位统计，隔离开关的主要故障有卡涩、生锈和辅助开关损坏等，这些

故障都是机械故障，而机械故障主要出现在隔离开关分合闸过程中。

[0003] 目前，对于隔离开关分合闸过程中的工况基本都基于人工观察，难以判断隔离开

关是否存在轻微卡涩或严重卡涩，因此会留下故障隐患，同时仍观察无法量化卡涩的严重

程度，且人工精力有限，观察时难免会出现失误，从而导致观察不准确，不能清楚判断隔离

开关卡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人工观察不能量化判断隔离开关卡涩的严重程度的问题以及开关

报警装置的散热问题，提出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自动化检测隔离开关卡涩的

严重程度，再通过指示灯来展示隔离开关卡涩的严重程度，通过两侧通风孔使空气对流，带

走装置内部热量，解决散热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的技术方案：

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包括外壳，外壳内设有数据采集模块和处理模块，外

壳表面设有显示预警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处理模块和显示预警模块依次连接，本发明

在隔离开关电动操作时，通过数据采集模块采集电机电流信号，再将电机电流信号传输到

处理模块，处理模块根据获得的信号控制显示预警模块显示不同的状态，从而预警隔离开

关传动系统卡涩缺陷，对隔离开关运行工况进行有效评估；所述外壳两侧设有通风孔，两侧

设有通风孔的作用是使空气对流，从而带走装置内的热量，降低外壳内腔温度，从而有利于

本装置的散热，所述通风孔上设有集气通道，所述集气通道包括弧形通道和喇叭状扩口，弧

形通道的一端连接在通风孔四周，弧形通道的另一端连接喇叭状扩口，设置喇叭状扩口的

作用是增加受风面积，让尽可能多的空气流入本装置，增加空气流动，弧形通道的作用是隔

绝灰尘，空气从喇叭状扩口进入到弧形通道后被迫往上抬升，由于灰尘重量比空气重，因此

灰尘顺着弧形通道往下沉积，最终留在喇叭状扩口下方，只要定期清理喇叭状扩口下方的

积尘即可完成本装置的清理，方便清理。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外壳内设有隔板，所述隔板将外壳内部分为处理腔和采集腔，所述

处理模块设置在处理腔内与隔板固定连接，所述数据采集模块设置在采集腔内与外壳固定

连接。由于处理模块为平面薄板，若与数据采集模块放置在同一平面再进行连接，会导致本

装置整体体积过大，设置隔板的作用是使隔板将外壳内部隔成两部分，合理利用空间位置，

使处理模块设置在数据采集模块上方，从而减小装置的整体尺寸，节约成本。

[0007] 作为优选，所述隔板设有散热孔和线束孔。处理模块在工作过程中温度升高，若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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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持续升高会影响处理模块的运行速度，导致处理模块反应迟缓，更进一步会烧坏处理模

块，设置散热孔可以使处理模块的热量通过散热孔散发，从而降低处理模块的温度，设置线

束孔的作用是贯穿隔板，实现处理腔和采集腔的接线束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外壳上设有数据采集孔。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电流互感器和电流变送器，电流互感器的采集

端接有信号线，信号线通过数据采集孔接于电流采集端子，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端接于电流

变送器的接收端，电流变送器的输出端再接于处理模块的接收端。电流互感器通过电流采

集端子采集电机定子电流，再送至电流变送器，电流变送器将电流数据转换成4-20mA的电

流。由于存在采集孔和信号线，可以根据调节信号线的长短来调节本装置的安装位置，从而

方便安装。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处理模块包括STC89C52单片机和PCF8591单片机，PCF8591单片机

信号采集端作为处理模块的接收端，PCF8591单片机信号输出端接于STC89C52单片机的信

号接收端，STC89C52单片机的控制端通过接线束接于显示预警模块。

[0011] PCF8591单片机接收电流变送器经过转变的模拟信号，PCF8591单片机再将模拟信

号处理为数字信号，并传输到STC89C52单片机，单片机预设对应数字信号的执行操作程序，

所述对应的执行操作程序对应隔离开关卡涩程度，根据对应数字信号的执行操作程序输出

控制显示预警模块的信号，显示预警模块根据STC89C52单片机信号进行显示，最后根据显

示的信号可获知对应信号的隔离开关卡涩程度，从而实现了自动化判断隔离开关卡涩程

度，减少故障遗留，提高检修效率，降低故障率。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处理模块包括STC89C52单片机和PCF8591单片机，PCF8591单片机

信号采集端作为处理模块的接收端，PCF8591单片机信号输出端接于STC89C52单片机的信

号接收端，STC89C52单片机的控制端通过接线束线贯穿束孔接于显示预警模块，所述

STC89C52单片机和PCF8591单片机固定在隔板的散热孔上方。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显示预警模块包括发光颜色为红色的LED红灯、发光颜色为黄色的

LED黄灯和发光颜色为绿色的LED绿灯。通过红灯方式表示严重卡涩，黄灯表示轻微卡涩，绿

灯表示无卡涩。

[0014] 作为优选，所述集气通道利用自身重力卡扣于通风孔上，所述外壳内侧靠通风孔

的上端面处设有第一卡槽，所述外壳外侧靠通风孔的下端面处设有第二卡槽，所述集气通

道前端上方设有第一卡块，第一卡块上设有导向斜面，所述集气通道前端下方设有第二卡

块，所述集气通道前端设有让位斜面，第一卡块卡置在第一卡槽内，第二卡块卡置在第二卡

槽内。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1）通过采集模块采集电机电流输送到处理模块处理，处

理模块自动生成控制信号，控制显示预警模块显示隔离开关的卡涩程度，全过程自动化，减

少故障遗留，提高检修效率，降低故障率；（2）通过隔板隔离处理模块和采集模块，合理利用

空间位置，使装置整体尺寸减小，节约成本，便于安装；（3）通过在外壳两侧设置的通风孔，

使外壳内腔空气对流，带走热量，便于散热；（4）通过集气通道的喇叭状扩口来增加空气对

流量，方便散热，同时通过集气通道的弧形通道沉积灰尘，方便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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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中隔板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中集气通道的安装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中处理模块的一种电路连接示意图

其中：  1、外壳  2、电流互感器  3、电流变送器  4、处理模块  5、LED红灯  6、LED黄灯  7、

LED绿灯  8、数据采集孔  9、通风孔  10、集气通道  11、弧形通道  12、喇叭状扩口  13、散热孔 

14、线束孔  15、隔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隔离开关运行工况报警装置，结合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包括外壳1，外壳1内设有数据采集模块和处理模块，外壳1表面设有显示预警模块，数据采

集模块、处理模块4和显示预警模块依次连接，外壳1上设有数据采集孔8，数据采集模块包

括电流互感器2和电流变送器3，电流互感器2的采集端接有信号线，信号线通过数据采集孔

8接于电流采集端子，电流互感器2的输出端接于电流变送器3的接收端，电流变送器3的输

出端再接于处理模块4的接收端。电流互感器通过电流采集端子采集电机定子电流，再送至

电流变送器，电流变送器将电流数据转换成4-20mA的电流。由于存在采集孔和信号线，可以

根据调节信号线的长短来调节本装置的安装位置，从而方便安装。

[0018] 外壳1内设有隔板15，隔板15将外壳1内部分为处理腔和采集腔，处理模块4设置在

处理腔内与隔板15固定连接，数据采集模块设置在采集腔内与外壳1固定连接。由于处理模

块为平面薄板，若与数据采集模块放置在同一平面再进行连接，会导致本装置整体体积过

大，设置隔板的作用是使隔板将外壳内部隔成两部分，合理利用空间位置，使处理模块设置

在数据采集模块上方，从而减小装置的整体尺寸，节约成本。

[0019] 结合图2，隔板15设有散热孔13和线束孔14。处理模块在工作过程中温度升高，若

温度持续升高会影响处理模块的运行速度，导致处理模块反应迟缓，更进一步会烧坏处理

模块，设置散热孔可以使处理模块的热量通过散热孔散发，从而降低处理模块的温度，设置

线束孔的作用是贯穿隔板，实现处理腔和采集腔的接线束连接。

[0020] 结合图3，集气通道10利用自身重力卡扣于通风孔9上，外壳1内侧靠通风孔9的上

端面处设有第一卡槽16，外壳1外侧靠通风孔9的下端面处设有第二卡槽17，集气通道10前

端上方设有第一卡块18，第一卡块18上设有导向斜面21，集气通道10前端下方设有第二卡

块19，集气通道10前端设有让位斜面20，第一卡块18卡置在第一卡槽19内，第二卡块19卡置

在第二卡槽17内，安装时集气通道10倾斜一定角度，使导向斜面21贴近通风孔9的上表面，

集气通道10往外壳1内部运动，直到让位斜面20与第二卡块19交接处接触到第二卡槽17与

通风孔9的交接处，由于力作用，集气通道10绕着此接触地转动，直至第一卡块18卡完全第

一卡槽19内，第二卡块19完全在第二卡槽17内。

[0021] 处理模块4包括STC89C52单片机和PCF8591单片机，PCF8591单片机信号采集端作

为处理模块4的接收端，PCF8591单片机信号输出端接于STC89C52单片机的信号接收端，

STC89C52单片机的控制端通过接线束线贯穿束孔14接于显示预警模块，STC89C52单片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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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F8591单片机固定在隔板15的散热孔13上方。

[0022] 结合图4是本发明中处理模块的一种电路连接示意图，PCF8591单片机模拟信号输

入端  AIN0与电流变送器的输出端连接，PCF8591单片机模拟信号输入端  AIN0还接有接地

电阻R4，电流变送器的接地端接地，PCF8591单片机引脚地址端共地，PCF8591单片机供电端

和基准电源端接于同一外部电源，并接于电容C1的一端，C1的另一端、内部、外部时钟选择

线EXT和模拟信号地AGND共地；

PCF8591单片机的I2C  总线的数据线SDA接于STC89C52单片机的P2.1脚、PCF8591单片

机的时钟线SCL接于STC89C52单片机的P2.2脚，STC89C52单片机的控制输出端接于显示预

警模块，其中STC89C52单片机的P1.0脚接于LED红灯D1负极，LED红灯D1正极通过电阻R1接

于外部电源；STC89C52单片机的P1.1脚接于LED黄灯D2负极，LED黄灯D2正极通过电阻R2接

于外部电源；STC89C52单片机的P1.2脚接于LED绿灯D3负极，LED绿灯D3正极通过电阻R3接

于外部电源。

[0023] PCF8591单片机接收电流变送器经过转变的模拟信号，PCF8591单片机再将模拟信

号处理为数字信号，并传输到STC89C52单片机，单片机预设对应数字信号的执行操作程序，

对应的执行操作程序对应隔离开关卡涩程度，根据对应数字信号的执行操作程序输出控制

显示预警模块的信号，显示预警模块根据STC89C52单片机信号进行显示，最后根据显示的

信号可获知对应信号的隔离开关卡涩程度，从而实现了自动化判断隔离开关卡涩程度，减

少故障遗留，提高检修效率，降低故障率。

[0024] 显示预警模块包括发光颜色为红色的LED红灯5、发光颜色为黄色的LED黄灯6和发

光颜色为绿色的LED绿灯7。通过红灯方式表示严重卡涩，黄灯表示轻微卡涩，绿灯表示无卡

涩。

[0025] 外壳1两侧设有通风孔9。两侧设有通风孔的作用是使空气对流，从而带走装置内

的热量，降低外壳内腔温度，从而有利于本装置的散热。通风孔9上设有集气通道10，集气通

道10包括弧形通道11和喇叭状扩口12，弧形通道11的一端连接在通风孔9四周，弧形通道11

的另一端连接喇叭状扩口12。设置喇叭状扩口的作用是增加受风面积，让尽可能多的空气

流入本装置，增加空气流动，弧形通道的作用是隔绝灰尘，空气从喇叭状扩口进入到弧形通

道后被迫往上抬升，由于灰尘重量比空气重，因此灰尘顺着弧形通道往下沉积，最终留在喇

叭状扩口下方，只要定期清理喇叭状扩口下方的积尘即可完成本装置的清理，方便清理。

[0026] 本发明在隔离开关电动操作时，通过数据采集模块采集电机电流信号，再将电机

电流信号传输到处理模块，处理模块根据获得的信号控制显示预警模块显示不同的状态，

从而预警隔离开关传动系统卡涩缺陷，对隔离开关运行工况进行有效评估。

[0027] 因此本发明的有以下优势：（1）通过采集模块采集电机电流输送到处理模块处理，

处理模块自动生成控制信号，控制显示预警模块显示隔离开关的卡涩程度，全过程自动化，

减少故障遗留，提高检修效率，降低故障率；（2）通过隔板隔离处理模块和采集模块，合理利

用空间位置，使装置整体尺寸减小，节约成本，便于安装；（3）通过在外壳两侧设置的通风

孔，使外壳内腔空气对流，带走热量，便于散热；（4）通过集气通道的喇叭状扩口来增加空气

对流量，方便散热，同时通过集气通道的弧形通道沉积灰尘，方便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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