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CN 11033987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0.18
(21)申请号 201910551332 .1
(22)申请日 2019 .06 .24
(71)申请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地址 100032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
申请人 国家电网公司西南分部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王民昆 徐珂航 甘文风 潘炳利
唐俊 张亚迪 蓝键均 李伟华
李彬 彭宇辉 包维雄 甘睿
丛鹏 陈佟 汪蔓 刘健巧 薛赛
孙洋 朱二雷 吴元香 杨永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慕达星云知识产权代理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11465
代理人 李冉
(51)Int .Cl .
B01L 1/02(2006 .01)
B01L 9/02(2006 .01)
G01R 31/12(2006 .01)
G01R 31/26(2014 .01)

权利要求书1页

CN 110339872 A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57)摘要
包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括：
密闭试验箱体、
真空泵、
压力控制器和供电电
源，
压力控制器一端与密闭试验箱体连接，另一
端与真空泵连接；
且压力控制器和真空泵均与供
电电源相连。
本发明公开提供的高原环境模拟试
验台，
利用真空泵对密闭试验箱内部进行空气抽
取，
在压力控制器中设定不同压强范围 ，
将密闭
试验箱体内的气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能够用于
模拟高海拔环境下功率器件的功耗、
温升及效率
等性能参数做出高原模拟测量试验，
确保平原地
区生产的电气设备能够在高原环境下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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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密闭试验箱体(1)、
真空泵(2)、
压力控
制器(3)和供电电源(4) ，
所述压力控制器(3)一端与所述密闭试验箱体(1)连接，
另一端与
所述真空泵(2)连接；
且所述压力控制器(3)和所述真空泵(2)均与所述供电电源(4)相连。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力控制器(3)
内部设置有继电器(6)。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力控制器(3)
为智能数字压力表。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力控制器(3)
包括4条电路，
其中2条接交流电压，
2条外接用于给所述压力控制器设置压强范围的电路。
5 .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闭试
验箱体(1)采用6061合金材料，
且前侧和上侧分别安装有透明钢化玻璃(5)。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供电电源(4)的
电源接线插头采用航空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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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可靠性模拟试验设备技术领域，
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高原环境模拟
试验台。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
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
气压下降 ，
空气密度下降 ，
即单位体积内分子数
减少，
而对于功率器件来讲，
相同条件下从功率器件表面带走的热量相应减小，
使其散热条
件变差，
导致其运行温度上升，
长期过高温度的运行导致功率器件寿命下降。
[0003] 此外，
随着气压的下降，
空气的绝缘强度下降，
在电气设备使用过程中表面很容易
放电和击穿，
导致电气设备绝缘故障的发生；
相对于平原环境，
在高原环境下电气设备运行
环境变差，
并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变得更加恶劣，
从而不能确定在平原生产的电气设备
在高原环境下能否正常运行。
[0004] 因此，
如何提供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能够确保平原地区生产的电气设备能
够在高原环境下可靠运行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利用真空泵对密闭试验箱内
部进行空气抽取，
在压力控制器中设定不同压强范围，
将密闭试验箱内的气压控制在一定
范围内，
能够用于模拟高海拔环境下功率器件的功耗、
温升及效率等性能参数做出高原模
拟测量试验，
确保平原地区生产的电气设备能够在高原环境下可靠运行。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包括：
密闭试验箱体、
真空泵、
压力控制器和供电电源，
所述压力控制器一端与所述密闭试验箱体连接，
另一端与所述真空泵连接；
且所述压力控
制器和所述真空泵均与所述供电电源相连。
[0008]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供电电源为压力控制器和真空泵提供电
源，
利用真空泵对密闭试验箱体进行抽气，
实现对密闭试验箱体内气压的调节，
在此期间利
用压力控制器对密闭试验箱体内气压进行监测，
通过外部设计压力控制器，
与真空泵形成
压力自动调节系统，
当密闭试验箱内的压力高于最大预定值时，
真空泵开始工作，
进行抽
压，
当压力下降到最小预定值时，
再自行关断。
[0009] 优选的，
所述压力控制器内部设置有继电器；
设置继电器用于控制真空泵的电源，
当密闭试验箱体内的气压达到设定值时，
关掉真空泵的电源，
停止抽气；
当密闭试验箱体内
的气压高于设定值时，
继电器开启启动真空泵的电源，
对密闭试验箱体进行抽气。
[0010] 优选的，
所述压力控制器为智能数字压力表，
能够更准确直观地得到压力值。
[0011] 优选的，
所述压力控制器包括4条电路，
其中2条接交流电压，
2条外接用于给所述
压力控制器设置压强范围的电路。压力控制器对真空泵的电源进行控制，
当密闭试验箱体
内的气压达到设定值时，
关掉真空泵的电源，
停止抽气，
当密闭试验箱体内的气压高于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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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
启动真空泵的电源，
对密闭试验箱体进行抽气。
[0012] 优选的，
所述密闭试验箱体采用6061合金材料，
其韧性高、
抗腐蚀性强、密闭性强，
且前侧和上侧分别安装有透明钢化玻璃，
便于观察。
[0013] 优选的，
所述供电电源的电源接线插头采用航空接头，
密闭性能极佳，
确保内外隔
绝，
保证内部压强的稳定。
[0014] 经由上述的技术方案可知，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公开提供了一种高原环境模
拟试验台，
在压力控制器中设定不同压强范围，
将密闭试验箱内的气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通过真空泵对密闭试验箱体内部进行空气抽取，
能够用于模拟高海拔环境，
对功率器件的
功耗、
温升及效率等性能参数做出高原模拟测量试验，
确保平原地区生产的电气设备能够
在高原环境下可靠运行。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6] 图1附图为本发明提供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附图为本发明提供的密闭试验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附图为本发明提供的压力控制器的内部电路图。
[0019] 图4附图为本发明提供的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测试试验的不同气压变化情况。
[0020] 其中，
附图标记为：
[0021] 1-密闭试验箱体，
2-真空泵，
3-压力控制器，
4-供电电源，
5-钢化玻璃，
6-继电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参照图1-4，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包括：
密闭试验箱体
1、
真空泵2、压力控制器3和供电电源4，
压力控制器3一端与密闭试验箱体1连接，
另一端与
真空泵2连接；
且压力控制器3和真空泵2均与供电电源4相连。
[0024] 本实施例公开的一种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供电电源4为压力控制器3和真空泵2
提供电源，
利用真空泵2对密闭试验箱体1进行抽气，
实现对密闭试验箱体1内气压的调节，
在此期间利用压力控制器3对密闭试验箱体1内气压进行监测，
通过外部设计压力控制器3，
与真空泵2形成压力自动调节系统，
当密闭试验箱体1内的压力高于最大预定值时，
真空泵2
开始工作，
进行抽压，
当压力下降到最小预定值时，
再自行关断。
[0025] 为了进一步地优化上述技术方案，
压力控制器3内部设置有继电器6，
设置继电器6
则用于控制真空泵2的电源，
当密闭试验箱体1内的气压达到设定值时，
关掉真空泵2的电
源，
停止抽气；
当密闭试验箱体1内的气压高于设定值时，
继电器6开启启动真空泵2的电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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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密闭试验箱体1进行抽气。
[0026] 为了进一步地优化上述技术方案，
压力控制器3为智能数字压力表，
能够更准确直
观地得到密闭试验箱体1内的压力值。
[0027] 参见图3，
压力控制器3包括4条电路，
其中2条接交流电源，
2条外接用于给压力控
制器设置压强范围的电路，
当密闭试验箱体1内的气压达到设定值时，
继电器6不工作，
处于
开口状态，
交流电源不向真空泵2供电 ，
真空泵2停止抽气，
当密闭试验箱体1内的气压高于
设定值时，
继电器6和触点ON闭合，
交流电源向真空泵2供电 ，
启动真空泵2对密闭试验箱体1
进行抽气。
[0028] 为了进一步地优化上述技术方案，
密闭试验箱体1采用6061合金材料，
且前侧和上
侧分别安装有透明钢化玻璃5。
[0029] 为了进一步地优化上述技术方案，
供电电源4的电源接线插头采用航空接头。
[0030] 本发明公开的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的控制过程为：
首先对压力控制器3预设压强
范围，
包括气压阈值上限和下限，
再由真空泵2接入密闭试验箱体1，
抽取内部空气，
当密闭
试验箱体1内部气压降到气压阈值下限时，
停止抽取内部空气；
当气压升高到气压阈值上限
时，
真空泵2自行启动，
将密闭试验箱体1内的气压维持在预设压强范围之内，
形成漏压保
护。整个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能够实现对300W损耗功率的分析。
[0031] 本发明公开的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根据功率器件的尺寸和功耗设计，
实现对气压
的自动控制，
从而确保模拟过程中气压恒定不变。
[0032] 参见图4，
对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的密闭性能进行测试，
利用真空泵对试验箱内部
进行空气抽取，
设定不同压强范围，
将密闭试验箱体1内的气压控制在一定范围，
通过在不
同压强对24h内不同时段的气压的变化情况进行测试，
得到试验结果为，
在经过24h的时间，
在各气压等级下，
压强可以维持在一定范围内基本不发生变化，
可见高原环境模拟试验台
的密闭效果良好。
[0033]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
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
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于实施例公开的装置
而言，
由于其与实施例公开的方法相对应，
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
相关之处参见方法部分说
明即可。
[0034]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
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
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
因此，
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
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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