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压带电显示闭锁装置

DXW(N)-ZR-40.5~550kV
使用手册

西安智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

注意事项：

 当设备作耐压实验时，请将设备的工作电源断开!

 当设备调试完毕开始工作后，请勿随意转动“感应幅度调节”旋钮！

 当设备调试完毕开始工作后，请勿关闭设备工作电源开关！

 请使用设备的专用信号线！

 信号线的芯线与屏蔽线不可短接！

 确保信号线插接牢靠！

 信号线不可用力拉、拽！

 请勿擅自拆卸机柜内各器件，维修须在有关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

 请勿在设备箱体内放置其他物品！

 请定期对设备表面及内部进行清洁处理！

安全操作说明：

从事本设备的安装、投运、操作、维护和修理的所有人员：

 必须有相应的专业资格。

 必须严格依照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

违章操作或错误使用可能导致：

 降低设备的使用寿命。

 损坏本设备或用户的其他设备。

 造成严重或致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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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DXW (N) -ZR-40.5~550 kV 高压带电显示闭锁装置运用于 40.5、72.5、126、

252、363、550kV 频率为 50Hz 或 60Hz 的开关设备上和高压电路中。用于对电路

验电，提供输出信号（通过电磁锁）对相关操作机构进行强制闭锁；低电压报警、

接地线断路检测或通过辅助控制回路实现线路的自动切换，给微机闭锁系统提供

信号等，是实现“五防”的理想设备之一。

主要适用场合

 GIS 金属封闭组合电器。

 变电站的总线，供电线的引出、引入线及高压和超高压线路

 实验室的超高压线路，实验电路的高压、超高压线路。

如电缆终端，断路器进出线侧、接地开关进线侧、隔离开关进出线侧，变压

器的进出线侧等一次设备的母线上。

主要特点

安全可靠：本装置传感器与高压线路或设备不直接接触，装设在各电压等级

的安全区内，一次线路保证安全，不会发生绝缘击穿危险和危害一次设备及人身

安全。

特性稳定、抗干扰能力强：电路设计先进、制造工艺具有高稳定和高可靠性。

设有滤除过压、高频信号等有害噪声，电路保证指示稳定，无误报，选用开关电

源电路，工作不受电源电压波动的影响。

安装方便、维护简单：户外无需停电安装。户内、外 GIS 金属封闭组合电器

安装，按用户订货要求，和 GIS 主机厂家配套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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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说明

DXW(N) - ZR - 40.5~550kV/ P

W:户外 N:户内 厂家代号 电压等级 监测相数（1/2/3）

技术参数

单相检测 双向检测 三相检测

型号
DXW(N)- ZR-

40.5~550kV-1P

DXW(N)- ZR-

40.5~550kV-2P

DXW(N)- ZR-

40.5~550kV-3P

线路电压 40.5~550kV 50/60Hz

输入信号电流 ≥2uA

温度稳定度指示输出 ≤±2%

电源稳定度切换点动作 ±5%

触点数 一对常开常闭/相，带电状态下每相开点的串连接点

触点开关容量 5A/AC240V 10A/DC24

工作状态指示灯 (有高压)红灯亮 (无高压)绿灯亮 （没有电源）灯灭

电源电压 AC220V 或者 DC220V

功耗 ≤10W ≤10W ≤10W

电源电缆规格(线经、线

数、外径)
Φ0.5mm≤线径≤Φ3mm 线数≧3芯 外径≤Φ16mm

接点信号连接电缆规格

(线径、线数、外径)
Φ0.5mm≤线径≤Φ3mm 线数≧3芯 外径≤Φ16mm

海拔高度 <3000m

使用环境温度 -30℃－70℃

使用环境湿度 ≤90% 不凝露

风 速 <35 米/秒

地震裂度
地震地面加速度 0.25g(烈度 8 度,g 为重力加速度),垂直加速 度

0.125g

污秽等级 II 级 泄露比距>2.5cm/KV

安装场地 应无火灾、爆炸危险、严重污物、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

覆 冰 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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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工作原理

1. 总体结构

本装置包括传感器检测回路、信号处理回路、显示回路、控制回路、电源回

路等几部分组成。其中传感器安装于高压带电体附近，其余部分全部安装在金属

外壳中，实现了强、弱电的有效隔离。装置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连线都限制在内

部屏蔽壳内，电源、输入信号线及输出闭锁接点通过端子对外连接。先进的数字

信号处理技术；能够不受相邻相或者相邻线路的电场影响，也能够避免电力系统

的谐波、载波、无线电等等多种常见的干扰，可靠、准确地指示所测线路或设备

的带电状态。抗干扰能力强，安装使用方便。

2. 显示器部分

显示器使用高可靠性半导体材料和电子陶瓷基片等部件，内置宽频稳压开关

电源，工作不受电源电压波动的影响；设有滤除过压、高频信号等有害噪声的电

子模块，使控制线路得到可靠保护。指示灯采用特殊设计的专用长寿命、高亮度

LED，不但降低维护费用，而且保证了在强烈日光下的显示效果。

面板设有数码管显示，可显示当前母线电压（部分型号可配置）。

3. 感应传感器

感应传感器与高压带电体不直接接触，而是装设在绝缘区内，其装设距离根

据电压等级来确定。感应传感器外部结构结实，内部使用现代高科技传感技术、

无源信号驱动及电子线路全封闭等技术，保证了产品工作的信号输出长年稳定，

可靠。

4. 工作原理

本装置采用 MCU 控制器作为逻辑电路部分的主控制器， 控制方式灵活稳定

可靠。同时，逻辑部分电路配置看门狗电路，增加系统控制的抗干扰能力。

判定线路是否有高压，有高压时相应相位亮红灯，并且相关相位有电指示灯

闭合；无高压时相应相位亮绿灯，并且相关相位无电指示灯闭合。当相关相位有

电时，对相关操作机构进行强制闭锁，同时向报警电路、电磁锁回路、微机闭锁

系统输送信号，断开相关设备，保障操作人员安全。

5、自检功能

本装置初上电时或每隔 1min，装置进行自检，如果自检通过，设备正常运

行，自检指示灯灭。如果自检未通过，说明设备故障，此时，自检指示灯持续亮，

故障灯亮，有电无电指示灯均灭，装置对相关操作机构强制闭锁，装置持续进行

自检，直到设备正常为止。自检范围包含探头元件、处理器、输出回路、指示灯、

引下线等所有元件。装置能通过自检发现故障，使闭锁更为可靠。由于该装置的

自检信号与高压设备的电磁场信号使用同样的通道传输和处理，所以自检信号能

够准确地反映出装置处理通道中所有器件的工作状况。（注：此功能为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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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原理框图如下图所示：

高压带电显示闭锁装置的附件

包装箱内包含以下内容

● DXW(N)- ZR-40.5~550kV 高压带电显示闭锁装置 1台

● 安装与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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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DXW(N)- ZR-40.5~550kV-3P 的主要特性如下

外壳

尺寸：mm*mm*mm（宽*高*深）

IP 指数：IP41（面板）、IP30（整机）

显示

类型：高亮度 LED 双色指示灯显示

测量

传感器信号

直接测量：≥2μA

辅助电源

电源电压：交流 165V~265V 或直流 200V-375V

电源频率：交流 45Hz-65Hz

电源功率消耗：≤10VA

运行环境

工作温度：-20℃ ~ 70℃

储存温度：-30℃ ~ 80℃

相对湿度：95%

输出

继电器控制输出：控制输出为继电器常开常闭输出。触点负载为 240VAC/16A 或

30VDC/16A

LED 发光二极管输出：连接各相位有电指示灯和无电指示灯。

安全须知

这一章包含预安装、保养和维护电气设备之前所必须要遵循的一些安全提示，应

当仔细地阅读并且遵循以下提出的安全提示要点。

电击、火灾和爆炸的危险

● 只有有资格的工人才能安装这个设备，并且要仔细阅读说明书。

● 不要单独将设备从柜上拆下。

● 不要打开设备的外壳。

● 拆下设备时应断开所有接入设备的电源。

● 要使用适当的额定电压检测设备来确定所有电源都已断开

● 当心潜在的危险，穿好个人防护装备，仔细检查设备的安装区域是否有遗留的工具

和其他物品。

● 当拆下设备时注意不要碰到带电母排。

危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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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总览

表 6-1 DXW(N)- ZR-40.5~550kV 功能

LED 指示灯显示 闭锁控制

● A相有电，无电指示

● B相有电，无电指示

● C相有电，无电指示

● A 相输出节点控制

● B 相输出节点控制

● C 相输出节点控制

● 1 路 ABC 相输出节点控制

外接有电无电指示灯 感应幅度调节

● 外接 A相有电指示灯

● 外接 B相有电指示灯

● 外接 C相有电指示灯

● A,B,C 相无电指示灯

● A 相感应幅度调节

● B 相感应幅度调节

● C 相感应幅度调节

注：外接控制输出可根据要求设计

安装及调试（开孔尺寸与安装方式根据厂家要求有所不同，

具体见产品说明书）

1 嵌入式安装

开孔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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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安装方法：

2 面板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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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a 确定产品使用安装的位置，和对高压源的电压等级与产品的电压等级是否相符。

b 显示器的安装位置随感应传感器安装位置确定，机柜正面尽量面向工作人员巡视时最易

看到的位置，安装高度以观察窗到地面 1.7 米为宜。

c 使用专用信号线将感应传感器与主机连接。

d 接设备工作电源和闭锁线，测量产品的工作电压，确保供给产品的电源准确无误。

e 请使用生产厂家准备好的信号电缆，在连接 GIS 金属封闭组合电器时请注意接线牢固，

接好线后，请用万用表检查信号线的芯线有没有和外屏蔽线（地线）短路。接线时应对

二芯以上电源电缆多余线头做好处理，接地线接地可靠，注意电缆在产品内外走线整齐、

自然流畅、接点可靠。

f 确定产品安装牢固、接线无误后、打开电源开关。

g 设备调试：转动“感应幅度调节”旋钮，直至红绿灯变换的临界点时，再以顺时针方向

转动，至此产品调节完毕。

注意：调试前，检查设备的工作电源和闭锁线是否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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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接线图（接线图以产品附带说明书为准）

嵌入式安装接线图：

注：单相、双相接线以装置上的接线图为准

附表：

电压等级(kV)
感应传感器与高

压源的距离(m)

工频耐压 kV（有效值） 雷电冲击

耐压 kV(峰值)干试 湿试

40.5 0.4~0.8 100 80 185

72.5 0.7~1.2 165 140 325

126 1.0~1.8 265 185 450

252 2.0~3.2 495 395 950

363 2.8~4.0 510 510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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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4.5~5.7 740 740 1675

常见问题

故障 原因 解决方法 备注

指示灯不亮

1. 电源未接通。

2. 工作电源开关未打开。

3. 指示灯损坏。

1. 接通电源。

2. 打开工作电源开

关。

3. 更换指示灯。

红/绿指示灯

不能翻转

1. 信号线的芯线与屏蔽

线接反或接触不良。

2. 信号线的型号不匹配。

3. “感应幅度调节”旋钮

指示在“0”位或过低。

4. 指示灯坏。

5. 感应传感器安装距离

不够。

6. 主板故障。

1. 重新接信号线。

2. 使用厂家专用信

号线(SYV75-5)。

3. 顺时针调节“感

应幅度调节”旋

钮，到临界点，

再上调一格。

4. 更换指示灯。

5. 调节传感器的安

装距离 (见附

表)。

6. 更换主板。

注意：

1. 芯线与屏蔽线

的连接必须可

靠，且芯线与

屏蔽线不可短

路。

2. 如果电位器调

到最大值还是

不翻转，则电

位器有可能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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