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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过热故障、绝缘故障和机械故障是造成电力系统安全事故重要原因。而过热

故障的发生频率又占事故总数的 50%以上。高压配电装置异常温度升高必将引

起接触电阻增大、设备老化，绝缘下降、导体烧溶，严重的将造成接地短路，继

发为相间短路，造成设备损坏、中断供电，甚至引发严重的人身、电网、设备事

故。

这些恶性事故不但给电力企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还有可能造成无法估

量的恶劣社会影响。由于过热故障频发不断且有增长之势，因此《国家电网公司

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试行)中 11.7.2 关于“加强对运行设备温升的监视”

就明确提出了对容易发生“过热”故障的元件要进行温升监测。当前，社会的发

展也对整个供电环节都提出了更高的安全及质量要求，对配电装置运行温度的监

测也是智能电网建设的重要课题。因而本报告认为有必要在配电装置中配置相关

的温升在线监测装置，使电力企业有针对性的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安全供电水平。

随着电网的发展和装备技术的提高，密闭式 10kV、35kV 系统开关柜在电

网中已大量使用，小型化、紧凑化的设计以及用电环境的变化，使得开关柜内部

过热现象已成为开关柜使用中的常见异常状态，因而在一些负荷较重的线路中，

普遍存在开关柜内各主导流部位温升超标的问题。

本系统采用国际先进的荧光光纤温度传感技术，具有耐高压、不受电磁干扰、

本质安全、长期可靠、易扩展等优点，对发电及供电系统的发电机、高压开关柜、

环网柜、室外及地下电缆接头等监测点的温度进行实时在线监测。



二、 执行标准

系统提供的硬件设备和软件技术均符合最新版本的 IEC、IEEE 等相关标准要

求，同时执行如下的行业标准和要求：

GB/T 17626-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GB/T 2423-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GB2423.22《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N：温度变化试验方法》

GB/T17626.1《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抗扰度试验总论》

GB/T17626.2《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性试验》

GB/T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辐射（射频）电磁场抗扰性试

验》

GB/T 17626.4《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快速瞬变电脉冲群抗扰性试

验》

GB/T 17626.5-1999《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冲击(浪涌)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6-199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

骚扰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199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9-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0-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试验》

GB/T 17626.11-199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

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振荡波抗扰度试验》



三、 系统主要功能

1) 采集开关柜触头的温度信息。

2) 采用各种诊断方法对设备健康状态进行分析，包括所有的设备参数越限告警

分析等判断方法。

3) 提供声光报警、干接点输出、人机界面显示报警信息等。

4) 提供上位机软件系统，实时显示当前开关柜各个触点信息，以及过去一个月

各个触点的温度信息的历史数据。

四、 产品的主要特点

1) 就地同步测量、数字传输，各个测量单元使用数据总线进行数据传输，故可

方便地排除外部变化对监测结果的影响，使各个被测设备的监测数据之间具

有可比性。

2) 数据浏览界面人性化，从方便用户使用系统的角度设计监视界面。监测数据

采用状态灯、曲线和表格等多种形式显示。

3) 现场监测单元能够实现对被监测设备状态参量的采集、信号调理、模数转换

和数据预处理等功能，实现监测参量就地测量，进行数字转换和缓存，监测

结构可根据需要定期传输至上一级控制单元。

4) 采集频率高，精度高，能够根据用户设定采集数据，最小周期>2秒。

5) 实现对被检测设备温度值发展历史趋势计算分析，结合工况信息评估开关的

老化状态。保证电力系统安全，为设备状态检修提供依据；为设备调修评价

与预测维修提供可靠的技术数据。



五、 系统的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单位 参数值 备注

测温范围 ℃ -40 ～ 200

温度分辨率 ℃ 0.1

测温精度 ℃ ±1

测温通道数 6

系统软件 - 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

温度画面数据刷新 S 2

报警 干接点输出、人机界面显示

外部接口 - RS485，Modbus 规约

探头直径 mm φ3

电源输入 AC 220V±10%/50Hz

六、 系统构成

本系统主要针对变电站电力开关柜动静触头、母排、开关等接点的异常温度

变化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借助这套系统，用户可以在本地和远程上位机上实时监

测开关柜内重点部位的温度变化情况，根据温度变化情实时的发出警情报告（预

警、报警和超限）。同时借助强大的上位机功能，可以分析温度变化周期，查看

实时、历史曲线，预测警情变化等功能，还可以实现多用户远程数据交换。

该系统由荧光光纤（含传感头）、SR-C236F 光纤测温变送器、荧光光纤通

讯软件、SR-YP201FF 光纤测温系统表头组成。



系统结构图如下：

SR-C 光纤测温系统

SR-YP201F
液晶显示仪表

SR-C236F
光纤测温变送器

荧光光纤

传感探头

SR-YP201F
液晶显示仪表

SR-C236F
光纤测温变送器

荧光式光纤（含传感探头）

荧光光纤测温监控软件



6.1荧光光纤（含传感头）

荧光光纤（含测温探头）将测温探头监测部位的温度信息转换为光信号，

并传送给 SR-C236F 光纤测温变送器，光纤传感器的探头尺寸极小，可直接安

装在被测点上，测温准确，响应迅速；其尾纤选用柔软、坚固的特制光纤，它具

有传输带宽高、信号稳定、抗电磁干扰、抗挠曲、抗冲击强度高和连接快捷等优

点；尾纤护套的材质是聚四氟乙烯，它具有耐高温、耐老化、耐腐蚀、高绝缘、

不粘附等特性，可适应高压、高温、强电磁等恶劣的使用环境。我司的光纤传感

器在 0.4m的长度上至少可以耐受 100KV 的高压。

传感头
FC/PC接头尾纤

性能指标 参数

测温范围 -40℃～200℃

探头尺寸 3mm

探头材质 导热陶瓷

尾纤长度 3-50 米

弯曲半径 不小于 4.4cm

尾纤接口抗拉强度 不大于 40N

尾纤抗拉强度 不大于 100N

光纤接头 ST



6.2 SR-C236F光纤测温变送器

提供六路光纤温度解调仪安装，可实时将 6路温度信息变送成数字信号传输

给后台通讯软件或者显示表头。体积小巧，性能可靠。

SR-C236F 光纤测温变送器技术要求

工作电源 AC220V或者DC24V（根据用户需求定制）

测温路数 1~6 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

通讯方式 RS485 通讯，Modbus 协议

光纤接头 ST接头

尺寸 133*120*46.6mm

产品实物图



下图为 SR-C236F 光纤测温变送器尺寸（单位：mm）

外观尺寸：133*120*46.6 (长*宽*高)

安装尺寸：121*90

下图为 SR-C236F 光纤测温变送器安装示意图



6.3 SR-C236F光纤测温系统表头

光纤测温系统表头通过RS485 采集变送器传输过来的温度信息，实时显示 6

路探头温度。该仪表为嵌入式安装。人界面交互人性化。

6.4 SR-YP201F 接线图及端子定义

1).端子 9、10外接 AC220V工作电电源。

2).端子 1、2外接 SR-C236F 变送器。

3).端子 29、30为外部通讯端子

SR-C236F 光纤测温系统表头技术要求

工作电源 AC220V

显示方式 LCD160*160 点阵液晶显示

通讯方式 RS485 通讯，Modbus 协议

安装方式 嵌入式安装

安装开孔尺寸 96*96mm



七、SR-YP201F仪表操作步骤
a) 仪表上电显示“开关柜光纤测温系统”，随后进入“主菜单”界面。

b) “主菜单”界面未操作的情况下，30秒进入“实时温度”显示界面。

c)“实时温度”显示当前各相温度信息，若超出温度上下限范围相应相显示

如下图并发出报警声响；若通讯故障，相应相显示“连接异常”并发出报警声响.

温度超上限（如上图） 温度超下限（如上图）

d)“参数设置”默认密码为“1234”,按“向上”“向下”键调数字，每调

好一个数字按“确认”键输入下一个数字，输入完后按“取消”键进入。

e)“实时温度”界面，按“取消”键进入“主菜单“界面。



八、SR-C236F光纤测温系统

1、简介
本荧光式光纤温度监测系统为modbus 协议通讯，通过串口方式与光纤温

度传感器（下位机）通讯，实时显示、记录并监控各通道的测温结果，具有使用

方便，响应快速，可靠性高，界面友好等特点。

2、连接方式
本系统通过 RS-485／RS-232 转换器与 PC 机上串行通讯口（RS－232）

相连接，或者通过 usb 转串口连接。

电脑首次连接需要安装驱动程序，运行提供的驱动程序或运行 360 驱动软

件，扫描设备驱动，安装相应端口驱动。安装是否成功可查看计算机的设备管理，

成功如图所示，COM3端口。

3、功能介绍

本系统通过与光纤温度传感器的通讯，实时温度测量结果显示，可设置数据

存储，可选择仪表温度曲线显示。

4、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win2000，winXP，win7，win8（64位），win10（64位）。

软件支持：office 办公软件。



九、系统安装

光纤变送器通过 ST接头与荧光光纤（含传感头）连接，实时接收光纤传感

器送来的携带有温度信息的光信号，并把其解调为温度数值，实现对被监测部位

的温度测量。每台光纤变送器可以连接 6支荧光光纤，

荧光光纤安装

请确认开关柜已经完全断电、地刀已合闸！

光纤传感器尾纤和光纤跳线都是用多模石英光纤制作而成，没有铠装护套保

护，易被折断、踩断，故而我方强烈要求在安装与日后维护的过程中对光纤要特

别小心爱护：

 不能用超过 200℃的物体与其接触或是加热，例如打火机，电烙铁等；

 不得让其受到锐利的或是表面粗糙的物体的割划，磨擦，碰撞，挤压；

 不能踩踏，折弯，强拉硬拽光纤。

 光纤传感器的传感头和接头都由陶瓷制成，安装过程中严禁抛掷、摔打，

严禁与金属、地板、墙壁等坚硬物体发生碰撞。



柜内安装示意图

如下图所示：将变送器固定在开关柜仪表盘柜后壁上，荧光光纤（带传感头）

固定在开关静触头上，尾纤沿着柜体角落和弱电线槽一起走线，或是跟柜内二次

线捆扎在一起。

注意：为了保证绝缘安全，从安装传感头的高压侧到零电位侧之间的光纤尾纤长

度不能短于 15cm。

1. 光纤变送器 2.荧光光纤传感头 3.光纤 4.开关静触头

光纤传感头的固定

使用航空硅胶将传感器探头粘在铜排上，紧靠开关静触头部位。

1) 保证传感器探头与铜排、触头等连接点部位的清洁。

2) 固定探头时，导热硅胶须涂抹均匀，与铜排成水平安装。

3) 导热胶须经过约 5分钟才会凝固

在此之前，尾纤不能受任何拉力，防止传感器探头被扯掉

4

3

3

2

2



光纤（尾纤）部分固定

粘性固定座采用粘接安装，可直接安装于开关柜内壁，配合尼龙扎带将传感

器光纤固定，固定时，保证光纤敷设路径横平竖直。

粘性固定座安装方式如下图：

使用尼龙扎带固定尾纤时，不可收缩过紧，以免损伤尾纤。

为了不影响柜内的电气分布和日后的柜内检修，同时保证当日后柜体检修时

传感器、尾纤、光纤等也不易被碰到，柜内的所有尾纤要尽量沿着柜体角落走线，

或是跟柜内二次线捆扎在一起。所有走线要横平坚直，完成固定后要将扎带的多

余部分剪掉并扔进柜外垃圾篓。

粘性固定座选用开关柜内专用的固定座，粘性大，耐老化，保证尾纤长期牢

固的固定。

当尾纤由触头或是铜排向柜壁牵引时不可与绝缘子接触，以增加绝缘距离。



八、 简易故障处理方法

九、 光纤安装/维护注意事项
1）应由受过严格训练的技术人员去进行光纤的安装和维护。

2）安装中要时时注意避免使光纤受到重压，紧夹或被尖利物体扎伤。

3）布放光纤的牵引力应不得过大，严禁拉扯光纤。

4）布放光纤时应从中间开始向两边牵引，牵引需有多人相互配合。

5）光纤主体必须盘在手上，一个人在前面牵拉，后面缓慢布放。

6）光纤布放过程中应无扭转、打结、严禁背扣、浪涌等现象发生。

7）光纤接头必须始终握在手里，严禁甩动。

8）光纤要转弯时，其转弯半径应大于 4cm。

9）光纤转弯处如要通过锐角，必须垫以软性弯曲护层等导引装置。

10）光纤穿过壳层时，要通过带护口的保护塑料管或喇叭型软管口。

11）光纤长度多出部分必须圆圈盘绕，半径应大于 10cm，可靠固定。

12）未连接的光纤接头一定要安装保护帽，防止灰尘附着。

13）拆卸仪器时必须先卸下光纤，将光纤接头可靠固定后在拆卸仪器。



十、 华光天锐公司的承诺

◆ 凡购买或使用华光天锐公司产品的单位与个人均可以享受华光天锐公司的售

后服务。

◆ 自本产品出厂之日起两年或使用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产品在正常使用当中出

现故障，华光天锐公司均可做到“包修、包退、包换”。

◆ 如果产品由于使用不当、测试不当、自行拆装、安装不当、外部电源突变或

意外雷击造成损坏，华光天锐公司将尽力为您做好维修、更换或升级服务，并适

当收取一定的成本及服务费用。

◆ 超出“三包”期限的产品可以返回华光天锐公司维修或升级，英诺公司将收

取合理的成本和服务费用。

◆ 若变送器出现故障，应及时拨打华光天锐公司的售后服务电话，切勿自行拆

装内部部件，如若自行拆装，华光天锐公司将概不负责。

感谢使用华光天锐公司产品！

您的建议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您的满意是我们最终的追求！

缔造非凡亮点

销售：0591-83841511

传真：0591-83841533

网址：www.hgskyr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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