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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备只能由专业人员进行安装和检修。

对因不遵守本手册的说明所引起的故障，厂家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危险与警告

电击、燃烧或爆炸的危险

 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安装这个设备，并且要完整通读本手册之后

 不要单人工作

 在对该装置进行任何内部或外部操作前、必须切断输入信号和电源

 要用一个合适的电压检测设备来确认没有电压

 在设备通电前，应将所有的机械部件，门和盖板恢复原位

 设备在使用中应提供正确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这个设备的成功运行依赖于正确的处理、安装和操作。忽略基本的安装要

求可能造成个人的危害，也可能损坏电气设备或者其他物体

不注意这些预防措施将可能导致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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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用标准

DL/T538-2006《高压带电显示装置技术条件》

二．产品概述

开关状态指示仪是根据目前中高压开关柜技术发展而开发设计的一种新型多功能、智能

化动态模拟状态指示装置，适用于中置柜、手车柜、固定柜、环网柜等多种成套装置上。它

集开关柜一次回路模拟图、手车(隔离刀)位置、断路器位置（分、合闸状态、弹簧储能状态）、

接地闸刀位置等，高压带电显示（带验电孔）、带电闭锁、缺相报警、开关柜内环境温湿度

的检控及 RS485 通讯等功能于一体。该装置不仅外型美观大方，且优化了开关柜的整体布局，

是新一代开关柜内使用的理想更新换代产品。

三. 技术参数

3.1 基本参数

项目 技术要求

工作电压 AC/DC：80V~ 270V
工作温度 -5℃~ 50℃

极限工作温度 -10℃~ 55℃
相对湿度 ≤93%
最大功耗 ≤15W

外形尺寸 mm 195 (长)* 135(宽)* 39(深)
净重 大约 0.5KG（含附件）

。

四. 前面板示意图及说明

序号 描述 序号 描述

1、4 手车工作位置指示 10 加热 2 指示

20、22 手车试验位置指示 11 排风 2 指示

2 断路器合闸指示 12 高压解锁指示

3 断路器分闸指示 13 高压闭锁指示

5 接地闸刀合指示 14 高压传感器 A 相带电指示

6 接地闸刀分指示 18 高压传感器 B 相带电指示

21 储能指示 19 高压传感器 C 相带电指示

7 手动/自动切换按钮 15 A 相验电孔

8 加热 1 指示 16 B 相验电孔

9 排风 1 指示 17 C 相验电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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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背部端子示意图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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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功能

6.1 状态指示功能（具体指示编号见前面板示意图）

● 手车位置指示

1）手车处于工作位置（工作位置触点闭合）时，手车指示红色模拟条（20、22）亮；

2）手车处于试验位置（试验位置触点闭合）时，行车指示绿色模拟条（1、4）亮；

3）手车处于试验位置和实验位置之间（工作、试验位置触点都未闭合且断路器接点全部未

闭合）时，手车指示灯红、绿（1、4、20、22）模拟条都不亮；

● 断路器状态指示

1）断路器合闸（断路器合触点闭合）时，断路器指示红色模拟条（2）亮；

2）断路器分闸（断路器分触点闭合）时，断路器指示绿色模拟条（3）亮；

3）断路器不在柜内（断路器合、分触点都未闭合）时，断路器指示灯红、绿模拟条（2、3）

不亮；

● 接地开关位置指示

1）接地闸刀合闸（接地闸刀分/合触点闭合）时，接地闸刀指示红色模拟条（5）亮；

2）接地闸刀未合闸（接地闸刀分/合触点未闭合）时，接地闸刀指示绿色模拟条（6）亮

● 弹簧储能（储能）触点闭合时，储能指示红灯（21）亮；

注意 1：以上开关量接入必须为无源接点。

注意 2：（预留）触点可以作为预分/预合接入点，该触点闭合时，模拟条闪烁提示预分/预合

1 第 1 路温湿度

传感器

输入

19 手车工作

状态

接入

点输

入

2 20 手车试验

3 21 断路器分

4
第 2 路温湿度

传感器

22 断路器合

5 23 储能

6 24 接地闸刀分/合

7 RS485 输出接口 B
输入

25 预留

8 RS485 输出接口 A 26 公共端

9 辅助电源

AC/DC110∼ 220V
输入

27
缺相报警无源常开 输出

10 28

11 第 2路传感器控制

的风扇无源常开

输出

29
高压闭锁无源常开 输出

12 30

13 第 2路传感器控制

的加热无源常开

31 高压三相地

输入
14 32 C 相高压传感器

15 第 1路传感器控制

的风扇无源常开

33 B 相高压传感器

16 34 A 相高压传感器

17 第 1路传感器控制

的加热无源常开

35 辅助电源接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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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高压带电闭锁功能

1）高压带电显示：当 A、B、C 三相带电（电压≥额定电压的 15%），相应的 A、B、C 三相

指示灯（19、18、14）启辉发光；

2）高压带电闭锁：当 A、B、C 三相任意一相带电（电压≥额定电压的 65%）时，高压闭

锁指示红灯（13）亮，高压解锁指示绿灯（12）熄灭，相应高压闭锁接点输出弹开；三相全

不带电时，高压解锁指示绿灯（12）亮，高压闭锁指示红灯（13）熄灭，相应高压闭锁接点

输出闭合；

3）高压缺相报警：当 A、B、C 三相中任意一相或两相带电（电压≥额定电压的 65%）时，

缺相报警接点输出闭合；当三相全部不带电或三相全部带电时缺相报警接点输出打开。

注意：A、B、C 三相配用的传感器，其输出短路电流必须达到 220uA±10%。

以上为全功能型的接线图，具体型号的接线见背部接线标示恕不另行通知。

6.4 温湿度控制功能

1）自动启动加热：在自动模式下当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相应设置值时，或当传感器测

得的环境湿度≥相应设置值时，启动加热，“加热”（8、10）指示灯长亮；

2）自动退出加热：在自动模式下，如为温度、湿度同时启动加热则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

上升到≥相应设置值与回差之和，并且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湿度下降至≤相应设置值与回

差之差时，退出加热，“加热”（8、10）指示灯熄灭；

3）启动排风：当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相应设置值时，启动风扇，“排风”（9、11）指示

灯长亮；

4）停止排风：当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下降至≤相应设置值与回差之差时，停止排风，“排

风”（9、11）指示灯熄灭；

5）手动加热除湿：当需要手动加热时，按“手动自动”按钮大于 3S，加热器开始加热，

相应加热指示灯闪烁指示；再次按“手动自动”按钮大于 3S，退出手动加热，相应加

热指示灯熄灭，并转到自动控制状态；

注意：当手动加热启动，实际温度上升到高温排风启动设定值时，会强制保护关闭加热器，

自动跳转到自动加热排风状态；

出厂设置参数：一经设定不可更改，除非返厂重新设定

a) 1、2 路温度：（升温温度）5℃、降温温度 40℃ 回滞量：10℃

b) 1、2 路湿度：85%RH 回滞量：10%RH

c) 通讯参数设置：

地址： 1 波特率：4800 停止位：0

6.8 通信功能

支持远方查询开关量状态,支持远方查询继电器输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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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信方式：RS-485；

2）通信规约：ModBus-RTU；

七．安装屏开孔(长 180*宽 119mm)

八.外形尺寸图(mm)

九、 使用注意事项

9.1 必须严格按照标明的电压等级接入电源，严格按照背面端子标示接线。

9.2 安装时应将接线端子拧紧，并且将设备牢固在坚固耐火、不易震动的位置，设备仰视时

效果最佳，故应垂直安装，高度以 1.8M 为宜。

9.3 耐压试验时，必须把带电显示部分端子（31、32、33、34）接线解开或短接。

9.4 所有开关量接点必须是无源接入。

9.5 按实物的接线标示接线，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9.6 使用不当或非本产品引起的故障，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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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运输储存

10.1 设备应存放在温度为-25℃~70℃，湿度＜85%的环境中，并且应在原包装的条件下放置，

叠放高度不超过 5 层。

10.2 设备在包装拆封后不宜存储。

10.3 设备运输和拆封不应受到剧烈冲击，应根据 GB/T15464-1995《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

条件》的规定运输和存储。

附图 1 传感器安装及接线方式(模拟型) 单位：mm

注： 温湿度测控产品传感器分模拟和智能两种，此款为模拟型，接线安装时注意分辨，端

子数字一一对应，以免出错。

附图 2 二次接线应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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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公司保留随时修改或取消该说明书相关参数并不预先通告的权利。

本公司保留本说明书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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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操作视频、CAD 图纸、在线支持，请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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