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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柜的智能除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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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是一种实用新型的电气控制柜的智能除湿系统，通过湿度检测装置与湿度调节装置的配合，实现了电气柜的智

能除湿；通过定位装置、无线收发器、主服务器、报警器的配合，实现了远程报警，在湿度调节装置无法调节电气柜湿度

的情况下，维修人员能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通过太阳能供电装置的设计，实现了湿度检测调节装置的独立供电、节约环保，

保证了供电的稳定性、可靠性，适用于户外等条件恶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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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用新型涉及电气柜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多功能无线通讯电气火灾监控装置。它的主要功能是在

电力系统发电、配电、输电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对电气设备

进行开关、控制和保护。电气柜是保护元器件正常工作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长期以来，电力行业电柜除湿、防止结

露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专利名称是一种输电系统智能除湿

在线监测系统，包括监测室和湿度控制系统，能够实现自

动除湿工作。

1 背景技术

电气柜的主要功能是对发电、输电、配电和能量转换

过程中的电气设备进行关闭、控制和保护。电气柜可配置

断路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操作机构、变压器等；电

气柜是保护元器件正常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长期以来，

除湿和防结露是电力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专利名称为输电系统中的智能除湿在线监测系统，包

括监测室和湿度控制系统，监测室包括处理器，湿度控制

系统包括无线信号接收器，所述无线信号接收器分别连接

有湿度检测调节装置 1、湿度检测调节装置 2、湿度控制装

置 2、湿度检测调节装置 2，湿度检测调节装置 2、湿度检

测调节装置 n 双向连接，无线信号接收器也与处理器双向

连接，可实现自动除湿工作 [1]。

上述方案存在以下缺点：（1）该系统没有独立的供电

系统，极易与主电力系统造成干扰，影响其控制系统的控

制性能，比如电气柜因为火灾等情况断电后，除湿系统将

无法运行；（2）湿度调节装置内没有定位装置，监控室无

法获得配电箱的具体位置，若湿度调节装置出现故障，无

法及时派遣技术人员前往故障处。

2 实用新型内容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多功能无线通信装置，

具有独立的供电系统，能够将湿度过高的电气柜的具体位

置信息发送至监控室，使得工作人员能够快速赶往现场，

人工解决问题。

这种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监控室、湿度控

制系统。

湿度控制系统包括湿度检测调节装置和无线信号收发

器，分别与湿度检测调节装置和监控室连接。

所述湿度检测调节装置包括微处理器、太阳能供电装

置、湿度检测装置、湿度调节装置、定位装置；所述太阳

能供电装置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控制器、蓄电池和保护装置，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微处理器连接，所述太阳能

电池板与蓄电池通过所述保护装置与中央处理器连接。

所述湿度检测装置、湿度调节装置、定位装置分别与

微处理器连接。

优选的，所述湿度检测装置包括湿度传感器、湿度对

比模块、反馈模块，所述湿度传感器、湿度对比模块、反

馈模块依次连接，所述反馈模块与微处理器连接 [2]。

优选的，所述湿度调节装置包括驱动器、冷凝除湿器，

所述冷凝除湿器与驱动器连接，所述驱动器与微处理器连接。

优选的，所述监控室包括处理器、显示装置、报警器，

所述显示装置、报警器分别与处理器连接，所述微处理器

与处理器连接。

优选的，所述显示装置包括 A/D 转换器、显示器，所述

显示器与 A/D 转换器连接，所述 A/D 转换器与处理器连接 [3]。

优选的，还包括主服务器，所述无线信号收发器与主

服务器连接，所述主服务器与处理器连接。

优选的，还包括云服务器，所述云服务器包括气象局

服务器，用于获取电气柜所在位置的湿度信息，所述气象

局服务器与主服务器连接。

优选的，所述定位装置采用 GPS 定位装置。

优选的，所述保护模块包括电流互感器，所述电流互

感器分别与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连接。

优选的，所述微处理器型号为 MPC8536BVJAQGA。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这种实

用新型一种电气控制柜的智能除湿系统，通过湿度检测装

置与湿度调节装置的配合，实现了电气柜的智能除湿；通

过定位装置、无线收发器、主服务器、报警器的配合，实

现了远程报警，在湿度调节装置无法调节电气柜湿度的情

况下，维修人员能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通过太阳能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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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设计，实现了湿度检测调节装置的独立供电、节约

环保，保证了供电的稳定性、可靠性，适用于户外等条件

恶劣的地方。

3 具体实施方式

结合本实用新型图 1、图 2、图 3，对本实用新型实施

例的技术方案进行了清晰、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图 1 一种电气控制柜的智能除湿系统的湿度检测调节装置的系统图

图 2 一种电气控制柜的智能除湿系统的整体系统图

图 3 SHT10 典型应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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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只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基础上，实现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创作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现。在本实用新型的

说明书中，术语“逆时针”、“顺时针”、“纵向”、“横

向”、“上”、“下”、“前”、“后”、“左”、“右”、“竖

直”、“水平”、“上”、“下”，“内”也应深刻理解“外”

的方位或位置关系和其他指示是基于附图中所示的微妙方

位或位置关系，只是因为便于定义应用，本文没有指示或

暗示驱动装置或元件，否则，它有一个特定的五元素定位，

并在一个特定的住宅建设和经营方向。因此，不能理解为

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这种电气控制柜的智能除湿系统，

包括湿度控制系统，所述湿度控制新系统包括无线信号收

发器、湿度检测调节装置；所述湿度检测调节装置包括微

处理器、太阳能供电装置、湿度检测装置、湿度调节装置、

定位装置；所述太阳能供电自动装置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控制器、蓄电池和保护装置，所述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

微处理器连接，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通过所述保护

装置与中央处理器连接；所述湿度检测技术装置、温湿度

调节装置、定位装置分别与处理器连接。

湿度检测装置用于检测电气柜内湿度，湿度调节装置

用于降低电气柜内湿度，定位装置用于获取电气柜的位置

信息，太阳能供电驱动装置用于为湿度检测调节辅助设备

需求提供电源，无线信号收发器用于实现数据的传输，监

控室用于实现湿度检测调节装置的远程监控；湿度检测释

放装置和湿度调节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 3 个数为专业

人员组织来定电气柜的具体情况而定，且温度和湿度调节

控制系统和湿度叫湿度检测辅助设备均设置在电气柜的合

适位置。

使用时，控制器根据所述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能大小

控制所述太阳能供电装置的工作模式：当阳光直射充足时，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一方面给所述蓄电池充电，一方面之后

给湿度调节装置、湿度检测装置、单片机提供总电源。当

天气状况不好室内光照较低时，由所述蓄电池为所述湿度

控制调节装置、湿度检测装置、单片机提供电源连接，并

且能保证环境温度调节装置的电源稳定性更好、独立性更

强。电气柜内设置的湿度检测小装置实时调整检测电气柜

内的湿度确定信号，当检测产品到柜内湿度较高时，将该

湿度信号反馈给可编程芯片，逻辑元件据此所述湿度信号

驱动湿度调节装置工作，更容易实现电气柜手动除湿工作。

在除湿长时间后，电气柜的湿度变化过高，晶体管完全自

动生成报警所有信息，并将报警信息以此无线收发器传送

给监控室，所述报警各种信息包括湿度各类信息和电气柜

的位置信息，监控室的大厅工作人员能很据所述报警信息

派遣工程师，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对湿度过高的电气柜进行

降湿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湿度检测装置包括湿度传感器、

湿度比较模块和反馈模块，所述湿度传感器、湿度比较模

块和反馈模块依次连接，所述反馈模块与微处理器连接，

比较的依据是电气柜工作时的适宜湿度范围。工作时，湿

度传感器将检测到的实时湿度信号传输给湿度比较模块，

并将实时湿度与湿度比较模块中的比较基准进行比较。如

果比较后电器柜湿度过高，湿度信号通过反馈模块反馈给

微处理器，微处理器根据湿度信号驱动散热工作。散热工

作完成后，将信号再次发送到湿度传感器进行湿度检测，

然后将检测到的实时湿度传输到湿度比较模块进行比较工

作，直到比较显示符合要求为止。值得说明的，所述湿度

调节装置包括驱动器、冷凝除湿器，所述冷凝除湿器与驱

动器连接，所述驱动器与微处理器连接。

值得说明的，还包括监控室，所述监控室包括处理器、

显示装置、报警器，所述显示装置、报警器分别与处理器

连接，所述处理器与无线信号收发器连接，所述处理器用

于接收湿度控制系统的无线信号收发器发送的报警信息，

所述显示装置包括 A/D 转换器、显示器，显示器用于显示

电气柜的具体位置以及湿度信息，还用于显示处理器规划

的最佳路径信息，所述报警器用于发出声音或者光信号提

醒监控端的工作人员，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值得说明的，还包括主服务器，所述无线信号收发器与

主服务器连接，所述主服务器与处理器连接，通过无线信号

收发器、主服务器之间的配合实现湿度检测调节装置、监控

室之间的信息传输，所述主服务器用于接收湿度检测调节装

置采集的电气柜的湿度信息以及位置信息并进行储存，还用

于将电气柜的湿度信息以及位置信息发送给监控室。

值得说明的，还包括云服务器，所述云服务器包括气

象局服务器，用于获取电气柜所在位置的湿度信息，所述

气象局服务器与主服务器连接，监控室可以通过云服务器

获取电气柜所在位置的外部环境湿度信息，监控室的工作

人员可以根据所述外部环境湿度信息判断是否需要除湿，

从而远程控制除湿工作，有效考虑到外部环境的湿度情况。

值得说明的，所述定位装置采用 GPS 定位装置。

值得说明的，所述保护模块包括电流互感器，所述电

流互感器分别与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连接。

值得说明的，所述微处理器型号为 MPC8536BVJAQGA。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能够实现电气柜的智能除湿，

实现远程报警，以及湿度检测调节装置的独立供电、节约

环保，保证了供电的稳定性、可靠性，适用于户外等条件

恶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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