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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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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为中压开关柜提供了基于标准7SJ686、7SD686、7UT686 保护装置的无线测温解决方案，该系统结合实时电流

能提前感知高压设备因制造或环境因素造成接触电阻增大引发过温的安全隐患，从而实现状态检修以减少运维人员工

作量。

该系统能对断路器触头、母排、高压电缆接头、干式变压器、低压大电流柜进行实时监测，并对异常升温能提前给出

告警或切负荷等操作。

无源无线测温传感器将温度信号传递给保护装置，保护装置结合一次负荷电流进行智能判断，同时在LCD面板显示温度

值。通过装置的通讯接口将温度、报警信号直接上送后台电力监控系统。

无线测温系统部件

1）一台7SJ686或7SD686或7UT686 保护装置，订货号(MLFB)的第12位必须为1。保护装置对采集到的温度和电流进行

   计算，预判设备是否有过温风险。

2）无线接收器，订货号(MLFB)：7XV1952-0CA00。它将传感器发出的无线温度信号转发到保护装置。接收器内置磁

   铁，吸附于开关柜低压室内壁上，电缆连接至保护装置的通信口A。

3）无线温度传感器，订货号(MLFB)：7XV1952-0BA00。每个传感器能采集1路温度量，可安装在断路器触头、母排、   

   高压电缆接头等处，它感应一次设备电流获取自身工作所需的能量，采集设备的温度并通过无线方式将其发送至接

   收器。传感器含540mm长金属扎带及安装附件。

4）无线环境温湿度传感器，订货号(MLFB)：7XV1952-0DA00。每个传感器能采集1路环境温度和湿度值，可安装在开

   关柜或配电室内，通过无线方式将数据发送给接收器。传感器内置可更换的 3.6V 14250锂电池，电池使用寿命为3

   年。使用自带3M胶带或用尼龙扎带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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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间隔方案

每个开关柜的保护配置1个无线接收器，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在本间隔的母排、

断路器触臂、电缆接头安装多达12个无线温度传感器及2个环境温湿度传感器。

优点： 
● 能实现基于实时电流的智能超温报警功能 
● 结合电流的传感器离线报警功能 
● 基于间隔配置，方便运维 
● 能工作于电磁干扰严重场合 

   本方案能最大限度体现智能电流判据的优势，推荐客户选用此方案。

进线

Bay 1 Bay 2 Bay 3 Bay 4

母线集中式方案

在进线开关柜保护装置上配置1个无线接收器，用

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重要的大负荷出线柜安装传感

器。最多能连接本母线的5断路器柜的60个无线温

度传感器及10个环境温湿度传感器。本方案需要使

用外置高增益天线。

● 适用于小型用户站 
● 进线能实现基于实时电流的智能超温报警功能

● 其它断路器柜根据温度判断异常过温状态 
● 经济简单

应用案例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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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温度传感器：
●  无线传感器工作频率433MHz 
●  传输距离200m
●  测温范围：-25~+125℃ 
●  测温方式：接触式

●  测温精度：±1℃
●  温度更新频率：2~100秒根据实际温度自动调整 
●  供电方式：无源、无电池，通过电磁场自取能

●  工作电流范围：10~5000A
●  传感器启动电流：常温条件下不大于10A
●  尺寸：23*23*10mm
●  防护等级：IP67
●  外壳材料：尼龙

●  阻燃等级：V0
●  金属扎带材料：合金

●  缓冲材料：硅胶

●  设计寿命：> 10年 / 85℃ 长期工作温度

●  产品标准：NBT 42086-2016 《无线测温装置技术要求》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  无线传感器工作频率433MHz 
●  传输距离150m
●  精度：±1.5℃  ±5% RH
●  供电方式：可更换3.6V 14250锂电池

●  电池寿命：3年 
●  尺寸： 94*26*30mm

产品订货号

设备类型 订货号 说明

无线温度传感器

无线环境温湿度传感器

无线接收器 

高增益天线

7XV1952-0BA00

7XV1952-0DA00

7XV1952-0CA00

7XV1952-0EA00

含540mm长金属扎带及安装附件

内置可更换 3.6V 14250锂电池

内置磁铁，吸附于开关柜低压室内壁上

采用母线集中式方案时要订购该天线

创新的设计

● 保护装置集成温度在线监测功能 
● 基于实时电流 +环境温度+自学习的智能报警算法 
● 无线温度传感器通过电磁场自取能，免维护，15年设计寿命 
● 无线温度传感器可以安装在断路器动触头上

● 只需一套电力监控系统和通讯网络

● 结合电流的传感器的离线告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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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温度传感器尺寸图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尺寸图

无线接收器尺寸图

尺寸图（单位：mm）

动触头安装示例

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由开关柜厂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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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所有所使用的产品名称均为西门子公司的商标或产品名，受法律保护。
如未另作说明，本目录中所有尺寸都以毫米为单位。
我们有权对内容加以修改，尤其是注明的数值、尺寸和重量，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文件中的信息包含可用技术选择的一般描述，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情况，所需的技术选择需在合同
中特别注明。

注意：此技术手册与《7SJ686样本》配合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