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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和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

和方法，将待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范围划分为m

个档位，m为大于1的正整数；按照各档位对应的

待测继电器动作电压范围，计算各档选择对应的

匹配电阻；选择其中一个档位，将其对应的匹配

电阻与测试电源、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串联成

测试回路，检测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是否动

作；如果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动作，则该档位

所对应的匹配电阻即为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

电阻；否则切换至其余任一档位再次进行判断，

直至确定出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由于本

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是根据继电器触点部分

的电位信号能够直接选择出所需的匹配电阻，所

以能够提高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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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处理器，触点测试部分和线圈测试

部分；

所述触点测试部分用于连接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检测继电器触点部分的动作信号

并传输给处理器；

所述线圈测试部分包括测试电源和匹配电阻选择模块；匹配电阻选择模块包括m条并

联的测试支路，每条测试支路上串设有对应的匹配电阻，各匹配电阻是将待测继电器动作

电压范围分为m档，并按各档位的动作电压范围确定的；各测试支路与所述测试电源用于和

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连接，以形成对应的测试回路；所述m为大于1的正整数；

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次选通各测试回路，并根据待测继电器触点部分动作信号确定待测

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其特征在于，各测试支路由与

之相对应的匹配电阻与开关管串联而成，所述处理器控制连接各开关管的控制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选择开

关，选择开关的其中一端连接测试电源，另一端用于连接至少一个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

的其中一端，匹配电阻选择模块用于连接各待测继电器线圈部分的另一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触点测试部

分包括直流电源，直流电源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后接地，所述处理器

用于检测继电器触点部分的电位信号。

5.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待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范围划分为m个档位，m为大于1的正整数；

(2)按照各档位对应的待测继电器动作电压范围，计算各档选择对应的匹配电阻；

(3)选择其中一个档位，将其对应的匹配电阻与测试电源、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串联

成测试回路，检测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是否动作；如果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动作，则该

档位所对应的匹配电阻即为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否则切换至其余任一档位再次进

行判断，直至确定出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各档位对应

的待测继电器动作电压范围，由小到大的顺序依次选择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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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继电器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和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最基本的执行元件，继电器在继电保护设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继电保

护设备中的继电器一般都是小型的电磁式继电器，这种继电器有铁芯、线圈、衔铁和触点弹

簧等组成，在线圈的两端施加一定的电压后，线圈中就会有电流，电流在线圈中产生电磁效

应，产生磁力，驱动触点断开或闭合。由于继电器的触点部分和线圈部分是分离设置的，并

且能够通过线圈控制触点的动作，所以能够采用弱电控制强电，增加对强电操作时的安全

性。

[0003] 继电保护设备的继电器一般都设置在操作箱中，由操作箱中直流电源屏提供的

220V/100V直流电压，经过分压后施加到继电器线圈的两端，当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电压达到

其动作电压值时，继电器的触点就会动作。在实际电路中继电器设置的方式如图1所示，在

线圈部分串联匹配电阻R1和R2，从而控制继电器线圈部分两端的电压。

[0004] 在操作箱中设有很多的继电器，每个继电器的动作电压都不相同，即使标称固定

动作电压值的继电器，其实际的动作电压值也可能不同，例如标称动作电压值为24V的继电

器，其实际的动作电压值可能在10V左右。虽然一些公司要求，继电保护设备中继电器的动

作电压值应在其额定工作电压的55％-70％之间，即在继电器线圈部分两端的电压小于继

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的55％时继电器触点部分不能动作，但是当继电器线圈部分两端的电压

大于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的70％时，继电器的触点部分必须动作。因此，在安装继电器之前

需要对继电器进行测试，以确定匹配电阻R1和R2的电阻值。

[0005] 目前，确定匹配电阻R1和R2阻值的方法，主要是先检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然后根

据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计算出匹配电阻R1和R2的阻值。这种方法虽然能够选择出合适的匹配

电阻R1和R2，但是对继电器进行电压检测时需要反复的调节继电器线圈部分的电压，而且

检测出继电器的动作电压时还需要计算才能够得到匹配电阻的阻值，所以这种方法比较麻

烦，效率比较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和方法，用于提高对继电器

选取匹配电阻时的效率。

[0007] 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包括处理器，触点测试部分和线圈测试部分；

[0008] 所述触点测试部分用于连接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检测继电器触点部分的动作

信号并传输给处理器；

[0009] 所述线圈测试部分包括测试电源和匹配电阻选择模块；匹配电阻选择模块包括m

条并联的测试支路，每条测试支路上串设有对应的匹配电阻，各匹配电阻是将待测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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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电压范围分为m档，并按各档位的动作电压范围确定的；各测试支路与所述测试电源用

于和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连接，以形成对应的测试回路；所述m为大于1的正整数；

[0010] 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次选通各测试回路，并根据待测继电器触点部分动作信号确定

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

[0011] 进一步的，各测试支路由与之相对应的匹配电阻与开关管串联而成，所述处理器

控制连接各开关管的控制端。

[0012] 进一步的，还包括选择开关，选择开关的其中一端连接测试电源，另一端用于连接

至少一个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的其中一端，匹配电阻选择模块用于连接各待测继电器线

圈部分的另一端。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触点测试部分包括直流电源，直流电源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待测继

电器的触点部分后接地，所述处理器用于检测继电器触点部分的电位信号。

[0014] 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1)将待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范围划分为m个档位，m为大于1的正整数；

[0016] (2)按照各档位对应的待测继电器动作电压范围，计算各档选择对应的匹配电阻；

[0017] (3)选择其中一个档位，将其对应的匹配电阻与测试电源、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

串联成测试回路，检测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是否动作；如果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动作，

则该档位所对应的匹配电阻即为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否则，切换其余任一档位再

次进行判断，直至确定出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

[0018] 进一步的，按照各档位对应的待测继电器动作电压范围，由小到大的顺序依次选

择档位。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将待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范围

划分为m个档位，并根据各档位所对应的动作电压范围确定对应的匹配电阻，然后将测试电

源、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与其中一个档位所对应的匹配电阻串联成测试回路，最后根据

待测继电器触点部分的电位信号，能够直接确定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本发明所提

供的技术方案，不需要反复调节施加在待测继电器两端的电压，也不需要根据待测继电器

的动作电压计算匹配电阻的阻值，减少了选择匹配电阻时的工作量，提高了待测继电器匹

配电阻选择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继电保护装置中继电器与电阻配合的操作回路；

[0021] 图2为实施例中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和方法，用于提高对继电器

选取匹配电阻时的效率。

[0023]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4] (1)将待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范围划分为m个档位，m为大于1的正整数；

[0025] (2)按照各档位对应的待测继电器动作电压范围，计算各档选择对应的匹配电阻；

[0026] (3)选择其中一个档位，将其对应的匹配电阻与测试电源、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983078 B

4



串联成测试回路，检测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是否动作；如果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动作，

则该档位所对应的匹配电阻即为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否则，切换其余任一档位再

次进行判断，直至确定出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8] 方法实施例：

[002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方法，用于为继电器选择匹配电阻。对于

不同的继电器，其动作电压可能不同，所需匹配电阻的阻值也不同，所以要对待测继电器进

行分档。如果继电器的动作电压所允许的最小值为UJL，最大值为UJH，则将待测继电器的动

作电压范围划分为m个档位，m为大于1的整数：

[0030] 第1档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范围：UJL～UJL*(1+10％)；

[0031] 第2档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范围：UJL*(1+10％)～UJL*(1+20％)；

[0032] 以此类推，第m档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范围：UJL*(1+(m-1)*10％)～UJH。

[0033] 对待测继电的动作电压分档之后，为各档选择对应的匹配电阻。假设保护装置的

额定电压为Ue，待测继电的动作电压属于第S档，该档的最小动作电压为USL，最大动作电压

为USH，所需匹配电阻的阻值为R，如果继电器线圈的阻值为Rj，那么根据欧姆定律，该档匹配

电阻的阻值R应该满足如下关系：

[0034]

[0035]

[0036] 然后将第1档所对应的匹配电阻与测试电源、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串联，形成测

试回路，检测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是否动作。如果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动作，则待测继

电器的动作电源属于第1档，第1档所对应的匹配电阻即为待测继电器需要的匹配电阻；如

果待测继电器触点的部分不动作，则将匹配电阻换为第2档所对应的匹配电阻。以此类推，

如果第i档所对应的匹配电阻接入测试回路中时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不动作，但是第i+1

档所对应的匹配电阻接入测试回路中时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动作，就判断该档对应的匹

配电阻即为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上述i为大于1小于m的整数。

[0037] 作为其他实施方式，可以设置待测继电器动作电压的第0档，该档所对应的待测继

电器动作电压小于UJL，如果检测到待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属于第0档，则判断为该待测继电

器的动作电压过小。

[0038] 作为其他实施方式，如果当测试回路接入第m档所对应的匹配电阻时，继电器的触

点依然没有动作，则判断为该待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过大。

[0039] 装置实施例：

[004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用于为继电器选择匹配电阻。本实

施例所提供的继电器匹配电阻选择装置，即为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中所提供的继电器匹配

电阻选择方法的装置，如图2所示，包括处理器MCU，触点测试部分和线圈测试部分。

[0041] 触点测试部分包括直流电源VCC，直流电源VCC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待测继电器的触

点部分后接地，如通过上拉电阻Rk1连接待测继电器J1的触点部分J1B，通过上拉电阻Rk2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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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测继电器J2的触点部分J2B等。处理器MCU连接各上拉电阻与对应待测继电器触点连接

部位的电位，根据该电位判断对应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是否动作。

[0042] 线圈测试部分包括测试电源，测试电源分别通过三极管Q1至三极管Qn连接各待测

继电器J1的线圈部分J1A至继电器Jn的线圈部分JnA。在本实施例三极管Q1至三极管Qn作为

可控开关使用，各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测试电源，发射极连接对应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

处理器MCU控制连接各三极管的基极，控制各三极管的触发，选择待测继电器进行测试。线

圈测试部分还包括匹配电阻选择模块，该模块由m条测试支路并联而成，各测试支路与上述

的待测继电器动作电压档位相对应，第i条测试支路由第i档所对应的匹配电阻与一个三极

管Q′i串联而成，三极管Q′i的集电极连接各待测继电器的线圈部分，发射极连接对应档的匹

配电阻。处理器MCU连接各测试支路中三极管的基极，通过控制三极管的触发，选择匹配电

阻与待测继电器线圈部分串联。

[0043] 当对待测继电器进行测量时，处理器MCU首先从三极管Q1至Qn中选取待测的继电

器，如通过触发三极管Q1选择待测继电器J1，通过触发三极管Q2选择待测继电器J2等。当选

择好待测继电器后，处理器MCU再依次控制三极管Q′1至Q′m触发，选择相应档所对应的匹配

电阻，如当触发三极管Q1时，测试电源、所选待测继电器的线圈和第1档的匹配电阻形成串

联形成测试回路，此时处理器MCU检测所选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电位是否发生变化。如果

发生变换，则所选待测继电器的触点部分产生动作，判断所选待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属于

第1档，其匹配电阻为第1档所对应的匹配电阻；如果所选待测继电器触点部分的电位没有

发生变化，则所选待测继电器的触点没有动作，此时关闭三极管Q′1，触发三极管Q′2，处理器

MCU再检测所选待测继电器触点部分的电位，以此类推，如果所选待测继电器的触点在触发

三极管Q′i时没有动作，触发三极管Q′i+1时动作，则判断为所选待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属于

第i+1档，其匹配电阻为第i+1档所对应的匹配电阻。

[0044] 在本实施例中，为了更准确的得到各待测继电器所需的匹配电阻，各档位所对应

的匹配电阻设置为与待测继电器的实际工况相同，采用两个电阻串联，如第一档所对应的

匹配电阻为Ra1和Ra2，第二档对应的匹配电阻为Rb1和Rb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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