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615512.9

(22)申请日 2018.09.30

(73)专利权人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315000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宁慈中

路168号

(72)发明人 孙宝法　徐克成　孙博宇　郝杰　

徐宁一　李秀磊　赵泽豪　张泽锋　

陆晓波　丁健　张荣伟　徐东伟　

徐湉湉　田小川　亓信平　韩毅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众合诚成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46

代理人 文芳

(51)Int.Cl.

G01R 27/0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

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测试技术领域，特别是

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

包括直流电压输出模块，电气量测量模块，运算

模块；直流电压输出模块：输出直流脉冲方波电

压，导通分、合闸线圈回路；电气量测量模块：用

来检测分、合闸线圈回路中航空插排两端子间的

电压波形，辅助电阻R0两端的电压波形以及分、

合闸线圈回路中电流波形；运算模块：根据电气

量测量模块检测到的电气量数值计算分、合闸线

圈直流电阻值。采用上述结构后，能够在时间继

电器设定的通电时间内快速准确地测量出线圈

直阻，可以有效地避免开关分合闸暂态过程中无

法获取实时电气量这一缺陷，适用性能明显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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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直流电压输出模

块，电气量测量模块，滤波放大单元，运算模块；

直流电压输出模块：输出直流脉冲方波电压，导通分、合闸线圈回路；

电气量测量模块：用来检测分、合闸线圈回路中航空插排两端子间的电压波形，辅助电

阻R0两端的电压波形以及分、合闸线圈回路中电流波形；

滤波放大模块：用来滤除电气量测量模块检测到的电气量数值的杂质信号并且进行放

大；

运算模块：根据滤波放大模块放大后的电气量数值计算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值。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气量测量模块包括用来测量、记录及显示航空插头两端子间电压波形的电压测量模

块B1，用来测量、记录及显示辅助电阻R0两端的电压波形的电压测量模块B2，用于测量、记

录及显示分合闸线圈回路导通后电流波形的电流测量模块B3。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辅助电阻R0具有大小不同的五挡电阻值可供切换，第一挡的电阻值为R0_1，第二挡的

电阻值为R0_2，第三挡的电阻值为R0_3，第四挡的电阻值为R0_4，第五挡的电阻值为R0_5，

电阻值的切换由外部选择开关实现。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通过外部选择开关进行阻值调节过程中，同时观察电压测量模块B1和电压测量模块B2所显

示实时电压，两者电压幅值之比接近于20:1；对于35kV开关柜而言，两者电压幅值之比接近

于25:1。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直流电压输出模块每隔时间△t输出一次脉冲直流方波电压，假设相邻两次试验电压

幅值分别为Ui1、Ui2，其幅值差应满足：Ui2-Ui1≥5V。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滤波放大模块包括级联的差动放大电路和电压滤波放大电路，所述差动放大电路的基

准为0℃时标准电阻的分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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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测试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

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作为分合、闸回路中的重要部件，与断路器的可靠动作密

切相关。当电力系统发生事故时，如果高压真空断路器因分闸回路故障而出现拒动现象，将

造成越级分闸，严重扩大事故，致使大面积停电。而当合闸回路故障导致断路器无法可靠合

闸时，将使线路无法恢复供电，严重影响供电可靠性。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作为该部件最

重要的电气参数，决定着分、合闸脱扣器的工作性能。因此，真空断路器交接试验标准中要

求必须准确测定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只有合适的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才能保证断路器

正常可靠工作。

[0003] 传统的测试方案是采用“直测法”对10kV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进行测

试，即通过拆卸断路器面板，拆解出分、合闸线圈的出线端子，而后通过出线端子利用万用

表直接测量线圈电阻。利用“直测法”测试线圈直流电阻，一方面测试效率低下，所需时间成

本及劳动成本较高；另一方面该方法适用范围较小，只适用于盖板可拆卸式断路器的线圈

直流电阻测试。目前变电站的很多真空断路器电压等级为35kV，此电压等级断路器盖板即

使拆卸盖板后也无法拆解出分、合闸线圈的出线端子进行测量，因此“直测法”已经完全无

法适用。高压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电气原理图如图1a和图1b  所示。基于该电气原理图

分析可知，线圈回路存在的整流桥会影响整个测量回路的导通状况，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会

影响线圈直流电阻测试结果，且由于整个回路中存在时间继电器，其限制的通电时间在

250ms左右，超过该时间后立即切断通电回路，故而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测量得到线圈电阻

值是一大难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准确、高效且可靠的真空断路器直流

电阻测量装置。

[0005]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

装置，包括直流电压输出模块，电气量测量模块，滤波放大单元，运算模块；

[0006] 直流电压输出模块：输出直流脉冲方波电压，导通分、合闸线圈回路；

[0007] 电气量测量模块：用来检测分、合闸线圈回路中航空插排两端子间的电压波形，辅

助电阻R0两端的电压波形以及分、合闸线圈回路中电流波形；

[0008] 滤波放大模块：用来滤除电气量测量模块检测到的电气量数值的杂质信号并且进

行放大；

[0009] 运算模块：根据滤波放大模块放大后的电气量数值计算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值。

[0010] 优选的，所述电气量测量模块包括用来测量、记录及显示航空插头两端子间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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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的电压测量模块B1，用来测量、记录及显示辅助电阻R0两端的电压波形的电压测量模块

B2，用于测量、记录及显示分合闸线圈回路导通后电流波形的电流测量模块B3。

[0011] 优选的，所述辅助电阻R0具有大小不同的五挡电阻值可供切换，第一挡的电阻值

为R0_1，第二挡的电阻值为R0_2，第三挡的电阻值为R0_3，第四挡的电阻值为R0_4，第五挡的电

阻值为R0_5，电阻值的切换由外部选择开关实现。

[0012] 优选的，通过外部选择开关进行阻值调节过程中，同时观察电压测量模块  B1和电

压测量模块B2所显示实时电压，两者电压幅值之比接近于20:1；对于  35kV开关柜而言，两

者电压幅值之比接近于25:1。

[0013] 优选的，所述直流电压输出模块每隔时间△t输出一次脉冲直流方波电压，假设相

邻两次试验电压幅值分别为Ui1、Ui2，其幅值差应满足：Ui2-Ui1≥5V。

[0014] 优选的，所述滤波放大模块包括级联的差动放大电路和电压滤波放大电路，所述

差动放大电路的基准为0℃时标准电阻的分压值。

[0015]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实用新型可以实现在不拆卸真空断路器面板的方式下测试内

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因此本装置对10kV及35kV真空断路器均有很好的兼容性；本装置

能够有效消除分合闸电路中二极管导通压降对直阻测量结果产生的不利影响；本装置能够

在时间继电器设定的通电时间内快速准确地测量出线圈直阻，可以有效地避免开关分合闸

暂态过程中无法获取实时电气量这一缺陷，适用性能明显提升；另外，通过增加滤波放大模

块可以提高电压、电流测量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7] 图1a为合闸回路电气原理图。

[0018] 图1b为分闸回路电气原理图。

[0019] 图2为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动作简化原理图。

[0020] 图3为直流电阻装置测量模块原理接线图。

[0021] 图4为辅助电阻结构图。

[0022] 图5a为本实用新型分闸线圈直流电阻测试第一次实验航空插排端子电压示波器

示意图。

[0023] 图5b为本实用新型分闸线圈直流电阻测试第一次实验标准电阻两端电压示波器

示意图。

[0024] 图5c为本实用新型分闸线圈直流电阻测试第二次实验航空插排端子电压示波器

示意图。

[0025] 图5d为本实用新型分闸线圈直流电阻测试第二次实验标准电阻两端电压示波器

示意图。

[0026] 图5e为本实用新型分闸线圈直流电阻测试第三次实验航空插排端子电压示波器

示意图。

[0027] 图5f为本实用新型分闸线圈直流电阻测试第三次实验标准电阻两端电压示波器

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实用新型滤波放大模块的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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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a和图1b所示，对于测试分闸线圈直流电阻时，试验接线在航空插排所连接

的端子为端子31和端子30，且端子31上所加电压为正极性，端子30上所加电压为负极性；对

于测试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时，试验接线在航空插排所连接的端子为端子4和端子14，且端子

14上所加电压为正极性，端子4上所加电压为负极性。

[0030] 如图2所示，对于分闸回路，其工作时，分合闸位置辅助开关为闭合状态；对于合闸

回路，其工作时，合闸闭锁限位开关与分合闸位置辅助开关均为闭合状态；由于线圈处于导

通状态时，直流回路中所有开关均处于闭合状态，将所有开关省略，得到简化后的真空断路

器分、合闸动作原理过程。合闸过程与分闸过程相似，均是从插排端子输入交流电压，通过

整流回路完成交直流转换，输出的直流电流达到线圈动作值，完成分、合闸操作。由于导通

时线圈通过电流较大，为了防止线圈烧毁，会加入时间继电器，导通时间达到设定值(大约

在250ms左右)时，回路断开，线圈失电。整流部分本质上是一个单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

[0031] 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真空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包括直

流电压输出模块，电气量测量模块，运算模块；

[0032] 直流电压输出模块：输出直流脉冲方波电压，导通分、合闸线圈回路。其幅值调节

范围为0-50V、持续时间调节范围为0-400ms。每隔时间△t输出一次脉冲直流方波电压，假

设相邻两次试验电压幅值分别为Ui1、Ui2，其幅值差应满足：Ui2-Ui1≥5V。

[0033] 电气量测量模块：用来检测分、合闸线圈回路中航空插排两端子间的电压波形，辅

助电阻R0两端的电压波形以及分、合闸线圈回路中电流波形。其中，所述电气量测量模块包

括用来测量、记录及显示航空插头两端子间电压波形的电压测量模块B1，用来测量、记录及

显示辅助电阻R0两端的电压波形的电压测量模块B2，用于测量、记录及显示分合闸线圈回路

导通后电流波形的电流测量模块B3。

[0034] 滤波放大模块：用来滤除电气量测量模块检测到的电气量数值的杂质信号并且进

行放大；

[0035] 运算模块：根据滤波放大模块放大后的电气量数值计算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值。

[0036] 如图6所示，所述滤波放大模块包括级联的差动放大电路和电压滤波放大电路，所

述差动放大电路的基准为0℃时标准电阻的分压值。本实施例中差动放大电路部分的放大

器和电压滤波放大电路中的放大器分别采用运算放大器  U1的两个放大器，本实施例中运

算放大器为LM258。电压、电流信号滤波放大电路采用TL431A作为2.5V电压基准源，电压测

量B1的电压信号通过LM258  与电压测量B2的分压值进行差动放大，再经过由LM258及其外

围电路组成的放大电路，进行电压信号的放大滤波，最后得到与实测电压相对应的电压信

号。

[0037]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如下：首先基于直流电压输出模块输出一个幅值为UA1的直

流脉冲方波电压，用于导通分、合闸线圈回路，电压测量模块B1测出航空插头两端子间为

UHK1，电压测量模块B2测出辅助电阻两端电压为UR1，电流测量模块B3测出的回路电流为I1；经

过间隔时间△t＝5s后，由子直流电压输出模块再次输出一个幅值为UA2的直流脉冲方波电

压，基于电压测量模块B1, 电压测量模块B2，电流测量模块B3测出的电气量分别为UHK2,UR2及

I2；再经过间隔时间△t＝5s后，由子直流电压输出模块第三次输出一个幅值为UA3的直流脉

冲方波电压，基于电压测量模块B1,电压测量模块B2，电流测量模块B3测出的电气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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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K3,UR3及I3由模块C基于公式(1)计算出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值RL并进行实时显示。

[0038]

[0039] 具体地，本实用新型采用辅助电阻调节装置实现电阻调整功能，其特征在于，该辅

助电阻的阻值可以基于外部面板按键操作进行调节。通过调节电阻阻值保证由电气量测量

模块测量的电气量满足既定指标，避免外界杂散噪音会对电气量测量模块的录波效果产生

较大影响。

[0040] 具体地，基于外部面板进行阻值调节过程中，同时观察电压测量模块B1和电压测

量模块B2所显示实时电压，对于10kV开关柜而言，两者电压幅值之比接近于20:1；对于35kV

开关柜而言，两者电压幅值之比接近于25:1。

[0041] 实施例一：

[0042] 以宁波市110kV白岳变电站10kV真空断路器为例，采用本实用新型设计的分合闸

线圈直流电阻测量装置测试当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时对应线圈直流电阻阻值。直流电压输

出模块采用开关直流电压发生器，电气量测量模块采用FULUKE示波器模块，如图4所示，辅

助电阻的五挡阻值分别为R0_1＝0.49Ω，  R0_2＝0.99Ω，R0_3＝1.49Ω，R0_4＝1.99Ω，R0_5＝

2.49Ω。

[0043] 首先操作断路器使其处于分闸状态，弹簧储能状态且合闸未闭锁，基于直流电压

输出模块分别在航空端子4和14之间施加幅值为28V、38V、43V，持续时间为400ms的直流脉

冲电压，即UA1＝28V，UA2＝38V，UA3＝43V；基于子模块调节外界电阻阻值R0，使航空插头及辅

助电阻两端电压满足既定指标，经过实际调节，辅助电阻值选择为R0＝1.49Ω；同时获取电

气量测量模块的电压、电流录波量，相应电气量录波波形如附图5a-图5f所示，试验数据如

表1所示：

[0044] 表1.合闸线圈测试数据

[0045]

[0046] 由两次测试的数据，利用式(1)计算可得，合闸线圈电阻的计算值为  33.2Ω，而实

际值为33.0Ω，误差程度为0.6％，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

[0047]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熟练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这些仅是举例说明，可以对本实施方式作出多种变更或修改，而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原

理和实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仅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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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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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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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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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图5c

图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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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e

图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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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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