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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趸船三相四线制配 

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包括低压断路器QF、低压 

熔断器1F、低压熔断器2F、低压熔断器3F、电压继 

电器1KA、电压继电器2KA、中间继电器3KA、按钮 

S、二极管1VD、齐纳管2VD，本实用新型对趸船三 

相四线制配电系统的安全运行进行自动保护，一 

旦出现岸侧或船侧的零线电气连接失效、船体与 

岸地的电气连接失效、船体与岸地电位不等、断 

路器零极触头接触不良、电源三相任一相发生缺 

相、零线的任一处发生开路以及岸上低压电网接 

地装置出现故障等状况，能瞬时自动切断岸电电 

源以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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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低压断路器QF、低压 

熔断器1F、低压熔断器2F、低压熔断器3F、电压继电器1KA、电压继电器2KA、中间继电器3KA、 

按钮S、二极管1VD、齐纳管2VD，所述低压断路器QF为四极联动分/合型，低压断路器QF三个 

相极具备复式或电子脱扣方式的过载与短路保护功能，零极上无保护，低压断路器QF配置 

有失压脱扣器TQ;岸电电缆将三相四线制岸电接到低压断路器QF进线端，三相四线制岸电 

的三根相线分别与低压断路器QF的相极A、B、C进线端连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中点零线与 

低压断路器QF的零极N进线端连接，用船用电缆从低压断路器QF出线端将岸电接至趸船主 

配电板上的主电源断路器Q的进线端，趸船主配电板上的零线汇流排接地;所述低压熔断器 

1F、按钮S的常闭触点、电压继电器1KA的常开触点、电压继电器2KA的常开触点、中间继电器 

3 K A的常闭触点串联连接，串联电路的一端接三相四线制庫电的A相，串联电路的另一端接 

失压脱扣器TQ的线圈的一端，失压脱扣器TQ的线圈的另一端接二极管1VD的阳极，二极管 

1VD的阴极接齐纳管2VD的阴极，齐纳管2VD的阳极接中间继电器3KA的线圈的一端，中间继 

电器3KA的线圈的另一端接低压断路器QF的零极N的出线端，所述中间继电器3KA的常开触 

点两端接报警回路，所述低压熔断器2F的一端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B相，低压熔断器2F的另 

一端串联电压继电器1KA的线圈后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A相，所述低压熔断器3F的一端接三 

相四线制岸电的C相，低压熔断器3F的另一端串联电压继电器2KA的线圈后接三相四线制岸 

电的A相。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指 

示灯H，所述指示灯Η的一端接于低压熔断器2F和电压继电器1KA线圈之间，指示灯Η的另一 

端接于低压熔断器3F和电压继电器2ΚΑ线圈之间。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相 

序检测装置Ρ，所述相序检测装置Ρ接于低压熔断器1F、低压熔断器2F、低压熔断器3F的出线 

端。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相 

序转换装置ΡΑ，所述相序转换装置ΡΑ接于低压熔断器1F、低压熔断器2F、低压熔断器3F的出 

线端。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齐纳 

管2VD的稳定电压选为6V，中间继电器3ΚΑ的额定电压选为DC6V。

2



CN 208190233 U 说明书 1/5页

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尤其涉及一种趸船三相四线制配 

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属于船舶电气系统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趸船是锚泊固定在岸边，作为装卸货物或供人员上下的浮码头，有许多地方已将 

趸船的用途扩大为餐饮娱乐等场所，有的趸船是用巨型旧船改造而成，如同一座设在水中 

的高层建筑，但是它不具备岸上建筑物接地装置的自然条件。近几年来对环境保护的新规 

定不断出台，要求船舶停靠码头时应停止自发电，以减少排放污染。2017年8月4日，交通运 

输部发布《关于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航运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推广靠港船舶使用 

岸电”，趸船更是首当其冲，需要全部改为接用岸电作为主电源。

[0003]我国低压电网的电制是中性点接地的交流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其额定频率为 

50Hz、额定电压为400V/230V。在中国船级社（CCS）发布的《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 

版）第3篇第16章《趸船的附加要求》中，规定由岸电供电的“趸船配电系统应与岸电配电系 

统一致”，要求“趸船应设有将船体与岸上的接地装置进行可靠电气连接的措施”，还要求趸 

船“由岸上交流三相四线中点接地系统供电时，应设有将船体与岸电零线进行可靠电气连 

接的措施。”切实满足船舶规范这两项“可靠电气连接”的要求，对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 

的安全运行十分重要。

[0004]船舶规范规定船舶用作连接岸电的受电装置是岸电箱。现行CB373-85标准《岸电 

箱》第1.4条规定“岸电箱的主开关采用塑壳式空气断路器，均应装有过载及短路保护装置， 

根据用户需要可附加失压保护及相序转换装置”，第2.14条规定“岸电箱体上应装有安全接 

地螺柱”，“三相岸电箱的岸电电缆接线柱应带有中点零线接线柱。”可见岸电箱作为船侧受 

电装置，同时对岸电箱至主配电板之间的连接电缆进行保护，但不具备对船上三相四线制 

配电系统安全运行进行保护的功能。长期以来，船舶规范要求的上述两项“可靠电气连接” 

是否合格，都是由人进行观察检查后得出结论，对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的安全运行，缺 

少连续的监控和有效的保护方法。

[0005] 趸船上的交流三相380V负载是由三相线电压（U-V-W相）供电，交流单相220V负载 

是由相电压（U-E或V-E或W-E）供电，采用人工的方法不可能对船舶规范所要求的上述两项 

“可靠电气连接”进行分秒不停地观察检查，船体与岸地的连接线开路或船体与岸电零线的 

连接线开路等故障时有发生，轻则烧坏设备，重则危及人身安全。例如因三相四线制配电系 

统零线开路造成的线路过电压，使在线使用的电器等单相负载烧坏的事故，造成设备损失。 

因此，研制一种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对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的安 

全运行进行自动保护，一旦出现上述“可靠电气连接”失效等故障，能瞬时自动切断岸电电 

源以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用新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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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对趸船 

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的安全运行进行自动保护，一旦出现岸侧或船侧的零线电气连接失 

效、船体与岸地的电气连接失效、船体与岸地电位不等、断路器零极触头接触不良、电源三 

相任一相发生缺相、零线的任一处发生开路以及岸上低压电网接地装置出现故障等状况， 

能瞬时自动切断岸电电源以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

[0007]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81 一种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包括低压断路器QF、低压熔断器1F、 

低压熔断器2F、低压熔断器3F、电压继电器1KA、电压继电器2KA、中间继电器3KA、按钮S、二 

极管1VD、齐纳管2VD，所述低压断路器QF为四极联动分/合型，低压断路器QF三个相极具备 

复式或电子脱扣方式的过载与短路保护功能，零极上无保护，低压断路器QF配置有失压脱 

扣器TQ;岸电电缆将三相四线制岸电接到低压断路器QF进线端，三相四线制岸电的三根相 

线分别与低压断路器QF的相极A、B、C进线端连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中点零线与低压断路 

器QF的零极N进线端连接，用船用电缆从低压断路器QF出线端将岸电接至趸船主配电板上 

的主电源断路器Q的进线端，趸船主配电板上的零线汇流排接地;所述低压熔断器1F、按钮S 
的常闭触点、电压继电器1KA的常开触点、电压继电器2KA的常开触点、中间继电器3KA的常 

闭触点串联连接，串联电路的一端接三相四线制庫电的A相，串联电路的另一端接失压脱扣 

器TQ的线圈的一端，失压脱扣器TQ的线圈的另一端接二极管1VD的阳极，二极管1VD的阴极 

接齐纳管2VD的阴极，齐纳管2VD的阳极接中间继电器3KA的线圈的一端，中间继电器3KA的 

线圈的另一端接低压断路器QF的零极N的出线端，所述中间继电器3KA的常开触点两端接报 

警回路，所述低压熔断器2F的一端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B相，低压熔断器2F的另一端串联电 

压继电器1KA的线圈后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A相，所述低压熔断器3F的一端接三相四线制岸 

电的C相，低压熔断器3F的另一端串联电压继电器2KA的线圈后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A相。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措施来进一步实现：

[0010]前述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还包括指示灯H，所述指示灯Η的一 

端接于低压熔断器2F和电压继电器1ΚΑ线圈之间，指示灯Η的另一端接于低压熔断器3F和电 

压继电器2ΚΑ线圈之间。

[0011]前述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还包括相序检测装置Ρ，所述相序检 

测装置Ρ接于低压熔断器1F、低压熔断器2F、低压熔断器3F的出线端。

[0012]前述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还包括相序转换装置ΡΑ，所述相序 

转换装置ΡΑ接于低压熔断器1F、低压熔断器2F、低压熔断器3F的出线端。

[0013]前述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齐纳管2VD的稳定电压选为6V，中间 

继电器3ΚΑ的额定电压选为DC6V。

[0014]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对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的安全 

运行进行自动保护，一旦出现庫侧或船侧的零线电气连接失效、船体与庫地的电气连接失 

效、船体与岸地电位不等、断路器零极触头接触不良、电源三相任一相发生缺相、零线的任 

一处发生开路以及岸上低压电网接地装置出现故障等状况，能瞬时自动切断岸电电源以保 

护设备和人身安全。本装置电路结构简单，采用的元器件较少且容易配置，对老趸船岸电箱 

或主配电板进行技改、新趸船安装和日后维修都很方便，安全保护范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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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电气原理图；

[0016]图2是趸船三相四线制主配电板一次系统示意图；

[0017]图3是本实用新型应用于趸船主配电板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9]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包括低压断路 

器QF、低压熔断器1F、低压熔断器2F、低压熔断器3F、电压继电器1KA、电压继电器2KA、中间 

继电器3KA、按钮S、二极管1VD、齐纳管2VD、指示灯H，所述低压断路器QF为四极联动分/合 

型，低压断路器QF三个相极具备复式或电子脱扣方式的过载与短路保护功能，零极上无保 

护，低压断路器QF配置有失压脱扣器TQ;岸电电缆将三相四线制岸电接到低压断路器QF进 

线端，三相四线制岸电的三根相线分别与低压断路器QF的相极A、B、C进线端连接，三相四线 

制岸电的中点零线与低压断路器QF的零极N进线端连接，用船用电缆从低压断路器QF出线 

端将岸电接至趸船主配电板上的主电源断路器Q的进线端，趸船主配电板上的零线汇流排 

接地;所述低压熔断器1F、按钮S的常闭触点、电压继电器1KA的常开触点、电压继电器2KA的 

常开触点、中间继电器3KA的常闭触点串联连接，串联电路的一端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A相， 

串联电路的另一端接失压脱扣器TQ的线圈的一端，失压脱扣器TQ的线圈的另一端接二极管 

1VD的阳极，二极管1VD的阴极接齐纳管2VD的阴极，齐纳管2VD的阳极接中间继电器3KA的线 

圈的一端，中间继电器3KA的线圈的另一端接低压断路器QF的零极N的出线端，所述中间继 

电器3KA的常开触点两端接报警回路，所述低压熔断器2F的一端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B相， 

低压熔断器2F的另一端串联电压继电器1KA的线圈后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A相，所述低压熔 

断器3F的一端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C相，低压熔断器3F的另一端串联电压继电器2KA的线圈 

后接三相四线制岸电的A相，所述指示灯Η的一端接于低压熔断器2F和电压继电器1KA线圈 

之间，指示灯Η的另一端接于低压熔断器3F和电压继电器2ΚΑ线圈之间。图1中的Ρ为相序检 

测装置（或使用转换装置ΡΑ），是CB373标准提出的附加可选项，所述相序检测装置Ρ接于低 

压熔断器1F、低压熔断器2F、低压熔断器3F的出线端。若岸电箱附加该装置，对本实用新型 

的原理与电路结构均无任何影响。

[0020]在具体实施时，各电气元件的规格选型如下表所示: 

[0021]

代号 名称 规格 备注

QF 低压断路器 四极联动，额定工作电压400V、50Hz 电流按需选配

1-3F 低压熔断器 额定电压500V、额定电流10A 熔芯6A

1-2ΚΑ 电压继电器 线圈Ue = AC380V、l常开1常闭 欠压整定七0.65Ue

3ΚΑ 中间继电器 线圈Ue = DC6V、l常开1常闭 线圈电阻彡50Ω

S 按钮 25（^、5々、1常开1常闭 按钮用于断路器分闸

Η 指示灯 AC38OV、＜1W 岸电电源指示

1VD 二极管 额定电压500V、额定电流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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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D 齐纳管 稳定电压6V、稳定电流30.4A 动态电阻:>4 Ω

P 相序检测器 或相序转换装置 附加可选件

[0022]如图1所示的虚线框中的岸电箱低压断路器QF，选用四极（即三个相极A、B、C与一 

个中点零极N）联动分/合型，低压断路器QF自身在三个相极上具备复式或电子脱扣方式的 

过载与短路保护功能，零极上无保护，附加失压脱扣器TQ的线圈额定电压选定为AC220V，且 

由相电压A-N供给电源，过载、短路、失压保护均动作于低压断路器QF自动分闸。由岸电电缆 

将三相四线制岸电接到岸电箱的低压断路器QF进线端，三根相线分别与其相极A、B、C连接， 

中点零线与其零极N连接。如图2所示，用船用电缆从岸电箱的低压断路器QF出线端将岸电 

接至趸船主配电板上的主电源断路器Q进线端，三相四线的U、V、W、E分别与主电源断路器Q 
进线端的U、V、W、E连接，按船舶规范要求“由岸上交流三相四线中点接地系统供电时，配电 

板的零线汇流排截面积应不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一半，并应可靠接地（接船体）”。

[0023]低压断路器QF未合闸时，无论是任何位置发生趸船船体与岸上的接地装置连接失 

效，或者是趸船船体与岸电零线连接失效，包括主配电板的汇流排E接地失效，均可能造成 

船体与岸地电位不等，若电位差产生的电压经二极管1VD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大于齐纳管2VD 
稳定电压，齐纳击穿效应使中间继电器3KA吸合，其串联在低压断路器QF的失压脱扣器TQ的 

回路中的常闭触头动断，中间继电器3KA的常开触头动合接通报警回路，低压断路器QF无法 

合闸。

[0024] 三相四线制电源中任一相缺相，至少造成电压继电器1KA、2KA、低压断路器QF失压 

脱扣器TQ线圈中有一个失电，低压断路器QF无法合闸。

[0025] 三相四线制电源中零线断线，造成低压断路器QF失压脱扣器TQ线圈失电，低压断 

路器QF无法合闸。

[0026] 三相四线制电源状况正常时，电源指示灯Η亮，电压继电器1KA、2KA得电吸合，若船 

规要求的“可靠电气连接”有效，船体与岸地等电位，中间继电器3KA无动作电源，低压断路 

器QF可合闸向趸船主配电板供电。

[0027]低压断路器QF在合闸状态时，若三相四线制岸电电源发生任一相缺相，都将使电 

压继电器1KA、2KA与低压断路器QF失压线圈当中至少有一个失电，低压断路器QF失压脱扣 

自动分闸。

[0028] 低压断路器QF在合闸状态时，若三相四线制岸电电源的零线断线，使低压断路器 

QF失压脱扣线圈失电，低压断路器QF失压脱扣自动分闸。

[0029] 低压断路器QF在合闸状态时，按切断按钮S，低压断路器QF分闸。

[0030] 经计算，将齐纳管2VD的稳定电压选为6V （产品允许实际稳定电压值略有偏差，约 

为5.5-6.5V），中间继电器3KA的额定电压选定为DC6V，当电位不相等产生的电压> 16V时， 

经1VD整流后彡DC7V，可使齐纳管2VD齐纳击穿，确保中间继电器3KA可靠动作于低压断路器 

QF脱扣或使之无法合闸，并接通报警回路。

[00311本实用新型的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的安全保护原理，不局限于由岸电箱的低 

压断路器QF进行安全保护，也可以由趸船主配电板上的主电源断路器Q进行安全保护，保护 

原理不变，如图3所示。图3中的主电源断路器Q为趸船主配电板上的主电源断路器，其额定 

电流可根据负荷电流的需要选配，主电源断路器Q应选用四极（即三个相极A、B、C与一个中 

点零极N）联动分/合型，主电源断路器Q自身在三个相极上具备复式或电子脱扣方式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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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短路和备有欠压保护功能（过载、短路电流整定值应小于岸电箱主断路器QF），零极上无 

保护，欠压脱扣器的线圈额定电压选定为AC220V，且由相电压A-N供给电源，过载、短路、欠 

压保护均动作于主电源断路器Q自动分闸。

[0032]本实用新型的趸船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安全保护装置，相比于现有技术，取得了 

以下有益效果：

[0033]岸电箱主开关选用四极联动合/分的断路器，以断路器的零极取代“中点零线接线 

柱”，为监测船体与岸地之间的电位提供采样点；或者以趸船主配电板上的主电源开关选用 

四极联动合/分的断路器，为监测船体与岸地之间的电位提供采样点。采用2只电压继电器 

分别由电源侧线电压A-B相、A-C相供电，断路器失压脱扣器设定由相电压A-N供电，做到岸 

电电源相线中任一相缺相时，均能使主断路器自动分闸保护;将断路器失压脱扣器设定为 

AC220V，并设定为由电源侧相电压A-N供电，当电源侧的零线开路时，能使主断器自动分闸 

保护；采用2只电压继电器与断路器失压脱扣器配合，当发生岸电电源缺相或零线开路时， 

确保主断路器无法合闸；采用二极管1VD将船体与岸地电位不等产生的交流电压变为直流 

电压向齐纳管2VD提供电源，当电压大于齐纳管稳定电压值时，利用齐纳效应确保岸电箱主 

断路器无法合闸;将齐纳管稳定电压选定为6V，既能符合中间继电器额定电压的统一规格， 

又是因为齐纳管在稳定电压为6V时受温度影响最小，同时能做到船地与岸地电位差产生的 

电压在16V时（小于国网规范（Q GDW 11468.1—2016）规定的最高限值30V），确保岸电箱主 

断路器无法合闸以实现保护。

[0034]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实用新型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 

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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