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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

置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

化电源监控装置。包括电源监控组件和用于安装

所述电源监控组件的外壳组件；本申请通过设计

一体化电源监控和各个子监控，实现对电源系统

的分级监控，提高了智能化管理水平；通过选用

IEC61850协议转换器作为上位机模块，有效节约

成本；通过将上位机模块与后台监控计算机通过

Ethernet方式进行通讯连接，实现对电源系统的

远程实时监控；通过设计外壳组件，集成电源监

控组件，方便操作管理；通过在安装空间内设置

安装单元，使得电源监控组件均为封闭状态，保

证组件的安全性；通过在壳体上设置盖板，以便

将需要有线连接的组件连接；因此本申请能够提

高智能化管理水平，实现远程监控，配置方便灵

活，投资成本低，监测数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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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源监控组件和用

于安装所述电源监控组件的外壳组件；

所述电源监控组件包括：一体化电源监控(1)、与所述一体化电源监控(1)连接的子监

控和上位机模块(18)和与相应的所述子监控连接的底层模块；

所述一体化电源监控(1)用于采集与设定所述子监控的数据；所述一体化电源监控(1)

作为主站，分别与所述子监控和所述上位机模块(18)通讯连接；

所述子监控用于监控相应的所述底层模块，所述子监控包括：直流电源监控(2)、UPS电

源监控(3)和交流电源监控(4)；

所述直流电源监控(2)作为主站，通讯连接的所述底层模块分别为通讯电源监控(5)、

直流馈线检测模块(6)、电力电源模块(7)、电池巡检模块(8)和UPS电源模块(9)；所述通讯

电源监控(5)作为主站，通讯连接有通讯电源模块(16)和通讯馈线检测模块(17)；

所述UPS电源监控(3)作为主站，通讯连接的所述底层模块分别为独立UPS(10)、UPS电

池巡检模块(11)和UPS馈线检测模块(12)；

所述交流电源监控(4)作为主站，通讯连接的所述底层模块分别为交流电源模块(13)、

交流电池巡检模块(14)和交流馈线检测模块(15)；

所述上位机模块(18)作为主站，通讯连接有后台监控计算机(19)；

所述外壳组件包括：壳体(20)、隔板(21)、安装单元和盖板(22)；所述壳体(20)呈矩形

结构，其一侧均匀安装有所述隔板(21)，形成一组安装空间，用于容纳所述安装单元；所述

壳体(20)远离安装所述隔板(21)的一侧固接有所述盖板(22)；

所述安装单元包括：底板(23)、两个侧板(24)、挡板(25)和推拉板(26)；所述挡板(25)

竖直设置在所述底板(23)的一边沿；所述挡板(25)上开设有至少一个通孔(28)；两个所述

侧板(24)竖直设置在所述底板(23)对称的两边沿，其位于所述挡板(25)的两侧；所述推拉

板(26)竖直设置在所述底板(23)与所述挡板(25)对称的边沿上；所述推拉板(26)的侧壁与

所述底板(23)的表面之间设有弹簧(2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推拉板(26)的下边沿设有限位沿(2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推拉板(26)的表面设置有把手(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推拉板(26)可拆卸地与所述底板(23)的边沿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隔板(21)的长度小于所述壳体(20)的宽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一体化电源监控(1)分别与所述直流电源监控(2)、所述UPS电源监控(3)、所述交流电源

监控(4)和所述上位机模块(18)通过RS485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直流电源监控(2)分别

与所述通讯电源监控(5)和所述直流馈线检测模块(6)通过CAN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直

流电源监控(2)分别与所述电力电源模块(7)、所述电池巡检模块(8)和所述UPS电源模块

(9)通过RS485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通讯电源监控(5)分别与所述通讯电源模块(16)和

所述通讯馈线检测模块(17)通过CAN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上位机模块(18)与所述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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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计算机(19)通过Ethernet方式进行通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一体化电源监控(1)为DBY/C07。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直流电源监控(2)为IARM-SC3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通讯电源监控(5)为IARM-TC32C。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位机模块(18)为IEC61850协议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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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一般涉及电力系统电源监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

体化电源监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网系统中，一体化电源系统是将直流电源、交流电源、交流不间断电源(UPS)、

通信电源等组合为一体，共享直流电源的蓄电池组，并统一监控的成套设备。现有的电力监

控系统稳定性差、配置灵活度低，监控效果不是十分理想。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鉴于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或不足，期望提供一种相较于现有技术而言，能够提

高智能化管理水平，实现远程监控，配置方便灵活，投资成本低，监测数据全，便于安装，结

构简单且易于实现的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

[0004]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包括：电源监

控组件和用于安装所述电源监控组件的外壳组件；

[0005] 所述电源监控组件包括：一体化电源监控、与所述一体化电源监控连接的子监控

和上位机模块和与相应的所述子监控连接的底层模块；

[0006] 所述子监控用于监控相应的所述底层模块，所述子监控包括：直流电源监控、UPS

电源监控和交流电源监控；

[0007] 所述直流电源监控作为主站，通讯连接的所述底层模块分别为通讯电源监控、直

流馈线检测模块、电力电源模块、电池巡检模块和UPS电源模块；所述通讯电源监控作为主

站，通讯连接有通讯电源模块和通讯馈线检测模块；

[0008] 所述UPS电源监控作为主站，通讯连接的所述底层模块分别为独立UPS、UPS电池巡

检模块和UPS馈线检测模块；

[0009] 所述交流电源监控作为主站，通讯连接的所述底层模块分别为交流电源模块、交

流电池巡检模块和交流馈线检测模块；

[0010] 所述上位机模块作为主站，通讯连接有后台监控计算机；

[0011] 所述外壳组件包括：壳体、隔板、安装单元和盖板；所述壳体呈矩形结构，其一侧均

匀安装有所述隔板，形成一组安装空间，用于容纳所述安装单元；所述壳体远离安装所述隔

板的一侧固接有所述盖板；

[0012] 所述安装单元包括：底板、两个侧板、挡板和推拉板；所述挡板竖直设置在所述底

板的一边沿；所述挡板上开设有至少一个通孔；两个所述侧板竖直设置在所述底板对称的

两边沿，其位于所述挡板的两侧；所述推拉板竖直设置在所述底板与所述挡板对称的边沿

上；所述推拉板的侧壁与所述底板的表面之间设有弹簧。

[0013]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推拉板的下边沿设有限位沿。

[0014]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推拉板的表面设置有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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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推拉板可拆卸地与所述底板的边沿连

接。

[0016]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隔板的长度小于所述壳体的宽度。

[0017]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一体化电源监控分别与所述直流电源监

控、所述UPS电源监控、所述交流电源监控和所述上位机模块通过RS485方式进行通讯连接；

所述直流电源监控分别与所述通讯电源监控和所述直流馈线检测模块通过CAN方式进行通

讯连接；所述直流电源监控分别与所述电力电源模块、所述电池巡检模块和所述UPS电源模

块通过RS485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通讯电源监控分别与所述通讯电源模块和所述通讯

馈线检测模块通过CAN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上位机模块与所述后台监控计算机通过

Ethernet方式进行通讯连接。

[0018]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一体化电源监控为DBY/C07。

[0019]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直流电源监控为IARM-SC32。

[0020]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通讯电源监控为IARM-TC32C。

[0021]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上位机模块为IEC61850协议转换器。

[0022] 综上所述，本申请的有益效果：

[0023] 本申请通过设计一体化电源监控和各个子监控，实现对电源系统的分级监控，提

高了智能化管理水平；通过选用IEC61850协议转换器作为上位机模块，有效节约成本；通过

将上位机模块与后台监控计算机通过Ethernet方式进行通讯连接，实现对电源系统的远程

实时监控；通过设计外壳组件，集成电源监控组件，方便操作管理；通过在隔板分成的安装

空间内设置安装单元，将电源监控组件依次放置在拉出的安装单元的底板上，推动推拉板

将安装单元放置至合适的位置，将需要有线连接的组件的电线穿过通孔，以便进一步的连

接，在松开推拉板时，由于弹簧的作用力，推拉板变为竖直状态，使得每个安装单元内的电

源监控组件均为封闭状态，保证组件的安全性；通过在壳体上设置盖板，以便进一步将需要

有线连接的组件连接；因此，本申请能够提高智能化管理水平，实现远程监控，配置方便灵

活，投资成本低，监测数据全，便于安装。

附图说明

[0024]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所作的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申请的其它

特征、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25] 图1为电源监控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外壳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安装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安装单元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标号：1、一体化电源监控；2、直流电源监控；3、UPS电源监控；4、交流电源监

控；5、通讯电源监控；6、直流馈线检测模块；7、电力电源模块；8、电池巡检模块；9、UPS电源

模块；10、独立UPS；11、UPS电池巡检模块；12、UPS馈线检测模块；13、交流电源模块；14、交流

电池巡检模块；15、交流馈线检测模块；16、通讯电源模块；17、通讯馈线检测模块；18、上位

机模块；19、后台监控计算机；20、壳体；21、隔板；22、盖板；23、底板；24、侧板；25、挡板；26、

推拉板；27、弹簧；28、通孔；29、限位沿；30、把手。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211556981 U

5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相关发明，而非对该发明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

便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发明相关的部分。

[0031]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申请。

[0032] 实施例一

[0033] 请参考图1所示的本申请提供的一种标准电力用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的第

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包括：电源监控组件和用于安装所述电源监控组件的外壳组件；

[0034] 所述电源监控组件包括：一体化电源监控1、与所述一体化电源监控1连接的子监

控和上位机模块18和与相应的所述子监控连接的底层模块；

[0035] 所述子监控用于监控相应的所述底层模块，所述子监控包括：直流电源监控2、UPS

电源监控3和交流电源监控4；

[0036] 所述直流电源监控2作为主站，通讯连接的所述底层模块分别为通讯电源监控5、

直流馈线检测模块6、电力电源模块7、电池巡检模块8和UPS电源模块9；所述通讯电源监控5

作为主站，通讯连接有通讯电源模块16和通讯馈线检测模块17；

[0037] 所述UPS电源监控3作为主站，通讯连接的所述底层模块分别为独立UPS10、UPS电

池巡检模块11和UPS馈线检测模块12；

[0038] 所述交流电源监控4作为主站，通讯连接的所述底层模块分别为交流电源模块13、

交流电池巡检模块14和交流馈线检测模块15；

[0039] 所述上位机模块18作为主站，通讯连接有后台监控计算机19；

[0040] 所述外壳组件包括：壳体20、隔板21、安装单元和盖板22；所述壳体20呈矩形结构，

其一侧均匀安装有所述隔板21，形成一组安装空间，用于容纳所述安装单元；所述壳体20远

离安装所述隔板21的一侧固接有所述盖板22；

[0041] 所述安装单元包括：底板23、两个侧板24、挡板25和推拉板26；所述挡板25竖直设

置在所述底板23的一边沿；所述挡板25上开设有至少一个通孔28；两个所述侧板24竖直设

置在所述底板23对称的两边沿，其位于所述挡板25的两侧；所述推拉板26竖直设置在所述

底板23与所述挡板25对称的边沿上；所述推拉板26的侧壁与所述底板23的表面之间设有弹

簧27。

[0042] 在本实施例中，一体化电源监控1，用于采集与设定所述子监控的数据，一体化电

源监控1的型号，可选地，为DBY/C07；

[0043] 直流电源监控2，用于监控其相应进行通讯连接的各个底层模块的数据；直流电源

监控2的型号，可选地，IARM-SC32，可显示直流屏系统中从交流进线-充电模块-电池组-馈

出母线的重要数据；

[0044] UPS电源监控3，用于监控其相应进行通讯连接的各个底层模块的数据；还可设定

独立UPS电源母线馈出开关的跳闸报警检测数量及检测方式，还可设定UPS电源系统中电池

巡检报警参数。

[0045] 交流电源监控4，用于监控其相应进行通讯连接的各个底层模块的数据；

[0046] 通讯电源监控5，用于显示通讯电源母线电压、电流及通讯电源模块参数；通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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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监控5的型号，可选地，为IARM-TC32C；

[0047] 直流馈线检测模块6，用于检测110V或220V的直流电源下，馈出开关的开关状态、

跳闸状态和支路绝缘状态；

[0048] 电力电源模块7，分为自动和手动两种管理模式，在自动管理模式下，系统可自动

根据所设置的转换条件进行均浮充的管理，转均充条件可根据充电电流、交流停电、或进行

周期均充，见电池转均充判据。以上3个条件为或的关系。当电池电流大于设定的电池转换

点并持续时间达到设定时间，则转均充；或系统交流停电时间过长达到设定时间，则转均

充；或连续浮充时间达到均充周期时间，转均充。转浮充条件有2个条件，为或的关系。第一

个是电池充电电流小于设定的转换点后，再计时到均充设定的倒计时时间，则转浮充；第二

个条件是均充时间达到设定的均充限时时间后，转浮充。当系统的电池管理方式设为手动

后，则电池进入手动管理。在手动模式下，如设定为均充，也将运行自动模式下的转浮充条

件，自动转浮充。手动模式下转入浮充后，将不会自动的转其他模式。手动管理除有自动模

式下的均充或浮充模式外，增加了“核容”模式，进入核容模式后，装置控制整流模块输出电

压达到电池欠压点以下2V，以启动电池放电。核容状态结束有如下条件：放电累加时间达到

设定时间，或电池组电压达到设定的终止电压值，或某一个单体电池电压达到设定的单体

电压值以下，则转入均充模式。

[0049] 电池巡检模块8，用于检测电池组单节电池电压、电池环境温度，其型号有B21\B3\

B4可选择，数量在0～5可设，巡检仪检测数量从0～120可设，并且电池巡检固定采用MODBUS

协议。

[0050] UPS电源模块9，用于查询UPS系统信息及输出开关状态，UPS电源模块9的数量在0

～8可设，开关数量在0～64可设，馈线模块在0～1可设。

[0051] 独立UPS10，用于提供交流不间断电；

[0052] UPS电池巡检模块11，用于检测UPS电源独立的电池组单节电池电压，其型号有

B21\B3\B4可选择，数量在0～5可设，巡检仪检测数量从0～120可设，并且电池巡检固定采

用MODBUS协议。

[0053] UPS馈线检测模块12，用于检测UPS电源的馈出开关的开关状态和跳闸状态；

[0054] 交流电源模块13，用于提供交流电；

[0055] 交流电池巡检模块14，用于检测交流电池组单节电池电压、电池环境温度，其型号

有B21\B3\B4可选择，数量在0～5可设，巡检仪检测数量从0～120可设，并且电池巡检固定

采用MODBUS协议。

[0056] 交流馈线检测模块15，用于检测交流电源的馈出开关的开关状态和跳闸状态；

[0057] 通讯电源模块16，用于为通讯系统输出电压和电流；

[0058] 通讯馈线检测模块17，用于检测通讯系统的馈出开关的开关状态和支路绝缘状

态；

[0059] 上位机模块18，用于采集整个监控系统的信息，调整系统参数、控制系统运行方

式；上位机模块18的型号，可选地，为IEC61850协议转换器，能够有效节约成本。

[0060] 后台监控计算机19，与上位机模块18通讯连接，可显示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的接线

方式及重要的遥测、遥信数据；当检测到报警信息时，屏幕会自动跳转到当前报警页面提示

操作人员，单击页面任意位置或离开此页面，声音报警自动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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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其中，所述一体化电源监控1分别与所述直流电源监控2、所述UPS电源监控3、所述

交流电源监控4和所述上位机模块18通过RS485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直流电源监控2分

别与所述通讯电源监控5和所述直流馈线检测模块6通过CAN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直流

电源监控2分别与所述电力电源模块7、所述电池巡检模块8和所述UPS电源模块9通过RS485

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通讯电源监控5分别与所述通讯电源模块16和所述通讯馈线检测

模块17通过CAN方式进行通讯连接；所述上位机模块18与所述后台监控计算机19通过

Ethernet方式进行通讯连接。

[0062] CAN通讯方式：CAN通讯端口采用屏蔽双绞线，以增加现场抗干扰能力；CAN通讯接

口用于底层模块与其相应的子监控进行通讯、段内绝缘信息同步；要求将同一段内的所有

馈线检测模块CAN口并联，并与子监控相应的CAN口相联。

[0063] RS485通讯方式：有S485+、S485-两个管脚，用于两段主机间的同步通讯；而所有从

机的此端口都悬空，不需接线；如系统有2段母线，并且每段母线配的馈线模块都进行绝缘

检测，则需要将两段中的主机的此端口相联。

[0064] 如图2所示，隔板21将壳体20的一侧分隔为多个安装空间，以便放置安装单元，并

且所述隔板21的长度小于所述壳体20的宽度，在安装单元安装完成后，需要通过有线连接

的器件可打开壳体20上的盖板22进行有线连接的操作；

[0065] 如图3所示，将电源监控组件依次放置在拉出的安装单元的底板23上，推动推拉板

26将安装单元放置至合适的位置，将需要有线连接的组件的电线穿过通孔28，以便进一步

的连接，如图4所示，在松开推拉板26时，由于弹簧27的作用力，推拉板26变为竖直状态，使

得每个安装单元内的电源监控组件均为封闭状态，保证组件的安全性。

[0066] 在任一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推拉板26的下边沿设有限位沿29。

[0067] 在本实施例中，限位沿29，设置在推拉板26的下边沿，用于限定安装单元进入的位

置，避免安装单元全部进入，对有线连接造成影响。

[0068] 在任一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推拉板26的表面设置有把手30。

[0069] 在本实施例中，把手30，设置在推拉板26的表面，便于操作人员装卸电源监控组

件。

[0070] 在任一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推拉板26可拆卸地与所述底板23的边沿连接。

[0071] 在本实施例中，推拉板26与底板23的边沿的连接方式，此处不加以限定，可选地，

卡扣连接，具体连接方式：通过卡扣将推拉板26连接在底板23的边沿。

[0072] 以上描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以及对所运用技术原理的说明。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当理解，本申请中所涉及的发明范围，并不限于上述技术特征的特定组合而成的技术

方案，同时也应涵盖在不脱离所述发明构思的情况下，由上述技术特征或其等同特征进行

任意组合而形成的其它技术方案。例如上述特征与本申请中公开的(但不限于)具有类似功

能的技术特征进行互相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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