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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直流系统运维管理技术领域，具

体涉及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本发明采

用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及远程服务器，

实现针对电站现场的直流电源的状态监测，借助

远程服务器收集由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

置上传的直流电源充电模块及蓄电池运行状态

的数据，方便人员对现场情况的监视，保证电站

运行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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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包括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及远程服务器

(1)，所述的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与远程服务器(1)通信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包括监测组件、工控机(2)及与工控机(2)通信连接的DTU无

线终端(3)，所述的DTU无线终端(3)与远程服务器(1)借助无线信号建立通信连接，所述的

监测组件包括与工控机(2)通信连接的蓄电池跨接装置(4)及电压监测终端(5)，所述的电

压监测终端(5)的电压信号输入端与串接在蓄电池直流母线上的分流器(6)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远程服务

器(1)还借助交换机(7)连接有多台电脑(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直流电源

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还包括与工控机(2)通讯连接的充电模块(9)，所述的充电模块(9)的

电能输出端与蓄电池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蓄电池跨

接装置(4)包括单片机(10)、跨接电路及警报电路，所述的跨接电路包括跨接二极管D1及与

跨接二极管D1串联的电流传感器(11)，所述的单片机(10)与电流传感器(11)的输出端电连

接，所述的单片机(10)的控制端与警报电路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警报电路

包括驱动电路及报警器(12)，所述的驱动电路借助继电器KM控制报警器(12)通断，所述的

驱动电路包括使能模块及开关模块，

所述的使能模块包括依次串接的第一电阻R1、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及第一三极管

Q1，所述的第一电阻R1串接在单片机(10)的控制端，第三电阻R3与第一三极管Q1的基极连

接，第二电阻R2与第三电阻R3串接的节点与第一三极管Q1的发射极连接，第一三极管Q1的

集电极与开关模块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开关模块

包括依次串接的第四电阻R4、第五电阻R5及第二三极管Q2，第四电阻R4与第一三极管Q1的

集电极连接，第五电阻R5与第二三极管Q2的基极连接，第二三极管Q2的发射极接地，第二三

极管Q2的集电极与电源之间串联有继电器KM的线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三极

管Q1为PNP型三极管，所述的第二三极管Q2为NPN型三极管。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电阻

R2与第三电阻R3串接形成的串联电路还并联有第一电容C1。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五电阻

R5与第四电阻R4的连接节点与第二三极管Q2的发射极之间串联有第二电容C2，所述的继电

器KM的线圈还并联有第二二极管D2，第二二极管D2的导通方向与继电器KM的电流方向反向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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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直流系统运维管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变电站的直流系统在正常状态下为断路器跳/合闸、继电保护及安自装置、通信设

备等提供直流电源。在站用电中断的情况下，直流蓄电池组发挥其独立电源的作用——为

断路器跳/合闸、继电保护及安自装置、通信设备事故照明等提供直流电源。直流系统一旦

发生故障，此时如果电力系统同时发生故障，站内继电保护装置、安全自动装置、因失去直

流电源的供应无法发出跳闸指令跳开相应故障点，造成断路器拒动，扩大事故影响范围，危

及整个电力系统安全。近年来因直流电源出现问题导致电力系统重大事故的案例时有发

生,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2016年6月18日，陕西330kV南郊变电站在电缆

沟着火后，站内直流系统出现异常，保护装置、安全自动装置无法运行导致事故扩大，最终

造成3台主变烧毁，8座110kV变电站失压，损失负荷28万千瓦，事故暴露出直流电源系统在

运维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失、在直流系统监控全覆盖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0003] 变电站直流蓄电池组一般采用串接方式备用供电，当直流主供站用交流失电或直

流充电模块故障，备用供电的蓄电池组便承担全站直流负荷，如果此时蓄电池组中存在单

体蓄电池开路或蓄电池组脱离母线，将直接造成直流母线失压，此时发生故障将会导致保

护装置拒动，断路器无法将故障隔离、扩大事故范围，发生类似330kV南郊变主变烧毁、大面

积停电的重大恶性事故，因此提供一种能够及时将开路蓄电池跨接的装置及远程的监测装

置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

监控系统，借助远程服务器收集由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上传的直流电源充电模块

及蓄电池运行状态的数据，方便人员对现场情况的监视，保证电站运行的正常进行。

[0005] 本发明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6] 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包括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及远程服务

器，所述的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与远程服务器通信连接，所述的直流电源远程一

体化监测装置包括监测组件、工控机及与工控机通信连接的DTU无线终端，所述的DTU无线

终端与远程服务器借助无线信号建立通信连接，所述的监测组件包括与工控机通信连接的

蓄电池跨接装置及电压监测终端，所述的电压监测终端的电压信号输入端与串接在蓄电池

直流母线上的分流器连接。

[0007] 所述的远程服务器还借助交换机连接有多台电脑。

[0008] 所述的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还包括与工控机通讯连接的充电模块，所述

的充电模块的电能输出端与蓄电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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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的蓄电池跨接装置包括单片机、跨接电路及警报电路，所述的跨接电路包括

跨接二极管D1及与跨接二极管D1串联的电流传感器，所述的单片机与电流传感器的输出端

电连接，所述的单片机的控制端与警报电路连接。

[0010] 所述的警报电路包括驱动电路及报警器，所述的驱动电路借助继电器KM控制报警

器通断，所述的驱动电路包括使能模块及开关模块，

[0011] 所述的使能模块包括依次串接的第一电阻R1、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及第一三

极管Q1，所述的第一电阻R1串接在单片机的控制端，第三电阻R3与第一三极管Q1的基极连

接，第二电阻R2与第三电阻R3串接的节点与第一三极管Q1的发射极连接，第一三极管Q1的

集电极与开关模块连接。

[0012] 所述的开关模块包括依次串接的第四电阻R4、第五电阻R5及第二三极管Q2，第四

电阻R4与第一三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第五电阻R5与第二三极管Q2的基极连接，第二三极

管Q2的发射极接地，第二三极管Q2的集电极与电源之间串联有继电器KM的线圈。

[0013] 所述的第一三极管Q1为PNP型三极管，所述的第二三极管Q2为NPN型三极管。

[0014] 所述的第二电阻R2与第三电阻R3串接形成的串联电路还并联有第一电容C1。

[0015] 所述的第五电阻R5与第四电阻R4的连接节点与第二三极管Q2的发射极之间串联

有第二电容C2，所述的继电器KM的线圈还并联有第二二极管D2，第二二极管D2的导通方向

与继电器KM的电流方向反向设置。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本发明采用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及远程服务器，实现针对电站现场的直

流电源的状态监测，借助远程服务器收集由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上传的直流电源

充电模块及蓄电池运行状态的数据，方便人员对现场情况的监视，保证电站运行的正常进

行。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系统的原理框图。

[0019] 图2为跨接电路的原理图。

[0020] 图3为警报电路的原理图。

[0021] 附图中，1、远程服务器，2、工控机，3、DTU无线终端，4、蓄电池跨接装置，5、电压监

测终端，6、分流器，7、交换机，8、电脑，9、充电模块，10、单片机，11、电流传感器，12代表报警

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3] 具体实施例如图1到图3所示，本发明为一种单体蓄电池开路在线监控系统，包括

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及远程服务器1，所述的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与远

程服务器1通信连接，所述的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包括监测组件、工控机2及与工

控机2通信连接的DTU无线终端3，所述的DTU无线终端3与远程服务器1借助无线信号建立通

信连接，所述的监测组件包括与工控机2通信连接的蓄电池跨接装置4及电压监测终端5，所

述的电压监测终端5的电压信号输入端与串接在蓄电池直流母线上的分流器6连接，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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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监测终端5为具有串口通信功能的数字式电压表。本发明通过远程服务器收集由直流

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上传的直流电源充电模块及蓄电池运行状态的数据，方便人员对

现场情况的监视，保证电站运行的正常进行，所述的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设置在

电站现场，由工控机高度集成为一体系统，维护方便，大大提升了电站巡检、维护能力。

[0024] 进一步的，如图1所示，所述的远程服务器1还借助交换机7连接有多台电脑8。远程

监控人员通过电脑8能够及时了解现场的直流电源运行状态。

[0025] 进一步的，所述的直流电源远程一体化监测装置还包括与工控机2通讯连接的充

电模块9，所述的充电模块9的电能输出端与蓄电池连接。充电模块9是为变电站所配备的蓄

电池充电机，在蓄电池电能不足的情况下对蓄电池进行充能，设置的工控机2借助充电模块

9的通信接口进行连接，将充电信息进行收集，便于监控。

[0026] 因蓄电池是串联工作方式，任何一只蓄电池开路，整条蓄电池组电流回路就要断

开，将造成直流母线失电，保护装置拒动的严重后果，因此，进一步的，所述的直流电源远程

一体化监测装置还包括有蓄电池跨接装置4，所述的蓄电池跨接装置4与工控机2通信连接。

[0027] 所述的蓄电池跨接装置4包括单片机10、跨接电路及警报电路，所述的跨接电路包

括跨接二极管D1及与跨接二极管D1串联的电流传感器11，所述的单片机10与电流传感器11

的输出端电连接，所述的单片机10的控制端与警报电路连接。当电流传感器11检测到电流

后默认是跨接二极管D1导通，说明此时该蓄电池跨接装置4所跨接的蓄电池发生故障，跨接

生效，通过单片机10判定电流传感器11检测到电流信号后，单片机10上传报警信号到工控

机2，由工控机2上报远程服务器，现场这边由单片机10启动警报电路对现场的工作人员进

行提示，提醒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维修，避免事故扩大。

[0028] 本发明的蓄电池跨接装置4的跨接电路无需工作电源，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使

用时只需反向并联于蓄电池两端，一旦蓄电池极性反转，二极管自动导通，无时间间隙。

[0029] 进一步的，所述的警报电路包括驱动电路及报警器12，本发明所采用的报警器12

为大功率报警器，所述的驱动电路借助继电器KM控制报警器12通断，所述的驱动电路包括

使能模块及开关模块，

[0030] 所述的使能模块包括依次串接的第一电阻R1、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及第一三

极管Q1，所述的第一电阻R1串接在单片机10的控制端，第三电阻R3与第一三极管Q1的基极

连接，第二电阻R2与第三电阻R3串接的节点与第一三极管Q1的发射极连接，第一三极管Q1

的集电极与开关模块连接。

[0031] 所述的开关模块包括依次串接的第四电阻R4、第五电阻R5及第二三极管Q2，第四

电阻R4与第一三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第五电阻R5与第二三极管Q2的基极连接，第二三极

管Q2的发射极接地，第二三极管Q2的集电极与电源之间串联有继电器KM的线圈。

[0032] 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当单片机10的控制端即IO口输出高电平后，第二电阻R2

与第三电阻R3由于串联分压，此时第一三极管Q1基极电压低于发射极电压，第一三极管Q1

导通，借助该部分的使能电路提高了单片机10控制端的负载能力，随后第二三极管Q2基极

上电，第二三极管Q2导通，使得继电器KM的线圈上电，经过使能模块及开关模块的共同驱

动，既能够提高单片机的负载能力，又提高了开关模块的受控精确度，又保证了较大功率的

继电器KM线圈能够顺利接通。

[0033]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三极管Q1为PNP型三极管，所述的第二三极管Q2为NPN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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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管。

[0034]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二电阻R2与第三电阻R3串接形成的串联电路还并联有第一电

容C1。借助第一电容C1消除单片机10的IO输出电平的尖波等杂波，提高信号质量，当第一电

容C1逐渐充电后，第一三极管Q1逐渐导通，避免突变，所述的第五电阻R5与第四电阻R4的连

接节点与第二三极管Q2的发射极之间串联有第二电容C2，所述的继电器KM的线圈还并联有

第二二极管D2，第二二极管D2的导通方向与继电器KM的电流方向反向设置。第二电容C2也

起到类似作用，避免了控制继电器KM的大电流的直接接入，提高了电路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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