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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剩余电流动作断路

器性能检测装置，属于电力领域，解决了现有技

术中动作灵敏度不高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

方案主要是智能控制终端包括市电电源模块、蓄

电池、第一通信模块、第一处理器、第一存储器、

人机交互模块和时钟芯片，第一处理器包括主处

理器和协处理器，主处理器分别与第一存储器、

时钟芯片电连接且均实现双向传输数据，协处理

器与主处理器电连接并实现双向传输数据，协处

理器与人机交互模块电连接用于接收或发送人

机交互信息，第一通信模块与协处理器电连接并

实现双向传输数据。本实用新型主要用于提高动

作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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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包括低压配电柜母排、智能控制终端、剩余

电流动作断路器、电流互感器、漏保试跳装置、接地体和熔断器，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上端

的N/A/B/C端子分别与低压配电柜母排的N/A/B/C端子电连接，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下端的

N/A/B/C端子经电流互感器与熔断器电连接，智能控制终端的N/A/B/C端子分别与剩余电流

动作断路器上端的N/A/B/C端子电连接，智能控制终端与漏保试跳装置电连接为漏保试跳

装置供电，漏保试跳装置下端的N/A/B/C端子分别与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下端的N/A/B/C端

子电连接并位于电流互感器的上游，漏保试跳装置的接地端子与接地体电连接，智能控制

终端与漏保试跳装置、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通过RS485实现本地通信，其特征在于，所述智

能控制终端包括市电电源模块、蓄电池、第一通信模块、第一处理器、第一存储器、人机交互

模块和时钟芯片，第一处理器包括主处理器和协处理器，主处理器分别与第一存储器、时钟

芯片电连接且均实现双向传输数据，协处理器与主处理器电连接并实现双向传输数据，协

处理器与人机交互模块电连接用于接收或发送人机交互信息，第一通信模块与协处理器电

连接并实现双向传输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

信模块包括RS485、GPRS模块和GSM模块，RS485分别与漏保试跳装置、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通信连接，GPRS模块用于和服务器远程通信来接收或发送数据，GSM模块用于和手机终端通

信来接收或发送短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市电电

源模块包括直流输出电路、充电电路和供电电路，直流输出电路与漏保试跳装置的电源输

入端电连接来供电，充电电路与蓄电池电连接为蓄电池充电，供电电路与第一处理器电连

接来供电，蓄电池与第一处理器电连接并在市电电源模块断电后为第一处理器供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人机交

互模块包括用于输入人机交互信息的键盘和用于输出人机交互信息的显示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漏保试

跳装置包括直流电源电路、RS485通讯模块、第二处理器、阻抗选择继电器组、相位选择继电

器组、三相四线电源输入、电压采样电路和电流采样电路，直流电源电路的输入端作为漏保

试跳装置的电源输入端与直流输出电路电连接为RS485通讯模块供电，RS485通讯模块与第

一通信模块连接通信并与第二处理器双向传输数据，三相四线电源输入通过电压采样电路

与第二处理器电连接并向第二处理器输送电压数据，电流采样电路与第二处理器电连接并

向第二处理器输送电流数据，第二处理器、阻抗选择继电器组、相位选择继电器组依次电连

接，相位选择继电器组的输出端作为漏保试跳装置的接地端子与接地体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流电

源电路的输入电压为12V，经降压至3.3V后连接至RS485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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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领域，特别是一种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农村低压电网分级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是减少或防止发生人身触电伤亡事

故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防止由漏电引起电气火灾和电气设备损坏的技术措施。多年来，剩

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推广应用已遍及全国各地，从家庭、企业和供电企业都在使用，特别是供

电企业近年来所安装的智能型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为供电企业在运行维护工作中减轻了

较多的压力。低压电网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动作特性检测是供电企业配电设备运行维护

的重点工作，提高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的动作灵敏度是直接防止人身触电伤

亡事故最有效的防御技术措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提

高动作灵敏度。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

能检测装置，包括低压配电柜母排、智能控制终端、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电流互感器、漏保

试跳装置、接地体和熔断器，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上端的N/A/B/C端子分别与低压配电柜母

排的N/A/B/C端子电连接，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下端的N/A/B/C端子经电流互感器与熔断器

电连接，智能控制终端的N/A/B/C端子分别与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上端的N/A/B/C端子电连

接，智能控制终端与漏保试跳装置电连接为漏保试跳装置供电，漏保试跳装置下端的N/A/

B/C端子分别与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下端的N/A/B/C端子电连接并位于电流互感器的上游，

漏保试跳装置的接地端子与接地体电连接，智能控制终端与漏保试跳装置、剩余电流动作

断路器通过RS485实现本地通信，智能控制终端包括市电电源模块、蓄电池、第一通信模块、

第一处理器、第一存储器、人机交互模块和时钟芯片，第一处理器包括主处理器和协处理

器，主处理器分别与第一存储器、时钟芯片电连接且均实现双向传输数据，协处理器与主处

理器电连接并实现双向传输数据，协处理器与人机交互模块电连接用于接收或发送人机交

互信息，第一通信模块与协处理器电连接并实现双向传输数据。

[0005]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通信模块包括RS485、GPRS模块和GSM模块，RS485分别与漏保

试跳装置、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通信连接，GPRS模块用于和服务器远程通信来接收或发送

数据，GSM模块用于和手机终端通信来接收或发送短信。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市电电源模块包括直流输出电路、充电电路和供电电路，直流输出

电路与漏保试跳装置的电源输入端电连接来供电，充电电路与蓄电池电连接为蓄电池充

电，供电电路与第一处理器电连接来供电，蓄电池与第一处理器电连接并在市电电源模块

断电后为第一处理器供电。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人机交互模块包括用于输入人机交互信息的键盘和用于输出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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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信息的显示器。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漏保试跳装置包括直流电源电路、RS485通讯模块、第二处理器、阻

抗选择继电器组、相位选择继电器组、三相四线电源输入、电压采样电路和电流采样电路，

直流电源电路的输入端作为漏保试跳装置的电源输入端与直流输出电路电连接为RS485通

讯模块供电，RS485通讯模块与第一通信模块连接通信并与第二处理器双向传输数据，三相

四线电源输入通过电压采样电路与第二处理器电连接并向第二处理器输送电压数据，电流

采样电路与第二处理器电连接并向第二处理器输送电流数据，第二处理器、阻抗选择继电

器组、相位选择继电器组依次电连接，相位选择继电器组的输出端作为漏保试跳装置的接

地端子与接地体电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直流电源电路的输入电压为12V，经降压至3.3V后连接至RS485通

讯模块。

[001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智能控制终端采用主处理器和

协处理器组成的双处理器设计，协处理器主要负责数据通讯，包括通过第一通信模块接收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漏电试跳装置推送的数据及控制指令下达、生成报警信息上报、暂存

各类采集数据等；主处理器负责对接收的数据包进行解压、分类、计算、分析，对已完成的数

据推送至第一存储器内存储，按900秒任务表整理和打包上报数据至服务器，一来可以提高

智能控制终端的数据整理、计算和判断程序执行速度，提高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

装置的动作灵敏度；二来可以满足快速采集数据、接收、分析和存储的要求；三来可以实现

数据暂存，避免采集数据丢失。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的电路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智能控制终端的组成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漏保试跳装置的组成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性能检测装置，包括低压配

电柜母排1、智能控制终端2、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电流互感器4、漏保试跳装置5、接地体6

和熔断器7，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上端的N/A/B/C端子分别与低压配电柜母排1的N/A/B/C

端子电连接，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下端的N/A/B/C端子经电流互感器4与熔断器7电连接，

智能控制终端2的N/A/B/C端子分别与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上端的N/A/B/C端子电连接，智

能控制终端2与漏保试跳装置5的电源输入端电连接为漏保试跳装置5供电，漏保试跳装置5

下端的N/A/B/C端子分别与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下端的N/A/B/C端子电连接并位于电流互

感器4的上游，漏保试跳装置5的接地端子与接地体6电连接，智能控制终端2与漏保试跳装

置5、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通过RS485实现本地通信，结合图2看，智能控制终端2包括市电

电源模块21、蓄电池22、第一通信模块、第一处理器、第一存储器26、人机交互模块和时钟芯

片28，第一处理器包括主处理器241和协处理器242，主处理器241分别与第一存储器26、时

钟芯片28电连接且均实现双向传输数据，协处理器242与主处理器241电连接并实现双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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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数据，协处理器242与人机交互模块电连接用于接收或发送人机交互信息，第一通信模块

与协处理器242电连接并实现双向传输数据。

[0016] 在本实用新型中，智能控制终端2采用主处理器241和协处理器242组成的双处理

器设计，协处理器242主要负责数据通讯，包括通过第一通信模块接收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3、漏电试跳装置推送的数据及控制指令下达、生成报警信息上报、暂存各类采集数据等；主

处理器241负责对接收的数据包进行解压、分类、计算、分析，对已完成的数据推送至第一存

储器26内存储，按900秒任务表整理和打包上报数据至服务器，一来可以提高智能控制终端

2的数据整理、计算和判断程序执行速度，提高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性能检测装置的动作

灵敏度；二来可以满足快速采集数据、接收、分析和存储的要求；三来可以实现数据暂存，避

免采集数据丢失。

[0017]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通信模块包括RS485、GPRS模块231和GSM模块232，RS485分别

与漏保试跳装置5、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通信连接，GPRS模块231用于和服务器远程通信来

接收或发送数据，GSM模块232用于和手机终端通信来接收或发送短信。GPRS模块231主要负

责智能控制终端在900秒正常采集数据上报、接收服务器各类指令、上报实时故障报警信

息；GSM模块232负责发送各类配电设备检测结果、突发故障生成的短信告警内容、利用远程

编辑短信控制或查询智能控制终端2数据与配电设备运行状态；遇突发故障生成的报警信

息，则通过GPRS模块231和GSM模块232双向同步传送，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当GPRS网络不稳

定时，传送紧急信息不会丢失；二是出现单一通讯模块故障时，可通过另一通讯模块传递报

警信息；三是对重要数据可采用不同通讯模块获取复核；四是重要指令不能下达时，可切换

通讯方式传送指令。

[0018] 由于智能控制终端2与漏保试跳装置5、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通过RS485实现本地

通信，智能控制终端2每2秒完成对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的A/B/C相电压、A/B/C相电流、剩

余电流和开关量的数据采集；收集的数据相隔900秒通过GPRS模块231向服务器推送一次。

可以通过智能控制终端2通讯故障诊断方法来实现通讯故障诊断，具体如下：

[0019] S1：启动故障诊断程序；

[0020] S2：利用900秒间隔的数据上传及服务器应答信息对智能控制终端2的GPRS模块

231进行通讯故障判断，应答正常，GPRS模块231正常，否则，协处理器242生成“××公变×

×终端GPRS模块疑似故障”短信内容推送至GSM模块232发送给运维人员；

[0021] S3：根据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每2秒上报的A/B/C相电压、A/B/C相电流、剩余电流

和开关量数据包上报智能控制终端2的次数进行判断，如果出现每小时采集数据次数少于9

次或每天采集数据次数低于216次，由协处理器242生成“××公变×号剩余电流动作断路

器RS485通讯疑似连接松动故障”短信内容经GPRS模块231和GSM模块232双向传送，如果在6

小时内采集数据次数为零，则生成“××公变×号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S485通讯连接故

障”。

[0022] S4：每天4时和12时，智能控制终端2检索第一存储器26中GSM模块232的推送记录，

如果上日15时～当日2时有发送短信记录，则跳过GSM模块232故障诊断环节，否则进入S5。

[0023] S5：智能控制终端2主处理器241编辑“GSM模块故障诊断”短信经协处理器242推送

至GSM模块232发送至智能控制终端2第1位储备手机号码的手机上，并通过移动公司短信自

动回复功能，如果智能控制终端2收到“1”的回复短信，说明GSM模块232正常，否则由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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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242生成“××公变××终端GSM模块故障”信息经GPRS模块231推送至服务器故障报警界

面。

[0024] S6：漏保试跳装置5在未接收到智能控制终端2推送对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进行

性能检测任务或辅助对配电设备进行故障诊断时，RS485的通讯端口为休眠期，每天4时和

12时，如果上日15时～当日2时有发生性能检测任务或辅助故障诊断记录时，终止本次

RS485通讯端口故障诊断，否则，由主处理器241生成召测漏保试跳装置5的A/B/C相电压数

据指令推送给协处理器242，由协处理器242推送经RS485通讯端口激活漏保试跳装置5的A/

B/C相电压数据采集并上报，然后由智能控制终端2对内置采集的A/B/C相电压数据进行对

比，两电压数据误差较小为通讯正常，如果出现未接收到上报数据或数据误差较大，则协处

理器242生成“××公变×号漏保试跳装置RS485通讯疑似连接故障”短信内容经GPRS模块

231和GSM模块232双向同步传送。

[0025] 为了智能控制终端2和漏保试跳装置5能够长期可靠运行，在本实施例中，市电电

源模块21包括直流输出电路、充电电路和供电电路，直流输出电路与漏保试跳装置5的电源

输入端电连接来供电，充电电路与蓄电池22电连接为蓄电池22充电，供电电路与第一处理

器电连接来供电，蓄电池22与第一处理器电连接并在市电电源模块21断电后为第一处理器

供电。

[0026] 人机交互模块包括用于输入人机交互信息的键盘271和用于输出人机交互信息的

显示器272。

[0027] 见图3，漏保试跳装置5包括直流电源电路51、RS485通讯模块52、第二处理器53、阻

抗选择继电器组54、相位选择继电器组55、三相四线电源输入56、电压采样电路57和电流采

样电路58，直流电源电路51的输入端作为漏保试跳装置5的电源输入端与直流输出电路电

连接并且为RS485通讯模块供电，RS485通讯模块与第一通信模块连接通信并与第二处理器

53双向传输数据，三相四线电源输入56通过电压采样电路57与第二处理器53电连接并向第

二处理器53输送电压数据，电流采样电路58与第二处理器53电连接并向第二处理器53输送

电流数据，第二处理器53、阻抗选择继电器组54、相位选择继电器组55依次电连接，相位选

择继电器组55的输出端作为漏保试跳装置5的接地端子与接地体6电连接。

[0028] 直流电源电路51的输入电压为12V，经降压至3.3V后连接至RS485通讯模块52。当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进行性能检测时，不管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3动作前后，都不会影响

漏保试跳装置5正常供电。

[0029] 除上述优选实施例外，本实用新型还有其他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

据本实用新型作出各种改变和变形，只要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

权利要求书中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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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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