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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系统，

包括集中器和检测装置，所述集中器设于配电网

总线上，所述检测装置设于户表内，所述检测装

置包括电源电路、掉电检测电路、RF电路、微控制

器和载波电路，所述电源电路为掉电检测电路、

RF电路、微控制器和载波电路供电，微控制器分

别与RF电路、载波电路和掉电检测电路相连，所

述载波电路中包含有过零检测电路，过零检测电

路与掉电检测电路相连，所述检测装置通过载波

电路和RF电路与集中器通信。该系统的检测方法

包括零火线反接检测方法和掉电检测方法，本发

明的优点是：电路整体结构简单，成本低；采用载

波和无线双模通信，避免两种通信方式原本各自

存在的通信盲区，使系统更高速率、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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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系统，其特征是：包括集中器（1）和检测装置，所述集中器

设于配电网总线上，所述检测装置设于户表内，所述检测装置包括电源电路（6）、掉电检测

电路（4）、RF电路（7）、微控制器（3）和载波电路（2），所述电源电路为掉电检测电路、RF电路、

微控制器和载波电路供电，微控制器分别与RF电路、载波电路和掉电检测电路相连，所述载

波电路中包含有过零检测电路，过零检测电路与掉电检测电路相连，所述检测装置通过载

波电路和RF电路与集中器通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过零检测电

路包括电阻R113、R114、R115、R116、R117、电容C118、C119、C120、C104、C122、二极管D104、

D107、稳压管D105、光耦U101和三极管Q100，所述电阻R113第一端与户表进线火线L相连，电

阻R113第二端与电阻R114第一端相连，电阻R114第二端与二极管D104阳极相连，二级管

D104阴极分别与电容C118第一端、电阻R115第一端、电阻C120第一端、稳压管D105阴极和光

耦U101的发光二极管阳极相连，电容C118第二端、电阻R115第二端、电容C120第二端和稳压

管D105阳极均与零线N相连，光耦U101的发光二极管阴极与三极管  Q100集电极相连，三极

管Q100基极分别与电容C119第一端和电阻R116第一端相连，电阻R116第二端与零线N相连，

电容C119第二端分别与三极管Q100发射极和二极管D107阳极相连，二极管D107阴极与零线

N相连，光耦U101的光敏三极管集电极分别与电容C104第一端和+5V电压相连，电容C104第

二端接地GND，光耦U101的光敏三极管发射极分别与电阻R117第一端、电容C122第一端和微

控制器输入端相连，电阻R117第二端和电容C122第二端均接地GND。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掉电检测电

路包括电阻Re、电容Ce和单稳态触发器U1，所述单稳态触发器U1的A管脚接地，单稳态触发

器U1的B管脚与光耦U101的光敏三极管发射极相连，单稳态触发器U1的CLR管脚分别接+5V

电压和电阻Re第一端，电阻Re第二端分别接电容Ce第一端和单稳态触发器U1的RCext管脚

相连，电容Ce第二端与单稳态触发器U1的Cext管脚相连，单稳态触发器U1的Q管脚与微控制

器相连。

4.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是：

包括零火线反接检测方法和掉电检测方法，所述零火线反接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集中器检测总线工频过零信号，在工频过零信号到达时发送识别信号，识别信号通

过载波通信传递给检测装置；

S2：检测装置中载波电路接收识别信号并通过过零检测电路检测本地零火线过零信

号；

S3：载波电路将识别信号和本地零火线过零信号传输给微控制器；

S4：微控制器比较识别信号接收点和户表进线零火线过零信号产生时间点的时间差，

若两者吻合则零火线正接；若两者相差10ms则零火线反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掉电检测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S11:过零检测电路根据本地零火线交流电产生波形并传输给掉电检测电路；

S12:掉电检测电路根据接收的波形输出电平信号给微控制器；

S13：微控制器检测电平信号，若为高电平则没有掉电；若为低电平则发生掉电。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244172 A

2



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配电网检测，尤其涉及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低压用户中，控制开关主要用于控制火线。若电表进线火线与零线反接，会造成

用电设备的控制开关控制零线，即使在控制开关在断开的情况下，电器内部仍旧带电，带来

极大安全隐患。此问题并不会影响用户正常用电，即用户和相关部门不易发现该问题，但若

用户进行如更换灯泡、家庭电力线路维护等需要在断电情况下进行的作业时，极有可能会

对用户或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损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解决了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采用双模通信、结构简单的户表进线零火

线检测系统及方法。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系统，包

括集中器和检测装置，所述集中器设于配电网总线上，所述检测装置设于户表内，所述检测

装置包括电源电路、掉电检测电路、RF电路、微控制器和载波电路，所述电源电路为掉电检

测电路、RF电路、微控制器和载波电路供电，微控制器分别与RF电路、载波电路和掉电检测

电路相连，所述载波电路中包含有过零检测电路，过零检测电路与掉电检测电路相连，所述

检测装置通过载波电路和RF电路与集中器通信。

[0005] 集中器在工频过零信号到达时发送识别信号，识别信号经集中器调制后通过电力

线传输给载波电路，载波电路接收识解调识别信号并将解调后的识别信号传输给微控制

器；载波电路中过零检测电路检测户表进线处的过零信号并将过零信号传输给微控制器，

微控制器通过比较识别信号和过零信号判断户表进线零火线是否反接；过零检测电路还为

掉电检测电路提供检测信号，掉电检测电路利用检测信号检测是否发生停电，RF电路和载

波电路分别提供无线通信通道和载波通信通道，无线通信通道和载波通信信道能够使集中

器、反接识别装置相互通信。

[0006]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的过零检测电路包括电阻R113、R114、R115、

R116、R117、电容C118、C119、C120、C104、C122、二极管D104、D107、稳压管D105、光耦U101和

三极管Q100，所述电阻R113第一端与户表进线火线L相连，电阻R113第二端与电阻R114第一

端相连，电阻R114第二端与二极管D104阳极相连，二级管D104阴极分别与电容C118第一端、

电阻R115第一端、电阻C120第一端、稳压管D105阴极和光耦U101的发光二极管阳极相连，电

容C118第二端、电阻R115第二端、电容C120第二端和稳压管D105阳极均与零线N相连，光耦

U101的发光二极管阴极与三极管  Q100集电极相连，三极管Q100基极分别与电容C119第一

端和电阻R116第一端相连，电阻R116第二端与零线N相连，电容C119第二端分别与三极管

Q100发射极和二极管D107阳极相连，二极管D107阴极与零线N相连，光耦U101的光敏三极管

集电极分别与电容C104第一端和+5V电压相连，电容C104第二端接地GND，光耦U101的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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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极管发射极分别与电阻R117第一端、电容C122第一端和微控制器输入端相连，电阻R117

第二端和电容C122第二端均接地GND。

[0007]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的掉电检测电路包括电阻Re、电容Ce和单稳

态触发器U1，所述单稳态触发器U1的A管脚接地，单稳态触发器U1的B管脚与光耦U101的光

敏三极管发射极相连，单稳态触发器U1的CLR管脚分别接+5V电压和电阻Re第一端，电阻Re

第二端分别接电容Ce第一端和单稳态触发器U1的RCext管脚相连，电容Ce第二端与单稳态

触发器U1的Cext管脚相连，单稳态触发器U1的Q管脚与微控制器相连。该电路中单稳态触发

器在信号跳变时会输出高电平，在一定的延时后输出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在延时内再次

接收到信号跳变时，会重置高电平的延时时间，即在连续的脉冲信号的影响下，单稳态触发

器会持续输出高电平，当线路通电时，掉电检测电路接收过零检测电路发出的持续的脉冲

信号，掉电检测电路持续输出高电平，反之当线路断电时，掉电检测电路输出低电平。

[000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方法，采用上述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系

统，包括包括零火线反接检测方法和掉电检测方法，所述零火线反接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S1：集中器检测总线工频过零信号，在工频过零信号到达时发送识别信号，识别信号通

过载波通信传递给检测装置；

S2：检测装置中载波电路接收识别信号并通过过零检测电路检测本地零火线过零信

号；

S3：载波电路将识别信号和本地零火线过零信号传输给微控制器；

S4：微控制器比较识别信号接收点和户表进线零火线过零信号产生时间点的时间差，

若两者吻合则零火线正接；若两者相差10ms则零火线反接。

[000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的掉电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1:过零检测电路根据本地零火线交流电产生波形并传输给掉电检测电路；

S12:掉电检测电路根据接收的波形输出电平信号给微控制器；

S13：微控制器检测电平信号，若为高电平则没有掉电；若为低电平则发生掉电。

[0010] 本发明的优点是：电路整体结构简单，成本低；采用载波和无线双模通信，避免两

种通信方式原本各自存在的通信盲区，使系统更高速率、更稳定。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连接框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中过零检测电路的一种电路连接原理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中掉电检测电路的一种电路连接原理图。

[0014] 图4为零火线反接检测方法的一种流程示意图。

[0015] 图5为掉电检测方法的一种流程示意图。

[0016] 1-集中器  2-载波电路  3-微控制器  6-电源电路  7-RF电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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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集中器1和检测装置，所述集

中器设于配电网总线上，所述检测装置设于户表内，所述检测装置包括电源电路6、掉电检

测电路4、RF电路7、微控制器3和载波电路2，所述电源电路为掉电检测电路、RF电路、微控制

器和载波电路供电，微控制器分别与RF电路、载波电路和掉电检测电路相连，所述载波电路

中包含有过零检测电路，过零检测电路与掉电检测电路相连，所述检测装置通过载波电路

和RF电路与集中器通信。

[0019] 如图2所示，所述的过零检测电路包括电阻R113、R114、R115、R116、R117、电容

C118、C119、C120、C104、C122、二极管D104、D107、稳压管D105、光耦U101和三极管Q100，所述

电阻R113第一端与户表进线火线L相连，电阻R113第二端与电阻R114第一端相连，电阻R114

第二端与二极管D104阳极相连，二级管D104阴极分别与电容C118第一端、电阻R115第一端、

电阻C120第一端、稳压管D105阴极和光耦U101的发光二极管阳极相连，电容C118第二端、电

阻R115第二端、电容C120第二端和稳压管D105阳极均与零线N相连，光耦U101的发光二极管

阴极与三极管  Q100集电极相连，三极管Q100基极分别与电容C119第一端和电阻R116第一

端相连，电阻R116第二端与零线N相连，电容C119第二端分别与三极管Q100发射极和二极管

D107阳极相连，二极管D107阴极与零线N相连，光耦U101的光敏三极管集电极分别与电容

C104第一端和+5V电压相连，电容C104第二端接地GND，光耦U101的光敏三极管发射极分别

与电阻R117第一端、电容C122第一端和微控制器输入端相连，电阻R117第二端和电容C122

第二端均接地GND。

[0020] 如图3所示，所述的掉电检测电路包括电阻Re、电容Ce和单稳态触发器U1，所述单

稳态触发器U1的A管脚接地，单稳态触发器U1的B管脚与光耦U101的光敏三极管发射极相

连，单稳态触发器U1的CLR管脚分别接+5V电压和电阻Re第一端，电阻Re第二端分别接电容

Ce第一端和单稳态触发器U1的RCext管脚相连，电容Ce第二端与单稳态触发器U1的Cext管

脚相连，单稳态触发器U1的Q管脚与微控制器相连。

[0021] 对应的，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户表进线零火线检测方法，包括包括零火线反接检

测方法和掉电检测方法，所述零火线反接检测方法，如图4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S1：集中器检测总线工频过零信号，在工频过零信号到达时发送识别信号，识别信号通

过载波通信传递给检测装置；

S2：检测装置中载波电路接收识别信号并通过过零检测电路检测本地零火线过零信

号；

S3：载波电路将识别信号和本地零火线过零信号传输给微控制器；

S4：微控制器比较识别信号接收点和户表进线零火线过零信号产生时间点的时间差，

若两者吻合则零火线正接；若两者相差10ms则零火线反接。

[0022] 如图5所示，所述的掉电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1:过零检测电路根据本地零火线交流电产生波形并传输给掉电检测电路；

S12:掉电检测电路根据接收的波形输出电平信号给微控制器；

S13：微控制器检测电平信号，若为高电平则没有掉电；若为低电平则发生掉电。

[0023] 本实施例中，集中器检测总线过零信号在工频过零信号到达时发送识别信号，识

别信号经集中器调制后通过电力线传输给载波电路，载波电路接收识解调识别信号并将解

调后的识别信号传输给微控制器；过零检测电路检测户表进线处的过零信号并将过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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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给微控制器，微控制器通过比较识别信号和过零信号判断户表进线零火线是否反接，

若识别信号接收点和过零信号过零点相同则连接正常，若两者相差10ms则零火线反接。载

波电路为掉电检测电路提供过零信号，掉电检测电路在接收到过零信号时，向微控制器输

出高电平，表示未断电，当断电时，线路中没有交变电流，掉电检测电路接收不到脉冲信号，

掉电检测电路向微控制器输出低电平。RF电路和载波电路分别提供无线通信通道和载波通

信通道，无线通信通道和载波通信信道能够使集中器、反接识别装置相互通信。当用户设有

多级电表时，在上级电表的零火线接线状态确认后，可以以上级电表中反接识别装置采集

的过零检测信号为基准来检测下级电表零火线接线状态。

[0024]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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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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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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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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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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