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46131.7

(22)申请日 2018.11.29

(71)申请人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

路757号

    申请人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

(72)发明人 王啸峰　陈滔　张凯　兰炜　

刘慧娟　裴星宇　李建标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粤高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102

代理人 刘瑶云

(51)Int.Cl.

G01R 31/327(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高压开关的技术领域，更具体

地，涉及一种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测试

装置包括测试主体、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和

测速传感器，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测速传

感器与测试主体连接；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

监测的信息无线传送至测试主体，无线双端接地

钳型传感器与断路器串联于电缆上；测速传感器

设于断路器上，测速传感器包括用于直线速度与

角速度转换的变换附件。通过安装无线双端接地

钳型传感器检测断路器分合闸时间并无线传输

至测试主体，通过安装速度传感器及变换附件检

测断路器旋转角度并传输至测试主体，不拆接地

线的情况下，同时测试断路器分合闸时间及断路

器分合闸旋转角度，测试重复性好、准确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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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所述断路器设于电缆上，所述电缆通过第一接地

开关、第二接地开关与地网连接；特征在于，所述测试装置包括测试主体、用于检测断路器

分合闸时间的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和用于检测断路器分合闸旋转角度的测速传感器，

所述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测速传感器与测试主体连接；所述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

器监测的信息无线传送至测试主体，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与断路器串联于电缆上；所

述测速传感器设于断路器上，所述测速传感器包括用于直线速度与角速度转换的变换附

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双端接地

钳型传感器包括信号连接的脉冲信号激励源及脉冲信号接收器，所述脉冲信号激励源、脉

冲信号接收器设于电缆上，所述脉冲信号接收器连接有与测试主体连接的无线射频接收

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脉冲信号激励

源设置于电压输出钳上，所述脉冲信号接收器设置于电流输入钳上，所述电压输出钳、电流

输入钳夹设于电缆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脉冲信号激励

源与测试主体间连接有信号发生模块，所述脉冲信号接收器与测试主体之间连接有A/D模

数转换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变换附件包括

将断路器直线速度转换为角速度的转角器、与转角器连接的移动滑臂以及内壁与移动滑臂

接触的移动滑体，所述移动滑体的一端连接于电源的输入端，移动滑体的另一端接地，所述

移动滑臂的旋转中心连接有与测试主体连接的信号输出端。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试主体包括控制主单元、与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连接的无线射频传输模块以及与速度

传感器连接的数据接口，所述无线射频传输模块、数据接口均与控制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主体包括

壳体以及设于壳体上的显示模块、按键模块、USB通信接口，所述显示模块连接于控制主单

元的输出端，按键模块连接于控制主单元的输入端，所述USB通信接口与控制主单元双向通

讯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主单元的

输入端连接有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连接有电压输出控制单元。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主单元的

输出端连接有动态数据存储模块以及FLASH存储模块。

10.根据权利要求6至9任一项所述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主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有用于打印测试结果的打印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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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压开关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断路器是变电站中的重要设备，在系统发生接地或短路故障时，断路器用来断开

故障电流，从而最大限度保证站内设备不受故障电流侵害，减少负荷损失。定期开展断路器

特性检修，早期发现断路器缺陷，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十分必要且重要。现场断路器停电

后，双端均悬挂接地线，传统测试方式需要至少拆除一端接地线方可工作，而拆除接地线需

要检修工作负责人与运行许可人联系，方可拆除，联系复杂耗时，恢复也需要重新履行相应

手续，相当繁琐；工作中需要拆除接地线、悬挂测试线，拆除过程繁重危险，还有可能引发人

身、电网事故。

[0003] 传统的机械特性测试仪测试时，需要将一次接线连接到接地开关的端口的两侧，

因此要求断路器端口至少一侧处于开路状态才能进行。部分组合电器开关由于断路器两侧

无引出点，需要母线停电并进行解锁操作，用相邻出线间隔进行试验，其中会涉及停电困

难，增加安全风险等问题。而部分断路器为了满足测试条件至少一侧处于开路状态，需要进

行高空解线工作，增加了工作量和安全风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

在不拆接地线的情况下测量测试开关分合闸测试时间及旋转角度，提高现场测试的效率，

避免拆装接地线带来的安全隐患。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所述断路器设于电缆上，所述电缆通过第一接

地开关、第二接地开关与地网连接；所述测试装置包括测试主体、用于检测开关分合闸时间

的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和用于检测开关分合闸转角的测速传感器，所述无线双端接地

钳型传感器、测速传感器与测试主体连接；所述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监测的信息无线

传送至测试主体，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与断路器串联于电缆上；所述测速传感器设于

断路器上，所述测速传感器包括用于直线速度与角速度转换的变换附件。

[0006] 本发明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通过安装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检测断

路器分合闸时间并无线传输至测试主体，通过安装速度传感器及变换附件检测断路器旋转

角度并传输至测试主体，不拆接地线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测试断路器分合闸时间及断路器

分合闸旋转角度；通过多路传感器提高双端接地开关的机械特性检测信号灵敏度，并且检

测的信号数据自动传送至测试主体，保证整个测量过程的自动化，操作方便简单。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包括信号连接的脉冲信号激励源及脉冲

信号接收器，所述脉冲信号激励源、脉冲信号接收器设于电缆上，所述脉冲信号接收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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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测试主体连接的无线射频接收器。断路器、电缆、地网、第一接地开关、第二接地开关组

成一个通流体，该通流体的闭合和断开是依靠断路器的分合闸操作实现；在测试时，脉冲信

号激励源产生20KHz以上的脉冲矩形波，当该通流体闭合时，脉冲信号接收器中就会产生对

应的感应电流。而根据感应电流的产生和消灭时刻测量可对应断路器的关合和断开时刻。

脉冲信号接收器接收的感应电流信号通过无线射频接收器传送至测试主体进行分析处理

得到断路器分合闸时间。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脉冲信号激励源设置于电压输出钳上，所述脉冲信号接收器设置

于电流输入钳上，所述电压输出钳、电流输入钳夹设于电缆上。通过电压输出钳、电流输入

钳将脉冲信号激励源、脉冲信号接收器夹持于电缆上，操作简便；且可借助绝缘杆在地面安

装，无需高空作业的方式来安装，安装方便快捷，提高工作效率，避免高空作业的安全隐患。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脉冲信号激励源与测试主体间连接有信号发生模块，所述脉冲信

号接收器与测试主体之间连接有A/D模数转换模块。通过测试主体控制脉冲信号激励源的

脉冲信号发生与否，通过A/D模数转换模块的设置将脉冲信号接收器接收的电流信号转化

为数字信号。

[0010] 进一步地，变换附件包括将断路器直线速度转换为角速度的转角器、与转角器连

接的移动滑臂以及内壁与移动滑臂接触的移动滑体，所述移动滑体的一端连接于电源的输

入端，移动滑体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移动滑臂的旋转中心连接有与测试主体连接的信号输

出端。断路器的直线速度通过转角器转化为角速度，转角器带动移动滑臂在移动滑体内绕

旋转中心转动，移动滑臂及移动滑体构成一个变阻器，可通过测试变阻器在断路器分合闸

过程中阻值的变化计算分析得到断路器分合闸的旋转角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测试主体包括控制主单元、与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连接的无

线射频传输模块以及与速度传感器连接的数据接口，所述无线射频传输模块、数据接口均

与控制器连接。无线射频传输模块接收来自无线射频接收器传送的断路器分合闸时间信

号，数据接口用于接收来自信号输出端的断路器分合闸旋转角度信号，断路器分合闸时间

信号及断路器分合闸旋转角度信号均传输至控制主单元进行分析处理。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测试主体包括壳体以及设于壳体上的显示模块、按键模块、USB通

信接口，所述显示模块连接于控制主单元的输出端，按键模块连接于控制主单元的输入端，

所述USB通信接口与控制主单元双向通讯连接。显示模块用于显示断路器分合闸时间、断路

器分合闸旋转角度等断路器特性参数，按键模块用于向控制主单元发送指令控制测试过

程，USB通信接口的设置便于测试主体存储的数据与其他设备的交互。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主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有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连接有电压

输出控制单元。本发明的电源模块为数控恒压开关电源模块，可为测试装置各组成元器件

提供稳定的电源。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主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有动态数据存储模块以及FLASH存储模

块。动态数据存储模块和FLASH存储模块用于测试结果的存储，便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和分

析。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主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有用于打印测试结果的打印单元。通过

打印单元将测试结果打印出来。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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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发明在不拆接地线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测试断路器分合闸时间及断路器分合闸

旋转角度，通过多路传感器提高双端接地开关的机械特性检测信号灵敏度，提高测试的准

确度，节约工作时间，提高安全系数，简化试验流程；

（2）本发明通过电压输出钳、电流输入钳将脉冲信号激励源、脉冲信号接收器夹持于电

缆上，操作简便；且可借助绝缘杆在地面安装，无需高空作业的方式来安装，安装方便快捷，

提高工作效率，避免高空作业的安全隐患；

（3）本发明通过变换附件将断路器的直线速度通过转角器转化为角速度，测试分析得

到断路器分合闸的旋转角度。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测试主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的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示意图。

[0019] 图3为便携式断路器特性测试装置的变换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1-断路器；2-电缆；3-第一接地开关；4-第二接地开关；5-地网；61-控制主

单元；62-无线射频传输模块；63-数据接口；64-显示模块；65-按键模块；66-  USB通信接口；

67-电源模块；68-动态数据存储模块；69-FLASH存储模块；7-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71-

脉冲信号激励源；72-脉冲信号接收器；73-无线射频接收器；74-电压输出钳；75-电流输入

钳；76-信号发生模块；77-A/D模数转换模块；8-测速传感器；9-变换附件；91-转角器；92-移

动滑臂；93-移动滑体；94-信号输出端。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其中，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

表示的仅是示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实

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本领域技术人员

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0022] 本发明实施例的附图中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的部件；在本发明的描

述中，需要理解的是，若有术语“上”、“下”、“左”、“右”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

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

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附图中描述位置关系的

用语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的具体含义。

实施例

[0023] 如图1至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便携式断路器1特性测试装置的实施例，断路器1设于

电缆2上，电缆2通过第一接地开关3、第二接地开关4与地网5连接；测试装置包括测试主体、

用于检测断路器1分合闸时间的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7和用于检测断路器1分合闸旋转

角度的测速传感器8，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7、测速传感器8与测试主体连接；无线双端

接地钳型传感器7监测的信息无线传送至测试主体，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7与断路器1

串联于电缆2上；测速传感器8设于断路器1上，测速传感器8包括用于直线速度与角速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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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变换附件9。

[0024] 如图2所示，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7包括信号连接的脉冲信号激励源71及脉冲

信号接收器72，脉冲信号激励源71、脉冲信号接收器72设于电缆2上，脉冲信号接收器72连

接有与测试主体连接的无线射频接收器73。本实施例在实施时，断路器1、电缆2、地网5、第

一接地开关3、第二接地开关4组成一个通流体，该通流体的闭合和断开是依靠断路器1的分

合闸操作实现；在测试时，脉冲信号激励源71产生20KHz以上的脉冲矩形波，当该通流体闭

合时，脉冲信号接收器72中就会产生对应的感应电流。而根据感应电流的产生和消灭时刻

测量可对应断路器1的关合和断开时刻。脉冲信号接收器72接收的感应电流信号通过无线

射频接收器73传送至测试主体进行分析处理得到断路器1分合闸时间。

[0025] 其中，脉冲信号激励源71设置于电压输出钳74上，脉冲信号接收器72设置于电流

输入钳75上，电压输出钳74、电流输入钳75夹设于电缆2上；通过电压输出钳74、电流输入钳

75将脉冲信号激励源71、脉冲信号接收器72夹持于电缆2上，操作简便；且可借助绝缘杆在

地面安装，无需高空作业的方式来安装，安装方便快捷，提高工作效率，避免高空作业的安

全隐患。脉冲信号激励源71与测试主体间连接有信号发生模块76，脉冲信号接收器72与测

试主体之间连接有A/D模数转换模块77；通过测试主体控制脉冲信号激励源71的脉冲信号

发生与否，通过A/D模数转换模块77的设置将脉冲信号接收器72接收的电流信号转化为数

字信号。

[0026] 如图3所示，变换附件9包括将断路器1直线速度转换为角速度的转角器91、与转角

器91连接的移动滑臂92以及内壁与移动滑臂92接触的移动滑体93，移动滑体93的一端连接

于电源的输入端，移动滑体93的另一端接地，移动滑臂92的旋转中心连接有与测试主体连

接的信号输出端94。本实施例在实施时，断路器1的直线速度通过转角器91转化为角速度，

转角器91带动移动滑臂92在移动滑体93内绕旋转中心转动，移动滑臂92及移动滑体93构成

一个变阻器，可通过测试变阻器在断路器1分合闸过程中阻值的变化计算分析得到断路器1

分合闸的旋转角度。

[0027] 如图1所示，测试主体包括控制主单元61、与无线双端接地钳型传感器7连接的无

线射频传输模块62以及与速度传感器连接的数据接口63，无线射频传输模块62、数据接口

63均与控制器连接；无线射频传输模块62接收来自无线射频接收器73传送的断路器1分合

闸时间信号，数据接口63用于接收来自信号输出端94的断路器1分合闸旋转角度信号，断路

器1分合闸时间信号及断路器1分合闸旋转角度信号均传输至控制主单元61进行分析处理。

其中，测试主体包括壳体以及设于壳体上的显示模块64、按键模块65、USB通信接口66，显示

模块64连接于控制主单元61的输出端，按键模块65连接于控制主单元61的输入端，USB通信

接口66与控制主单元61双向通讯连接。

[0028] 其中，控制主单元61的输入端连接有电源模块67，电源模块67连接有电压输出控

制单元；本实施例的电源模块67为数控恒压开关电源模块67，可为测试装置各组成元器件

提供稳定的电源。控制主单元61的输出端连接有动态数据存储模块68以及FLASH存储模块

69，用于测试结果的存储，便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控制主单元61的输出端连接有打印

单元，通过打印单元将测试结果打印出来。

[0029]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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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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