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200549.3

(22)申请日 2019.02.01

(73)专利权人 天津市中力神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地址 300384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

园区（环外）海泰华科四路5号引进楼3

层

    专利权人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孙巍巍　李可佳　谭超　樊艳　

安丽婧　郝君　秦柳　郑新新　

江凌翔　刘国富　沙玉林　

(51)Int.Cl.

H02B 1/46(2006.01)

H02H 7/22(2006.01)

H02H 7/26(2006.01)

H02J 9/06(2006.01)

H02H 9/08(2006.01)

H02H 9/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

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中，箱门上设有显示装置、

指示装置和报警装置；箱体中设有第一断路器、

第二断路器、双电源转换开关、浪涌保护器、故障

电弧检测装置、第三断路器、雷击计数器、接地电

阻检测仪、电流互感器、保护控制终端和电源；显

示装置分别与保护控制终端、浪涌保护器、故障

电弧检测装置连接，保护控制终端分别与故障电

弧检测装置、雷击计数器、接地电阻检测仪和电

流互感器连接。本方案可对铁路系统进行有效的

浪涌、故障电弧、电力参数、配电异常及接地电阻

监测和防护，同时可接入铁路动力环境监测系

统，提升监测和保护的全面性，实现对铁路系统

的综合性监测及保护，提升安全性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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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包括箱门(1)和箱体(2)，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门(1)上设置有显示装置(101)、指示装置(102)和报警装置(103)；所述箱体(2)上设

置有第一进线端(201)、第二进线端(202)、接地排(214)和至少一个出线端(203)；所述箱体

(2)中设置有第一断路器(204)、第二断路器(205)、双电源转换开关(206)和至少一个第三

断路器(209)；所述第一进线端(201)、第一断路器(204)、双电源转换开关(206)和第三断路

器(209)依次通过配电线路连接；所述第二进线端(202)、第二断路器(205)、双电源转换开

关(206)和第三断路器(209)依次通过配电线路连接；还包括至少一个浪涌保护器(207)和

至少一个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所述浪涌保护器(207)并联于第一断路器(204)与双电

源转换开关(206)之间和/或的第二断路器(205)与双电源转换开关(206)之间配电线路上，

所述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设置于第一断路器(204)与双电源转换开关(206)之间和/或

的第二断路器(205)与双电源转换开关(206)之间配电线路上；还包括电流互感器(212)和

保护控制终端(213)，所述电流互感器(212)设置于双电源转换开关(206)与第二断路器

(205)之间的配电线路上，所述保护控制终端(213)与电流互感器(212)电连接，所述保护控

制终端(213)与第一断路器(204)、第二断路器(205)或第三断路器(209)中的至少一个连

接，所述保护控制终端(213)与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通信连接；还包括雷击计数器

(210)，所述雷击计数器(210)与保护控制终端(213)电连接；所述显示装置(101)分别与所

述保护控制终端(213)、浪涌保护器(207)和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通信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雷

击计数器(210)设置于所述浪涌保护器(207)与接地排(214)之间的线路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接地电阻检测仪(211)，所述接地电阻检测仪(211)与保护控制终端(213)通信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电源(215)，所述电源(215)与配电线路相连接，用于转换电压给所述显示装置(101)、指示

装置(102)、报警装置(103)、浪涌保护器(207)、保护控制终端(213)或接地电阻检测仪

(211)中的至少一个供电。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报

警装置(103)与浪涌保护器(207)、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雷击计数器(210)、接地电阻检

测仪(211)或保护控制终端(213)中的至少一个通信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指

示装置(102)与配电线路相连接，用于指示配电线路是否正常工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

护控制终端(213)包括微控制单元以及与微控制单元连接的放大器、电表芯片和通信端口。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表芯片与放大器连接，所述电表芯片还连接有电压接线端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断路器(204)、第二断路器(205)或第三断路器(209)连接有分励脱扣器和/或电动操作机

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浪涌保护器(207)包括防雷元件、热保护单元、脱扣机构、检测模块和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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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电气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

防雷配电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我国电气化铁路网络的高速发展，铁路已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

以及货运的主要工具，其安全性至关重要，对于铁路系统包括基站、直放站(区间)、区间其

他站点(信号中继站、牵引变电所、分区所、AT所、开闭所)、站内节点(信号楼、站房、公安派

出所、10KV配电所，车间工区)等电力系统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缺乏一种综

合性保护装置能够对铁路电力低压系统进行安全保护，具体地，如中国专利CN206712449U

公开了一种铁路电力低压综合保护箱，箱体中包括浪涌保护器、故障电弧检测装置等，能够

对铁路电力低压系统提供有效的故障电弧和浪涌保护，能够有效避免低压线路以及所连接

的设备遭受故障电弧和浪涌电压而可能造成的损坏，但是以上方案还缺乏对铁路电力系统

的电力参数以及各种配电异常的有效监测和保护，对铁路电力系统监测和保护不全面，依

然存在着对铁路电力低压系统工作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影响。因此为解决以上问题，本实用

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

置，以供铁路系统包括基站、直放站(区间)、区间其他站点(信号中继站、牵引变电所、分区

所、AT所、开闭所)、站内节点(信号楼、站房、公安派出所、10KV  配电所，车间工区)等场所使

用，可以对铁路电力系统进行有效的浪涌、故障电弧、电力参数、配电异常以及接地电阻监

测和防护，同时可接入铁路动力环境监测系统，实现集中监测和管理，提升工作效率，提升

监测和保护的全面性，实现对铁路系统的综合性监测及保护，提升铁路系统的可靠性和安

全性。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

装置，包括箱门和箱体，所述箱门上设置有显示装置、指示装置和报警装置；所述箱体上设

置有第一进线端、第二进线端、接地排和至少一个出线端；所述箱体中设置有第一断路器、

第二断路器、双电源转换开关和至少一个第三断路器；所述第一进线端、第一断路器、双电

源转换开关和第三断路器依次通过配电线路连接；所述第二进线端、第二断路器、双电源转

换开关和第三断路器依次通过配电线路连接；还包括至少一个浪涌保护器和至少一个故障

电弧检测装置，所述浪涌保护器并联于第一断路器与双电源转换开关之间和/或的第二断

路器与双电源转换开关之间配电线路上，由此实现对铁路电力系统进行有效的浪涌防护；

所述故障电弧检测装置设置于第一断路器与双电源转换开关之间和/或的第二断路器与双

电源转换开关之间配电线路上，由此实现对铁路电力系统进行有效的故障电弧检测和保

护；还包括电流互感器和保护控制终端，所述电流互感器设置于双电源转换开关与第二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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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器之间的配电线路上，所述保护控制终端与电流互感器电连接，所述保护控制终端与第

一断路器、第二断路器或第三断路器中的至少一个连接，所述保护控制终端通过对电流互

感器所采集配电线路电流信号的处理分析，生成配电线路的电力参数，可以为电流、电压、

电量、有功与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谐波分量、三相平衡系数等电力参数，通过对所述第一断

路器、第二断路器或第三断路器的控制，有效的实现对铁路系统配电线路及用电设备的保

护，可以为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三相不平衡电流/电压保护等保护，由此实现对

铁路电力系统电力参数以及各种配电异常的有效监测和保护；所述保护控制终端具有通信

接口可接入铁路动力环境监测系统，实现集中监测和管理，方便铁路工作人员对铁路系统

各种状态参数的监测和管理，显著提高工作效率；所述保护控制终端与故障电弧检测装置

通信连接；还包括雷击计数器，所述雷击计数器与保护控制终端电连接；所述显示装置分别

与所述保护控制终端、浪涌保护器和故障电弧检测装置通信连接。

[0005] 可选地，所述故障电弧检测装置可包括电弧互感器、处理器、通信模块。其中，电弧

互感器用于采集配电线路中的电弧信号；处理器用于接收及分析电弧信号，根据波形比较

判断为正常或故障电弧信号并通过通信模块输出至显示装置或保护控制终端；所述处理器

可以为西门子的S7-300系列的PLC，也可以为C8051F060微处理器。

[0006] 可选的，所述显示装置优选为触控屏，可以为触控液晶屏等，可以实现显示保护控

制终端、浪涌保护器、故障电弧检测装置、雷击计数器或接地电阻检测仪的监测信息，以及

进行人机交互，实现检测、管理和控制功能。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雷击计数器设置于所述浪涌保护器与接地排之间的线路上，用于

监测雷击参数及次数。

[0008] 进一步地，还包括接地电阻检测仪，所述接地电阻检测仪与保护控制终端通信连

接，用于监测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参数。

[0009] 进一步地，还包括电源，所述电源与配电线路相连接，用于转换电压给所述显示装

置、指示装置、报警装置、浪涌保护器、保护控制终端或接地电阻检测仪中的至少一个供电。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报警装置与浪涌保护器、故障电弧检测装置、雷击计数器、接地电

阻检测仪或保护控制终端中的至少一个通信连接，可以为声/光报警器，用于实时对浪涌保

护器异常、故障电弧异常、接地电阻异常或配电异常进行报警，通过实时报警可以实时发现

异常进行及时维护。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指示装置与配电线路相连接，所述指示装置可对双电源转换开关

所切换线路的状况进行指示，所述指示装置优选为指示灯，可以为LED灯。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保护控制终端包括微控制单元以及与微控制单元连接的放大器、

电表芯片和通信端口；通过通信端口可连接本地显示装置或远程监控主机或上位机，实现

对铁路电力系统的本地和远程监测和管理，通过通信端口也可接入铁路动力环境监测系

统，实现集中监测和管理，方便铁路工作人员对铁路系统各种状态参数的监测和管理，显著

提高工作效率。

[0013] 可选地，所述微控制单元可以为tms320c32或STC51系列微控制单元，也可以为

C8051F060微处理器。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电表芯片与放大器连接，所述电表芯片还连接有电压接线端子，所

述电压接线端子与配电线路相连接，所述电表芯片通过接收电流信号和输出电压信号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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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流和电压信号计量配电系统配电线路中的电量参数，并将电量、电流、电压参数传送至

所述微控制单元，并通过通信端口实时传输至所述显示装置进行实时显示；所述微控制单

元可以根据电流、电压信号，通过与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等额定值比较确定为短路电流、过

载电流、漏电流、三相不平衡电流/电压、过压/欠压等配电异常，从而实时输出报警信号或

通过控制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和/或电动操作机构进行分闸操作，快速准确地切断配电线

路，从而实现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三相不平衡电流/电压保护等保护，保障铁路

电力系统的用电安全，保障配电线路和用电设备的安全，提升铁路电力低压系统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断路器、第二断路器或第三断路器连接有分励脱扣器和/  或

电动操作机构。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浪涌保护器包括防雷元件、热保护单元、脱扣机构、检测模块和通

信接口。所述防雷元件可以为压敏电阻、放电管；所述热保护单元可以由低温焊锡组成；所

述检测模块可以为温度传感器或电流互感器。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有益效果为：通过采

用本申请所述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可以供铁路系统包括基站、直放站

(区间)、区间其他站点(信号中继站、牵引变电所、分区所、AT所、开闭所)、站内节点(信号

楼、站房、公安派出所、10KV配电所，车间工区)等场所使用，可以对铁路电力系统进行有效

的浪涌、故障电弧、电力参数、配电异常以及接地电阻监测和防护，提升铁路电力系统监测

和保护的全面性，实现对铁路电力系统的综合性监测及保护，提升铁路电力低压系统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同时也可接入铁路动力环境监测系统，实现集中监测和管理，方便铁路工作

人员对铁路系统各种状态参数的监测和管理，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开门状态的结构示意

图。

[0019] 附图标号说明：

[0020] 1、箱门；101、显示装置；102、指示装置；103、报警装置；2、箱体；201、第一进线端；

202、第二进线端；203、出线端；204、第一断路器；205、第二断路器；206、双电源转换开关；

207、浪涌保护器；208、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9、第三断路器；210、雷击计数器；211、接地电

阻检测仪；212、电流互感器；213、保护控制终端；214、接地排；215、电源。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进行详细

描述。

[0022] 图1中示出了本实施例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开门状态的结构

示意图。

[0023]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的具体实施例的一种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

雷配电装置，包括箱门1和箱体2，所述箱门1上设置有显示装置101、指示装置102和报警装

置103；所述箱体2上设置有第一进线端201、第二进线端202、接地排214和至少一个出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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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所述箱体2中设置有第一断路器204、第二断路器205、双电源转换开关206和至少一个

第三断路器209；所述第一进线端201、第一断路器204、双电源转换开关206和第三断路器

209依次通过配电线路连接；所述第二进线端202、第二断路器205、双电源转换开关206和第

三断路器209依次通过配电线路连接；还包括至少一个浪涌保护器207和至少一个故障电弧

检测装置  208，所述浪涌保护器207并联于第一断路器204与双电源转换开关206之间和/或

的第二断路器205与双电源转换开关206之间配电线路上，由此实现对铁路电力系统进行有

效的浪涌防护；所述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设置于第一断路器204与双电源转换开关206之

间和/或的第二断路器205与双电源转换开关206之间配电线路上，由此实现对铁路电力系

统进行有效的故障电弧检测和保护；还包括电流互感器212  和保护控制终端213，所述电流

互感器212设置于双电源转换开关206与第二断路器205之间的配电线路上，所述保护控制

终端213与电流互感器212电连接，所述保护控制终端213与第一断路器204、第二断路器205

或第三断路器209中的至少一个连接，所述保护控制终端通过对电流互感器所采集配电线

路电流信号的处理分析，生成配电线路的电力参数，可以为电流、电压、电量、有功与无功功

率、功率因数、谐波分量、三相平衡系数等电力参数，通过对所述第一断路器、第二断路器或

第三断路器的控制，有效的实现对铁路系统配电线路及用电设备的保护，可以为短路保护、

过载保护、漏电保护、三相不平衡电流/电压保护等保护，由此实现对铁路电力系统电力参

数以及各种配电异常的有效监测和保护；所述保护控制终端具有通信接口可接入铁路动力

环境监测系统，实现集中监测和管理，方便铁路工作人员对铁路系统各种状态参数的监测

和管理，显著提高工作效率；所述保护控制终端213  与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通信连接；还

包括雷击计数器210，所述雷击计数器210  与保护控制终端213电连接，所述显示装置101分

别与所述保护控制终端213、浪涌保护器207和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通信连接。

[0024] 可选地，所述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可包括电弧互感器、处理器、通信模块。其中，

电弧互感器用于采集配电线路中的电弧信号；处理器用于接收及分析电弧信号，根据电弧

波形比较分析为正常或故障电弧信号并通过通信模块输出至显示装置或保护控制终端；所

述处理器可以为西门子的S7-300系列的PLC，也可以为  C8051F060微处理器。

[0025] 可选的，所述显示装置优选为触控屏，可以为触控液晶屏等，可以实现显示保护控

制终端213、浪涌保护器207、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雷击计数器210或接地电阻检测仪211

的监测信息，以及进行人机交互，实现检测、管理和控制功能。

[0026] 进一步地，所述雷击计数器210设置于所述浪涌保护器207与接地排214之间的线

路上，用于监测雷击参数及次数。

[0027] 进一步地，还包括接地电阻检测仪211，所述接地电阻检测仪211与保护控制终端

213通信连接，用于监测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参数。

[0028] 进一步地，还包括电源215，所述电源215与配电线路相连接，用于转换电压给所述

显示装置101、指示装置102、报警装置103、浪涌保护器207、保护控制终端213或接地电阻检

测仪211中的至少一个供电。

[0029] 进一步地，所述报警装置103与浪涌保护器207、故障电弧检测装置208、雷击计数

器210、接地电阻检测仪211或保护控制终端213中的至少一个通信连接，可以为声/光报警

器，用于实时对浪涌保护器异常、故障电弧异常、接地电阻异常或配电异常进行报警，通过

实时报警可以实时发现异常进行及时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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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进一步地，所述指示装置102与配电线路相连接，所述指示装置可对双电源转换开

关所切换线路的状况进行指示，所述指示装置优选为指示灯，可以为LED灯。

[0031] 进一步地，所述保护控制终端213包括微控制单元以及与微控制单元连接的放大

器、电表芯片和通信端口；通过通信端口可连接本地显示装置或远程监控主机或上位机，实

现对铁路电力系统的本地和远程监测和管理，通过通信端口也可接入铁路动力环境监测系

统，实现集中监测和管理，方便铁路工作人员对铁路系统各种状态参数的监测和管理，显著

提高工作效率。

[0032] 可选地，所述微控制单元可以为tms320c32或STC51系列微控制单元，也可以为

C8051F060微处理器。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电表芯片与放大器连接，所述电表芯片还连接有电压接线端子，所

述电压接线端子与配电线路相连接，所述电表芯片通过接收电流信号和输出电压信号并根

据电流和电压信号计量配电系统配电线路中的电量参数，并将电量、电流、电压参数传送至

所述微控制单元，并通过通信端口实时传输至所述显示装置进行实时显示；所述微控制单

元可以根据电流、电压信号，通过与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等额定值比较确定为短路电流、过

载电流、漏电流、三相不平衡电流/电压、过压/欠压等配电异常，从而实时输出报警信号或

通过控制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和/或电动操作机构进行分闸操作，快速准确地切断配电线

路，从而实现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三相不平衡电流/电压保护等保护，保障铁路

电力系统的用电安全，保障配电线路和用电设备的安全，提升铁路电力低压系统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

[003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断路器204、第二断路器205或第三断路器209连接有分励脱扣

器和/或电动操作机构。

[0035] 进一步地，所述浪涌保护器207包括防雷元件、热保护单元、脱扣机构、检测模块和

通信接口。所述防雷元件可以为压敏电阻、放电管；所述热保护单元可以由低温焊锡组成；

所述检测模块可以为温度传感器或电流互感器。

[003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通过采用本申请所述

智能型铁路弱电系统电源防雷配电装置，可以供铁路系统包括基站、直放站(区间)、区间其

他站点(信号中继站、牵引变电所、分区所、AT所、开闭所)、站内节点(信号楼、站房、公安派

出所、10KV配电所，车间工区)等场所使用，可以对铁路电力系统进行有效的浪涌、故障电

弧、电力参数、配电异常以及接地电阻监测和防护，提升铁路电力系统监测和保护的全面

性，实现对铁路电力系统的综合性监测及保护，提升铁路电力低压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同时也可接入铁路动力环境监测系统，实现集中监测和管理，方便铁路工作人员对铁路系

统各种状态参数的监测和管理，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0037]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

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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