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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开关柜保护设备技术领域，

尤其为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包括主控处理

器、辅控处理器、双口RAM存储器、弧光传感器以

及SDRAM存储器，所述主控处理器与辅控处理器

之间通过双口RAM存储器双向总线连接，且连接

到CPLD模块，所述SDRAM存储器分别双向总线连

接到主控处理器、辅控处理器，所述弧光传感器

通过连接A/D转换模Ⅰ块至CPLD模块，电流互感器

连接到A/D转换模Ⅰ，所述CPLD模块串口连接到快

速继电器，所述快速继电器与断路器连接。本实

用新型，提高了装置系统的工作效率；使得出口

跳闸时间小于大大降低，远快于传统的母线保

护，大大缩短了开关柜的内部弧光故障总切除时

间，极大地提高了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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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包括主控处理器、辅控处理器、双口RAM存储器、弧光传感

器以及SDRAM存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处理器与辅控处理器之间通过双口RAM存储器

双向总线连接，且连接到CPLD模块，所述SDRAM存储器分别双向总线连接到主控处理器、辅

控处理器，所述弧光传感器通过连接A/D转换模Ⅰ块至CPLD模块，电流互感器连接到A/D转换

模Ⅰ，所述CPLD模块串口连接到快速继电器，所述快速继电器与断路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光传感器通过

1-2倍增器连接A/D转换模Ⅰ，该A/D转换模Ⅰ输入口连接有与其互校的A/D转换模Ⅱ，该A/D转

换模Ⅱ连接到CPLD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处理器还连

接有RS485分配器以及GPS对时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项所述的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辅控

处理器还串口连接有总线收发器，该总线收发器连接液晶屏与键盘。

5.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项所述的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辅控

处理器还串口连接有光电隔离模块，该光电隔离模块连接报警器连接以及工作电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流互感器连接

有无源低通滤波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处理器采用

TMS320C6713芯片，辅控处理器采用S32C2410芯片，双口RAM存储器采用CY7C006A芯片，CPLD

模块为EP1C6Q240C8芯片，A/D转换模Ⅰ、A/D转换模Ⅱ以ADS1178作为数据采集芯片。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总线收发器采用

SN74LVTH16245A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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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开关柜保护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用于中、低压母线的保护及其局限性，中、低压母线发生短路故障时，所

产生的电弧光对设备及人员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目前在国内中低压母线系统中一般不

配置专用的快速母线保护，而是依赖上一级变压器的后备保护切除母线短路故障，这样导

致了故障切除时间的延长，加大了设备的损伤程度，破坏严重时可能造成事故进一步扩大，

威胁到系统的稳定运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所述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提高了装置系统的工作效率；使得出口跳闸时间小于

大大降低，远快于传统的母线保护，大大缩短了开关柜的内部弧光故障总切除时间，极大地

提高了响应速度。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包括主控处理器、辅控处理器、双口RAM存储器、弧光传

感器以及SDRAM存储器，所述主控处理器与辅控处理器之间通过双口RAM存储器双向总线连

接，且连接到CPLD模块，所述SDRAM存储器分别双向总线连接到主控处理器、辅控处理器，所

述弧光传感器通过连接A/D转换模Ⅰ块至CPLD模块，电流互感器连接到A/D转换模Ⅰ，所述

CPLD模块串口连接到快速继电器，所述快速继电器与断路器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弧光传感器通过1-2倍增器连接A/D转换模Ⅰ，该A/D转换模Ⅰ输入口连

接有与其互校的A/D转换模Ⅱ，该A/D转换模Ⅱ连接到CPLD模块。

[0007] 优选的，所述主控处理器还连接有RS485分配器以及GPS对时模块。

[0008] 优选的，所述辅控处理器还串口连接有总线收发器，该总线收发器连接液晶屏与

键盘。

[0009] 优选的，所述辅控处理器还串口连接有光电隔离模块，该光电隔离模块连接报警

器连接以及工作电源。

[0010] 优选的，所述电流互感器连接有无源低通滤波模块。

[0011] 优选的，所述主控处理器采用TMS320C6713芯片，辅控处理器采用S32C2410芯片，

双口RAM存储器采用CY7C006A芯片，CPLD模块为EP1C6Q240C8芯片，A/D转换模Ⅰ、A/D转换模

Ⅱ以ADS1178作为数据采集芯片。

[0012] 优选的，所述总线收发器采用SN74LVTH16245A芯片。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具备强大的实时计算能力；主控处理器保护的是逻辑运算及出口跳闸功能；辅控

处理器实现事件记录、人机接口、站内监控系统通信等功能。辅控处理器和辅控处理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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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双方之间通过双口RAM存储器可方便地进行数据交互和资源共享，并通过SDRAM存储

器，不断移除二者处理数据，保持运算内存，加快运算速度，提高了装置系统的工作效率；使

得出口跳闸时间小于大大降低，远快于传统的母线保护，大大缩短了开关柜的内部弧光故

障总切除时间，极大地提高了响应速度。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电弧光的危害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原理框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原理逻辑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9] 请参阅图1～3，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20] 一种智能电弧光保护装置，包括主控处理器、辅控处理器、双口RAM存储器以及弧

光传感器，所述主控处理器与辅控处理器之间双向总线连接，且连接到CPLD模块，所述双口

RAM存储器分别双向总线连接到主控处理器、辅控处理器，所述弧光传感器通过连接A/D转

换模Ⅰ块至CPLD模块，电流互感器连接到A/D转换模Ⅰ，所述CPLD模块串口连接到快速继电

器，所述快速继电器与断路器连接。

[0021] 弧光传感器安装在柜内各间隔中，可实现由简单到复杂、有选择性的保护。弧光传

感器作为光感应元件，在发生弧光故障时检测突然增加的光强，并通过专用光纤将光信号

传送给主控处理器，光电转换在A/D转换模Ⅰ完成。

[0022] 主控处理器采用TMS320C6713芯片，作为核心芯片，外接CPLD模块、RS485分配器、

GPS对时模块，弧光传感器把光信号传输到A/D转换模Ⅰ，通过1-2倍增器使光信号增大，便于

ADS1178进行数据采集并转换成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增加检测精度，然后CPLD模块实

现接口控制电路，使装置能适时地调整自身硬件结构以满足保护控制需求，主控处理器

TMS320C6713芯片对CPLD模块上传的电流信号，然后进行处理，完成模拟量数据采集功能、

保护逻辑计算和以快速继电器控制断路器实现跳闸出口等功能，并有RS458分配器实现对

整个装置和站内监控系统通信等功能(标准MODBUS通信)。

[0023] 辅控处理器采用S32C2410芯片，通过双口RAM存储器与主控处理器之间实现数据

交换，同时S32C2410芯片负责该装置系统的综合事务，其通过以SN74LVTH16245A芯片为核

心的总线收发器外接液晶屏和键盘，实现人机交换；同时通过光电隔离模块接入了装置工

作电源，而且还控制报警器进行报警输出。

[0024] 主控处理器与辅控处理器进行同步数据高速运算处理，然后SDRAM存储器，可以适

用于其结果数据的输入，不断移除处理数据保持运算内存，加快运算速度，同时通过一个同

步时钟使TMS320C6713芯片、S32C2410芯片能够共享一个时钟周期，以相同的速度同步工

作，不需要插入等待时钟，因此加大了二者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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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电流互感器输入接入无源低通滤波模块，用于滤除每路模拟量中的干扰信号。电

流互感器最多可提供36路开关量输入。输入电压可配置为110或220V，并含有光耦电压监视

回路。

[0026] A/D转换模Ⅰ的采样数据用于保护元件动作行为计算，A/D转换模Ⅱ用于开放出口

继电器正电源，A/D转换模Ⅰ与A/D转换模Ⅱ数据实时互校，一旦判别出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立即报警并闭锁保护。

[0027] 选用快速继电器出口跳闸时间小于5ms，远快于传统的母线保护，对开关柜的内部

弧光故障总切除时间可以控制在100ms。

[0028] 如图3所示，本装置，电流采集单元为基础分组，总计36个弧光传感器可以整定关

联到任意一组电流信号上。当弧光传感器把光信号传输到主控处理器时，并且同时电流启

动元件(快速继电器驱动断路器)动作，电弧光保护动作，电流启动元件分为突变量启动元

件和电流常量启动元件，两个元件取或逻辑；装置可选择弧光信号动作单判据作为动作逻

辑判断。

[0029] 通道异常检测：任意扩展模块若在主控模块整定为投入，若检测到扩展模块通道

数据传输异常或通道中断，发该模块通信异常报告。

[0030] 弧光传感器异常检测：若在弧光保护整定为弧光判据和电流判据取与逻辑时，若

检测到探头动作超过5s且无电，流元件动作，则屏蔽该弧光传感器，并发传感器异常保护。

而且该故障必须手动操作复归且检测到该弧光传感器恢复正常，方可再次开放该传感器。

[0031] 电流单元异常检测：装置实时检测投入的电流单元的自检电压，当电流单元的自

检电压异常时，屏蔽该电流单元且发电流单元异常报告。

[0032] TA异常检测：装置运行时检查交流电流。

[0033] 相序检测：I2＞0.25In且I2＞4I1；持续时间1分钟；上述判据都满足时，认为TA相序

接反，In为二次额定负荷电流(下同)，I1为正序电流，I2为负序电流，发告警信号。

[0034] 负载不对称检测：在最大相间电流差大于最大相电流的50％且最大电流相大于额

定电流的25％时且持续1分钟，发告警信号。

[0035] 装置告警：当装置检测到本身硬件故障时，发出告警信号，同时闭锁整套保护。硬

件故障包括：采样回路故障、RAM出错、FALSHROM出错、定值出错等。

[0036] 本装置为嵌入式安装，可以安装于合适位置的开关柜门；且可以实现如下目标：减

少或降低电弧光对于人体的伤害；减少或降低电弧光短路故障对于设备的损害；避免变压

器因近距离母线故障造成动稳定破坏，延长变压器的使用寿命；缩短电弧光故障切除时间，

避免波及站内直流系统造成重大损失；减少因电弧光故障造成设备停运的时间，更快地恢

复供电。

[0037] 以及具有以下技术特点：满足所有电磁兼容(EMC)标准；符合中国继电保护设计标

准要求；快速跳闸出口(小于5ms)；采用过流及弧光双重判据；无源弧光传感器，具有过滤干

扰光功能，可靠性高；7寸触摸大液晶显示，方便直观；跳闸出口逻辑可编程；可实现故障定

位；对于不同类型的接线可灵活设置；感光强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0038] 本实用新型，具备强大的实时计算能力；主控处理器保护的是逻辑运算及出口跳

闸功能；辅控处理器实现事件记录、人机接口、站内监控系统通信等功能。辅控处理器和辅

控处理器分工明确，双方之间通过双口RAM存储器可方便地进行数据交互和资源共享，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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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SDRAM存储器，不断移除二者处理数据，保持运算内存，加快运算速度，提高了装置系统的

工作效率；使得出口跳闸时间小于大大降低，远快于传统的母线保护，大大缩短了开关柜的

内部弧光故障总切除时间，极大地提高了响应速度。

[003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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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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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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