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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继电器回路短路和开路检测电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继电器回路短路和开路

检测电路，属于电力系统自动化领域，其特征在

于：至少包括：继电器驱动电路、继电器线圈和三

极管检测电路、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和继电器电

源产生电路；其中：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包括控

制继电器线圈动作的三极管，CPU输出的控制信

号通过控制三极管动作状态进而对继电器线圈

动作进行控制；所述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检测电

路包括第一光耦；所述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包括

第二光耦；所述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包括MOS管。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专利能够实现对

继电器回路的短路和开路检测，便于对继电器开

出回路进行监控，因此提高了使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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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继电器回路短路和开路检测电路，其特征在于：至少包括：继电器驱动电路、继

电器线圈和三极管检测电路、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和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其中：

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包括控制继电器线圈动作的三极管，CPU输出的控制信号通过控

制三极管动作状态进而对继电器线圈动作进行控制；

所述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检测电路包括第一光耦，电源VCC依次通过第四限流电阻和

第三二极管与第一光耦的1号管脚连接，电源KO_VCC通过与第一光耦的2号管脚连接；电源

VCC通过第五电阻与第一光耦的4号管脚连接，第一光耦的3号管脚接地GND；

所述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包括第二光耦，电源KO_VCC依次通过第六限流电阻和第四二

极管与第二光耦的1号管脚连接，第二光耦的2号管脚和3号管脚均接地GND，所述第一光耦

和第二光耦的2号管脚的4号管脚均与CPU的KO_VCC_OK端子连接；

所述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包括MOS管，该MOS管的S极通过开关与电源VCC连接，该MOS管

的D极与CPU的KO_VCC连接；该MOS管的G极与CPU发出的启动信号端子QD连接，该MOS管的G极

通过第七电阻与电源VCC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继电器回路短路和开路检测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三极

管为NPN型三极管，该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二限流电阻与CPU的控制信号输出端子电连接；

所述三极管的集电极通过第一限流电阻与电源VCC电连接，所述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GND，

所述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三电阻接地GND，所述三极管的集电极通过第三二极管与CPU的信

号输入端子KO_TEST电连接，所述三极管的集电极通过续流二极管与继电器的1号管脚连

接，所述三极管的集电极与继电器的4号管脚连接，电源KO_VCC通过第二二极管与继电器的

1号管脚连接，所述继电器的2号管脚和3号管脚为常开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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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继电器回路短路和开路检测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继电器技术领域，用于电力系统变电站自动化和工业控制自动化中需

要继电器的保护控制及自动化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继电器回路短路和开路检测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继电器回路，一般不是由主控芯片直接来控制继电器回路

的闭合和断开，而是由三极管组成驱动电路，主控芯片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传统的继电

器回路，在驱动继电器动作前，无法确定和检测继电器回路中器件是否失效，故给变电站等

工业控制场合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引起故障，如果现场有多路继电器回路，无法排查

和定位故障继电器回路，维护起来非常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实现继电器回路短路和开路检测电

路，能够解决实时检测继电器回路状态。

[0004] 本发明为解决公知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继电器回路短路和开路检测电路，至少包括：继电器驱动电路、继电器线圈和

三极管检测电路、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和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其中：

[0006] 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包括控制继电器线圈动作的三极管，CPU输出的控制信号通

过控制三极管动作状态进而对继电器线圈动作进行控制；

[0007] 所述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检测电路包括第一光耦，电源VCC依次通过第四限流电

阻和第三二极管与第一光耦的1号管脚连接，电源KO_VCC通过与第一光耦的2号管脚连接；

电源VCC通过第五电阻与第一光耦的4号管脚连接，第一光耦的3号管脚接地GND；

[0008] 所述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包括第二光耦，电源KO_VCC依次通过第六限流电阻和第

四二极管与第二光耦的1号管脚连接，第二光耦的2号管脚和3号管脚均接地GND，所述第一

光耦和第二光耦的2号管脚的4号管脚均与CPU的KO_VCC_OK端子连接；

[0009] 所述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包括MOS管，该MOS管的S极通过开关与电源VCC连接，该

MOS管的D极与CPU的KO_VCC连接；该MOS管的G极与CPU发出的启动信号端子QD连接，该MOS管

的G极通过第七电阻与电源VCC连接。

[0010] 进一步：所述三极管为NPN型三极管，该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二限流电阻与CPU的

控制信号输出端子电连接；所述三极管的集电极通过第一限流电阻与电源VCC电连接，所述

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GND，所述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三电阻接地GND，所述三极管的集电极

通过第三二极管与CPU的信号输入端子KO_TEST电连接，所述三极管的集电极通过续流二极

管与继电器的1号管脚连接，所述三极管的集电极与继电器的4号管脚连接，电源KO_VCC通

过第二二极管与继电器的1号管脚连接，所述继电器的2号管脚和3号管脚为常开触点。

[0011] 进一步：所述CPU为中央处理单元，CPU通过检测KO_TEST和KO_VCC_OK的电平为0或

1，并将此电平存储在CPU内，来判断继电器回路是短路状态还是开路状态，CPU还可实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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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KO_TEST和KO_VCC_OK的电平状态，以此来实时检测继电器回路状态。

[0012]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可以实时检测继电器回路的状态，并能判断继电

器回路是短路还是开路状态，如果有多路继电器回路，还能定位出现故障的继电器回路，因

此提高了操作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电路框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局部电路图，主要用于显示继电器驱动电路的连接关

系；

[0016] 图3是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局部电路图，主要用于显示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检测

电路连接关系；

[0017] 图4是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局部电路图，主要用于显示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的连

接关系；

[0018] 图5是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局部电路图，主要用于显示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的连

接关系；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能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发明内容、特点及功效，兹例举以下实施例，并配合附图

详细说明如下：

[0020] 请参考图1，一种继电器回路短路和开路检测电路，包括：继电器驱动电路、继电器

线圈和三极管检测电路、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

[0021] 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是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动作，驱动信号KO连接到CPU的输出

端口，KO_VCC连接到继电器线圈电源+，其中CPU为中央处理器，CPU包括通用输入输出功能，

CPU通过通用输入功能读取继电器的状态KO_VCC_OK，并保存状态参数，CPU通过通用输出功

能输出KO驱动三极管动作，并保存状态参数。其中KO_VCC为继电器线圈电源+的网络名，KO_

VCC_OK为继电器线圈电源+的状态信号；所述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检测电路包括光耦U1和

限流电阻R4，U1的1号管脚通过限流电阻R4和二极管D3与VCC连接，U1的2号管脚连接KO_

VCC，KO_VCC_OK接光耦的4号管脚，CPU的输入端口回读KO_VCC_OK信号状态，KO_VCC_OK默认

状态为1，若回读到KO_VCC_OK为0，则可以判断三极管短路，若回读到KO_VCC_OK为1，此时KO

驱动三极管，若回读到KO_VCC_OK仍为1，则可判断继电器线圈开路，同时CPU也可以通过回

读KO_TEST的状态来判断，其中KO_TEST为检测继电器回路的状态信号，KO_TEST和KO_VCC_

OK状态实时更新；所述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包括光耦U2和限流电阻R6，KO_VCC为高电平时，

光耦U2导通，KO_VCC_OK为0，继电器电源OK；所述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包括启动信号QD，开

关K2和MOS管Q2，当启动信号QD为0，K2闭合时，MOS管Q2导通，继电器线圈的电源KO_VCC等于

VCC，KO_VCC可驱动多个继电器，其中启动信号QD为CPU的通用输出功能。

[002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所述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即继电器电源KO_VCC的产生，

CPU输出QD信号控制继电器线圈的电源KO_VCC跟VCC是否导通，当QD为0电平时，继电器线圈

的电源KO_VCC等于VCC，VCC为大功率电源，故KO_VCC可同时驱动多个继电器；当QD为1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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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继电器线圈的电源KO_VCC和VCC不导通。

[0023] 所述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当继电器线圈的电源KO_VCC等于VCC时，继电器电源检

测通过第一光耦回读KO_VCC_OK信号，当继电器线圈电源KO_VCC和VCC不导通时，继电器电

源检测通过第二光耦回读KO_VCC_OK信号；KO_VCC_OK为1电平时，说明继电器电源供电正

常，KO_VCC_OK为0电平时，说明继电器电源供电异常。

[0024] 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需要在继电器线圈电源KO_VCC和VCC不导通的情况下，CPU

通过控制三极端驱动继电器，此时继电器不会动作，然后CPU回读KO_VCC_OK或者KO_TEST电

平，并将电平实时保存并更新。

[0025] 所述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检测电路，是检测继电器线圈是否开路和三极管是否短

路，需要在继电器线圈电源KO_VCC和VCC不导通的情况下检测。电路初始状态下，KO_TEST为

1，同时KO_VCC_OK为1，若此时CPU回读KO_TEST电平为0，或者回读KO_VCC_OK电平为0，或者

二者电平均为0，则可以判断三极管Q1短路；在初始状态下，CPU输出驱动信号KO为1时，三极

管Q1将导通，此时回读KO_TEST或者KO_VCC_OK的电平，若KO_TEST仍为1，或者KO_VCC_OK仍

为1，或者二者电平均为1，则可以判断继电器线圈开路，若回读KO_TEST为0，或者回读KO_

VCC_OK为0，或者二者电平均为0，则可判断继电器回路正常。

[0026] 从图2至图5为上述优选实施例的各部分电路图：

[0027] 在上述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包括依次电气连接的三极管Q1，三极

管Q1的2号管脚接到GND；Q1的1号管脚通过R3电阻下拉到GND，同时通过串联电阻R2连接到

CPU的输出端口KO；Q1的3号管脚连接CPU的输入端口KO_TEST，同时通过电阻R1上拉到VCC，

并连接到继电器K1的4号管脚；继电器K1的电源KO_VCC通过二极管D2连接到K1的1号脚，K1

的1、4管脚间并联续流二极管D1，K1的2、3号管脚为常开触点。所述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检

测电路包括依次电气连接的光耦U1，VCC通过限流电阻R4和二极管D3连接到U1的1号管脚，2

号管脚接KO_VCC，3号管脚接GND，4号管脚KO_VCC_OK，并通过电阻R5上拉到VCC。所述继电器

电源检测电路包括依次电气连接的光耦U2，KO_VCC通过限流电阻R6和二极管D4连接到U2的

1号管脚，2、3号管脚接GND，4号管脚KO_VCC_OK。所述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依次电气连接的

MOS管Q2，Q2的5、6、7、8管脚接KO_VCC；Q2的4号管脚接CPU的输出端口QD信号，并通过电阻R7

上拉到VCC；Q2的1、2、3号管脚通过开关连接到VCC。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专利能

够实现对继电器回路的短路和开路检测，便于对继电器开出回路进行监控，因此提高了使

用的安全性。

[0028] 请参阅图2，继电器驱动电路包括继电器Q1、限流电阻R2、R3、上拉电阻R1、驱动门

电路U3、续流二极管D1、二极管D2和继电器K1依次连接，KO为CPU端口的输出信号，KO_VCC通

过D2连接到继电器K1的线圈电源正端，KO_TEST为CPU端口的输入信号，可通过回读KO_TEST

电平判断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的状态，初始状态下，KO_VCC会存在一个电压，KO_TEST为1。

[0029] 请参阅图3，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检测电路包括限流电阻R4、二极管D3、光耦U1和

上拉电阻R5依次连接，其中，D3为多个二极管串联。VCC通过限流电阻R4和二极管D3连接到

U1的1号管脚，KO_VCC连接到U1的2号管脚，KO_VCC_OK通过R5上拉到VCC，同时连接到U1的4

号管脚，U1的3号管脚接GND。KO_VCC_OK信号连接到CPU端口的输入，初始状态下，KO_VCC_OK

为1。

[0030] 请参阅图4，继电器电源检测电路包括限流电阻R6、二极管D4和光耦U2依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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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4为多个二极管串联。KO_VCC通过限流电阻R6和二极管D4连接到U2的1号管脚，KO_

VCC_OK连接到U1的4号管脚，U1的2、3号管脚接GND，当KO_VCC为1，光耦U2导通时，KO_VCC_OK

由初始状态的1跳变为0，可以判断继电器电源KO_VCC工作正常。

[0031] 请参阅图5，继电器电源产生电路包括开关K2、MOS管Q2和上拉电阻R7和启动信号

QD依次连接。启动信号QD与CPU的输出端口连接，当QD为0，MOS管导通，若此时K2闭合，则继

电器线圈电源KO_VCC与VCC相连接，KO_VCC可以同时连接多个继电器。

[0032] 具体检测流程为：初始状态下，KO_TEST应为1，同时KO_VCC_OK应为1，若CPU此时回

读KO_TEST为0，或者回读KO_VCC_OK为0，或者二者均为0，则可以判断三极管Q1短路；在初始

状态下，驱动信号KO为1时，三极管将导通，此时回读KO_TEST或者KO_VCC_OK的状态，若KO_

TEST仍为1，或者KO_VCC_OK仍为1，或者二者均为1，则可以判断继电器线圈开路，若CPU回读

KO_TEST为0，或者回读KO_VCC_OK为0，或者二者均为0，则可判断继电器回路正常。

[0033] 以上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申请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等，

均应仍归属于本发明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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