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184394.3

(22)申请日 2019.03.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04769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7.23

(73)专利权人 曼瑞德智能系统（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201616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4855

弄31号2楼

(72)发明人 周金邦　林晨　郭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温州瓯越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3211

代理人 王庭辉

(51)Int.Cl.

H01H 47/02(2006.01)

H05B 47/20(2020.01)

审查员 杨瑞昆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过零保护继电

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过

零保护继电器，包括火线采样电路、继电器反馈

采样电路、继电器驱动电路和微型处理单元；所

述火线采样电路对交流电的相位进行实时采样，

并将采样结果送至微型处理单元中；所述继电器

反馈采样电路对继电器的触点状态进行实时采

样，以获得准确的闭合和断开的时刻，并将采样

结果送至微型处理单元中；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

放大来自微型处理单元的控制信号，驱动作为开

关元件的主继电器动作；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根据

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和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的采

样信息，按设定的程序获得过零触发时间。因此

可以根据继电器灯光控制电路中所使用的继电

器的实际动作性能调整触发时间，达到了自适应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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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过零保护继电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火线采样电路、继电

器反馈采样电路、继电器驱动电路和微型处理单元；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对交流电的相位进

行实时采样，并将采样结果送至微型处理单元中；所述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对继电器的触

点状态进行实时采样，以获得准确的闭合和断开的时刻，并将采样结果送至微型处理单元

中；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放大来自微型处理单元的控制信号，驱动作为开关元件的主继电

器动作；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根据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和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的采样信息，按

设定的程序获得过零触发时间td，所述设定的程序包括以下步骤：

（1）初次工作上电时，根据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对交流电的相位实时采样结果，在分别检

测到tcap1和tcap2时刻，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给继电器线圈供电，并控

制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采样继电器的触点实时状态，以获得触点闭合时间ti；

（2）如果ti  <  T/2或nT  <=  ti  <  nT+  T/2时，n为大于等于1整数，在tcap2时刻开始计

时，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在td时刻给继电器线圈供电，并控制继电器反

馈采样电路采样继电器的触点实时状态，以获得触点闭合时间ti，并保存ti；待下次继电器

触点闭合时重新计算td  =  T/2  –  ti；

（3）如果T/2  <=  ti  <  T或nT+  T/2  <=  ti  <= （n+1）T，n为大于等于1整数时，在tcap1

时刻开始计时，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在td时刻给继电器线圈供电，并控

制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采样继电器的触点实时状态，以获得触点闭合时间ti，并保存ti；待

下次继电器触点闭合时重新计算td  =  T  –  ti或td  =  (n+1)*T-ti。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过零保护继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火

线采样电路由第一电阻分压支路和第一整流二极管组成的第一分压及半波整流电路构成，

所述火线采样电路中第一电阻分压支路的输入端连接在主继电器触点其中与外部火线连

接的一个触头上，第一电阻分压支路的输出端连接在微型处理单元的第一输入端；所述继

电器反馈采样电路由第二电阻分压支路和第二整流二极管组成的第二分压及半波整流电

路构成，所述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中第二电阻分压支路的输入端连接在主继电器触点其中

作为输出端的另一个触头上，第二电阻分压支路的输出端连接在微型处理单元的第二输入

端；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由三极管放大电路构成；所述微型处理单元由单片机及其外围元

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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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过零保护继电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灯光控制电路，特别是一种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过零保护继电

器。

背景技术

[0002] 灯光室内控制器中的开关元件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简单的控制继电器，另

一种是控制可控硅实现灯光开光功能，两者各有优缺点。选用继电器作为开关元件的优点

在于触点容量大，成本低，缺点是由于存在机械触点，频繁带电闭合和断开，长期使用容易

出现触点熔蚀，继电器触点得不到有效保护，导致用户实际使用时不能有效控制造成用户

困扰；而采用可控硅作为开关元件的优点在于其不存在机械触点，长期使用不会出现触点

熔蚀的情况，因此使用寿命更长，然而可控硅具有发热量大，导致有安全隐患，且成本相对

较高。为了取长补短，达到具有即触点容量大，又使用寿命长的特点，现有的解决方案基本

是在继电器灯光控制电路中采用过零控制技术，即在电流或电压过零的时候控制继电器触

点闭合和断开，避免触点带电闭合和断开，使继电器触点得到有效保护。但是，由于现有的

继电器灯光控制电路的过零触发时刻是固定无法调节的，而不同规格的继电器的动作性能

并不相同，即使是相同规格的继电器，由于生产工艺的原因也无法保证动作性能完全一致，

因此相互间不能替换；并且即使是出产时原配的继电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其动作性

能也会发生变化，而现有的电路并不能根据变化而自动调整过零触发时刻，从而导致过零

控制的效果逐渐下降，缩短了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

过零保护继电器。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过零

保护继电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火线采样电路、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继电器驱动电路和微

型处理单元；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对交流电的相位进行实时采样，并将采样结果送至微型处

理单元中；所述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对继电器的触点状态进行实时采样，以获得准确的闭

合和断开的时刻，并将采样结果送至微型处理单元中；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放大来自微型

处理单元的控制信号，驱动作为开关元件的主继电器动作；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根据所述火

线采样电路和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的采样信息，按设定的程序获得过零触发时间，所述设

定的程序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初次工作上电时，根据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对交流电的相位实时采样结果，在分

别检测到tcap1和tcap2时刻，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给继电器线圈供电，

并控制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采样继电器的触点实时状态，以获得触点闭合时间ti；

[0006] （2）如果ti  <  T/2或nT  <=  ti  <  nT+  T/2时，n为大于等于1整数，在tcap2时刻开

始计时，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在td时刻给继电器线圈供电，并控制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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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反馈采样电路采样继电器的触点实时状态，以获得触点闭合时间ti，并保存ti；待下次继

电器触点闭合时重新计算td  =  T/2  –  ti；

[0007] （3）如果T/2  <=  ti  <  T或nT+  T/2  <=  ti  <= （n+1）T，n为大于等于1整数时，在

tcap1时刻开始计时，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在td时刻给继电器线圈供电，

并控制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采样继电器的触点实时状态，以获得触点闭合时间ti，并保存

ti；待下次继电器触点闭合时重新计算td  =  T  –  ti或td  =  (n+1)*T-ti。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过零保护继电器包括火线采样

电路、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继电器驱动电路和微型处理单元；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对交流电

的相位进行实时采样，并将采样结果送至微型处理单元中；所述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对继

电器的触点状态进行实时采样，以获得准确的闭合和断开的时刻，并将采样结果送至微型

处理单元中；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放大来自微型处理单元的控制信号，驱动作为开关元件

的主继电器动作；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根据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和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的采样

信息，按设定的程序获得过零触发时间。因此可以根据继电器灯光控制电路中所使用的继

电器的实际动作性能调整触发时间，达到了自适应的功能。

[0009]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10] 附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电路原理图；

[0011] 附图2为本发明火线采样电路及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采样波形示意图；

[0012] 附图3为本发明算法程序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用于灯光调控的自适应过零保护继电器包括火线采样电路、继电器反馈采样电

路、继电器驱动电路和微型处理单元；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对交流电的相位进行实时采样，并

将采样结果送至微型处理单元中；所述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对继电器的触点状态进行实时

采样，以获得准确的闭合和断开的时刻，并将采样结果送至微型处理单元中；所述继电器驱

动电路放大来自微型处理单元的控制信号，驱动作为开关元件的主继电器动作；所述微型

处理单元根据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和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的采样信息，按设定的程序获得过

零触发时间。如图1所示，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火线采样电路由第一电阻分压支路和第一

整流二极管D1组成的第一分压及半波整流电路构成，所述第一电阻分压支路由电阻R1、电

阻R2和电阻R4组成，所述电阻R1、电阻R2及第一整流二极管D1正极依次串联，该串联支路的

一端即所述火线采样电路中第一电阻分压支路的输入端连接在主继电器触点其中与外部

火线Line-in连接的一个触头上，电阻R4两端分别连接在第一整流二极管D1负极和半波整

流电路输出的负极,  第一整流二极管D1负极经过电阻R3作为输出端连接在微型处理单元

的第一输入端ADC1。

[0014] 所述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由第二电阻分压支路和第二整流二极管D3组成的第二

分压及半波整流电路构成，所述第二电阻分压支路由电阻R5、电阻R6和电阻R8组成，所述电

阻R5、电阻R6及第二整流二极管D3正极依次串联，该串联支路的一端即所述继电器反馈采

样电路中第二电阻分压支路的输入端连接在主继电器触点其中作为输出端Line-in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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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触头上，电阻R8两端分别连接在第二整流二极管D3负极和半波整流电路输出的负极,  第

二整流二极管D3负极经过电阻R7作为第二电阻分压支路的输出端连接在微型处理单元的

第二输入端ADC2；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由三极管放大电路构成，具体包括放大三极管Q1，放

大三极管Q1为NPN型，所述主继电器S1的线圈连接在直流电源正极和放大三极管Q1的集电

极之间，放大三极管Q1的基极经过电阻R9与所述微型处理单元的控制输出端IO连接。为了

防止输入电压过高造成微型处理单元损坏，优选在所述电阻R4和电阻R8两端分别并联上稳

压二极管D2、滤波电容C1和稳压二极管D4、滤波电容C2，滤波电容C1和滤波电容C2的选择应

满足不能导致正弦波失真，稳压二极管D2和稳压二极管D4优选等效阻抗大的低导通电流稳

压二极管。上述分压支路分压值的选择要满足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所能承受的工作电压。

[0015] 所述微型处理单元由单片机及其外围元件如存储器组成数据处理系统构成，单片

机可以选用市售的单片机芯片，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根据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和继电器反馈采

样电路的采样信息，按设定的程序获得过零触发时间。如图3所示，所述设定的程序包括以

下步骤：

[0016] （1）初次工作上电时，根据所述火线采样电路对交流电的相位实时采样结果，在分

别检测到tcap1和tcap2时刻，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给继电器线圈供电，

并控制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采样继电器的触点实时状态，以获得触点闭合时间ti；

[0017] （2）如果ti  <  T/2或nT  <=  ti  <  nT+  T/2时，n为大于等于1整数，在tcap2时刻开

始计时，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在td时刻给继电器线圈供电，并控制继电

器反馈采样电路采样继电器的触点实时状态，以获得触点闭合时间ti，并保存ti；待下次继

电器触点闭合时重新计算td  =  T/2  –  ti或者（nT+  T/2）-ti；

[0018] （3）如果T/2  <=  ti  <  T或nT+  T/2  <=  ti  <= （n+1）T，n为大于等于1整数时，在

tcap1时刻开始计时，所述微型处理单元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在td时刻给继电器线圈供电，

并控制继电器反馈采样电路采样继电器的触点实时状态，以获得触点闭合时间ti，并保存

ti；待下次继电器触点闭合时重新计算td  =  T  –  ti或(n+1)*T-ti。

[0019] 如图2所示，其中：

[0020] tcap1为由负半周向正半周过渡时的交流电零点时刻；

[0021] tcap2为由正半周向负半周过渡时的交流电零点时刻；

[0022] T为交流电周期；

[0023] ti为继电器线圈供电到继电器触点闭合时间；

[0024] 上述设定的程序可以通过内部程序达到，所述内部程序可以通过现有计算机程序

设计技术完成，此处不再赘述。

[0025] 上述的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的权利范围，因

此，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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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6

CN 110047699 B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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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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