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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

坞配电板，与常规IT对地绝缘系统相比，增加了N

相汇流排，N相汇流排在低压配电板内一点与接

地的PE排连接而实现系统接地，对发电机和各种

类型的用电设备设置保护，并可通过简便操作对

系统进行绝缘检测，保证船舶设备的稳定运行和

人身安全，满足船舶供电连续性和安全性的使用

要求，能够满足船舶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供电

系统供电连续性、设备保护、人体防护等使用要

求，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稳定可靠。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211859156 U

2020.11.03

CN
 2
11
85
91
56
 U



1.一种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三个发电机进线

屏、一个母联屏和二个负载屏，三个发电机进线屏、一个母联屏和二个负载屏之间通过主汇

流排、PE汇流排互相连通，主汇流排包括有沿水平方向设置的R、S、T、N四相主汇流排，N相主

汇流排连接至PE汇流排；三个发电机进线屏分别设置有进线断路器和零线隔离开关，每个

发电机进线屏分别设置有连接在R、S、T主汇流排上的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和连接在N

相主汇流排上的N相发电机分支汇流排，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经发电机进线断路器连接

至发电机，N相发电机分支汇流排经零线隔离开关连接至发电机，零线隔离开关、发电机进

线断路器之间设置有联锁机构；R、S、T主汇流排分别通过R、S、T负载分支汇流排连接至二个

负载屏内的负载开关，N相主汇流排也分别通过N相负载分支汇流排连接至二个负载屏内的

负载开关；母联屏内设置有串联在R、S、T主汇流排上的主汇流排联络开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

发电机进线屏的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上分别设置有发电机电流取样电流互感器，每个

发电机进线屏上分别设置有发电机电源电流表V，发电机功率因数表PF,发电机运行小时表

HR，发电机有功功率表KW,发电机和汇流排电压表V，发电机和汇流排频率表F，发电机并车

和保护模块PPU，电流表转换开关AS1，电压频率表转换开关，发电机合闸sh21和分闸带灯按

钮sh22，发电机启动按钮s23和停止按钮s24，发电机备车指示灯h8和运行指示灯h7，发电机

空间加热器选择开关sk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母联

屏上设置有双电压表V/V,双频率表F/F,同步表SYN,同步指示灯SYN-L,触摸屏HMI,蜂鸣器

BZ,手动同步选择开关SW1，电站管理模式选择开关SW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二个

负载屏分别为440V负载屏和220V负载屏，440V负载屏用于馈送440V和220V动力电源，为船

舶泵、风机负载提供动力电源，并提供过载和短路保护；220V负载屏用于馈送220V电源，为

船舶照明、通讯导航负载提供电力电源，并提供过载和短路保护。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其特征在于：所述440V

负载屏设置有3Φ440V负载馈电开关QF11，440V电力分电箱负载馈电开关QF12，R、S、T主汇

流排通过R、S、T垂直汇流排分别连接至3Φ440V负载馈电开关QF11、440V电力分电箱负载馈

电开关QF12，N相主汇流排通过N相垂直汇流排连接至440V电力分电箱负载馈电开关QF12；

220V负载屏设置有三个单相终端负载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电箱负载

QF24，岸电电源开关QF25，R、S、T主汇流排通过R、S、T三相汇流排连接至三个单相终端负载

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电箱负载QF24、岸电电源开关QF25，N相主汇流排也

通过N相垂直汇流排连接至三个单相终端负载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电箱

负载QF24，岸电电源开关QF25；220V负载屏还设置有220V电流表A2，电流表转换开关AS2,

220V电流互感器CT2，岸电电流表A3和电流表转换开关AS3，岸电电压表V3和电压表转换开

关VS3，岸电电源电流互感器CT5，岸电电源有效指示灯h11，岸电电源供电指示灯h1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其特征在于：所述PE汇

流排接地点设置于440V负载屏内，N相主汇流排在440V负载屏内通过N相垂直汇流排连接至

PE汇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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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船舶配电系统的船舶电站设备技术中一种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

统的浮船坞配电板。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技术中，造船厂制造的船舶设备通常采用三相三线制中性点不接地供电系

统，但是在浮船坞等特种船舶设备中，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也得到使用，而三

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与三相三线制中性点不接地供电系统有着本质区别，在设

备保护、接地系统设计、供电连续性、电气火灾防护、人体防护等方面的要求都不一样，现有

技术中没有能够直接应用于船舶设备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的配电板，也没有统

一的设计标准，基本上通过比对陆用配电板标准进行设计，不能满足船舶设备的使用要求，

影响了船舶供电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满足船舶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

地供电系统供电连续性、设备保护、人体防护等使用要求，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稳定可靠，

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

[0004]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三个发

电机进线屏、一个母联屏和二个负载屏，三个发电机进线屏、一个母联屏和二个负载屏之间

通过主汇流排、PE汇流排互相连通，主汇流排包括有沿水平方向设置的R、S、T、N四相主汇流

排，N相主汇流排连接至PE汇流排；三个发电机进线屏分别设置有进线断路器和零线隔离开

关，每个发电机进线屏分别设置有连接在R、S、T主汇流排上的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和

连接在N相主汇流排上的N相发电机分支汇流排，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经发电机进线断

路器连接至发电机，N  相发电机分支汇流排经零线隔离开关连接至发电机，零线隔离开关、

发电机进线断路器之间设置有联锁机构；R、S、T主汇流排分别通过R、S、T负载分支汇流排连

接至二个负载屏内的负载开关，N相主汇流排也分别通过N相负载分支汇流排连接至二个负

载屏内的负载开关；母联屏内设置有串联在R、S、T主汇流排上的主汇流排联络开关；

[0005] 所述每个发电机进线屏的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上分别设置有发电机电流取样

电流互感器，每个发电机进线屏上分别设置有发电机电源电流表V，发电机功率因数表PF,

发电机运行小时表HR，发电机有功功率表KW,发电机和汇流排电压表  V，发电机和汇流排频

率表F，发电机并车和保护模块PPU，电流表转换开关AS1，电压频率表转换开关，发电机合闸

sh21和分闸带灯按钮sh22，发电机启动按钮s23  和停止按钮s24，发电机备车指示灯h8和运

行指示灯h7，发电机空间加热器选择开关sk2；

[0006] 所述母联屏上设置有双电压表V/V,双频率表F/F,同步表SYN,同步指示灯  SYN-L,

触摸屏HMI,蜂鸣器BZ,手动同步选择开关SW1，电站管理模式选择开关SW2；

[0007] 所述二个负载屏分别为440V负载屏和220V负载屏，440V负载屏用于馈送440V  和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211859156 U

3



220V动力电源，为船舶泵、风机负载提供动力电源，并提供过载和短路保护；  220V负载屏用

于馈送220V电源，为船舶照明、通讯导航负载提供电力电源，并提供过载和短路保护；

[0008] 所述440V负载屏设置有3Φ440V负载馈电开关QF11，440V电力分电箱负载馈电开

关QF12，R、S、T主汇流排通过R、S、T垂直汇流排分别连接至3Φ440V负载馈电开关QF11、440V

电力分电箱负载馈电开关QF12，N相主汇流排通过N相垂直汇流排连接至440V电力分电箱负

载馈电开关QF12；

[0009] 220V负载屏设置有三个单相终端负载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电箱

负载QF24，岸电电源开关QF25，R、S、T主汇流排通过R、S、T三相汇流排连接至三个单相终端

负载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电箱负载QF24、岸电电源开关QF25，N相主汇流

排也通过N相垂直汇流排连接至三个单相终端负载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

电箱负载QF24，岸电电源开关QF25；220V负载屏还设置有220V电流表A2，电流表转换开关

AS2,220V电流互感器CT2，岸电电流表A3和电流表转换开关AS3，岸电电压表V3和电压表转

换开关VS3，岸电电源电流互感器CT5，岸电电源有效指示灯h11，岸电电源供电指示灯h12；

[0010] 所述PE汇流排接地点设置于440V负载屏内，N相主汇流排在440V负载屏内通过N相

垂直汇流排连接至PE汇流排。

[0011]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与常规IT对地绝缘系统相

比，增加了N相汇流排，N相汇流排在低压配电板内一点与接地的PE排连接而实现系统接地，

对发电机和各种类型的用电设备设置保护，并可通过简便操作对系统进行绝缘检测，保证

船舶设备的稳定运行和人身安全，满足船舶供电连续性和安全性的使用要求，能够满足船

舶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供电连续性、设备保护、人体防护等使用要求，结构简

单，操作方便，稳定可靠。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单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如图所示，一种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设置1号发电机进线屏、2

号发电机进线屏、3号发电机进线屏三个发电机进线屏，还有一个母联屏和440V负载屏和

220V负载屏二个负载屏。三个发电机进线屏、一个母联屏和二个负载屏之间通过主汇流排、

PE汇流排互相连通，主汇流排包括有沿水平方向设置的  R、S、T、N四相主汇流排，N相主汇流

排连接至PE汇流排；

[0014] 三个发电机进线屏分别设置有进线断路器和零线隔离开关，每个发电机进线屏分

别设置有连接在R、S、T主汇流排上的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和连接在N  相主汇流排上的

N相发电机分支汇流排，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经发电机进线断路器连接至发电机，N相发

电机分支汇流排经零线隔离开关连接至发电机，零线隔离开关、发电机进线断路器之间设

置有联锁机构；R、S、T主汇流排分别通过R、  S、T负载分支汇流排连接至二个负载屏内的负

载开关，N相主汇流排也分别通过N  相负载分支汇流排连接至二个负载屏内的负载开关；母

联屏内设置有串联在R、S、  T主汇流排上的主汇流排联络开关。

[0015]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板，与常规IT对地绝缘系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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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加了N相汇流排，N相汇流排在低压配电板内一点与接地的PE排连接而实现系统接地，

对发电机和各种类型的用电设备设置保护，并可通过简便操作对系统进行绝缘检测，保证

船舶设备的稳定运行和人身安全，满足船舶供电连续性和安全性的使用要求，能够满足船

舶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供电连续性、设备保护、人体防护等使用要求，结构简

单，操作方便，稳定可靠。

[0016] 具体地，

[0017]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船舶配电系统，尤其涉及一种3相4线接地系统的浮船坞配电

板方案设计，属于船舶电站设备技术领域。

[001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3相4线制中性点接地浮船坞配电板设计方案，满

足供电系统的供电连续性、设备保护、人体防护等要求。

[0019] 本实用新型将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20] 3相4线制中性点接地浮船坞配电板设计方案包括1号～3号发电机进线屏、母联

屏、440V负载屏和220V负载屏。三个发电机屏负责连接船舶辅助发电机，提供船舶配电电

源，发电机的长延时保护、短延时保护和瞬时脱扣保护，以及对发电机电源的监测；母联屏

安装有主汇流排联络开关，用于切换故障主汇流排，增加系统供电的冗余性，安装电站管理

系统，对配电板电网系统进行监测管理；440V负载屏用于馈送440V和220V动力电源，为船舶

提供泵、风机等负载提供动力电源，并提供过载和短路保护；220V负载屏用于馈送220V电

源，为船舶照明、通讯导航等负载提供电力电源，并提供过载和短路保护。

[0021] 1、1号～3号发电机进线屏包含：发电机R、S、T、N相汇流排，发电机进线断路器QF1/

QF2/QF3，发电机零线隔离开关QF1-N/QF2-N/QF3-N，发电机电流取样电流互感器CT1/CT2/

CT3,发电机电源电流表V,发电机功率因数表PF,发电机运行小时表HR,发电机有功功率表

KW,发电机和汇流排电压表V,发电机和汇流排频率表  F,发电机并车和保护模块PPU,电流

表转换开关AS1,电压频率表转换开关，发电机合闸sh21和分闸带灯按钮sh22,发电机启动

按钮s23和停止按钮s24,发电机备车指示灯h8和运行指示灯h7，发电机空间加热器选择开

关sk2。通过本发电机屏，可以使得发电机电源安全供电到配电板主汇流排。发电机N相隔离

开关QF-N和发电机保护开关QF联锁，确保系统安全，并且，可通过分闸隔离开关、发电机保

护开关和负载开关，使得R,S,T三相汇流排接地断开，从而对配电板进行定期的绝缘检测，

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降低故障。发电机并车和保护装置PPU可对发电机提供全面的保护，

防止系统异常。

[0022] 2、母联屏包含：R,S,T三相主汇流排联络开关1QS,双电压表V/V,双频率表F/F, 同

步表SYN,同步指示灯SYN-L,触摸屏HMI,蜂鸣器BZ,手动同步选择开关SW1，电站管理模式选

择开关SW2。联络开关1QS可分断故障汇流排，提高配电板供电系统的冗余度，防止全船失

电。母联屏配置同步表，可进行发电机的手动并车，以及设置  PMS管理系统，可实现电网的

自动管理。

[0023] 3、440V负载屏：R、S、T、N相汇流排,配电板汇流排接地点，3Φ440V负载馈电开关

QF11,440V电力分电箱负载馈电开关QF12。开关QF11可为3Φ440V负载，如机舱风机、海水泵

等动力负载供电并提供短路和过载保护。QF12负载采用4芯电缆，其中R,S,T三相电缆通过

QF12开关连接到R,S,T主汇流排，N相电缆直接连接到配电板的N相汇流排，可为440V/220V

电力分电箱提供电源，并提供过载和短路保护，保证下级设备的安全运行。配电板内N相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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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排与接地的PE排连接而实现系统接地。

[0024] 4、220V负载屏：R、S、T、N相汇流排,220V电流表A2,电流表转换开关AS2,220V 电流

互感器CT2，单相终端负载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电箱负载  QF24,岸电电源

开关QF25,岸电电流表A3和电流表转换开关AS3,岸电电压表V3和电压表转换开关VS3,岸电

电源电流互感器CT5,岸电电源有效指示灯h11，岸电电源供电指示灯h12。开关QF21/QF22/

QF23为2极开关，依次连接R,S,T三相汇流排，保证三相电流平衡。QF24负载采用4芯电缆，其

中R,S,T三相电缆通过开关连接到  R ,S,T主汇流排，N相电缆直接连接到配电板的N相汇流

排，可为220V电力分电箱提供电源，并提供过载和短路保护，保证下级设备的安全运行。岸

电电源为船舶提供清洁能源，并和船舶发电机联锁，岸电电源开关为3极开关，连接岸电电

缆的R,S,T  三相电缆，并安装电流互感器，用于测试岸电电流，岸电N相电缆直接连接到N相

汇流排。

[0025] 该方案和常规IT对地绝缘系统相比，配电板增加了N相汇流排，该在低压配电板内

一点与接地的PE排连接而实现系统接地，对发电机和各种类型的用电设备设置保护，并可

通过简便操作对系统进行绝缘检测，保证船舶设备的稳定运行和人身安全，满足船舶供电

连续性和安全性的使用要求。

[0026]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实用新型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

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0027] 三个发电机进线屏分别设置有进线断路器和零线隔离开关，每个发电机进线屏分

别设置有连接在R、S、T主汇流排上的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和连接在N  相主汇流排上的

N相发电机分支汇流排，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经发电机进线断路器连接至发电机，N相发

电机分支汇流排经零线隔离开关连接至发电机，零线隔离开关、发电机进线断路器之间设

置有联锁机构；R、S、T主汇流排分别通过R、  S、T负载分支汇流排连接至二个负载屏内的负

载开关，N相主汇流排也分别通过N  相负载分支汇流排连接至二个负载屏内的负载开关；母

联屏内设置有串联在R、S、  T主汇流排上的主汇流排联络开关；

[0028] 每个发电机进线屏的R、S、T发电机分支汇流排上分别设置有发电机电流取样电流

互感器，每个发电机进线屏上分别设置有发电机电源电流表V，发电机功率因数表PF,发电

机运行小时表HR，发电机有功功率表KW,发电机和汇流排电压表V，发电机和汇流排频率表

F，发电机并车和保护模块PPU，电流表转换开关AS1，电压频率表转换开关，发电机合闸sh21

和分闸带灯按钮sh22，发电机启动按钮s23和停止按钮s24，发电机备车指示灯h8和运行指

示灯h7，发电机空间加热器选择开关sk2；

[0029] 母联屏上设置有双电压表V/V,双频率表F/F,同步表SYN,同步指示灯SYN-L,  触摸

屏HMI,蜂鸣器BZ,手动同步选择开关SW1，电站管理模式选择开关SW2；

[0030] 二个负载屏分别为440V负载屏和220V负载屏，440V负载屏用于馈送440V和  220V

动力电源，为船舶提供泵、风机等负载提供动力电源，并提供过载和短路保护；  220述440V

负载屏设置有3Φ440V负载馈电开关QF11，440V电力分电箱负载馈电开关QF12，R、S、T主汇

流排通过R、S、T垂直汇流排分别连接至3Φ440V负载馈电开关QF11、40V电力分电箱负载馈

电开关QF12，N相主汇流排通过N相垂直汇流排连接至440V电力分电箱负载馈电开关QF12；

[0031] 0V负载屏设置有三个单相终端负载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电箱负

载QF24，岸电电源开关QF25，R、S、T主汇流排通过R、S、T三相汇流排连接至三个单相终端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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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电箱负载QF24、岸电电源开关QF25，N相主汇流排

也通过N相垂直汇流排连接至三个单相终端负载馈电开关QF21/QF22/QF23，220V照明分电

箱负载QF24，岸电电源开关QF25；220V负载屏还设置有220V电流表A2，电流表转换开关AS2,

220V电流互感器CT2，岸电电流表A3和电流表转换开关AS3，岸电电压表V3和电压表转换开

关VS3，岸电电源电流互感器CT5，岸电电源有效指示灯h11，岸电电源供电指示灯h12；

[0032] PE汇流排接地点设置于440V负载屏内，N相主汇流排在440V负载屏内通过N  相垂

直汇流排连接至PE汇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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