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780029326.9

(22)申请日 2017.04.13

(30)优先权数据

15/132,858 2016.04.19 US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8.11.12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US2017/027342 2017.04.13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7/184418 EN 2017.10.26

(71)申请人 力特有限公司

地址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希金斯西路

8755号500室60631

(72)发明人 詹姆斯·莱利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11021

代理人 陈慧

(51)Int.Cl.

H02H 3/24(2006.01)

H02H 3/38(2006.01)

H02H 3/14(2006.01)

H02H 3/16(2006.01)

H01H 47/22(2006.01)

H01H 47/36(2006.01)

 

(54)发明名称

继电器保护系统

(57)摘要

本文提供了改进的继电器保护系统，所述继

电器保护系统可以检测继电器的输出上的对地

短路状况。继电器保护系统可以对继电器的输出

进行偏置。可以监测继电器的输出以确定偏置电

平是否降低到预定阈值以下，以指示对地短路状

况。如果检测到对地短路状况，则继电器保护系

统可以防止继电器从打开位置转换到闭合位置。

因此，电源可以保持与负载分离，从而防止损坏

继电器和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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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置，包括：

电源；

继电器，与所述电源相耦接；

负载，与所述继电器相耦接，其中当所述继电器处于闭合位置时，所述继电器将所述负

载耦接到所述电源；

偏置和监测模块，与所述继电器相耦接；以及

控制器，与所述偏置和监测模块相耦接，其中所述偏置和监测模块通过检测所述继电

器的输出上的电压来确定所述继电器的输出何时对地短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偏置和监测模块向所述继电器的输出提供偏

置电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中当所述继电器的输出上的检测电压近似等于所述

偏置电压时，所述偏置和监测模块确定所述继电器的输出没有对地短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中当所述继电器的输出上的检测电压近似等于所述

偏置电压时，所述偏置和监测模块生成对所述继电器的输出没有对地短路加以指示的信

号，并将所述信号提供给所述控制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其中当接收到对所述继电器的输出没有对地短路加以

指示的信号时，所述控制器使所述继电器置于所述闭合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电源是电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电池是汽车电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器是微处理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器是引擎控制单元ECU。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中当所述继电器的输出上的检测电压近似等于接地

电压时，所述偏置和监测模块确定所述继电器的输出对地短路。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接地电压近似等于零(0)伏。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中当所述继电器的输出上的检测电压近似等于所

述接地电压时，所述偏置和监测模块生成对所述继电器的输出对地短路加以指示的信号，

并将所述信号提供给所述控制器。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装置，其中当接收到对所述继电器的输出对地短路加以指

示的信号时，所述控制器使所述继电器保持在打开位置。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器生成对所述继电器的输出对地短路

加以指示的警报信号。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警报信号是视觉警报。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警报信号是听觉警报。

17.一种方法，包括：

将偏置电压施加到继电器的输出；

监测所述偏置电压；

当所述继电器的输出对地短路时生成信号；以及

响应于所生成的信号防止所述继电器从打开位置转换到闭合位置。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继电器的输出的检测电压与预定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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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当所述检测电压小于所述预定阈值时，确定

所述继电器的输出对地短路。

20.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响应于所生成的信号提供警报信号，其中所

述警报信号包括听觉信号或视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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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保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继电器，更具体地，涉及继电器保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许多传统继电器系统中，继电器从打开位置转换到闭合位置，以将高电流源和/

或高电压源耦接到负载。如果继电器的输出被错误地对地短路，则当继电器闭合时，耦接到

继电器的高电压和/或高电流会严重损坏继电器的触点或者可能严重损坏负载。由于这些

传统的继电器系统在不知道输出的状况的情况下转换到闭合位置，所以增加了重大损坏的

风险。

发明内容

[0003] 提供了本发明内容以介绍下面在具体实施方式中进一步描述的对简化形式的构

思的选择。本发明内容不旨在确定所请求保护的主题的关键特征或基本特征，也不旨在用

作帮助确定所请求保护的主题的范围。

[0004] 因此，需要一种继电器保护系统来提供防止切换到对地短路状况的保护。

[0005] 各种实施例总体上涉及一种继电器保护系统，该继电器保护系统能够检测继电器

的输出上的对地短路状况。继电器保护系统可以对继电器的输出进行偏置。可以监测继电

器的输出以确定偏置电平是否降低到预定阈值以下，以指示对地短路状况。如果检测到对

地短路状况，则继电器保护系统可以防止继电器从打开位置转换到闭合位置。因此，电源可

以保持与负载分离，从而防止损坏继电器或负载。

附图说明

[0006] 现在将参考附图示例性地描述所公开的设备的具体实施例，其中：

[0007] 图1示出了示例性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

[0008] 图2示出了示例性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

[0009] 图3示出了图2中描绘的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的第一透视图。

[0010] 图4示出了图2中描绘的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的第二透视图。

[0011] 图5示出了图2中描绘的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的仰视图。

[0012] 图6示出了图2中描绘的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的俯视图。

[0013] 图7示出了用于监测继电器的输出的方法的示例性流程图。

[0014] 图8示出了示例性偏置和监测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现在将参考附图在下文中更全面地描述本公开，在附图中示出了优选实施例。然

而，本公开可以按多种不同形式来实现，并且不应当被解释为受到本文阐述的实施例的限

制。更确切地说，提供这些实施例使得本公开将是全面和完整的，并且将本公开的范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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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给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全部附图中，相似的附图标记指的是相似的元件。

[0016] 图1示出了示例性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可以包括电

源102、继电器104、负载106、偏置和监测模块108以及控制器110。

[0017] 电源102可以为例如电池。在各种实施例中，电源102可以是汽车电池。负载106可

以表示电源102下游的电子电路和/或设备。由负载106表示的这些电子组件可以在电力分

配和控制系统100的正常操作期间从电源102接收电力。

[0018] 负载106可以通过继电器104耦接到电源102。如图1所示，继电器104可以耦接到电

源102，并且负载106可以耦接到继电器104。继电器104可以是电磁继电器(例如，机电继电

器)和/或电动开关。继电器104可以用作保护继电器和/或开关。例如，继电器104可以进行

操作以在发生故障状况时防止或限制对负载106的损坏。故障状况可以包括例如相对于负

载106的过压或过流状况。

[0019] 在正常操作期间，当未检测到或未发生故障状况时，继电器104可以从电源102向

负载106提供电力。当检测到或发生故障状况时，继电器104可以使负载106与电源102分离。

在这种情况下，继电器104可以破坏负载106和电源102之间的电连接。这样，继电器104可以

确保在未检测到或未发生过压或过流状况时(例如，当继电器104处于闭合位置时)向负载

106提供电力，并且可以当检测到或发生过压或过流状况时(例如，当继电器104处于打开位

置时)隔离并保护负载106。

[0020] 在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的初始操作状态中，继电器104可以处于打开位置或打

开状态，使得电源102没有耦接到负载106。在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的后续操作状态中，

当希望向负载106提供电力时，可以使继电器104处于闭合位置或进入闭合状态以将电源

102耦接到负载106。正常操作可以被认为是当在非故障状况期间继电器104将电源102耦接

到负载106时的状态。在正常操作期间，电源102可以经由继电器104向负载106提供高电流

和/或高电压。

[0021] 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耦接到继电器104。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确定电力分

配和控制系统100何时可能或期望从初始操作状态(例如，当继电器104处于打开位置时)转

换到正常操作状态(例如，当继电器104处于闭合位置时)。具体地，在各种实施例中，偏置和

监测模块108可以确定将电源102耦接到负载106是否安全。

[0022] 在各种实施例中，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确定继电器104的输出是否对地短路。

如果继电器104的输出对地短路，则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确定不希望将电源102耦接到

负载106，这是因为这样做会严重损坏继电器104的触点和/或损坏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

的其他组件(例如，负载106的部分)。地可以是地电压，例如，约零(0)伏和/或大地或框架

地。

[0023] 在各种实施例中，偏置和监测模块108还可以确定继电器104的输出是否没有对地

短路。如果继电器104的输出没有对地短路，则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确定将电源102耦接

到负载106是有可能的和/或安全的，这是因为这样做不可能损坏继电器104的触点和/或损

坏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的其他组件(例如，负载106的部分)。

[0024] 在各种实施例中，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向中继器104的输出提供偏置电压。例

如，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包括耦接到继电器104的输出的偏置装置。可以监测偏置装置

以确定继电器的输出是否变为对地短路且何时变为对地短路(例如，通过监测与继电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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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相耦接的偏置装置的输出)。偏置电压可以相对较低。为了确定继电器104的输出是否

对地短路，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监测和/或检测继电器104的输出上的偏置电压。在各种

实施例中，如果偏置和监测模块108确定继电器104的电压近似接地或低于偏置电压，则偏

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确定继电器104的输出对地短路。因此，如上所述，可以防止继电器

104从打开位置转换到闭合位置。

[0025] 在各种实施例中，如果偏置和监测模块108确定继电器104的电压近似等于偏置电

压，则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确定继电器104的输出不是对地短路的。因此，如上所述，可

以允许继电器104从打开位置转换到闭合位置。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组

件以提供偏置电压。此外，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组件以检测、监测和/或

测量偏置电压。用于提供和监测偏置电压的组件可以是相同的组件。偏置电压可以是直流

(DC)电压。

[0026] 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周期性地、连续地或随机地监测继电器104的输出的偏置

电压。例如，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被配置为基于监测之间的可选择的或可编程的时间量

或周期来周期性地监测偏置电压。偏置和监测模块108还可以比较继电器104的输出上的检

测电压，并且可以将其与一个或多个阈值进行比较。阈值可以是预期的偏置电压，也可以是

地。基于检测到的电压，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确定继电器104的输出可能对地短路还是

可能不对地短路。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包括用于存储一个或多个阈值的存储器。偏置和

监测模块108的存储器还可以存储检测到的电压(例如，以保存检测到的电压随时间的记录

或历史)。

[0027] 当确定继电器104的输出可能对地短路时(例如，当检测到的电压低于阈值电压

时，其中所述阈值电压大约等于预期偏置电压)，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产生第一信号。第

一信号可以被提供给控制器110。第一信号可以指示继电器104的输出对地短路或可能对地

短路(例如，通过指示检测到的或测量到的电压低于一个或多个预定阈值)。

[0028] 当确定继电器104的输出可能没有对地短路时(例如，当检测到的电压不低于阈值

电压时，其中所述阈值电压大约等于预期偏置电压)，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产生第二信

号。第二信号也可以被提供给控制器110。第二信号可以指示继电器104的输出没有对地短

路或可能没有对地短路(例如，通过指示检测到的或测量到的电压高于一个或多个预定阈

值或近似等于预期偏置电压)。

[0029] 控制器110可以控制和监测所述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的操作。例如，控制器110

可以控制继电器104的操作。具体地，控制器110可以控制继电器104何时提供电源102和负

载106之间的电连接以及继电器104何时使负载106与电源102分离。

[0030] 控制器110可以基于对来自偏置和监测模块108的信号的接收来控制继电器104。

例如，在接收到来自偏置和监测模块108的指示中继器104的输出对地短路的信号(例如，第

一信号)时，控制器110可以确定防止或阻止继电器104从打开状态转换到闭合状态。也就是

说，控制器110可以确保继电器104不进入闭合位置并且不会尝试将电源102耦接到负载

106。这样，可以防止对继电器104和/或负载106的损坏。

[0031] 在接收到来自偏置和监测模块108的指示中继器104的输出没有对地短路的信号

(例如，第二信号)时，控制器110可以确定允许或支持继电器104从打开状态转换到闭合状

态。也就是说，控制器110可以允许继电器104进入闭合位置，以便将电源102耦接到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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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这样，在进行对地短路状况的检查之后，可以提供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的正常操

作。

[0032] 当控制器110基于对来自偏置和监测模块108的信号的接收(例如，基于对上述第

一信号的接收)确定防止或阻止继电器104从打开状态转换到闭合状态时，控制器110还可

以产生或提供警报信号。警报信号可以是视觉和/或听觉信号。警报信号可以警告用户例如

继电器104的输出对地短路。通常，警报信号可以指示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没有在正常

或安全状况下操作。控制器110还可以阻止或防止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的其他操作。

[0033] 备选地或附加地，由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基于对继电器104的输出的监测而生成的

任何信号可以直接控制继电器104(例如，可以防止继电器104闭合)或者可以包括听觉和/

或视觉警报信号。

[0034] 在各种实施例中，控制器110可以是微处理器。在各种实施例中，控制器110可以是

引擎控制单元(ECU)，并且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通过控制器局域网(CAN)或本地互连网

络(LIN)向控制器110提供任何生成的信号。

[0035] 偏置和监测模块108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电路，并且可以以硬件、软件或其任何组

合来实现。偏置和监测模块108以及控制器110或其任何部分可以被认为是继电器保护系统

的一部分。

[0036] 图2示出了示例性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

200可以包括如下部件：继电器(例如，继电器104)以及偏置和监测模块(例如，偏置和监测

模块108)。如图2所示，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可以包括输入连接件或螺柱202以及

输出连接件或螺柱204。输入螺柱202可以连接到电源(例如，电源102)的第一部件或组件。

输出螺柱204可以连接到负载(例如，负载106)的第一部件或组件。

[0037] 如图2进一步所示，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可以包括第一固定导体或母线

206和第二固定导体或母线208。母线206可以耦接到输入螺柱202，并且母线208可以耦接到

输出螺柱204。可移动母线或导体210可以耦接在母线206和母线208之间。

[0038] 可移动母线或触点210可以确定母线206和母线208之间的电连接。在继电器以及

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的正常操作期间，电流(例如，继电器104的电流)可以从输入螺柱202经

由母线206经由可移动导体210经由母线208流到输出螺柱204。当检测到或发生过压或过流

状况时，可移动导体210可以与母线206和母线208断开连接，从而使从输入螺柱202到输出

螺柱204的电流中断。例如，可移动导体210可以在垂直方向上移动(相对于如图2所示的电

流监测系统200的取向)，以便与母线206和母线208断开连接。

[0039] 在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的正常操作状态之前，可移动导体210可以与母

线206和母线208断开连接。一旦确定继电器的输出没有对地(例如，输出螺柱204)短路，则

可移动导体210可以耦接到母线206和母线208。

[0040] 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还可包括螺线管或线圈212。附加地，继电器以及

偏置和监测系统200可以包括印刷电路板(PCB)214，可以在所述PCB  214上安装继电器以及

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的组成部件。输入螺柱202、输出螺柱204、母线206、母线208、可移动导

体210和螺线管可以形成继电器(例如，继电器104)的一部分。在各种实施例中，这些组件可

以形成与诸如电池(例如，汽车电池)的电源耦接的主断开器的一部分。

[0041] 输出螺柱204可以表示继电器104的输出。如上所述，偏置电压可以施加到输出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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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204并且可以对其进行监测以确定输出螺柱204是否对地短路。可以将用于提供、施加和

监测任何偏置电压的组件设置为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的一部分(例如，耦接到

PCB  214)。例如，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可以包括偏置和监测模块108的全部或一

部分。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可以表示如图1所示的继电器104以及偏置和监测模

块108的全部或一部分，但不限于此。也就是说，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的继电器/

电路保护组件和功能可以与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的偏置和监测组件和功能分

开，而不是如图2所示地组合并布置在同一PCB上。

[0042] 图3-6以各种视图示出了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例如，图3示出了示例继

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的第一透视图，且图4示出了示例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

200的第二透视图。提供图3和图4以示出输入螺柱202、输出螺柱204、母线206、母线208、可

移动导体210、螺线管或线圈212和PCB  214的示例性布置。

[0043] 图5示出了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的仰视图。图6示出了继电器以及偏置

和监测系统200的俯视图。此外，图5和图6示出了螺线管212、母线206、母线208、输入螺柱

202和输出螺柱204在PCB  214上的示例性布置。

[0044] 图7示出了用于监测继电器的输出的方法700的示例性流程图。图7中所示的方法

可以通过使用电力分配和控制系统100和/或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来实现。

[0045] 在步骤702，可以对继电器的输出进行偏置。继电器的输出可以是继电器的输出螺

柱。可以为继电器的输出提供偏置电压。例如，偏置装置可以耦接到继电器的输出。偏置电

压可以是相对低的偏置电压。

[0046] 在步骤704，可以监测对继电器的偏置。可以监测继电器的输出以检测或测量继电

器的输出的偏置电压。例如，可以监测与继电器的输出相耦接的偏置装置的输出，以有效地

监测继电器的输出。可以周期性地、连续地或随机地监测继电器的输出，以测量或检测继电

器的输出的偏置电压。作为监测的一部分，可以将检测到的继电器的偏置电压与一个或多

个预定阈值进行比较。

[0047] 在步骤706，当继电器的输出对地短路时，可以生成信号。当继电器(或偏置装置)

的输出的监测电压低于预定阈值(例如，偏置电压)或近似等于地时，可以确定继电器的输

出对地短路。生成的信号可以指示继电器的输出对地短路(或可能对地短路)。生成的信号

可以提供给微处理器或控制器。

[0048] 在步骤708，可以防止继电器闭合。具体地，可以防止继电器从打开位置转换到闭

合位置，从而防止电源经由继电器耦接到负载。这样做，可以避免由于继电器的短路状况而

对继电器和/或负载的损坏。此外，在步骤708，可以生成警报信号以指示继电器的输出对地

短路。警报信号可以是听觉和/或视觉信号。

[0049] 图8示出了示例性偏置和监测系统800。偏置和监测系统800可以用作电力分配和

控制系统100和/或继电器以及偏置和监测系统200的一部分，并且可以执行用于监测继电

器700的输出的方法的一部分。

[0050] 如图8所示，偏置和监测系统800可以包括连接器802、偏置装置804和连接器806。

连接器802可以耦接到继电器的输出(例如，继电器104的输出或输出螺柱204)。连接器806

可以耦接到控制器(例如，控制器110)。偏置装置804可以是用于对继电器的输出进行偏置

的一个或多个电路组件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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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在各种实施例中，偏置装置804可以经由连接器802将相对低的偏置电压施加到继

电器的输出。当继电器没有对地短路时，可以通过连接器806向控制器提供对继电器没有对

地短路加以指示的信号。例如，可以将表示所施加的偏置电压的信号提供给连接器806。当

继电器对地短路时，同样可以通过连接器806向控制器提供对继电器对地短路加以指示的

信号。例如，可以在连接器806处感测到低电压或提供低电压(例如，0V)信号，并将所述低电

压信号提供给控制器。

[0052] 偏置装置可以通过使用在大型系统内可用的内部电路和电压来从硬件上实现，其

中偏置和监测系统800在大型系统内操作或作为其一部分操作。

[0053] 这里描述的用于继电器保护的技术可以应用于其他电路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电力

分配模块、电池开关和保险丝盒。这里公开的技术可以通过提供检测对地短路情况的能力

并适当地响应以避免可能由于对地短路状况引起的任何损坏来降低由于接近对地短路情

况而导致损坏电路部件的可能性。

[0054] 虽然本公开涉及特定实施例，但是在不脱离如所附权利要求中限定的本公开的精

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有可能对所描述的实施例进行多种修改、变化和改变。因此，本公开旨

在不限于所描述的实施例，而是具有由所附权利要求的语言及其等同物限定的全部范围。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155519 A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10

CN 109155519 A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1

CN 109155519 A

11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2

CN 109155519 A

12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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