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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

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包括漏电指示器和电流互

感器，所述电流互感器套装于电线外侧，所述漏

电指示器包括壳体和设置于壳体内的PCB板，所

述PCB板上集成有中央处理器，在所述PCB板上还

集成有漏电管理芯片、信号采集电路、稳压电路、

双路变压器和复位电路，所述漏电管理芯片通过

信号采集电路与中央处理器的信号输入端相连，

所述稳压电路与漏电管理芯片相连，所述中央处

理器的输出端与复位电路相连，所述复位电路与

漏电管理芯片相连。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可以快

速找到暂态漏电特征，从而准确发现漏电点，做

到无误报、无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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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包括漏电指示器和电流互感器，所

述电流互感器套装于电线外侧，所述漏电指示器包括壳体和设置于壳体内的PCB板，所述

PCB板上集成有中央处理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PCB板上还集成有漏电管理芯片、信号采集

电路、稳压电路、双路变压器和复位电路，所述漏电管理芯片通过信号采集电路与中央处理

器的信号输入端相连，所述稳压电路与漏电管理芯片相连，所述中央处理器的输出端与复

位电路相连，所述复位电路与漏电管理芯片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漏电管理芯片为M54123芯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PCB板上还集成有稳压单元电路、电池充电电路、电池失电切换电路、市电掉电检测电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稳压单元电路与中央处理器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双路变压器的一路连接稳压单元电路，另一路连接稳压电路。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池充电电路、电池失电切换电路、市电掉电检测电路均与中央管理器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壳体上设置有分别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的指示灯、按键、蜂鸣器和红外接收器。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壳体上设有接口，所述电流互感器的信号线穿过接口与M54123芯片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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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涉及一种漏电指示装置，具体涉及一种采用专用漏电管理芯片的

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据了解，漏电是由于绝缘损坏或其他原因而引起的电流泄露。电器外壳和市电火

线间由于某种原因连通后与地之间有一定的电位差就会产生漏电。

[0003]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城中村的供电系统普遍存在漏电现象，国家规定至少农村供

电系统需要投入三级漏电保护中的总漏保。然而，由于漏电的间歇性特征，漏电点难以及时

准确的定位，导致很多地方的总漏保无法投入，从而严重危及供电安全和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仅仅徐州地区的每年平均触电伤亡数就在10人以上。

[0004] 针对供电公司这一难题，申请人研发出了断电式漏电指示器。该产品能够在漏电

引发总漏保跳电前的极短时间内（一般是2-3毫秒），及时、准确地捕捉漏电暂态波形，识别

出漏电特征，以确定漏电点，并给出告警。

[0005] 经检索发现，公开号为CN108828392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断电式漏电信号识别

方法及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主要阐述了漏电信号经由差分放大、运放整流、单路比较器进

行比较处理等过程以后，得到可以为MCU接受的输入信号，经由MCU判定是否为漏电特征信

号，结合失电判断，得到漏电判定结果；公开号为CN109633356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另一种断

电式漏电信号识别方法及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该方法对漏电波形信号进行差分电压偏

置、输入信号分档差分放大、积分滤波、双路比较器比较、与前级输出模拟电压进行比较运

算，使相对于偏置电压的正负波经比较器后皆修正为正电压范围的方波、将两路比较方波

进行或运算、经MCU高速比较识别算法确认漏电特征后，同时加入失电判据，确定是否是漏

电信号。上述两种做法都是采用分立元件构建的漏电检测方法，电路结构较为复杂。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

该装置采用专用漏电管理芯片替代原有的复杂电路结构。

[0007] 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包括漏电指示器和电流互感器

（简称CT），所述电流互感器套装于电线外侧，所述漏电指示器包括壳体和设置于壳体内的

PCB板，所述PCB板上集成有中央处理器（简称MCU），在所述PCB板上还集成有漏电管理芯片、

信号采集电路、稳压电路、双路变压器和复位电路，所述漏电管理芯片通过信号采集电路与

中央处理器的信号输入端相连，所述稳压电路与漏电管理芯片相连，为漏电管理芯片提供

电源，所述中央处理器的输出端与复位电路相连，所述复位电路与漏电管理芯片相连。

[0008] 本实用新型中，信号采集电路为MCU提供高电平信号输入，可将从漏电管理芯片采

集的高电平信号输入MCU，MCU得到该信号后，经过处理发出漏电警告。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是

用于漏电保护设备漏电检测的专用芯片M54123，该芯片通过对检测到的漏电波形进行暂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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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直接给出可供MCU使用的漏电信号电平，本实用新型因为采用了专用漏电保护器用的

检测芯片，所以不能如前者用分立元件的方案那样在中间环节进行诸如分档放大等处理，

且M54123芯片需要提供12-18V电源供电，对电路的供电提出一定较高要求。本实用新型是

采用M54123漏保专用芯片进行暂态漏电检测的另一种漏电暂态检测实现方式，在对于分档

漏电检测整定设置无要求的场合，存在着适用的可能。

[0009] 优选地，所述漏电管理芯片为M54123芯片。

[0010] 优选地，所述PCB板上还集成有稳压单元电路、电池充电电路、电池失电切换电路、

市电掉电检测电路。

[0011] 优选地，所述稳压单元电路与中央处理器相连，为MCU及外围电路供电。

[0012]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双路变压器的一路连接稳压单元电路，用来给主板及MCU外围

供电，另一路连接稳压电路，给M54123芯片的稳压块提供电源。

[0013] 优选地，所述电池充电电路、电池失电切换电路、市电掉电检测电路均与中央管理

器相连。

[0014] 优选地，在所述壳体上设置有分别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的指示灯、按键、蜂鸣器和

红外接收器。

[0015] 优选地，所述漏电指示器的壳体上设有接口，所述电流互感器的信号线穿过接口

与M54123芯片相连。

[0016]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可以快速找到暂态漏电特征，从而准确发现漏电点，做到无

误报、无漏报。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外壳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逻辑框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M54123信号采集电路的电路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中央处理器MCU及外围电路的电路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M54123复位电路的电路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稳压电路的电路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双路变压器的电路图。

[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为MCU及外围电路供电的稳压单元电路的电路图。

[0026] 图9为本实用新型中电池失电切换电路的电路图。

[0027] 图10为本实用新型中市电掉电检测电路的电路图。

[0028] 附图标记说明：1、漏电指示器，2、电流互感器，3、电源开关、4、按键，5、复归信号接

收窗，6、红黄绿告警指示灯，100、壳体，101、PCB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实施例1

[0030]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采用漏电管理芯片的断电式漏电指示装置，其结构如图1所

示，包括漏电指示器1和电流互感器2（简称CT），电流互感器2套装于电线外侧，用于采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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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剩余波形，电线包括单户电表箱内火零线、多户表箱三相线+零线、入箱电缆、线路电缆、

架空线（需特制）等。漏电指示器包括壳体100和设置于壳体100内的PCB板101，壳体100上设

置有分别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的电源开关3、按键4、复位信号接收窗5、红黄绿告警指示灯

6、蜂鸣器和红外接收器等。其中红黄绿告警指示灯6的“1”为电源显示灯，“2”为内部漏电指

示灯，“3”为漏跳定位指示灯。漏电指示器1的壳体100上具有专门的接口，电流互感器2伸出

来的两根信号线穿过这个接口与M54123芯片相连。

[0031] PCB板101上集成有M54123芯片、M54123信号采集电路、中央处理器MCU、稳压电路、

为MCU及外围电路供电的稳压单元电路、双路变压器、M54123复位电路、电池充电电路、电池

失电切换电路、市电掉电检测电路等电路结构。M54123芯片通过M54123信号采集电路与中

央处理器的信号输入端相连，M54123信号采集电路为MCU提供高电平信号输入。M54123芯片

通过对检测到的漏电波形进行暂态处理，可以直接给出可供MCU使用的漏电信号电平，并输

出到MCU的GPIO引脚。双路变压器的一路电源连接稳压单元电路，稳压单元电路与中央处理

器相连，用来给MCU主板及MCU外围供电，另一路电源连接稳压电路，稳压电路再直接与

M54123芯片相连，为M54123芯片的稳压块提供13V电源。中央处理器的输出端与M54123复位

电路相连，M54123复位电路再与M54123芯片相连，可控制M54123芯片的电路复位。

[0032] 另外，PCB板101上还设有电池，电池、电池充电电路、电池失电切换电路、市电掉电

检测电路均与中央管理器相连。电池连接电池充电电路，电池充电电路与稳压电源相连。

[0033] 由于MCU所需电压与M54123芯片所需电压不同，本实施例采用双路变压器，电源经

双路变压器后，输出一路用来给MCU主板及外围电路供电，另一路给M54123芯片稳压块提供

电源。当漏电发生时，  M54123信号采集电路发出高电平信号并将高电平信号传送至中央处

理器MCU的GPIO引脚，MCU得到该信号，经过处理后发出漏电告警。此时，MCU需要获取市电掉

电检测电路的信号以判断是否市电失电，若判明在漏电告警后的若干毫秒内（需要大于上

一级漏保动作的时间，例如600毫秒）市电失电，则认定为漏电跳上级漏保故障的定位点，指

示灯显示红灯；否则，市电没有掉电，为普通不跳点故障点，指示灯显示黄灯，MCU输出漏电

信号。在市电失电的同时，MCU控制电池失电切换电路启动，电池无缝切换供电，以避免MCU

瞬时失电重启。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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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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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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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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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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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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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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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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