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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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441429.7

(22)申请日 2019.05.24

(71)申请人 宁波恒升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 315202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机

电工业园区汇锦路19号

(72)发明人 胡剑锋　周军安　

(74)专利代理机构 余姚德盛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39

代理人 吴晓微

(51)Int.Cl.

H02S 40/34(2014.01)

G01R 19/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

包括输入断路器、浪涌保护器、输出断路器、三相

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和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

所述输入断路器和所述浪涌保护器通过电连接，

所述浪涌保护器的输出端和所述输出断路器通

过电连接，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和所

述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串联，所述输入断路器和

所述输出断路器之间并联有所述三相数字式多

功能测控电表和所述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本发

明一种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以实现对三相上

的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的值进行实时的监控，增

加有效的电气隔离，实现对输入输出的电气隔

离，保护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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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其特征在于：包括输入断路器、浪涌保护器(SPD)、输出

断路器(QF)、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和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所述

输入断路器和所述浪涌保护器(SPD)通过电连接，所述浪涌保护器(SPD)的输出端和所述输

出断路器(QF)通过电连接，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和所述8路开关量采

集装置(ARTU-K8)串联，所述输入断路器和所述输出断路器(QF)之间并联有所述三相数字

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和所述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断路器包括第

一输入断路器(QF1)、第二输入断路器(QF2)、第三输入断路器(QF3)和第四输入断路器

(QF4)，所述第一输入断路器(QF1)、所述第二输入断路器(QF2)、所述第三输入断路器(QF3)

和所述第四输入断路器(QF4)通过三相线将输出端汇流，所述输入断路器输入端接交流输

入，所述输入断路器输出端接所述浪涌保护器(SPD)，所述输入断路器和所述浪涌保护器

(SPD)之间设有第一熔断器(FU1)，三相输出端接有用于保护电路的所述输出断路器(QF)。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

测控电表(PMC-33M)包括第一三相电流输入端(I1)、第二三相电流输入端(I3)和三相电压

输入端(V)；所述第一三相电流输入端(I1)连接有用于测量三相电流的第一电流互感器

(CT1)，所述第二三相电流输入端(I3)连接有用于测量三相电流的第二电流互感器(CT2)；

所述三相电压输入端(V)接于三相线上形成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L1)，所述三相电压输入

测量线(L1)上设有第二熔断器(FU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其特征在于：所述8路开关量采集装

置(ARTU-K8)包括控制开关、第一通信端子(A)、第二通信端子(B)、电源正极端子(2)和电源

负极端子(1)，所述控制开关分别控制所述输入断路器、所述输出断路器(QF)和所述浪涌保

护器(SPD)的导通或断开，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上设有用于连接所述

第一通信端子(A)和所述第二通信端子(B)的RS-485通信端子(D)，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

测控电表(PMC-33M)上设有用于连接所述电源正极端子(2)的辅助电源正极端子(L)，所述

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上设有用于连接所述电源负极端子(1)的辅助电源

负极端子(N)，所述电源正极端子(2)和所述电源负极端子(1)再通过电压互感器和所述三

相电压输入测量线(L1)连接，电压互感器的右侧设有第三熔断器(FU3)。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

测控电表(PMC-33M)和所述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通过RS-485总线进行数据交换。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交流输入采用四进

一出。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其特征在于：光伏交流汇流箱安装于

逆变器交流输出侧和并网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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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交流汇流箱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

背景技术

[0002] 汇流箱在光伏发电系统中是保证光伏组件有序连接和汇流功能的接线装置。该装

置能够保障光伏系统在维护、检查时易于切断电路，当光伏系统发生故障时减小停电的范

围。汇流箱是指用户可以将一定数量、规格相同的光伏电池串联起来，组成一个个光伏串

列，然后再将若干个光伏串列并联接入光伏汇流箱，在光伏汇流箱内汇流后，通过控制器，

直流配电柜，光伏逆变器，交流配电柜，配套使用从而构成完整的光伏发电系统，实现与市

电并网。

[0003] 目前现有技术中，光伏交流汇流箱的作用是汇流多个逆变器的输出电流，同时保

护逆变器免受到来自交流并网侧/负载的危害，作为逆变器输出断开点，提高系统的安全

性，保护安装维护人员的安全性。由于对三相上的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的值没有实时的监

控，没有有效的电气隔离，这样的缺陷会给工作人员造成严重的威胁。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以实现对三相上的电

压输入和电流输入的值进行实时的监控，增加有效的电气隔离，实现对输入输出的电气隔

离，保护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数字式

光伏交流汇流箱，包括输入断路器、浪涌保护器、输出断路器、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

和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所述输入断路器和所述浪涌保护器通过电连接，所述浪涌保护器的

输出端和所述输出断路器通过电连接，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和所述8路开关量

采集装置串联，所述输入断路器和所述输出断路器之间并联有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

电表和所述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

[0008] 进一步，所述输入断路器包括第一输入断路器、第二输入断路器、第三输入断路器

和第四输入断路器，所述第一输入断路器、所述第二输入断路器、所述第三输入断路器和所

述第四输入断路器通过三相线将输出端汇流，所述输入断路器输入端接交流输入，所述输

入断路器输出端接所述浪涌保护器，所述输入断路器和所述浪涌保护器之间设有第一熔断

器，三相输出端接有用于保护电路的所述输出断路器。

[0009] 进一步，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包括第一三相电流输入端、第二三相电

流输入端和三相电压输入端；所述第一三相电流输入端连接有用于测量三相电流的第一电

流互感器，所述第二三相电流输入端连接有用于测量三相电流的第二电流互感器；所述三

相电压输入端接于三相线上形成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所述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上设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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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熔断器。

[0010] 进一步，所述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包括控制开关、第一通信端子、第二通信端子、电

源正极端子和电源负极端子，所述控制开关分别控制所述输入断路器、所述输出断路器和

所述浪涌保护器的导通或断开，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上设有用于连接所述第一

通信端子和所述第二通信端子的RS-485通信端子，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上设有

用于连接所述电源正极端子的辅助电源正极端子，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上设有

用于连接所述电源负极端子的辅助电源负极端子，所述电源正极端子和所述电源负极端子

再通过电压互感器和所述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连接，电压互感器的右侧设有第三熔断器。

[0011] 进一步，所述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和所述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通过RS-485

总线进行数据交换。

[0012] 进一步，所述交流输入采用四进一出。

[0013] 进一步，光伏交流汇流箱安装于逆变器交流输出侧和并网点之间。

[0014] (三)有益效果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本发明利用三相数字式多功

能测控电表直接从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接入信号，对三相线路的基本信息进行实时的

测量和记录，再接入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与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

表通过RS-485总线进行数据交换，实时反映输入信号状态，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采用光电隔

离技术，实现对输入输出的电气隔离，保护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的电气原理图；

[0017] 图中各个附图标记的对应的部件名称是：QF1为第一输入断路器、QF2为第二输入

断路器、QF3为第三输入断路器、QF4为第四输入断路器、SPD为浪涌保护器、QF为输出断路

器、PMC-33M为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I1为第一三相电流输入端、I3为第二三相电流

输入端、D为RS-485通信端子、L为辅助电源正极端子、N为辅助电源负极端子、V为三相电压

输入端、CT1为第一电流互感器、CT2为第二电流互感器、L1为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ARTU-K8

为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为第一通信端子、B为第二通信端子、2为电源正极端子、1为电源负

极端子、FU1为第一熔断器、FU2为第二熔断器、FU3为第三熔断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实施例：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0] 如图1所示，一种数字式光伏交流汇流箱，包括输入断路器、浪涌保护器SPD、输出

断路器QF、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和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输入断路器

和浪涌保护器SPD通过电连接，浪涌保护器SPD的输出端和输出断路器QF通过电连接，三相

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和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串联，输入断路器和输出断

路器QF之间并联有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和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

[0021] 输入断路器包括第一输入断路器QF1、第二输入断路器QF2、第三输入断路器QF3和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0034725 A

4



第四输入断路器QF4，第一输入断路器QF1、第二输入断路器QF2、第三输入断路器QF3和第四

输入断路器QF4通过三相线将输出端汇流，输入断路器输入端接交流输入，输入断路器输出

端接浪涌保护器SPD，输入断路器和浪涌保护器SPD之间设有第一熔断器FU1，三相输出端接

有用于保护电路的所述输出断路器QF。

[0022] 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包括第一三相电流输入端I1、第二三相电流

输入端I3和三相电压输入端V；第一三相电流输入端I1连接有用于测量三相电流的第一电

流互感器CT1，第二三相电流输入端I3连接有用于测量三相电流的第二电流互感器CT2；所

述三相电压输入端V接于三相线上形成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L1，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L1上

设有第二熔断器FU2；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包括控制开关、第一通信端子A、第二通信

端子B、电源正极端子2和电源负极端子1，控制开关分别控制输入断路器、输出断路器QF和

浪涌保护器SPD的导通或断开，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上设有用于连接第一通

信端子A和第二通信端子B的RS-485通信端子D，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上设有

用于连接电源正极端子2的辅助电源正极端子L，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上设

有用于连接电源负极端子1的辅助电源负极端子N，电源正极端子2和电源负极端子1再通过

电压互感器和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L1连接，电压互感器的右侧设有第三熔断器FU3。

[0023] 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和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通过RS-485总

线进行数据交换，交流输入采用四进一出，光伏交流汇流箱安装于逆变器交流输出侧和并

网点之间。

[0024] 参阅图1，这个光伏交流汇流箱是四进一出的，四个交流输入汇总在三相线上，输

入端接有四个用于保护电路的第一输入断路器QF1、第二输入断路器QF2、第三输入断路器

QF3和第四输入断路器QF4，再通过三相线接有浪涌保护器SPD，用于抑制瞬态过压低于设备

耐受冲击过电压，释放电涌能量，在低压配电系统和数据信号线路中防止雷电浪涌和操作

过程电压沿电源线和信号线侵入，保护电气设备免受损害的防护器件，三相输出端设有用

于保护电路的输出断路器QF；

[0025] 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中的第一三相电流输入端I1包括I11和I12两

个端子，I11和I12两个端子分别接在第一电流互感器CT1两端；第二三相电流输入端I3包括

I11和I12两个端子，I31和I32两个端子分别接在第二电流互感器CT2两端，通过第一电流互

感器CT1和第二电流互感器CT2分别来测量三相各相的电流，三相电压输入端V包括V1、V2和

V3三个接线端子，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L1包括L11、L12和L13三条线，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

L1的一端接在三相线上，三相电压输入测量线L1的另一端分别接于V1、V2和V3三个接线端

子上，用于测量三相各相的电压；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PMC-33M内部的辅助电源正极

端子L连接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上的电源正极端子2，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表

PMC-33M内部的辅助电源负极端子N连接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上的电源负极端子1，

RS-485通信端子D包括D+和D-两个接线端子，RS-485通信端子D+和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

ARTU-K8上的第二通信端子B连接，RS-485通信端子D-和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上的第

一通信端子A连接，通过RS485总线进行数据交换，实时反映输入信号的状态，第一通信端子

和第二通信端子采用高速光耦隔离并带有保护电路，可以防止共模或差模的电压干扰；

[0026] 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上的控制开关包括4、5、6、7、8和9这六个接线端子，接

线端子4控制第一输入断路器QF1的导通或断开，接线端子5控制第二输入断路器QF2的导通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034725 A

5



或断开，接线端子6控制第三输入断路器QF3的导通或断开，接线端子7控制第四输入断路器

QF4的导通或断开，接线端子8控制输出断路器QF的导通或断开，接线端子9控制浪涌保护器

SPD的导通或断开；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ARTU-K8可同时采集8路有源接点或无源接点的开关

量信号，并且采用光电隔离技术，实现对输入输出的电气隔离。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本发明利用三相数字式多功

能测控电表直接从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接入信号，对三相线路的基本信息进行实时的

测量和记录，再接入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与三相数字式多功能测控电

表通过RS-485总线进行数据交换，实时反映输入信号状态，8路开关量采集装置采用光电隔

离技术，实现对输入输出的电气隔离，保护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002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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