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530622.X

(22)申请日 2019.09.16

(73)专利权人 谢岳辉

地址 516000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上塘路

298号

(72)发明人 谢岳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盈方知识产权事务所

(普通合伙) 44303

代理人 周才淇　黄蕴丽

(51)Int.Cl.

G09B 23/1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

包括台架，所述台架的前侧和后侧分别设有主面

板和背板，所述主面板和背板之间形成布线空

间；还包括设置在所述背板上的AC电源座、与AC

电源座连接的电源线、控制器、剩余电流保护器、

防浪涌保护器、主接触器、充电线、线圈控制电路

和IC读卡器，所述控制器、剩余电流保护器、防浪

涌保护器、主接触器和IC读卡器设置在所述主面

板上，所述线圈控制电路设置在所述布线空间

内；所述主面板和背板上的所有部件之间的接线

布置在所述布线空间内。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可实

现车辆的真实充电功能，可完成对车辆充电的实

训，并方便学生对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的认知、

故障现象的认知，教学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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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包括台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台架的前侧和后侧分别设有

主面板和背板，所述主面板和背板之间形成布线空间；还包括设置在所述背板上的AC电源

座、与AC电源座连接的电源线、控制器、剩余电流保护器、防浪涌保护器、主接触器、充电线、

线圈控制电路和IC读卡器；所述控制器、剩余电流保护器、防浪涌保护器、主接触器和IC读

卡器设置在所述主面板上，所述线圈控制电路设置在所述布线空间内，所述AC电源座、剩余

电流保护器、防浪涌保护器、主接触器和充电线顺次连接，所述充电线部分从所述主面板上

伸出并位于主面板之外，所述控制器连接在所述剩余电流保护器和防浪涌保护器之间，所

述线圈控制电路连接在所述控制器和主接触器之间，所述防浪涌保护器、线圈控制电路和

IC读卡器分别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主面板和背板上的所有部件之间的接线布置在所述

布线空间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交互触屏、充电计

量器、电源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和故障指示灯，所述交互触屏、充电计量器、电源指示灯、充

电指示灯和故障指示灯分别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充电计量器连接在所述剩余电流保护

器和防浪涌保护器之间并设置在所述主面板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IC读卡器、交互触屏、

电源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和故障指示灯集成在一安装板上，所述安装板设置在主面板上，且

安装板上在对应IC读卡器的位置形成有刷卡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主面板

上的急停开关，所述急停开关连接在所述控制器和线圈控制电路之间，并与控制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背板上

的电源开关，所述电源开关连接在所述AC电源座和剩余电流保护器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面板上设有暗装空

开盒，所述剩余电流保护器、防浪涌保护器设置在所述暗装空开盒内；所述暗装空开盒的盒

盖上集成有磁性开关，所述磁性开关与所述控制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剩余电流保护器的输

入端和输出端、所述防浪涌保护器的接线端、所述主接触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所述线圈控

制电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所述急停开关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设有故障检测端子，所有

的故障检测端子设置在所述主面板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台架包括底框架以及

设置在底框架顶部的安装框架，所述底框架底部的四个角上分别设有万向轮，所述安装框

架的前侧和后侧分别设有所述主面板和背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框架的左侧和右

侧分别设有用于挂设所述电源线的第一挂钩以及用于挂设所述充电线的第二挂钩。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面板上设有插头

收纳座，用于收纳所述充电线的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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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教学装置，尤其是涉及一种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中国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在电动汽车保有量快递增长的同时，匹配电动汽车

的充电系统也快速建立。许多职业院校开始逐步设立新能源汽车教学专业，但目前还没有

针对充电系统设计的教学实训设备。

[0003] 因此，亟需提供一种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完成对车辆充电的实训

的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包括台架，所述台架的前侧和后侧

分别设有主面板和背板，所述主面板和背板之间形成布线空间；还包括设置在所述背板上

的AC电源座、与AC电源座连接的电源线、控制器、剩余电流保护器、防浪涌保护器、主接触

器、充电线、线圈控制电路和IC读卡器，所述控制器、剩余电流保护器、防浪涌保护器、主接

触器和IC读卡器设置在所述主面板上，所述线圈控制电路设置在所述布线空间内，所述AC

电源座、剩余电流保护器、防浪涌保护器、主接触器和充电线顺次连接，所述充电线部分从

所述主面板上伸出并位于主面板之外，所述控制器连接在所述剩余电流保护器和防浪涌保

护器之间，所述线圈控制电路连接在所述控制器和主接触器之间，所述防浪涌保护器、线圈

控制电路和IC读卡器分别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主面板和背板上的所有部件之间的接线

布置在所述布线空间内。

[0006] 进一步地，还包括交互触屏、充电计量器、电源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和故障指示灯，

所述交互触屏、充电计量器、电源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和故障指示灯分别与所述控制器连

接，所述充电计量器连接在所述剩余电流保护器和防浪涌保护器之间并设置在所述主面板

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IC读卡器、交互触屏、电源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和故障指示灯集成

在一安装板上，所述安装板设置在主面板上，且安装板上在对应IC读卡器的位置形成有刷

卡区。

[0008] 进一步地，还包括设置在所述主面板上的急停开关，所述急停开关连接在所述控

制器和线圈控制电路之间，并与控制器连接。

[0009] 进一步地，还包括设置在所述背板上的电源开关，所述电源开关连接在所述AC电

源座和剩余电流保护器之间。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主面板上设有暗装空开盒，所述剩余电流保护器、防浪涌保护器设

置在所述暗装空开盒内；所述暗装空开盒的盒盖上集成有磁性开关，所述磁性开关与所述

控制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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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剩余电流保护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所述防浪涌保护器的接线端、

所述主接触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所述线圈控制电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所述急停开关的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设有故障检测端子，所有的故障检测端子设置在所述主面板上。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台架包括底框架以及设置在底框架顶部的安装框架，所述底框架

底部的四个角上分别设有万向轮，所述安装框架的前侧和后侧分别设有所述主面板和背

板。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安装框架的左侧和右侧分别设有用于挂设所述电源线的第一挂钩

以及用于挂设所述充电线的第二挂钩。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主面板上设有插头收纳座，用于收纳所述充电线的插头。

[0015] 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可实现车辆的真实充电功能，可完成对车辆充电的实训，并通

过将各个部件设置在主面板和背板上，方便学生对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的认知、故障现象

的认知，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所示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的故障检测端子的示意图；

[0018] 图3是图1所示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的电路原理框图；

[0019] 图4是图1所示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的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1] 参考图1至图4，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具体为一种电动汽

车用国标慢充教学实训设备。该车辆充电的教学装置包括用于放置在水平面例如地面上的

台架10、AC(交流)电源座21、电源线22、控制器23、剩余电流保护器24、防浪涌保护器25、主

接触器26、充电线29、线圈控制电路28、IC读卡器27、交互触屏30、充电计量器31、电源指示

灯32、充电指示灯33、故障指示灯34、电源开关36、故障设置模块38和故障设置接口37。

[0022] 台架10的前侧和后侧分别设有主面板11和背板，主面板11和背板之间形成布线空

间。本实施例中，台架10包括底框架101以及设置在底框架101顶部的U形安装框架102。底框

架101和安装框架102分别由铝型材拼接而成，便于制造。底框架101底部的四个角上分别设

有万向轮103，如此，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可实现360度旋转或移动，轻松方便，便于教学。安装

框架102的前侧和后侧分别设有上述的主面板11和背板。安装框架102的左侧和右侧分别设

有用于挂设电源线22的第一挂钩104以及用于挂设充电线29的第二挂钩105，方便电源线22

和充电线29的收纳。

[0023] 安装框架102的前侧通过支架107安装有桌板106，桌板106位于主面板11的前侧，

且桌板106的顶面与主面板11的底面平齐。桌板106可用于放置教学物品、故障检测仪器等

等。

[0024] AC电源座21设置在背板上，靠近背板的底部。电源线22与AC电源座21连接。控制器

23、剩余电流保护器24、防浪涌保护器25、主接触器26、充电计量器31、电源开关36和故障设

置接口37设置在主面板11上。IC读卡器27、交互触屏30、电源指示灯32、充电指示灯33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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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指示灯34集成在一安装板271上，安装板271设置在主面板11上，且安装板271上在对应IC

读卡器27的位置形成有刷卡区272，以便电动汽车充电IC卡的刷卡。安装板271位于主面板

11上的靠近其顶部的左侧。控制器23位于主面板11上的靠近其顶部的右侧。充电计量器31

位于安装板271和控制器23之间。

[0025] 剩余电流保护器24和防浪涌保护器25设置在一暗装空开盒41内，暗装空开盒41设

置在主面板11上。暗装空开盒41位于主面板11上的靠近其底部的左侧。主接触器26靠近暗

装空开盒41，基本上与充电计量器31对应。线圈控制电路28设置在布线空间内。AC电源座

21、剩余电流保护器24、防浪涌保护器25、主接触器26和充电线29顺次连接。充电线29部分

从主面板11上伸出并位于主面板11之外，充电线29通过防水锁紧接头292固定在主面板11

上以防将充电线29拉断。充电线29的插头291可收纳在主面板11上设置的插头收纳座42内，

以对充电线29的插头291起到保护作用。

[0026] 控制器23、充电计量器31连接在剩余电流保护器24和防浪涌保护器25之间，线圈

控制电路28连接在控制器23和主接触器26之间。防浪涌保护器25、线圈控制电路28、IC读卡

器27、交互触屏30、充电计量器31、电源指示灯32、充电指示灯33和故障指示灯34分别与控

制器23连接。电源开关36设置在背板上，并靠近AC电源座21。电源开关36优选为一船型开

关，操作方便。故障设置模块38设置在布线空间内。故障设置接口37设置在主面板11上，靠

近主面板11的底部。电源开关36和故障设置模块38顺次连接在AC电源座21和剩余电流保护

器24之间，故障设置接口37与故障设置模块38连接。

[0027] 主面板11和背板上的所有部件之间的接线布置在布线空间内。

[0028] 电源线22用于与外部电源连接，以通过AC电源座21实现电源的输入以对本装置供

电。本实施例中，电源线22的外接电源例如为交流220V。电源线22在不实用时可挂设到第一

挂钩104以实现收纳电源线22。

[0029] 电源开关36用于实现开关电源。故障设置模块38用于实现故障设置例如记忆、读

取、清除本装置的故障等等，还用于控制AC电源座21和剩余电流保护器24之间的线路通断。

主接触器26上设有主接触器盖39，对主接触器26起到保护作用。主接触器盖39上集成有第

一磁性开关40，第一磁性开关40与故障设置模块38连接。故障设置模块38通过第一磁性开

关40判断主接触器盖39是否闭合，从而实现控制AC电源座21和剩余电流保护器24之间的线

路通断。例如，当主接触器盖39打开时，第一磁性开关40发送打开信号到故障设置模块80，

故障设置模块80判断主接触器盖39打开，从而控制AC电源座21和剩余电流保护器24之间的

线路断开，当主接触器盖39关闭时，第一磁性开关40发送关闭信号到故障设置模块38，故障

设置模块38判断主接触器盖39关闭，从而控制AC电源座21和剩余电流保护器24之间的线路

接通。故障设置接口37用于与手持故障设置器45连接以实现故障设置。在实际进行故障设

置时，可将手持故障设置器45放置在桌板106上，方便操作。

[0030] 剩余电流保护器24起到防护装置的漏电、过载及短路的作用。防浪涌保护器25起

到防止感应雷、操作过电压的作用。充电计量器31用于计量给车辆充电所用的电量情况，充

电计量器31优选为一电能表。线圈控制电路28用于控制控制器23和主接触器26之间的线路

通断。主接触器26用于控制输入到充电线29的电源的通断。充电线29用于与车辆的充电接

口连接以实现给车辆充电。充电线29在不使用时，可挂设到第二挂钩105上以实现收纳充电

线29，充电线29的插头291可收纳在插头收纳座42内，以对插头291起到保护作用。IC读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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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用于实现用户的刷卡认证身份。交互触屏30用于实现人工交互，例如进行输入密码、选择

充电方式等等操作。电源指示灯32、充电指示灯33和故障指示灯34分别用于指示电源状态、

充电状态和故障状态，以便观察。

[0031] 当AC电源座21和剩余电流保护器24之间的线路接通时，控制器23和充电计量器31

通过剩余电流保护器24供电，控制器23和充电计量器31处于待机状态，并同时自动检查外

部设备通讯状况和交流供电输入情况，充电计量器还显示电能、电流等数据，IC读卡器27、

交互触屏30、电源指示灯32、充电指示灯33和故障指示灯34通过控制器23的AC/DC(交流/直

流)电源供电。若外部设备通讯状况和交流供电输入故障，则控制器23控制故障指示灯34亮

例如黄色闪烁，此时可检查暗装空开盒41的盒盖411是否打开或检查急停开关是否打开，若

正常，则控制器23控制电源指示灯亮例如红色常亮，此时可将充电线29与待充电车辆的充

电接口连接以待充电，然后用户在安装板271上的刷卡区272进行刷卡例如为电动汽车充电

IC卡，IC读卡器27读取电动汽车充电IC卡的信息例如账户信息等并通过控制器23控制交互

触屏30显示以供用户输入账户、密码等进行登录认证，并在交互触屏30上选择充电方式后，

控制器23根据交互触屏30发送的信号控制线圈控制电路28接通，主接触器26的线圈上电，

从而主接触器26的线圈触点如图4中的K1触点、K2触点吸合，如此即可通过充电线29向待充

电车辆进行充电了，同时控制器23控制充电指示灯33亮例如绿色常亮。车辆在充电过程中，

交互触屏30上会显示充电信息，例如显示充电线29的插头291标识、充电动画等等，充电计

量器31计量充电所使用的电量。当车辆的电池充满时，控制器23控制线圈控制电路28断开，

主接触器26的线圈断电，从而主接触器26的线圈触点如图4中的K1触点、K2触点断开，同时

控制器23控制充电指示灯33灭，从而实现停止充电，充电即结束，此时用户需再次在刷卡区

272进行刷卡以实现结算，如此，充电即完成。

[0032] 暗装空开盒41的盒盖411上集成有磁性开关，磁性开关与控制器23连接。当暗装空

开盒41的盒盖411打开时，磁性开关发送打开信号到控制器23，控制器23控制线圈控制电路

28断开，使主接触器26的线圈断电，从而主接触器26的线圈触点如图4中的K1触点、K2触点

断开，从而主接触器26断开输入到充电线29的电源以停止充电，控制器23同时控制故障指

示灯34亮例如黄色闪烁、交互触屏30上显示故障。

[0033] 本实用新型的装置还包括急停开关35，急停开关35连接在控制器23和线圈控制电

路28之间，并与控制器23连接。急停开关35可实现手动切断输入到充电线29的电源以实现

停止装置的充电工作。当急停开关35打开时，控制器23控制故障指示灯34亮例如黄色闪烁、

交互触屏30上显示故障。

[0034] 为方便学生能够直观、快速地了解本装置的充电原理，主面板11上绘制有剩余电

流保护器24、防浪涌保护器25、主接触器26、控制器23、急停开关35、线圈控制电路28之间的

线路原理图以及本装置的充电线29与车辆的充电接口之间连接的线路图(图1中未示出)。

[0035] 本实施例中，控制器23主要包括MCU(微控制单元)以及与MCU连接的AC/DC电源模

块。AC/DC电源模块连接在剩余电流保护器24和防浪涌保护器25之间以对MCU实现供电。防

浪涌保护器25、急停开关35、线圈控制电路28、磁性开关分别与MCU连接。MCU具有浪涌保护

检测功能、急停开关检测功能、线圈控制电路功能、暗装空开盒41的盒盖411开闭检测功能，

可分别对防浪涌保护器25、急停开关35、线圈控制电路28、磁性开关发送的信号作出相应的

控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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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通过上述的结构，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可实现车辆的真实充电功能，可完成对车辆

充电的实训，并通过将各个部件设置在主面板11和背板上，方便学生对装置结构及工作原

理的认知、故障现象的认知，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0037] 本实用新型的装置还可实现故障检测及排除功能，可完成对车辆故障检测及排除

的实训，能够锻炼学生故障检测及排除的能力，能够为学生完成故障检测及排除提供一个

便利的模拟练习平台。

[0038] 剩余电流保护器24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防浪涌保护器25的接线端、主接触器26的

输入端和输出端、线圈控制电路28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急停开关35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

设有故障检测端子，所有的故障检测端子设置在主面板11上，并主要位于主面板11的中部

位置，且所有的故障检测端子分布在主面板11上的线路原理图的对应的节点上，方便教学、

检测。通过对相应的故障检测端子进行如电压、电阻、绝缘电阻或波形测量，从而可获得相

应的测量数据，根据获得的测量数据从而可判断出相关部件是否出现故障，并可分析出是

何种故障类型，从而可制定故障排故方案，如此即可完成故障检测及排除。对相应的故障检

测端子进行如电压、电阻、绝缘电阻或波形测量，可采用如电压表、万用表、示波器或绝缘检

测仪进行测量记录。在进行故障检测时，要先关闭本装置的电源，再进行测量电压、电阻、绝

缘电阻或波形。

[0039] 如图2和图4所示，具体的，剩余电流保护器24的输入端设有QS1故障检测端子

241a、QS1N故障检测端子241b，输出端设有QS2故障检测端子242a和QS2N故障检测端子

242b。QS1故障检测端子241a和QS2故障检测端子242a例如用红色表示，QS1N故障检测端子

241b和QS2N故障检测端子242b例如用黑色表示，易于教学，方便学生能够直观的认知。例如

测量电压时，可用例如电压表先测量QS1故障检测端子241a、QS1N故障检测端子241b，根据

电压参数范围如AC/0-250V及标准值AC220V，若小于0.1V，则表明剩余电流保护器24未上

电，若小于110V，则表明剩余电流保护器24出现故障，再测量QS2故障检测端子242a、QS2N故

障检测端子242b，若小于0.1V，则表明剩余电流保护器24未上电，若小于110V，则表明剩余

电流保护器24出现故障，如此可实现对剩余电流保护器24的故障检测及排除，若出现故障，

则可进行故障维修操作。

[0040] 防浪涌保护器25的接线端设有BL1故障检测端子251、BL2故障检测端子252和PE2

故障检测端子253。PE2故障检测端子253为用于检测防浪涌保护器25的接地端子。BL1故障

检测端子251例如用红色表示，BL2故障检测端子252例如用黑色表示，PE2故障检测端子253

例如用蓝色表示。例如测量电压时，可用例如电压表测量BL1故障检测端子251、BL2故障检

测端子252，根据电压参数范围如AC/0-250V及标准值AC220V，若小于0.1V，则表明防浪涌保

护器25未上电，若小于110V，则表明防浪涌保护器25出现故障，如此可实现对防浪涌保护器

25的故障检测及排除，若出现故障，则可进行故障维修操作。

[0041] 主接触器26的输入端设有KM1故障检测端子261a、KM3故障检测端子261b，输出端

设有KM2故障检测端子262a、KM4故障检测端子262b。KM1故障检测端子261a和KM2故障检测

端子262a例如用红色表示，KM3故障检测端子261b和KM4故障检测端子262b例如用黑色表

示。其进行电压测量的方式与剩余电流保护器24类似，这里不再赘述。如此可实现对防浪涌

保护器25的故障检测及排除，若出现故障，则可进行故障维修操作。

[0042] 线圈控制电路28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设有X7-3故障检测端子281、X7-1故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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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端子282，X7-3故障检测端子281和X7-1故障检测端子282例如都用黑色表示。主接触器26

的线圈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设有A1故障检测端子263a、A2故障检测端子263b。A1故障检

测端子263a例如用红色表示，A2故障检测端子263b例如用黑色表示。例如进行线圈控制线

路(线圈控制电路28到主接触器26的线圈的线路)的电压测量时，可用例如电压表先测量A1

故障检测端子263a、X7-3故障检测端子281，根据电压参数范围如AC/0-250V及标准值

AC220V，若小于0.1V，则表明线圈控制线路未上电，若小于110V，则表明线圈控制线路出现

故障，再测量A2故障检测端子263b、X7-1故障检测端子282，若小于0.1V，则表明线圈控制线

路未上电，若小于110V，则表明线圈控制线路出现故障。例如进行线圈控制线路的电阻测量

时，可用例如绝缘检测仪测量X7-1故障检测端子282、A2故障检测端子263b，根据电阻参数

范围如0-无穷大及标准值如小于0.6欧姆，若为无穷大，则表明线圈控制线路断线。如此可

实现对线圈控制线路的故障检测及排除，若出现故障，则可进行相应的故障维修操作。

[0043] 急停开关35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设有SA1故障检测端子351、SA2故障检测端子

352，SA1故障检测端子351和SA2故障检测端子352例如用黑色表示。例如进行电压测量时，

可用例如电压表测量SA1故障检测端子351、SA2故障检测端子352，根据电压参数范围如AC/

0-250V及标准值AC220V，若小于0.1V，则表明急停开关35未上电，若小于110V，则表明急停

开关35出现故障。如此可实现对急停开关35的故障检测及排除，若出现故障，则可进行故障

维修操作。例如进行线圈控制线路(急停开关35到线圈控制电路28的线路)的电阻测量时，

可用例如绝缘检测仪测量SA2故障检测端子352、X7-3故障检测端子281，根据电阻参数范围

如0-无穷大及标准值如小于0.6欧姆，若为无穷大，则表明线圈控制线路断线。如此可实现

对线圈控制线路的故障检测及排除，若出现故障，则可进行相应的故障维修操作。

[0044] 进行如电压、电阻、绝缘电阻或波形测量时，可选择相应的故障检测端子进行测量

即可。主面板11上还设有其他的故障检测端子如图4中的PE1故障检测端子、X5-1故障检测

端子、X5-2故障检测端子等等，PE1故障检测端子、X5-1故障检测端子、X5-2故障检测端子等

等主要是用于实现车辆接口的信号的电压、电阻或波形的测量，以判断本装置的充电线29

是否与车辆的充电接口连接。

[0045] 主面板11上还设置有两组电流测量线接头，以供电流测量线插入。两组电流测量

线接头分别为剩余电流保护器24输入端的火线电流接头组以及充电线29输出端的火线电

流接头组，可实现对剩余电流保护器24输入端的火线电流的测量及充电线29输出端的火线

电流的测量。例如进行电流测量时，先将剩余电流保护器24的输入端火线电流接头组及充

电线29输出端的火线电流接头组分别接上电流测量线43、44，例如采用钳形表进行电流测

量，根据参数范围如AC/0-32A和标准值0-16A(安培)，若为0，则表明无供电，若小于1A，则表

明主接触器26断开，无充电。如此可实现剩余电流保护器24到充电线29的线路的电流的故

障检测及排除，若出现故障，则可进行相应的故障维修操作。

[0046] 以上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如对各个实施

例中的不同特征进行组合等，这些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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