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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包

括有外壳、第一内盒组件、第二内盒组件、第三内

盒组件、警报组件；所述警报组件均与所述第一

内盒组件、第二内盒组件、第三内盒组件连接；使

用时，若连接第一电极件和第三电极件，则为共

模保护；若连接第一电极件和第二电极件，则为

差模保护。本实用新型在保证其功能安全可靠的

情况下，将差模保护、共模保护、全模保护这三种

保护形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整体的防雷模块；

另外，不但做到同时兼具差模、共模、全模三种形

式，还大大减小了防雷器的体积，从而使得与之

配装的分线底座的体积减小，分线底座可实现10

层13列的布局；而且，无需多个电源浪涌保护器

共同使用，就可以实现全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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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外壳、第一内盒组件、第二内盒组件、第三

内盒组件、警报组件；

所述警报组件均与所述第一内盒组件、第二内盒组件、第三内盒组件连接；

所述第一内盒组件包括有第一盒体，以及设于所述第一盒体中的第一电极件、第一中

间件、第一压敏电阻、第一放电管；所述第一压敏电阻与所述第一放电管串联，所述第一电

极件与所述第一中间件连接；使用时，所述第一中间件与所述第一压敏电阻相接，当所连接

的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所述第一中间件与所述第一压敏电阻断开连接；

所述第二内盒组件包括有第二盒体，以及设于所述第二盒体中的第二电极件、第二中

间件、第二压敏电阻、第二放电管；所述第二压敏电阻与所述第二放电管串联；使用时，所述

第二中间件与所述第二压敏电阻相接，当所连接的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所述第二中

间件与所述第二压敏电阻断开连接；

所述第三内盒组件包括有第三盒体，以及设于所述第三盒体中的第三电极件、第三中

间件、第三压敏电阻、第三放电管；所述第三压敏电阻与所述第三放电管串联，所述第三电

极件与所述第三中间件连接；使用时，所述第三中间件与所述第三压敏电阻相接，当所连接

的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所述第三中间件与所述第三压敏电阻断开连接；

所述第一放电管的一连接端与所述第一压敏电阻相连，所述第一放电管的另一连接端

与所述第三放电管的一连接端相连，所述第三放电管的另一连接端与所述第三压敏电阻相

连；

所述第二放电管的一连接端与所述第二压敏电阻相连，所述第二放电管的另一连接端

与第三电极件相连；

所述第一电极件与所述第二中间件连接；

使用时，若连接第一电极件和第三电极件，则为共模保护；若连接第一电极件和第二电

极件，则为差模保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设有与所述警报

组件配合使用的显示窗口，使用时，根据所述显示窗口所显示的信息来判断并联浪涌保护

器的工作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内盒组件与第二

内盒组件之间设有第一绝缘板，第二内盒组件与第三内盒组件之间设有第二绝缘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上设有分别对应

所述第一内盒组件、第二内盒组件、第三内盒组件的第一装配测试点、第二装配测试点、第

三装配测试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在安装使用时用

于区分不同电压等级的装配辨别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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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线路安全防护装置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

背景技术

[0002] 浪涌保护器，亦称为防雷器，是一种为各种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通讯线路提供安

全防护的电子装置。当电气回路或者通信线路中因为外界的干扰突然产生尖峰电流或者电

压时，浪涌保护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导通分流，从而避免浪涌对回路中其他设备的损害。浪

涌保护器对间接雷电和直接雷电影响或其他瞬时过压的电涌进行保护，适用于家庭住宅、

第三产业以及工业领域电涌保护的要求。

[0003] 电源浪涌保护器，在电路保护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用时，电源浪涌保护器

安装在分线底座上。并联电路的保护形式一般分为线间保护和线地保护，也就是差模保护

和共模保护，当电路中同时存在线间保护和线地保护时（即同时存在差模保护和共模保护

时），则称为全模保护。现有市面上的电源浪涌保护器，基本都是单一保护，要么为差模保

护，要么为共模保护，若要做到全模保护，则需要至少2个电源浪涌保护器共同使用，这就会

导致与之配装的分线底座体积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包括有

外壳、第一内盒组件、第二内盒组件、第三内盒组件、警报组件；

[0006] 所述警报组件均与所述第一内盒组件、第二内盒组件、第三内盒组件连接；

[0007] 所述第一内盒组件包括有第一盒体，以及设于所述第一盒体中的第一电极件、第

一中间件、第一压敏电阻、第一放电管；所述第一压敏电阻与所述第一放电管串联，所述第

一电极件与所述第一中间件连接；使用时，所述第一中间件与所述第一压敏电阻相接，当所

连接的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所述第一中间件与所述第一压敏电阻断开连接；

[0008] 所述第二内盒组件包括有第二盒体，以及设于所述第二盒体中的第二电极件、第

二中间件、第二压敏电阻、第二放电管；所述第二压敏电阻与所述第二放电管串联；使用时，

所述第二中间件与所述第二压敏电阻相接，当所连接的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所述第

二中间件与所述第二压敏电阻断开连接；

[0009] 所述第三内盒组件包括有第三盒体，以及设于所述第三盒体中的第三电极件、第

三中间件、第三压敏电阻、第三放电管；所述第三压敏电阻与所述第三放电管串联，所述第

三电极件与所述第三中间件连接；使用时，所述第三中间件与所述第三压敏电阻相接，当所

连接的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所述第三中间件与所述第三压敏电阻断开连接；

[0010] 所述第一放电管的一连接端与所述第一压敏电阻相连，所述第一放电管的另一连

接端与所述第三放电管的一连接端相连，所述第三放电管的另一连接端与所述第三压敏电

阻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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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第二放电管的一连接端与所述第二压敏电阻相连，所述第二放电管的另一连

接端与第三电极件相连；

[0012] 所述第一电极件与所述第二中间件连接；

[0013] 使用时，若连接第一电极件和第三电极件，则为共模保护；若连接第一电极件和第

二电极件，则为差模保护。

[0014] 进一步阐述，所述外壳设有与所述警报组件配合使用的显示窗口，使用时，根据所

述显示窗口所显示的信息来判断并联浪涌保护器的工作状态。

[0015] 进一步阐述，所述第一内盒组件与第二内盒组件之间设有第一绝缘板，第二内盒

组件与第三内盒组件之间设有第二绝缘板。

[0016] 进一步阐述，所述外壳上设有分别对应所述第一内盒组件、第二内盒组件、第三内

盒组件的第一装配测试点、第二装配测试点、第三装配测试点。

[0017] 进一步阐述，还包括有在安装使用时用于区分不同电压等级的装配辨别销。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在保证其功能安全可靠的情况下，将差

模保护、共模保护、全模保护这三种保护形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整体的防雷模块。不但做

到同时兼具差模、共模、全模三种形式，还大大减小了防雷器的体积，从而使得与之配装的

分线底座的体积减小，分线底座可实现10层13列的布局。无需多个电源浪涌保护器共同使

用，就可以实现全模保护，有效地解决了全模保护时需要较大体积的分线底座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号：10、外壳；11、显示窗口；20、第一内盒组件；21、第一盒体；22、第一电极

件；23、第一中间件；24、第一压敏电阻；241、脱扣电极；25、第一放电管；26、第一簧片；27、第

一拉簧；30、第二内盒组件；31、第二盒体；32、第二电极件；33、第二中间件；34、第二压敏电

阻；341、脱扣电极；35、第二放电管；36、第二簧片；40、第三内盒组件；41、第三盒体；42、第三

电极件；43、第三中间件；44、第三压敏电阻；441、脱扣电极；45、第三放电管；46、第三簧片；

47、第三拉簧；50、警报组件；51、滑块；511、绿色；512、红色；52、遥信杆；53、中间弹簧；54、遥

信弹簧；60、第一铜棒；61、第二铜棒；62、第三铜棒；63、第四铜棒；70、第一绝缘板；71、第二

绝缘板；80、第一装配测试点；81、第二装配测试点；82、第三装配测试点；90、装配辨别销。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

型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0027] 一种并联浪涌保护器，包括有外壳10、第一内盒组件20、第二内盒组件30、第三内

盒组件40、警报组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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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警报组件50均与第一内盒组件20、第二内盒组件30、第三内盒组件40连接；

[0029] 第一内盒组件20包括有第一盒体21，以及设于第一盒体21中的第一电极件22、第

一中间件23、第一压敏电阻24、第一放电管25；第一压敏电阻24与第一放电管25串联，第一

电极件22与第一中间件23连接；使用时，第一中间件23与第一压敏电阻24相接，当所连接的

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第一中间件23与第一压敏电阻24断开连接；

[0030] 所述第一中间件23与第一压敏电阻24的脱扣电极241连接，当所连接的线路的电

压出现大幅波动时，第一中间件23与第一压敏电阻24的脱扣电极241之间发生脱扣动作，对

所连接的线路进行保护。

[0031] 第二内盒组件30包括有第二盒体31，以及设于第二盒体31中的第二电极件32、第

二中间件33、第二压敏电阻34、第二放电管35；第二压敏电阻34与第二放电管35串联；使用

时，第二中间件33与第二压敏电阻34相接，当所连接的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第二中间

件33与第二压敏电阻34断开连接；

[0032] 所述第二中间件33与第二压敏电阻34的脱扣电极341连接，当所连接的线路的电

压出现大幅波动时，第二中间件33与第二压敏电阻34的脱扣电极341之间发生脱扣动作，对

所连接的线路进行保护。

[0033] 第三内盒组件40包括有第三盒体41，以及设于第三盒体41中的第三电极件42、第

三中间件43、第三压敏电阻44、第三放电管45；第三压敏电阻44与第三放电管45串联，第三

电极件42与第三中间件43连接；使用时，第三中间件43与第三压敏电阻44相接，当所连接的

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第三中间件43与第三压敏电阻44断开连接；

[0034] 所述第三中间件43与第三压敏电阻44的脱扣电极441连接，当所连接的线路的电

压出现大幅波动时，第三中间件43与第三压敏电阻44的脱扣电极441之间发生脱扣动作，对

所连接的线路进行保护。

[0035] 所述第一放电管25的一连接端与第一压敏电阻24相连，所述第一放电管25的另一

连接端通过第三铜棒62与第三放电管45的一连接端相连，第三放电管45的另一连接端与第

三压敏电阻44相连；所述第三铜棒62的一端连接第一放电管25，第三铜棒62的另一端连接

第三放电管45，第三铜棒62焊接在第二电极件32上；

[0036] 所述第二放电管35的一连接端与第二压敏电阻34相连，所述第二放电管35的另一

连接端通过第二铜棒61与第三电极件42相连，第二铜棒61的一端连接第二放电管35，第二

铜棒61的另一端连接第三电极件42，第二铜棒61焊接在第三电极件42上；

[0037] 所述第一电极件22与第二中间件33通过第一铜棒60与第四铜棒63连接，第一铜棒

60的一端连接第一电极件22，第一铜棒60的另一端连接第四铜棒63的一端，第四铜棒63的

另一端连接第二中间件33，第一铜棒60焊接在第一电极件22上，第四铜棒63焊接在第二中

间件33上；

[0038] 使用时，若连接第一电极件22和第三电极件42，则为共模保护；若连接第一电极件

22和第二电极件32，则为差模保护。

[0039] 所述第一放电管25、第二放电管35、第三放电管45均为气体放电管。

[0040] 警报组件50包括有状态显示件、中间报警件；

[0041] 当出现以下任意一种情况时，状态显示件带动中间报警件，中间报警件触动与本

实用新型配合使用的分线底座的报警开关，产生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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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S1、第一中间件23与第一压敏电阻24断开连接；

[0043] S2、第二中间件33与第二压敏电阻34断开连接；

[0044] S3、第三中间件43与第三压敏电阻44断开连接。

[0045] 外壳10设有与状态显示件配合使用的显示窗口11，使用时，根据显示窗口11所显

示的信息来判断并联浪涌保护器的工作状态。

[0046] 所述状态显示件为滑块51，滑块51设于第二盒体31上；滑块51上涂有两种颜色，分

别为红色512和绿色511。中间报警件为遥信杆52，遥信杆52可滑动地安装在第二盒体31中。

警报组件50还包括有中间弹簧53、遥信弹簧54，中间弹簧53的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二盒体31

上，中间弹簧53的另一端与滑块51相连；遥信弹簧54套设于遥信杆52的杆部。

[0047] 第一内盒组件20还包括有第一簧片26、第一拉簧27，第一簧片26的一端固定在第

一盒体21上，另一端与第一中间件23连接；第一拉簧27的一端固定在第一盒体21上，另一端

与第一中间件23连接；第一中间件23为可发生弹性形变的金属弹片；

[0048] 第二内盒组件30还包括有第二簧片36，第二簧片36的一端固定在第二盒体31上，

另一端与第二中间件33连接；第二中间件33为可发生弹性形变的金属弹片；

[0049] 第三内盒组件40还包括有第三簧片46、第三拉簧47，第三簧片46的一端固定在第

三盒体41上，另一端与第三中间件43连接；第三拉簧47的一端固定在第三盒体41上，另一端

与第三中间件43连接；第三中间件43为可发生弹性形变的金属弹片；

[0050] 当所连接的线路的电压未出现大幅波动时，中间件与压敏电阻的脱扣电极连接，

此时中间件、簧片以及拉簧均发生弹性形变，储存了一定量的弹性势能，使得中间件上与拉

簧连接的连接部具有从A处弹向B处的运动趋势（详见附图4和附图5）；此时，显示窗口11中

显示的是滑块51的绿色511部分（即显示窗口11显示绿色），滑块51底端的凸台部分与遥信

杆52的凸台部分相接触，套设于遥信杆52的杆部的遥信弹簧54处于压缩状态，从第二盒体

31中伸出的遥信杆52的杆部与分线底座中的微动开关相接触，分线底座的遥信开关处于关

闭状态；

[0051] 而当所连接的线路的电压出现大幅波动时，中间件与压敏电阻的脱扣电极之间发

生脱扣动作，由中间件、簧片以及拉簧发生弹性形变所储存的弹性势能释放，使得中间件上

与拉簧连接的连接部从A处弹向B处（详见附图4和附图5），从而带动滑块51一起顺着A到B的

方向进行滑动；此时，显示窗口11中显示的是滑块51的红色512部分（即显示窗口11显示红

色），滑块51底端的凸台部分不与遥信杆52的凸台部分接触，遥信弹簧54释放弹性势能，将

遥信杆52的杆部顶回至第二盒体31中，信杆的杆部不与分线底座中的微动开关接触，分线

底座的遥信开关处于开启状态，产生遥信报警。

[0052] 第一内盒组件20与第二内盒组件30之间设有第一绝缘板70，第二内盒组件30与第

三内盒组件40之间设有第二绝缘板71。

[0053] 外壳10上设有分别对应第一内盒组件20、第二内盒组件30、第三内盒组件40的第

一装配测试点80、第二装配测试点81、第三装配测试点82。

[0054]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有在安装使用时用于区分不同电压等级的装配辨别销90。

[0055] 以上所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凡依据本实用新型技术实

质，对以上的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的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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