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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

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包括电流信号检测电

路、检测信号处理电路、保护执行单元电路、状态

显示电路、保护计数电路、短信发送电路，其中电

流信号检测电路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送入检测

信号处理电路进行比较放大、延迟驱动、RS触发

后输出保护控制信号，控制保护执行单元电路切

断断路器分闸或者合闸电源，显示故障状态，并

进行计数，同时经由计数电路控制短信发送电路

发送保护动作情况的短信给检修人员及时检修。

本发明杜绝了变电站发生越级跳闸和烧毁设备

情况，降低供电企业因停电更换合闸线圈造成的

经济损失，同时也降低了用电客户的经济损失和

社会不良影响，大大提升了供电企业在社会中的

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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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流信号检

测电路、检测信号处理电路、保护执行单元电路、状态显示电路、保护计数电路、短信发送电

路，其中电流信号检测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检测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端，检测信号处理电路

的输出端分别连接保护执行单元电路、状态显示电路、保护计数电路的输入端，保护计数电

路与短信发送电路双向连接，电流信号检测电路用于检测断路器分闸电流和合闸电流，检

测到分闸电流和合闸电流信号送入检测信号处理电路进行比较放大、延迟驱动、RS触发后

输出保护控制信号，保护控制信号分别送入保护执行单元电路切断断路器分闸电源或者合

闸电源，送入状态显示电路显示故障状态，送入保护计数电路进行一次计数，送入保护计数

电路的保护控制信号经由保护计数电路控制短信发送电路发送保护动作情况的短信；

还包括断路器位置指示电路，该断路器位置指示电路包括指示灯D7、指示灯D8，限流电

阻R32、限流电阻R33，辅助开关FW，指示灯D7和限流电阻R32串联后一端接地，另一端经断路

器辅助开关FW的合闸触点HZ连接电源VCC，指示灯D8和限流电阻R33串联后一端接地，另一

端经断路器辅助开关FW的分闸触点FZ连接电源VCC，当断路器操作机构动作到合闸位置，指

示灯D7点亮，指示断路器在合闸位置，当断路器操作机构动作到分闸位置，指示灯D8点亮，

指示断路器在分闸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流信号检测电路包括霍尔电流采集器PD1、霍尔电流采集器PD2，电流传感器IC2、电

流传感器IC4，其中电流传感器IC2、电流传感器IC4采用ACS712，将由霍尔电流采集器PD1、

霍尔电流采集器PD2采集的电流分别输送到电流传感器IC2、电流传感器IC4，由电流传感器

IC2、电流传感器IC4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信号处理电路包括运放IC3、运放IC7，电容C2、电容C5～电容C6、电容C8～电容

C11、电容C13，电阻R3、电阻R4、电阻R7～电阻R11、电阻R15～电阻R17、电阻R20～电阻R23，

光耦U1、光耦U2，三极管Q1、三极管Q5，RS触发器IC6，其中运放IC3，电容C2、电容C5～电容

C6、电容C8，电阻R3、电阻R4、电阻R7～电阻R11，光耦U1，三极管Q1构成一路信号处理电路，

运放IC7，电容C9～电容C11、电容C13，电阻R15～电阻R17、电阻R20～电阻R23，光耦U2，三极

管Q5构成另一路信号处理电路，由电流信号检测电路输出的一路电压信号经电阻R8送入运

放IC3，放大后的信号经由电容C2、电阻R7组成的延时电路，驱动三极管Q1导通，从而使光耦

U1导通，光耦U1输出高电平至RS触发器IC6的4脚，使RS触发器IC6的2脚输出低电平并进入

锁定状态，同理，由电流信号检测电路输出的另一路电压信号经电阻R17送入运放IC7，放大

后的信号经由电容C9、电阻R22组成的延时电路，驱动三极管Q5导通，从而使光耦U2导通，光

耦U2输出高电平至RS触发器IC6的6脚，使RS触发器IC6的9脚输出低电平并进入锁定状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保护执行单元电路包括三极管Q6、三极管Q4，光耦U3、光耦U4，可控硅Q7、可控硅Q9，继

电器LK1，继电器LK2，其中RS触发器IC6的9脚连接三极管Q6的基极，三极管Q6的集电极接

地，三极管Q6的发射极连接光耦U3的输入端，光耦U3的输出端连接可控硅Q7的控制端，继电

器LK1的线圈一端经熔断器F1连接电源+HM，继电器LK1的线圈另一端经可控硅Q7、熔断器F2

连接电源-HM，继电器LK1的常闭触点LK1-1串接在合闸控制回路中，同理，其中RS触发器IC6

的2脚连接三极管Q4的基极，三极管Q4的集电极接地，三极管Q4的发射极连接光耦U4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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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光耦U4的输出端连接可控硅Q9的控制端，继电器LK2的线圈一端经熔断器F3连接电源+

HM，继电器LK2的线圈另一端经可控硅Q9、熔断器F4连接电源-HM，继电器LK2的常闭触点

LK2-1串接在分闸控制回路中，当出现合闸或者分闸故障时，RS触发器IC6输出低电平，分别

驱动三极管Q6、三极管Q4导通，从而使光耦U3、光耦U4导通，控制可控硅Q7、可控硅Q9导通，

继电器LK1，继电器LK2动作，继电器LK1的常闭触点LK1-1、继电器LK2的常闭触点LK2-1断

开，切断合闸回路或者分闸回路的电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状态显示电路包括指示灯D1、指示灯D2，限流电阻R18、限流电阻R19，指示灯D1和限流

电阻R18串联后一端接电源VCC，另一端连接三极管Q4的发射极，指示灯D2和限流电阻R19串

联后一端接电源VCC，另一端连接三极管Q6的发射极，当断路器操发生分闸故障，指示灯D1

点亮，当断路器发生合闸故障，指示灯D2点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保护计数电路包括单片机IC1，数码管DS1、数码管DS2，排阻RES1，电阻R1、电阻R13、电

阻R14，晶振Y1，电容C1、电容C3、电容C4，按钮AN3，其中晶振Y1，电容C1、电容C3、电容C4构成

单片机IC1的外围电路，来自检测信号处理电路的信号经三极管Q6、三极管Q4隔离后送入单

片机IC1，经单片机IC1处理计数，输出至数码管DS1、数码管DS2显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短信发送电路包括GSM模块，SIM卡座，电阻R26、电阻R28，指示灯D3，三极管Q8，其中，

GSM模块的15脚连接单片机IC1的11脚，GSM模块的18脚、19脚分别连接单片机IC1的7脚、6

脚，GSM模块的29脚、25脚、27脚、26脚、24脚分别连接SIM卡座的1脚、2脚、3脚、6脚、8脚，SIM

卡座的1脚与7脚相连、4脚接地，GSM模块的32脚经电阻R28连接三极管Q8的基极，三极管Q8

的发射极接地，三极管Q8的集电极经指示灯D3、电阻R26接电源,当断路器发生合闸或者分

闸故障时，单片机IC1通过串口控制GSM模块向固定手机号发送固定内容的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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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子保护装置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

构保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电力企业变电站的自动控制技术应用升级越来越高，35KV变电站多为无人值

守变电站，断路器是变电站输电保护控制的主要设备，分闸、合闸多采用远程操控模式，在

长期运行操作中，时有在操作停、送电或事故跳闸中发生断路器分闸、合闸线圈烧毁现象。

分闸、合闸线圈设计时都是按短时通电而设计的。分闸、合闸线圈的烧毁，主要是由于分闸

或合闸线圈回路的电流不能正常切断，致使分闸或合闸线圈长时间通电造成的。每次分闸

或合闸线圈烧毁时，由于操作机构分闸或合闸线圈均安装在柜内，巡视检查人员很难发现

故障及时更换，当线路或设备发生事故时，无法及时切断事故点，会造成越级跳闸及全站停

电事故，更会牵连其他设备，使事故进一步扩大，造成更大的损失。市场上的几种专利线圈

保护装置，保护动作不灵敏、不可靠。并且更换分闸、合闸线圈需要整个供电线路停电，给供

电企业和用电客户造成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加上每次出车的费用，使每个线圈的更换费用

达到了600元左右，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大大降低了供电企业的良好形象。

[0003] 由于变电站均已实现无人值守，如果断路器保护装置动作了，却不能迅速让远方

的检修人员知道故障信息，就不能及时处理故障，给故障埋下隐患，这时当设备或供电线路

发生故障时，断路器分闸回路不能及时分闸切断事故设备或供电线路，就会造成变电站越

级跳闸，造成全站停电或烧毁设备等严重事故。另外，每座变电站高压开关柜断路器都在20

至30台，每个供电企业都有几十座变电站，当多座变电站多台断路器出现分合闸故障经检

修恢复后，检修人员很难记住每个断路器操作机构发生分合闸的检修次数，当一台断路器

操作机构连续发生二次以上同样故障，就要检修更换该操作机构部件了，而不是仅更换线

圈了事，否则还会发生同样的故障。

[0004] 目前，国内供电企业所有变电站都已实现自动控制，现有的高压开关柜断路器二

次回路一般都装设有监视回路装置。但大多采用简单直观的红(绿)灯回路直接监视或利用

分(合)闸位置继电器常闭触点串联启动中央信号的间接监视；以上监视回路在合闸状态

下，断路器分闸、合闸线圈都不具备保护功能。当下述故障出现时，就会烧毁分闸、合闸线

圈；1.当断路器辅助开关状态位置调整不当，断路器合闸后，辅助开关接点自动切断分闸回

路，辅助接点打不开或拉弧，合闸接触器通过重合闸回路或绿灯回路自保持，分闸、合闸线

圈长时间带电而被烧毁。2.还有断路器机构故障，传动连杆等卡涩，连板配合不好，使分闸、

合闸铁芯过载，引起线圈烧坏。3.多次操作松动变位，触点转换不灵活，切换不可靠；操动机

构的合闸铁芯顶杆碰到连板时，不能满足8～10mm继续上升的要求，4.自动重合闸时，合闸

线圈长时间带0.4～2.2A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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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断路器分闸或者合闸出现故障时,能够发

送短信到检修人员手机,并切断分闸或者合闸线圈电源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具有短信发送功能的断路器操作机构保护装置，包括电流信号检测电路、检

测信号处理电路、保护执行单元电路、状态显示电路、保护计数电路、短信发送电路，其中电

流信号检测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检测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端，检测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出端分

别连接保护执行单元电路、状态显示电路、保护计数电路的输入端，保护计数电路与短信发

送电路双向连接，电流信号检测电路用于检测断路器分闸电流和合闸电流，检测到分闸电

流和合闸电流信号送入检测信号处理电路进行比较放大、延迟驱动、RS触发后输出保护控

制信号，保护控制信号分别送入保护执行单元电路切断断路器分闸电源或者合闸电源，送

入状态显示电路显示故障状态，送入保护计数电路进行一次计数，送入保护计数电路的保

护控制信号经由保护计数电路控制短信发送电路发送保护动作情况的短信。

[0008] 本发明进一步的还包括断路器位置指示电路，该断路器位置指示电路包括指示灯

D7、指示灯D8，限流电阻R32、限流电阻R33，辅助开关FW，指示灯D7和限流电阻R32串联后一

端接地，另一端经断路器辅助开关FW的合闸触点HZ连接电源VCC，指示灯D8和限流电阻R33

串联后一端接地，另一端经断路器辅助开关FW的分闸触点FZ连接电源VCC，当断路器操作机

构动作到合闸位置，指示灯D7点亮，指示断路器在合闸位置，当断路器操作机构动作到分闸

位置，指示灯D8点亮，指示断路器在分闸位置。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电流信号检测电路包括霍尔电流采集器PD1、霍尔电流采集器PD2，

电流传感器IC2、电流传感器IC4，其中电流传感器IC2、电流传感器IC4采用ACS712，将由霍

尔电流采集器PD1、霍尔电流采集器PD2采集的电流分别输送到电流传感器IC2、电流传感器

IC4，由电流传感器IC2、电流传感器IC4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出。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检测信号处理电路包括运放IC3、运放IC7，电容C2、电容C5～电容

C6、电容C8～电容C11、电容C13，电阻R3、电阻R4、电阻R7～电阻R11、电阻R15～电阻R17、电

阻R20～电阻R23，光耦U1、光耦U2，三极管Q1、三极管Q5，RS触发器IC6，其中运放IC3，电容

C2、电容C5～电容C6、电容C8，电阻R3、电阻R4、电阻R7～电阻R11，光耦U1，三极管Q1构成一

路信号处理电路，运放IC7，电容C9～电容C11、电容C13，电阻R15～电阻R17、电阻R20～电阻

R23，光耦U2，三极管Q5构成另一路信号处理电路，由电流信号检测电路输出的一路电压信

号经电阻R8送入运放IC3，放大后的信号经由电容C2、电阻R7组成的延时电路，驱动三极管

Q1导通，从而使光耦U1导通，光耦U1输出高电平至RS触发器IC6的4脚，使RS触发器IC6的2脚

输出低电平并进入锁定状态，同理，由电流信号检测电路输出的另一路电压信号经电阻R17

送入运放IC7，放大后的信号经由电容C9、电阻R22组成的延时电路，驱动三极管Q5导通，从

而使光耦U2导通，光耦U2输出高电平至RS触发器IC6的6脚，使RS触发器IC6的9脚输出低电

平并进入锁定状态。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保护执行单元电路包括三极管Q6、三极管Q4，光耦U3、光耦U4，可控

硅Q7、可控硅Q9，继电器LK1，继电器LK2，其中RS触发器IC6的9脚连接三极管Q6的基极，三极

管Q6的集电极接地，三极管Q6的发射极连接光耦U3的输入端，光耦U3的输出端连接可控硅

Q7的控制端，继电器LK1的线圈一端经熔断器F1连接电源+HM，继电器LK1的线圈另一端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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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硅Q7、熔断器F2连接电源-HM，继电器LK1的常闭触点LK1-1串接在合闸控制回路中，同理，

其中RS触发器IC6的2脚连接三极管Q4的基极，三极管Q4的集电极接地，三极管Q4的发射极

连接光耦U4的输入端，光耦U4的输出端连接可控硅Q9的控制端，继电器LK2的线圈一端经熔

断器F3连接电源+HM，继电器LK2的线圈另一端经可控硅Q9、熔断器F4连接电源-HM，继电器

LK2的常闭触点LK2-1串接在分闸控制回路中，当出现合闸或者分闸故障时，RS触发器IC6输

出低电平，分别驱动三极管Q6、三极管Q4导通，从而使光耦U3、光耦U4导通，控制可控硅Q7、

可控硅Q9导通，继电器LK1，LK2动作，继电器LK1的常闭触点LK1-1、继电器LK2的常闭触点

LK2-1断开，切断合闸回路或者分闸回路的电源。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状态显示电路包括指示灯D1、指示灯D2，限流电阻R18、限流电阻

R19，指示灯D1和限流电阻R18串联后一端接电源VCC，另一端连接三极管Q4的发射极，指示

灯D2和限流电阻R19串联后一端接电源VCC，另一端连接三极管Q6的发射极，当断路器操发

生分闸故障，指示灯D1点亮，当断路器发生合闸故障，指示灯D2点亮。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保护计数电路包括单片机IC1，数码管DS1、数码管DS2，排阻RES1，

电阻R1、电阻R13、电阻R14，晶振Y1，电容C1、电容C3、电容C4，按钮AN3，其中晶振Y1，电容C1、

电容C3、电容C4构成单片机IC1的外围电路，来自检测信号处理电路的信号经三极管Q6、三

极管Q4隔离后送入单片机IC1，经单片机IC1处理计数，输出至数码管DS1、数码管DS2显示。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短信发送电路包括GSM模块，SIM卡座，电阻R26、电阻R28，指示灯

D3，三极管Q8，其中，GSM模块的15脚连接单片机IC1的11脚，GSM模块的18脚、19脚分别连接

单片机IC1的7脚、6脚，GSM模块的29脚、25脚、27脚、26脚、24脚分别连接SIM卡座的1脚、2脚、

3脚、6脚、8脚，SIM卡座的1脚与7脚相连、4脚接地，GSM模块的32脚经电阻R28连接三极管Q8

的基极，三极管Q8的发射极接地，三极管Q8的集电极经指示灯D3、电阻R26接电源,当断路器

发生合闸或者分闸故障时，单片机IC1通过串口控制GSM模块向固定手机号发送固定内容的

故障信息。

[0015]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0016] 本发明通过电流检测器件检测断路器合闸和分闸操作的电流，并且对电流进行延

时判断，对合闸和分闸操作电流暂态过时保护的动作延迟时间精度可达微秒，且两者的动

作实现无缝无触点切换，实现动作灵敏可靠，使用效果好；当断路器出现合闸和分闸故障

时，通过中间继电器及时切断断路器的合闸或者分闸电源，保护分闸和合闸线圈不被烧毁，

发生故障时，还发送短信给检修人员，维修人员及时得到信息，及时检修，杜绝了变电站发

生越级跳闸和烧毁设备情况，降低供电企业因停电更换合闸线圈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也

降低了用电客户的经济损失和社会不良影响，大大提升了供电企业在社会中的良好形象。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原理框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电流信号检测电路、检测信号处理电路、保护执行单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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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状态显示电路、保护计数电路、短信发送电路、断路器位置指示电路，其中电流信号检测

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检测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端，检测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出端分别连接保护

执行单元电路、状态显示电路、保护计数电路的输入端，保护计数电路与短信发送电路双向

连接，电流信号检测电路用于检测断路器分闸电流和合闸电流，检测到分闸电流和合闸电

流信号送入检测信号处理电路进行比较放大、延迟驱动、RS触发后输出保护控制信号，保护

控制信号分别送入保护执行单元电路切断断路器分闸电源或者合闸电源，送入状态显示电

路显示故障状态，送入保护计数电路进行一次计数，送入保护计数电路的保护控制信号经

由保护计数电路控制短信发送电路发送保护动作情况的短信。断路器位置指示电路用于指

示断路器操作机构的位置，方便操作人员知晓断路器是处于合闸位置还是分闸位置，有利

于判断断路器合闸或者分闸故障。

[0021] 如图2所示，断路器位置指示电路包括指示灯D7、指示灯D8，限流电阻R32、限流电

阻R33，辅助开关FW，指示灯D7和限流电阻R32串联后一端接地，另一端经断路器辅助开关FW

的合闸触点HZ连接电源VCC，指示灯D8和限流电阻R33串联后一端接地，另一端经断路器辅

助开关FW的分闸触点FZ连接电源VCC，当断路器操作机构动作到合闸位置，指示灯D7点亮，

指示断路器在合闸位置，当断路器操作机构动作到分闸位置，指示灯D8点亮，指示断路器在

分闸位置。

[0022] 所述电流信号检测电路包括霍尔电流采集器PD1、霍尔电流采集器PD2，电流传感

器IC2、电流传感器IC4，其中电流传感器IC2、电流传感器IC4采用ACS712，将由霍尔电流采

集器PD1、霍尔电流采集器PD2采集的电流分别输送到电流传感器IC2、电流传感器IC4，由电

流传感器IC2、电流传感器IC4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出。

[0023] 所述检测信号处理电路包括运放IC3、运放IC7，电容C2、电容C5～电容C6、电容C8

～电容C11、电容C13，电阻R3、电阻R4、电阻R7～电阻R11、电阻R15～电阻R17、电阻R20～电

阻R23，光耦U1、光耦U2，三极管Q1、三极管Q5，RS触发器IC6，其中运放IC3，电容C2、电容C5～

电容C6、电容C8，电阻R3、电阻R4、电阻R7～电阻R11，光耦U1，三极管Q1构成一路信号处理电

路，运放IC7，电容C9～电容C11、电容C13，电阻R15～电容R17、电容R20～电容R23，光耦U2，

三极管Q5构成另一路信号处理电路，由电流信号检测电路输出的一路电压信号经电阻R8送

入运放IC3，放大后的信号经由电容C2、电阻R7组成的延时电路，驱动三极管Q1导通，从而使

光耦U1导通，光耦U1输出高电平至RS触发器IC6的4脚，使RS触发器IC6的2脚输出低电平并

进入锁定状态，同理，由电流信号检测电路输出的另一路电压信号经电阻R17送入运放IC7，

放大后的信号经由电容C9、电阻R22组成的延时电路，驱动三极管Q5导通，从而使光耦U2导

通，光耦U2输出高电平至RS触发器IC6的6脚，使RS触发器IC6的9脚输出低电平并进入锁定

状态。

[0024] 所述保护执行单元电路包括三极管Q6、三极管Q4，光耦U3、光耦U4，可控硅Q7、可控

硅Q9，继电器LK1，继电器LK2，其中RS触发器IC6的9脚连接三极管Q6的基极，三极管Q6的发

射极接地，三极管Q6的集电极连接光耦U3的输入端，光耦U3的输入端连接可控硅Q7的控制

端，继电器LK1的线圈一端经熔断器F1连接电源+HM，继电器LK1的线圈另一端经可控硅Q7、

熔断器F2连接电源-HM，继电器LK1的常闭触点LK1-1串接在合闸控制回路中，操作正电源+

HM经熔断器F3→控制开关KK⑤⑧端→继电器TBJ常闭触点TBJ-2→继电器HBJ线圈→断路器

辅助常闭触点DL→合闸线圈HC→继电器LK1常闭触点LK1-1→熔断器F4→负电源-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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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同理，其中RS触发器IC6的2脚连接三极管Q4的基极，三极管Q4的发射极接地，三极

管Q4的集电极连接光耦U4的输入端，光耦U4的输入端连接可控硅Q9的控制端，继电器LK2的

线圈一端经熔断器F3连接电源+HM，继电器LK2的线圈另一端经可控硅Q9、熔断器F4连接电

源-HM，继电器LK2的常闭触点LK2-1串接在分闸控制回路中，操作正电源+HM经熔断器F3→

电流继电器常开触点LJ→信号继电器XJ线圈→继电器HBJ线圈→断路器辅助常开触点DL1

→分闸线圈TQ→继电器LK2常闭触点LK2-1→熔断器F4→负电源-HM。

[0026] 当出现合闸或者分闸故障时，RS触发器IC6输出低电平，分别驱动三极管Q6、三极

管Q4导通，从而使光耦U3、光耦U4导通，控制可控硅Q7、可控硅Q9导通，继电器LK1，继电器

LK2动作，继电器LK1的常闭触点LK1-1、继电器LK2的常闭触点LK2-1断开，切断合闸回路或

者分闸回路的电源。

[0027] 所述状态显示电路包括指示灯D1、指示灯D2，限流电阻R18、限流电阻R19，指示灯

D1和限流电阻R18串联后一端接电源VCC，另一端连接三极管Q4的发射极，指示灯D2和限流

电阻R19串联后一端接电源VCC，另一端连接三极管Q6的发射极，当断路器操发生分闸故障，

指示灯D1点亮，当断路器发生合闸故障，指示灯D2点亮。

[0028] 所述保护计数电路包括单片机IC1，数码管DS1、数码管DS2，排阻RES1，电阻R1、电

阻R13、电阻R14，晶振Y1，电容C1、电容C3、电容C4，按钮AN3，其中晶振Y1，电容C1、电容C3、电

容C4构成单片机IC1的外围电路，来自检测信号处理电路的信号经三极管Q6、三极管Q4隔离

后送入单片机IC1，经单片机IC1处理计数，输出至数码管DS1、数码管DS2显示。

[0029] 所述短信发送电路包括GSM模块，SIM卡座，电阻R26、电阻R28，指示灯D3，三极管

Q8，其中，GSM模块的15脚连接单片机IC1的11脚，GSM模块的18脚、19脚分别连接单片机IC1

的7脚、6脚，GSM模块的29脚、25脚、27脚、26脚、24脚分别连接SIM卡座的1脚、2脚、3脚、6脚、8

脚，SIM卡座的1脚与7脚相连、4脚接地，GSM模块的32脚经电阻R28连接三极管Q8的基极，三

极管Q8的发射极接地，三极管Q8的集电极经指示灯D3、电阻R26接电源,当断路器发生合闸

或者分闸故障时，单片机IC1通过串口控制GSM模块向固定手机号发送固定内容的故障信

息。

[0030] 工作原理：

[0031] 合闸控制原理：

[0032] 如图2所示，霍尔电流采集器PD1接入合闸回路采集合闸回路故障电流，继电器LK1

线圈一端经熔断器F3接合闸正电源+HM，另一端通过可控硅Q7、熔断器F4接负极-HM，中间继

电器LK1的常闭触点LK1-1串接到合闸控制回路中。保护工作过程：当合闸时断路器操作机

构动作到合闸位置，由于操作机构与辅助开关FW相连接，带动连杆使辅助开关FW旋转到合

闸位置，合闸位置指示灯D7点亮，指示断路器在合闸位置，同时辅助开关FW的合闸触点HZ将

5V工作电源接入霍尔电流采集器PD1、电流传感器IC4、运放IC7、光耦U2，合闸回路检测保护

信号电路启动，当合闸回路有较大电流流过时，电流采集器PD1采集到的电流,流过铜箔时，

产生一个磁场,使电流传感器IC4的1脚和2脚到3脚和4脚的电流不断上升该电流传感器IC4

输出具有正斜率)，电流传感器IC4根据磁场感应出一个线性的电压信号，经过内部的放大、

滤波、斩波与修正，输出一个电压信号，该电压信号从电流传感器IC4的第7脚输出，经电阻

R17输入运放IC7的3脚，当运放IC7的3脚输入电压高于2脚的参考电压(Uref＝2.53V)时，运

放IC7开始进入放大状态，于是运放IC7的1脚输出端输出电压又进一步上升。1脚输出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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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信号经有电容C9、电阻R22组成延时电路，延时0.5s左右，输出的电压信号控制三极管Q5

导通，5v电源经电阻R15使光耦U2内部发光管导通，光敏管两端电阻值由无穷大变为近似导

通,光耦U2输出高电平去触发RS触发器IC6，暂态的电压信号输入到RS触发器IC6的6脚，使

其输出端9脚变为低电平而进入锁定状态得到稳定状态。三极管Q6得到低电平导通，合闸事

故指示灯D2点亮，指示合闸保护电路动作。同时三极管Q6使光耦U3工作，又使可控硅Q7导

通，将+HM加到中间继电器LK1线圈的两端，线圈中的电流剧增并产生足够大的电磁吸合力

迫使LK1常闭触头LK1-1断开合闸线圈HC的电源回路。强制断开合闸控制回路电源，使合闸

线圈HC得到保护。同时该低电平信号去微单片机IC1的P3.1(3脚)端，使计数器累加记录一

次保护器动作次数。单片机IC1、晶振Y1、电阻R1、电容C1、电容C3、电容C4等组成单片机电

路，按钮AN3、电阻Rl、电容C1组成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接通电源的瞬间，电源电压通过对电

容C1的充电过程，单片机IC1的复位端1脚获得一个高电平复位脉冲，使得单片机进入初始

状态。用P3.0、P3.1端口读取来自触发器IC6的10脚、2脚端口状态，单片机的P3.0、P3.1端口

是外部中断0、1的接入口。经过初始化，当P3.0、P3.1端口的状态从“1”变到“0”时就会触发

外部中断，程序会自动跳到中断服务程序，进行计数并显示。数码管DS1、数码管DS2的段码

是由单片机IC1的8个I/O口P1.0-P1.7提供,位码是由P3.5、P3.4通过三极管Q3、三极管Q2轮

流控制2个DS1、DS2数码管的COM端，使2个数码管轮流点亮。三极管Q3、三极管Q2和电阻R13、

电阻R14等组成数码显示电路，使数码管电流控制在15mA，这样当8个段一起点亮时三极管

上得通过120mA的电流。而基极上需要0.63mA，为了减小三极管的负荷应使三极管过饱和，

调节电阻R13、电阻R14使基极电流为2mA，集电极和漏极之间的电压约0.1V。在轮流点亮扫

描过程中，每位数码管点亮时间是极短的，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尽管实际上各位数码管

并非同时点亮，但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组稳定的显示数据，不会有闪烁感。同时单片机IC1的

11脚发送给GSM模块IC5的15脚一个低电平自动启动GSM模块IC5。

[0033] GSM模块IC5采用TC35i模块，该模块基本电路主要由GSM模块ZIF连接器、Flash、天

线接口、发射模块和基带处理模块、ID卡模块6部分组成；

[0034] 在进行通信时，借助可靠成熟的GSM移动通信网络，以最快捷的短消息或电话方

式，直接把断路器操作机构分闸、合闸异常保护动作情况传送到检修人员的手机屏幕上。

TC35i模块是西门子公司推出的一种无线通信模块，它是集射频电路、基带于一体，短信息

和传真提供快速、可靠、安全的传输。

[0035] TC35i的18脚(RXD0)、19脚(TXD0)作为串口通信使用，单片机IC1控制GSM模块，用

P3.2、3.3外部中断实现外部触发，根据控制程序，单片机IC1控制GSM模块向固定手机号发

送固定内容的故障信息。

[0036] 当高压断路器合闸后，合闸位置指示灯点亮，已指示操作机构在合闸位置，保护检

测电路已工作，当合闸回路出现故障时，保护电路启动，合闸事故指示灯D2点亮。同时短信

指示灯会闪烁。操作机构检修正常后，需要解除故障状态时，手动按压复位端子AN1，使RS触

发器IC6输出高电平，三极管Q6得到高电平截止，合闸事故指示灯D2熄灭；光耦U3不工作，进

而双向可控硅Q7截止，合闸保护电路恢复正常运行。

[0037] 分闸控制原理：

[0038] 继电器LK2线圈一端经熔断器F3接合闸正电源+HM，另一端通过可控硅Q9、熔断器

F4接负极-HM，中间继电器LK2的常闭触点LK1-2串接到分闸控制回路中，实现对线圈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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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当分闸时断路器操作机构动作到分闸位置，由于操作机构与辅助开关FW相连接，带动连

杆使辅助开关FW旋转到分闸位置，分闸位置指示灯D8点亮，指示断路器在分闸位置，同时辅

助开关FW的分闸触点FZ将5V工作电源，接入霍尔电流采集器PD2、电流传感器IC2、运放IC3、

光耦U1分闸回路,检测保护信号电路启动，当分闸回路有较大电流流过时，电流采集器PD2

采集到的电流,流过铜箔时，产生一个磁场,使电流传感器IC2的1脚和2脚，到3脚和4脚的电

流不断上升(电流传感器IC2的输出具有正斜率)，电流传感器IC2根据磁场感应出一个线性

的电压信号，经过内部的放大、滤波、斩波与修正，输出一个电压信号，该电压信号从电流传

感器IC2的第7脚输出，经电阻R8输入运放IC3的3脚，当运放IC3的3脚输入电压高于2脚的参

考电压时，运放IC3开始进入放大状态，于是运放IC3输出端1脚的输出电压又进一步上升。1

脚的输出的电压信号经有电容C2、电阻R7组成延时电路，延时0.5s左右，输出的电压信号控

制Q1导通，5v电源经电阻R13使光耦U1内部发光管导通，光敏管两端电阻值由无穷大变为近

似导通,光耦U1输出高电平去RS触发器IC6的4脚，使其2脚输出低电平，电路由暂态的电平

信号转换为稳态状态。三极管Q4得到低电平导通，分闸事故指示灯D1点亮，指示分闸保护电

路动作。同时使光耦U4工作，使双向可控硅Q9导通，将+HM和-HM加到中间继电器LK2线圈的

两端，分闸回路中的电流剧增并产生足够大的电磁吸合力迫使LK2常闭触头LK2-1断开分闸

电源回路。由于常闭触点LK2-1断开，强制断开分闸控制回路电源，使分闸线圈TQ得到保护。

同时该低电平信号去单片机IC1的P3.0端，使计数器累加记录一次保护器动作次数及短信

发送。计数以及短信发送工作原理与合闸保护一样。

[0039] 当高压断路器分闸后，分闸位置指示灯点亮，已指示操作机构在分闸位置，保护检

测电路已工作，当分闸回路出现故障时，保护电路启动，分闸事故指示灯D1点亮。同时短信

指示灯D3会闪烁。操作机构检修正常后，需要解除故障状态时，手动按压复位端子AN2，使RS

触发器输出高电平，三极管Q4得到高电平截止，分闸事故指示灯D1熄灭；光耦U4不工作，进

而双向可控硅Q9截止，合闸保护电路恢复正常运行。

[0040] 本发明各模块电路的供电电路如下：采用交流220v输入，压敏电阻R31用来吸收供

电系统的雷电和各种操作过电压，R31具有通电容量大，电压范围宽、漏电流小及响应速度

快等优点，是最理想的过压保护元件。变压器输出端的9V电压经桥式整流并滤波电容，在电

容C18、电容C17两端大约会有11V左右电压，三端稳压IC9输出5v电压LM7805一路通过断路

器辅助开关为分闸霍尔电流采集器PD2、IC2、IC3、U1和合闸霍尔电流采集器PD1、电流传感

器IC4、运放IC7、光耦U2启动供电另一路为单片机IC1、RS触发器IC6等电路供电，芯片IC8采

用AMS1117，为TC35i主模块提供3.3V

[0041] 本发明保护装置主要功能:本发明安装在高压开关柜上。保护装置正常运行中，运

行指示灯点亮指示装置正在运行，断路器在分闸状态时，分闸指示灯点亮，合闸指示灯不

亮；断路器如在合闸位置时，合闸位置指示灯会点亮，指示断路器在合闸位置，分闸指示灯

不亮；保护装置动作后，1.分合闸回路未排除故障不容许恢复退出保护状态，排除分合闸回

路故障后，需要操作人员按动分闸AN2复位按键，分闸事故指示灯D1熄灭，分闸保护电路恢

复正常保护状态。2.排除合合闸回路故障后，需要操作人员按动合闸AN1复位按键，合闸事

故指示灯D2熄灭后，合闸保护电路恢复正常保护状态。装置保护启动后光电报警及远传恢

复工作。3.按动AN3按键，保护动作次数计数器清零时。

[0042] 在断路器分合闸回路中，加装中间继电器LK1、继电器LK2的常闭触点。操作断路器

说　明　书 7/8 页

10

CN 106099866 B

10



分合闸过程中，当造成断路器辅助开关不能正确切换，经过保护电路启动延时后(延时整定

值大于断路器分合闸时间)，由常闭触点LK1-1、常闭触点LK2-1与辅助开关分、合闸操作回

路相串联，将分合闸回路断开，使分合闸继电器返回，就可避免分合闸线圈被烧毁。安装使

用的主要技术数据，断路器分合闸时间为不大于0.5s-0.6s。如果中间继电器LK1、中间继电

器LK2的延时整定值太接近断路器的分合闸时间，可能会使断路器在未完成合闸时，继电器

常闭触点就将分合闸回路断开，影响断路器的正常合闸；若中间继电器LK1、中间继电器LK2

的延时整定值太长，在操作断路器分合闸过程中，就无法保护合闸线圈而烧毁。因此，将中

间继电器LK1、中间继电器LK2的延时整定值为0.5s左右。这样既保证断路器能顺利分合闸，

又不烧坏分合闸线圈。在变电站加装了该保护装置，经多次分合闸试验，未再出现烧毁分合

闸线圈的现象，大大提高无人值守变电站设备监视保护的可靠性，又可以降低成本。本方案

不仅实现了高压断路器二次回路的全工况监测，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由于断路器辅助开关状

态位置调整不当、断路器机构故障、操动机构不良等导致的分合闸线圈长时间通过大电流

而烧毁问题。同时记录下断路器分合闸次数，给检修人员提供每座变电站每台断路器故障

动作次数信息，便于对多次发生故障的断路器操作机构维护更换。加装该装置的变电站，维

修人员可以及时得到信息，及时检修，杜绝了变电站发生越级跳闸和烧毁设备情况，降低供

电企业因停电更换合闸线圈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也降低了用电客户的经济损失和社会不

良影响，大大提升了供电企业在社会中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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