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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继电保护装置继电

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直流220V电压通过第一控

制开关接到继电器触点一端，继电器触点另一端

接到30W回路和1000W回路上，1000W回路通过第

二控制开关接到继电器触点上，继电器触点的动

作与关断通过继电保护装置控制；直流电压变送

器用于采集继电器触点的电压；所述EV事件管理

器通过PWM波调理电路输出驱动控制开关；电压

采集电路输出给ADC模块；控制开关开关状态通

过数字电路反馈给DSP控制器的IO口；DSP控制器

的通信模块通过以太网电路与上位机进行通信。

本发明用于判断继电器是否已经损坏，以及统计

继电器的动作次数，方便对继电保护用继电器触

点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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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继电保护装置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包括：主电路、控制电路和上位

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电路包括：第一控制开关、继电器触点、直流220V和直流电压变送

器，所述直流220V电压通过第一控制开关接到继电器触点一端，继电器触点另一端接到30W

回路和1000W回路上，其中30W回路直接接到继电器触点上，1000W回路通过第二控制开关接

到继电器触点上，所述继电器触点的动作与关断通过继电保护装置控制，故障电流通过第

三控制开关接到继电保护装置上；直流电压变送器用于采集继电器触点的电压；所述控制

电路包括：DSP控制器、PWM波调理电路、电压采集电路和数字电路，所述DSP控制器包括：EV

事件管理器、ADC模块、IO口和通信模块，所述EV事件管理器产生两路PWM波，并通过PWM波调

理电路输出驱动第二控制开关和第三控制开关的PWM波；直流电压变送器采集到的电压送

给电压采集电路，由电压采集电路输出给ADC模块，用于判读当前电压值；第二控制开关和

第三控制开关的开关状态通过数字电路反馈给DSP控制器的IO口，用于判读当前的开关状

态；DSP控制器的通信模块通过以太网电路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并把故障类型和继电器动作

次数在上位机上显示；利用所述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进行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的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启动上位机系统，并读取第二控制开关和第三控制开关的当前状态；

步骤2：在第二控制开关和第三控制开关全断开的情况下，进入步骤3，否则停机处理，

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步骤3：闭合第一控制开关，延时一段时间之后，进入主程序，然后判断当前继电器触点

电压值，当电压值为零的情况下，进入步骤4，否则停机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步骤4：闭合第二控制开关，当判断第二控制开关成功闭合，进入步骤5，否则停机处理，

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步骤5：延时一段时间闭合第三控制开关，并判断第三控制开关是否成功闭合，当第三

控制开关成功闭合之后，进入步骤6，否则停机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步骤6：判断当前继电器触点电压值，当电压值大于零，进入步骤7，当电压值为零，则停

机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步骤7：延时一段时间断开第二控制开关，然后判断第二控制开关是否断开，当第二控

制开关成功断开之后，进入步骤8，否则停机处理；

步骤8：延时一段时间断开第三控制开关，判断第三控制开关是否断开，如果第三控制

开关断开则记录当前继电器动作次数，并上送上位机显示，如果第三控制开关没有成功断

开，则停机处理，并显示 当前故障类型；

步骤9：记录继电器动作次数之后延时一段时间，回到主程序，继续进行；

所述上位机采用PC机；

所述DSP控制器采用TMS320系列；

所述步骤3中一段时间设置为10s；

所述步骤5中一段时间设置为300ms；

所述步骤7中一段时间设置为500ms；

所述步骤8中一段时间设置为300ms；所述步骤9中一段时间设置为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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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继电保护装置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继电保护装置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属于继电器性能检

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智能电网的不断发展，继电保护装置也越加智能化，继电保护装置为电

力系统可靠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撑。继电保护装置通过采集电压、电流状态，来快速发现故障

点，实现保护跳合闸功能，能否正常跳合闸关系到电网系统的安全，因此装置跳合闸出口回

路的可靠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现有的电力系统基本上都是以继电器触点作为跳闸出口，

因此继电器的触点性能也就成为考核继电保护装置性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003] 电力系统对继电保护装置使用的继电器触点性能的考核还没有完善的测试手段，

因此，为了能够提供一种电力系统行业用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是当前电力系统行业必

须进行研究的一个课题。

发明内容

[0004] 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继电保护装置继电

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

[0005] 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用于继电保护装置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包括：主电路、控制电路、上位

机，所述主电路包括：第一控制开关、继电器触、直流220V、直流电压变送器，所述直流220V

电压通过第一控制开关接到继电器触点一端，继电器触点另一端接到30W回路和1000W回路

上，其中30W回路直接接到继电器触点上，1000W回路通过第二控制开关接到继电器触点上，

所述继电器触点的动作与关断通过继电保护装置控制，故障电流通过第三控制开关接到继

电保护装置上；直流电压变送器用于采集继电器触点的电压；所述控制电路包括：DSP控制

器、PWM波调理电路、电压采集电路、数字电路，所述DSP控制器包括：EV事件管理器、ADC模

块、IO口、通信模块，所述EV事件管理器产生两路PWM波，并通过PWM波调理电路输出驱动第

二控制开关和第三控制开关的PWM波；直流电压变送器采集到的电压送给电压采集电路，由

电压采集电路输出给ADC模块，用于判读当前电压值；第二控制开关和第三控制开关的开关

状态通过数字电路反馈给DSP控制器的IO口，用于判读当前的开关状态；DSP控制器的通信

模块通过以太网电路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并把故障类型和继电器动作次数在上位机上显

示。

[000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上位机采用PC机。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DSP控制器采用TMS320系列。

[0009] 基于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进行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的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10] 步骤1：启动上位机系统，并读取第二控制开关和第三控制开关的当前状态；

[0011] 步骤2：在第二控制开关和第三控制开关全断开的情况下，进入步骤3，否则停机处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9031104 B

3



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0012] 步骤3：闭合第一控制开关，延时一段时间之后，进入主程序，然后判断当前继电器

触点电压值，当电压值为零的情况下，进入步骤4，否则停机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0013] 步骤4：闭合第二控制开关，当判断第二控制开关成功闭合，进入步骤5，否则停机

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0014] 步骤5：延时一段时间闭合第三控制开关，并判断第三控制开关是否成功闭合，当

第三控制开关成功闭合之后，进入步骤6，否则停机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0015] 步骤6：判断当前继电器触点电压值，当电压值大于零，进入步骤7，当电压值为零，

则停机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

[0016] 步骤7：延时一段时间断开第二控制开关，然后判断第二控制开关是否断开，当第

二控制开关成功断开之后，进入步骤8，否则停机处理；

[0017] 步骤8：延时一段时间断开第三控制开关，判断第三控制开关是否断开，如果第三

控制开关断开则记录当前继电器动作次数，并上送上位机显示，如果第三控制开关没有成

功断开，则停机处理，并显得当前故障类型；

[0018] 步骤9：记录继电器动作次数之后延时一段时间，回到主程序，继续进行。

[001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3中一段时间设置为10S。

[002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5中一段时间设置为300ms。

[002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7中一段时间设置为500ms。

[002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8中一段时间设置为300ms。

[002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9中一段时间设置为4S。

[0024]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继电保护装置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本设

计用于判断继电器是否已经损坏，以及统计继电器的动作次数，方便对继电保护用继电器

触点的检测。其优点如下：

[0025] 1.通过继电保护装置动作与复归来实现继电器触点的接通与断开。

[0026] 2.PWM调理电路将DSP控制器输出的小幅值PWM波经过光耦隔离和放大，得到能够

驱动第二控制开关和第三控制开关动作的PWM，并留有足够的死区时间，确保第二控制开关

和第三控制开关的动作时间顺序。

[0027] 3.电压采集电路用于检测继电器触点是否闭合，当继电器触点闭合时，可以采集

到大于0V电压值，当继电器触点返回时，采集到的电压为零。如果长期采集到电压大于0V或

者采集到电压为零，说明继电器已经受损。

[0028] 4.数字电路用于反馈第二控制开关和第三控制开关当前状态，用于确定系统是否

正常运行。

[0029] 5.以太网电路用于DSP控制器和上位机进行通信，实现上位机对整个系统的控制。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系统整体框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的系统总流程图；

[0032] 图3是本发明的控制开关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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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4] 如图1所示，一种用于继电保护装置继电器触点性能检测装置，该装置包括主电路

15、控制电路16和上位机14。直流220V电压通过第一控制开关1接到继电器触点2一端，继电

器触点2的另一端接到30W回路4和1000W回路5上，其中30W回路4直接接到继电器触点2上，

1000W回路5通过第二控制开关3接到继电器触点2上，而继电器触点2的动作与关断通过继

电保护装置7是否动作决定，故障电流通过第三控制开关6接到继电保护装置7上。当第三控

制开关6闭合时，继电保护装置7得到故障电流，从而继电保护装置7动作，使得继电器触点2

闭合；当第三控制开关6断开时，继电保护装置7返回，使得继电器触点2返回。直流电压变送

器8采集的电压用于判读继电器触点2是否闭合，当直流电压变送器8采集的电压大于零，表

示继电器触点闭合，当直流电压变送器8采集的电压等于零，表示继电器触点断开。

[0035] DSP控制器9的EV事件管理器产生两路PWM波，并通过PWM波调理电路10输出驱动第

二控制开关3和第三控制开关6的PWM波。直流电压变送器8采集到的电压送给电压采集电路

11，通过电压采集电路11输出适合DSP控制器ADC模块的模拟量，用于判读当前电压值。第二

控制开关3和第三控制开关6的开关状态通过数字电路12反馈给DSP控制器9的IO口，用于判

读当前的开关状态。DSP控制器9的通信模块通过以太网电路13与上位机14进行通信，并把

故障类型和继电器动作次数在上位机上显示。

[0036] 系统的总流程图如图2所示，整个系统连接完成之后，启动上位机系统，并读取第

二控制开关3和第三控制开关6的当前状态，在第二控制开关3和第三控制开关6全断开的情

况下允许往下进行，否则就停机处理，并显示当前的故障类型。满足上述条件之后闭合第一

控制开关1，延时10S之后，进入主程序，然后判断当前电压值，当电压值为零的情况下流程

继续进行，否则停机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然后闭合第二控制开关3，当判断第二控制

开关3成功闭合，然后继续进行下面流程，否则停机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当第二控制

开关3闭合之后闭合第三控制开关6，并判断第三控制开关6是否成功闭合，当第三控制开关

6成功闭合之后，继续下面流程，否则停机处理，并显示当前故障类型；当第三控制开关6闭

合之后判断当前电压值，当电压值大于零，继续下面流程，当电压值为零，则停机处理，并显

示当前故障类型；当检测到当前电压值大于零之后断开第二控制开关3，然后判断第二控制

开关3是否断开，当第二控制开关成功断开之后继续下面流程，否则停机处理；当第二控制

开关3断开之后，断开第三控制开关6，判断第三控制开关6是否断开，如果第三控制开关6断

开则记录当前继电器动作次数，并上送上位机显示，如果第三控制开关没有成功断开，则停

机处理，并显得当前故障类型；记录继电器动作次数之后延时4S，回到主程序，继续进行。

[0037] 控制开关的时序图如图3所示，当系统启动之后，闭合第一控制开关1，然后延时

10S闭合第二控制开关3，第二控制开关3闭合之后延时300ms闭合第三控制开关6，第三控制

开关6闭合之后延时500ms断开第二控制开关3，第二控制开关3断开之后延时300ms断开第

三控制开关6，第三控制开关6断开之后延时4S继续第二次流程。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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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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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