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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RM 的高压开关智能报警装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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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开发了一种基于 ARM 的智能报警装置，该装置主要采集高压开关回路中的开关量
报警信号，如气室压力低、电机过热等，通过信号调理和光耦隔离技术，对接入信号进行采集和
处理；采用 ARM 系列低功耗微处理器作为主控芯片，控制就地显示灯屏声光报警，同时输出开关
量信号，上送给主控室继电保护系统，供用户控制和状态采集使用，用户可及时地发现、排除故
障，防止故障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维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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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larm device for high-voltage switchgear
based on 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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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ntelligent alarm device of high-voltage switchgear is developed based on ARM in
this paper. It is mainly collected the switching alarm signals of the high-voltage switching circuits in the
high-voltage switch circuit by the device, such as low pressure in the air chamber, overheating of the
motor, etc., it is firstly collected and processed through signal conditioning and optical coupler isolation
technology, ARM series low power microprocessor as the main control chip, which is used to control the
sound and light alarm of the local lamp screen, outputs the passive signal of the switching quantity,
transmits the alarm signal to the relay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main control room. It is used as control
and state acquisition, so that users can discover and eliminate it in time, prevent expansion of the fault,
effectively reduce maintenanc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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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电网的发展，高压电气设备数量逐渐

替这种定制回路的设计方法，以便设计、安装、维

增多，智能设备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设备的检查、

护。当前国内外高压开关报警装置多为一体式，安

维修任务艰巨，并且维修费用很高。因此，监控高

装在就地控制柜的柜门面板上，走线较多，占用空

压电气设备及各类关键元件的实时状态（如断路器、

间较大，多路扩展性不高。

接地开关、SF6 气体压力等报警信号）非常必要，在

根据当前工程使用的实际情况，接入开关量信

监控的同时，输出防误操作接点信号，从而对高压

号数量较多，为方便扩展多路信号输入输出，本文

电气设备起到保护或控制的作用，这对确保电力设

设计的高压智能报警装置为分体式，能够监控高压

[1]

备正常运行和人员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
目前有很多变电站采用定制回路的方式处理各

电气多种设备的正常状态，使用户简洁、直观地观测
到各类设备的状态报警信号，并将状态报警信号传送

类状态报警信号，设计人员根据每个变电站的要求，

至主控室，通知用户及时处理。该装置采用模块化设

设计出由继电器搭接的变电站专用回路，需求内容

计方法，输入输出参量简单，接线方便，通用性高，

多，设计统一性差，装配工作量大，易出错，不利

扩展性好，可靠性高，易于维护，安装简单轻便，应

于后期检修维护。所以亟须一种通用的报警装置代

用范围广，可以有效避免电气事故的发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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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原理

显示灯屏
显示灯屏主要由 MCU 主控电路、显示电路、
声音报警电路、复位电路、485 通信电路、键盘电
路等组成 [9] 。键盘电路主要是测试键、消音键和确
认键，按键安装在灯屏面板上，测试键用于灯屏自
检，消音键功能是当工作人员听到声音报警时，查
看报警位置，按消音键声音报警停止，按确认键排
除故障。灯屏可根据不同程序设定多种显示方式，
显示灯屏原理框图如图 3 所示。
2.2

高压智能报警装置主要监测高压开关设备无源
接点的状态，输入信号是从高压开关本体接入开关
量信号（无源接点），包含 SF6 低气压报警信号、开
关操作过流报警信号、电源失电报警信号等，经过
内部电路和程序处理后，输出一路或多路接点信号，
以及报警灯、声音指示。
分体式高压开关智能报警装置由 2 个部分构
成：主机控制模块和显示灯屏。主机控制模块安装
在就地控制柜内，显示灯屏嵌入式安装在就地控制
柜门面板上，柜门正对部位为透明有机玻璃，便于
巡检人员及时发现声光报警并处理故障。高压开关
智能报警监控系统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3

显示灯屏原理框图

MCU 主控电路
本设计选用的 MCU 是 STM32F4 系列芯片，这
是以 CortexTM-M4 为内核的 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
集成了新的 DSP 和 FPU 指令，拥有 168MHz 的高
速性能，具有独立的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支持程
序执行和数据传输并行处理，数据传输速率非常快，
提升了控制算法的执行速度和代码效率。接口方式
多，12 位 ADC，全双工 I2S，高速 USART、SPI 等，
应用范围广，多应用于自动化、工业和网络应用的
嵌入式实时系统，相比其他主控芯片，更适用于对
响应速度要求较高的工程应用环境。
STM32F4 系 列 芯 片 和 相 关 元 器 件 构 成 基 本
MCU 主控电路，主要由晶振电路、去耦电路、调试
接口电路等组成。MCU 主控电路在主机控制模块和
显示灯屏中均有使用，在主机控制模块中用以实现
输入信号的监测和输出信号的控制，并提供备用输
入、输出扩展电路接口；在显示灯屏中提供备用灯
屏扩展电路接口。
2.4 调理电路
2.3

图1

2

智能报警监控系统原理框图

硬件设计

主机控制模块
主机控制模块主要由输入调理电路、MCU 主控
电路、电源管理电路、基准时钟电路、复位电路、
数据存储电路、2 个 485 通信电路、控制输出电路
组成。其中，485 灯屏通信电路将控制命令发送给
显示灯屏，485 后台通信电路将状态信息发送给后
台系统。主机控制模块结构框图如图 2 所示。
2.1

接入信号为直流 220V、110V，而 STM32F4 系
列芯片只能处理 0～5V 的电压信号，所以在送入信
号之前将其处理成 0～5V 的电压信号，由电阻构成
分压器，经过光耦隔离输入，使 MCU 主控电路与
外部电路实现完全隔离，保护芯片的 I/O 口。调理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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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控制模块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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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之间选用 485 通信。485 通信电路如图 6 所示。

图4

调理电路

当接入信号接通时，INA1 与 GND 之间电压为
直流 220V，前端回路电阻计算如下
R2
Ua =
U
（1）
R1 + R2
式中：R1、R2 分别为光耦前端回路分压电阻；Ua 为
a 点分压电压；U 为接入电压。通过光耦的发光二
极管的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即
Ua
IF =
（2）
R3 + Ri
式中：IF 为正向电流；R3 为限流电阻；Ri 为光耦输
入电阻。根据光耦特性可知，输入电压和前端回路
总电阻满足要求，正向电流 IF 达到某一值时，光耦
导通，则处理器接收到 A1 为高电平。当接入信号断
开时，光耦发光二极管未导通，处理器接收到 A1
为低电平。直流 110V 与 220V 计算方法一致。
2.5 控制输出电路
控制输出模块是将 STM32F4 系列主控芯片输
出的电平信号，经过处理后输出一对无源接点。采
用光耦隔离电路将主控芯片与输出电路进行隔离保
护，控制输出电路如图 5 所示。

图5

图6

485 通信电路

图中，485A、485B 用于连接 485 总线接口。
DI 是发送数据收入端，RO 是接收输出端，DE 是发
送使能信号（高电平有效），RE 是接收使能信号（低
电平有效）。使用 485 转换芯片连接单片机芯片的串
口端，实现通信功能。

3

软件开发

主控程序
高压智能报警装置由两部分构成，所以软件程
序开发包括主控程序和灯屏显示两部分。
主控程序采用模块化设计和循环扫描方式，主
要完成系统设置、时钟设置、串口设置等初始化任
务。该部分程序主要实现输入信号数据汇总和处理，
和输出接点控制程序等功能。初始化部分包括中央
处理器各端口输入输出设置、定时器设置、监控芯
3.1

控制输出电路

OUTB1 高电平时，光耦的发光二极管未导通，
晶体管 Q10 未导通，继电器 K1 不动作；OUTB1 低
电平时，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导通，晶体管 Q10 由截
止变为导通，继电器动作；在晶体管开关时，继电
器线圈会产生较大的反向电动势，二极管 D42 起到
续流保护的作用 [10]。
2.6 485 通信电路设计
由于 485 通信具有传输距离远、速度快和抗干
扰能力强等特点，MCU 主控电路和显示灯屏、后台

图7

主控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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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设置、特殊功能寄存器设置，以及 485 通信程
序和数据远传功能。
3.2 终端显示程序
该部分主要包括 485 通信程序和数据远传功
能、数据解码和 LED 显示功能。

图9

高压智能报警装置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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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长、体积小、实用性高、多路扩展性能强、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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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等特点。能够实时有效地对各种异常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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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并及时报警，为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提供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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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关的在线监测和专家诊断系统的研发及推广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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