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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直流接地检测系统 

钟鸿锐，罗金萍，林曙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摘 要 介绍直流接地检测系统的工作原理，并详述“平衡 一不平衡法”检测绝缘电阻原理，提出直流接地检测系 

统硬件和软件设计中的关键技术。经实际应用表明，该系统能够正确检测直流电源系统的绝缘电阻，具有较强的实用 

性，为电力部门提供了可靠的直流接地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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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lation Supervision of the Direct Current System Based on the MSP430 Processor 

Zhong Hongrui，Luo Jinping，Lin Shuguang 

(School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Xidian University，Xi’an 710071，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insulation supervision of direct current system，then explains in detml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and unbalance used to measure the insulation resistance，and finally presents the key tech— 

nology for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of the direct current grounded detect system．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is system can detect the insulation resistance of direct current systems with accuracy．With high practicability， 

the system provides a valid and necessary method for detecting direct current systems gr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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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源系统主要负责为电力生产过程中的控 

制设备、保护设备等供电。绝缘性能下降和直流母 

线接地是直流电源系统常见的故障。一旦直流电源 

发生故障后 ，会影响控制设备和保护设备的正常工 

作，故障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控制设备的错误控制和 

保护设备的拒保护，从而引发生产事故。因此对直 

流电源系统的绝缘性能检测和接地检测是值得重视 

的问题。常见的直流接地检测系统，多采用平衡电 

桥原理检测母线的绝缘电阻，采用双频探测原理检 

测支路的绝缘电阻，并查找接地支路⋯。但平衡电 

桥原理不能检测正负母线绝缘电阻等比例下降情况 

下的电阻值，而双频探测原理需要向系统中注入交 

流信号，会加大直流电源系统的纹波。本文介绍的 

直流接地检测系统采用“平衡 一不平衡法”检测母线 

电压，采用漏电流传感器检测支路绝缘电阻，有效 

地克服了上述方法的缺陷。 

收稿日期 ：2009．11—17 

作者简介：钟鸿锐 (1983一)，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电子设计 自动化与嵌入式技术。罗金萍(1983一)，女，硕士 

研究生。研究方向：信号与信息处理。林曙光(1984一)，男， 

硕 士研 究生。研 究方向：电磁场与微波。 

106 

直流接地检测系统主要用于测量直流系统的对地 

绝缘电阻、检测母线接地故障。具体检测内容包括： 

测量正负母线对地电压、正负母线电压差、正负母线 

对地绝缘电阻、各支路对地绝缘阻值。当发生接地故 

障时，判断接地母线的正负极性和并查找具体接地 

支路。 

1 直流接地检测原理 

1．1 直流接地检测系统工作原理 

直流供电系统由于长时间在恶劣环境中工作，线 

路、连接器、接线端子、刀闸等会产生老化，从而导 

致正负母线的绝缘性能降低，对地绝缘电阻减小，产 

生漏电电流。漏电流的产生将会引起流人和流出用电 

负载的电流不一致(部分电流经过绝缘电阻流人大 

地)。非接触式直流漏电流传感器，能够把流人和流 

出传感器的直流电流差感应成直流电压。这样在每个 

用电负载的输入和输出线路上安装一个非接触式直流 

漏电流传感器，就能检测出每个用电负载或者线路的 

漏电流。直流接地检测系统则根据漏电流传感器的感 

应电压求出漏电流的大小。然后通过“平衡 一不平衡 

法”检测出正负母线对地电压，根据母线电压和漏电 

流求出各个支路绝缘电阻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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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应用连接 示意图 

1．2 平衡 -不平衡法绝缘电阻检测原理 

平衡 一不平衡检测法，通过控制开关的接通与断 

开，顺序往被测线路中接入不同的平衡与不平衡电阻 

网络，并同时测量检测点 A的电压 ，根据接入的 

网络结构和测得的 电压值，可以计算出母线电压 

和母线绝缘电阻。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克服电桥平衡原 

理检测法L】 不能检测正负母线绝缘电阻同比例下降的 

缺陷，也避免了双频探测法⋯对直流供电系统供电纹 

波的影响。平衡 一不平衡检测法检测流程，如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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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平衡 一不平衡法”母线绝缘电阻检测原理图 

如图2所示， +和 一为被测线路的母线供电 

电压，正常工作时两母线问的电压差 + 为 440 V， 

且随蓄电池内阻变化。R ，尺 分别为被测线路的正 

母线绝缘电阻和负母线绝缘电阻。正、负母线绝缘电 

阻反映的是 64路的正、负支路的总体绝缘性能，等 

效于各个支路的正、负绝缘电阻的并联，正常时两母 

线绝缘电阻 >20 k12。 和 为正负母线对地电压， 

大小随正负母线的绝缘电阻变化，但两母线电压差恒 

定为 + 。为了检测正负母线电压 ， ，R ，R ， 

系统采用了“平衡 一不平衡检测法”检测母线电压和 

母线绝缘电阻。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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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式(1)～式(3)解方程可以求出 

+ 
： 2×U1 (4) 

R =60×( 一 )／2× 一 (5) 

R =60× ×R ／(U1一 )×(60+尺 )一2× ×R 

(6) 

根据欧姆定律及分压原理可以求出 
／1 、 

= ( + ×R )／R +R 

= ( + ×R )／R +尺 (8) 

2 系统硬件设计 

直流 接 地 检 测 系 统 采 用 低 功 耗 处 理 器 

MSP430F149为硬件核心，外围电路可分为数据采集 

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处理器模块。数据采集模块负 

责检测64路支路的漏电流、母线电压、母线绝缘电 

阻；人机交互模块负责进行液晶显示和键盘输入；处 

理器模块负责协调整个系统的数据处理，数据存储， 

人机交互等。具体的硬件结构框图，如图3所示。 

正负母线电压检测。正母线、负母线、地线经过 

“平衡 一不平衡”检测电桥后，由电位器对检测点 A 

的电压进行分压，得到便于采集的低压直流信号。正 

负母线相对于地的电压超过了人体的安全电压，为了 

减少处理器与检测电桥部分的连接，系统采用压频转 

换器对分压后的信号进行采集。由于采用了压频转换 

器，只需要一根信号线，一个光电耦合器件就能够实 

现母线电压的检测，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简化了系统设计。经过分压后的低压直流信号由电 

压／频率变换器 AD7740转换成频率随输入电压成线 

性关系的方波信号。该方波信号经过光耦隔离再送处 

理器，避免母线的高压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处理器 

对方波信号测频，并换算成检测点A对应的电压，最 

后根据3次测得的A点电压及网络结构计算出母线电 

压和母线绝缘电阻。 

64路支路漏电流检。非接触式漏电流传感器送 

过来的直流感 应 电压经过 8个 8选 1模拟开关 

(CD4097)选择，形成 8路直流电压信号。为了降低 

ADC芯片输入阻抗对测量精度的影响，用高输入阻 

抗的运放对该电压信号进行射随缓冲后送到 A／D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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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器 TLC2543的8个模拟信号输入端。ADC芯片内 

部自动进行通道切换，循环采集8个输入端的模拟信 

号，采集到的数据通过 SPI串行通信总线送处理 

器 MSP430F149。 

图 3 系统硬件结构框 图 

人机交互模块分为 LCD显示和矩阵键盘。LCD 

也为串行SPI接口，与 ADC芯片共用一个 SPI接口， 

通过 I／0口片选区分。LCD主要用于循环显示当前的 

正负母线电压，正负母线绝缘电阻，当前的时间，绝 

缘电阻异常的支路号。键盘采用 4个 I／O接口对 2× 

2的矩阵键盘进行扫描，用于输入绝缘电阻报警的上 

下限，母线电压报警的上下限，选择需要查看的存储 

数据。 

处理器模块分为数据存储，实时日历钟，系统复 

位，系统供电，JTAG调试接口等。当系统的母线电 

压或者绝缘电阻异常时，仪器将会自动记录当前的母 

线电压，母线绝缘电阻，异常的支路号和当前的故障 

发生 El期，并将其存储到 EEPROM中，以便 日后查 

询使用。实时Et历钟芯片用于提供发生故障异常的时 

间记录来源，并可供日常显示。 

3 系统软件设计 

本系统采用了MSP430F149处理器作为系统控制 

中心，在软件设计中利用了该单片机数据存储器大的 

优点，便于对 64路漏电流传感器采集的数据、母线 

电压和母线绝缘电阻数据进行存储和处理。主程序中 

首先完成的是各个模块的初始化，主要包括液晶显示 

器初始化、模拟切换开关初始化、模数转换器初始 

化。为了确保系统工作的可靠性，系统在上电后首先 

进行 自检，保证系统中的各个部1分硬件电路正常后， 

j嬲 

64路支路 

漏电流检测 

母线绝缘电阻 

母线电压检测 

将会 自动进入直流接地检测状态，否则显示自检失败 

信息提示操作人员。 

整个程序的编写均由 c语言完成，在程序设计 

中，采用了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使各个模块程序相 

对独立，便于程序代码的维护、移植和升级。同时， 

这样分离式的程序设计，降低了代码的调试难度，缩 

短了调试周期。将与接地故障信息(如母线电压，母 

线绝缘电阻，支路绝缘电阻，接地支路号等)密切相 

关的数据放在一个结构体里，便于掉电存储与回放显 

示。系统的主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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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主程序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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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数据分析 

为了达到好的测试效果，A／D采集必须达到一 

定的测试精度，图 1是 A／D采集的实测数据和测试 

误差分析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A／D采集的误差 

约20 mV，属于正常范围，因为系统采用 8位 A／D， 

5 V基准电压。这个采样精度满足整体的设计要求。 

在实验环境中，采用 110 V的稳压直流电源模拟 

蓄电池直接供电，可知 U，=110 V，采用一组电阻分 

别关联在正负母线与地线之间，模拟正负母线的绝缘 

电阻，其中1～4组模拟正负母线均接地的情况，第 

5组模拟无母线接地的情况，第 6、7组模拟负母线 

接地的情况，第 8、9组模拟正母线接地的情况，测 

试结果如表 1所示。 

由1～5组可知，当绝缘电阻大时，测试相对误 

差略有增大，这是因为采样 A／D的输入阻抗较小， 

因此当测试电阻较大时造成误差相对大些。另外，当 

负母线的绝缘电阻 <30 kn、负母线绝缘电阻正常时， 

前者的测量效果差些。因为此时实际测得的电压 

和 都较小，A／D采样的相对误差大一些，所以电 

阻的误差也大一些。不过远好于平衡桥法无法发现两 

点接地的情况，可以正却发现接地。绝缘检测的环境 

下，只要绝缘电阻 >20 k12即认为绝缘良好，因此对 

于绝缘检测的应用环境，本系统能够比较精确的测试 

图 5 A／D测试误差 图 

各路的绝缘电阻，完全满足应用环境的需要。 

表 1 测试结果 

5 结束语 

文中所介绍的直流接地检测系统和绝缘的电阻检 

测技术，不论何种形式的绝缘电阻，均能得出相对精 

确的测试结果，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的平衡电桥检测法 

及双频探测法所存在的问题。这一方案不仅可应用于 

发电厂、变电站的直流系统绝缘监测，同样可应用于 

铁道部门、电信部门的直流系统绝缘监测和接地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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