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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文介绍 l\ 寸、低血.t(!飞热核反民准用的反应堆保护If.统.宫廷在ta .;;r~一个完全按照回标

GB4083-83 (核反民堆保护系统安全准则>.并考应了我园工业水平情况来设计与研制iil 的

设备.其关键之处，在丁二保护系统的结构上有独特之点，保护系统在桂检验的范国I. 於 I I.

故障在位快，检修方便.此项目对推进我国核反战堆保护系统设计与制造有重要的促进作阳.

对保证读核反民堆的安全运行也有重要作用.

羹...保护系统单棋院准Mil tI:役检验



A PROTECTION SYSTEM OF LOW

TEMPERATURE THERMO-SUPPLY

NUCLEAR 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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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Institute of Nuclear Reactor Engineering, Sichuan)

ABSTRACT

A Protection system of low temperature thermo-supply nuclear reactor is

introduced , It is the first protection system , which is desi~ned and manufac

tured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 GB 4083-83 -General Safety

Principle of Nuclear Reactor Protection System" , to be considered under tbe

circum.ta四ces of industry level in China.Advantages of the protection system are as

follows 1 J)The single failure criteria can fully b... fulfilled by the protection system.

2) On-IiJle testing system can be used for detecting all of failure components

and quick identifying the failure points ill tbe system. 3) It is convenience for

maintenance of the system. To complete this project IS very important and

helpful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be protection system and serety opera

tion of nuclear reacto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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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告-
H

低温供热核反应堆系我国·七五'期间的重点工程之一.为元JTZt挥我I玛峰术 )j:是以确

保工程眉量及核反应堆的安全，开展了单位间各单项系统丘缉的 f?作. ~~f'j己主承担 F该项

工程的檀测量系统和核反应堆保护系统的研究.设计和制造任务.仨~~.t旦在~;~成白:护系统

的研究.设计和制造任务后的总结报告.

低温供热反应堆保护系统的设计依据为如下几个方面 z

1. 目标GB4083-83 (核反应堆保护系统安全准贺。

2. 合同要求的技术条件.

3. 通过国内外的一些保妒系统分析，得到的-些经验和教训II.

4. 核反应堆仪器仪表标准化的工作经验和试验结果.

完成诙保护系统的研制之后，进行了各种试验，如基本功能试验.战向别别试验正抗干

扰试验.特别是按国际标准要求傲的信号地注入大电流的抗低颜干扰试验，真结果是满茸的.

二、保护系统设计原则

保护系统设计原则，主坚应满足国标GB4083-83 (核反院堆保护系统Ztf食准则» III各项

条文要求为依据，实现准则所!如区的具体措施，分析准则间的相互关系，正确PH 解 d~ 9!'J的实

质内容，并分配各要求至IJ系统的各部分，以实现线路设计.

总的来说，设计原则有四个哽点. 1~1

!fl- -战阳准则;
，Ill. 陆￡生准则 z

i三 if安全准回J;

ffi~修安全准则.

读四个iJ.:.i点的咀点是前两条，没有前间条则的间条 TZ求就说自拔础.

实现单-I出陪陪则 .J:，!坦是采!日 ";t1(;" 技术.冗余技术的实现又哽求 j国 i且间的拙 ι性，

通祖之间'把现也阳离和实体隔离 .M所优川的电缆，肾将强 rl!.何在JiM)- 汗，交 iltL 平11 :~l iIt L;)- 开.

各仲费用电缆之间'理 1ilJf. 融与隔离 .rJ~ 外边哇!另现保护寥数的多样 tt. Nilll 此('~. i主静的多

样性~!; •

女现J在民主:'t:: (世J!IJ. 1~ i览 Jut{月2护系统各:iC {j; j函 i且 "I;辰H1f.f合技术，在记余通道 fllJ*m

符合技术，以仇HE通道III 各元fI:故附反 iifl .iil l出附/(.~II{;'J 整个系统的安全n. j)外货求Jci$件采

用刮质屠产品，对保护磊统\I;j :i重蛙t :i且 i且进行.fJ::役阶验，以便lk.时发现非安借此 ~))fhll 以生J:.fIH.

对电源Jt，:用仲介忧术并进付 1日杆.此外，对逻m电子的 i9:计. 1t !lf能条 ('f'， -::.尽情采 IIJ "芋

Ii!乎"动作.

运行安 :'I!t佳 ~liJ， :I~ ~足既有归功触应保护功作的能力，亦有于功触发保护功作，三JJJfIL

f1功保护费水4fJ作的 l} ，&时 ifii准确，他K分 III 足保护舍敖功{Jri {占 Ii ;fJ{ 名纠设备战附吵作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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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元if: th1;.if1l.二 F功，一 1 1， .~二 fl~护 9Jff.剧 l~~;，且具有动作的无堕性.于动保护 l)j {V~3J~既能

E常际怯亦可选择紧急(在iir. 任何保护动作都~~{)lttJ安全报舍和1 fJ:j~ -~} 1!~>j~~ .另外， ~~丘干i运

行击it豆， l1 陀 '~jE 设备 ii~ lJ址 ;ri%p:'~:[!扫可以阵级运行，亦可在非常的况下强制不停堆.

fm~主 !14·fz准则的实现. :i{，:成少设备战陀的持?~!~时间.实现的立 it是依也在役松验及 n;}'

挺立~;:',: r;\;~: 丛 til.. I:~;l.点 • X~ nI 封q哇~ 'j:; iill "& It-t旦 1'i~ 插「!:.此外，坚 ;J二插{丰及昂;:jt!要有显町j标止;. L二

IUJ不过巳，以便迅速识别， .':: H~ /& ~t;i •

三、保护系统基本原理

1.健tI'襄罐且挺圄

低温fJ飞p.1核反院堆保护车、统我5: 乡见因 I ，该装置 !i司总框困如时2所不.己也括如下:ll11J~

~a;5j' •

(1)蜜金监测..

i室装置由所费求监测保护参数的法备构成，包括探测稽.变换器及工次仪表.1:1:个保护

参数斐求:(C工套独立的监测仪表系统，保护参数被送到当全逻镜装置输入端.此装置中包含

了保护多蜒的也伯格.送给主生逻辑在置的电平为 2 正常工作状态为勺'逻辑 • I.:们~;i. 12V •

故障状态为 ·0" 逻剿，对应小于2V.

(2) .罐罐E

i主址λI适民运行秘1维修的WI;-~而出匠的装置.真ffj{ Jlll;址通过手功操作披段开天来实现好

2遁.把安全逻辑装置的2/3输入逻缉的一个输入端接"I" .此输入逻揭就由2/3变)12/2. 把

/3牧八逻辑(1'J- ..个输八端接 "0" • 此输入逆肝就由2/3变为 1/2.

(3) 蜜金噩.疆量

这是保护系统的核心.它Mfl-保护参数的二个恼人fi ~J 进行lnj -t;I~符合i!销地J'H;， i .而

进hi瞌 j且 2/3逻辑地J1H. 然后把1占 32i王佳终自由.

保护条统12:入前，对初的条作j!tf J'lj;\逻刷地町，川仇~ijEJiJi l'{{~~护监测枝 FI 丰u保护系统仨

身而址;r ';{.~f 状，fJ.

I叫 l 低 i:"t f!l: !q句反 T，;; tn: ('1~ 扩r ;;~纠 l民 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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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88. ae -1iiJ m,j; ;j'. ( 兰1") ; g 一-泊放输m -/; f~; HI • ( -1") ; r‘ . I u. f" 一-;~m故障

和民tT (兰个) ; b、. bu. :'c--亨坡阳捕IJ;灯(三个) .系统U 人捕-)';If -1-.•-1\. D.C民?事

拔制. j f..;;;; f，;r;唯 If :J::.- 个 ， I.~.P;'. 堆抵制-个，保护技入tr: tll- 个; h·一-i" 觉怜商始创-个，消 y白:Jr;

~Y饵-个 ;dA.dB.dπ-1d 咐~指示 n; J.. h.Jc-.'\. B. cr协 f:).; )1:.到Jifi指刷T(jt/\'1寸

!钊 2 f呆扩I~f~.巴，作:1!<1

(的撞撞篝置

将个保护系统， 'J t':i. lj:.i.号i !i，>~j "',jn jll! f. 屯的 ~l~r)li i[(J '.r，~;， ~:Il如 'n .fI: ~ jln j丘之 fll!j I!: fjTL阶.C!

mIi! fii揣在内部 IIfm11: V， 来 ';r. /j'，、出«r (I:j lj{-J:不.这种价价/j ;}2 (l(JI，~ MI .fI:T- 'f. ;}~ 设备有 fUr)~ 性，

并了解设备再咒 1句，币的 V~ ;L~ 0 屯的 ;;;i川I OJ (I(J j!! tWI'( J;JJrfJ~，1 采JfJ .It: 1主 VI. 验，川;主 1ilJ 此时发现#1

li'l除非安全 gJ. r;";，( Ik -'.: ~， til. 附 (('J Uln. ;去N役 t:.i. ~生住 i"lrjti;而fl 脉冲阶段技水j止fi' f，J.验的.

(5) 费盒掘'篝置

叮24个保护~?~板也 d':"; 乍 'Ii:: {(ul·r , ~'.t会发 11\ 空气飞 m节.汪九飞悦于守 {i ):1 早日咒， JI:llf T /;)) l:'i.!.血

诸如白的好坏和 ~n !;~; ,H. )lt {，~) ~l' 0

(&)健'罐置

'已是，个 1112/3i主制纠 [J&η}l:~~， ,r!.i. Jr 天断附协. l~川i 来控 :1 ，1\ 交斗， f{; fJl tfJ 111 (J(J I t!.磁如蚀，币

IIf川于控制继 1也接触即.

(7)瞿唰.

'已足用于控制'必~，t'~ J也机 jt.i.届二桥的担: ;\,11 ;r.~， .r I~J !!L ,n'Ji;.生t'~娃一恨恨挝 ， Iii入主 ~i~ Iii; 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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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兰根问时插入.

该保护系挤的.巳、体结构是挂照目标安全准则要求设计的.三个柜子即为二个通道，它满

足独_I，付t坚求.在信息传递巾，采用了多路交叉传输技术.近年来，它已应用于核·反应堆控

制.多路交叉传输与准则 1f1型水的挫立性是可以统一，的，关键在于采用隔离技术.采用多路

交叉传13的目的1'1:于把 15部的 Jc&lj 件故障不扩大为迢迢故障.

子.而分 ~~j缸边各装~~li:;原』12及其功能.

2. 安全匾.疆噩

在该保护系统~~l .子i241:、保护.~草.本装rH-Hii后保护就大器放宽握握1M蹦蹦!在仪表

:f..:于其 't20多个参我的监测仪表主斐来自过程测霞系统{如DOZ系列或是I系列) .剂量仪表

系统和(j飞电设备.

保护放大器中 iE直在功率水平和主循环水泵的连锁.高功率与两蒙运行连锁.低功率与

一军运行连锁.零功率(低于 IIJO额定功率)千;坚求启动水泵.

保护参数月'1i'16个模拟多数，其测量仪表本身带有，t值器，多数醒过IE值，提出低电习r:

信号.另外8个参数为接点精八，由保护系统供给 IZV ~也踪，正常状态时，按点闭合，保护

动作时，接点11 开-

t坛衍准FZ求. 'IFi、保护号声 l~哽有二个挫立测量探测器及二次仪表.把，敬发信号送到保护

系统中来.

3. 曹盒"篝E

i主齿宜的原PIt因见罔 3 ，

tA)

IC)

C..

'

68遇遭

ji(~j :;交 I~才j司 li;(pp， r￥i

Ada

阳 3农Ij';'(, "1、\~ ~} i 气丁飞fuLi、 ii~二 I! ，，J?过 i:: 指丑陋fin 同。

劳 iID 足 niT·功橄作恢段!F 巧来ri:~ 即UI-(，" ;:~件，约陈列i #0; ff.j 1('.可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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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核功率H" 采用 5刀 3位被段开关外，真;j';骂声鼓旁i唱那H] 4刀 3 面夜育节雯.

‘核1)J率H" 旁通与保护腹大器输出相接.保护放大罩在·两个保护参数，其一J:J 院J)} 和

保护 z 真二为放大器战陪保护.旁通时是为了更换或处lIt保护放 jU悟，故月)- .个旁;监 7f关功

作使两个参数旁通.

其官参~劳通部用4刀 3位证段开夭.第一刀(印第一 ·r~~) Hi作去 iiUii ij--UFJL，保护孟统

柜上用在光二极节显示旁通，同时在控制台上亦有三个旁通捎治灯，指杰出那个柜子有唠通.

第二刀皂信号旁遇，官被接到每个柜子的逻蝇输入三个信号的旁边端.事二、四刀川作劳jiU

I时，王个柜子间相互连锁，连锁的目的旨在当选取旁通 I (即 2/2旁通)时，保证任何时刻一

个参数只允许→个通道旁通，避免发生误操作故障.即使民操作发生，连甜i也可以消除其中

的一个旁通作用，并显示出两个通道旁通误操作信号.例如A通道先在于2/2旁通 (~C~12V 柄l

接) .同时B通道误置于2/2旁通，由于连锁作用. B旁通接到了空位，者/J~1二起旁边作用.

三个位是z 运行.旁通 I (2/2) 、旁通II (1/2) .旁通II部为使第二刀接地.

旁遁I及旁通II都可以用于运行旁通和维修旁通，视运行需要而走-

~.. .金噩.篝E

该安全逻篝装置的原理如图4所站，它可分为三个部分z 即输入单元、投入茂处理1(1.-;c和安

全捧动作单元.下面说明摆设计思想和具体内容.

巳二J ; 巳二J !
- - - - - - - J _ _ - _ _ _ _ _ _ _ _ L _ _ _ _ _ _J

"入'尼 帽'向蟹入晶 .8'· 尼 聋舍"确仰'.It

!纣 4 安全i!幌装置原JIJ!.\?{'I

(1)暴用 "0" ..动推.

正常工 ffi [f·t. 输入 {;132为. I" 状态 0·1 向 12V) ，此时逻辑辅 IJJ亦处于 "I" 状态.~n.

喔战友生，输入 ft~f 号变为 "Off ;(J~在(;<.t hY.小于 ~V) .逻辑输出亦反转为 "0" 状态. .I主怦 ((OJ

设计使断电及接捕件 It;"附邮址于友借忱附状态， J主址标准对系统的!占才二呢水.

(2) ..穷'世讲
对1jJ个保护参数的1:~ ~-}进行i望盼到;J'I!.((oJ)ji);通常有两种z

典一为总体逻辑出，抖逻归结构女IrF阁所汕z

总体逻辑，对:fE---·保护参政通道rl:所发生的f在"故障，那~合产生说i;IJ刷扣功.例~lInJ 发

出 ·0" fa号{战附动作) • fi2'. 3'illi温if:常，系统不会误动.tinl发生故障扣功(nfl和为

"1" 状态)，2'. 3'通道正常，系统亦不会把功，所以饱满足单一战附iff:贝II.

• 6 •



Zn

阁5 总体逻魏

但是，如果两个不同保护参数的一个参数通道同时发出 MO· 战陪信号，则系统注!要发生

误功停堆.影响了系统的可靠性.

其二为日部逻辑讼，其逻辑结构如下阿所机:

nl,
'‘

l刽6 时;;但逻拇

内部逻辑也应能满]L!.W，·，，r出 l平准则的. {间'已不同于总体逻辑之处是;气两个不同保护垂直k

咀迫之一提UJ "0" 战阱filJ时，系统不友也误功停Jt. 从i主 dJ!i舌来，J~jj f郁逻揭it较总体逻

锦iJ:贾为'iiI.，lt.

但是，上述两种逻辑对安全逻鼠本身的那f'I:It;.附泣不能满足单 J战陪窍生准则的.例如

总体逻辑巾的 M 2/3" 部件发生故附，不是引起诅功就足扭动.J~ ij 部.~辑中{f:.-f;~件1J(:IB"o"

1tJ.陆倡导都要ii 引起系统的说动.

为了解决上追问题，坚求安仨逻辑拉回没有强祀的多通道.并~~，J'终端枝盟(习~{t，开关〉

远行逻辑地J'~.声u固7所 IJ' •

其~. ;每踹装置的多少取决 f动作机构的数 fi.t. j!li常采用两组戎芝加.

这样的结梅，既满足了参数通道(亦即监测装置)的单地问准则，亦使:结全遐.我'If.本

身满足了单1世附准则.这样构成的保护系统不合同系统内元;耶件有一个~tJ.阶而引起系统说

功.

现代商用核电站保护系统战足应用了上述~{Pr.思想.不同之处就是...般采用 2/4逻槐代替

上迪的2/3逻辑.

• 7 •



因7 独立遥远局部逻辑

在分析上边逻辑结构时，发现终端装置是一个薄弱环节.无论终崎装置采用继电器或是

采用品体营，其故障半远比CMOS集成块和电阻1:.i商得多.根据国内外资料记载，电阻故障

字为 IO-l t欠/h左古， CMOS集成块战陪率在 10-'-10- 1武/h之间，继电器和晶体啻的故障率

在 10-'武/h11~右.而终端装置又是保护系统的重要环节.因此不精望将 l/n 母线之前的综合

逻街放障选1m到终端装置上去.为此在本保护系统的逻密结构设计中，在 I/n逻钝母线和终端

装置之间引人了 2/3通道i空白，其结梅图变为困8，

罔8 低 i品供热J1t保护系统逻辑结构

t先保护系统~，~ tf~';'丘N EJ: r且 I/n与动作组酶的终端之间引人 {Z/3的illi道理橱，并在通道22

辑的前后都采用 {交叉多路传输.这样，通近2/3之前的单个;l;Ij在件 lt;.阳和终端装置的单个元

部仲故障就互不l6响.从ffn 1J~ I:':j {系统抗多千元部件战附的能 )J ，这是水保护系统的一个斡

点.

(3) 镜楠罐蜜金量帽属置"田说明

1\. ~j 入!fl.元

保护参数的保护动作{l:{·~;- ， j皿;J:肌肉迈入2/δ逻辑部{'I: ，保 1)' ， 1;.: 放在正常j二门11-1 f~ 11\ HI'"

fJ42. 闸码是在 2/3逻辑的句个捕入端植上 lOOk 电阻，他 2/3逻辑 g~ fi: (1':1 fI: fnf，I，出醉不影响缸 tJ吁i:i

号， 不会导致战 Pl>~ 扩大. ~采:刊贝川l 电|阻且阳离的尘 1型亚HL职l因足为了佳，官ι具 fιit怕出 I"叮巾I飞Ij (，内~I节凹川I(内叫巾〈U1川rρ.，可『

2/μ3逻倒部f仲r: ， 属蜒L来二考~J虑草 d由r· .个 "1与j-~式~-~非#γ" 门构成， {但1叼L号I店虑!i: :i五剑:气吁IJ ·tt民:r巾l扣I {ι仁M币问If •寸斗个、 If }与j"门 J州i归i
现 H 0" Ii故't< I附均 7元GiN也验的现字，战 irs米比阳四个"与-~~..门米 fiJI& .个 2/:~i空饥. :i.~~下， 2/3逻

fllJlf£ 一个" !~-:lI:"门 iii 现 ·0" It<附都可由或门检验 lil 来.

其即tPI刊号!如1四日所 i.i~ •

• 8 •



输.

•••
looK f1一 I II I 萄i

+

KFbL」
.Z!3理·

因9 输入单元

国保护参数有24个，所以~.fl':i.每个通道要有24个2/3逻辑输入单元.

B. 投入和处理单元

·处j:tp.

读单元接受输入的2/3逻辑输出信号，进行I/n£):t且处J'l1. I/n母线逻辑块由多个与门梅

戒，正常运行时， I/n母线逻锦的24个输入为 "IW.I/nrtt且逻辑的输出亦为 "I
W

• ~'\24个

输入信号中任何一个为 "0· 时， I/n母线逻辑输IB为 "OW. I/n母住逻槐输III {，j Pj送往通道

2/3逻缉，与其他两个通i茸的 I/n母线逻辑输巾的号机!仲介.所以任→缸子(即通道)巾的母

住逻槐故障，都不会引起终端装置的误功.

·投入

保护系统 flJ始性入时. III "保护系统初始条「 lz" 功能比方~伴也 E. 它 }'1接接受由 2/3逻辑来

的信号，在功能块内进 ff 1/3;茧的处 π!，再和其他初始条件进行"与" "l虫"址.PH •1M '，i再把

总的输出送到I/ nl寻找市领块.这种处 JIll方 i}:表明，保护系统初始批人时，~~求所有的缸护参

数监测装自都处于无故 I功状态 .ft满足如下初始条件 z

I.安全体在 i2i ↑'t I)(~ Ji~ i$ •
2. 自功悴戊圳、住 H主亦在 j刑tl正底部.

此时操纵~\技 I; ..~~护投入"按钮时，在系统柜子上"本装置投八"指;J'，U壳， 1，，1tH迭

口号给输入 2j:1逻辑盯 li(J l/nr:Ji且 i罗，辑 ， :1-f一切正常. l/n GJ: t且逻辑输给"初始条仲功能块.，_...

个反馈ffi .~j ， 他读功 :1~J~.(E位 n投入日失去作用( lJ~正常运行时三个冗余通道rp允许出理一

个故障信号) .、Ii:个;国 i且拥;正常投入后，贝IJ*护系统技人的m汕灯必.

C. 安全协功作单J乙

此单1乙恒的 lf~ 企怖功竹: j主谈"及13门输 III ，完成如下兰个功能 2

.给 III 终端:民旦控制，J t;'y .~J~

~'~自功远行 l时. i:菜单兀接受 2/3通道理弱的 tli liP郭战 fJ 号，通过与门来触 u传硝i哉 '!L 产

'K稽榨倍号.另有"紧急停堆"按钮， {J飞操纵员在紧急情况下于动触发终端装回动作.一旦

发 II:侃扣动作. U!1!?， i 1"'功 u邸，这是阿标所 ~;.~(t(J.

• i£;; (，' 附主才写作控制i

正常停堆时，不倒(1:£ t~ lil~;民内功作，而且给1I1f，:f fj使安全仰!M iJJ马边反转以 ;li 3;'J 降 115 回

响.谅自在心r1 1(i~J 币~;;~ .p;r, J在Jf'犬， ，;先友们日'给:t< (tl: f争驱动J栽 .'tB华协.

, 9 •



. tv"t去全样控制i

t立有安全悻提升挂钮，弘:功马迄正转.:j(全恪无论提 11-或下降部.~保证也帆布酿隘、不

过浅的状态以及安全悴不在其运功7j肉的顶部.电机由运动到停止;在用反1董市，\1动，因此安全

样停止运动之前有一极小的反Itl} 移 QJ.

5. 在役检验钱旦

在徨检验是安全准则要求保护系统必须说置的. 1三用于识别保护系统的非安全故障.

速诊所til ftc fii;t点，减少系统故障的维修时间.这对核反应堆当全运行具有重'!1意义.

在桂检娃的原阴!参见图 10.

当也UL17F天台上之时，趾面;:益和~的 ~aJf~fi工作.振荡器产生 0.恒的方议脉冲，利用方

披前、后沿通过脉冲宽度调制器得到所市;要的脉冲 (Ims 左右的负脉冲) .当编码糯控制统

指定某个·与'门为~ IW 时，读检验脉冲才能通过.检验脉冲逐仓由 25个2/3逻鹤的箍入瑞i i主

入.所以要有25个以主的编码指令来控制典人口的选择.检验脉冲信号是按3/3送入2/3逻辑

块的.桂验信号经一系列逻辑块，最后在终端装置前反馈jtJ .与-~~~ fl ，经"或'门送到计

数编码器.?当计数编码褂收到反馈仨号后，使编码控制统转移到原码加一的地址码，再指使

检验信号送到另一个 -2/3逻辑"中去.如是以往.直到25个辅入全部检验完毕后，再重新开

始括环.

迅

.~事后'环

+

砚，

.，自E

J

'1''letL

hn-'
制
.
盯

撞
撞
-
m
『
，

-E,E'
Ft

安
全
逻
，

••

币 :1生 t:..<lY: 毛~ 't'I.Ji;( 刑!怜l

这种特验方式， ~JH 个输入 2/~.i主树成仰， >j; 'J liJ刊Ii盟军IJ l; fl fl'J • ，"此以(l!i; II二支:，;， ，Ii'J. I~;·( )

都呵很快检验 II'. .而对于所有逻辑元作的 "0" j也\~~~ (!tIl 当全，!i~\比 ) Vi fll 1/3i坚 i1~)'i.接锦 II'， I;:

灯光显示.在险验过程巾，一旦发现 otJ.. 陆，脉冲 i且不过， I/~ 个单 JL: ll~ 价验 tl:i jJ~灯i主纯 ~~/j~

3-饵， WJ~nJJ 该单比有战阻，这址通过延时却来'另现的 .IF:，;;;; i".ff fl.]' ，也nt~挠，主到反馈 1;i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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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后坦布输出 z71接受不到lBl t贵 fci 号时.延H~-3-55它就支出脉冲.因此'气在在一个故障时，

在延时3-55J8. 检验信号可自动转接到下一个待检单元.只要ttl.障设排除，每次循环到t蒙古k

障单元部安停留这样长的时间.若出现连续两个单元故障.则检验指法灯注连续究. '在捷自

动循环.只有?在手动触发循环按钮多次才能继续循环.所以恰验装置可同时检验出一个以上

的战障点.每个参数单元和母tl单元部有指示灯指示其战!写点.

t量检验装置除对安全逻.进行在役'辛验外，还;H终端装置的无触点开关进门在役ft、验.

无论终椿装置出现 ·0" 故障或气"故障都可发出战阵口号.

三台百if :1在电源也1巨超出了规定?也网亦发出电昂枕内信号.

8. 曹盒辘'疆噩

安全报曹装置的原JIl[参见图 II.

•••• 先字lilt'

•••••• 撞倒台街示n

1年(II 安全恨''!f钱 7-lWJII!快l

安全 fii?干;二百川来 W.'J·; 核反 I，;i.堆在统 ;'1:; 品种 'I' /i~ 状，企.此说 n;~{f--~ 保护磊统部~.I，; i生 n

(I;J. 它:!HfZ4~、 1[1 年~~ ri .~} t(l.) l:. .fI1.臂的形式 J止 (:f ~~. ~rri~ it . 如 i 光相{;'IlI'I]. ， rl.-'怀战友'F.. 1;:
~}n闪光阳市口 if'l \1i\1l-f ,JJ {'I; • 二r~l古 Ilf 先 H'i除闪光 fili"i'响. ri'\H创生 {f li'I~:，;，则们光元 ;JJ 解除.

;7 机收巳 Wi除，则吧?二次招( r' If ;iljj~': 光扫， HI" 引起才 fl~ if'j 陆.

该装内陆改 "{i ";i'iJ~;) l;按'ill"外. J五 iii.. 'tl.1JJ:i 尤价 1、技制，呼手IJ)r~fd安装'1'1: (I~) J}) fj~ J~

，~i ')'(3， 厅.

iQ;日·巾. H:.u::r;I! (lI rftl 'fllf斗功 jhi 'J I 也说触友 f;f ~]- II:) ;i'i陆.

方:f牌 J:((.J ih、'HI在{，'I ~ J. H'h;H.部 i'l:{f， :， j!!lii1之间的连锁，川 ff 吁:个 ]1且咀J! lfn二个

{rr*战 111 ~~.时. ;,n'tJE Ii: it'(:脚上时;'J'; 1I 1 'l' ，I;，{ f ，:i l) 榈 /J;. j主件就避免了rtJj!ti溢出备战i矶时

~I 起的民阳不.

..,,.,,'



i.接端..

f号垠皆宜原pr参见面 12

,..v

B

C

••••••翩摩'绩'
212ETM··
雪.~亏1-翩翩

-M11…寺"
tra吁~百'L.alll YF-与-.n ,. Jf
TC2~飞.u •• PW-......

I到 12 终端装置原理同

这是一个构成 2/3逻锐的开关线路.它是由三组开关组成，即 A.. AI; B..BIl C..C z.

因此任何一组开关览生故障，都不会影响保护系统的正确动作.

两个AI组成→钮，每个Alr~1由两个晶体管组成无触点开去.无触点开呆工作是否正常，由

开关畏l路中串连的~i玩互感揭取出检验信号来触发一个单稳部件.当能虐续检HI白验信号时，

尊稳不反转·.:'i失去检验信号时，单稳就反转， ft给 LB纯端茹罩故障的信号.

纯端装置的输入{~\号是通过光也隔离尼件而远入的.终瑞装置的输出控制维也器或也融

煞铁.

四.保护系统的特点

该保护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1. 1t骨..7.-撞.疆.....

山于每个保护参数采用了 2/3~ ，j部逻辑， :三个通道阔的 {i~\ '~J' 呆 JU 多路主义作楠，又*}IJ γ

矗j且2/3理鳞.从而宽完篝地实现了整个磊挠的 2/3逻柄.

系统考虑了每个逻辑片 ψ发生 "0" 放陆现1 "\"战蝉都不会导致系统的民物和 l扣;功.

该最缉能;J;受不靠中在一个功能 t~巾的多个元部件 lti. 阵.

2. …量.M2!1....

该保护赢挠的传端装置 )I!无触点式并采 HJ 2/3逻辑连接.川， fli 允许 i二却命功 1年出敢 Ji其内

• 12 •



f~1..t生的任-寸l:i:t:件故蹄，不会引担保护 t"Jj 作失误.这种lQi+在我!!iI是第一!k被采用.

3. 属膏可靠的电罩矗罐

读保护系统的三个独立通道，除终端装R外，配置了三个独立也说i与其相对应.

终端装置也说采用了 3/3符合逻辑. [~J只~:-二个电i)j(中有一个也源完好，整个终端装置即

可正常工作.

ι 三个噩噩属'匾'曲撞立幢

通道'11信息传输采用隔离技术，隔离-jj i};{j下述:二种z

(1)囊电圃'

用于弱信号和大电诚信号间的樱合传输隔离

(2)电阻隔离

用于短距离菊倍号间的隔离

el)晶..It…隔离

用于长记离传辙，弱信 34间的隔离.

上述独立性中存在的问题是共炮，无法隔离.待将来全部采用光电嗣离时，才可解决此

问题.目前国内的光电转换器可靠性是.花屯最大，不 'f{全部采用.

5. ..民...在幢幢幢"

。}可阻幢幢曲'个'金....中的事'金融 .0

(2)可幢幢由曹金噩.噩'申曲'曾金撞..

(;I)可幢幢曲"罐罐量中曲胃....撞 .0

(的可幢幢出电....'"踵..

(5) 霍'壳_ft..矗擅.

(I) …震健镰.

e. ...…...矗篝置
呆用完全予功劳 i置，既简单又可;;在.官既'叮作运行旁通亦可作维修旁通.旁通功能亦可

m 来作辅助系统阿驳，川、归 l断拓i tf.元部作的战附点.

7. 埠117.质量壳'伴

(1) .金量'量...量'片盒'疆....

(2) ..尉'用CMOS. 帽"属辛魏幢.

(I)二...三...避骨1..饨'噩噩'他左8".越.

(的最付使用的..比壳.佛...窟...小'平倩.

8. ..简单
该保护系统的所有桶件 ， m允 i午在保护系统批入运行时拨出维修，而不损;好英保护功能.

;二遣八个号 !f l .i.. f也该保护系统先分地满足了问标的要求.

五、保护系统试验结果

读r.f;护系统己在农轨啊 j!Hr {调试和试验 .l在世试践钻果表明真性能满足了 l码标'思求，

功能足 'ft. jl悔的 on体试事! I!i!目如IF:

1. .*~…t幢
. H'



川)攘'疆量试撞

A. 声Yt t走资

扫~拉iE;fJ.声元拮11f 拉自[0 • m示H窍，同时发出喇叭声.拉下 • fl~芦尤按fE·. 白

先 irl /1. 蛇口;月光.

B. 24路$战报警参型经过组合检查，满足坚求.即只有当三个通;n~p(i'1两个通道平i]~~故

报啻 H·i".. ':ι才在灯光报曹.

(2) 费量篝量幢幢

A. 是军费旁 j画

某一保护参致的三个输入量的任一输入虽被旁通 E 汀'时，该输入量的任意变化不受 EE

R阳，此时另一输入量置 ·0" 时，零故障指示盯元，不起降.:当任一输入电被劳通茧 "11"时，

军事故 !;'"t 指示叮壳，同时将另一输入量置 ·0" 时，产生珞榕; .就这样对 23个旁遇到·关逐个进行

试验.

B. 通道旁通

任一通道旁通，撞去该通道的"保护投入单)1:." .不蓓栋，字战陆指示灯 j'{; .击战去逻辑

输入 f， :j 任意描件，不掉棒，只发出本通道的事故报警.

通道间的连锁试验 g 同一保护参数的两个通道同时旁通以晨两个通量 1本身同时穷 it都产

生相叮于没有旁画的结果.

(3)..篝置幢幢

A. 电源、试验

关闭任一通道的理'‘也源，提出故障报警，不起码主

B. 逻辑投八试验

i!J:直输入 ·0" 故障.控制惊不在底部等，出现安全逻蝇装置无拮投入的现象.

C. 撞插件试验

除·保护投入单元'外，撞出任意插件(包括电iw..终端.逻辑输人. ~.~验好)都不陆

'告，

(的'确疆噩幢幢

提协.降伴.正常停堆.紧革停堆等功作部正确无误

2. 幢幢幢幢

(1)…λ蝙曲...41..

逻辑勺'的范围 -Je lZV -8.5V;

逻饵 "OW 的范l团是6.5V- "0" V:

逻槐转折也J1~范围是 6.5V......8.5V;

(2) 晴凰"周幢幢

rll输入逻辑到终端的维也础之前响应时间为 "Ims" • III 输入 j~销出:1 ti i~~ (I~j维也器，ZfJ响

fi. lt;t间为 "10-13m，" .由此试验可知，响户可时间:f:吸取决H核电If，t((1呼'ji也 Mfn].

(3)罐罐篱'

N:个端·n·1"地JJ. 真机l丘之间，其他?苯电自l皆大f'2oMO.

(的...罐'棍"电量

ZZOV ft!.f r ;;r.变，跑在时 Ik).:.1也比 Oli'l' 战据需灯全必，喇叭响 OJ) ))I t\ .i;F咧 It!. \lti大 J二

• 14 •



SA. 不包括驱动电机功率在内.

(&)人为..元'件..旷、 ·1" 幢幢幢幢

在安全逻辑程直中，人为把某逻蝇片设置一个 "I· 故障，豁助在桂检验装置可立即发现

当选捡到诙片子时灯亮45，而后再循环.正常工作时每个灯亮时间小于 "1"' S.

若设置相邻两个片子同时发生·1" 故障，员IJ指示町永久元，只有用于手动触发才能使其

继续帽环.

任一片子设置 ·0· 故障，零故障指示灯立刻菇

3. 干篝幢幢

对该保护军统做了三种干扰试毡.~

(1)..撞恤幢幢

正常电压为220V-

上阳电压拉到245V-时，系统正常工作.

下眼电压撞到160V-时，系统正常工作.

所以该系统至少可承受外电源+1O'~--20份额定电压的干扰.

(2)‘姆棍子拢健·

电焊机离保护系统约10m左右，起动电焊机，并进行焊接操作.整个工作过程对保护系

统没有牵响.系统正常工作.

(3) .....尴撞撞λ大电罐子提健幢

根据电磁干扰的标准要求，对保护系统吁以采用信号地统注入大电iAi试验来观察其抗低

频干扰的能1J.此次试验是把三个通道的信号地线与控制台的信号地线连在一起，串入IOV 直

流电压的苗电池(戎电流源)，而后接地. ~也闸合上后，在地线间流过lOA的电流.观察

保护系统，其工作正常.测出机柜间的电压降约为O. I7-IV之间.

综上试验结果，认为该保护翠统能抗较大的外干扰.工作毡窟，便于维修.

六、结束语

;尔保护系统的具有许多优点，但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提高.主望有两点，其-应采用统一

呼调Eii倪路，这'{j利于保证保护参散的~值精度.其二待我国光电器件可事性提肖后，嗣

阿元件应全部f)!焕为光电嗣离， ，主样有利于消除地统共筷子扰影响.

另外，在保护系统结构方面型进一步研究能承受多个输入部件的多故障，同时还!JJ: ;(j锚

允许维修的系统.

本保护系统巳)'i:. fly' r 乎年以上连续考验的试验，设有出现问题.并得到外国专家的好评.

费加木工作的还有规n运.刘固~.韩世菊.樊聋壳.静成嗣.!辑永志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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