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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S 在电气设计中的应用

冯明哲 　王 　坚 　　上海同济规划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200092)

　　摘 　要 　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 (CPS) 是一种多功能组合型新颖低压电器 ,它具有断路器、接触器、启动

器、隔离器等产品的组合功能。本文介绍该电器设备在电气设计中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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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PS in the Electric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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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Control and Protective Switching Devices (CPS) is a new type of multifunction switching device.

This single module device performs the combination function of circuit breaker , contactor , starter , isolator , etc.

The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device in the electric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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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以往 ,在传统的低压配电及电动机控制系统

设计中 ,通常将“断路器 (或熔断器) + 接触器 + 热

继电器”组成一个控制单元。这些控制保护元器

件在功能上主要实现 :通断负荷电流、短路保护、

过载保护、欠电压保护、紧急状态下急停以及联锁

控制等。但是 ,由于当前电器市场同类产品不同

生产厂家在性能水平掌握上的差异 ,以及选用人

员在技术参数使用上不够慎密等原因 ,使得成套

装置的组成不尽合理 ,工作不尽可靠。另外 ,由分

立元器件组成的电气控制箱 ,考虑到飞弧距离及

散热的需要 ,箱体本身亦不可能做得很小。

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 (Control and Protective

Switch Devices , CPS)是 80 年代随着机电工业的

发展 ,国内外相继研制开发的一种用于低压配电

与控制电路中的新型电器 ,它将断路器 (或熔断

器) 、接触器、热继电器的主要功能综合为一体 ,以

一个具有独立结构形式的单一产品理想地实现上

述多个产品的组合功能。由于其保护特性是产品

“自配合”的 ,并可综合多种信号 ,因此 ,保护特性

完善、合理 ,并可由自控方式或自/ 手控兼有的方

式进行操作以完成控制功能。这种多功能集成电

器可大大减少线路中所需元件的品种和数量 ,为

低压配电与控制系统的简化提供一种理想的基础

元件。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于 1992 年出版了该

类产品的标准 ,即 IEC9472622。相信 CPS 作为一

种新型的低压电器元件将得到广泛应用。

KB0 系列 CPS 是我国自行开发的一种以接

触器为主体的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 (以下简称

CPS) 。采用模块式组合结构 ,是一种集隔离器、

断路器、接触器、过载继电器等分立元件主要功能

的独立结构形式的高科技低压电气产品。具有优

良的技术经济指标 ,如机械寿命、电寿命、预期短

路分断能力、体积、质量以及协调配合的时间 - 电

流保护特性等 ,且其附带的可供选择的功能模块、

辅助触头及信号模块、远距离控制分励及再扣模

块、欠压保护模块、交直流控制转换模块等 ,可根

据设计需要选配组合 ,用以实现对一般电动机的

控制、频繁起动电动机的控制、配电电路负载中可

能发生的过载、短路及欠电压故障现象进行保护。

另外 ,由手/ 自控兼有的方式进行操作 ,既可实现

直接控制功能 ,又可远距离自动控制。

　　二、应用举例

1. CPS在送、排风机控制电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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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常规的送、排风机控制电路 ,风机功率

为 7. 5kW。本设计 CPS 选用 KB0232F212M16B

作为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其型号含义为 :主体

壳架额定电流 32A ,带两副常开辅助触头、一副常

闭辅助触头、两副常开报警辅助触头 ,用于不频繁

启动电动机控制。热脱扣器和电磁脱扣器电流整

定值均可调 ,热磁脱扣器额定电流 16A ,整定范围

为 10～ 16A。控制线圈电压为 : AC50Hz 24V ,

380V 时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 Ics = 50kA ,电寿

命为 150 万次。

图 1 　送、排风机控制电路

　　M 型热磁模块的时间 - 电流特性见图 2。

图 2 　M 型热磁模块的时间 - 电流特性

　　工作原理 :主令开关 2 K 可设于手动或自动

状态 ,中间继电器 1J 其常开触点信号向 BA 控制

中心反馈手/ 自动状态信号。平时运行时 ,主令开

关 2 K 置于自动状态 ,将 KB0 置于 AU TO 位置 ,

接受BA 控制 ,其两对常开辅助触头分别向BA 控

制中心和消控中心输出风机运行或停止状态信

号。当风机运行中发生故障时 ,其两对常开报警

辅助触头分别向 BA 输出故障信号及接通本控制

箱面板故障信号指示灯亮。单机调试或检修时 ,

可操作主令开关 2 K 置于手动状态 ,然后通过面

板操作 KB0 置于 AU TO 或 OFF 位置 ,人力起闭

风机。消控接点始终接于控制回路中优先级位

置 ,一旦发生火警 ,不管风机处于手动或自动何种

状态 ,消控中心可强迫干预停止风机运行。

根据实际制作情况知道 ,其防护等级为 IP40 ,

箱体的外型尺寸仅做到 250 W ×300 H ×140 D。

2. CPS在排烟风机控制电路中的应用

图 3 为一排烟风机控制电路 ,排烟风机功率

为 11kW。选用 KB0232F212M25B 作为控制与保

护开关电器 ,其型号含义如前述 ,其中热磁脱扣器

额定电流为 25A ,整定范围为 16～25A。

图 3 　排烟风机控制电路

　　工作原理 :主令开关 2 K 可设于手动或自动

状态 ,中间继电器 1J 其常开触点信号向 BA 控制

中心反馈手/ 自动状态信号。平时运行时 ,主令开

关 2 K 置于自动状态 ,将 KB0 置于 AU TO 位置 ,

正常时接受 BA 控制 ,火警时还可接受消控中心

强迫干预风机启动运行。其两对常开辅助触头分

别向 BA 控制中心和消控中心输出风机运行或停

止状态信号。当风机运行中发生故障时 ,其两对

常开报警辅助触头分别向 BA 输出故障信号及接

通本控制箱面板故障信号指示灯亮。单机调试或

检修时 ,可操作主令开关 2 K置于手动状态 ,然后

通过面板操作 KB0 置于 AU TO 或 OFF 位置 ,人

力起闭风机。280 ℃防火阀熔断接点始终接于控

制回路中优先级位置 ,一旦发生火灾熔断 ,不管风

机处于手动或自动何种状态 ,可强迫干预停止风

机运行。

根据实际制作情况知道 ,其防护等级为 IP40 ,

箱体的外型尺寸仅做到 250 W ×300 H ×140 D。

3. CPS在泵类控制电路中的应用

图 4 为一生活泵控制电路 , 电机功率为

15kW ,工作方式为 :直接启动、液位自控、超位报

警、一用一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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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活泵控制电路

　　选用 KB0263F322M40B 作为控制与保护开

关电器。其型号含义为 :主体壳架额定电流 63A ,

带三副常开辅助触头、两副常闭辅助触头、两副常

开报警辅助触头 ,用于不频繁启动电动机控制 ,热

脱扣器和电磁脱扣器电流整定值均可调 ,热磁脱

扣器额定电流 40A ,整定范围为 28～40A。控制

线圈电压为 :AC50Hz 24V ,380V 时额定运行短路

分断能力 Ics = 50kA ,电寿命为 150 万次。M 型

热磁模块的时间 - 电流特性见图 2。

工作原理 :主令开关 KK 可根据需要设于手

动或自动状态 ,中间继电器 1J 、3J 其常开触点信

号向 BA 控制中心反馈手/ 自动状态信号。平常

运行时 ,通过面板操作将 1CPS、2CPS 均置于

AU TO 位置 ,主令开关 KK置于 1Z2B 位置 (1 # 泵

常用、2 # 泵备用) (注 :常/ 备用的设定任意) ,1 - 2

和 3 - 4 接点接通 ,当水位继电器 1FJ 输出低水位

启泵信号 ,则通过中间继电器 1J 接通 1CPS ,启动

1 # 生活泵运行 ,此时 1CPS 的常闭辅助触头打开。

而当运行中 1 # 生活泵发生故障引起 1CPS 分闸 ,

1CPS 的常闭辅助触头则恢复闭合状态 ,时间继电

器 1SJ 由此而得电 ,其延迟 5～6s 后自动启动 2 #

生活泵运行。

水泵起闭既可通过液位控制 ,也可由 BA 控

制运行。其两对常开辅助触头分别向BA控制中

心和消控中心输出状态信号 ,其两对常开报警辅

助触头分别向 BA 输出故障信号及接通本控制箱

面板 ,故障信号指示灯亮。

当单机调试或检修时 ,可令主令开关 KK 置

于 S 位置 (手动状态) ,5 - 6 和 7 - 8 接点接通 ,

1 # 、2 # 生活泵可分别通过面板操作 1CPS、2CPS

置于 AU TO 或 OFF 位置 ,单独起闭水泵运行 ,不

受液位控制或 BA 控制。

根据实际制作情况知道 , 其防护等级为

IP40 ,箱体的外型尺寸仅做到 300 W ×500 H ×

140 D。

　　三、展望

从以上举例分析可知 ,采用多功能集成化电

器 CPS 控制与保护开关 ,不仅大大减少了线路中

所需元件的品种数量 ,使电气设计线路大为简化 ,

电气成套装置的可靠性、安全性大为提高 ,而且使

得制作、调试及今后日常维护亦相应趋于简单、容

易。特别是采用 CPS 后 ,其适配的小巧灵活的箱

体结构一改过去采用分立元件不得不装入大而笨

的箱体的局面 ,特别适合于寸土寸金的建筑电气

设计 ,尤其是其较薄的箱体深度可制作成嵌入型

式在一般的土建墙内暗敷。另外 ,从技术经济分

析比较来看 ,如果采用传统的“断路器 (或熔断器)

+ 接触器 + 热继电器组”搭成以上控制电路 ,其价

格也并不便宜 ,而且容易因参数选用不够慎密等

原因 ,造成成套装置的组成不尽合理 ,工作可靠性

不高等问题。因此可以预见 ,CPS 产品的问世 ,将

带来低压电器向“集成化”发展的变革 ,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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