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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适用于 HAT72 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器。
本文档所用符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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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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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标表示错误的操作有可能损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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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72 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器用户手册

目

录

1 概述 ........................................................................................ 5
2 性能及特点 .............................................................................. 5
3 主要技术参数 .......................................................................... 6
4 显示面板及操作说明 ............................................................... 6
5 端子功能 ................................................................................. 9
6 外型及尺寸(开孔尺寸 67*67mm) ............................................. 9
7 电气接线图 ............................................................................ 10

HAT72 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器

发布版本 1.2

2015-04-21

第 4 页 共 10 页

HAT72 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器用户手册

1 概述
HAT72 为一市电/发电自动切换控制模块，该模块以微处理器为核心,可精确检
测两路单相电压，对出现的电压异常（失电、过压、欠压、过频、欠频）做出准确
的判断，经延时后控制 ATS 切换。控制器具有市电异常延时后发出起动发电机组信
号功能。

2 性能及特点
◆ 适应于一路市电一路发电 ATS 控制
◆ 供电电源范围宽(8－35)VDC，能适应不同的发电机组起动电池电压环境
◆ 市电或发电电压正常延时可设置，发电机组开机延时可设置
◆ 市电电压异常延时可设置，发电机组停机延时可设置
◆ 面板 LED 显示各种运行及报警状态
◆ 切换继电器（CLOSE MAINS、CLOSE GENS）的输出触点容量为 16A
250VAC，均为无源触点，可直接用于驱动开关转换
◆ 发电机组开机继电器（GNES START）的输出触点容量为 5A 250VAC，为
无源触点
◆ 合闸输出可设定为持续合闸或脉冲合闸，当设为脉冲合闸时，合闸延时可设
定
◆ 提供 PC 机编程口，ATS 工作所需各种延时、电量阈值均可通过 PC 机设置
◆ 内建永不死机的看门狗，确保程序执行顺畅
◆ 模块化结构设计，阻燃 ABS 塑料外壳，嵌入式安装方式，结构紧凑，体积
小，超前单片机控制，性能稳定，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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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技术参数
◆ 直流电源：8V～35V
◆ 交流采样输入：单相 AC30～277V(+20%) 50/60Hz
◆ ATS 切换输出：16A250VAC 继电器无源触点
◆ 发电机组开机输出：5A250VAC 继电器无源触点
◆ 2 个合闸状态输入口：接 B-有效
◆ 功耗：待机（12V：0.12W，24V：0.24W）
，正常工作（12V：1.5W，24V：
1.6W）
◆ 工作环境：
温度：-30～+70℃ 湿度：20～95%
◆ 外形尺寸：72＊72＊52mm

开孔尺寸：67＊67mm

◆ 重量：0.2Kg

4 显示面板及操作说明
◎ 按键
符号

定义

描述

CLOSE MAINS

市电手动合闸键

MAN/AUTO

手动/自动状态切换键

CLOSE GENS

发电手动合闸键

在手动状态下，按下此键时，ATS 将
转为市电侧供电
切换手动/自动状态
在手动状态下，按下此键时，ATS 将
转为发电侧供电

◎ 指示灯
符号

定义

描述

POWER

电源指示灯

当控制器通电时灯亮

AUTO

自动状态指示灯

当控制器处于自动状态时灯亮

MANUAL

手动状态指示灯

当控制器处于手动状态时灯亮

MAINS NORMAL

市电电压正常指示灯

MAINS CLOSED

市电合闸指示

GENS NORMAL

发电电压正常指示灯

GENS CLOSED

发电合闸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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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说明
模块可以工作于两种工作状态：手动状态和自动状态，按面板上 MAN/AUTO 键
进行状态切换，工作状态由面板 MANUAL 和 AUTO 指示灯来识别。
★手动状态
当面板 MANUAL 灯亮时，表示控制器处于手动状态。在此状态下，当按下
(CLOSE MAINS) 键时，市电合闸继电器强制输出，当按下 (CLOSE GENS) 键时，
发电合闸继电器强制输出。
在此状态下，发电机组开机继电器输出状态不变。
★自动位 (AUTO)
◆ 当面板 AUTO 灯亮时，表示控制器处于自动状态。在此状态下，当市电由

不正常到正常时，立即启动市电正常延时判断，延时结束后，自动发出市
电合闸信号，ATS 将转向市电侧供电。当市电由正常变为异常(失电、过
压、欠压)时，立即启动市电异常延时判断，当确认市电异常后，启动发
电机组开机延时，当发电机组开机延时结束后，发出发电机组开机信号，
发电机组将开机，待发电机组电压正常时，启动发电机电压正常延时判断，
延时结束后，自动发出发电合闸信号，ATS 将转向发电侧供电。
◆ 当市电恢复正常时，立即启动市电正常延时判断，延时结束后，自动发出

市电合闸信号，ATS 将转向市电侧供电。
◆ 当市电恢复正常后，启动发电机组停机延时，当发电机组停机延时结束后，

发出发电机组停机信号，发电机组停机。
◎ 设置(仅能通过 PC 机设置)
设置内容见下表
项目
市电电压正常延时
发电电压正常延时

描述

参数范围

市电电压由异常（失电、过压、欠压）转
为正常的鉴别时间
发电电压由异常（失电、过压、欠压、过
频、欠频）转为正常的鉴别时间

市电电压异常延时 市电电压由正常转为异常的鉴别时间
发电机组开机延时

当市电电压异常后，发电机组开机延时启
动，延时结束后，发出发电机组开机信号

0-3600s (10)
0-3600s (10)
0-3600s (5)
0-3600s (1)

发电机运行中，当市电恢复正常后，发电
发电机组停机延时 机组停机延时开始，延时结束后，发出发 0-3600s (5)
电机组停机信号
合闸延时

市电/发电合闸继电器输出的脉冲时间，若
设置值为0，则继电器为持续输出

HAT72 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器

发布版本 1.2

2015-04-21

0-20.0s (5.0)
第 7 页 共 10 页

HAT72 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器用户手册

当设置为持续合闸时，市电分闸到发电合
转换间隔延时

闸，或从发电分闸到市电合闸中间的延时 0-3600s (1)
等待时间

过转换时间
市电电压上限值
市电电压下限值
发电电压上限值
发电电压下限值
频率上限值
频率下限值
开关合闸状态接入
设置

检测到合闸状态信号后，合闸继电器继续
输出的时间
市电电压的设定上限值，大于上限值则认
为电压异常，回差为10V
市电电压设定的下限值，小于下限值则认
为电压异常，回差为10V
发电电压的设定上限值，大于上限值则认
为电压异常
发电路电压设定的下限值，小于下限值则
认为电压异常
发电频率的设定上限值，大于上限值则认
为频率异常
发电频率设定的下限值，小于下限值则认
为频率异常

0-5.0s (0)
0-360V (276)
0-360V (184)
0-360V (264)
0-360V (192)
40-75Hz(55)
0-60Hz(45)

当设置为开关合闸状态不接入时，面板合
闸状态指示灯的状态将由市电或发电合闸 (接入)
继电器的动作产生

注：参数设置内容中括号内为出厂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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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端子功能
◆ 端子 1（B-）：外接起动蓄电池的负极。
◆ 端子 2（B+）：外接起动蓄电池的正极。
◆ 端子 3(Close Gens Input)：发电合闸状态输入，接 B-有效。
◆ 端子 4、5（Gens Start Output）：发电机组开机输出，5A250V 无源继电器
触点输出。
◆ 端子 6、7（Gens AC Input）：发电交流电压输入。
◆ 端子 8、9（Mains AC Input）：市电交流电压输入。
◆ 端子 10、11（Close Mains Output）：市电合闸输出，16A250VAC 无源继
电器触点输出。
◆ 端子 12、13（Close Generator Output）
：发电合闸输出，16A250VAC 无源
继电器触点输出。
◆ 端子 14(Close Mains Input)：市电合闸状态输入，接 B-有效。
◆ PC 机编程插座(LINK)：用 SG72 编程电缆连接到 PC 机的 USB 接口进行参

数编程。

6 外型及尺寸(开孔尺寸 67*6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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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气接线图
HAT72 和 SGQ-N、T 型开关接线图

HAT72 和 SGQ-M 型开关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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