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094919.0

(22)申请日 2019.11.11

(71)申请人 绵阳市维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621000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游仙东

路98号

(72)发明人 吴晓斌　唐小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行之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1220

代理人 宋辉

(51)Int.Cl.

G01R 19/25(2006.01)

G01R 15/04(2006.01)

G01R 15/20(2006.01)

G01R 15/14(2006.01)

G01R 15/16(2006.01)

G01R 15/12(2006.01)

G01R 15/08(2006.01)

G01R 1/30(2006.01)

G01R 1/36(2006.01)

G01R 1/1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数显直流表

(57)摘要

本发明为一种数显直流表，包括电压采样电

路、电流采样电路、数字电源模块、模拟电源模块

和处理器，其中电压采样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被检

测电压，输出端连接处理器；电流采样电路的输

入端连接被检测电流，输出端连接处理器；所述

数字电源模块和模拟电源模块均连接处理器。该

数显直流表主要适用于车载仪器仪表，通过内部

电路改进，能够提高数显直流表整体电路的安全

性，防止瞬时高压对后端电路造成损坏；同时能

有效滤除干扰信号，提高数显直流表电路的EMC

抗干扰能力；解决数显直流表的量程受限、安全

性低，EMC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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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压采样电路、电流采样电路、数字电源模块、模

拟电源模块和处理器，其中电压采样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被检测电压，输出端连接处理器；电

流采样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被检测电流，输出端连接处理器；所述数字电源模块和模拟电源

模块均连接处理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压采样电路包括输入分

压模块、输入滤波模块、隔离放大模块、电压调理模块和输出滤波模块，输入分压模块的输

入端接入被检测电压，输入分压模块的输出端连接输入滤波模块的输入端，输入滤波模块

的输出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输入端，隔离放大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电压调理模块的输入

端，电压调理模块的输出端连接输出滤波模块的输入端，输出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处理

器；所述输入滤波模块包括共模滤波电路和次级滤波电路，所述共模滤波电路的输入端连

接输入分压模块的输出端，共模滤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次级滤波电路的输入端，次级滤波

电路的输出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输入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分压模块包括两个输

出端；所述次级滤波电路包括两个输入端；所述共模滤波电路包括共模电感M1、电容C5和电

容C6；所述共模电感M1包括第一绕组(14)和第二绕组(23)；第一绕组(14)的输入端连接输

入分压模块的一个输出端，第一绕组(14)的输出端连接次级滤波电路的一个输入端；第二

绕组(23)的输入端连接输入分压模块的另一个输出端，第二绕组(23)的输出端连接次级滤

波电路的另一个输入端；电容C5的一端连接第一绕组(14)和次级滤波电路的一个输入端的

公共端，电容C5的另一端接地；电容C6的一端连接第二绕组(23)和次级滤波电路的另一个

输入端的公共端，电容C6的另一端接地。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共模滤波电路包括两个输

出端；所述隔离放大模块包括两个输入端；所述次级滤波电路包括电阻R17、电阻R22、电容

C27、电容C28、电容C30、电容C31和电容C41；电阻R17的一端连接共模滤波电路的一个输出

端，电阻R17的另一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一个输入端；电阻R22的一端连接共模滤波电路

的另一个输出端，电阻R22的另一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另一个输入端；电容C41连接在电

阻R17的另一端与电阻R22的另一端之间；电容C27和电容C28并联后的一端连接电阻R17的

另一端，另一端接地；电容C30和电容C31并联后的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另一端接地。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放大模块包括隔离运

放芯片U4和隔离电源，其中隔离运放芯片U4具有两个输入端和电源端VDD1，其两个输入端

与次级滤波电路相连，所述隔离电源的输出端连接隔离运放芯片U4的电源端VDD1；所述隔

离运放芯片U4采用AMC1300精密隔离放大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电源包括第一滤波电

路、隔离电源芯片U5和第二滤波电路；第一滤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电源电压VCC，输出端连

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电源输入端，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端连接隔离运放芯片U4的电源端

VDD1；所述第二滤波电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端；所述第一滤波电路包括电感L3、电

容C32和电容C33，电感L3的一端接入电源电压VCC，电感L3的另一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

电源输入端；电容C33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电容C33的另一端接地；电容C32的一端接入

电感L3的另一端，电容C32的另一端接地；所述隔离电源芯片U5具有输出接地端，所述第二

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34、电容C35和电容C36，电容C34、电容C35和电容C36并联后的一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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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端，另一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接地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流采样电路包括霍尔电

流采集电路、参考信号模块、电路保护模块、分压滤波模块、射随电路和电流采集滤波模块，

所述霍尔电流采集电路包括两个输出端，被检测电流连接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输入端，霍

尔电流采集电路的一个输出端连接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入端，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射

随电路的输入端，射随电路的输出端连接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入端，电流采集滤波模块

的输出端连接处理器；所述电路保护模块的输入端连接霍尔电流采集电路和分压滤波模块

的公共端，电路保护模块的输出端接地；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另一个输出端连接参考信号

模块的输入端，参考信号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处理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压滤波模块包括电阻

R1、电阻R13和电容C19；所述电阻R13的一端连接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一个输出端，电阻R13

的另一端连接射随电路的输入端；所述电阻R1的一端和电容C19的一端均连接电阻R13的另

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和电容C19的另一端均接地；所述电路保护模块包括TVS管击穿短路

D2，所述TVS管击穿短路D2的一端连接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一个输出端，TVS管击穿短路D2

的另一端接地；所述射随电路包括射随器U3B，射随器U3B的同相输入端连接分压滤波模块

的输出端，射随器U3B的一个电源端接地，射随器U3B的另一个电源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射

随器U3B的输出端连接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入端，射随器U3B的反相输入端连接射随器

U3B的输出端；所述电流采集滤波模块包括电阻R12和电容C18，电阻R12的一端连接射随电

路的输出端，电阻R12的另一端连接数显直流表的处理器，电容C18的一端连接电阻R12的另

一端，电容C18的另一端接地。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所述数字电源模块包括电容

C38、电容C40和稳压器U6，其中稳压器U6的输入端连接电源电压VCC，稳压器U6的输出端连

接处理器的数字电源端口，电容C38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另一端接地，电容C40的一端

连接稳压器的输出端，另一端接地。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显直流表，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电源模块包括第三

滤波电路、精密基准电源电路和第四滤波电路；其中所述第三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39和电感

FB1，电感FB1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另一端连接精密基准电源电路的输入端，电容C39的

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另一端接地；所述精密基准电源电路包括电阻R24、电阻R25、电阻

R26和稳压芯片N1，电阻R24的一端连接第三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另一端连接处理器，稳压芯

片N1的输入端(2)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稳压芯片N1的输出端(3)接地，电阻R25和电阻R26

串联后的一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电阻R25和电阻R26串联后的另一端接地，稳压芯片N1

的第二输出端(1)连接电阻R25和电阻R26的公共端；所述第四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37，电容

C37的一端连接精密基准电源电路的输出端，另一端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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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显直流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显直流表技术，具体涉及一种数显直流表。

背景技术

[0002] 数显直流表是一种具有模数转换器并以数码形式显示被测变量值的仪表。数显直

流表因其视觉直观、设置便捷及智能化控制程度高等特性，加之随着当前传感技术的高速

发展，数显直流表的功能不断强大及精度不断地提高，数显直流表正在大量替代传统的机

械仪表，已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及日常生活。

[0003] 目前应用于市场的数显直流表，特别是车载仪器仪表，由于对可靠性、稳定性、准

确性的要求，市面上相对应的数显直流表较少。所以，设计开发一种实时显示电压值和电流

值的数显直流表，用于实时监测并显示电压和电流，来满足市场和客户的要求，是相当迫切

的。

[0004] 目前市场上数显直流表，基本采用直接A/D采样方式，检测电压量程偏小，很难达

到100V或者100A；无法隔离电压，存在安全隐患，EMC抗干扰能力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数显直流表，解决数显直流表的量程小、安全性差和EMC抗干扰能

力差的问题中的至少一个。

[0006]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数显直流表，包括电压采样电路、电流采样电路、数字电源模块、模拟电源模

块和处理器，其中电压采样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被检测电压，输出端连接处理器；电流采样电

路的输入端连接被检测电流，输出端连接处理器；所述数字电源模块和模拟电源模块均连

接处理器。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电压采样电路包括输入分压模块、输入滤波模块、

隔离放大模块、电压调理模块和输出滤波模块，输入分压模块的输入端接入被检测电压，输

入分压模块的输出端连接输入滤波模块的输入端，输入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隔离放大模

块的输入端，隔离放大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电压调理模块的输入端，电压调理模块的输出端

连接输出滤波模块的输入端，输出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数显直流表的处理器，所述输入

滤波模块包括共模滤波电路和次级滤波电路，所述共模滤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输入分压模

块的输出端，共模滤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次级滤波电路的输入端，次级滤波电路的输出端

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输入端；本技术方案中，由于该采样电路采用了输入滤波模块、电压调

理模块和输出滤波模块，且输入滤波模块还具有共模滤波电路和次级滤波电路，并对信号

进行两次滤波，加大干扰信号的衰减和滤除，所以能够有效滤除干扰信号，保留有用信号，

提高整个电路的EMC抗干扰能力。

[0009] 进一步，所述输入分压模块包括两个输出端；所述次级滤波电路包括两个输入端；

所述共模滤波电路包括共模电感M1、电容C5和电容C6；所述共模电感M1包括第一绕组1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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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绕组23；第一绕组14的输入端连接输入分压模块的一个输出端，第一绕组14的输出端

连接次级滤波电路的一个输入端；第二绕组23的输入端连接输入分压模块的另一个输出

端，第二绕组23的输出端连接次级滤波电路的另一个输入端；电容C5的一端连接第一绕组

14和次级滤波电路的一个输入端的公共端，电容C5的另一端接地；电容C6的一端连接第二

绕组23和次级滤波电路的另一个输入端的公共端，电容C6的另一端接地；本技术方案中，共

模滤波电路采用上述结构，可以有效滤除共模电磁干扰，同时，也可以抑制自身不向外界发

出电磁干扰，有效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0010] 进一步，所述共模滤波电路包括两个输出端；所述隔离放大模块包括两个输入端；

所述次级滤波电路包括电阻R17、电阻R22、电容C27、电容C28、电容C30、电容C31和电容C41；

电阻R17的一端连接共模滤波电路的一个输出端，电阻R17的另一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一

个输入端；电阻R22的一端连接共模滤波电路的另一个输出端，电阻R22的另一端连接隔离

放大模块的另一个输入端；电容C41连接在电阻R17的另一端与电阻R22的另一端之间；电容

C27和电容C28并联后的一端连接电阻R17的另一端，另一端接地；电容C30和电容C31并联后

的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另一端接地；本技术方案中，次级滤波模块采用上述结构，可

以有效滤除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保留有用信号，使输出信号更加平顺。

[0011] 进一步，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数显直流表无法隔离电压，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本申请还对隔离放大模块进行改进，所述隔离放大模块包括隔离运放芯片U4和隔离电源，

其中隔离运放芯片U4具有两个输入端和电源端VDD1，其两个输入端与次级滤波电路相连，

所述隔离电源的输出端连接隔离运放芯片U4的电源端VDD1；本方案中由于采用了隔离运放

芯片U4和隔离电源，电路的安全性能得到较大提高。所述隔离运放芯片U4采用AMC1300精密

隔离放大器；由于采用了AMC1300精密隔离放大器，隔离耐压值达到了4000VDC，提高了电路

安全性能；同时，对有用输入信号起到了放大作用。

[0012] 进一步，所述隔离电源包括第一滤波电路、隔离电源芯片U5和第二滤波电路；第一

滤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电源电压VCC，输出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电源输入端，隔离电源

芯片U5的输出端连接隔离运放芯片U4的电源端VDD1；所述第二滤波电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

U5的输出端；所述第一滤波电路包括电感L3、电容C32和电容C33，电感L3的一端接入电源电

压VCC，电感L3的另一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电源输入端；电容C33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

VCC，电容C33的另一端接地；电容C32的一端接入电感L3的另一端，电容C32的另一端接地；

所述隔离电源芯片U5具有输出接地端，所述第二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34、电容C35和电容

C36，电容C34、电容C35和电容C36并联后的一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端，另一端连接

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接地端。

[0013] 进一步，所述电流采样电路包括霍尔电流采集电路、参考信号模块、电路保护模

块、分压滤波模块、射随电路和电流采集滤波模块，所述霍尔电流采集电路包括两个输出

端，被检测电流连接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输入端，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一个输出端连接分

压滤波模块的输入端，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射随电路的输入端，射随电路的输出端

连接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入端，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处理器；所述电路保护

模块的输入端连接霍尔电流采集电路和分压滤波模块的公共端，电路保护模块的输出端接

地；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另一个输出端连接参考信号模块的输入端，参考信号模块的输出

端连接处理器；由于该采样电路采用了分压滤波模块，能够对输入电压进行有效分压，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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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数显表的量程；同时，由于该采样电路采用了电路保护模块，能够对电路进行有效保

护，从而提升数显表的安全性；并且，由于该采样电路采用了分压滤波模块和电流采集滤波

模块，可以有效滤除电路中的干扰信号，提高整个电路的EMC抗干扰能力。

[0014] 进一步，所述分压滤波模块包括电阻R1、电阻R13和电容C19；所述电阻R13的一端

连接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一个输出端，电阻R13的另一端连接射随电路的输入端；所述电阻

R1的一端和电容C19的一端均连接电阻R13的另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和电容C19的另一端

均接地；本技术方案中，分压滤波模块采用上述结构，能够有效滤除干扰信号，保留有用信

号，减少电路的干扰；同时，电阻R1和电阻R13组成分压电路，当被检测电压进入分压滤波模

块后，经过电阻R1和电阻R13的有效分压后，一部分电压由分压电阻来进行承载，从而降低

了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出电压，这样就使输出电压在合理范围内，从而提高数显直流表的量

程；

[0015] 所述电路保护模块包括TVS管击穿短路D2，所述TVS管击穿短路D2的一端连接霍尔

电流采集电路的一个输出端，TVS管击穿短路D2的另一端接地；本技术方案中，电路保护模

块采用上述结构，能够有效防止外界瞬态高压输入时对后端电路造成破坏，提高电路的安

全性；

[0016] 所述射随电路包括射随器U3B，射随器U3B的同相输入端连接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出

端，射随器U3B的一个电源端接地，射随器U3B的另一个电源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射随器U3B

的输出端连接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入端，射随器U3B的反相输入端连接射随器U3B的输出

端；本技术方案中，射随电路采用上述结构，可以减少对上级电路输出电流的需求，增加对

后级电路的驱动能力，使其输出信号同步跟随上级电路的输出信号变化；

[0017] 所述电流采集滤波模块包括电阻R12和电容C18，电阻R12的一端连接射随电路的

输出端，电阻R12的另一端连接数显直流表的处理器，电容C18的一端连接电阻R12的另一

端，电容C18的另一端接地；本技术方案中，电流采集滤波模块采用上述结构，可以对射随电

路的输出信号进行再次滤波，使输出信号更加平顺，增加电路的抗干扰性。

[0018] 进一步，所述数字电源模块包括电容C38、电容C40和稳压器U6，其中稳压器U6采用

稳压芯片SPX1117；稳压器U6的输入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压器U6的输出端连接处理器的数

字电源端口，电容C38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另一端接地，电容C40的一端连接稳压器的

输出端，另一端接地；通过稳压器U6、滤波电容C38和滤波电容C40，能够有效滤除干扰信号，

稳定输出电压，保持数字电源持续输出稳定的3.3V电压，为处理器提供数字电源。

[0019] 进一步，所述模拟电源模块包括第三滤波电路、精密基准电源电路和第四滤波电

路；所述第三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39和电感FB1，电感FB1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另一端连

接精密基准电源电路的输入端，电容C39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另一端接地；所述精密基

准电源电路包括电阻R24、电阻R25、电阻R26和稳压芯片N1，其中稳压芯片N1采用稳压芯片

AZ431，电阻R24的一端连接第三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即电感FB1的另一端，另一端连接处理器

的模拟电源端口，稳压芯片N1的输入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稳压芯片N1的输出端接地，

电阻R25和电阻R26串联后的一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电阻R25和电阻R26串联后的另一

端接地，稳压芯片N1的参考信号端连接电阻R25和电阻R26的公共端；第四滤波电路包括电

容C37，电容C37的一端连接精密基准电源电路的输出端，另一端接地；通过第三滤波电路和

第四滤波电路，能够有效滤除干扰信号，降低输出纹波，同时，精密基准电源电路能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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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电压，保持模拟电源持续输出稳定的3.3VA电压，为处理器提供模拟电源。

[0020] 综上，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包括：

[0021] 1、本发明的电压采样电路采用了输入滤波模块、电压调理模块和输出滤波模块，

且输入滤波模块还具有共模滤波电路和次级滤波电路对信号进行两次滤波，加大干扰信号

的衰减和滤除，能够有效滤除干扰信号，保留有用信号，提高整个电路的EMC抗干扰能力；

[0022] 2、本发明的共模滤波电路可以有效滤除共模电磁干扰，同时，也可以抑制自身不

向外界发出电磁干扰，有效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0023] 3、本发明的次级滤波模块可以有效滤除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保留有用信号，使

输出信号更加平顺；

[0024] 4、本发明的输入滤波模块、电压调理模块和输出滤波模块，能有效滤除干扰信号，

提高数显直流表电路的EMC抗干扰能力；

[0025] 5、本发明在现有的数显直流表的电路结构上增加了输入分压模块，提高了数显直

流表的电压测量量程；

[0026] 6、本发明的放大模块采用了隔离放大模块，通过运用隔离运放芯片和隔离电源芯

片来提高整体线路的安全性，防止瞬时高压对后端电路造成损坏，安全性能高。

[0027] 7、本发明的电流采样电路采用了分压滤波模块，经过分压电阻的有效分压后，一

部分电压由分压电阻来进行承载，从而降低了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出电压，这样就使输出电

压在合理范围内，从而提高数显直流表的量程。

[0028] 8、本发明的电路保护模块，能够有效防止外界瞬态高压输入时对后端电路造成破

坏，提高电路的安全性。

[0029] 9、分压滤波模块和电流采集滤波模块，能够有效滤除电路中的干扰信号，提高整

个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附图说明

[0030]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

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31] 图1为本发明的数显直流表的电路结构框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的数显直流表的电压采样电路的示意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的数显直流表的隔离电源电路的示意图；

[0034] 图4为本发明的数显直流表的电流采样电路的示意图；

[0035] 图5为本发明的数显直流表的数字电源电路的示意图；

[0036] 图6为本发明的数显直流表的模拟电源电路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作

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8] 实施例1：

[0039] 本实施例中提供一种数显直流表，如图1所示，一种数显直流表，所述数显直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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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电流采样电路、电压采样电路、数字电源模块、模拟电源模块、处理器和显示器，其中电

压采样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被检测电压，输出端连接处理器；电流采样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被

检测电流，输出端连接处理器；所述数字电源模块、模拟电源模块和显示器均连接处理器；

所述电 压采样电路和电 流采样电路均与电 源电 压V C C连接 ；其中处理器采用

STM32F103C8T6，同时，为了降低功耗，使用处理器内部振荡器和内部A/D，并使用接插件与

数码显示器连接；显示器采用宽温为-45℃～85℃的高亮数码显示管，稳定性好，工作时间

可达10万小时。

[0040] 如图5所示，所述数字电源模块包括电容C38、电容C40和稳压器U6，其中稳压器U6

采用稳压芯片SPX1117；稳压器U6具有一个输入端Vin，一个接地端GND，两个输出端Vout；稳

压器U6的输入端Vin连接电源电压VCC，压器U6的两个输出端Vout连接处理器的数字电源端

口，电容C38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另一端接地，电容C40的一端连接稳压器的输出端，另

一端接地；通过稳压器U6、滤波电容C38和滤波电容C40，能够有效滤除干扰信号，稳定输出

电压，保持数字电源持续输出稳定的3.3V电压，为处理器提供数字电源。

[0041] 如图6所示，所述模拟电源模块包括第三滤波电路、精密基准电源电路和第四滤波

电路；所述第三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39和电感FB1，电感FB1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另一端

连接精密基准电源电路的输入端，电容C39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另一端接地；所述精密

基准电源电路包括电阻R24、电阻R25、电阻R26和稳压芯片N1，其中稳压芯片N1采用稳压芯

片AZ431，电阻R24的一端连接第三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即电感FB1的另一端，另一端连接处理

器的模拟电源端口，稳压芯片N1的输入端2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稳压芯片N1的输出端3接

地，电阻R25和电阻R26串联后的一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电阻R25和电阻R26串联后的另

一端接地，稳压芯片N1的参考信号端1连接电阻R25和电阻R26的公共端；第四滤波电路包括

电容C37，电容C37的一端连接精密基准电源电路的输出端，另一端接地；通过第三滤波电路

和第四滤波电路，能够有效滤除干扰信号，降低输出纹波，同时，精密基准电源电路能够稳

定输出电压，保持模拟电源持续输出稳定的3.3VA电压，为处理器提供模拟电源。

[0042] 实施例2：

[0043]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本实施例对电压采样电路进行进一步改进，如图2所示，一种

数显直流表的电压采样电路，包括输入分压模块、输入滤波模块、隔离放大模块、电压调理

模块和输出滤波模块，输入分压模块的输入端接入被检测电压，输入分压模块的输出端连

接输入滤波模块的输入端，输入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输入端，隔离放大

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电压调理模块的输入端，电压调理模块的输出端连接输出滤波模块的输

入端，输出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数显直流表的处理器，所述输入滤波模块包括共模滤波

电路和次级滤波电路，所述共模滤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输入分压模块的输出端，共模滤波

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次级滤波电路的输入端，次级滤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输

入端；其中输入分压模块、输入滤波模块、隔离放大模块均包括两个输入端和两个输出端，

所述电压调理模块具有两个输入端。

[0044] 所述输入分压模块包括依次串联的分压电阻R18、分压电阻R21、分压电阻R51、分

压电阻R52、分压电阻R53、分压电阻R54、分压电阻R55、分压电阻R56和分压电阻R19，其中分

压电阻R18和分压电阻R19的两个自由端作为输入分压模块的两个输入端通过插口J1分别

接入被检测电压的正极和负极，分压电阻R19的两端就作为输入分压模块的两个输出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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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连接共模滤波电路两个输入端，从图1可以看出，分压电阻R56与分压电阻R19的公共端连

接共模滤波电路的一个输入端，被检测电压的负极连接共模滤波电路的另一个输入端，分

压电阻R19连接在共模滤波电路的两个输入端之间；

[0045] 当被检测电压进入电压采样电路后，经过分压电阻R18、分压电阻R19、分压电阻

R21、分压电阻R51、分压电阻R52、分压电阻R53、分压电阻R54、分压电阻R55和分压电阻R56

的有效分压后，一部分电压由分压电阻来进行承载，从而降低了输入分压模块的输出电压，

这样就使输出电压在合理范围内，从而提高数显直流表的量程。

[0046] 所述输入滤波模块为多级滤波电路，包括共模滤波电路和次级滤波电路，其中共

模滤波电路为一级滤波电路，次级滤波电路为二级滤波电路；所述共模滤波电路包括共模

电感M1、电容C5和电容C6；所述共模电感M1包括第一绕组14和第二绕组23；第一绕组14的输

入端连接输入分压模块的一个输出端(分压电阻R56与分压电阻R19的公共端)，第一绕组14

的输出端连接次级滤波电路的一个输入端；第二绕组23的输入端连接输入分压模块的另一

个输出端(分压电阻R19的与被检测电压的负极相连的一端)，第二绕组23的输出端连接次

级滤波电路的另一个输入端；第一绕组14的输入端和第二绕组23的输入端作为输入滤波模

块的2个输入端，也作为共模滤波电路的2个输入端；第一绕组14的输出端和第二绕组23的

输出端作为共模滤波电路的2个输出端；电容C5的一端连接第一绕组14的输出端，电容C5的

另一端接地；电容C6的一端连接第二绕组23的输出端，电容C6的另一端接地；由于增加了共

模滤波电路，可以有效滤除共模电磁干扰，同时，也可以抑制自身不向外界发出电磁干扰，

有效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0047] 所述次级滤波电路包括电阻R17、电阻R22、电容C27、电容C28、电容C30、电容C31和

电容C41；电阻R17的一端连接第一绕组14的输出端，电阻R17的另一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

一个输入端；电阻R22的一端连接第一绕组23的输出端，电阻R22的另一端连接隔离放大模

块的另一个输入端；电阻R17的一端和电阻R22的一端作为次级滤波电路的2个输入端连接

共模滤波电路；电阻R17的另一端和电阻R22的另一端作为次级滤波电路的2个输出端，也作

为整个输入滤波模块的2个输出端，向隔离放大模块输出电压信号；电容C41连接在电阻R17

的另一端与电阻R22的另一端之间；电容C27和电容C28并联后的一端连接电阻R17的另一

端，另一端接地；电容C30和电容C31并联后的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另一端接地；当共

模滤波电路的输出电压输入次级滤波电路后，次级滤波电路对电压信号进行再次滤波，可

以有效滤除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保留有用信号，使输出信号更加平顺；通过两级滤波电路

的两次有效滤波，提高了电压采样电路的EMC抗干扰能力。

[0048] 实施例3：

[0049] 在实施例2的基础上，本实施例对隔离放大模块进行进一步改进，隔离放大模块包

括隔离运放芯片U4和隔离电源。

[0050] 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隔离运放芯片U4采用AMC1300精密隔离放大器；隔离运放芯

片U4具有两个输入端INP和INN、电源端VDD1、接地端GND1和两个输出端OUTP、OUTN，其两个

输入端INP和INN作为隔离放大模块的两个输入端，该两个输入端均与次级滤波电路相连，

输入端INP连接电阻R17的另一端，输入端INN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所述隔离电源的输出

端连接隔离运放芯片U4的电源端VDD1；隔离运放芯片U4的两个输出端OUTP、OUTN作为整个

隔离放大模块的两个输出端，连接电压调理模块。本实施例中，由于采用了AMC1300精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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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放大器，隔离耐压值达到了4000VDC，提高了电路安全性能；同时，对有输入滤波模块的输

出信号起到了放大作用；并且，在现有技术中，隔离放大模块通常采用光耦方式，存在光衰

的缺点，而本实施例中通过采用隔离运放芯片U4，不再有光衰现象，保证电路的精度。

[0051] 所述隔离电源包括第一滤波电路、隔离电源芯片U5和第二滤波电路；所述隔离电

源芯片U5采用隔离电源芯片ADuM5000，其具有电源输入端VDD1、输出端Viso以及输出接地

端GISO；第一滤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电源电压VCC，输出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电源输入

端VDD1和引脚RCsel，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端Viso和引脚Vsel连接隔离运放芯片U4的电

源端VDD1；所述第二滤波电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端Viso。在设计电路时，ADuM5000

的引脚GND1、RCin、GND1接地。

[0052] 所述第一滤波电路包括电感L3、电容C32和电容C33，电感L3的一端作为第一滤波

电路的输入端接入电源电压VCC，电感L3的另一端作为第一滤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隔离电

源芯片U5的电源输入端VDD1；电容C33的一端连接电源电压VCC，电容C33的另一端接地；电

容C32的一端接入电感L3的另一端，电容C32的另一端接地；通过第一滤波电路，可以有效滤

除电源电压VCC的高频干扰信号。

[0053] 所述第二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34、电容C35和电容C36，电容C34、电容C35和电容C36

并联后的一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端Viso，另一端连接隔离电源芯片U5的输出接地

端GISO；通过第二滤波电路，可以有效滤除电源电压VCC的低频干扰信号，使第二滤波电路

的输出信号更加平顺。

[0054] 本实施例中，隔离放大模块采用了隔离电源芯片ADuM5000，耐压值达到5000VDC，

提高了电路安全性；同时，在现有技术中，通常采用DC-DC作为隔离电源，体积较大；由于本

申请采用了隔离电源芯片ADuM5000，体积只有DC-DC的二分之一，高度只有DC-DC的三分之

一，大大减小了体积，节省了电路空间。

[0055] 进一步，根据以上所述电路工作结构，在正常情况下，电源电压通过隔离电源为隔

离运放芯片U4提供正常的工作电压；当电源电压低于隔离运放芯片U4的正常工作电压时，

隔离电源芯片可以增加其输出电压，同时，由于第一滤波电路和第二滤波电路的存在，可以

通过放电，来增加隔离电源的输出电压，因此可以避免电路的瞬时低压导致隔离运放芯片

U4的不能正常工作；当电源电压高于隔离运放芯片U4的正常工作电压时，隔离电源芯片可

以减小其输出电压，同时，由于第一滤波电路和第二滤波电路的存在，可以通过充电，来减

小隔离电源的输出电压，因此可以避免电路的瞬时高压导致隔离运放芯片U4的不能正常工

作；因此，通过上述隔离电源，可以有效的保护电路，提高电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0056] 实施例4：

[0057] 在实施例2或3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对电压调理模块和输出滤波模块进行进一步

说明，所述电压调理模块包括滤波电路和放大电路，其中滤波电路包括电阻R15、电阻R20、

电阻R23、电容C26和电容C29；放大电路包括电阻R16、运算放大器U3A和电容C24；电阻R20的

一端和电阻R15的一端作为电压调理模块的两个输入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具体如下：电阻

R20的一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一个输出端OUTP，电阻R20的另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U3A的

同相输入端；电容C29和电阻R23并联后的一端连接电阻R20的另一端，另一端接地；电阻R15

的一端连接隔离放大模块的另一个输出端OUTN，电阻R15的另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U3A的反

向输入端；电容C26的一端连接电阻R15的另一端，另一端接地；运算放大器U3A的一个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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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连接电源电压VCC；电容C24的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U3A的电源端，另一端接地；电阻R16的

一端连接电阻R15的另一端，另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U3A的输出端；运算放大器U3A的输出端

连接输出滤波模块的输入端。所述滤波电路通过RC滤波，滤除隔离放大模块输出的干扰信

号，使输出信号更加稳定；同时，通过运算放大器U3A，对有用信号进行放大处理，进一步保

留了有用信号。

[0058] 所述输出滤波模块包括电阻R57和电容C10，电阻R57的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U3A的

输出端，电阻R57的另一端连接处理器的输入端；电容C10的一端连接电阻R57的另一端，另

一端接地；通过输出滤波模块的最后滤波，对放大后的有用信号再次进行筛选和过滤，进一

步保证有用信号进入处理器。

[0059] 实施例5：

[0060]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本实施例对电流采样电路进行进一步改进，如图4所述，一种

数显直流表的电流采样电路，包括霍尔电流采集电路，被检测电流接入霍尔电流采集电路

的输入端，所述电流采样电路还包括参考信号模块、电路保护模块、分压滤波模块、射随电

路和电流采集滤波模块，所述霍尔电流采集电路包括两个输出端，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一

个输出端连接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入端，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射随电路的输入端，射

随电路的输出端连接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入端，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数显直

流表的处理器；所述电路保护模块的输入端连接霍尔电流采集电路和分压滤波模块的公共

端，电路保护模块的输出端接地；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另一个输出端连接参考信号模块的

输入端，参考信号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数显直流表的处理器；所述霍尔电流采集电路采用霍

尔传感器。

[0061] 所述分压滤波模块包括电阻R1、电阻R13和电容C19；所述电阻R13的一端连接霍尔

电流采集电路的一个输出端，电阻R13的另一端连接射随电路的输入端；电阻R13的一端作

为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入端，接收霍尔电流采集电路的输出电压信号；电阻R13的另一端作为

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出端；所述电阻R1的一端和电容C19的一端均连接电阻R13的另一端，电

阻R1的另一端和电容C19的另一端均接地；通过分压滤波模块的有效滤波，能够有效滤除干

扰信号，保留有用信号，减少电路的干扰；同时，电阻R1和电阻R13组成分压电路，当被检测

电压进入分压滤波模块后，经过电阻R1和电阻R13的有效分压后，一部分电压由分压电阻来

进行承载，从而降低了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出电压，这样就使输出电压在合理范围内，从而提

高数显直流表的量程。

[0062] 所述电路保护模块包括TVS管击穿短路D2，所述TVS管击穿短路D2的一端连接霍尔

电流采集电路的一个输出端，TVS管击穿短路D2的另一端接地；TVS管击穿短路D2的一端作

为电路保护模块的输入端；TVS管击穿短路D2的另一端作为电路保护模块的输出端；通过电

路保护模块，能够有效防止外界瞬态高压输入时对后端电路造成破坏，提高电路的安全性。

[0063] 所述射随电路包括射随器U3B，射随器U3B的同相输入端连接分压滤波模块的输出

端即电阻R13的另一端，射随器U3B的一个电源端接地，射随器U3B的另一个电源端连接电源

电压VCC，射随器U3B的输出端连接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入端，射随器U3B的反相输入端连

接射随器U3B的输出端；射随器U3B的同相输入端作为射随电路的输入端，接收分压滤波模

块的输出电压信号；射随器U3B的输出端作为射随电路的输出端；通过射随器U3B，可以减少

对上级电路输出电流的需求，增加对后级电路的驱动能力，使其输出信号同步跟随上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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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输出信号变化。

[0064] 所述电流采集滤波模块包括电阻R12和电容C18，电阻R12的一端连接射随电路的

输出端即射随器U3B的输出端，电阻R12的另一端连接数显直流表的处理器，电容C18的一端

连接电阻R12的另一端，电容C18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12的一端作为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

入端，接收射随电路的输出电压信号；电阻R12的另一端作为电流采集滤波模块的输出端，

向处理器输出电压信号；通过电流采集滤波模块，对射随电路的输出信号进行再次滤波，使

输出信号更加平顺，增加电路的抗干扰性。

[0065] 所述参考信号模块包括电阻R11和电容C16，电阻R11的一端连接霍尔电流采集电

路的另一个输出端，电阻R11的另一端连接数显直流表的处理器，电容C16的一端连接电阻

R11的另一端，电容C16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11的一端作为参考信号模块的输入端，接收霍

尔电流采集电路的输出电压信号；电阻R11的另一端作为参考信号模块的输出端，向处理器

输出电压信号；通过参考信号模块，可以对参考信号进行滤波，为处理器提供更加平顺的参

考信号，有助于数显表的调试。

[0066] 在现有技术中，通常采用被检测电压和被检测电流直接接入数显直流表的处理器

的方法，导致数显直流表的量程偏小、安全性能低和抗干扰能力差，因此，本申请通过增加

电压采样电路和电流采样电路，可以有效的解决上述问题，提高数显直流表的实用性、安全

性和抗干扰性，满足市场对车载仪表的要求。

[0067]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说　明　书 9/9 页

12

CN 110763908 A

12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3

CN 110763908 A

13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4

CN 110763908 A

14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5

CN 110763908 A

15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6

CN 110763908 A

16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7

CN 110763908 A

1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RA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