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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波形显示功能的互感器变比、极性测试仪

属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试验仪器技术领域，尤其

涉及一种带波形显示功能的互感器变比、极性测

试仪。本发明提供一种使用方便、测试可靠的带

波形显示功能的互感器变比、极性测试仪。本发

明包括逆变器、电池、电压调节器和带有波形显

示功能的能够测量电压互感器一次加入电压有

效值及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输出值的测量表计，

其结构要点逆变器的电源输入端与电池相连，逆

变器的电源输出端与电压调节器的电源输入端

相连，电压调节器的电源输出端与电压互感器一

次线圈相连，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与测量表计一

次线圈测量端相连，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与测量

表计二次线圈测量端相连，测量表计电源端与电

池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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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波形显示功能的互感器变比、极性测试仪，包括逆变器、电池、电压调节器和带有

波形显示功能的能够测量电压互感器一次加入电压有效值及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输出值

的测量表计，其特征在于逆变器的电源输入端与电池相连，逆变器的电源输出端与电压调

节器的电源输入端相连，电压调节器的电源输出端与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相连，电压互感

器一次线圈与测量表计一次线圈测量端相连，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与测量表计二次线圈测

量端相连，测量表计电源端与电池相连；

测量表计包括交流输入部分、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整流滤波电路、模数转换电

路、主控部分、稳压电路和显示屏幕，交流输入部分的输入端口分别与测量表计一次线圈测

量端、测量表计二次线圈测量端、增益切换控制部分输出端口相连，交流输入部分的输出端

口分别与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入端口、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的输入端口相连，整流滤波

电路的输出端口与模数转换电路的输入端口相连；

主控部分分别与增益切换控制部分的输入端口、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的输出端

口、模数转换电路的输出端口、显示屏幕、稳压电路相连；

所述主控部分包括STM32F103VDT6芯片U7和STM32F103VDT6芯片U21；

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包括opa2333芯片UA7和opa2333芯片UA8；

模数转换电路包括ad7705芯片U1；

交流输入部分包括opa2333芯片UA1和opa2333芯片UA2，UA1的3脚分别与二极管D1阳

极、二极管D2阴极、电阻R4一端、电阻R9一端、电阻R11一端、电阻R14一端、电阻R16一端相

连，电阻R4另一端依次通过电阻R5、电容C5与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一端相连，二极管D1阴极

接AVCC5V端，二极管D2阳极接AGND端；电阻R9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2的1脚相

连，U2的6脚与U7的53脚相连；

电阻R11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3的1脚相连，U3的6脚与U7的52脚相连；

电阻R14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4的1脚相连，U4的6脚与U7的51脚相连；

电阻R16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6的1脚相连，U6的6脚与U7的48脚相连；

UA1的1脚分别与电阻R2一端、电容C6一端、电阻R12一端相连，电阻R12另一端分别与

UA1的2脚、电阻R15一端相连，电阻R15另一端接2.5V，阻R2另一端分别与UA7的3脚、电容C21

一端相连；电容C6另一端通过R8分别与电阻R7一端、电容C8一端、电容C10一端、电阻R13一

端、UA1的6脚相连，电阻R7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6一端、电容C8另一端、二极管D4阴极相连，电

阻R6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7一端、电阻R3一端相连，电阻R3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9一端、U1的7

脚相连，电容C9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7另一端、U1的8脚、电容C10另一端、电阻R13另一端、二

极管D5阳极相连，二极管D5阴极分别与二极管D4阳极、UA1的7脚相连，UA1的5脚接2.5V电压

并通过电容C146接AGND；

UA2的3脚分别与二极管D6阳极、二极管D7阴极、电阻R20一端、电阻R26一端、电阻R27一

端、电阻R31一端、电阻R33一端相连，电阻R20另一端依次通过电阻R21、电容C24与电压互感

器二次线圈一端相连，二极管D6阴极接AVCC5V端，二极管D7阳极接AGND端；电阻R26另一端

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9的1脚相连，U9的6脚与U7的47脚相连；

电阻R27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10的1脚相连，U10的6脚与U7的46脚相连；

电阻R31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11的1脚相连，U11的6脚与U7的45脚相连；

电阻R33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12的1脚相连，U12的6脚与U7的44脚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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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2的1脚分别与电阻R17一端、电容C23一端、电阻R29一端相连，电阻R29另一端分别与

UA2的2脚、电阻R32一端相连，电阻R32另一端接2.5V，阻R17另一端分别与UA8的3脚、电容

C33一端相连；电容C23另一端通过电阻R25分别与电阻R24一端、电容C28一端、电容C31一

端、电阻R30一端、UA2的6脚相连，电阻R24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23一端、电容C28另一端、二极

管D8阴极相连，电阻R23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26一端、电阻R22一端相连，电阻R22另一端分别

与电容C30一端、U1的6脚相连，电容C30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26另一端、U1的11脚、电容C31另

一端、电阻R30另一端、二极管D9阳极相连，二极管D9阴极分别与二极管D8阳极、UA2的7脚相

连，UA2的5脚接2.5V电压并通过电容C147接AGND；

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另一端和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另一端接AGND；

UA7的2脚接2.7V电压并通过电容C130分别与AGND、电容C29一端相连，电容C29另一端

接AVCC5V电源，UA7的1脚分别与U21的97脚、U7的97脚相连；电容C21通过电阻R19分别与UA7

的6脚、电阻R28一端相连，电阻R28另一端分别与UA7的7脚、电阻R18一端相连，电阻R18另一

端分别与U21的31脚、电容C22一端相连，电容C22另一端接AGND；UA7的5脚接1.5V电压；

UA8的2脚接2.7V电压并通过电容C152分别与AGND、电容C43一端相连，电容C43另一端

接AVCC5V电源，UA8的1脚分别与U21的98脚、U7的98脚相连；电容C33通过电阻R36分别与UA8

的6脚、电阻R38一端相连，电阻R38另一端分别与UA8的7脚、电阻R37一端相连，电阻R37另一

端分别与U21的32脚、电容C34一端相连，电容C34另一端接AGND；UA8的5脚接1.5V电压；

U1的1脚接U7的71脚，U1的2脚分别与晶振Y1一端、电容C11一端相连，电容C11另一端通

过电容C12分别与晶振Y1另一端U1的3脚相连，U1的4脚接U7的70脚，U1的5脚接U7的29脚，U1

的6脚接U7的29脚，U1的14脚接U7的68脚，U1的13脚接U7的67脚，U1的12脚接U7的66脚，U1的

10脚分别与电阻R134一端、电容C1一端、电容C2一端、电容C3一端、电容C4一端相连，电阻

R134另一端分别与AGND、变阻器R1一端相连，变阻器R1另一端接AVCC5V电源相连，变阻器R1

调节端分别与电容C1另一端、电容C2另一端、电容C3另一端、电容C4另一端、U1的9脚相连；

U7的26脚与U21的78脚相连，U7的25脚与U21的79脚相连；

所述逆变器为功率500W或1000W、输入为直流12伏、输出为交流220伏正弦波的逆变器，

电池为12伏、20-100安时的锂离子电池或铅酸免维护电池，电压调节器为输入220交流、输

出0-250伏的电压功率500W的电压调整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带波形显示功能的互感器变比、极性测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稳

压电路包括REF02芯片U30、LM358芯片UA13、KA34063A芯片U31和PAM2312芯片U32，U30的2脚

通过电阻R110接电池，U30的6脚分别与电阻R111一端、电阻R119一端相连，电阻R119另一端

分别与电阻R122一端、UA13的5脚相连，电阻R122另一端分别与AGND、U30的4脚相连，UA13的

7脚分别与UA13的6脚、电阻R125一端相连，电阻R125另一端通过电容C127接地；电阻R125另

一端为2.5V电压端；电阻R111另一端接UA13的3脚，UA13的1脚通过电阻R114接NPN三极管Q1

的基极，三极管Q1的集电极接U30的2脚，三极管Q1的发射极为VCC5V电源端并分别与UA13的

2脚、电阻R112一端、可变电阻R115一端、电阻R113一端相连，电阻R112另一端为1.5V电压端

并分别与电阻R117一端、电容C119一端相连，电阻R117另一端、电容C119另一端接地；可变

电阻R115调节端为2.7V电压端并通过电容C120接地，可变电阻R115另一端接地；电阻R113

另一端为3V电压端并分别与电阻R118一端、电容C121一端相连，电阻R118另一端、电容C121

另一端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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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1的1脚分别与二极管D27阳极、电感L2一端相连，二极管D27阴极分别与电阻R121一

端、电池相连，电阻R121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126一端、U31的5脚相连，电阻R126另一端接地，

电感L2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120一端、电阻R123一端、U31的6脚、VCC5V电源端相连，电阻R120

另一端接U31的8脚，电阻R123另一端接U31的7脚；

U32的1脚通过电阻R127接VCC5电源端，U32的2脚通过电阻R130分别与电阻R131、U32的

5脚相连，电阻R131另一端分别与电感L4一端、电感L5一端相连，电感L4另一端接U32的3脚，

电感L5另一端为VCC3.3电源端；U32的4脚接VCC5电源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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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波形显示功能的互感器变比、极性测试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试验仪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带波形显示功能

的互感器变比、极性测试仪。

背景技术

[0002] 电流、电压互感器在正式带电运行前的“极性”、“变比”校验工作必不可少、校验结

果的正确性又非常重要。

[0003] 传统的电流互感器(CT)极性试验方法是：采用干电池点极性的方法。

[0004] 如图1：CT一次侧开关K合闸瞬间，CT二次感应电流从K1流出，经电流表流回K2端，

电流从直流电流表的+端流入，从-端流出，直流电流表指针正向偏转，反之断开K的瞬间，电

流表指针反向偏转。说明电流互感器一次线圈的L1端与二次线圈的K1端为同极性端。这种

校验极性的方法，试验环节多、效果不明显、试验结果容易因接线错误或方法不对头而出

错。

[0005] 传统的电流互感器(CT)变比试验方法是：在CT的一次线圈通入大电流i1,再测量

CT二次电流i2，计算出i1与i2的比值就是CT的变比。该方法的缺点是：实验仪器笨重，达到

几十斤、不易携带，试验线粗、重，试验结果的精度差，工作量大。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就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使用方便、测试可靠的带波形显示功能的互

感器变比、极性测试仪。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本发明包括逆变器、电池、电压调节

器和带有波形显示功能的能够测量电压互感器一次加入电压有效值及电压互感器二次电

压输出值的测量表计，其结构要点逆变器的电源输入端与电池相连，逆变器的电源输出端

与电压调节器的电源输入端相连，电压调节器的电源输出端与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相连，

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与测量表计一次线圈测量端相连，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与测量表计二

次线圈测量端相连，测量表计电源端与电池相连。

[0008] 测量表计包括交流输入部分、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整流滤波电路、模数转换

电路、主控部分、稳压电路和显示屏幕，交流输入部分的输入端口分别与测量表计一次线圈

测量端、测量表计二次线圈测量端、增益切换控制部分输出端口相连，交流输入部分的输出

端口分别与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入端口、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的输入端口相连，整流滤

波电路的输出端口与模数转换电路的输入端口相连。

[0009] 主控部分分别与增益切换控制部分的输入端口、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的输出

端口、模数转换电路的输出端口、显示屏幕、稳压电路相连。

[001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本发明所述逆变器为功率500W或1000W、输入为直流12伏、输

出为交流220伏正弦波的逆变器，电池为12伏、20-100安时的锂离子电池或铅酸免维护电

池，电压调节器为输入220交流、输出0-250伏的电压功率500W的电压调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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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另一种优选方案，本发明所述主控部分包括STM32F103VDT6芯片U7和

STM32F103VDT6芯片U21。

[0012] 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包括opa2333芯片UA7和opa2333芯片UA8。

[0013] 模数转换电路包括ad7705芯片U1。

[0014] 交流输入部分包括opa2333芯片UA1和opa2333芯片UA2，UA1的3脚分别与二极管D1

阳极、二极管D2阴极、电阻R4一端、电阻R9一端、电阻R11一端、电阻R14一端、电阻R16一端相

连，电阻R4另一端依次通过电阻R5、电容C5与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一端相连，二极管D1阴极

接AVCC5V端，二极管D2阳极接AGND端；电阻R9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2的1脚相

连，U2的6脚与U7的53脚相连。

[0015] 电阻R11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3的1脚相连，U3的6脚与U7的52脚相

连。

[0016] 电阻R14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4的1脚相连，U4的6脚与U7的51脚相

连。

[0017] 电阻R16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6的1脚相连，U6的6脚与U7的48脚相

连。

[0018] UA1的1脚分别与电阻R2一端、电容C6一端、电阻R12一端相连，电阻R12另一端分别

与UA1的2脚、电阻R15一端相连，电阻R15另一端接2.5V，阻R2另一端分别与UA7的3脚、电容

C21一端相连；电容C6另一端通过R8分别与电阻R7一端、电容C8一端、电容C10一端、电阻R13

一端、UA1的6脚相连，电阻R7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6一端、电容C8另一端、二极管D4阴极相连，

电阻R6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7一端、电阻R3一端相连，电阻R3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9一端、U1的

7脚相连，电容C9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7另一端、U1的8脚、电容C10另一端、电阻R13另一端、二

极管D5阳极相连，二极管D5阴极分别与二极管D4阳极、UA1的7脚相连，UA1的5脚接2.5V电压

并通过电容C146接AGND。

[0019] UA2的3脚分别与二极管D6阳极、二极管D7阴极、电阻R20一端、电阻R26一端、电阻

R27一端、电阻R31一端、电阻R33一端相连，电阻R20另一端依次通过电阻R21、电容C24与电

压互感器二次线圈一端相连，二极管D6阴极接AVCC5V端，二极管D7阳极接AGND端；电阻R26

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9的1脚相连，U9的6脚与U7的47脚相连。

[0020] 电阻R27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10的1脚相连，U10的6脚与U7的46脚相

连。

[0021] 电阻R31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11的1脚相连，U11的6脚与U7的45脚相

连。

[0022] 电阻R33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12的1脚相连，U12的6脚与U7的44脚相

连。

[0023] UA2的1脚分别与电阻R17一端、电容C23一端、电阻R29一端相连，电阻R29另一端分

别与UA2的2脚、电阻R32一端相连，电阻R32另一端接2.5V，阻R17另一端分别与UA8的3脚、电

容C33一端相连；电容C23另一端通过电阻R25分别与电阻R24一端、电容C28一端、电容C31一

端、电阻R30一端、UA2的6脚相连，电阻R24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23一端、电容C28另一端、二极

管D8阴极相连，电阻R23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26一端、电阻R22一端相连，电阻R22另一端分别

与电容C30一端、U1的6脚相连，电容C30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26另一端、U1的11脚、电容C31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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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电阻R30另一端、二极管D9阳极相连，二极管D9阴极分别与二极管D8阳极、UA2的7脚相

连，UA2的5脚接2.5V电压并通过电容C147接AGND。

[0024] 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另一端和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另一端接AGND。

[0025] UA7的2脚接2.7V电压并通过电容C130分别与AGND、电容C29一端相连，电容C29另

一端接AVCC5V电源，UA7的1脚分别与U21的97脚、U7的97脚相连；电容C21通过电阻R19分别

与UA7的6脚、电阻R28一端相连，电阻R28另一端分别与UA7的7脚、电阻R18一端相连，电阻

R18另一端分别与U21的31脚、电容C22一端相连，电容C22另一端接AGND；UA7的5脚接1.5V电

压。

[0026] UA8的2脚接2.7V电压并通过电容C152分别与AGND、电容C43一端相连，电容C43另

一端接AVCC5V电源，UA8的1脚分别与U21的98脚、U7的98脚相连；电容C33通过电阻R36分别

与UA8的6脚、电阻R38一端相连，电阻R38另一端分别与UA8的7脚、电阻R37一端相连，电阻

R37另一端分别与U21的32脚、电容C34一端相连，电容C34另一端接AGND；UA8的5脚接1.5V电

压。

[0027] U1的1脚接U7的71脚，U1的2脚分别与晶振Y1一端、电容C11一端相连，电容C11另一

端通过电容C12分别与晶振Y1另一端U1的3脚相连，U1的4脚接U7的70脚，U1的5脚接U7的29

脚，U1的6脚接U7的29脚，U1的14脚接U7的68脚，U1的13脚接U7的67脚，U1的12脚接U7的66

脚，U1的10脚分别与电阻R134一端、电容C1一端、电容C2一端、电容C3一端、电容C4一端相

连，电阻R134另一端分别与AGND、变阻器R1一端相连，变阻器R1另一端接AVCC5V电源相连，

变阻器R1调节端分别与电容C1另一端、电容C2另一端、电容C3另一端、电容C4另一端、U1的9

脚相连。

[0028] U7的26脚与U21的78脚相连，U7的25脚与U21的79脚相连。

[0029] 另外，本发明所述稳压电路包括REF02芯片U30、LM358芯片UA13、KA34063A芯片U31

和PAM2312芯片U32，U30的2脚通过电阻R110接电池，U30的6脚分别与电阻R111一端、电阻

R119一端相连，电阻R119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122一端、UA13的5脚相连，电阻R122另一端分

别与AGND、U30的4脚相连，UA13的7脚分别与UA13的6脚、电阻R125一端相连，电阻R125另一

端通过电容C127接地；电阻R125另一端为2.5V电压端；电阻R111另一端接UA13的3脚，UA13

的1脚通过电阻R114接NPN三极管Q1的基极，三极管Q1的集电极接U30的2脚，三极管Q1的发

射极为VCC5V电源端并分别与UA13的2脚、电阻R112一端、可变电阻R115一端、电阻R113一端

相连，电阻R112另一端为1.5V电压端并分别与电阻R117一端、电容C119一端相连，电阻R117

另一端、电容C119另一端接地；可变电阻R115调节端为2.7V电压端并通过电容C120接地，可

变电阻R115另一端接地；电阻R113另一端为3V电压端并分别与电阻R118一端、电容C121一

端相连，电阻R118另一端、电容C121另一端接地。

[0030] U31的1脚分别与二极管D27阳极、电感L2一端相连，二极管D27阴极分别与电阻

R121一端、电池相连，电阻R121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126一端、U31的5脚相连，电阻R126另一

端接地，电感L2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120一端、电阻R123一端、U31的6脚、VCC5V电源端相连，

电阻R120另一端接U31的8脚，电阻R123另一端接U31的7脚。

[0031] U32的1脚通过电阻R127接VCC5电源端，U32的2脚通过电阻R130分别与电阻R131、

U32的5脚相连，电阻R131另一端分别与电感L4一端、电感L5一端相连，电感L4另一端接U32

的3脚，电感L5另一端为VCC3.3电源端；U32的4脚接VCC5电源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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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33] 本发明将试验仪和测量表计综合在一起，生产出一个轻便试验仪、能够一次性完

成CT变比、极性的测试。

[0034] 本发明测试仪具备波形显示功能、及正弦波有效值测试功能，且对大小电压均具

有高精度的测试效果。

[0035] 本发明改用变压比的方式进行变比测试；用波形显示功能进行极性测试。并将两

步测试合并成一步测试；将测试仪与测试表计合二为一，成为一个综合测试仪。

[0036] 和传统的、目前广泛使用的互感器变比极性测试方法不同，本发明专利利用带波

形显示功能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变比、极性测试仪将变比、极性测试的两项工作合并

为一项来完成。

[0037] 本发明利用加小电压对大变比的电压互感器进行变比、极性的校验。

[0038] 本发明可用电压比的方法代替电流比的方法对电流互感器进行变比校验，利用波

形显示、比较的方法进行电流互感器极性校验。

附图说明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保护范围不仅局限

于以下内容的表述。

[0040] 图1电流互感器极性校验传统试验方法试验接线图。

[0041] 图2互感器A与C为同极性端时，一二次线圈的电压波形。

[0042] 图3互感器A与C为反极性端时，一二次线圈的电压波形。

[0043] 图4是本发明结构框图。

[0044] 图5是本发明交流输入部分电路和整流滤波电路原理图。

[0045] 图6是本发明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图。

[0046] 图7是图5中整流滤波电路图。

[0047] 图8、图9是本发明模数转换电路图。

[0048] 图10是本发明主控部分电路原理图。

[0049] 图11-14是图10由上至下分解放大图。

[0050] 图15-17是本发明稳压电路原理图。

[0051] 图18是图5中交流输入部分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如图所示，本发明包括逆变器、电池、电压调节器和带有波形显示功能的能够测量

电压互感器一次加入电压有效值及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输出值的测量表计，逆变器的电源

输入端与电池相连，逆变器的电源输出端与电压调节器的电源输入端相连，电压调节器的

电源输出端与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相连，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与测量表计一次线圈测量端

相连，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与测量表计二次线圈测量端相连，测量表计电源端与电池相连。

[0053] 测量表计包括交流输入部分、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整流滤波电路、模数转换

电路、主控部分、稳压电路和显示屏幕，交流输入部分的输入端口分别与测量表计一次线圈

测量端、测量表计二次线圈测量端、增益切换控制部分输出端口相连，交流输入部分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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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分别与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入端口、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的输入端口相连，整流滤

波电路的输出端口与模数转换电路的输入端口相连。

[0054] 主控部分分别与增益切换控制部分的输入端口、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的输出

端口、模数转换电路的输出端口、显示屏幕、稳压电路相连。

[0055] 所述逆变器为功率500W或1000W、输入为直流12伏、输出为交流220伏正弦波的逆

变器，电池为12伏、20-100安时的锂离子电池或铅酸免维护电池，电压调节器为输入220交

流、输出0-250伏的电压功率500W的电压调整器。

[0056] 所述主控部分包括STM32F103VDT6芯片U7和STM32F103VDT6芯片U21。

[0057] 波形输出及相位检测电路包括opa2333芯片UA7和opa2333芯片UA8。

[0058] 模数转换电路包括ad7705芯片U1。

[0059] 交流输入部分包括opa2333芯片UA1和opa2333芯片UA2，UA1的3脚分别与二极管D1

阳极、二极管D2阴极、电阻R4一端、电阻R9一端、电阻R11一端、电阻R14一端、电阻R16一端相

连，电阻R4另一端依次通过电阻R5、电容C5与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一端（图4中电压互感器

的A端）相连，二极管D1阴极接AVCC5V端，二极管D2阳极接AGND端；电阻R9另一端与

SN74LVC1G3157DCKR芯片U2的1脚相连，U2的6脚与U7的53脚相连。

[0060] 电阻R11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3的1脚相连，U3的6脚与U7的52脚相

连。

[0061] 电阻R14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4的1脚相连，U4的6脚与U7的51脚相

连。

[0062] 电阻R16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6的1脚相连，U6的6脚与U7的48脚相

连。

[0063] UA1的1脚分别与电阻R2一端、电容C6一端、电阻R12一端相连，电阻R12另一端分别

与UA1的2脚、电阻R15一端相连，电阻R15另一端接2.5V，阻R2另一端分别与UA7的3脚、电容

C21一端相连；电容C6另一端通过R8分别与电阻R7一端、电容C8一端、电容C10一端、电阻R13

一端、UA1的6脚相连，电阻R7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6一端、电容C8另一端、二极管D4阴极相连，

电阻R6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7一端、电阻R3一端相连，电阻R3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9一端、U1的

7脚相连，电容C9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7另一端、U1的8脚、电容C10另一端、电阻R13另一端、二

极管D5阳极相连，二极管D5阴极分别与二极管D4阳极、UA1的7脚相连，UA1的5脚接2.5V电压

并通过电容C146接AGND。

[0064] UA2的3脚分别与二极管D6阳极、二极管D7阴极、电阻R20一端、电阻R26一端、电阻

R27一端、电阻R31一端、电阻R33一端相连，电阻R20另一端依次通过电阻R21、电容C24与电

压互感器二次线圈一端（图4中电压互感器的B端）相连，二极管D6阴极接AVCC5V端，二极管

D7阳极接AGND端；电阻R26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9的1脚相连，U9的6脚与U7的

47脚相连。

[0065] 电阻R27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10的1脚相连，U10的6脚与U7的46脚相

连。

[0066] 电阻R31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11的1脚相连，U11的6脚与U7的45脚相

连。

[0067] 电阻R33另一端与SN74LVC1G3157DCKR芯片U12的1脚相连，U12的6脚与U7的44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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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0068] UA2的1脚分别与电阻R17一端、电容C23一端、电阻R29一端相连，电阻R29另一端分

别与UA2的2脚、电阻R32一端相连，电阻R32另一端接2.5V，阻R17另一端分别与UA8的3脚、电

容C33一端相连；电容C23另一端通过电阻R25分别与电阻R24一端、电容C28一端、电容C31一

端、电阻R30一端、UA2的6脚相连，电阻R24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23一端、电容C28另一端、二极

管D8阴极相连，电阻R23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26一端、电阻R22一端相连，电阻R22另一端分别

与电容C30一端、U1的6脚相连，电容C30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26另一端、U1的11脚、电容C31另

一端、电阻R30另一端、二极管D9阳极相连，二极管D9阴极分别与二极管D8阳极、UA2的7脚相

连，UA2的5脚接2.5V电压并通过电容C147接AGND。

[0069] 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另一端和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另一端接AGND。

[0070] UA7的2脚接2.7V电压并通过电容C130分别与AGND、电容C29一端相连，电容C29另

一端接AVCC5V电源，UA7的1脚分别与U21的97脚、U7的97脚相连；电容C21通过电阻R19分别

与UA7的6脚、电阻R28一端相连，电阻R28另一端分别与UA7的7脚、电阻R18一端相连，电阻

R18另一端分别与U21的31脚、电容C22一端相连，电容C22另一端接AGND；UA7的5脚接1.5V电

压。

[0071] UA8的2脚接2.7V电压并通过电容C152分别与AGND、电容C43一端相连，电容C43另

一端接AVCC5V电源，UA8的1脚分别与U21的98脚、U7的98脚相连；电容C33通过电阻R36分别

与UA8的6脚、电阻R38一端相连，电阻R38另一端分别与UA8的7脚、电阻R37一端相连，电阻

R37另一端分别与U21的32脚、电容C34一端相连，电容C34另一端接AGND；UA8的5脚接1.5V电

压。

[0072] U1的1脚接U7的71脚，U1的2脚分别与晶振Y1一端、电容C11一端相连，电容C11另一

端通过电容C12分别与晶振Y1另一端U1的3脚相连，U1的4脚接U7的70脚，U1的5脚接U7的29

脚，U1的6脚接U7的29脚，U1的14脚接U7的68脚，U1的13脚接U7的67脚，U1的12脚接U7的66

脚，U1的10脚分别与电阻R134一端、电容C1一端、电容C2一端、电容C3一端、电容C4一端相

连，电阻R134另一端分别与AGND、变阻器R1一端相连，变阻器R1另一端接AVCC5V电源相连，

变阻器R1调节端分别与电容C1另一端、电容C2另一端、电容C3另一端、电容C4另一端、U1的9

脚相连。

[0073] U7的26脚与U21的78脚相连，U7的25脚与U21的79脚相连。

[0074] 本发明电压采集是通过整流滤波之后经过高精度ad采集，既有波形显示，同时兼

有万用表的精度。

[0075] 所述稳压电路包括REF02芯片U30、LM358芯片UA13、KA34063A芯片U31和PAM2312芯

片U32，U30的2脚通过电阻R110接电池，U30的6脚分别与电阻R111一端、电阻R119一端相连，

电阻R119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122一端、UA13的5脚相连，电阻R122另一端分别与AGND、U30的

4脚相连，UA13的7脚分别与UA13的6脚、电阻R125一端相连，电阻R125另一端通过电容C127

接地；电阻R125另一端为2.5V电压端；电阻R111另一端接UA13的3脚，UA13的1脚通过电阻

R114接NPN三极管Q1的基极，三极管Q1的集电极接U30的2脚，三极管Q1的发射极为VCC5V电

源端并分别与UA13的2脚、电阻R112一端、可变电阻R115一端、电阻R113一端相连，电阻R112

另一端为1.5V电压端并分别与电阻R117一端、电容C119一端相连，电阻R117另一端、电容

C119另一端接地；可变电阻R115调节端为2.7V电压端并通过电容C120接地，可变电阻R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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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接地；电阻R113另一端为3V电压端并分别与电阻R118一端、电容C121一端相连，电阻

R118另一端、电容C121另一端接地。

[0076] U31的1脚分别与二极管D27阳极、电感L2一端相连，二极管D27阴极分别与电阻

R121一端、电池相连，电阻R121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126一端、U31的5脚相连，电阻R126另一

端接地，电感L2另一端分别与电阻R120一端、电阻R123一端、U31的6脚、VCC5V电源端相连，

电阻R120另一端接U31的8脚，电阻R123另一端接U31的7脚。

[0077] U32的1脚通过电阻R127接VCC5电源端，U32的2脚通过电阻R130分别与电阻R131、

U32的5脚相连，电阻R131另一端分别与电感L4一端、电感L5一端相连，电感L4另一端接U32

的3脚，电感L5另一端为VCC3.3电源端；U32的4脚接VCC5电源端。

[0078] 图18的交流输入部分，采用电阻分压方式实现电压增益自动控制，输入电压分成

0-200mV、200mV-2V、2V-20V、20V-200V、200V-500V五个档位。D1、D2防止超压损坏运算放大

器。高精密运放实现以2.5V为中心线的最大波峰不超过5V的正弦波输出。档位调整是通过

处理器控制R9,R11,R14,R16，分别接2.5v实现的输入信号对2.5v分压产生5个挡位。

[0079] 如图6为正弦波整形输出电路和相位检测电路，波形通过C21输入到压限运放UA7B

中，输出以1.5V为中心0-3V区间波动的正弦波输出到中央处理器内部高速ADC。UA7A运放工

作在比较器模式下，当电压大于2.7V输出时，运放输出高电平触发处理器实现相位检测。

INT1、INT2为过零触发端。

[0080] 如图7，高精度电压采集电路采用差分电压输出（V1+、V1-）形式，波形通过C6输入

到UA1B中进行平均值整流滤波。

[0081] 如图8，高精度模数转换电路采用16位AD7705转换芯片实现高精度电压采集，电压

采集精度4位半。

[0082] 本发明利用锂离子电池提供的12伏直流，接入到逆变器的A/B输入端，经过逆变器

的转换，从C/D端输出频率为50HZ的交流正弦波电源。该电源作为电压互感器变比、极性测

试用的工作电源，以代替普通的墙壁电源，电源与试验仪表一体化设计，省力的同时减少试

验接线的数量级重量。

[0083] 本发明将逆变器产生的50HZ交流正弦波电源，接入电压调整器的输入端A/B，通过

电压调整器内部的空开K及隔离变压器，经端子C/D输出0-250伏的测试电压互感器变比极

性所需的工作电压。

[0084] 再将上述电压调整器输出的C/D电压同时加入到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线圈A/B及带

波形显示功能的测试表计的A/B端；另外再把电压互感器（或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端子C/D

接入带波形显示功能的测量表计的C/D端。

[0085] 测量表计的A/B端读取的交流电压U1及C/D端电压U2之比U2/U1即为变比大小。

[0086] 显示出的U1电压波形如果与U2电压波形相同,如图2，则电压互感器或电流互感器

的A与C端子为同极性端(同时B与D为同极性端）。

[0087] 显示出的U1电压波形如果U1与U2电压波形相反，如图3，则电压互感器或电流互感

器的A与C端子为反极性端(同时B与D为反极性端）。

[0088] 如此便一次性完成了互感器变比与极性的测试。

[0089] 可以理解的是，以上关于本发明的具体描述，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受限于本

发明实施例所描述的技术方案，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仍然可以对本发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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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等同替换，以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只要满足使用需要，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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