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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

次谐波发生器，包括信号发生器、变压器T1、输入

级电路、电容C1、电容C2、电阻R1、电阻R2、电阻

R3、电阻R4、电阻R5、电阻R411、放大器A6、电压放

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变压器T2、变压器T3、电

流互感器TA1、电压互感器TV1、开关S1、整流反馈

电路、比较电路、光电隔离单元、三极管Q1和稳压

二极管D1。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所需的谐波信

号，对谐波信号进行频率均衡放大，确保各次谐

波放大输出后的幅值一致；通过整流反馈电路引

入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实现信号快速和准确调

节，可用于智能电能表高次谐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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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包括：信号发生器、变压器T1、输入级电路、

电容C1、电容C2、电阻R1、电阻R2、电阻R3、电阻R4、电阻R5、电阻R411、放大器A6、电压放大电

路、功率放大电路、变压器T2、变压器T3、电流互感器TA1、电压互感器TV1、开关S1、整流反馈

电路、比较电路、光电隔离单元、三极管Q1和稳压二极管D1；其特征是：信号发生器的AC端口

输出谐波信号并与变压器T1的一次侧连接，变压器T1的二次侧与输入级电路的输入端连

接；输入级电路的输出端经电容C2和电阻R2与放大器A6反相端连接；电阻R411的两端分别

与放大器A6的反向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6的同向端接地；放大器A6的输出端连接到电

压放大器电路，电压放大器电路的输出端与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入端连接；功率放大电路的

输出端与变压器T2一次侧绕组的一端连接，变压器T2一次侧绕组的另一端经电阻R4接地，

同时经电阻R3与放大器A6的反相端连接；变压器T2的二次侧电压为电压输出信号Vout；变压

器T3将变压器T2的二次侧输出电流转变为电流输出信号Iout；电压互感器TV1监测电压输出

信号Vout；电流互感器TA1监测电流输出信号Iout；电压互感器TV1的二次侧和电流互感器TA1

的二次侧可与开关S1连接，开关S1另一端与整流反馈电路输入端连接；整流反馈电路的一

个输出端与比较电路的输入端连接；信号发生器的DCref端输出参考信号并与比较电路的

另一个输入端连接；整流反馈电路的另一个输出端经电容C1和电阻R1与放大器A6反相端连

接；信号发生器的BJ端输入报警信号并与光电隔离单元的输出端连接，光电隔离单元的输

入端与三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光电隔离单元的供电电源为+U；三极管Q1的发射级接地；三

极管Q1的基极和稳压二极管D1的阳极连接，稳压二极管D1的阴极和比较电路的输出端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其特征是：所述输入

级电路包括：放大器A4、乘法器、放大器A5、电阻R11、电阻R12、电阻R13、电阻R14、电阻R15、

电阻R16、电阻R17、电容C11、电容C12和电容C13；电阻R11的一端连接到变压器T1的二次侧

绕组，另一端连接到放大器A4的反相端；电阻R12与电容C11并联，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4的反

相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4的同相端接地，放大器A4的输出端经电阻R13与乘法器的一个

输入端连接，乘法器的另一个输入端连接到比较电路的输出端，乘法器的输出端经电阻R14

与放大器A5的同相端连接；放大器A5的同相端经电阻R15接地；电阻R16与电容C12并联，一

端接地，另一端连接到放大器A5的反相端；电阻R17与电容C13并联，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5的

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5的输出端与电容C2的一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其特征是：所述比较

电路包括：放大器A1、放大器A3、电阻R21、电阻R22、电阻R23、电阻R24、电阻R25、电阻R26、二

极管D21和二极管D22；电阻R21一端与信号发生器DCref端连接，另一端与放大器A1的反相

端连接；放大器的同相端接地；电阻R22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1的反相输入端和放大器A1的输

出端相连；放大器A1的输出经电阻R24和放大器A3的同相端连接；电阻R23的一端与整流反

馈电路的一个输出端连接，另一端与放大器A3的反相端连接；电阻R25与二极管D21并联，二

极管D21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放大器A3的反相端和输出端相连；二极管D22的阳极与放大器

A3的输出端相连，电阻R26的一端与二极管D22的阴极相连，另一端接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其特征是：所述整流

反馈电路包括：放大器A31、放大器A32、放大器A33、放大器A2、电阻R311、电阻R312、电阻

R313、电阻R314、电阻R315、电阻R316、电阻R317、电阻R318、电阻R319、电阻R320、电阻R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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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R322、电阻R323、电阻R324、电容C31、电容C32、二极管D31、二极管D32、二极管D33、二级

管D34、三极管Q31和三极管Q32；放大器A31的反相端与开关S1的一端连接，放大器A31的同

相端接地；电阻R311的一端与放大器A31的反相端连接；放大器A2的反相端经电阻R321与电

阻R311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311的另一端与电阻R315的一端连接；放大器A2的同相端接地；

电阻R322的两端分别与放大器A2的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电阻R312的二端分别与三极管

Q31的集电极和基极连接；三极管Q31的集电极与电源+U连接；二极管D31的阳极和阴极分别

与三极管Q31的基极和放大器A31的输出端连接；三极管Q31的发射极经电阻R314与电阻

R315的一端连接，电阻R315的另一端与三极管Q32的发射极连接；二极管D32的阳极和阴极

分别与二极管D31的阴极和三极管Q32的基极连接；三极管Q32的集电极与电源端-U连接；电

阻R313的二端分别与三极管Q32的基极和集电极连接；电阻R324和电容C32并联，一端经电

阻R323与放大器A33的输出端连接，另一端接地；电容C31和电阻R320并联，二端分别与放大

器A33的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33的同相端接地；放大器A33的反相端经电阻R319与

二极管D34的阳极连接，二极管D34的阴极与放大器A32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317的二端分别

与二极管D34的阳极和放大器A32的反相端连接；二极管D33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放大器A32

的输出端和反相端连接；放大器A32的反相端经电阻R316与电阻R315的一端连接；电阻R318

的二端分别与电阻R315的一端和放大器A33的反相端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其特征是：信号发生

器AC端产生的高次谐波信号，经变压器T1后输入到输入级电路；放大器A4反相放大后，作为

乘法器的一路输入；乘法器另一输入端信号是比较电路输出的直流反馈信号，通过直流反

馈信号调节乘法器输出信号；乘法器输出的信号由放大器A5进行频率均衡放大，通过调节

电容值的大小，调整信号在不同频率点增益大小。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其特征是：整流反馈

电路将电压互感器TV1或电流互感器TA1采集的信号整流，作为比较电路的一路输入，与经

放大器A1反相放大后的信号发生器DCref端输出的直流参考信号比较：比直流参考信号偏

小时，二极管D21反向截止，放大器A3工作在放大状态，输出信号增大；比直流参考信号偏大

时，二极管D21导通，放大器A3变成射随器电路，使输出信号减小。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其特征是：整流反馈

电路将电压互感器TV1或电流互感器TA1采集的输出端信号，反馈到前级电路中；从放大器

A2输出交流反馈信号，经电容C1及电阻R1输入给放大器A6的同向端，实现交流反馈调节；放

大器A31与三极管Q31及三极管Q32够成乙类放大电路，当放大器A31反向输入端信号处于正

半周时，三极管Q31截止，三极管Q32工作；当放大器A31反向输入端信号处于负半周时，三极

管Q31工作，三极管Q32截止；放大器A32与放大器A33构成精密整流电路，将交流信号整流滤

波为直流信号并输入给比较电路，实现直流反馈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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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电能计量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

波发生器。

技术背景

[0002] 各类非线性用电设备、变压器和各类铁心电抗器都是电网中的谐波源。随着各类

谐波源容量的增长，谐波对电能计量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我国的电能表标准GB/

T17215规定了电能表谐波影响量试验的方法和要求，但是所提出的谐波测试波形并不能完

全反映电能表实际的现场运行工况。

[0003]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制定的R46电能表国际建议和欧洲的电能表标准EN50470，增加

了高次谐波、方波和尖顶波对电能表误差影响的试验。高次谐波影响量试验要求非同步试

验信号的电压值为0.02Unom，电流值为0.1Itr，并将从15fnom到40fnom扫频的非同步试验

信号先叠加到电压电路，再叠加到电流电路，测量相对于正弦条件下固有误差的误差偏移；

方波和尖顶波影响量试验则规定了测试信号的1、3、5、7、11和13次电压及电流的幅值及相

位。

[0004] 现有的谐波发生器，其内置放大器在不同频率信号下的放大特性有所不同，加上

电源本身缺少监控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的闭环控制，使得各次谐波的幅值不能达到设定

值。试验时，测试信号波形会发生畸变，影响了电能表谐波影响量试验的测试结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

谐波发生器，能产生满足R46国际建议的各类电压及电流谐波波形，为电能表各类谐波影响

量试验提供测试信号。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包括：信号发生器、变压器T1、输入级电

路、电容C1、电容C2、电阻R1、电阻R2、电阻R3、电阻R4、电阻R5、电阻R411、放大器A6、电压放

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变压器T2、变压器T3、电流互感器TA1、电压互感器TV1、开关S1、整流

反馈电路、比较电路、光电隔离单元、三极管Q1和稳压二极管D1。

[0008] 信号发生器的AC端口输出谐波信号并与变压器T1的一次侧连接，变压器T1的二次

侧与输入级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输入级电路的输出端经电容C2和电阻R2与放大器A6反相端

连接；电阻R411的两端分别与放大器A6的反向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6的同向端接地；放

大器A6的输出端连接到电压放大器电路，电压放大器电路的输出端与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入

端连接；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出端与变压器T2一次侧绕组的一端连接，变压器T2一次侧绕组

的另一端经电阻R4接地，同时经电阻R3与放大器A6的反相端连接；变压器T2的二次侧电压

为电压输出信号Vout；变压器T3将变压器T2的二次侧输出电流转变为电流输出信号Iout；电

压互感器TV1监测电压输出信号Vout；电流互感器TA1监测电流输出信号Iout；电压互感器T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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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次侧和电流互感器TA1的二次侧可与开关S1连接，开关S1另一端与整流反馈电路输入

端连接；整流反馈电路的一个输出端与比较电路的输入端连接；信号发生器的DCref端输出

参考信号并与比较电路的另一个输入端连接；整流反馈电路的另一个输出端经电容C1和电

阻R1与放大器A6反相端连接；信号发生器的BJ端输入报警信号并与光电隔离单元的输出端

连接，光电隔离单元的输入端与三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光电隔离单元的供电电源为+U；三

极管Q1的发射级接地；三极管Q1的基极和稳压二极管D1的阳极连接，稳压二极管D1的阴极

和比较电路的输出端连接。

[0009] 进一步优选，所述的输入级电路，包括：放大器A4、乘法器、放大器A5、电阻R11、电

阻R12、电阻R13、电阻R14、电阻R15、电阻R16、电阻R17、电容C11、电容C12和电容C13。电阻

R11的一端连接到变压器T1的二次侧绕组，另一端连接到放大器A4的反相端；电阻R12与电

容C11并联，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4的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4的同相端接地，放大器

A4的输出端经电阻R13与乘法器的一个输入端连接，乘法器的另一个输入端连接到比较电

路的输出端，乘法器的输出端经电阻R14与放大器A5的同相端连接；放大器A5的同相端经电

阻R15接地；电阻R16与电容C12并联，一端接地，另一端连接到放大器A5的反相端；电阻R17

与电容C13并联，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5的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5的输出端与电容C2

的一端连接。

[0010] 进一步优选，所述的比较电路，包括：放大器A1、放大器A3、电阻R21、电阻R22、电阻

R23、电阻R24、电阻R25、电阻R26、二极管D21和二极管D22。电阻R21一端与信号发生器DCref

端连接，另一端与放大器A1的反相端连接；放大器的同相端接地；电阻R22二端分别与放大

器A1的反相输入端和放大器A1的输出端相连；放大器A1的输出经电阻R24和放大器A3的同

相端连接；电阻R23的一端与整流反馈电路的一个输出端连接，另一端与放大器A3的反相端

连接；电阻R25与二极管D21并联，二极管D21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放大器A3的反相端和输出

端相连；二极管D22的阳极与放大器A3的输出端相连，电阻R26的一端与二极管D22的阴极相

连，另一端接地。

[0011] 进一步优选，所述的整流反馈电路，包括：放大器A31、放大器A32、放大器A33、放大

器A2、电阻R311、电阻R312、电阻R313、电阻R314、电阻R315、电阻R316、电阻R317、电阻R318、

电阻R319、电阻R320、电阻R321、电阻R322、电阻R323、电阻R324、电容C31、电容C32、二极管

D31、二极管D32、二极管D33、二级管D34、三极管Q31和三极管Q32。放大器A31的反相端与开

关S1的一端连接，放大器A31的同相端接地；电阻R311的一端与放大器A31的反相端连接；放

大器A2的反相端经电阻R321与电阻R311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311的另一端与电阻R315的一

端连接；放大器A2的同相端接地；电阻R322的两端分别与放大器A2的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

电阻R312的二端分别与三极管Q31的集电极和基极连接；三极管Q31的集电极与电源+U连

接；二极管D31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三极管Q31的基极和放大器A31的输出端连接；三极管

Q31的发射极经电阻R314与电阻R315的一端连接，电阻R315的另一端与三极管Q32的发射极

连接；二极管D32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二极管D31的阴极和三极管Q32的基极连接；三极管

Q32的集电极与电源端-U连接；电阻R313的二端分别与三极管Q32的基极和集电极连接；电

阻R324和电容C32并联，一端经电阻R323与放大器A33的输出端连接，另一端接地；电容C31

和电阻R320并联，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33的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33的同相端接地；

放大器A33的反相端经电阻R319与二极管D34的阳极连接，二极管D34的阴极与放大器A3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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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端连接；电阻R317的二端分别与二极管D34的阳极和放大器A32的反相端连接；二极管

D33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放大器A32的输出端和反相端连接；放大器A32的反相端经电阻

R316与电阻R315的一端连接；电阻R318的二端分别与电阻R315的一端和放大器A33的反相

端连接。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

高次谐波发生器，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所需的谐波信号，对谐波信号进行频率均衡放大，确

保各次谐波放大输出后的幅值一致；通过整流反馈电路引入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实现信

号快速和准确调节，可用于智能电能表高次谐波试验。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原理框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的输入级电路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的比较电路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的整流反馈电路示意图。

[0017] 图1-图4中，1、2、3、4、5、6、7、8、9、10、11表示接线线路，用于辅助本领域技术人员

结合电路图更好的理解电子元件的接线方式，更容易的实施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案

[0018]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原理框图，用于智能电能表检测的高次谐波发生器，包括：信号发

生器、变压器T1、输入级电路、电容C1、电容C2、电阻R1、电阻R2、电阻R3、电阻R4、电阻R5、电

阻R411、放大器A6、电压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变压器T2、变压器T3、电流互感器TA1、电

压互感器TV1、开关S1、整流反馈电路、比较电路、光电隔离单元、三极管Q1和稳压二极管D1。

信号发生器的AC端口输出高次谐波信号并经变压器T1与输入级电路的输入端连接；输入级

电路的输出端经电容C2和电阻R2与放大器A6反相端连接；电阻R411的两端分别与放大器A6

的反向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6的同向端接地；电压放大电路将放大器A6的输出信号电

压放大，再经率放大电路的进行功率放大，经变压器T2电压变换，其二次侧电压为电压输出

信号Vout；变压器T3将变压器T2的二次侧输出电流转变为电流输出信号Iout；电压互感器TV1

监测电压输出信号Vout；电流互感器TA1监测电流输出信号Iout；当输出电压信号Vout时，开关

S1与电压互感器TV1的二次侧连接；当输出电流信号Iout时，开关S1与电流互感器TA1的二次

侧连接。

[0020] 开关S1另一端与整流反馈电路输入端连接，整流反馈电路的一个输出端与比较电

路的输入端连接；信号发生器的DCref端输出参考信号并与比较电路的另一个输入端连接，

构成直流反馈；整流反馈电路的另一个输出端经电容C1和电阻R1与放大器A6反相端连接，

构成交流反馈。

[0021] 信号发生器的BJ端输入报警信号并与光电隔离单元的输出端连接，光电隔离单元

的输入端与三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光电隔离单元的供电电源为+U；三极管Q1的发射级接

地；三极管Q1的基极和稳压二极管D1的阳极连接，稳压二极管D1的阴极和比较电路的输出

端连接，当输出的电压信号Vout或电流信号Iout与参考值相差太大时，装置会自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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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2是本发明的输入级电路示意图，所述输入级电路包括：放大器A4、乘法器、放大

器A5、电阻R11、电阻R12、电阻R13、电阻R14、电阻R15、电阻R16、电阻R17、电容C11、电容C12

和电容C13；电阻R11的一端连接到变压器T1的二次侧绕组，另一端连接到放大器A4的反相

端；电阻R12与电容C11并联，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4的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4的同相

端接地，放大器A4的输出端经电阻R13与乘法器的一个输入端连接，乘法器的另一个输入端

连接到比较电路的输出端，乘法器的输出端经电阻R14与放大器A5的同相端连接；放大器A5

的同相端经电阻R15接地；电阻R16与电容C12并联，一端接地，另一端连接到放大器A5的反

相端；电阻R17与电容C13并联，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5的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A5的输

出端与电容C2的一端连接。

[0023] 信号发生器AC端产生的高次谐波信号，经变压器T1后输入到输入级电路；放大器

A4反相放大后，作为乘法器的一路输入；乘法器另一输入端信号是比较电路输出的直流反

馈信号，通过直流反馈信号调节乘法器输出信号；乘法器输出的信号由放大器A5进行频率

均衡放大，通过调节电容值的大小，调整信号在不同频率点增益大小。

[0024] 图3是本发明的比较电路示意图，所述比较电路包括：放大器A1、放大器A3、电阻

R21、电阻R22、电阻R23、电阻R24、电阻R25、电阻R26、二极管D21和二极管D22；电阻R21一端

与信号发生器DCref端连接，另一端与放大器A1的反相端连接；放大器的同相端接地；电阻

R22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1的反相输入端和放大器A1的输出端相连；放大器A1的输出经电阻

R24和放大器A3的同相端连接；电阻R23的一端与整流反馈电路的一个输出端连接，另一端

与放大器A3的反相端连接；电阻R25与二极管D21并联，二极管D21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放大

器A3的反相端和输出端相连；二极管D22的阳极与放大器A3的输出端相连，电阻R26的一端

与二极管D22的阴极相连，另一端接地。

[0025] 整流反馈电路将电压互感器TV1或电流互感器TA1采集的信号整流，作为比较电路

的一路输入，与经放大器A1反相放大后的信号发生器DCref端输出的直流参考信号比较：比

直流参考信号偏小时，二极管D21反向截止，放大器A3工作在放大状态，输出信号增大；比直

流参考信号偏大时，二极管D21导通，放大器A3变成射随器电路，使输出信号减小。

[0026] 图4是本发明的整流反馈电路示意图，所述整流反馈电路包括：放大器A31、放大器

A32、放大器A33、放大器A2、电阻R311、电阻R312、电阻R313、电阻R314、电阻R315、电阻R316、

电阻R317、电阻R318、电阻R319、电阻R320、电阻R321、电阻R322、电阻R323、电阻R324、电容

C31、电容C32、二极管D31、二极管D32、二极管D33、二级管D34、三极管Q31和三极管Q32；放大

器A31的反相端与开关S1的一端连接，放大器A31的同相端接地；电阻R311的一端与放大器

A31的反相端连接；放大器A2的反相端经电阻R321与电阻R311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311的另

一端与电阻R315的一端连接；放大器A2的同相端接地；电阻R322的两端分别与放大器A2的

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电阻R312的二端分别与三极管Q31的集电极和基极连接；三极管Q31

的集电极与电源+U连接；二极管D31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三极管Q31的基极和放大器A31的

输出端连接；三极管Q31的发射极经电阻R314与电阻R315的一端连接，电阻R315的另一端与

三极管Q32的发射极连接；二极管D32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二极管D31的阴极和三极管Q32的

基极连接；三极管Q32的集电极与电源端-U连接；电阻R313的二端分别与三极管Q32的基极

和集电极连接；电阻R324和电容C32并联，一端经电阻R323与放大器A33的输出端连接，另一

端接地；电容C31和电阻R320并联，二端分别与放大器A33的反相端和输出端连接；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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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的同相端接地；放大器A33的反相端经电阻R319与二极管D34的阳极连接，二极管D34的

阴极与放大器A32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317的二端分别与二极管D34的阳极和放大器A32的

反相端连接；二极管D33的阳极和阴极分别与放大器A32的输出端和反相端连接；放大器A32

的反相端经电阻R316与电阻R315的一端连接；电阻R318的二端分别与电阻R315的一端和放

大器A33的反相端连接。

[0027] 整流反馈电路将电压互感器TV1或电流互感器TA1采集的输出端信号，反馈到前级

电路中；从放大器A2输出交流反馈信号，经电容C1及电阻R1输入给放大器A6的同向端，实现

交流反馈调节；放大器A31与三极管Q31及三极管Q32够成乙类放大电路，当放大器A31反向

输入端信号处于正半周时，三极管Q31截止，三极管Q32工作；当放大器A31反向输入端信号

处于负半周时，三极管Q31工作，三极管Q32截止；放大器A32与放大器A33构成精密整流电

路，将交流信号整流滤波为直流信号并输入给比较电路，实现直流反馈调节。

[0028] 本发明中涉及的未说明部分与现有技术相同或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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