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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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93262.6

(22)申请日 2018.11.01

(71)申请人 北京京航计算通讯研究所

地址 100074 北京市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

一号院

(72)发明人 李昆　寇科男　贾文静　高昕　

常永明　金晗冰　戴弃君　刘冬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专利

中心 11011

代理人 周恒

(51)Int.Cl.

H02M 9/06(2006.01)

H03K 3/57(2006.01)

 

(54)发明名称

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强电磁脉冲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所述生成

方法基于生成系统来实施，系统包括：高压双指

数波脉冲发生单元和控制与数据采集单元；高压

双指数波脉冲发生单元包括：安全隔离模块、高

压发生器、能量存储模块、波形输出模块和测试

接口；控制与数据采集单元包括：系统控制模块、

信号衰减模块、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和

数据存储输出模块；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

在试验进行时操作人员不直接操作高压脉冲设

备与设备放电开关，实现了本质上的操作安全；

并且，试验过程中直接自动进行数据采集与数据

处理，避免测试数据流转过程中的失真，减少数

据采集与数据处理时间，提高了测试工作效率。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9194182 A

2019.01.11

CN
 1
09
19
41
82
 A



1.一种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基于自动化高压

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系统来实施，所述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系统包括：高压双

指数波脉冲发生单元和控制与数据采集单元；所述高压双指数波脉冲发生单元包括：安全

隔离模块、高压发生器、能量存储模块、波形输出模块和测试接口；所述控制与数据采集单

元包括：系统控制模块、信号衰减模块、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和数据存储输出模块；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通过安全隔离模块对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的用电线路与市电线路进行

隔离，避免设备使用过程中对同一市电连接线的其他设备造成干扰或者损坏；

步骤2：高压发生器将220V市电转化成预先设定高值电压的高压脉冲信号；

步骤3：能量存储模块接收所述高压脉冲信号，并实现短暂存储测试所需电能；

步骤4：波形生成模块接收所述能量存储模块中存储的高压脉冲信号，并对高压脉冲信

号进行波形整形处理，输出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

步骤5：线路选择模块将波形生成模块输出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输入到不同的测

试接口；

步骤6：信号衰减模块将输入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衰减到数据采集模块可接受范

围的脉冲信号；

步骤7：数据采集模块将模拟信号的脉冲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的脉冲信号；

步骤8：数据处理模块将数字信号的脉冲信号按照负载设备的输入要求进行数字处理，

转化为满足负载设备的输入要求的脉冲信号；

步骤9：数据存储输出模块将经过数字处理后的脉冲信号按照设定的格式、方式进行存

储或输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波形生

成模块采用RC放电电路实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安全隔

离模块采用隔离变压器实现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的用电线路与市电线路隔离。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发

生器采用程控高压直流脉冲源实现将220V市电转化成预先设定高值电压的高压脉冲信号；

所述高值电压不超过120KV。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化

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系统还包括：系统控制模块；

所述系统控制模块用于预先设定高压发生器输出的高值电压的电压值；用于控制线路

选择模块的信号输出路径，对应不同的测试接口；用于控制信号衰减模块对输入信号的衰

减比；控制数据采集模块对输入信号的采样频率；控制数据处理模块对脉冲信号的处理方

式；控制数据存储输出模块对脉冲信号的存储和输出。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线路选

择模块采用程控线路选择开关实现将波形生成模块输出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输入到

不同的测试接口。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衰

减模块采用电控衰减器实现将输入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衰减到数据采集模块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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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脉冲信号。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

集模块采用信号采集板卡实现将模拟信号的脉冲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的脉冲信号。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采

集板卡，其根据对数据的精确度要求选择信号采集板卡的采样率、带宽以及存储深度。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能量

存储模块采用并联耐压大电容实现短暂存储测试所需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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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强电磁脉冲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为手动调节脉冲峰值电压，手动控制放电开关，示波

器采取输出波形，再通过数据处理软件处理示波器采集的数据，最后形成具有参考价值的

测试报告。其中手动调节脉冲峰值电压与手动控制放电开关增大人员接触高压的几率，增

加人员触电风险；示波器采集数据后通过处理软件处理数据增加数据流转环节，容易造成

数据顺序错乱，同时也增加了时间成本，降低工作效率。综上所述，有必要发明一种自动化

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实现人机隔离及高效处理测试数据。

发明内容

[0003]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1)试验进行时操作人员不直接操作高压脉冲设备

与设备放电开关，实现本质上的操作安全；(2)试验过程中直接自动进行数据采集与数据处

理，避免测试数据流转过程中的失真，减少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时间，提高测试工作效率。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法，所

述方法基于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系统来实施，所述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

生成系统包括：高压双指数波脉冲发生单元和控制与数据采集单元；所述高压双指数波脉

冲发生单元包括：安全隔离模块、高压发生器、能量存储模块、波形输出模块和测试接口；所

述控制与数据采集单元包括：系统控制模块、信号衰减模块、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

和数据存储输出模块；

[0007]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1：通过安全隔离模块对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的用电线路与市电线路

进行隔离，避免设备使用过程中对同一市电连接线的其他设备造成干扰或者损坏；

[0009] 步骤2：高压发生器将220V市电转化成预先设定高值电压的高压脉冲信号；

[0010] 步骤3：能量存储模块接收所述高压脉冲信号，并实现短暂存储测试所需电能；

[0011] 步骤4：波形生成模块接收所述能量存储模块中存储的高压脉冲信号，并对高压脉

冲信号进行波形整形处理，输出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

[0012] 步骤5：线路选择模块将波形生成模块输出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输入到不同

的测试接口；

[0013] 步骤6：信号衰减模块将输入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衰减到数据采集模块可接

受范围的脉冲信号；

[0014] 步骤7：数据采集模块将模拟信号的脉冲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的脉冲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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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步骤8：数据处理模块将数字信号的脉冲信号按照负载设备的输入要求进行数字

处理，转化为满足负载设备的输入要求的脉冲信号；

[0016] 步骤9：数据存储输出模块将经过数字处理后的脉冲信号按照设定的格式、方式进

行存储或输出。

[0017] 其中，所述波形生成模块采用RC放电电路实现。

[0018] 其中，所述安全隔离模块采用隔离变压器实现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的用电

线路与市电线路隔离。

[0019] 其中，所述高压发生器采用程控高压直流脉冲源实现将220V市电转化成预先设定

高值电压的高压脉冲信号；所述高值电压不超过120KV。

[0020] 其中，所述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系统还包括：系统控制模块；

[0021] 所述系统控制模块用于预先设定高压发生器输出的高值电压的电压值；用于控制

线路选择模块的信号输出路径，对应不同的测试接口；用于控制信号衰减模块对输入信号

的衰减比；控制数据采集模块对输入信号的采样频率；控制数据处理模块对脉冲信号的处

理方式；控制数据存储输出模块对脉冲信号的存储和输出。

[0022] 其中，所述线路选择模块采用程控线路选择开关实现将波形生成模块输出的高压

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输入到不同的测试接口。

[0023] 其中，所述信号衰减模块采用电控衰减器实现将输入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衰

减到数据采集模块可接受范围的脉冲信号。

[0024] 其中，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采用信号采集板卡实现将模拟信号的脉冲信号转化成数

字信号的脉冲信号。

[0025] 其中，所述信号采集板卡，其根据对数据的精确度要求选择信号采集板卡的采样

率、带宽以及存储深度。

[0026] 其中，所述能量存储模块采用并联耐压大电容实现短暂存储测试所需电能。

[0027] (三)有益效果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在试验进行时操作人员不直接操作高压脉冲设备与设

备放电开关，实现了本质上的操作安全；并且，试验过程中直接自动进行数据采集与数据处

理，避免测试数据流转过程中的失真，减少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时间，提高了测试工作效

率。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技术方案所提供的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模块组成及信号流向

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内容、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

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1]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方

法，其技术指标如下所示：

[0032] 1)最大峰值电流：5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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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2)上升时间：18ns±10％；

[0034] 3)脉冲宽度：550ns±10％；

[0035] 4)电流调节范围：100A～500A。

[0036] 所述方法基于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系统来实施，所述自动化高压双指

数波脉冲源生成系统包括：高压双指数波脉冲发生单元和控制与数据采集单元；所述高压

双指数波脉冲发生单元包括：安全隔离模块、高压发生器、能量存储模块、波形输出模块和

测试接口；所述控制与数据采集单元包括：系统控制模块、信号衰减模块、数据采集模块、数

据处理模块和数据存储输出模块；

[0037] 如图1所示，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步骤1：通过安全隔离模块对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的用电线路与市电线路

进行隔离，避免设备使用过程中对同一市电连接线的其他设备造成干扰或者损坏；

[0039] 步骤2：高压发生器将220V市电转化成预先设定高值电压的高压脉冲信号；

[0040] 步骤3：能量存储模块接收所述高压脉冲信号，并实现短暂存储测试所需电能；

[0041] 步骤4：波形生成模块接收所述能量存储模块中存储的高压脉冲信号，并对高压脉

冲信号进行波形整形处理，输出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

[0042] 步骤5：线路选择模块将波形生成模块输出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输入到不同

的测试接口；

[0043] 步骤6：信号衰减模块将输入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衰减到数据采集模块可接

受范围的脉冲信号；

[0044] 步骤7：数据采集模块将模拟信号的脉冲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的脉冲信号；

[0045] 步骤8：数据处理模块将数字信号的脉冲信号按照负载设备的输入要求进行数字

处理，转化为满足负载设备的输入要求的脉冲信号；

[0046] 步骤9：数据存储输出模块将经过数字处理后的脉冲信号按照设定的格式、方式进

行存储或输出。

[0047] 其中，所述波形生成模块采用RC放电电路实现。

[0048] 其中，所述安全隔离模块采用隔离变压器实现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的用电

线路与市电线路隔离。

[0049] 其中，所述高压发生器采用程控高压直流脉冲源实现将220V市电转化成预先设定

高值电压的高压脉冲信号；所述高值电压不超过120KV。

[0050] 其中，所述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生成系统还包括：系统控制模块；

[0051] 所述系统控制模块用于预先设定高压发生器输出的高值电压的电压值；用于控制

线路选择模块的信号输出路径，对应不同的测试接口；用于控制信号衰减模块对输入信号

的衰减比；控制数据采集模块对输入信号的采样频率；控制数据处理模块对脉冲信号的处

理方式；控制数据存储输出模块对脉冲信号的存储和输出。

[0052] 其中，所述线路选择模块采用程控线路选择开关实现将波形生成模块输出的高压

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输入到不同的测试接口。

[0053] 其中，所述信号衰减模块采用电控衰减器实现将输入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衰

减到数据采集模块可接受范围的脉冲信号。

[0054] 其中，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采用信号采集板卡实现将模拟信号的脉冲信号转化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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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信号的脉冲信号。

[0055] 其中，所述信号采集板卡，其根据对数据的精确度要求选择信号采集板卡的采样

率、带宽以及存储深度。

[0056] 其中，所述能量存储模块采用并联耐压大电容实现短暂存储测试所需电能。

[0057]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如图1所示，所述自动化高

压双指数波脉冲源包括：高压双指数波脉冲发生单元和控制与数据采集单元；

[0058] 所述高压双指数波脉冲发生单元包括：安全隔离模块、高压发生器、能量存储模

块、波形输出模块和测试接口；

[0059] 所述控制与数据采集单元包括：系统控制模块、信号衰减模块、数据采集模块、数

据处理模块和数据存储输出模块；

[0060] 其中，

[0061] 所述安全隔离模块用于实现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的用电线路与市电线路

隔离，避免设备使用过程中对同一市电连接线的其他设备造成干扰或者损坏；

[0062] 所述高压发生器用于实现将220V市电转化成预先设定高值电压的高压脉冲信号，

避免操作人员与高压生成设备直接接触；

[0063] 所述能量存储模块用于接收所述高压脉冲信号，并采用并联耐压大电容实现短暂

存储测试所需电能；

[0064] 所述波形生成模块用于接收所述能量存储模块中存储的高压脉冲信号，并对高压

脉冲信号进行波形整形处理，输出满足设计指标要求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

[0065] 所述线路选择模块用于实现将波形生成模块输出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输入

到不同的测试接口；

[0066] 所述系统控制模块采用计算机图形控制界面实现，用于预先设定高压发生器输出

的高值电压的电压值；用于控制线路选择模块的信号输出路径，对应不同的测试接口；用于

控制信号衰减模块对输入信号的衰减比；控制数据采集模块对输入信号的采样频率；控制

数据处理模块对脉冲信号的处理方式；控制数据存储输出模块对脉冲信号的存储和输出；

[0067] 所述信号衰减模块用于实现将输入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衰减到数据采集模

块可接受范围的脉冲信号；

[0068]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用于实现将模拟信号的脉冲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的脉冲信号；

[0069] 所述数据处理模块为嵌入到控制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软件，用于实现将数字信号的

脉冲信号按照负载设备的输入要求进行数字处理，转化为满足负载设备的输入要求的脉冲

信号；

[0070] 所述数据存储输出模块用于将经过数字处理后的脉冲信号按照设定的格式、方式

进行存储或输出。

[0071] 其中，所述波形生成模块采用RC放电电路实现。

[0072] 其中，所述安全隔离模块采用隔离变压器实现自动化高压双指数波脉冲源的用电

线路与市电线路隔离。

[0073] 其中，所述高压发生器采用程控高压直流脉冲源实现将220V市电转化成预先设定

高值电压的高压脉冲信号。

[0074] 其中，所述高值电压不超过12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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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其中，所述线路选择模块采用程控线路选择开关实现将波形生成模块输出的高压

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输入到不同的测试接口。

[0076] 其中，所述信号衰减模块采用电控衰减器实现将输入的高压双指数波脉冲信号衰

减到数据采集模块可接受范围的脉冲信号。

[0077] 其中，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采用信号采集板卡实现将模拟信号的脉冲信号转化成数

字信号的脉冲信号。

[0078] 其中，所述信号采集板卡，其根据对数据的精确度要求选择信号采集板卡的采样

率、带宽以及存储深度。

[007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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