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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

数测试仪，包括控制板及依次相连的变频电源电

路、三相信号隔离单元、滤波模块和可控切换测

量单元，控制板连接电源，控制板连接滤波模块，

变频电源电路与控制板连接，可控切换测量单元

与控制板连接，变频电源电路连接电源，可控切

换测量单元成测量端。变频电源中AC-DC整流电

路连接DC-AC逆变电路，DC-AC逆变电路连接升压

变压器，升压变压器连接三项信号隔离单元，DC-

AC逆变电路连接反馈电路，反馈电路连接SPWM控

制电路，SPWM控制电路连接IGBT驱动电路，IGBT

驱动电路连接DC-AC逆变电路。本实用新型提供

一种抗干扰的能力强，短距离电缆出线测量精度

高的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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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其特征是包括控制板（5）及依次相连的变频电源

电路（1）、三相信号隔离单元（2）、滤波模块（3）和可控切换测量单元（4），控制板（5）第一输

入端连接电源，控制板第二输入端连接滤波模块第一输出端，变频电源电路与控制板连接，

可控切换测量单元与控制板连接，变频电源电路（1）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可控切换测量单

元第一端形成测量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其特征是所述的变频电源

电路包括AC-DC整流电路（11）、DC-AC逆变电路（12）、升压变压器（13）、反馈电路（14）、IGBT

驱动电路（15）和SPWM控制电路（16），AC-DC整流电路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AC-DC整流电路

第一输出端连接DC-AC逆变电路第一输入端，DC-AC逆变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升压变压器第

一输入端，升压变压器第一输出端连接三相信号隔离单元第一输入端，DC-AC逆变电路第一

输出端连接反馈电路第一输入端，反馈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SPWM控制电路第一输入端，

SPWM控制电路第二输出端连接IGBT驱动电路第一输入端，IGBT驱动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

DC-AC逆变电路第二输入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其特征是所述的AC-DC整流

电路（11）包括不控整流电路（111）和第一低通滤波器电路（112），不控整流电路第一输入端

连接电源，不控整流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第一低通滤波电路第一输入端，第一低通滤波电

路第一输出端连接DC-AC逆变电路第一输入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其特征是所述的DC-AC逆变

电路（12）包括全桥电路（121）和第二低通滤波电路（122），全桥电路第一输入端连接AC-DC

整流电路第一输出端，全桥电路第二输入端作为DC-AC逆变电路第二输入端，全桥电路第一

输出端连接第二低通滤波电路第一输入端，第二低通滤波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升压变压器

第一输入端和电压取样电路第一输入端。

5.根据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其特征是所述的反馈电

路（14）包括电压取样电路（141）和PID调节器（142），电压取样电路第一输入端连接DC-AC逆

变电路第一输出端，电压取样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PID调节器第一输入端，PID调节电路第

一输出端连接SPWM控制电路第一输入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其特征是所述的可控切换

测量单元（4）包括切换测量电路（41）、锁相环电路（42）和工频取样电路（43），锁相环电路第

一输入端连接切换测量电路第一输出端，切换测量单元三路输入端分别与工频取样电路三

路输出端相连，工频取样电路三路输入端分别连接取样点，锁相环电路包括相位比较器

（421）、低通滤波器（422）和压控振荡器（423），相位比较器第一输入端连接切换测量电路第

一输出端，相位比较器第一输出端连接低通滤波器第一输入端，低通滤波器第一输出端连

接压控振荡器第一输入端，压控振荡器第一输出端连接相位比较器第二输入端，压控振荡

器第二输出端连接控制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其特征是所述的切换测量

电路包括三极管Q1，三极管Q2，三极管Q3，电阻R1，电阻R2，电阻R3，中间继电器KA1，中间继

电器KA2和中间继电器KA3，电阻R1第一端引出作为A相取样端，电阻R1第二端连接三极管Q1

发射极，三极管Q1基极引出并连接控制板第一I/O口，三极管Q1基极连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

点KA3-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3-1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2-1第一端，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10894522 U

2



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2-1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KA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1第二端连接

电压互感器输出端，电阻R2第一端引出作为B相取样端，电阻R2第二端连接三极管Q2发射

极，三极管Q2基极引出并连接控制板第二I/O口，三极管Q2基极连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

KA3-2第一端，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3-2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1-1第一端，中

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1-1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KA2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2第二端连接电

压互感器输出端，电阻R3第一端引出作为C相取样端，电阻R3第二端连接三极管Q3发射极，

三极管Q3基极引出并连接控制板第三I/O口，三极管Q3基极连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1-2

第一端，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1-2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2-1第一端，中间继

电器常闭触点KA2-1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KA3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3第二端连接电压互

感器输出端，三极管Q1集电极、三极管Q2集电极和三极管Q3集电极相互连接并连接锁相环

电路第一输入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其特征是所述的控制板包

括开关电源（51）、主板（52）、电压互感器（53）和显示屏（54），开关电源第一端连接电源，开

关电源第二端连接主板第十I/O口，电压互感器第一输入端连接滤波模块第一输出端，电压

互感器第一输出端连接主板电源端，显示屏输入端连接主板第十一I/O口。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其特征是所述的滤波模块

包括第一滤波电路（31）、第二滤波电路（32）和第三滤波电路（33），第一滤波电路、第一滤波

电路和第一滤波电路的输入端分别连接三相信号隔离单元第一输出端、第二输出端和第三

输出端，第一滤波电路和第一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分别连接可控切换控制测量单元第一输出

端、第二输出端和第三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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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输变电线路电气试验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线路工频参数测

试仪。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开展的线路工频参数测试存在一些难题，例如：具有较高感应电压的架空输

电线路工参测试干扰较大的、短距离电缆线路阻抗参数由于容量较大不易测试准确的情

况。而目前所用的工参测试仪并不能很好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尤其在对短距离电缆出线

的工参测试时，线路工频参数测量准确性、精度不够高。

[0003] 输电线路工频参数所采用的测量技术面临以下几个关键的技术问题：

[0004] 1.随着电压等级和输电容量的增加，待测输电线路上的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越来

越强。

[0005] 2.现代电网中双回或多回输电线路的首端或末端大多不在同一网络节点上，为了

进行参数检测，同时停电进行测量是不现实的。

[0006] 3.在测试输电线路的工频参数时，不可避免的要面对来自同一杆塔其它回路或邻

近线路的干扰。

[0007] 这些干扰往往包含有静电感应、电磁感应和载波通信线路产生的高频感应。这些

干扰电压和电流会随着输电线路电压等级的升高以及输电线路长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强。强

干扰环境下采用常规的输电线路工频参数测量方法来进行测量时，其测量精度已很难满足

工程实际应用需求，特别是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还难以进行有效的测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在使用过程中易受干扰

和短距离电缆出线测量精度不够的问题，提供一种抗干扰和短距离电缆出线测量精度高的

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0]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

仪，包括控制板及依次相连的变频电源电路、三相信号隔离单元、滤波模块和可控切换测量

单元，控制板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控制板第二输入端连接滤波模块第一输出端，变频电源

电路与控制板连接，可控切换测量单元与控制板连接，变频电源电路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

可控切换测量单元第一端形成测量端。变频电路施加频率不同于工频的测量电压，然后采

集线路上的电压、电流，再经过硬、软滤波处理后得到变频信号，通过相应的计算即可得到

输电线路的工频参数，这样就解决了工频干扰的问题。通过对输出相位的比较和放大，使输

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相位同步。这样可以使数字信号采样与信号同步，避免因不同步产生的

频谱泄漏所产生的误差。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变频电源电路包括AC-DC整流电路、DC-AC逆变电路、升压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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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电路、IGBT驱动电路和SPWM控制电路，AC-DC整流电路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AC-DC整流

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DC-AC逆变电路第一输入端，DC-AC逆变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升压变压

器第一输入端，升压变压器第一输出端连接三项信号隔离单元第一输入端，DC-AC逆变电路

第一输出端连接反馈电路第一输入端，反馈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SPWM控制电路第一输入

端，SPWM控制电路第二输出端连接IGBT驱动电路第一输入端，IGBT驱动电路第一输出端连

接DC-AC逆变电路第二输入端。交流电经过AC-DC整流电路整流成直流电，然后输送到DC-AC

逆变电路与SPWM控制电路产生纯净的驱动信号比较，然后滤波成纯净的正弦交流电，反馈

电路使得产生的正弦交流电稳定准确，产生的正弦交流电再经过升压变压器升压。

[0012] 作为优选，所述AC-DC整流电路包括不控整流电路和第一低通滤波器电路，不控整

流电路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不控整流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第一低通滤波电路第一输入

端，第一低通滤波电路第一输出端作为AC-DC整流电路第一输出端。交流电源经过不控整流

电路整流成波形只在正半周出现的电流，再经过第一低通滤波电路变成直流电。

[0013] 作为优选，所述DC-AC逆变电路包括全桥电路和第二低通滤波电路，全桥电路第一

输入端连接第一低通滤波电路第一输出端，全桥电路第二输入端作为DC-AC逆变电路第二

输入端，全桥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第二低通滤波电路第一输入端，第二低通滤波电路第一

输出端连接升压变压器第一输入端和电压取样电路第一输入端。全桥电路将AC-DC整流电

路产生的直流电与SPWM控制电路产生的驱动信号比较后在经过第二低通滤波电路输出纯

净的正弦交流电。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反馈电路包括电压取样电路和PID调节器，电压取样电路第一输入

端连接第二低通滤波器第一输出端，电压取样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PID调节器第一输入端，

PID调节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SPWM控制电路第一输入端。PID调节电路可以使系统消除稳态

误差，消除输出的正线交流电的误差。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可控切换测量单元包括切换测量电路、锁相环电路和工频取样电

路，锁相环电路第一输出端连接，锁相环电路第一输入端连接切换测量电路第一输出端，切

换测量单元三路输入端分别与工频取样电路三路输出端相连，工频取样电路三路输入端分

别连接取样点，锁相环电路包括相位比较器、低通滤波器和压控振荡器，相位比较器第一输

入端连接切换测量电路第一输出端，相位比较器第一输出端连接低通滤波器第一输入端，

低通滤波器第一输出端连接压控振荡器第一输入端，压控振荡器第一输出端连接相位比较

器第二输入端，压控振荡器第二输出端连接控制板。可在较低的试验电压下保证试验电源

输出具有较好的平衡度，并结合异频电源隔离变压器可以组合使用与试验电源组合使用，

显著提高试验电源容量，提高测试精度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切换测量电路包括三极管Q1，三极管Q2，三极管Q3，电阻R1，电阻

R2，电阻R3，中间继电器KA1，中间继电器KA2和中间继电器KA3，电阻R1第一端引出作为A相

取样端，电阻R1第二端连接三极管Q1发射极，三极管Q1基极引出并连接控制板第一I/O口，

三极管Q1基极连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3-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3-1第二端连

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2-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2-1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

KA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1第二端连接电压互感器输出端，电阻R2第一端引出作为B相取样

端，电阻R2第二端连接三极管Q2发射极，三极管Q2基极引出并连接控制板第二I/O口，三极

管Q2基极连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3-2第一端，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3-2第二端连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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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1-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1-1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KA2第

一端，中间继电器KA2第二端连接电压互感器输出端，电阻R3第一端引出作为C相取样端，电

阻R3第二端连接三极管Q3发射极，三极管Q3基极引出并连接控制板第三I/O口，三极管Q3基

极连接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1-2第一端，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1-2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

器常闭触点KA2-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KA2-1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KA3第一端，中

间继电器KA3第二端连接电压互感器输出端，三极管Q1集电极、三极管Q2集电极和三极管Q3

集电极相互连接并连接锁相环电路第一输入端。在测量时，可以自动完成三路线路工频的

测量，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手动切换到要测量的线路。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板包括开关电源、主板、电压互感器和显示屏，开关电源第一

端连接电源，开关电源第二端连接主板第十I/O口，电压互感器第一输入端连接第三滤波电

路第一输出端，电压互感器第一输出端连接主板电源端，显示屏输入端连接主板第十一I/O

口控制板把SPWM电路需要的数据送到SPWM电路中，根据SPWM电路反馈回来的工频频率调整

输送到SPWM电路的数据，在开始自动测量线路工频时控制板第一I/O口输出高电平，A相工

频数据传送到控制板，当测量数据分析完毕后，控制板第二I/O口输出高电平开始提取B相

工频数据到控制板，数据分析完毕后，控制板第三I/O口输出高电平开始提取C相工频数据，

分析完毕后结束测量。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滤波模块包括第一滤波电路、第二滤波电路和第三滤波电路，第一

滤波电路、第一滤波电路和第一滤波电路的输入端分别连接三相信号隔离单元第一输出

端、第二输出端和第三输出端，第一滤波电路和第一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分别连接可控切换

控制测量单元第一输出端、第二输出端和第三输出端。滤波电路可以让测量单元提取的数

据更加准确，排除一部分干扰。

[0019] 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抗干扰的能力强；（2）短距离电缆出线测

量精度高；（3）提高测量速度；（4）减轻测量人员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系统电路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变频电源的一种电路原理结构框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可控切换测量单元的一种电路原理结构框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切换测量电路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0024] 图中：1.变频电源电路，11.AC-DC整流电路，12.DC-AC逆变电路，13.升压变压器，

14.反馈电路，15.IGBT驱动电路，16.SPWM控制电路，2.三相信号隔离单元，3.滤波电路，31.

滤波电路，32.滤波电路，33.滤波电路，4.可控切换测量单元，41.切换测量电路，42.锁相环

电路，43.工频取样电路，421.相位比较器，422.低通滤波器，423.压控振荡器，5.控制板，

51.开关电源，52.主板，53.电压互感器，54.显示屏。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6] 实施例：一种改进型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如图1所示，包括控制板5及依次相连的

变频电源电路1、三相信号隔离单元2、滤波模块3和可控切换测量单元4。滤波模块包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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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电路31、第二滤波电路32和第三滤波电路33。控制板包括开关电源51、主板52、电压互

感器53和显示屏54，主板采用单片机PIC17C43。如图2所示，变频电源电路包括AC-DC整流电

路11、DC-AC逆变电路12、升压变压器13、反馈电路14、IGBT驱动电路15和SPWM控制电路16，

AC-DC整流电路11包括不控整流电路111和第一低通滤波器电路112，DC-AC逆变电路12包括

全桥电路121和第二低通滤波电路122。如图3所示，可控切换测量单元4包括切换测量电路

41、锁相环电路42和工频取样电路43。

[0027] 如图2所示不控整流电路111第一端连接电源，不控整流电路第二端连接第一低通

滤波器112第一端，第一低通滤波器第二端连接全桥电路121第一端，全桥电路第二端连接

第二低通滤波器122第一端，第二低通滤波器第一端连接升压变压器13第一端，全桥电路第

三端连接IGBT驱动电路16第一端，第二低通滤波器第一端连接电压取样电路141第一端，电

压取样电路第二端连接PID调节器142第一端，PID调节器第二端连接SPWM控制电路第一端，

IGBT驱动电路第二端连接SPWM控制电路第二端，SPWM控制电路第三端、第四端、第五端和第

六端分别连接单片机PIC17C43第四I/O口、第五I/O口、第六I/O口和第七I/O口。升压变压器

第二端连接三项信号隔离单元2第一端，三项信号隔离单元三个输出端口分别连接第一滤

波电路31、第二滤波电路32和第三滤波电路33的输入端，第一滤波电路、第二滤波电路和第

三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分别与工频取样电路43连接。

[0028] 如图4所示工频取样电路三个输出口分别连接电阻R1、电阻R2和电阻R3的第一端，

电阻R1,  R2和R3的第二端分别连接三极管Q1、三极管Q2和三极管Q3发射极，三极管Q1、三极

管Q2和三极管Q3的基极分别连接PIC17C43第一I/O口、第二I/O口和第三I/O口，三极管Q1基

极还连接中间继电器KA3常闭触电KA3-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3常闭触电KA3-1第二端连接

中间继电器KA2常闭触电KA2-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2常闭触电KA2-1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

器KA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1第二端连接电压互感器输出端，三极管Q2基极还连接中间继

电器KA3常闭触电KA3-2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3常闭触电KA3-2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KA1

常闭触电KA1-1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1常闭触电KA1-1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KA2第一端，

中间继电器KA2第二端连接电压互感器输出端，三极管Q3基极还连接中间继电器KA1常闭触

电KA1-2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1常闭触电KA1-2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KA2常闭触电KA2-2

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2常闭触电KA2-2第二端连接中间继电器KA3第一端，中间继电器KA3

第二端连接电压互感器输出端。如图3所示三极管Q1、三极管Q2和三极管Q3集电极都连接相

位比较器412第一端，相位比较器421、低通滤波器422和压控振荡器423依次环路连接。

[0029] 压控振荡器输出信号端连接单片机PIC17C43第八I/O口，电压互感器第一端连接

第三滤波电路第二端，电压互感器第二端连接单片机PIC17C43电源端口，开关电源第一端

连接电源，开关电源第二端连接单片机PIC17C43第九I/O口。

[0030] 交流电源经过不控整流电路后，负半周变为正半周，然后再经过第一低通滤波器

变成直流电，SPWM电路受单片机PIC17C43控制，开始输出按单片机PIC17C43指定的频率和

电压的SPWM波送往IGBT驱动电路，并将频率反馈给单片机PIC17C43，IGBT驱动电路将SPWM

波送往全桥电路加入第一低通滤波器产生的直流电的特征，再经过第二低通滤波器变成正

弦交流电，送往升压变压器升压，第二低通滤波器输出的正弦交流电经过电压取样电路的

取样，取样数据送往PID调节器，PID调节器将运算所得数据反馈给SPWM控制电路，以此来调

节第二低通滤波器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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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升压变压器将正弦交流电送往三相信号隔离单元，正弦交流电经过三项信号隔离

单元后被送往滤波电路进行滤波，滤波完成之后正弦交流电被加入从高压线路提取出来的

的信号中，然后工频取样电路再从取样点提取出A相、B相和C相的样品信号，A相、B相和C相

的样品信号分别经过电阻R1、电阻R2和电阻R3来到三极管Q1、三极管Q2和三极管Q3的发射

极，三个三极管都有手动和自动两种导通方式，手动导通方式是当要测量A相工频时，手动

使得中间继电器动作，由于此时常闭触点KA3-1和KA2-1都是闭合状态，所以电压互感器的

高电平到达三极管Q1基极，三极管Q1导通，A相样品信号被送出，而且中间继电器KA1的动作

还会使得常闭触点KA1-1和KA1-2处于断开状态，三极管Q2和三极管Q3无法手动导通。同理

当三极管Q2和三极管Q3中一个手动导通后，另外两个无法手动导通。当要自动测量A相线路

工频时单片机PIC17C43第一I/O口输出高电平，三极管Q1导通，同理可以测量B相和C相线路

工频，经过三极管的样品信号，都送往相位比较器，相位比较器将误差电压送往低通滤波

器，低通滤波器将控制电送往压控振荡器，压控振荡器将比较信号再送给相位比较器，压控

振荡器输出信号给单片机PIC17C43第八I/O口，单片机PIC17C43收到样品信号进行处理分

析得出工频参数。

[0032] 电压互感器从第三滤波电路输出端获取电能，然后送往单片机PIC17C43，给单片

机PIC17C43供电，开关电源从电源端获取信号，并将开关信号送往单片机PIC17C43。

[0033] 本实用新型对具有较高感应电压的架空输电线路采用非工频频率的纯净电源进

行测试，可规避了工频感应电压、电流对测量准确性的干扰；采用数字锁相跟踪技术，可在

较低的试验电压下保证试验电源输出具有较好的平衡度，并结合异频电源隔离变压器可以

组合使用与试验电源组合使用，显著提高试验电源容量，提高测试精度。通过自动测量减轻

测量人员的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在需要得知某一线路的工频参数时，切换测量电路也支持

手动测量，这使得本实用新型的适用范围更大了，可以满足测量人员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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