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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

测量装置，包括电流检测模块、外部接口模块、单

片机模块和供电电源模块，所述电流检测模块、

外部接口模块和供电电源模块与单片机模块相

连接；使用该装置检测安全可靠，避免直接接入

220V电压，用电流表测量可能的大电流存在的安

全隐患；提高电抗器绝缘故障判断的准确性，减

少人工判断、拆检的时间，减少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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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流检测模块、外部接

口模块、单片机模块和供电电源模块，所述电流检测模块、外部接口模块和供电电源模块与

单片机模块相连接，所述单片机模块的单片机选用STM32F072RBT6单片机，所述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46脚和49脚连接设置有程序下载接口；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

13、19、32、64、48脚相互连接成为一个+3.3V接口脚；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63、47、31、

18、12脚相互连接并设置为零电位GND脚；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59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

AT24C02D‑SSHM‑TEEP  存储器的SCL脚，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61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

AT24C02D‑SSHM‑TEEP  存储器的SDA脚，两电线路间通过电线路连接，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

电阻R20和R21，电阻R20和R21之间通过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AT24C02D‑SSHM‑TEEP 

存储器的VCC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3.3V接口脚，且此电线路上设

置有支路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18,电容C18的后端设置为零电位；  STM32F072RBT6

单片机的7脚上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17，电容C17的后端设置为零电位，电

容C17的前端设置有支电线路连接至+3 .3V接口脚，该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17；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5、6脚通过电线路连接，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13，电阻R13靠近5脚

的一端设置有一条支电线路与电阻R13靠近6脚的一端相连，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15和

C16，此支电线路设置有多极晶体管X1，一级连接电容C15前端，一极连接在C16后端，左右两

极相连后在联结至C15和C16之间；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60脚上设置有电阻R14，R14的

末端设置为零电位；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3.3V接口脚上并列设置有六条电线路，电线

路上分别设置有电容C9、C10、C11、C12、C13、C14，C9、C10、C11、C12、C13、C14电容的末端相互

连接并设置为零电位；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8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

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4和电阻R10；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9脚上设置有电线

路连接至+3.3V接口脚，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5和电阻R11；  STM32F072RBT6单

片机的10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 .3V接口脚，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7；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2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

光二节管D8；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零电位GND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

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6和电阻R12；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24脚上设置有电

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电阻R16和R15，电阻R16和R15之间设置有一

条支电线路连接至零电位GND脚，支电线路上设置有按钮开关S1;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

25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电阻R19和R18，电阻R19和

R18之间设置有一条支电线路连接至零电位GND脚，支电线路上设置有按钮开关S2； 

TM32F072RBT6单片机56脚上设置有蜂鸣器，蜂鸣器的电源采用DC/12转DC5V模块+5V输出电

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

电源模块包括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DC/12转DC5V模块和DC5V转DC3.3V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DC/

12转DC5V模块连接至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的输出端，DC/12转DC5V模块选用

TPS5430DDA芯片，其中，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的12V输出端连接至VIN脚，同时，电源适

配器供电输入模块的12V输出端连接至GND脚，在VIN脚和GND脚的连接线路之间并列设置有

极性电容C22和常规电容  C23,二者交界处设置为零电位；  TPS5430DDA芯片的B00T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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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V输出端，其路线上依次设置有电容C19、电感L1，在电容C19的后端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

TPS5430DDA芯片的PH脚；  在电感L1的前端设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二极管D11,二极管

D11的正极设置为零电位，电感L1的后端并列设置有2条电线路，靠近电感L1的一条电线路

上设置有电容C20，另一条电线路上设置有极性电容C21，电容C20与极性电容C21尾端连接

并设置为零电位；  TPS5430DDA芯片的VSNS脚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23，电阻

R23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在5V输出端与电阻R23的前端设置有电线路连接其电线路上设置

有电阻R22：  TPS5430DDA芯片PwPd脚设置为零电位。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DC5V

转DC3.3V模块连接至DC/12转DC5V模块的5V输出端，其中，DC5V转DC3.3V模块选用RT9193芯

片，RT9193芯片的VIN脚连接至DC/12转DC5V模块的5V输出端，其电线路上还设置有保险电

阻F3，保险电阻F3的后端并列设置有两条电线路连接至RT9193芯片的GND脚，靠近保险电阻

F3的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4，另一条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5，二者末端相连并设置为零

电位；  RT9193芯片的EN脚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VIN脚，其两者之间设置有电阻R24；  RT9193

芯片的VOU脚设置有3.3V输出电线路，此电线路上并列设置有3条电线路，电线路分别设置

有电容C23、C27和C28，三电容的末端相连并设置为零电位；  RT9193芯片的BP脚设置有电线

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9，电容C29末端设置为零电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

接口模块包括低漏失电压发射器输出模块、4排插接模块和10排插接模块，所述10排插接模

块的1、2、3脚设置有电线路相互连接且连接至DC5V转DC3.3V模块+3.3V输出端，在10排插接

模块的1、2、3脚设置有电线路相互连接点与1脚间的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7，在在10排插接

模块的1、2、3脚设置有电线路相互连接点前设置支电线路，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8  ，电

容C8  后端设置为零电位，10排插接模块的4、5、6、7脚分别连接至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

33、34、35、36脚，10排插接模块的10脚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57脚，

其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三极管Q3和电阻R9,所述三极管Q3使用NPN型三极管。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漏

失电压发射器输出模块选用MAX3232CSE芯片：  MAX3232CSE芯片的1脚与3脚之间设置有电

线路连接，其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3；  MAX3232CSE芯片的4脚与5脚之间设置有电线路连

接，其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5；  MAX3232CSE芯片的11脚与12脚之间设置有电线路连接： 

MAX3232CSE芯片的10脚通过电线路与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6脚连接：  MAX3232CSE芯片

的9脚通过电线路与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7脚连接；  MAX3232CSE芯片的10脚与9脚的电

线路上设置有电线路连通，依次设置有发光二极管D3、电阻R6、电阻R5和发光二极管D2,电

阻R6、电阻R5之间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DC5V转DC3.3V模块的+3.3V输出端；  MAX3232CSE芯

片的15脚设置为零电位；  MAX3232CSE芯片的2脚上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4，

电容C4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  MAX3232CSE芯片的16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DC5V转

DC3.3V模块的+3.3V输出端，16脚上设置有支电线路，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6，电容C6的

末端设置为零电位；  MAX3232CSE芯片的7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4排插接模块2脚； 

MAX3232CSE芯片的8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4排插接模块3脚，4排插接模块的1脚连接至DC/12

转DC5V模块的+5V输出端，4排插接模块的4脚设置为零电位；  MAX3232CSE芯片的6脚上设置

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7，电容C7的末端连接至零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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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流

检测模块包括30A 电流互感器模块和30A  继电器模块：  所述30A 电流互感器模块设置有

30A 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1、2脚分别连接至8脚集成电偶的2、3脚上，8脚集成电偶的7脚上

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DC5V转DC3.3V模块的+3.3V输出端，二者之间设置有支电路，支电路上

设置有电容C1，电容C1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8脚集成电偶的6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26、27脚，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2，电阻R2的末端设置有支电线路，

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电容C2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8脚集成电偶的1脚与6脚设置有电

线路连通，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30A 

继电器模块上设置有继电器，继电器的1脚上设置有电线路与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4脚

连接，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三极管Q和电阻R3,所述三极管Q1一个N极设置为零电位，电阻R3

的前端设置于电线路练级至三极管Q1的为零电位极，且电路上设置有电阻R4；继电器的1、2

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通，电线路上设置有二极管D1，继电器2脚上输出12V流；继电器的3、4

脚与220V电源连接，连接电路上设置有过电流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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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感测量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变频器使用过程中电抗器的作用至关重要，也是较容易出现故障的部件之

一，而常用的测量仪表都不具备精确的线圈电感测量功能，专用测量仪表较为昂贵且不为

一般电气工作岗位必备仪表，这就给我们在电抗器故障处理方面带来了如何快速准确的判

断电抗器绝缘击穿的程度的新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能够快速准确

的判断电抗器绝缘击穿的程度。

[0004]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包括电流

检测模块、外部接口模块、单片机模块和供电电源模块，所述电流检测模块、外部接口模块

和供电电源模块与单片机模块相连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供电电源模块包括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DC/12转DC5V模块和

DC5V转DC3.3V模块。

[0006] 进一步的，所述DC/12转DC5V模块连接至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的输出端，DC/

12转DC5V模块选用TPS5430DDA芯片，其中，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的12V输出端连接至

VIN脚，同时，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的12V输出端连接至GND脚，在VIN脚和GND脚的连接

线路之间并列设置有极性电容C22和常规电容C23,二者交界处设置为零电位；TPS5430DDA

芯片的B00T脚设置有5V输出端，其路线上依次设置有电容C19、电感L1，在电容C19的后端设

置有电线路连接至TPS5430DDA芯片的PH脚；在电感L1的前端设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

二极管D11,二极管D11的正极设置为零电位，电感L1的后端并列设置有2条电线路，靠近电

感L1的一条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0，另一条电线路上设置有极性电容C21，电容C20与极性

电容C21尾端连接并设置为零电位；TPS5430DDA芯片的VSNS脚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

有电阻R23，电阻R23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在5V输出端与电阻R23的前端设置有电线路连接

其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22：TPS5430DDA芯片PwPd脚设置为零电位。

[0007] 进一步的，所述DC5V转DC3 .3V模块连接至DC/12转DC5V模块的5V输出端，其中，

DC5V转DC3.3V模块选用RT9193芯片，RT9193芯片的VIN脚连接至DC/12转DC5V模块的5V输出

端，其电线路上还设置有保险电阻F3，保险电阻F3的后端并列设置有两条电线路连接至

RT9193芯片的GND脚，靠近保险电阻F3的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4，另一条电线路上设置有

电容C25，二者末端相连并设置为零电位；RT9193芯片的EN脚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VIN脚，其

两者之间设置有电阻R24；RT9193芯片的VOU脚设置有3.3V输出电线路，此电线路上并列设

置有3条电线路，电线路分别设置有电容C23、C27和C28，三电容的末端相连并设置为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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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RT9193芯片的BP脚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9，电容C29末端设置为零电

位。

[0008] 进一步的，单片机模块的单片机选用STM32F072RBT6单片机。

[0009] 进一步的，所述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46脚和49脚连接设置有程序下载接口；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3、19、32、64、48脚相互连接成为一个+3 .3V接口脚；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63、47、31、18、12脚相互连接并设置为零电位GND脚；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59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AT24C02D‑SSHM‑TEEP存储器的SCL脚，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61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AT24C02D‑SSHM‑TEEP存储器的SDA脚，两电

线路间通过电线路连接，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电阻R20和R21，电阻R20和R21之间通过电线

路连接至+3 .3V接口脚；AT24C02D‑SSHM‑TEEP存储器的VCC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3.3V接口脚，且此电线路上设置有支路电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

有电容C18,电容C18的后端设置为零电位；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7脚上设置有电线路，电

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17，电容C17的后端设置为零电位，电容C17的前端设置有支电线路连接

至+3.3V接口脚，该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17；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5、6脚通过电线路

连接，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13，电阻R13靠近5脚的一端设置有一条支电线路与电阻R13靠

近6脚的一端相连，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15和C16，此支电线路设置有多极晶体管X1，一

级连接电容C15前端，一极连接在C16后端，左右两极相连后在联结至C15和C16之间；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60脚上设置有电阻R14，R14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STM32F072RBT6

单片机的+3.3V接口脚上并列设置有六条电线路，电线路上分别设置有电容C9、C10、C11、

C12、C13、C14，C9、C10、C11、C12、C13、C14电容的末端相互连接并设置为零电位；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8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

光二节管D4和电阻R10；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9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

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5和电阻R11；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0脚上设置有电线

路连接至+3.3V接口脚，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7；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2脚

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8；STM32F072RBT6

单片机的零电位GND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

管D6和电阻R12；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24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电线路

上依次设置有电阻R16和R15，电阻R16和R15之间设置有一条支电线路连接至零电位GND脚，

支电线路上设置有按钮开关S1；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25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

接口脚，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电阻R19和R18，电阻R19和R18之间设置有一条支电线路连接

至零电位GND脚，支电线路上设置有按钮开关S2；TM32F072RBT6单片机56脚上设置有蜂鸣

器，蜂鸣器的电源采用DC/12转DC5V模块+5V输出电源。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部接口模块包括低漏失电压发射器输出模块、4排插接模块和10排

插接模块，所述10排插接模块的1、2、3脚设置有电线路相互连接且连接至DC5V转DC3.3V模

块+3.3V输出端，在10排插接模块的1、2、3脚设置有电线路相互连接点与1脚间的电线路上

设置有电阻R7，在在10排插接模块的1、2、3脚设置有电线路相互连接点前设置支电线路，支

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8，电容C8后端设置为零电位，10排插接模块的4、5、6、7脚分别连接至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33、34、35、36脚，10排插接模块的10脚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57脚，其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三极管Q3和电阻R9,所述三极管Q3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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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NPN型三极管。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低漏失电压发射器输出模块选用MAX3232CSE芯片电压发射器输出

模块选用MAX3232CSE芯片：MAX3232CSE芯片的1脚与3脚之间设置有电线路连接，其电线路

上设置有电容C3；MAX3232CSE芯片的4脚与5脚之间设置有电线路连接，其电线路上设置有

电容C5；MAX3232CSE芯片的11脚与12脚之间设置有电线路连接：MAX3232CSE芯片的10脚通

过电线路与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6脚连接：MAX3232CSE芯片的9脚通过电线路与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7脚连接；MAX3232CSE芯片的10脚与9脚的电线路上设置有电线路

连通，依次设置有发光二极管D3、电阻R6、电阻R5和发光二极管D2,电阻R6、电阻R5之间设置

有电线路连接至DC5V转DC3.3V模块的+3.3V输出端；MAX3232CSE芯片的15脚设置为零电位；

MAX3232CSE芯片的2脚上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4，电容C4的末端设置为零电

位；MAX3232CSE芯片的16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DC5V转DC3.3V模块的+3.3V输出端，16脚

上设置有支电线路，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6，电容C6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MAX3232CSE芯

片的7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4排插接模块2脚；MAX3232CSE芯片的8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4排

插接模块3脚，4排插接模块的1脚连接至DC/12转DC5V模块的+5V输出端，4排插接模块的4脚

设置为零电位；MAX3232CSE芯片的6脚上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7，电容C7的

末端连接至零电位。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电流检测模块包括30A电流互感器模块和30A继电器模块：所述30A

电流互感器模块设置有30A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1、2脚分别连接至8脚集成电偶的2、3脚

上，8脚集成电偶的7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DC5V转DC3.3V模块的+3.3V输出端，二者之间

设置有支电路，支电路上设置有电容C1，电容C1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8脚集成电偶的6脚上

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26、27脚，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2，电阻R2的

末端设置有支电线路，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电容C2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8脚集成电

偶的1脚与6脚设置有电线路连通，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1。

[0013] 进一步的，所述30A继电器模块上设置有继电器，继电器的1脚上设置有电线路与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4脚连接，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三极管Q和电阻R3,所述三极管Q1

一个N极设置为零电位，电阻R3的前端设置于电线路练级至三极管Q1的为零电位极，且电路

上设置有电阻R4；继电器的1、2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通，电线路上设置有二极管D1，继电器2

脚上输出12V流；继电器的3、4脚与220V电源连接，连接电路上设置有过电流保护装置。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使用该装置检测安全可靠，避免直接接入

220V电压，用电流表测量可能的大电流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高电抗器绝缘故障判断的准确

性，减少人工判断、拆检的时间，减少停机时间。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30A电流互感模块。

[0016] 图2为本发明30安继电器模块。

[0017] 图3为本发明外部接口模块。

[0018] 图4为本发单片机模块。

[0019] 图5无本发明供电电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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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如图1至5所述的中压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电感测量装置，包括电流检测模块、外部

接口模块、单片机模块和供电电源模块，所述电流检测模块、外部接口模块和供电电源模块

与单片机模块相连接，本发明通过给被测电抗器通一个工频220伏电压，测量通过线圈的电

流，利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线圈的阻抗值(线圈电阻+线圈电抗)，从而计算出电感值来判断

线圈绝缘击穿的程度，该装置装有一个过流保护装置，在线圈绝缘击穿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可以有效切断通过线圈的大电流，从而防止被测线圈进一步损坏和保证测量人员的安全。

这样的一个检测装置既能快速判断电抗器线圈好坏，也安全可靠。

[0023] 于本发明来说。

[0024] (1)通过给被测电抗器通一个工频220伏电压，220伏工频电压在实际工作中随处

可取，方便快捷。

[0025] (2)该检测装置装有过流报警和过流速断装置，用以保障检测人员、检测装置和被

测线圈的安全。

[0026] (3)通常情况下，一个绝缘完好的中压变频器电抗器线圈在220伏电压下通过的电

流都很小，这是因为绝缘完好的线圈电感值较大，随着线圈绝缘击穿匝数的增加，线圈电感

值急剧下降，由Z＝2πf.L

[0027] Z‑线圈阻抗

[0028] L‑线圈电感

[0029] f‑电流频率

[0030] 线圈阻抗Z与线圈电感L成正比变化，由欧姆定律I＝U/Z，可知当线圈阻抗变小后I

增大。

[0031] (4)该装置在检测时直接接入220伏工频电压，直接测量计算后即可计算得出线圈

电感值，将该电感值与厂家出厂铭牌上的工频电感值做比较，即可准确判断线圈是否存在

绝缘击穿问题。

[0032] (5)线圈实际电感值经检测装置内部单片机程序计算并显示，结果快速准确，计算

公式即：Z＝U/I，L＝Z/2πf

[0033] 其中，设备内部的供电采用低压经过转换后在输出，具体模块如下：

[0034] 供电电源模块包括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DC/12转DC5V模块和DC5V转DC3.3V

模块，将220V的电源进行转换应对不同的芯片需要，输出不同的电压的电流进行供电；DC/

12转DC5V模块连接至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的输出端，DC/12转DC5V模块选用

TPS5430DDA芯片，其中，电源适配器供电输入模块的12V输出端连接至VIN脚，同时，电源适

配器供电输入模块的12V输出端连接至GND脚，在VIN脚和GND脚的连接线路之间并列设置有

极性电容C22和常规电容C23,二者交界处设置为零电位；TPS5430DDA芯片的B00T脚设置有

5V输出端，其路线上依次设置有电容C19、电感L1，在电容C19的后端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

TPS5430DDA芯片的PH脚；在电感L1的前端设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二极管D11,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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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的正极设置为零电位，电感L1的后端并列设置有2条电线路，靠近电感L1的一条电线路

上设置有电容C20，另一条电线路上设置有极性电容C21，电容C20与极性电容C21尾端连接

并设置为零电位；TPS5430DDA芯片的VSNS脚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23，电阻

R23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在5V输出端与电阻R23的前端设置有电线路连接其电线路上设置

有电阻R22：TPS5430DDA芯片PwPd脚设置为零电位。

[0035] DC5V转DC3.3V模块连接至DC/12转DC5V模块的5V输出端，其中，DC5V转DC3.3V模块

选用RT9193芯片，RT9193芯片的VIN脚连接至DC/12转DC5V模块的5V输出端，其电线路上还

设置有保险电阻F3，保险电阻F3的后端并列设置有两条电线路连接至RT9193芯片的GND脚，

靠近保险电阻F3的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4，另一条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5，二者末端相

连并设置为零电位；RT9193芯片的EN脚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VIN脚，其两者之间设置有电阻

R24；RT9193芯片的VOU脚设置有3.3V输出电线路，此电线路上并列设置有3条电线路，电线

路分别设置有电容C23、C27和C28，三电容的末端相连并设置为零电位；RT9193芯片的BP脚

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9，电容C29末端设置为零电位。

[0036] 在单片机的选用上，单片机模块的单片机选用STM32F072RBT6单片机，其中，所述

STM32F072R BT6单片机的46脚和49脚连接设置有程序下载接口用于加载程序；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3、19、32、64、48脚相互连接成为一个+3 .3V接口脚；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63、47、31、18、12脚相互连接并设置为零电位GND脚；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59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AT24C02D‑SSHM‑TEEP存储器的SCL脚，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61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AT24C02D‑SSHM‑TEEP存储器的SDA脚，两电

线路间通过电线路连接，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电阻R20和R21，电阻R20和R21之间通过电线

路连接至+3 .3V接口脚；AT24C02D‑SSHM‑TEEP存储器的VCC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3.3V接口脚，且此电线路上设置有支路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

电容C18,电容C18的后端设置为零电位；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7脚上设置有电线路，电线

路上设置有电容C17，电容C17的后端设置为零电位，电容C17的前端设置有支电线路连接至

+3.3V接口脚，该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17；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5、6脚通过电线路连

接，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13，电阻R13靠近5脚的一端设置有一条支电线路与电阻R13靠近6

脚的一端相连，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15和C16，此支电线路设置有多极晶体管X1，一级连

接电容C15前端，一极连接在C16后端，左右两极相连后在联结至C15和C16之间；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60脚上设置有电阻R14，R14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STM32F072RBT6

单片机的+3.3V接口脚上并列设置有六条电线路，电线路上分别设置有电容C9、C10、C11、

C12、C13、C14，C9、C10、C11、C12、C13、C14电容的末端相互连接并设置为零电位；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8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

光二节管D4和电阻R10；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9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

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5和电阻R11；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0脚上设置有电线

路连接至+3.3V接口脚，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7；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2脚

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其电线路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管D8；STM32F072RBT6

单片机的零电位GND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发光二节

管D6和电阻R12；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24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接口脚，电线路

上依次设置有电阻R16和R15，电阻R16和R15之间设置有一条支电线路连接至零电位GND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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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电线路上设置有按钮开关S1；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25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3.3V

接口脚，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电阻R19和R18，电阻R19和R18之间设置有一条支电线路连接

至零电位GND脚，支电线路上设置有按钮开关S2；TM32F072RBT6单片机56脚上设置有蜂鸣

器，蜂鸣器的电源采用DC/12转DC5V模块+5V输出电源。

[0037] 在单片机上连接设置拥有外部接口，所述部接口模块包括低漏失电压发射器输出

模块、4排插接模块和10排插接模块，所述10排插接模块的1、2、3脚设置有电线路相互连接

且连接至DC5V转DC3.3V模块+3.3V输出端，在10排插接模块的1、2、3脚设置有电线路相互连

接点与1脚间的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7，在在10排插接模块的1、2、3脚设置有电线路相互连

接点前设置支电线路，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8，电容C8后端设置为零电位，10排插接模块

的4、5、6、7脚分别连接至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33、34、35、36脚，10排插接模块的10脚设

置有电线路连接至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57脚，其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三极管Q3和电阻

R9,所述三极管Q3使用NPN型三极管。

[0038] 所述低漏失电压发射器输出模块选用MAX3232CSE芯片：MAX3232CSE芯片的1脚与3

脚之间设置有电线路连接，其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3；MAX3232CSE芯片的4脚与5脚之间设

置有电线路连接，其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5；MAX3232CSE芯片的11脚与12脚之间设置有电

线路连接：MAX3232CSE芯片的10脚通过电线路与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6脚连接：

MAX3232CSE芯片的9脚通过电线路与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7脚连接；MAX3232CSE芯片的

10脚与9脚的电线路上设置有电线路连通，依次设置有发光二极管D3、电阻R6、电阻R5和发

光二极管D2,电阻R6、电阻R5之间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DC5V转DC3.3V模块的+3.3V输出端；

MAX3232CSE芯片的15脚设置为零电位；MAX3232CSE芯片的2脚上设置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

置有电容C4，电容C4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MAX3232CSE芯片的16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

DC5V转DC3.3V模块的+3.3V输出端，16脚上设置有支电线路，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6，电

容C6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MAX3232CSE芯片的7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4排插接模块2脚；

MAX3232CSE芯片的8脚通过电线路连接至4排插接模块3脚，4排插接模块的1脚连接至DC/12

转DC5V模块的+5V输出端，4排插接模块的4脚设置为零电位；MAX3232CSE芯片的6脚上设置

有电线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7，电容C7的末端连接至零电位。

[0039] 所述电流检测模块包括30A电流互感器模块和30A继电器模块：所述30A电流互感

器模块设置有30A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1、2脚分别连接至8脚集成电偶的2、3脚上，8脚集成

电偶的7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接至DC5V转DC3.3V模块的+3.3V输出端，二者之间设置有支电

路，支电路上设置有电容C1，电容C1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8脚集成电偶的6脚上设置有电线

路连接至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26、27脚，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2，电阻R2的末端设置有

支电线路，支电线路上设置有电容C2，电容C2的末端设置为零电位，8脚集成电偶的1脚与6

脚设置有电线路连通，电线路上设置有电阻R1。

[0040] 所述30 A继电器模块上设置有继电器，继电器的1脚上设置有电线路与

STM32F072RBT6单片机的14脚连接，电线路上依次设置有三极管Q和电阻R3,所述三极管Q1

一个N极设置为零电位，电阻R3的前端设置于电线路练级至三极管Q1的为零电位极，且电路

上设置有电阻R4；继电器的1、2脚上设置有电线路连通，电线路上设置有二极管D1，继电器2

脚上输出12V流；继电器的3、4脚与220V电源连接，连接电路上设置有过电流保护装置。

[0041] 本装置在使用时，打开设备，设备自动进行初始化，然后开始进行检测，打开工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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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伏电压，检测电流，判断电流是否小于20安培，判断否则关断工频220伏电压，显示结果，

判断是则进入电感量计算，然后再关断工频220伏电压，显示结果，继续进入检测步骤。

[0042] 尽管这里参照本发明的多个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是，应该理解，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

请公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附图和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可

以对主题组合布局的组成部件和/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型和改进。除了对组成部件和/或布局

进行的变形和改进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他的用途也将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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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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