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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

合测试装置，属于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

关综合测试装置技术领域；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为：提供一种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

合测试装置；解决该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

为：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正面设置有LED显示

屏、控制按钮；箱体的一侧设置有高压测试端口、

低压测试端口，箱体的另一侧设置有电源模块、

数据通信模块和恒流源模块；箱体的内部设置有

控制电路板，控制电路板上集成有中央控制器，

中央控制器通过导线分别与LED显示屏、控制按

钮、数据通信模块、恒流源模块相连；数据通信模

块通过无线网络与无线温度探头相连；本发明应

用于测量变压器直流电阻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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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1），所述箱

体（1）的正面设置有LED显示屏（2）、控制按钮（3）；

所述箱体（1）的一侧设置有高压测试端口（4）、低压测试端口（5），箱体（1）的另一侧设

置有电源模块（6）、数据通信模块（7）和恒流源模块（8）；

所述箱体（1）的内部设置有控制电路板，所述控制电路板上集成有中央控制器（9），所

述中央控制器（9）通过导线分别与LED显示屏（2）、控制按钮（3）、数据通信模块（7）、恒流源

模块（8）相连；

所述中央控制器（9）的电源输入端与电源模块（6）相连；

所述数据通信模块（7）具体为无线通信模块，所述数据通信模块（7）通过无线网络与无

线温度探头（10）相连；

所述高压测试端口（4）、低压测试端口（5）分别串接AD转换模块（11）后与中央控制器

（9）相连；

所述中央控制器（9）还连接有数据存储模块（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通信模块（7）还与监控终端（13）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模块（6）的电路结构为，所述电源模块（6）内部设置有交流转直流模块，该模块的

交流输入端依次串接熔断器，热敏电阻后与交流电的火线端相连；

所述交流转直流模块的输出端依次并接电容C1，有极电容C2，稳压二极管TVS1，电阻RL

后与电源模块（6）的输出端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恒流源模块（8）使用的芯片为放大器U1，所述恒流源模块（8）的电路结构为：

所述放大器U1的2脚并接电容C13的一端，电阻R13的一端后与电阻R4的一端相连；所述

放大器U1的3脚与电阻R5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5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12的一端后与电源输

入端相连；

所述放大器U1的6脚并接电容C13的另一端，电阻R13的另一端后与电阻R6的一端相连；

所述电阻R6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15的一端后与场效应管Q1的栅极相连，所述场效应管

Q1的源极与40V输入电源相连，所述场效应管Q1的漏极串接电阻R16后与恒流源模块（8）的

输出端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恒流源模块（8）的内部还设置有恒流源档位控制模块，并通过控制按钮（3）进行档位控

制；

所述恒流源档位控制模块使用的芯片为电位器U2，所述恒流源档位控制模块的电路结

构为：

所述电位器U2的1脚、2脚、7脚分别与中央控制器（9）相连；

所述电位器U2的3脚依次并接电位器U2的4脚，电容C4的一端，有极电容E2的负极，电容

C3的一端，有极电容E1的正极，稳压二极管T1的负极后接地；

所述电位器U2的5脚并接二极管D1的负极后与电阻R2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2的另一

端接电源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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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电位器U2的6脚并接电阻C3的另一端，二极管D1的正极，有极电容E1的负极，稳压

二极管T1的正极后与电阻R1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1的另一端接-9V电源输入端；

所述电位器U2的8脚并接电容C4的另一端后与有极电容E2的正极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AD转换模块（11）的前端电路设置有信号调理及滤波模块，所述AD转换模块（11）使用的

控制芯片为放大器U3，所述AD转换模块（11）的电路结构为：

所述放大器U3的2脚并接电阻R23的一端后与电阻R24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23的另一

端接地；

所述放大器U3的3脚并接电容C65的一端后与电阻R8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8的另一端

与测试端口相连；

所述放大器U3的4脚并接电容C34的一端，电容C52的一端后与-15V输入电源相连，所述

电容C34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52的另一端后接地；

所述放大器U3的6脚并接电阻R24的另一端后与电阻R30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30的另

一端并接电容C68的一端后与信号调理及滤波模块输出端相连；

所述放大器U3的7脚并接电容C33的一端，电容C51的一端后与15V输入电源相连，所述

电容C33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51的另一端后接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12）使用的芯片为存储芯片U4，所述数据存储模块（12）的电路结构为：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5脚、6脚与中央控制器（9）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8脚并接蓄电池BT1的正极后与电容C30的一端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9脚并接电容C30的另一端，蓄电池BT1的负极后接地；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0脚与晶振X2的一端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1脚与晶振X2的另一端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2脚串接电阻R22后与3.3V输入电源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3脚串接电阻R21后与3.3V输入电源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4脚与3.3V输入电源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放大器U1的型号为OP184；电位器U2的型号为X9C103；放大器U3的型号为OP1177；数据

存储芯片U4的型号为FM31L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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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属于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

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对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测试工作是变压器在交接、大修、和改变分接开关后必

不可少的试验项目，有载分接开关是与变压器回路连接的唯一运动部件，因此在测试时需

要同时对有载分接开关进行检测，在《电力设备交接和预防性试验规程》中，检测项目包括

检查有载分接开关的动作顺序，测量切换时间等。

[0003] 上述两个试验项目的传统测试方法采用分体式测试方法，即使用一台变压器直流

电阻测试仪和一台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测试仪分别接线与测试，因为是两台独立的仪器，

每台仪器均配有专用的测试线，这就需要分开测试分开接线，尤其在选用单相直阻时，必须

频繁改变接线方式，接线拆线工作将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及工时，且常规直阻试验和有载开

关试验用到的两种仪器在使用时，需要3-4人操作并最少接线两次才能分别测试出两种参

数，费时费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变压

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

案为：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正面设置有

LED显示屏、控制按钮；

所述箱体的一侧设置有高压测试端口、低压测试端口，箱体的另一侧设置有电源模块、

数据通信模块和恒流源模块；

所述箱体的内部设置有控制电路板，所述控制电路板上集成有中央控制器，所述中央

控制器通过导线分别与LED显示屏、控制按钮、数据通信模块、恒流源模块相连；

所述中央控制器的电源输入端与电源模块相连；

所述数据通信模块具体为无线通信模块，所述数据通信模块通过无线网络与无线温度

探头相连；

所述高压测试端口、低压测试端口分别串接AD转换模块后与中央控制器相连；

所述中央控制器还连接有数据存储模块。

[0005] 所述数据通信模块还与监控终端相连。

[0006] 所述电源模块的电路结构为，所述电源模块内部设置有交流转直流模块，该模块

的交流输入端依次串接熔断器，热敏电阻后与交流电的火线端相连；

所述交流转直流模块的输出端依次并接电容C1，有极电容C2，稳压二极管TVS1，电阻RL

后与电源模块的输出端相连。

[0007] 所述恒流源模块使用的芯片为放大器U1，所述恒流源模块的电路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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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放大器U1的2脚并接电容C13的一端，电阻R13的一端后与电阻R4的一端相连；所述

放大器U1的3脚与电阻R5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5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12的一端后与电源输

入端相连；

所述放大器U1的6脚并接电容C13的另一端，电阻R13的另一端后与电阻R6的一端相连；

所述电阻R6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15的一端后与场效应管Q1的栅极相连，所述场效应管

Q1的源极与40V输入电源相连，所述场效应管Q1的漏极串接电阻R16后与恒流源模块的输出

端相连。

[0008] 所述恒流源模块的内部还设置有恒流源档位控制模块，并通过控制按钮进行档位

控制；

所述恒流源档位控制模块使用的芯片为电位器U2，所述恒流源档位控制模块的电路结

构为：

所述电位器U2的1脚、2脚、7脚分别与中央控制器相连；

所述电位器U2的3脚依次并接电位器U2的4脚，电容C4的一端，有极电容E2的负极，电容

C3的一端，有极电容E1的正极，稳压二极管T1的负极后接地；

所述电位器U2的5脚并接二极管D1的负极后与电阻R2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2的另一

端接电源输入端；

所述电位器U2的6脚并接电阻C3的另一端，二极管D1的正极，有极电容E1的负极，稳压

二极管T1的正极后与电阻R1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1的另一端接-9V电源输入端；

所述电位器U2的8脚并接电容C4的另一端后与有极电容E2的正极相连。

[0009] 所述AD转换模块的前端电路设置有信号调理及滤波模块，所述AD转换模块使用的

控制芯片为放大器U3，所述AD转换模块的电路结构为：

所述放大器U3的2脚并接电阻R23的一端后与电阻R24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23的另一

端接地；

所述放大器U3的3脚并接电容C65的一端后与电阻R8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8的另一端

与测试端口相连；

所述放大器U3的4脚并接电容C34的一端，电容C52的一端后与-15V输入电源相连，所述

电容C34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52的另一端后接地；

所述放大器U3的6脚并接电阻R24的另一端后与电阻R30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30的另

一端并接电容C68的一端后与信号调理及滤波模块输出端相连；

所述放大器U3的7脚并接电容C33的一端，电容C51的一端后与15V输入电源相连，所述

电容C33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51的另一端后接地。

[0010]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使用的芯片为存储芯片U4，所述数据存储模块的电路结构为：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5脚、6脚与中央控制器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8脚并接蓄电池BT1的正极后与电容C30的一端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9脚并接电容C30的另一端，蓄电池BT1的负极后接地；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0脚与晶振X2的一端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1脚与晶振X2的另一端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2脚串接电阻R22后与3.3V输入电源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3脚串接电阻R21后与3.3V输入电源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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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4脚与3.3V输入电源相连。

[0011] 所述放大器U1的型号为OP184；电位器U2的型号为X9C103；放大器U3的型号为

OP1177；数据存储芯片U4的型号为FM31L272。

[0012]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备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研发一套设备，可以同时

完成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及有载分接开关测试工作，在两个检查项目的测试过程中，不需

要频繁的拆接测试线，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本发明提供的测试装置将多功能模块集成在一

个箱体中，结构紧凑，重量轻，抗干扰能力强，可以完成变压器直流电阻和有载分接开关的

测试，并且只需要一次接线，依靠箱体内部的工作模式切换功能即可快速准确的完成两个

试验项目的测试；将本发明应用于目前变压器常规试验中，可以克服目前测试工作中试验

测试点较多的问题，减少接线拆线操作，从根本上减少了试验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试验时

间。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图1为本发明箱体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电源模块的电路图；

图4为本发明恒流源模块的电路图；

图5为本发明恒流源模块的档位控制模块电路图；

图6为本发明AD转换模块的电路图；

图7为本发明数据存储模块的电路图；

图中：1为箱体、2为LED显示屏、3为控制按钮、4为高压测试端口、5为低压测试端口、6为

电源模块、7为数据通信模块、8为恒流源模块、9为中央控制器、10为无线温度探头、11为AD

转换模块、12为数据存储模块、13为监控终端。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如图1至图7所示，本发明变压器直流电阻及有载分接开关综合测试装置，包括箱

体1，所述箱体1的正面设置有LED显示屏2、控制按钮3；

所述箱体1的一侧设置有高压测试端口4、低压测试端口5，箱体1的另一侧设置有电源

模块6、数据通信模块7和恒流源模块8；

所述箱体1的内部设置有控制电路板，所述控制电路板上集成有中央控制器9，所述中

央控制器9通过导线分别与LED显示屏2、控制按钮3、数据通信模块7、恒流源模块8相连；

所述中央控制器9的电源输入端与电源模块6相连；

所述数据通信模块7具体为无线通信模块，所述数据通信模块7通过无线网络与无线温

度探头10相连；

所述高压测试端口4、低压测试端口5分别串接AD转换模块11后与中央控制器9相连；

所述中央控制器9还连接有数据存储模块12。

[0015] 所述数据通信模块7还与监控终端13相连。

[0016] 所述电源模块6的电路结构为，所述电源模块6内部设置有交流转直流模块，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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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交流输入端依次串接熔断器，热敏电阻后与交流电的火线端相连；

所述交流转直流模块的输出端依次并接电容C1，有极电容C2，稳压二极管TVS1，电阻RL

后与电源模块6的输出端相连。

[0017] 所述恒流源模块8使用的芯片为放大器U1，所述恒流源模块8的电路结构为：

所述放大器U1的2脚并接电容C13的一端，电阻R13的一端后与电阻R4的一端相连；所述

放大器U1的3脚与电阻R5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5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12的一端后与电源输

入端相连；

所述放大器U1的6脚并接电容C13的另一端，电阻R13的另一端后与电阻R6的一端相连；

所述电阻R6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15的一端后与场效应管Q1的栅极相连，所述场效应管

Q1的源极与40V输入电源相连，所述场效应管Q1的漏极串接电阻R16后与恒流源模块8的输

出端相连。

[0018] 所述恒流源模块8的内部还设置有恒流源档位控制模块，并通过控制按钮3进行档

位控制；

所述恒流源档位控制模块使用的芯片为电位器U2，所述恒流源档位控制模块的电路结

构为：

所述电位器U2的1脚、2脚、7脚分别与中央控制器9相连；

所述电位器U2的3脚依次并接电位器U2的4脚，电容C4的一端，有极电容E2的负极，电容

C3的一端，有极电容E1的正极，稳压二极管T1的负极后接地；

所述电位器U2的5脚并接二极管D1的负极后与电阻R2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2的另一

端接电源输入端；

所述电位器U2的6脚并接电阻C3的另一端，二极管D1的正极，有极电容E1的负极，稳压

二极管T1的正极后与电阻R1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1的另一端接-9V电源输入端；

所述电位器U2的8脚并接电容C4的另一端后与有极电容E2的正极相连。

[0019] 所述AD转换模块11的前端电路设置有信号调理及滤波模块，所述AD转换模块11使

用的控制芯片为放大器U3，所述AD转换模块11的电路结构为：

所述放大器U3的2脚并接电阻R23的一端后与电阻R24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23的另一

端接地；

所述放大器U3的3脚并接电容C65的一端后与电阻R8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8的另一端

与测试端口相连；

所述放大器U3的4脚并接电容C34的一端，电容C52的一端后与-15V输入电源相连，所述

电容C34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52的另一端后接地；

所述放大器U3的6脚并接电阻R24的另一端后与电阻R30的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30的另

一端并接电容C68的一端后与信号调理及滤波模块输出端相连；

所述放大器U3的7脚并接电容C33的一端，电容C51的一端后与15V输入电源相连，所述

电容C33的另一端并接电容C51的另一端后接地。

[0020]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12使用的芯片为存储芯片U4，所述数据存储模块12的电路结构

为：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5脚、6脚与中央控制器9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8脚并接蓄电池BT1的正极后与电容C30的一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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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9脚并接电容C30的另一端，蓄电池BT1的负极后接地；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0脚与晶振X2的一端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1脚与晶振X2的另一端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2脚串接电阻R22后与3.3V输入电源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3脚串接电阻R21后与3.3V输入电源相连；

所述数据存储芯片U4的14脚与3.3V输入电源相连。

[0021] 所述放大器U1的型号为OP184；电位器U2的型号为X9C103；放大器U3的型号为

OP1177；数据存储芯片U4的型号为FM31L272。

[0022] 本发明在设计时，基于直流电阻试验和直流法有载分接开关试验都是输出恒流

源，并且在接线上都有共通之处，即同时将高压侧A/B/C/O端口全部接到仪器上（直阻测试

采用三通道同测法，因此需要将所有相别全部接到仪器上），因此可以将两种测试仪器组合

为一台仪器进行使用，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准确计算元器件参数，合理配置元器件，设计出

两种试验所需的采样处理单元，并将各单元模块进行集成化安装，完成制作。

[0023] 本发明设计的箱体1采用全铝合金结构，控制按钮3具体为内嵌式按键与飞梭旋钮

相结合的结构，信号输出面板采用同一端子排；在内置控制系统方面，除了独立测试直流电

阻和有载分接开关两种参数，在测试直阻方面还应引入“一键测量”概念，即设置一次参数

仪器自动完成变压器高低压所有绕组阻值，这样更能进一步减少测试时间；在测试过程中，

还可以与无线温度探头建立连接，实现对变压器温度的实时测量并进行参考。

[0024] 本发明设计一台集两种功能为一体的测试仪器，箱体金属结构能达到抗干扰的作

用，旋钮设计有助于有载试验时分析波形，一键测量可节省大量时间，无线测温可实时监控

温度数据，满足测试装置的测量精度和抗干扰能力要求。

[0025] 本发明设计的电源模块6对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端进行了有效的滤波和保护设计，

减小了电源系统的纹波、噪声干扰，可以确保给整个测试系统提供一套干净稳定的电源输

出。

[0026] 所述恒流源模块8可以向直阻测试和有载测试提供稳定的恒流源，本发明对恒流

源进行了优化设计，在保证恒流源稳定、噪声小、精度高的基础上，提高了响应速度和稳定

程度，确保两种测试得到的数据准确快速。

[0027] 采样系统要求中央控制器9对采集数据进行高效稳定的处理，本发明采用型号为

AD7606的同步采样芯片，具备16位8通道，对测量结果进行数据采集，确保数据测量的稳定

性、可靠性、高效性。

[0028] 本发明外接的无线温度探头10使用型号为DS18B20温度传感器芯片，芯片防水防

潮由不锈钢管封装，安装使用方便，并采用无线通讯模块将监测的温度数据实时传输给测

试仪器。

[0029]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12内部使用大容量铁电存储芯片FM31L272，确保了对测量数据

的实时保存，芯片自带看门狗电路，确保仪器整体运行的可靠性。

[0030] 本发明提供的直流电阻试验与有载分接开关参数测试装置的技术参数如下：

直阻测量测试电流要求参数为：三相测试：5A＋5A，1A＋1A，两档可选；分相测试：10A，

5A，1A，三档可选；

测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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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1.000mΩ~1Ω；

5A：10.00mΩ~4Ω，5A+5A，10mΩ~1Ω；

1A：100.0mΩ~20Ω，1A+1A，100mΩ~5Ω；

最小分辨率：0.1uΩ

准确度：±（0.2%+2字）

有载分接开关测试参数为：输出电流：1.0A、0.5A、0.3A、三档可选；

电阻量程：1.0A档时0.1～10Ω；0.5A档时5～20Ω；0.3A档时10～40Ω；

电阻测量精度：±(读数×5%+5个字)，分辨率：0.01Ω；

过渡时间测量范围：1～250mS；

过渡时间测量精度：±1mS，分辨率：0.1mS；

采样频率为10KHz。

[0031] 本测试系统通过安装设置信号处理采集处理模块、稳定恒流源模块、多功能切换

模块、高精度AD采样模块实现两部分测试功能；其中高稳定恒流源电路可产生用于直流电

阻测量和有载分接开关测试的三路恒流源；多功能切换电路可切换不同的信号采样（直阻

慢速采样和有载高速采样）；高精度AD采样模块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32位中央

处理器进行处理，从而计算出所需各种试验参数；本发明采用一体式结构设计，进行两个检

测项目的试验时，只需要一次性把测试线接好，然后通过人机交互模块选择进行相应测试

项目，即可完成所有项目的测试。

[0032] 实施例：

使用本发明对现有变电站进行测试，测试数据如下：

2018年11月12日，在110kV某变电站2#号主变进行测试，该变压器参数为：

型号：SSZ11-50000/110；

额定电压：（110±8X1.25％）/38.5±2X2.5％/10.5kV；

额定容量：50000kVA；

出厂编号：201509-0005；

出厂日期：2015.12；

现场测试状况如下：

时间：2018年11月12日；

地点：110kV某变电站；

设备：变压器；

设备型号：SSZ11-50000/110；

设备状态：停电；

测试情况：首先使用直流电阻测试仪和有载分接开关测试仪分别对变压器和开关进行

测试，然后使用本发明研制的直阻加有载二合一仪器进行测试，测试情况如下：

测试时间如下：

直阻测试仪35分10秒；

有载分接开关测试仪25分50秒；

直阻加有载二合一装置40分33秒；

结论：使用本发明装置测量结果准确、两部分测试实验合为一部分，节省大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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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在上述变压器直阻和有载开关测试中，测试人员由原来的人员3-4人降低为2人，

测试时间由61分00秒降低至40分33秒。

[0034]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使用本发明测试装置替代传统的直阻测试装置和有载开关测

试装置，可以有效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减少的测量时间。

[003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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