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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直流电流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包括壳

体、连接座、基板、计量芯片、功能芯片、通信模

块、第一存储模块、第二存储模块、电流测量单

元、电压测量单元、数据接口、两个接线板、散热

片和采样电阻，数据接口安装在壳体上，采样电

阻连接在两个接线板之间，接线板安装在连接座

上，电流测量单元测量采样电阻两端的分压，电

压测量单元与接线板连接，电流测量单元、电压

测量单元以及第一存储模块均与计量芯片连接，

通信模块、第二存储模块以及数据接口均与功能

芯片连接。本发明的实质性效果是：采用双芯分

别提供应用功能支持和计量功能，提供丰富的服

务的同时，提高直流电流表的准确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11650426 A

2020.09.11

CN
 1
11
65
04
26
 A



1.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其特征在于，

包括壳体、连接座、基板、计量芯片、功能芯片、通信模块、第一存储模块、第二存储模

块、电流测量单元、电压测量单元、数据接口、两个接线板、散热片和采样电阻，所述基板安

装在壳体内，所述连接座与壳体连接，所述计量芯片、功能芯片以及存储器均安装在基板

上，所述数据接口安装在壳体上，所述采样电阻连接在两个所述接线板之间，所述接线板安

装在连接座上，所述电流测量单元测量采样电阻两端的分压，所述电压测量单元一端与接

线板连接，电压测量单元另一端接地，所述电流测量单元、电压测量单元以及第一存储模块

均与计量芯片连接，所述通信模块、第二存储模块以及数据接口均与功能芯片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液晶屏、点阵液晶驱动器和按键，所述液晶屏以及按键均安装在壳体上，所述液

晶屏与所述点阵液晶驱动器连接，所述点阵液晶驱动器以及按键均与功能芯片连接，所述

功能芯片通过液晶屏显示数据以及菜单，所述按键进行菜单翻页以及选择，所述按键通过

两个键钮区分翻页及选择，或通过按键长短按区分翻页及选择。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存储模块包括FRAM存储器以及第一FLASH存储器，所述第一FLASH存储器用于

存储计量芯片获得的测量数据，所述测量数据包括周期性采集的电压数据、电流数据、计算

获得的功率数据、积分运算获得的总有功电量、积分运算获得的正向有功能量以及积分运

算获得的反向有功能量，所述计量芯片以周期t1完成测量数据的获取及计算，并将测量数

据暂存在片内，以周期t2将片内暂存测量数据输出到FRAM存储器，以周期t3将FRAM存储器

内的测量数据转移到第一FLASH存储器，以周期t4将第一FLASH存储器内存储的本周期内产

生的测量数据发送给功能芯片。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其特征在于，

第二存储模块包括EEROM存储器和第二FLASH存储器，所述功能芯片使用EEROM存储器

缓存数据并使用第二FLASH存储器存储数据及程序。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蓝牙通信模块和第三FLASH存储器，所述蓝牙通信模块与功能芯片连接，所述第

三FLASH存储器与蓝牙通信模块连接，所述功能芯片通过蓝牙通信模块实现蓝牙通信连接，

提供数据修改、查询和传送服务。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信模块为485通信模块，所述485通信模块与功能芯片连接，所述功能芯片通过

485通信模块或蓝牙通信模块与外界设备实时通讯。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导轨槽，所述导轨槽设置在壳体底部，用于与导轨卡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两个翻盖和盖板，所述壳体上部设有用于旋转卡接翻盖的凸柱，所述翻盖与壳

体卡接连接，所述盖板与连接座连接，所述盖板覆盖接线板以及散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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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直流电流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

表。

背景技术

[0002] 直流电流表是用来测量直流电路中电流强度的仪表。由于传统电流表采用磁电系

测量机构，允许通过的电流很小，约几微安到几百微安。实际应用时需要加接分流电阻，导

致直流电流表的最大测量电流和精度相互制约。若提高最大测量电流，则会牺牲小电流状

态下的测量精度，甚至无法测量小电流。通过电流直测技术能够解决量程窄的问题，但宽量

程状态下，电流表需要进行精细化的调校，才能够保证电流采集的准确度。为了方便电量数

据的获取，电流表需要具有通信功能。随着智能用电设备的普及，电流表也朝着智能的方向

发展，导致电能表需要处理的数据增多，降低了电量采集任务的响应度和可靠性。因而需要

研制计量可靠且具有功能扩展能力的电能表。

[0003] 中国专利CN205749639U，公开日2016年11月30日，一种大量程电流表，该电流表包

括与高压电气设备接地端电气连接的电流检测互感器，在电流检测互感器上依次接有整流

模块和表头显示模块，表头显示模块上接有保护模块，整流模块上还分别接有超电流报警

模块和运行状态指示模块。其技术方案虽然实现了无内阻测量，对原有电路特性影响较小，

但其测量范围仍然较小，不能解决目前直流电流表量程小或者精度低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目前直流电流表准确度低的技术问题。提出了一种

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本发明采用双芯技术，使计量芯片能够更可靠的响应

测量任务，完成精细的校准计算，提高了电流表的准确度。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

直流电流表，包括壳体、连接座、基板、计量芯片、功能芯片、通信模块、第一存储模块、第二

存储模块、电流测量单元、电压测量单元、数据接口、两个接线板、散热片和采样电阻，所述

基板安装在壳体内，所述连接座与壳体连接，所述计量芯片、功能芯片以及存储器均安装在

基板上，所述数据接口安装在壳体上，所述采样电阻连接在两个所述接线板之间，所述接线

板安装在连接座上，所述电流测量单元测量采样电阻两端的分压，所述电压测量单元一端

与接线板连接，电压测量单元另一端接地，所述电流测量单元、电压测量单元以及第一存储

模块均与计量芯片连接，所述通信模块、第二存储模块以及数据接口均与功能芯片连接。所

述电流测量单元通过采样引脚与采样电阻连接。功能芯片能够完成数据的上报、查询以及

人工现场调试、设置等功能任务，提供丰富的服务，方便电流表的计量和使用，计量芯片仅

按预设程序执行计量任务，并周期性将计量结果存储到存储器及发送给功能芯片，使得计

量芯片能够准确及时的处理电流测量单元及电压测量单元采集到的数据，并进行修正处

理，获得更为准确的计量结果，从而提高了直流电流表的准确度。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1650426 A

3



[0006] 作为优选，还包括液晶屏、点阵液晶驱动器和按键，所述液晶屏以及按键均安装在

壳体上，所述液晶屏与所述点阵液晶驱动器连接，所述点阵液晶驱动器以及按键与功能芯

片连接，所述功能芯片通过液晶屏显示数据以及菜单，所述按键进行菜单翻页以及选择，所

述按键通过两个键钮区分翻页及选择，或通过按键长短按区分翻页及选择。通过液晶屏和

按键配合能够方便现场查看电流表状态以及计量结果，方便部署安装电流表或排查电流表

故障，提高电力表的工作可靠性。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存储模块包括FRAM存储器以及第一FLASH存储器，所述第一

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计量芯片获得的测量数据，所述测量数据包括周期性采集的电压数

据、电流数据、计算获得的功率数据、积分运算获得的总有功电量、积分运算获得的正向有

功能量以及积分运算获得的反向有功能量，所述计量芯片以周期t1完成测量数据的获取及

计算，并将测量数据暂存在片内，以周期t2将片内暂存测量数据输出到FRAM存储器，以周期

t3将FRAM存储器内的测量数据转移到第一FLASH存储器，以周期t4将第一FLASH存储器内存

储的本周期内产生的测量数据发送给功能芯片。FRAM存储器具有读写速度快的优点，但不

适合大量计量数据的存储，使用第一FLASH存储器能够降低数据存储成本，结合FRAM存储器

能够使读写速度提高。

[0008] 作为优选，第二存储模块包括EEROM存储器和第二FLASH存储器，所述功能芯片使

用EEROM存储器缓存数据并使用第二FLASH存储器存储数据及程序。

[0009] 作为优选，还包括蓝牙通信模块和第三FLASH存储器，所述蓝牙通信模块与功能芯

片连接，所述第三FLASH存储器与蓝牙通信模块连接，所述功能芯片通过蓝牙通信模块实现

蓝牙通信连接，提供数据修改、查询和传送服务。

[0010] 作为优选，所述通信模块为485通信模块，所述485通信模块与功能芯片连接，所述

功能芯片通过485通信模块或蓝牙通信模块与外界设备实时通讯。485通信模块与具有通讯

速度快的优点，485对外通讯速度最快能够达到921600bps，通过485通信模块能够完成功能

芯片的程序升级任务。计量芯片通过功能芯片的透传通讯也能够完成程序升级的任务。

[0011] 作为优选，还包括导轨槽，所述导轨槽设置在壳体底部，用于与导轨卡接。适合导

轨安装能够方便电流表的安装部署。

[0012] 作为优选，还包括两个翻盖和盖板，所述壳体上部设有用于旋转卡接翻盖的凸柱，

所述翻盖与壳体卡接连接，所述盖板与连接座连接，所述盖板覆盖接线板以及散热片。翻盖

和盖板能够避免保护电子元件。

[0013] 本发明的实质性效果是：采用双芯分别提供应用功能支持和计量功能，其中功能

芯片能够完成数据的上报、查询以及人工现场调试、设置等功能任务，提供丰富的服务，方

便电流表的计量和使用，计量芯片仅按预设程序执行计量任务，使得计量芯片能够准确及

时的处理电流测量单元及电压测量单元采集到的数据，获得更为准确的计量结果，提高直

流电流表的准确度。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实施例一电流表元器件连接示意图。

[0015] 图2为实施例一电流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实施例一接线板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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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4为实施例一壳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实施例一采样引脚位置示意图。

[0019] 图6为实施例二盖板结构示意图。

[0020] 其中：1、液晶屏，2、翻盖，3、壳体，4、盖板，5、接线板，6、散热片，7、采样电阻，8、连

接座，9、导轨，10、外部时钟输入口，11、校验接线口，12、数据接口，13、采样引脚，14、封板，

15、拉杆，16、套杆，101、FRAM存储器，102、第一FLASH存储器，103、计量芯片，201、第三FLASH

存储器，202、蓝牙通信模块，301、EEROM存储器，302、第二FLASH存储器，303、功能芯片，304、

磁场检测单元，305、点阵液晶驱动器，306、液晶背光，307、按键，308、485通信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具体说明。

[0022] 实施例一：

一种基于双芯技术的大电流直流电流表，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包括壳体3、连接座8、基

板、计量芯片103、功能芯片303、通信模块、第一存储模块、第二存储模块、电流测量单元、电

压测量单元、磁场检测单元304、数据接口12、两个接线板5、散热片6和采样电阻7，基板安装

在壳体3内，连接座8与壳体3连接，计量芯片103、功能芯片303、磁场检测单元304以及存储

器均安装在基板上，如图2所示，数据接口12、液晶屏1、外部时钟输入口10、校验接线口11以

及按键307均安装在壳体3上，液晶屏1与点阵液晶驱动器305连接，液晶背光306安装在液晶

屏1背面，外部时钟输入口10、点阵液晶驱动器305、磁场检测单元304、液晶背光306控制端

以及按键307均与功能芯片303连接，功能芯片303通过液晶屏1显示数据以及菜单，按键307

进行菜单翻页以及选择，按键307通过两个键钮区分翻页及选择，或通过按键307长短按区

分翻页及选择，壳体3上部设有用于旋转卡接翻盖2的凸柱，翻盖2与壳体3卡接连接，盖板4

与连接座8连接，盖板4覆盖接线板5以及散热片6。

[0023] 如图3所示，采样电阻7连接在两个接线板5之间，接线板5安装在连接座8上，电流

测量单元测量采样电阻7两端的分压，电压测量单元一端与接线板5连接，电压测量单元另

一端接地，电流测量单元、电压测量单元、第一存储模块以及校验接线口11均与计量芯片

103连接，通信模块、第二存储模块以及数据接口12均与功能芯片303连接，如图5所示，电流

测量单元通过采样引脚13与采样电阻7连接。导轨槽设置在壳体3底部，用于与导轨9卡接。

适合导轨9安装能够方便电流表的安装部署。

[0024] 蓝牙通信模块202与功能芯片303连接，第三FLASH存储器201与蓝牙通信模块202

连接，功能芯片303通过蓝牙通信模块202实现蓝牙通信连接，提供数据修改、查询和传送服

务。如图4所示，通信模块为485通信模块308，485通信模块308与功能芯片303连接，功能芯

片303通过485通信模块308或蓝牙通信模块202与外界设备实时通讯。485通信模块308与具

有通讯速度快的优点，485对外通讯速度最快能够达到921600bps，通过485通信模块308能

够完成功能芯片303的程序升级任务。计量芯片103通过功能芯片303的透传通讯也能够完

成程序升级的任务。

[0025] 第一存储模块包括FRAM存储器101以及第一FLASH存储器102，第一FLASH存储器

102用于存储计量芯片103获得的测量数据，测量数据包括周期性采集的电压数据、电流数

据、计算获得的功率数据、积分运算获得的总有功电量、积分运算获得的正向有功能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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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运算获得的反向有功能量，计量芯片103以周期t1完成测量数据的获取及计算，并将测

量数据暂存在片内，以周期t2将片内暂存测量数据输出到FRAM存储器101，以周期t3将FRAM

存储器101内的测量数据转移到第一FLASH存储器102，以周期t4将第一FLASH存储器102内

存储的本周期内产生的测量数据发送给功能芯片303。FRAM存储器101具有读写速度快的优

点，但不适合大量计量数据的存储，使用第一FLASH存储器102能够降低数据存储成本，结合

FRAM存储器101能够使读写速度提高。第二存储模块包括EEROM存储器301和第二FLASH存储

器302，功能芯片303使用EEROM存储器301缓存数据并使用第二FLASH存储器302存储数据及

程序。

[0026] 如图6所示，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还包括封板14、拉杆15、套杆16和弹簧，套杆16

固定在盖板4外侧，套杆16为一端开口的管，拉杆15一端套入套杆16中，拉杆15另一端与封

板14连接，弹簧放置在套杆16内，拉杆15以及套杆16均为磁的导体，弹簧两端分别与拉杆15

以及套杆16固定连接，弹簧一端通过引线接地，弹簧另一端通过引线与功能芯片303的I/O

引脚连接，盖板4开有若干个散热槽，封板14开有与散热槽匹配的槽口。拉杆15以及套杆16

能够避免对电流表造成电磁干扰，当功能芯片303获得计量数据显示计量电流超过一定值

时，通过引脚使弹簧通电，带动封板14移动，使封板14槽口与散热槽对齐，增加散热片6的散

热速率，同时较大电流带来的热量会更快的加热空气，引起散热片6附近的空气膨胀并通过

散热槽排出，形成对流加快散热的同时能够使气流吹开灰尘，避免灰尘沉积在散热片6上，

适合在计量较大电流时使用，当计量较低电流时，散热槽被封闭，减少灰尘沉积。封板14的

槽口具有向外侧张开的斜坡，功能芯片303的I/O引脚交替输出0和1，即交替输出高低电平。

能够引起弹簧交替收缩和恢复，带动封板14运动，向外侧张开的斜坡会带动气体流动，将盖

板4内的被加热空气加速排出，提高散热效果。

[0027] 本实施例实质性效果是：采用双芯分别提供应用功能支持和计量功能，其中功能

芯片303能够完成数据的上报、查询以及人工现场调试、设置等功能任务，提供丰富的服务，

方便电流表的计量和使用，计量芯片103仅按预设程序执行计量任务，使得计量芯片103能

够准确及时的处理电流测量单元及电压测量单元采集到的数据，获得更为准确的计量结

果，提高直流电流表的准确度。

[0028]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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