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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

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步骤

一，对P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步

骤二，对C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

步骤三，考虑到模块后续电路的功耗，同时保证

采样精度的要求，对后续电路中的主要元器件

MCU和射频芯片进行选型；步骤四，在保证正常工

作的同时，软件上进行低功耗设计，以达到尽量

降低整机功耗的效果，为了实现此效果，软件上

的设计主要体现在模式切换、数据辅助更新、功

能控制和低功耗保持四个方面。本发明通过将采

集的两路线圈输出的电压、电流的幅值和相位上

传到主站进行对比，判断是否存在用电异常，能

够从根源上解决窃电问题。同时对智能互感器从

软硬件两方面进行了低功耗设计，减小采集模块

对互感器的影响，提高了互感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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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P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

步骤二，对C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

步骤三，考虑到模块后续电路的功耗，同时保证采样精度的要求，对后续电路中的主要

元器件MCU和射频芯片进行选型。

步骤四，在保证正常工作的同时，软件上进行低功耗设计，以达到尽量降低整机功耗的

效果。为了实现此效果，软件上的设计主要体现在模式切换、数据辅助更新、功能控制和低

功耗保持四个方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一中对P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为，在互感器内部嵌入一路线圈，用于

取能，同时用这路线圈对电压进行采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二中对C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为，在互感器内部嵌入三路线圈，其中

一个为取能线圈，另外两个线圈为相同的线圈，其中一个经过模块二次侧采样通道接到互

感器外作为二次侧输出，另一个接到模块的一次侧通道用于一次侧数据采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三中对后续电路中的主要元器件MCU和射频芯片进行选型为，在保证精度的前提

下，选取具有低功耗工作方式的MCU和射频芯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四中软件上的设计主要体现在模式切换、数据辅助更新、功能控制和低功耗保持四

个方面分别为，模式切换时，正常模式下，调用进入软件待机模式接口，会先做进入软件待

机模式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关闭系统时钟模块、24位的DSAD，停止交采通道数据采集，然后

关闭温度传感器，解除绑定到中断处理上的射频芯片的数据处理函数，绑定中断到唤醒中

断处理函数，最后执行WAIT指令进入软件待机模式。在软件待机模式下时，射频芯片收到数

据就会拉低中断管脚触发MCU外部中断，唤醒MCU后需要重新打开进入软件待机前停止的模

块，首先启动系统时钟模块，启动24位的DSAD，启动温度传感器，并重新绑定射频芯片数据

处理到外部管脚中断上，因为触发了外部中断说明射频芯片收到数据，所以需要将收到的

数据从射频芯片中读取出来，保证不遗漏数据。

数据辅助更新时，由于采集模块的低功耗工作方式采用被动唤醒方式，为保证数据的

实效性，加入辅助更新技术，通信终端通过数据冻结报文唤醒采集模块，采集模块解析到冻

结命令后，保持唤醒状态2s，在唤醒状态下，一切恢复正常运行状态，2s后重新进入软件待

机模式，以低功耗方式运行。

功能控制时，为方便本地维护，加入采集模块的低功耗手动开关功能，可以利用配套的

PC本地维护软件，手动控制工作模式，同时加入对射频芯片接收模式的控制，方便软件维

护。低功耗保持时，当射频芯片收到数据时模块会被唤醒，需要先对收到的数据进行过滤解

析，判断是否为有效报文。对于无效报文，继续保持低功耗模式，对于有效报文，采集模块退

出低功耗模式进入正常状态，任务完成后，会重新进入低功耗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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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配电网自动化系统领域，涉及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

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窃电违法行为越来越严重，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经济建

设和社会的发展。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的窃电作案手段正向隐蔽化、高科技化等

方向发展，除了普通型窃电手法，即采取私拉乱接、无表用电等手段窃电以及比较原始的绕

表窃电、私自开启电能表计量封印等窃电方法外，出现了诸多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型窃电手

段，如加装遥控装置短接电流互感器(Current  Transformer,CT)，二次回路出线进电表的

电流回路，改变CT变比，更换互感器，改变铭牌。

[0003] 2014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营销部向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下达防窃电重点工作任

务单，其中包括互感器二次回路防窃电技术。国家电网的下属单位国电南瑞针对此项任务

做了大量的调研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研制出了回路状态巡检仪，其可以对互感

器二次侧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回路巡检仪将填补计量体系中二次回路状态数据的空白，

也会是继智能电能表，采集变终端后另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装置。市场上针对互感器且具备

防窃电功能的产品主要有回路状态巡检仪、高压电能表、电子式互感器，但是这些设备仍然

存在着一些问题，回路巡检仪属于二次设备，可能会被人为更换掉，没有从根源上解决窃电

的问题；高压电能表精度较低，可靠性较差，使用寿命较短，还会涉及到一二次设备融合的

问题；电子式互感器测量精度较低，多数热稳定性较差，若是有源电子式互感器，当互感器

的采集器和供电模块出现了一定的运行异常之后或者是检修更换的过程中，需要一次系统

停电处理，长期大功率的激光供能会影响光器件的使用寿命。

[0004] 近年来随着嵌入式技术的快速发展，嵌入式设备在人们的日程生活中应用的越来

越广泛。而这些设备对系统功耗具有较高的要求，因为过高的系统功耗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对于电池供电的系统，如果功耗过大，设备运行时间过短，在现实中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对

于用市电供电的设备，如果功耗太大，产生的热量过多，设备散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会

影响设备的运行。这些传统的互感器都没有进行低功耗设计，导致采集模块对互感器影响

比较大，影响互感器的性能。

[0005] 而智能互感器是一个全新的产品，主要应用于10kV用户工程的高压计量，是对传

统电磁式互感器的改进。智能互感器通过将采集的两路线圈输出的电压、电流的幅值和相

位上传到主站进行对比，判断是否存在用电异常，能够从根源上解决窃电问题。同时对智能

互感器从软硬件两方面进行了低功耗设计，提高了互感器的性能。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

作方式的设计方法，智能互感器是一种全新的产品，主要由通信终端、电压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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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Transformer,PT)采集模块和CT采集模块组成。在互感器内部嵌入采集模块，

可以实现互感器一次侧和二次测电压、电流、相位差、频率、温度信息的实时采集，然后通过

无线方式实时传送给通信终端，最终上传至主站。通过将采集的两路线圈输出的电压、电流

的幅值和相位进行比对，判断是否存在用电异常，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测量精度高，可

靠性好。同时对智能互感器进行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降低功耗，减小采集模块对互感器

的影响，提高智能互感器的性能。

[0007] 本发明通过智能互感器内部嵌入智能模块，可以实现互感器一次侧和二次测电

压、电流的实时采集、比对、无线传输功能，从而对互感器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对电流互感器

和电压互感器采集模块的取能方式以及工作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保证采样精度的同时，

降低功耗。

[0008]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取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一，对P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

[0011] 步骤二，对C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

[0012] 步骤三，考虑到模块后续电路的功耗，同时保证采样精度的要求，对后续电路中的

主要元器件MCU和射频芯片进行选型。

[0013] 步骤四，在保证正常工作的同时，软件上进行低功耗设计，以达到尽量降低整机功

耗的效果。为了实现此效果，软件上的设计主要体现在模式切换、数据辅助更新、功能控制

和低功耗保持四个方面。

[0014] 步骤一中的对P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的低功耗设计为，在互感器内部嵌入一路

线圈，用于取能，同时用这路线圈对电压进行采样。

[0015] 步骤二中的对C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的低功耗设计为，在互感器内部嵌入三路

线圈，其中一个为取能线圈，另外两个线圈为相同的线圈，其中一个经过模块二次侧采样通

道接到互感器外作为二次侧输出，另一个接到模块的一次侧通道用于一次侧数据采样。

[0016] 步骤三中的对后续主要元器件MCU和射频芯片的选型为，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选

取具有低功耗工作方式的MCU和射频芯片。

[0017] 步骤四中的软件上的设计主要体现在模式切换、数据辅助更新、功能控制和低功

耗保持四个方面分别为，模式切换时，MCU主要是在正常模式和软件待机模式之间切换，射

频芯片需要在普通接收模式、LDC(Low  Duty  Cycle,Auto  RX  Wake-up)模式和发送模式之

间切换。低功耗状态下，MCU工作在软件待机模式，射频芯片处于LDC接收模式。MCU在正常模

式下执行WAIT指令就可以进入软件待机模式，WAIT指令为MCU自带的进入低功耗的指令接

口。设计方案中采用外部管脚中断的唤醒方式。硬件上射频芯片有一个外部中断管脚，此外

部中断管脚触发条件配置为：收到数据和发送完成，即当射频芯片收到通信终端的数据或

者本机发送完成一包数据后，都拉低这个管脚，触发MCU外部管脚中断，结合MCU软件待机模

式的唤醒方式，选择此管脚的外部中断信号作为唤醒MCU的方式。正常模式下，这个外部中

断管脚的中断处理绑定到射频芯片的数据处理函数上，而唤醒后需要一个唤醒中断处理函

数做一些处理工作，首先启动系统时钟模块，启动24位的DSAD，启动温度传感器，并重新绑

定射频芯片数据处理到外部管脚中断上，所以在执行WAIT指令前，需要先解绑射频芯片数

据处理函数，然后绑定唤醒中断处理函数。所以一旦向采集模块发送数据就会触发中断，然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1611755 A

4



后执行唤醒中断处理函数，完成必要模块的开启后重新绑定中断处理到射频芯片数据处理

上。正常模式下，调用进入软件待机模式接口，会先做进入软件待机模式前的准备工作，首

先关闭系统时钟模块、24位的DSAD，停止交采通道数据采集，然后关闭温度传感器，解除绑

定到中断处理上的射频芯片的数据处理函数，绑定中断到唤醒中断处理函数，最后执行

WAIT指令进入软件待机模式。在软件待机模式下时，射频芯片收到数据就会拉低中断管脚

触发MCU外部中断，唤醒MCU后需要重新打开进入软件待机前停止的模块，首先启动系统时

钟模块，启动24位的DSAD，启动温度传感器，并重新绑定射频芯片数据处理到外部管脚中断

上，因为触发了外部中断说明射频芯片收到数据，所以需要将收到的数据从射频芯片中读

取出来，保证不遗漏数据。

[0018] 数据辅助更新时，由于采集模块的低功耗工作方式采用被动唤醒方式，为保证数

据的实效性，加入辅助更新技术，通信终端通过数据冻结报文唤醒采集模块，采集模块解析

到冻结命令后，保持唤醒状态2s，在唤醒状态下，一切恢复正常运行状态，完成一次温度采

集和交采数据处理，更新关键数据，2s后重新进入软件待机模式，以低功耗方式运行。

[0019] 功能控制时，为方便本地维护，加入采集模块的低功耗手动开关功能，可以利用配

套的PC本地维护软件，手动控制工作模式，同时加入对射频芯片接收模式的控制，方便软件

维护。

[0020] 低功耗保持时，当射频芯片收到数据模块会被唤醒，需要先对收到的数据进行过

滤解析，判断是否为有效报文。对于无效报文，继续保持低功耗模式，对于有效报文，采集模

块退出低功耗模式进入正常状态，任务完成后，会重新进入低功耗工作方式。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发明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设计方法，互感

器内部嵌入采集模块，可以实现互感器一次侧和二次测电压、电流的实时采集、比对、无线

上报功能，从而为状态检修提供数据支持、为窃电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对其进行低功耗

工作方式设计，降低功耗，减少采集模块对互感器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电压互感器采集模块在电压互感器中的安装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电流互感器采集模块在电流互感器中的安装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模式切换流程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模式切换时进入软件待机模式前的准备工作流程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模式切换时唤醒后的处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整体设计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以具体阐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以下实

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9] 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一，对P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如图1所示，在互感器内部嵌入

一路线圈，用于取能，同时用这路线圈对电压进行采样。

[0031] 步骤二，对CT采集模块取能方式进行低功耗设计，如图2所示，在互感器内部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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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线圈，其中一个为取能线圈，另外两个线圈为相同的线圈，其中一个经过模块二次侧采

样通道接到互感器外作为二次侧输出，另一个接到模块的一次侧通道用于一次侧数据采

样。

[0032] 步骤三，考虑到模块后续电路的功耗，同时保证采样精度的要求，对后续电路中的

主要元器件MCU和射频芯片进行选型。MCU选择为瑞萨的RX21A，这款芯片除了24位的DSAD

外，更重要的是具有需要的低功耗工作方式。根据数据手册中RX21A芯片的各种工作模式下

外设的工作情况对照表，选择软件待机模式作为模块工作时的主要低功耗工作方式，经试

验验证处于软件待机模式下的RX21A功耗为百微安培级别。无线通讯采用433MHz小无线，射

频芯片选择为silicon  lab的Si4460。采用Si4460提供的一种LDC工作模式，LDC工作方式

下，处于待机模式的芯片会定时唤醒到普通接收模式扫描空中数据，保证数据的正常接收。

可以配置唤醒周期WUT_Period和每个周期内的唤醒时间LDC，LDC、WUT_Period可以作为配

置的LDC模式与正常接收模式的功耗比例。

[0033] 步骤四，整机低功耗工作方式由MCU进行主导控制，射频芯片是MCU的一个SPI外

设，MCU通过相应软件接口可以控制射频芯片的模式切换，保证正常数据通讯的同时保证采

集模块的低功耗运行。模块上电，2s后会进入低功耗工作状态，当收到通信终端的数据冻结

报文时会退出低功耗模式，定时2s后重新进入低功耗模式，在这两秒内会完成数据采样，保

存待召测数据。当收到上层设备的数据召测报文后，返回最新的有效数据，从而保证在低功

耗的工作方式下，进行正常的数据采样和与上层设备间的正常交互。

[0034] 模式切换时，如图3所示，RX21A主要是在正常模式和软件待机模式之间切换，而

Si4460需要在普通接收模式、LDC接收模式和发送模式之间切换。低功耗状态下，RX21A工作

在软件待机模式，Si4460处于LDC接收模式。RX21A在正常模式下执行WAIT指令就可以进入

软件待机模式，唤醒RX21A的方式采用外部管脚中断唤醒方式。硬件Si4460有一个外部中断

管脚，这个外部中断管脚触发条件配置为：收到数据和发送完成，即当Si4460收到通信终端

的数据或者本机发送完成一包数据后，都拉低这个管脚，触发RX21A外部管脚中断，结合

RX21A软件待机模式的唤醒方式，所以选择此管脚的外部中断信号作为唤醒RX21A的方式。

正常模式下，这个外部中断管脚的中断处理绑定到Si4460的数据处理函数上，而唤醒后需

要另外一个中断处理函数lowPowerExitHandler做一些处理工作，如图5所示，所以在执行

WAIT指令前，需要先解绑Si4460数据处理函数，然后绑定lowPowerExitHandler。所以一旦

向采集模块发送数据就会触发中断，然后执行唤醒中断处理函数lowPowerExitHandler，完

成必要模块的开启后重新绑定中断处理到Si4460数据处理上。正常模式下，调用

enterStandByMode接口，会先做进入软件待机模式前的准备工作，如图4所示，首先关闭

systick模块、24位的DSAD，停止交采通道数据采集，然后关闭温度传感器，解除绑定到中断

处理上的Si4460的数据处理函数，绑定中断到lowPowerExitHandler，最后执行WAIT指令进

入软件待机模式。在软件待机模式下时，Si4460收到数据就会拉低中断管脚触发RX21A外部

中断，唤醒RX21A后需要重新打开进入软件待机前停止的模块，如图5所示，首先启动系统时

钟模块，启动24位的DSAD，启动温度传感器，并重新绑定Si4460数据处理到外部管脚中断

上，因为触发了外部中断说明射频芯片收到数据，所以需要将收到的数据从射频芯片中读

取出来，保证不遗漏数据。

[0035] 数据辅助更新时，由于采集模块的低功耗工作方式采用被动唤醒形式，为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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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实效性，加入辅助更新技术。通信终端通过数据冻结报文唤醒采集模块，采集模块解

析到冻结命令后，保持唤醒状态2s，在唤醒状态下，一切恢复正常运行状态，完成一次温度

采集和交采数据处理，更新关键数据，2s后重新进入软件待机模式，以低功耗方式运行。

[0036] 功能控制时，为方便本地维护，加入采集模块的低功耗手动开关功能，可以利用配

套的PC本地维护软件，手动控制工作模式，同时加入对Si4460接受模式的控制，方便软件维

护。

[0037] 低功耗保持时，当Si4460收到数据模块会被唤醒，需要先对收到的数据进行过滤

解析，判断是否为有效报文。当运行在软件待机模式下时，除了广播和本机地址报文，其他

报文均为无效，对于无效报文会立马进入软件待机模式，从而保证低功耗状态的保持，对于

有效报文进行相应的处理，任务完成后，就会自动重新进入低功耗工作方式。

[0038] 综上所述，本发明一种智能互感器及其低功耗工作方式的设计方法，其整体的设

计流程如图6所示，互感器内部嵌入智能模块，可以实现互感器一次侧和二次测电压、电流

的实时采集、比对、无线上报功能，从而为状态检修提供数据支持、为窃电防控提供数据支

撑，同时也可以采集模块的环境温度，实现温度补偿和高温预警等功能，另外，此种互感器

比较隐蔽，有档案信息，能够对互感器进行监控；对于采集模块的低功耗设计，能够保证在

电流较低的情况下，采集模块也能够正常采集数据。

[0039] 以上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换和变化而得

到相对应的等同的技术方案，因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均应该归入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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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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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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