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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直流检测仪表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可测量微弱电流信号的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

数字检流计。本发明包括量程切换和输入保护电

路、信号调理电路、A/D转换电路、STM32控制电路

和TFT屏驱动电路、电源电路。该数字检流计，利

用设计的IIR低通滤波器，对高分辨率的双极性

模数转换的输出信号滤波，模数转换器配合

STM32完成数字采集，再通过驱动电路完成TFT屏

指针显示和数码显示，提高微弱电流信号检测的

精度，方便使用者读取数据；由于量程可切换和

数码指针显示，降低由于被测电流过大，导致检

流计损坏的风险，抗干扰能力强且操作简单，成

本低廉，易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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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其特征在于：包括量程切换与输入保护电

路、信号调理电路、A/D转换即模数转换电路、STM32控制电路与TFT显示屏驱动电路以及电

源电路；所述量程切换与输入保护电路将输入的微弱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出给信号

调理电路；所述信号调理电路对电压信号进行放大滤波，并将放大滤波后的模拟电压信号

输出给模数转换电路；所述模数转换电路将输入的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给

STM32控制电路；所述STM32控制电路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与计算，并将计算结果输出给TFT

显示屏驱动电路；所述TFT显示屏驱动电路对计算结果进行显示；所述电源电路分别与量程

切换与输入保护电路、信号调理电路、模数转换电路、STM32控制电路与TFT显示屏驱动电路

相连，为其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其特征在于：所述量

程切换电路包括光耦开关电路和I/V转换即电流/电压转换电路；量程切换通过程序驱动

STM32控制光耦器件的开关，来控制并联电阻是否并入电路进而控制接入电路的阻值来完

成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其特征在于：所述输

入保护电路通过在两个精密电阻两端并联两个反向的快速开关二极管进行过流保护。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其特征在于：所述

STM32控制电路通过控制程序完成数字低通滤波器滤波即数字陷波器，数字陷波器将模数

转换电路输出的数字信号进行滤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其特征在于：所述

STM32控制电路通过控制按键驱动程序完成数字调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其特征在于：所述

STM32控制电路通过程序完成数字信号处理与计算，得到电流信号的读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其特征在于：所述TFT

显示屏以指针和数码管两种不同的形式显示电流信号的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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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直流检测仪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测量微弱电流信号的基于STM32

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微弱电流检测在军事侦察、物理学、化学、电化学、生物医学、天文学、地学、磁

学等许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然而，目前的传统机械指针检流计无法自动切换量程，不能实

现波动较大的电流信号的检测功能。传统机械指针检流计在检测中，由于电源功率选择过

大或操作失误，会使通过检流计的电流过大，超出原有的量程，导致指针迅速偏转，甚至出

现指针机械性损伤，影响检测实验的进行。同时，传统的指针式检流计一旦受到外界的轻微

震动，便会造成指针的摆动，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给读取数据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影响读

数的准确性。因此，现阶段对于微弱电流检测来说，虽然传统的指针式检流计灵敏度很高，

但是无论对于仪表的维护还是检测的进行与使用者的操作体验来说，都存在诸多不利影

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传统机械指针检流计无法自动切换量程、容易出现指针机

械性损伤、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等问题，提供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可自

动切换量程，通过TFT显示屏指针指示量程为±2.5uA，能估读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码显示量

程为±2.500mA，能分辨到1uA，同时具备量程警告和数字调零功能，来完成对微弱电流信号

的检测。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包括量程切换与输入保护电路、信号调理

电路、A/D转换即模数转换电路、STM32控制电路与TFT显示屏驱动电路以及电源电路；所述

量程切换与输入保护电路将输入的微弱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出给信号调理电路；所

述信号调理电路对电压信号进行放大滤波，并将放大滤波后的模拟电压信号输出给模数转

换电路；所述模数转换电路将输入的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给STM32控制电路；

所述STM32控制电路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与计算，并将计算结果输出给TFT显示屏驱动电

路；所述TFT显示屏驱动电路对计算结果进行显示；所述电源电路分别与量程切换与输入保

护电路、信号调理电路、模数转换电路、STM32控制电路与TFT显示屏驱动电路相连，为其供

电。

[0006] 所述量程切换电路包括光耦开关电路和I/V转换即电流/电压转换电路；量程切换

通过程序驱动STM32控制光耦器件的开关，来控制并联电阻是否并入电路进而控制接入电

路的阻值来完成的。

[0007] 所述输入保护电路通过在两个精密电阻两端并联两个反向的快速开关二极管进

行过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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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STM32控制电路通过控制程序实现数字低通滤波器滤波即数字陷波器，数字

陷波器将模数转换电路输出的数字信号进行滤波。

[0009] 所述STM32控制电路通过控制按键驱动程序完成数字调零。

[0010] 所述STM32控制电路通过程序完成数字信号处理与计算，得到电流信号的读数。

[0011] 所述TFT显示屏以指针和数码管两种不同的形式显示电流信号的读数。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3] 1 .具有自动切换量程的功能，分别通过TFT显示屏以模拟指针和数码管的形式呈

现。

[0014] 2.量程自动切换扩大了被测电流信号的范围，读数清晰，使用方便。具有超量程告

警功能有效的避免了由于操作不当或超量程使用引起的指针机械性损伤，进而无法正常工

作现象的发生。

[0015] 3 .数字指针指示量程为±2 .5uA，能估读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码显示量程为±

2.500mA，能分辨到1uA，同时采用高分辨率的双极性模数转换与数字陷波器相结合的方法

完成AD采集，使得测量结果精度高，稳定性好，抗干扰能力强。

[0016] 4.本发明结构简单，成本低廉，易于推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原理框图；

[0018] 图2为50Hz数字陷波器的实现方法及实施的流程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量程切换电路、信号调理电路、AD转换电路的原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STM32控制电路和FTF屏驱动电路的原理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电源电路的原理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TFT显示屏显示的工作界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4] 一种基于STM32量程可调的数字检流计，包括前置放大及滤波电路、高分辨率的双

极性模数转换电路、STM32控制电路和TFT屏驱动电路连接；电源电路分别与前置放大及滤

波电路、高分辨率的双极性模数转换电路、STM32控制电路和TFT屏驱动电路相连。本发明通

过matlab软件实现50Hz陷波器的仿真，再通过程序实现50Hz数字低通滤波器滤波功能和

TFT显示屏模拟指针以及数码显示功能。

[0025] 所述前置放大及滤波电路实现的功能主要括I/V转换、量程切换、输入保护以及放

大滤波。

[0026] 所述前置放大及滤波电路与高分辨率的双极性模数转换电路相连；采用的运放型

号为INA188。

[0027] 所述高分辨率的双极性模数转换电路与STM32控制电路相连；使用18位高精度模

数转换器，型号为ADS8699。

[0028] 所述50Hz数字陷波器是将AD采集到的数字信号加以滤波，以消除由模拟电路未滤

掉的较高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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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所述STM32控制电路与TFT屏驱动电路相连；控制电路采用的芯片型号为

STM32F103RET6。

[0030] 所述前置放大及滤波电路完成了对输入微弱信号的放大和滤波的功能。所述前置

放大及滤波电路与高分辨率的双极性模数转换电路与STM32控制电路及TFT屏驱动电路对

调理电路所输出的电压信号进行数字采集和图像显示，再通过对程序的编写来实现微弱信

号的数字滤波和不同量程下的微弱电流信号在TFT屏分别以指针和数码管两种不同的形式

呈现的功能。

[0031] 所述电源电路完成给各模块供电的功能。

[0032] 参照图1，本发明包括量程切换与输入保护电路、信号调理电路、A/D转换电路、

STM32控制电路与TFT显示屏驱动电路以及电源电路。量程切换电路包括光耦开关电路和I/

V转换电路。信号调理电路包括放大电路和滤波电路。AD转换电路连接STM32控制电路。电源

电路分别连接量程和输入保护电路、信号调理电路、AD转换电路、STM32控制电路和TFT屏驱

动电路。

[0033] 所述的自动量程切换的功能是由程序驱动STM32通过控制光耦器件的开关，来控

制并联电阻是否并入电路来实现的；通过对内部程序的编写，实现了在TFT屏上呈现指针和

数码管两种显示模式。同时，为了得到使AD采集更精准，本发明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设

计低通滤波的数字滤波器用于AD采集信号的滤波，通过程序的编写实现滤波功能。

[0034] 所述的量程切换电路通过光耦控制并联电阻的是否接通来控制阻值的改变，进而

实现量程切换；而输入保护电路是通过在两个精密电阻两端并联两个反向的快速开关二极

管来实现过流保护的功能。所述的信号调理电路将微弱的输入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再对输

出信号进行滤波。

[0035] 参照图2，本发明为了提高AD采集信号的精准度同时节省成本，使用matlab软件模

拟仿真IIR滤波器。根据设计要求，本发明选择仿真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首先对截止频率、

阻带频率、采样频率、阻带衰减以及纹波的要求进行输入，经过buttord函数估算出最小滤

波器阶数和截至频率，经过butter函数设计来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再经过freqz函数

进行对应的频率转换，得到最后叠加函数s经过低通滤波器的新函数和时域图形，将matlab

得到仿真结果用C语言来编译，最终实现5Hz和50Hz单频叠加谐波信号的低通滤波器，使输

出仅含有5Hz的设计目的。

[0036] 参照图3，量程切换和输入保护电路主要完成输入的微弱的电流信号的I/V转换、

量程切换和保护的作用。输入电流由J3经过保险和开关进入I/V转换电路，再通过输入保护

电路，以电压信号的形式进入信号调理电路。该部分是由差分放大和无源滤波组成，放大倍

数为10.1倍。放大输出电压经过滤波进入A/D转换电路，来完成数字信号的转变，再通过SPI

通信协议将数字信号传递到STM32F103RET6。参图4，数字信号在STM32F103RET6中完成数字

信号处理与计算，将采集到的数据经过TFT屏驱动电路，呈现在TFT屏幕上。

[0037] 参照图5，电源电路主要负责高低电平的转换完成给量程转换电路、信号调理电

路、A/D转换电路、STM32控制电路和TFT屏驱动电路供电的功能。电源输入9V通过开关电源

芯片MAX764转成-6V，再经过线性电源芯片TPS7A301A转成-5V；9V通过线性电源芯片LT3042

转成5V；±5V给运放INA188供电。电源输入9V通过线性电源芯片AMS1117转成3.3V和5V，其

中5V给模数转换器ADS8699供电。电源输入9V通过开关电源芯片TPS54202转成3.3V，给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490614 A

5



STM32和TFT显示屏供电。

[0038] 参照图6，当待测电流在±2.5uA之间，在显示屏上以指针的形式呈现，能估读到小

数点后两位；当待测电流为超出低量程范围，则在显示屏上以数字形式显示，量程为±

2.500mA，能够分辨到1uA。本发明通过对刻度界面的设计的图片进行取模，来完成在TFT屏

上呈现刻度的功能，同时记录表盘各分度值点的像素位置坐标和指针起点像素位置坐标，

用分度值的像素位置坐标分别与指针起点坐标，通过程序做一条红色指针；最后为了使刻

度显示足够精确，又将每一个最小分度值之间通过横纵坐标的差值，均等分为10份，近似为

一种线性的关系，使得模拟指针能够十分精准的呈现出类似于机械指针的工作状态。TFT屏

数码管显示通过确定的数码管显示边缘的像素位置坐标，再根据输入电流值不同分别对应

在限定区域内调用相应图片来完成显示的功能。

[0039] 通过上述方案本发明可以实现微弱电流信号的数字化检测，同时具备量程转换、

手动清零、TFT显示屏指针显示与数码管显示的功能，仪表精确度高、方便数据读取、结构简

单、不易受外界环境影响且不易由于待测电流过大导致损坏，能够很好的满足对微弱电流

检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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