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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双芯电

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该方法包括：检验

台体接收PC机的指令向被测电能表输出信号；检

验台体实时获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

的法制计量部的计量数据，检验台体根据计量数

据计算的误差数据；PC机储存误差数据并且根据

误差数据拟合误差曲线PC机将误差曲线与检定

标准进行比较，获得比较结果。由于本发明检验

台体根据计量数据计算的误差数据；PC机储存误

差数据并且根据误差数据拟合误差曲线PC机将

误差曲线与检定标准进行比较，获得比较结果。

可以测出被测电能表在不同测试条件的干扰下

被测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独立工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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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检验台体接收PC机的指令向被测电能表输出信号；

检验台体实时获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的法制计量部的计量数据，检验台体

根据计量数据计算误差数据；

PC机储存误差数据并且根据误差数据拟合误差曲线；

PC机将误差曲线与检定标准进行比较，获得比较结果；

所述测试条件包括下述条件中的一种或几种：被测电能表多通道同时通信、被测电能

表软件升级、对被测电能表进行参数设置、被测电能表数据清零；对被测电能表的管理部频

繁复位、外部干扰；

所述外部干扰包括下述的一种或几种：模拟工作电源故障、外围电路管脚短接或开路

故障、被测电能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被测电能表进行模块更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检验

台体实时获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的法制计量部的计量数据，检验台体根据计量

数据计算的误差数据,包括：

对检验台体发往被测电能表的电量计量得到输出数据a；

检验台体接收被测电能表的电量数据b；

检验台体计算a和b的差值作为误差数据。

3.根据权利要求1-2任一所述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法制计量部包括计量芯片、计量MCU，RS485接口、电池、时钟芯片及存储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被测电

能表通过RS485线与所述的PC机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计量芯

片通过SPI线与所述计量MCU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检验台体

接收PC机的指令向被测电能表输出信号之前所述被测电能表数据清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PC机

和所述检验台体同时对多个被测电能表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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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电能表为一体式设计，即计量部分和非计量部分不做独立工作要求。这

种电能表对软件和硬件要求比较固化，一旦出现硬件或软件故障，只能采取更换整表的方

式来保障电力计量工作顺利进行。且出于防止篡改电能表程序的安全考虑，不允许电能表

软件在线升级。而在未来充满竞争的电力市场中，不同售电主体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考

虑，制定的多费率电价日时段划分策略更具针对性、多样性和实时性。但这对现有技术的一

体式设计的电能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保障计量准确性及可靠性的同时又能实现计

量计费方式的更新或优化，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用户体验观念的逐步渗透，对

电能表的功能需求也越来越多，而目前若想扩展升级功能，只能采取安装新表的方式来实

现，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增加了人力物力成本。

[0003] 然而IR46标准要求电能表电子设备与组件分离计量功能与其他功能相互独立，管

理部分软件在线升级不影响计量部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基于IR46标准的双芯电能表将会

成为未来中国电能表的发展方向。双芯电能表要求法制计量部分和管理部分分开，即计量

芯和管理芯，并且法制计量部分可以独立工作。这样，电能表在线升级时并不会影响计量芯

正常工作，无需安装新表。

[0004] 为了保证双芯电能表的质量，电能表在出厂之前需要对其法制计量部分的独立性

进行测试，因此，急需出现一种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分独立工作的测试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该方法

能够测试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是否能够独立工作。

[0006] 为达上述优点，本发明提供一种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包括：检验台

体实时获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的法制计量部的计量数据，检验台体根据计量数

据计算的误差数据,包括：PC机储存误差数据并且根据误差数据获得误差曲线；PC机将误差

曲线与检定标准进行比较，获得比较结果。

[0007]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测试条件包

括：被测电能表多通道同时通信、被测电能表软件升级、对被测电能表进行参数设置、被测

电能表数据清零；对被测电能表的管理部频繁复位、外部干扰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8]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外部干扰包

括：模拟工作电源故障、外围电路管脚短接或开路故障、被测电能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的被

测电能表进行模块更换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9]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的检验台体

实时获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的法制计量部的计量数据，检验台体根据计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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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误差数据,包括：对检验台体发往被测电能表的电量计量得到输出数据a；检验台体

接收被测电能表的电量数据b；检验台体计算a和b的差值作为的误差数据。

[0010]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的检验台体

实时获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的法制计量部的计量数据，检验台体根据计量数据

计算的误差数据,包括：对检验台体发往被测电能表的电量计量得到输出数据a；检验台体

接收被测电能表的电量数据b；检验台体计算a和b的比值作为的误差数据。

[0011]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法制计量部

包括计量芯片、计量MCU，RS485接口、电池、时钟芯片及存储器。

[0012]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被测电能表

通过RS485线与所述的PC机电连接。

[0013]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计量芯片通

过SPI线与所述计量MCU电连接。

[0014]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在检验台体接收

PC机的指令向被测电能表输出信号之前所述被测电能表数据清零。

[0015]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的PC机和所

述控制检验台体同时对多个被测电能表进行测试。

[0016] 由于本发明检验台体实时获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的法制计量部的计

量数据，根据计算法制计量部的误差数据；PC机储存误差数据并且根据误差数据获得误差

曲线；PC机将误差曲线与检定标准进行比较，获得比较结果。可以测出被测电能表在不同测

试条件的干扰下被测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独立工作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被测电能表的原理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的同步测试装置的原理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

附图及较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提出具体实施方式、结构、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后。

[0021] 请参阅图1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被测电能表包括法制计

量部和管理部。

[0022] 法制计量部包括计量芯片、计量MCU，RS485接口、电池、时钟芯片及存储器。计量芯

片通过SPI线与计量MCU电连接。被测电能表通过RS485接口和电池与计量MCU电连接。时钟

芯片和存储器与计量MCU电连接。管理部包括管理MCU，计量MCU通过标准接口与管理MCU电

连接。被测电能表通过RS485线与所述的PC机电连接。

[0023] PC机通过法制部RS485串口获取法制电量数据，通过管理芯RS485串口、红外、载波

等方式获取管理部电量数据。

[0024] 图3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流程图。请参见图

3，本实施例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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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S1、检验台体接收PC机的指令向被测电能表输出信号；

[0026] S2、检验台体实时获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的法制计量部的计量数据，

检验台体根据计量数据计算的误差数据；

[0027] S3、PC机储存误差数据并且根据误差数据拟合误差曲线；

[0028] S4、PC机将误差曲线与检定标准进行比较，获得比较结果。

[0029] 测试条件包括：被测电能表多通道同时通信、被测电能表软件升级、对被测电能表

进行参数设置、被测电能表数据清零；对被测电能表的管理部频繁复位、外部干扰中的一种

或几种。外部干扰包括：模拟工作电源故障、外围电路管脚短接或开路故障、被测电能表正

常运行过程中对的被测电能表进行模块更换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0] 检验台体实时获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的计量数据，计算被测电能表的

误差数据包括：对检验台体发往被测电能表的电量计量得到输出数据a；检验台体接收被测

电能表的电量数据b；检验台体计算a和b的差值作为的误差数据。

[0031]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检验台体实时获

取若干种测试条件下被测电能表的计量数据，计算被测电能表的误差数据包括：对检验台

体发往被测电能表的电量计量得到输出数据a；检验台体接收被测电能表的电量数据b；检

验台体计算a和b的比值作为的误差数据。

[0032]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在检验台体接收

PC机的指令向被测电能表输出信号之前所述被测电能表数据清零。

[0033] 在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的PC机和所

述控制检验台体同时对多个被测电能表进行测试。每台电表都是独立测试互不影响，可以

根据台体表位多少同时安排多个电表同时测试。

[0034] 综上，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的优点:

[0035] 由于本发明的双芯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的测试方法中的检验台体实时计算被测电

能表的误差数据；PC机实时读取的检验台体的误差数据并记录，拟合成误差曲线；PC机和检

验台体向的被测电能表输出不同测试条件；这样，便可以测出被测电能表在不同测试条件

的干扰下被测电能表法制计量部独立工作的准确性。如此，便可保证出厂的电能表均为合

格产品。

[0036]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然本

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

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

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

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和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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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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