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286962.3

(22)申请日 2020.04.13

(71)申请人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

地址 650217 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云大西路105号

    申请人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72)发明人 程富勇　林聪　韩彤　朱梦梦　

曹敏　何兆磊　陈叶　赵静　

朱全聪　王恩　刘清蝉　刘斯扬　

钟尧　廖耀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弘权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63

代理人 逯长明　许伟群

(51)Int.Cl.

G01R 35/02(2006.01)

 

(54)发明名称

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

体化试验系统，柜体上设置控制面板，控制面板

上设有人机交互单元和控制按钮，控制按钮连接

继电器，人机交互单元通过控制单元连接操作单

元；在操作单元中，调压源和试验电源之间连接

继电器，调压源连接升流器，升流器、标准互感器

和计量用电流互感器构成一次侧串联回路，标准

互感器连接误差测量仪，还和计量用电流互感器

的二次侧串联后连接于误差测量仪，负荷仪连接

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直流充磁模块和开路电阻测

试仪均连接计量用电流互感器。本申请只需在设

备安装时将线路连接完成，操作单元中的各器件

通过控制单元来控制投切，逐一完成各项电气试

验，一体化的设置减少了接线工作量，省时省力，

提高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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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体化试验系统包括：

柜体(1)、人机交互单元(2)、控制单元(3)、继电器(4)以及操作单元(5)，其中：

所述柜体(1)设置有控制面板(11)，所述控制面板(11)上镶嵌有所述人机交互单元(2)

和控制按钮(111)，所述控制按钮(111)连接所述继电器(4)，所述人机交互单元(2)通过所

述控制单元(3)连接所述操作单元(5)；

所述操作单元(5)设置于所述柜体内部，所述操作单元(5)包括：调压源(51)、升流器

(52)、标准互感器(53)、负荷仪(54)、误差测量仪(55)、直流充磁模块(56)及开路电阻测试

仪(57)；

所述调压源(51)和试验电源(6)之间连接有所述继电器(4)，所述调压源(51)连接于所

述升流器(52)，所述升流器(52)、所述标准互感器(53)的一次侧和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

一次侧构成串联回路，所述标准互感器(53)的二次侧连接于所述误差测量仪(55)，所述标

准互感器(53)的二次侧和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串联，且连接于所述误差测

量仪(55)，所述负荷仪(54)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所述直流充磁模块

(56)和所述开路电阻测试仪(57)分别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

所述控制单元(3)用于控制所述继电器(4)投切、控制所述调压源(51)的电压输出及整

合所述操作单元(5)的试验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

(1)的侧面设置有接线端子排(12)，所述接线端子排(12)包括：第一接线端子(121)、第二接

线端子(122)、第三接线端子(123)以及第四接线端子(124)；

所述第一接线端子(121)连接于所述试验电源(6)，所述第二接线端子(122)连接于所

述标准互感器(53)的二次侧，所述第三接线端子(123)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

一次侧，所述第四接线端子(124)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体

化试验系统还包括：扫码枪，所述扫码枪连接于所述控制单元(3)；

设置有所述控制面板(11)的所述柜体(1)的侧面设置有扫码枪盒(13)，所述扫码枪放

置所述扫码枪盒(13)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体

化试验系统还包括：鼠标和键盘，所述鼠标和所述键盘连接于所述人机交互单元(2)；

设置有所述控制面板(11)的所述柜体(1)的侧面还设置有可抽拉抽屉(14)，所述鼠标

和所述键盘放置所述可抽拉抽屉(14)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

(1)的顶盖为椎体顶盖(15)，所述椎体顶盖(15)的侧面设置为镂空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椎体

顶盖(15)上设置有指示灯(151)，所述指示灯(151)包括红色指示灯(1511)、绿色指示灯

(1512)以及黄色指示灯(1513)，所述指示灯(151)连接于所述控制单元(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

(1)底部设置有滑轮(16)，所述滑轮(16)设置于所述柜体(1)底部的顶角处。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与设置有

所述控制面板(11)相对的所述柜体(1)的侧面设置有双开门(17)，所述双开门(17)可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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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于所述柜体(1)上；与设置有所述接线端子排(12)相对的所述柜体(1)的侧面设置有两

个单开门(18)，所述单开门(18)均可拆卸连接于所述柜体(1)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

(1)内部靠近所述控制面板(11)的一侧设置有托架板(19)，所述负荷仪(54)、所述误差测量

仪(55)、所述直流充磁模块(56)及所述开路电阻测试仪(57)分别设置于所述托架板(19)，

所述托架板(19)上设置有安装板(191)，所述继电器(4)设置于所述安装板(19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柜

体(1)内部远离所述控制面板(11)的一侧设置有多个凹槽，所述调压源(51)、所述升流器

(52)及所述标准互感器(53)分别可拆卸固定于所述凹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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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互感器计量性能评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

体化试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配网系统中，计量用电流互感器起着按比例进行电流变换作用，为电气测量、电

能计量、自动化装置提供与一次回路有准确比例关系的电流信号。计量用电流互感器为配

网侧提供基础性的电测量信号，对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还为电

量结算提供电流比例信号，其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同期线损基础数据源的可靠性。

[0003] 为了保证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准确、稳定、安全运行，需要对其进行全性能检测。

全性能试验主要包括：过负荷能力、二次匝间绝缘、剩磁误差、磁饱和裕度、极性、误差、变

差、重复性试验。目前，在进行全性能试验时，针对每个试验都需对应一套检测设备。由于涉

及到多项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电气性能检测，故涉及的检测设备种类及数量繁多、设备分

离、试验流程复杂，需要反复拆线接线和移动被试计量用电流互感器。因此，上述测试过程，

费时费力，致使检测效率低，并且上述检测设备繁杂，占地面积较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以解决现有技术中计量

用电流互感器的全性能试验检测效率低，且检测设备繁杂，占地面积较大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了一种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所述一体化试验

系统包括：柜体、人机交互单元、控制单元、继电器以及操作单元，其中：

[0007] 所述柜体设置有控制面板，所述控制面板上镶嵌有所述人机交互单元和控制按

钮，所述控制按钮连接所述继电器，所述人机交互单元通过所述控制单元连接所述操作单

元；

[0008] 所述操作单元设置于所述柜体内部，所述操作单元包括：调压源、升流器、标准互

感器、负荷仪、误差测量仪、直流充磁模块及开路电阻测试仪；

[0009] 所述调压源和试验电源之间连接有所述继电器，所述调压源连接于所述升流器，

所述升流器、所述标准互感器的一次侧和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构成串联回路，所述

标准互感器的二次侧连接于所述误差测量仪，所述标准互感器的二次侧和所述计量用电流

互感器的二次侧串联，且连接于所述误差测量仪，所述负荷仪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

器的二次侧，所述直流充磁模块和所述开路电阻测试仪分别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

的二次侧；

[0010] 所述控制单元用于控制所述继电器投切、控制所述调压源的电压输出及整合所述

操作单元的试验数据。

[0011] 可选地，在上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中，所述柜体的侧面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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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端子排，所述接线端子排包括：第一接线端子、第二接线端子、第三接线端子以及第四

接线端子；

[0012] 所述第一接线端子连接于所述试验电源，所述第二接线端子连接于所述标准互感

器的二次侧，所述第三接线端子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所述第四接线端

子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

[0013] 可选地，在上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中，所述一体化试验系统还

包括：扫码枪，所述扫码枪连接于所述控制单元；

[0014] 设置有所述控制面板的所述柜体的侧面设置有扫码枪盒，所述扫码枪放置所述扫

码枪盒中。

[0015] 可选地，在上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中，所述一体化试验系统还

包括：鼠标和键盘，所述鼠标和所述键盘连接于所述人机交互单元；

[0016] 设置有所述控制面板的所述柜体的侧面还设置有可抽拉抽屉，所述鼠标和所述键

盘放置所述可抽拉抽屉中。

[0017] 可选地，在上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中，所述柜体的顶盖为椎体

顶盖，所述椎体顶盖的侧面设置为镂空结构。

[0018] 可选地，在上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中，所述椎体顶盖上设置有

指示灯，所述指示灯包括红色指示灯、绿色指示灯以及黄色指示灯，所述指示灯连接于所述

控制单元。

[0019] 可选地，在上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中，所述柜体底部设置有滑

轮，所述滑轮设置于所述柜体底部的顶角处。

[0020] 可选地，在上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中，与设置有所述控制面板

相对的所述柜体的侧面设置有双开门，所述双开门可拆卸连接于所述柜体上；与设置有所

述接线端子排相对的所述柜体的侧面设置有两个单开门，所述单开门均可拆卸连接于所述

柜体上。

[0021] 可选地，在上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中，所述柜体内部靠近所述

控制面板的一侧设置有托架板，所述负荷仪、所述误差测量仪、所述直流充磁模块及所述开

路电阻测试仪分别设置于所述托架板，所述托架板上设置有安装板，所述继电器设置于所

述安装板。

[0022] 可选地，在上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中，所述柜体内部远离所述

控制面板的一侧设置有多个凹槽，所述调压源、所述升流器及所述标准互感器分别可拆卸

固定于所述凹槽内。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的有益效果为：

[0024]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包括：柜体、人机交互单

元、控制单元、继电器以及操作单元。柜体设置有控制面板，控制面板上镶嵌有人机交互单

元和控制按钮，控制按钮连接继电器，人机交互单元通过控制单元连接操作单元。试验人员

通过人机交互单元实现与控制单元的通讯，通过控制按钮即可操控继电器的投切，当然，也

可通过控制单元控制继电器的投切。操作单元设置于柜体内部，在操作单元中，调压源和试

验电源之间连接有继电器，通过继电器可控制试验电源是否向调压源供电。调压源连接于

升流器，调压源调节电压输出，通过与升流器协作，升流器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小电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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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电流，为计量用电流互感器提供不同大小的试验电流。升流器、标准互感器的一次侧和

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构成串联回路，标准互感器的二次侧连接于误差测量仪，向误

差测量仪提供标准电流信号，标准互感器的二次侧和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串联，且

连接于误差测量仪，当标准互感器与计量用电流互感器之间的电流信号大小不等，则会产

生一个差流信号，并传递给误差测量仪。其中，负荷仪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

侧，为计量用电流互感器提供试验负荷。通过控制单元控制调压源的电压输出，以实现过负

荷能力、剩磁误差、磁饱和裕度、极性、误差、变差、重复性的试验。直流充磁模块和所述开路

电阻测试仪分别连接于所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直流充磁模块用于对计量用电流

互感器进行直流充磁后，再使用上述调压源、升流器、标准互感器、误差测试仪、负荷仪进行

励磁特性试验，开路电阻测试仪用于计量用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匝间绝缘试验。操作单元

连接于控制单元，控制单元能够实现与调压源、升流器、标准互感器、负荷仪、误差测量仪、

直流充磁模块及开路电阻测试仪之间的通讯，且能够控制各器件的投切，控制单元能够获

取各个试验过程中各器件的实验数据，也可进一步形成试验报告。本申请通过计量用电流

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将全性能试验所需的试验器件集成于柜体中，整个一体化试验系

统只需要在设备安装时将线路连接完成，操作单元中的各器件通过控制单元来控制投入和

切出，逐一完成各项电气试验。一体化的设置减少了接线工作量，省时省力，方便、规范全性

能检测的开展，提高检测效率。

[0025]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并不

能限制本申请。

附图说明

[002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

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

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的基本结构

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操作单元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1中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的部分内

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1中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另一方位

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1、柜体；2、人机交互单元；3、控制单元；4、继电器；5、操作单元；6、

试验电源；7、计量用电流互感器；

[0032] 11、控制面板；111、控制按钮；12、接线端子排；121、第一接线端子；122、第二接线

端子；123、第三接线端子；124、第四接线端子；13、扫码枪盒；14、可抽拉抽屉；15、椎体顶盖；

151、指示灯；1511、红色指示灯；1512、绿色指示灯；1513、黄色指示灯；16、滑轮；17、双开门；

18、单开门；19、托架板；191、安装板；51、调压源；52、升流器；53、标准互感器；54、负荷仪；

55、误差测量仪；56、直流充磁模块；57、开路电阻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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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

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申请保护的

范围。

[0034] 参见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的基

本结构示意图。结合图1，本申请中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包括：柜体1、人机交互单元2、控制单

元3、继电器4以及操作单元5，其中：柜体1设置有控制面板11，控制面板11可采用亚克力面

板，控制面板11上镶嵌有人机交互单元2和控制按钮111，控制按钮111连接继电器4，人机交

互单元2通过控制单元3连接操作单元5，操作单元5集成于柜体1的内部。试验人员通过人机

交互单元2实现与控制单元3的通讯，通过控制按钮111即可操控继电器4的投切，当然，试验

人员也可通过控制单元3控制继电器4的投切。

[0035] 参见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操作单元的基本结构示意图。由图4所示，操作单

元5包括：调压源51、升流器52、标准互感器53、负荷仪54、误差测量仪55、直流充磁模块56及

开路电阻测试仪57。

[0036] 调压源51和试验电源6之间连接有继电器4，通过继电器4可控制试验电源6是否向

调压源51供电。调压源51连接于升流器52，调压源51调节电压输出的大小，通过与升流器52

协作，升流器52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小电流变成大电流，为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提供不同

大小的试验电流。调压源51包含电机，通过控制单元3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现调压源51的电动

输出。负荷仪54连接于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为计量用电流互感器提供试验负荷。

[0037] 升流器52、标准互感器53的一次侧和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一次侧构成串联回路，

标准互感器53的二次侧连接于误差测量仪55，向误差测量仪55提供标准电流信号。标准互

感器53的二次侧和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串联，且连接于误差测量仪55。当标准互感

器53与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之间的电流信号大小不等，则会产生一个差流信号，并传递给误

差测量仪55，误差测量仪55通过差流信号和标准电流信号的比值能够求得误差。以上，通过

控制单元3控制调压源51的电压输出，以实现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过负荷能力、剩磁误差、

磁饱和裕度、极性、误差、变差、重复性的试验。

[0038] 其中，升流器52由环形铁芯、一次绕组、二次绕组组成。二次绕组双线紧密均匀绕

制于环形铁芯上，一次绕组由多股丁晴软线组成，均匀紧密绕制于二次绕组上，一次绕组、

二次绕组绕制完成后，铁芯窗口无缝隙，均匀导磁，最短磁路，最小气隙，最高导磁效率，实

现了升流器52的小型化设计。

[0039] 直流充磁模块56和开路电阻测试仪57分别连接于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

直流充磁模块56用于对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进行直流充磁，再使用上述调压源、升流器、标

准互感器、误差测试仪、负荷仪进行励磁特性试验，开路电阻测试仪57用于计量用电流互感

器7二次绕组匝间绝缘试验。

[0040] 操作单元5连接于控制单元3，控制单元3能够实现与调压源51、升流器52、标准互

感器53、负荷仪54、误差测量仪55、直流充磁模块56及开路电阻测试仪57之间的通讯，且能

够控制各器件的投切，控制单元3能够获取各个试验过程中各器件的实验数据，也可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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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试验报告。

[0041] 为了便于控制单元3对操作单元5中各个器件的单独控制，可在各个器件的连接线

路中增设继电器。例如，对直流充磁模块56的控制，可在直流充磁模块56与计量用电流互感

器7之间设置继电器，控制单元3通过控制该继电器的投切，实现对直流充磁模块56投入与

切出状态的控制。

[0042] 本申请通过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将全性能试验所需的试验器件

集成于柜体1中，整个一体化试验系统只需要在组装时将线路连接完成，操作单元5中的各

器件通过控制单元3来控制投入和切出，逐一完成各项电气试验。一体化的设置减少了接线

工作量，省时省力，方便、规范全性能检测的开展，提高检测效率。另外，本申请还能够减小

试验占地面积，更美观大方。

[0043] 为了便于接线，本申请在柜体1的侧面设置有接线端子排12，接线端子排12包括：

第一接线端子121、第二接线端子122、第三接线端子123以及第四接线端子124。为了便于试

验电源6的接入，则通过第一接线端子121连接于试验电源6。另外，标准互感器53的二次侧

要与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连接，为了适应不同变比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本申请

设置有第二接线端子122，通过第二接线端子122实现标准互感器53的二次侧与不同变比的

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连接。另外，在测试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直流电阻和二次绕

组匝间绝缘试验时，计量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无需先与标准互感器53连接，而是直接与

直流充磁模块56和开路电阻测试仪57连接，为了快速连接，通过第四接线端子124实现计量

用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与直流充磁模块56和开路电阻测试仪57的连接。

[0044] 本申请中一体化试验系统还包括：扫码枪，扫码枪连接于控制单元3，相应的，在设

置有控制面板11的柜体1的侧面设置有扫码枪盒13，扫码枪放置扫码枪盒13中。被测的计量

用电流互感器7上均设置有条形码/二维码等，通过本申请中的扫描枪获取计量用电流互感

器7的信息，并将该信息存储于控制单元3，便于物联网管理。

[0045] 为了便于试验人员的操作，本申请中一体化试验系统还包括：鼠标和键盘，鼠标和

键盘连接于人机交互单元2，设置有控制面板11的柜体1的侧面还设置有可抽拉抽屉14，鼠

标和键盘放置可抽拉抽屉14中。试验人员通过鼠标和键盘便于实现信息录入。可抽拉抽屉

14可设置于控制面板11的下方，扫码枪盒13设置于控制面板11的一侧，合理利用柜体1的空

间，减小整个系统的体积。

[0046] 进一步，本申请中柜体1的顶盖为椎体顶盖15，减小高度，增加了散热面积，椎体顶

盖15的侧面设置为镂空结构，便于一体化试验系统散热。

[0047] 另外，椎体顶盖15上设置有指示灯151，指示灯151包括红色指示灯1511、绿色指示

灯1512以及黄色指示灯1513，指示灯151连接于控制单元3。电源通电时红色指示灯1511亮，

进行试验时绿色指示灯1512亮，试验出现故障时黄色指示灯1513亮，便于试验人员观察试

验状态，提高试验安全性。

[0048] 为了便于一体化试验系统的移动，本申请在柜体1底部设置有滑轮16，滑轮16设置

于柜体1底部的顶角处。

[0049] 参见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1中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的部

分内部结构示意图。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1中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体化试验系统

另一方位的基本结构示意图。结合图3和图4，与设置有控制面板11相对的柜体1的侧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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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双开门17，双开门17可拆卸连接于柜体1上。与设置有接线端子排12相对的柜体1的侧面

设置有两个单开门18，单开门18均可拆卸连接于柜体1上。通过可拆卸的双开门17和单开门

18，便于柜体1内部各个器件的维护与送检。

[0050] 本申请中，柜体1内部靠近控制面板11的一侧，也就是柜体1前端，设置有托架板

19，负荷仪54、误差测量仪55、直流充磁模块56及开路电阻测试仪57分别设置于托架板19。

其中，误差测量仪55、直流充磁模块56、负荷仪54以及开路电阻测试仪57积木式由上到下安

置。托架板19上设置有安装板191，继电器4设置于安装板191。通过托架板19的设置，能够合

理化应用柜体1内部的空间。另外，柜体1内部远离控制面板11的一侧，也就是柜体1后端设

置有多个凹槽，调压源51、升流器52及标准互感器53分别可拆卸固定于凹槽内，与前端重量

达到均衡。其中，将升流器52与负荷仪54、误差测量仪55、直流充磁模块56及开路电阻测试

仪57等分开来放置，还能够避免升流器52对上述测试仪器产生磁场干扰。

[0051] 由于以上实施方式均是在其他方式之上引用结合进行说明，不同实施例之间均具

有相同的部分，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的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在此不再详细

阐述。

[0052]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说明书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

将一个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

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

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电路结构、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

要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电路结构、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有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电路结构、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53]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考虑说明书及实践这里发明的公开后，将容易想到本申请的其

他实施方案。本申请旨在涵盖本发明的任何变型、用途或者适应性变化，这些变型、用途或

者适应性变化遵循本申请的一般性原理并包括本申请未公开的本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

或惯用技术手段。说明书和实施例仅被视为示例性的，本申请的真正范围和精神由权利要

求的内容指出。

[0054] 以上所述的本申请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申请保护范围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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