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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

装置及方法，置采用光纤数据通信接口与被测数

字式电能表实时通信，可在数字式电能表的“计

量模式”和“待机模式”下，实时采集被测数字式

电能表电源回路电压、电流信号，采用快速傅里

叶频域变换技术可以准确地分析出被测数字式

电能表在“计量模式”和“待机模式”的实时功率

消耗值，以判定其功耗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该方法比用普通万用表仅测量电能表静态功耗

的方法更具科学性，且具有更高的准确度，避免

了复杂的接线和触电危险，测试过程全自动化，

能够实时测量静态功耗、动态功耗，对被测数字

式电能表交流电源电能质量进行有效评价，确保

智能变电站设备的节能和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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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设置采样单元、信号调理单元和处理

控制单元，所述的采样单元连接被测数字式电能表所检测的电源回路并采集电源回路电压

和电流信号，所述的信号调理单元连接采样单元并对所采集的电源回路电压和电流信号进

行放大、滤波，并将电压、电流信号模拟量转换为对应的数字量，所述的处理控制单元连接

信号调理单元，将时域信号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转换为频域信号并通过计算得到被测数字

式电能表的功耗；

处理控制单元通过设置通信接口连接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并控制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在

待机状态和计量状态间切换，以检测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在待机状态和计量状态的功耗；

当检测被测数字式电能表计量状态功耗时，处理控制单元通过通信接口向被测电能表

发送电压、电流数据帧，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对所接收的电压、电流数据帧进行计量，处理控

制单元测量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在计量时的功耗，检测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待机状态功耗时，

处理控制单元停止发送电压、电流数据帧，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停止计量进入待机状态，处理

控制单元测量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在待机时的功耗  。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对被测数字式

电能表进行测量的步骤包括：

步骤一：设定采样频率fs和采样点数Ns；

步骤二：对电源回路的电压、电流进行实时采样和模数转换得到电源端口电压、电流采

样序列u(n)、i(n)，其中n＝0,1,2…Ns-1，Ns为设定的采样点数；

步骤三：对u(n)、i(n)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域序列U(k)、I(k)，其中  k＝0,1,2…

Ns-1，Ns为设定的采样点数，Ua、Ub分别为电压频域k次分量的实部和虚部，Ia、Ib分别为电流

频域k次分量的实部和虚部，且有：

 

 

步骤四：根据U(k)、I(k)计算被测数字式电能表电源端口的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

功功率Q和功率因数v，其中，

 

 

 

 

由式(1)和(2)取k＝1计算出基波电压U1、基波电流含量I1，以及取k＝2,3,4…Ns-1计算

各次谐波电压Uk、谐波电流含量Ik，由式(3)和(4)计算出基波和各次谐波功率，其中基波功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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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Ua1·Ia1+Ub1·Ib1        (7)

Q1＝Ub1·Ia1-Ua1·Ib1       (8)

各次谐波功率为，其中k＝2,3,4…Ns-1，

Pk＝Uak·Iak+Ubk·Ibk        (9)

Qk＝Ubk·Iak-Uak·Ibk      (10)

直流分量功率为

P0＝Ua0Ia0        (11)

谐波总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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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变电站计量回路中，电子式互感实现电压、电流信号的采集、编码和串行传

输，由合并单元对采样序列进行组帧、打包处理，依据IEC  61850规约传输采样数据，由数字

式电能表对合并单元的数据包进行解析、计算，得到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值。随着我国智能

变电站的全面推广，电能计量设备数字式水平越来越高，数字式电能表准确度高、功能强大

的优点使之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由于采用了光纤接口、以太网芯片等元器件，数字

式电能表工作状态的功率消耗远远高于传统电能表，尤其在高速通信状态下、运算量较大

时，某些型号数字式电能表瞬时功率消耗可达20W以上，约为传统电能表的3倍，当安装环境

散热不当时，将引起电能表壳体的温升，影响电能表计量准确度和安全稳定运行，因此对数

字式电能表工作时的功耗进行测量十分必要。传统测量功耗采用的是万用表法，即把万用

表调到功率档，将其电压测量元件与被测电能表供电电压并联，电流测量元件串入供电回

路中，人工读取万用表显示的功率值。该方法接线较复杂，且容易将电压、电流线接反，导致

设备损坏和试验人员危险，同时测量时电能表并未通信和计量，处于待机状态，测量到的是

静态功耗，而数字式电能表在通信和计量状态下的动态功耗要远高于待机时的静态功耗，

因此传统方法测量的功耗值比电能表正常工作时的功耗值偏小，从而导致测试结果的误

判。另一方面，由于电能表交流电源回路中电压、电流并非理想正弦波，存在各种谐波成分，

传统的测量方法往往只针对电压、电流基波幅值，不能对交流电源的各次谐波进行有效分

析，以至于不能合理地确定数字式电能表交流电源电能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因此，有必要研

究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的新方法，实现对数字式电能表在计量和待机状态下动态功

耗的测量和谐波功率测量，从而对数字式电能表的功耗指标进行有效检测。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数字式电能表本身功耗普遍偏大，且无有

效手段对其在计量和通信状态下的动态功耗进行实时测量的难题，提供一种适合实验室检

测的数字电能表功耗测量方法和实现装置。采用本发明可对智能变电站中数字式电能表的

实时功率消耗进行测量，分析其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功耗情况，为数字式电能表电气性能

指标评价提供有效手段，保证数字式电能表的高效率运行。

[0004]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装置，

包括采样单元、信号调理单元和处理控制单元，所述的采样单元连接被测数字式电能表所

检测的电源回路并采集电源回路电压和电流信号，所述的信号调理单元连接采样单元并对

所采集的电源回路电压和电流信号进行放大、滤波，并将电压、电流信号模拟量转换为对应

的数字量，所述的处理控制单元连接信号调理单元，将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并计算得

到被测数字式电能表的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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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所述的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装置，还包括通信接口，处理控制单元通过通

信接口连接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并控制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在待机状态和计量状态间切换。

[0006] 所述的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装置，所述的采样单元包括电流传感器和电压

传感器，所述的电流传感器和电压传感器分别连接被测数字式电能表所检测的电源回路，

并分别采集电源回路电压和电流信号模拟量。

[0007] 所述的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装置，所述的信号调理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放

大电路、滤波电路和A/D转换器，所述的放大电路连接采样单元，并将采样单元所采集的电

压和电流信号模拟量放大后经滤波电路滤波，最后经A/D转换器转换为对应的数字量，A/D

转换器连接处理控制单元并将数字量发送至处理控制单元。

[0008] 所述的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装置，所述的处理控制单元包括DSP控制器、存

储器、人机接口、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所述的DSP控制器连接信号调理单元并接收转换后

的电压和电流数字量，DSP控制器同时通过通信接口连接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并控制被测数

字式电能表在待机状态和计量状态间切换，分别得到不同状态下的电压、电流信号并通过

计算得到功耗，DSP控制器通过连接存储器来存储测量数据，DSP控制器通过连接人机接口

输出功耗计算结果，DSP控制器通过连接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得到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

[0009] 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方法，设置采样单元、信号调理单元和处理控制单元，

所述的采样单元连接被测数字式电能表所检测的电源回路并采集电源回路电压和电流信

号，所述的信号调理单元连接采样单元并对所采集的电源回路电压和电流信号进行放大、

滤波，并将电压、电流信号模拟量转换为对应的数字量，所述的处理控制单元连接信号调理

单元，将时域信号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转换为频域信号并通过计算得到被测数字式电能表

的功耗。

[0010] 所述的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方法，处理控制单元通过设置通信接口连接被

测数字式电能表并控制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在待机状态和计量状态间切换，以检测被测数字

式电能表在待机状态和计量状态的功耗。

[0011] 所述的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方法，当检测被测数字式电能表计量状态功耗

时，处理控制单元通过通信接口向被测电能表发送电压、电流数据帧，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对

所接收的电压、电流数据帧进行计量，处理控制单元测量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在计量时的功

耗，检测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待机状态功耗时，处理控制单元停止发送电压、电流数据帧，被

测数字式电能表停止计量进入待机状态，处理控制单元测量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在待机时的

功耗

[0012] 所述的一种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方法，对被测数字式电能表进行测量的步骤包

括：

[0013] 步骤一：设定采样频率fs和采样点数Ns；

[0014] 步骤二：对电源回路的电压、电流进行实时采样和模数转换得到电源端口电压、电

流采样序列u(n)、i(n)，其中n＝0,1,2…Ns-1，Ns为设定的采样点数；

[0015] 步骤三：对u(n)、i(n)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域序列U(k)、I(k)，其中k＝0,1,

2…Ns-1，Ns为设定的采样点数，Ua、Ub分别为电压频域k次分量的实部和虚部，Ia、Ib分别为电

流频域k次分量的实部和虚部。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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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0017]

[0018] 步骤四：根据U(k)、I(k)计算被测数字式电能表电源端口的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

P、无功功率Q和功率因数v，其中，

[0019]

[0020]

[0021]

[0022]

[0023] 由式(1)和(2)取k＝1计算出基波电压U1、基波电流含量I1，以及取k＝2,3,4…Ns-1

计算各次谐波电压Uk、谐波电流含量Ik，由式(3)和(4)计算出基波和各次谐波功率，其中基

波功率为

[0024] P1＝Ua1·Ia1+Ub1·Ib1   (7)

[0025] Q1＝Ub1·Ia1-Ua1·Ib1   (8)

[0026] 各次谐波功率为，其中k＝2,3,4…Ns-1，

[0027] Pk＝Uak·Iak+Ubk·Ibk   (9)

[0028] Qk＝Ubk·Iak-Uak·Ibk   (10)

[0029] 直流分量功率为

[0030] P0＝Ua0Ia0   (11)

[0031] 谐波总功率为

[0032]

[0033]

[0034]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在于，采用通信接口与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实时通信，可在数字

式电能表的“计量模式”和“待机模式”下，实时采集被测数字式电能表电源回路电压、电流

信号，采用快速傅里叶频域变换技术可以准确地分析出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在“计量模式”和

“待机模式”的实时功率消耗值，以判定其功耗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要求。该方法比用普通万

用表仅测量电能表静态功耗的方法更具科学性，且具有更高的准确度，避免了复杂的接线

和触电危险，测试过程全自动化，能够实时测量静态功耗、动态功耗，对被测数字式电能表

交流电源电能质量进行有效评价，确保智能变电站设备的节能和可靠运行。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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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发明的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量方法及实现装置接线示意图；

[0037] 图2为测量方法流程图；

[0038] 图3为处理与控制单元硬件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如附图1所示，整个测量装置由采样单元、信号调理单元、处理和控制单元、光纤数

据通信接口部分组成。被测数字式电能表为基于IEC  61850协议的光纤数字式电能表，采用

交流220V供电。

[0040] 采样单元由高精度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传感器采集220V电源回路的电压、电流信

号，电压传感器采用0.2级精密电压互感器，一次输入电压50～300V，二次输出电压0.5～

3V，用以采集被测数字式电能表供电回路电压信号，电流传感器采用0.2S级精密电流互感

器，一次输入电流0.01～2A，二次输出电流1mA～200mA，负载能力10Ω，用以采集被测数字

式电能表供电回路电流信号。

[0041] 所采集的电压、电流信号送到信号调理单元，信号调理单元采用低零漂、低噪声运

算放大器构成的放大电路和滤波电路，以降低信号失真，保证良好的线性度，采用16位高精

度A/D转换器将电压、电流模拟信号转换为幅值对应的数字信号。

[0042] 数字处理单元采用32位低功耗、高性能的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TMS320F28335为核

心处理和控制单元，采用15MHz晶振，10倍频后系统工作主频为150MHz，完全满足实时处理

和控制的要求，能够实现复杂的快速傅立叶变换和实时信号处理。采用TMS320F28335的高

速I/O接口对A/D转换器进行实时控制，控制采样模式和采样频率，实现模拟量到数字量的

转换，并读取转换的数字量。采用内部高速数据处理单元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并计算出实

时功率。采用高速I/O端口实现人机交互接口控制。采用高速外部总线与外部以太网控制芯

片交换数据，依据IEC  61850数据帧格式发送和接收数据，与被测数字式电能表的实时通

信，使其工作在计量和通信状态。

[0043] 光纤数据通信接口采用专用以太网控制芯片DM9000，能够实现10/100Mbps的TCP/

IP高速网络通信，通过多模光纤与数字式电能表的通信接口相连，传输IEC  61850帧格式的

电压、电流数字量，供数字式电能表计量。

[0044] 本发明的测量对象为智能变电站中安装的、220kV以下电压等级、基于IEC  61850

规约的数字式电能表，具有光纤通信接口，采用数字式方式对采样数据进行数字滤波、数字

积分等运算，从而准确地计算出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

[0045] 数字式电能表功耗测试装置能够与被测数字式电能表实时通信，在数字式电能表

工作于计量和通信状态，测量其实时消耗的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准确度等级可达0.5％，并

能测量电源回路功率因数、电压及电流谐波含量(最高可达21次谐波)等参数。

[0046] 如附图2所示，为本发明测量方法流程图。其测量流程为：

[0047] (1)将被测电能表电源端子接到测量装置回路，电能表的光纤接口与测量装置数

据接口相连。

[0048] (2)启动测量装置，选择“计量”或“待机”测量模式，设定采样频率fs和采样点数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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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3)在“待机模式”下，电能表上电后光纤接口处于待机状态，直接测量电源端口的

静态功耗。

[0050] (4)在“计量模式”下，激活光纤数据接口，通过多模光纤与被测电能表进行实时通

信，数字式电能表接收测量装置发送的IEC  61850格式的电压、电流数据帧并进行计量，测

量装置测量高速通信和电能计量状态下电能表的动态功耗。

[0051] (5)对电源回路的电压、电流进行实时采样和模数转换得到电源端口电压、电流采

样序列u(n)、i(n)，其中n＝0,1,2…Ns-1，Ns为设定的采样点数。

[0052] (6)对u(n)、i(n)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域序列U(k)、I(k)，其中k＝0,1,2…

Ns-1，Ns为设定的采样点数，Ua、Ub分别为电压频域k次分量的实部和虚部，Ia、Ib分别为电流

频域k次分量的实部和虚部。且有：

[0053]

[0054]

[0055] (7)根据U(k)、I(k)计算电能表电源端口的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和功

率因数v，由式(3)和(4)中基波和各次谐波含量，进行基波和谐波功率测量。其中，

[0056]

[0057]

[0058]

[0059]

[0060] 由式(1)和(2)取k＝1计算出基波电压U1、基波电流含量I1，以及取k＝2,3,4…Ns-1

计算各次谐波电压Uk、谐波电流含量Ik，由式(3)和(4)计算出基波和各次谐波功率，其中基

波功率为

[0061] P1＝Ua1·Ia1+Ub1·Ib1   (7)

[0062] Q1＝Ub1·Ia1-Ua1·Ib1   (8)

[0063] 各次谐波功率为，其中k＝2,3,4…Ns-1，

[0064] Pk＝Uak·Iak+Ubk·Ibk   (9)

[0065] Qk＝Ubk·Iak-Uak·Ibk   (10)

[0066] 直流分量功率为

[0067] P0＝Ua0Ia0   (11)

[0068] 谐波总功率为

[0069]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4569902 B

8



[0070]

[0071] (8)进入下一个测量周期，并实时显示测量功率值。

[0072] 如附图3所示，为处理与控制单元硬件原理图。以TMS320F28335为处理和控制核

心，采用15MHz有源晶振，经过内部10倍频后系统工作主频为150MHz，采用专用电源芯片

TPS73HD301为DSP提供3.3V和1.8V电源，采用专用FLASH存储器芯片K9F6408UOC作为外部8M

存储器，用于存放历史测量数据。TMS320F28335通过I/O口控制16位串行A/D转换器

ADS8532，读取转换的数字量，采用专用电压基准源芯片AD586作为ADS8532的电压基准，其

具有高精度、低温漂的特点，能够有效保证A/D转换器的转换精度。采用I/O端口控制人机交

互接口，可以实时显示测量结果。采用外部总线与数据通信接口交互，光纤数据通信接口采

用DM9000以太网控制芯片，配合SFP光电转换模块，该模块可支持10/100MHz通信速率，采用

多模光纤作为通信信道，实现与数字式电能表的高速以太网通信，以测量计量模式下数字

式电能表的动态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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