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21212905.6

(22)申请日 2016.11.25

(73)专利权人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10023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

道五常大道181号华立科技园

(72)发明人 徐京生　牛延谋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华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3217

代理人 项军

(51)Int.Cl.

G01R 22/06(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单相智能电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单相智能电表，属于智能

电表领域，包括表计主控芯片，在表计主控芯片

的输入端连接有电压信号采样电路、基于锰铜分

流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以及基于电流互感器

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还包括连接在表计主控芯

片上的存储电路、液晶显示电路、近红外通讯电

路、RF通讯电路以及脉冲输出电路；在表计主控

芯片上还连接有用于对表计主控芯片供电的电

源电路。通过使用集成多种功能的芯片，简化了

使用该芯片的单相智能电表的结构，同时提高了

单相智能电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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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相智能电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单相智能电表，包括：

表计主控芯片，在所述表计主控芯片的输入端连接有电压信号采样电路、基于锰铜分

流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以及基于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

还包括连接在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上的存储电路、液晶显示电路、近红外通讯电路、RF通

讯电路以及脉冲输出电路；

在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上还连接有用于对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供电的电源电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相智能电表，其特征在于，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为HT5017芯

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相智能电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压信号采样电路，包括：

依次相连的电阻R9、电阻R10、电阻R11、电阻R12、电阻R13，在电阻R13的一端连接有RC

电路；

在所述RC电路中设有电阻R70以及与所述电阻R70并联的电阻R14、电阻R16，在所述电

阻R16与所述R70之间还设有电容C11、电容C1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相智能电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锰铜分流器的电流信号

采样电路，包括：

连接在火线上的第一线路和第二线路；

在所述第一线路上设有电阻R17，在所述第二线路上设有电阻R19，在所述第一线路与

所述第二线路之间并联有电阻R18以及相互串联的电容C28、电容C3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相智能电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

采样电路，包括：

连接在零线上的第三电路和第四电路；

在所述第三电路上并联有电阻R21和电阻R22，还包括与所述电阻R21串联的电容C37；

在所述第四电路上并联有电阻R23和电阻R24，还包括与所述电阻R23串联的电容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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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智能电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智能电表领域，特别涉及单相智能电表。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通用的分立设计方案的电能表一般采用微控制器单元(micro  control 

unit，MCU)加专用计量芯片、时钟芯片和液晶驱动芯片等外围器件的，独立芯片完成独立的

计量、时钟、液晶(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显示和数据管理功能。其中专用的计量芯

片完成电信号的测量和计量；MCU完成通过通信接口从计量芯片获取计量数据，并进行处理

的功能；时钟芯片实现日历时钟和和液晶驱动芯片完成液晶显示功能。很明显，电能表的现

有分立设计方案存在硬件电路复杂、可靠性差的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用于简化电路结构、

提高硬件电路可靠性的单相智能电表。

[0004] 为了达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单相智能电表，所述单相智能电表，包

括：

[0005] 表计主控芯片，在所述表计主控芯片的输入端连接有电压信号采样电路、基于锰

铜分流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以及基于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

[0006] 还包括连接在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上的存储电路、液晶显示电路、近红外通讯电路、

RF通讯电路以及脉冲输出电路；

[0007] 在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上还连接有用于对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供电的电源电路。

[0008] 可选的，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为HT5017芯片。

[0009] 可选的，所述电压信号采样电路，包括：

[0010] 依次相连的电阻R9、电阻R10、电阻R11、电阻R12、电阻R13，在电阻R13的一端连接

有RC电路；

[0011] 在所述RC电路中设有电阻R70以及与所述电阻R70并联的电阻R14、电阻R16，在所

述电阻R16与所述R70之间还设有电容C11、电容C12。

[0012] 可选的，所述基于锰铜分流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包括：

[0013] 连接在火线上的第一线路和第二线路；

[0014] 在所述第一线路上设有电阻R17，在所述第二线路上设有电阻R19，在所述第一线

路与所述第二线路之间并联有电阻R18以及相互串联的电容C28、电容C33。

[0015] 可选的，所述基于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包括：

[0016] 连接在零线上的第三电路和第四电路；

[0017] 在所述第三电路上并联有电阻R21和电阻R22，还包括与所述电阻R21串联的电容

C37；

[0018] 在所述第四电路上并联有电阻R23和电阻R24，还包括与所述电阻R23串联的电容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206178036 U

3



C39。

[001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是：

[0020] 通过使用集成多种功能的芯片，简化了使用该芯片的单相智能电表的结构，同时

提高了单相智能电表的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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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单相智能电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LCD驱动电路；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电压信号采样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基于锰铜分流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基于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表计程序流程图一；

[0028] 图7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表计程序流程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作

进一步地描述。

[0030] 实施例一

[0031]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单相智能电表，如图1所示，所述单相智能电

表，包括：

[0032] 表计主控芯片，在所述表计主控芯片的输入端连接有电压信号采样电路、基于锰

铜分流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以及基于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

[0033] 还包括连接在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上的存储电路、液晶显示电路、近红外通讯电路、

RF通讯电路以及脉冲输出电路；

[0034] 在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上还连接有用于对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供电的电源电路。

[0035] 在实施中，该单相智能电表包括表计主控芯片，在该主控芯片的外围设有进行信

号采样输入的电压信号采样电路、基于锰铜分流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以及基于电流互感

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还有用于同表计主控芯片进行数据交互的存储电路、近红外通讯

电路和RF通讯电路。

[0036] 与现有技术中分体式设计的智能电表相比，本实施例提出的单相智能电表基于高

集成度的单芯片设计，

[0037] 在表计主控芯片内部集成的3路高精度模数转换器分别对火线电流(锰铜回路)、

零线电流(电路互感器回路)、电压分别采样，将采样得到的数据进行量化转换为数字信号，

然后通过相应得数据处理完成对电参数测量、电能量累计等工作及脉冲输出；通过芯片内

部集成的LCD驱动器驱动外部液晶显示电表的相关状态信息及用户需要的电参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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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在芯片内部有3个串口，完全可以满足RF通讯，近红外通讯等通讯接口的要求，非

常容易实现用户和智能电表之间的数据交互；由存储模块存储电表配置参数、电量数据、负

荷曲线与事件记录信息；通过表计主控内部丰富的普通输入输出(Common  input  and 

output，GPIO)口和中断资源完成编程按键查询、开盖检测报警输入和背光控制和发光二极

管脉冲输出等功能；电池模块用来支持停电显示功能。

[0039] 其中的液晶显示电路，通过SoC内部的LCD驱动器直接驱动外部段式液晶模块进行

显示。LCD驱动电路如图2所示。图2中SEG0-SEG12为段输出，COM0-COM3为公共输出，接LCD背

极；左边的17个电容用于滤除干扰信号，提高整表的静电放电(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和电磁兼容性(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性能。对LCD的软件配置很方

便，配置好LCD模块的时钟源flcd周期、快速充电模式以及使能实际使用的SEG脚后，根据显

示内容与LCD各段的映射关系将数据写入LCD内存寄存器即可。

[0040] 可选的，所述表计主控芯片为HT5017芯片。

[0041] 在实施中，表计主控芯片优选使用HT5017，即在表计主控芯片内集成32-bit  ARM

内核、128K  flash、8K  SRAM，支持断相防窃电功能的硬件能量计量单元(Energy 

Measurement  unit，EMU)模块，带有温度自补偿功能的高精度实时时钟(Real-Time  Clock，

RTC)模块，以及LCD驱动等外设资源，从而利用一颗这样的芯片就可以实现电能表的计量、

时钟、LCD显示和数据管理等功能。

[0042] HT5017是一款单相专用电能计量系统芯片，芯片结构设计严谨，功能强大并经过

了严格测试。使用HT5017进行电能表的开发具有如下一些明显优势：由于高度集成，芯片对

温度、湿度以及电磁干扰的敏感度大幅度降低，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

高。内部功能模块丰富，在应用该芯片进行电能表设计时可以省掉很多外围的功能芯片，如

专门的计量芯片，实时时钟芯片、LCD液晶驱动芯片、掉电检查芯片、硬件看门狗等，系统成

本能够进一步得到降低。

[0043] 电能表主要功能分为测量、处理和显示等部分。电压、电流信号经采样电路输入到

主控表计主控芯片，经AD转换器变换成相应的数字信号，然后通过相应的数学计算求出电

压、电流、功率因数、频率、需量等参数，通过通讯接口与外界通信，同时记录存储电量数据

和事件信息及进行人机交互等。下面对主要的功能单元进行说明。

[0044] 所述电压信号采样电路，包括：

[0045] 依次相连的电阻R9、电阻R10、电阻R11、电阻R12、电阻R13，在电阻R13的一端连接

有RC电路；

[0046] 在所述RC电路中设有电阻R70以及与所述电阻R70并联的电阻R14、电阻R16，在所

述电阻R16与所述R70之间还设有电容C11、电容C12。

[0047] 在实施中，如图3所示电压信号采样电路，通过电压网络降压和电阻电容

(Resistor-capacitor，RC)低通滤波器电路输入到表计主控芯片，由于表计主控芯片支持

差分信号输入，所以无需对交流电压信号叠加基准电平。电压采样电路中，电阻R9，R10，

R11，R12，R13是降压电阻，

[0048] 从而在电阻R14和R15两端产生与输入电压成比例缩小的低电压信号，由于

HT5017ADC输入电压幅值不能超过800mV，电阻取值必须是信号降低到模拟数字转换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sion，ADC)输入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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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然后电压分压信号经过由R70，R14，R16组成的RC网络进行抗混叠滤波以滤除干扰

信号，最后输入到表计主控芯片。

[0050] 可选的，所述基于锰铜分流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包括：

[0051] 连接在火线上的第一线路和第二线路；

[0052] 在所述第一线路上设有电阻R17，在所述第二线路上设有电阻R19，在所述第一线

路与所述第二线路之间并联有电阻R18以及相互串联的电容C28、电容C33。

[0053] 在实施中，如图4所示，锰铜电流信号采样电路火线电流通过锰铜、负载电阻和RC

低通滤波电路输入到SoC芯片。

[0054] 可选的，所述基于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包括：

[0055] 连接在零线上的第三电路和第四电路；

[0056] 在所述第三电路上并联有电阻R21和电阻R22，还包括与所述电阻R21串联的电容

C37；

[0057] 在所述第四电路上并联有电阻R23和电阻R24，还包括与所述电阻R23串联的电容

C39。

[0058] 在实施中，如图5所示，电流互感器(Current  Transformer，CT)电流信号采样电

路，零线电流通过CT、负载电阻和RC低通滤波电路输入到SoC芯片。电流信号通过电流互感

器CT到电流采样电路中，其中电阻R21和R23是电流互感器的负载电阻，用于将互感器次级

线圈的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同时将信号调整到ADC输入范围。电流取样信号经RC低通滤波

器滤波后输入到SoC芯片。由于锰铜取样后的信号相当微弱，因此可以设置片上ADC的模拟

增益放大器(Analog  gain  amplifier，PGA)前端的放大增益为16倍，以便将信号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

[0059] 基于前述的单相智能电表，其中的电能计量单元EMU包括三路完全独立的Σ-Δ

ADC以及数字信号处理部分。三路ADC完成两路电流信号和一路电压信号的采样，数字信号

处理部分完成有功功率与有功电能、无功功率与无功电能、视在功率与视在电能、电压有效

值、电流有效值及频率计算等计量功能。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SFR)寄存器和中断的方式，可以对数字信号处理部分进行校表参数配置和计量

参数读取；计量的结果还通过PF/QF/SF引脚输出，也即校表脉冲输出，可以直接接到标准表

进行误差对比。软件提供专门的通讯接口对计量参数进行校准。校准流程的通讯规约利用

IEC62056-21规约。

[0060] 该单相智能电报的表计程序流程图如图6所示：

[0061] 首先，在单相智能电表启动后，首先令普通输入输出接口检测上电情况，如果检测

到已上电，则对表计主控芯片进行参数初始化处理，在初始化处理后对单相智能电表是否

装载有电池进行检测，在确认装载电池并且在普通输入输出接口检测到上电情况后，读取

单相智能电表所处线路上的电压；

[0062] 其次，如果读取到的电压值大于150V，则进行刷新标志置位处理；如果读取到的电

压值小于或等于150V，则关闭电量计量功能同时保存当前电量，进而对电池标志是否置位

进行检测。

[0063] 其中，如果确认当前未装载电池，则置位不带电池标志。

[0064] 最后，在令普通输入输出接口检测上电情况后，对电池标志是否置位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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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可选的，如图7所示，所述进行刷新标志置位处理，包括：

[0066] 检测所述单相智能电表是否已经进行一分钟标志置位，如果已进行则对所述单相

智能电表的输入端口、随机存取存储器以及状态参数进行自检，在自检完成后进行检测所

述单相智能电表的电量进位标志置位状态；

[0067] 如果所述电量进位标志已置位，则保存当前电量，检测电量刷新标志的状态，以及

电量结算标志、显示刷新标志的状态，在检测完成后读取电压值。

[0068] 可选的，所述在对电池标志是否置位进行检测后，还包括：

[0069] 如果所述电池标志未置位，令所述表计主控芯片进入低功耗状态；

[0070] 如果所述电池标志已置位，令所述表计主控芯片进入待机状态；

[0071] 在所述表计芯片进入低功耗状态或待机状态后，如果检测到秒中断标志，则读取

电压值，如果未检测到秒中断标志，则检测按键中断标志，并在检测到按键中断标志后读取

电压值。

[0072] 令表计主控芯片进入低功耗状态，包括：

[0073] 对所述表计主控芯片的所述随机存取存储器进行初始化处理，将进入低功耗状态

的信息显示在显示屏上，令所述表计主控芯片进入低功耗配置。

[0074] 基于HT5017的单相电表在完成硬件电路原理设计、线路板设计、电路模块的元器

件的焊接、整体调试和校表后对其进行了基本误差试验。其中，Un条件下，基本误差试验电

流点为0.05Ib，0.10Ib，Ib，Imax(Ib为基本电流，Ib＝10A，Imax为最大电流，Imax＝40A，Un

＝240V)。每个试验电流点分别测试了1.0、0.5L、0.8C功率因数的误差，样表的误差数据如

下：

[0075]

[0076] 表一  样本误差数据

[0077] 在表一中，Un＝240V,Ib＝10,Imax＝40A,脉冲常数＝1600imp/kWh。基于表一中的

数据，可见能够将样机误差控制在0.05％之内，符合内控的标准。精度优于IEC62053-21关

于1级电能表的要求。

[0078] 该单相电能表可以用于商业计量和家庭计量应用，其可以测试无功电能、有功电

能，并且测量精度满足IEC62053-21  1级单相电能表的技术规范要求。与电表的传统分立设

计方案相比，具有更高的性价比和可靠性，具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具有更高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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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款电能表已经进入量产阶段。同竞争对手相比具体更好的价格，更高的性能和精度，

[0079]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单相智能电表，包括表计主控芯片，在表计主控芯片的输入端

连接有电压信号采样电路、基于锰铜分流器的电流信号采样电路以及基于电流互感器的电

流信号采样电路；还包括连接在表计主控芯片上的存储电路、液晶显示电路、近红外通讯电

路、RF通讯电路以及脉冲输出电路；在表计主控芯片上还连接有用于对表计主控芯片供电

的电源电路。通过使用集成多种功能的芯片，简化了使用该芯片的单相智能电表的结构，同

时提高了单相智能电表的可靠性。

[0080] 上述实施例中的各个序号仅仅为了描述，不代表各部件的组装或使用过程中的先

后顺序。

[008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新型

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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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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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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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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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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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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