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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

可视化检测平台，本实用新型一种智能电表计量

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它是由不锈钢表箱和内部

电气设备构成。电源部分采用市电或者不间断电

源输出，负载部分采用两路不同负荷负载，通过

普通电表与智能电表在同一负载下的计量对比，

简单方便直观地检测智能电表计量精度，论证智

能电表计量的准确性，解开用户关于“电表”疑

问。本实用新型可应用于多种单相电能表计量精

度的比对，与传统的电能表现场校验仪校表相

比，具有快捷、简便、节约成本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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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不锈钢制成的表箱箱体

和置于箱体内部的内部电气设备构成；

表箱箱体开设有前控制门(4)和后控制门(10)，表箱箱体的两侧开设有吊环螺栓(2)、

用于通风的窗口和用于提携的把手，表箱箱体的底座固设有两组共4个滚轮，表箱箱体的内

部从上之下分别设置有沿水平方向延伸的第一支架、第二支架和第三支架；

前控制门(4)和后控制门(10)上分别固设有门锁(7)；前控制门(4)的门面板上部设置

有间隔相邻的电流表显示屏(1)和电压表显示屏(5)；

电流表显示屏(1)和电压表显示屏(5)下方的前控制门(4)面板的中央位置从上之下依

次设置有第一8路指示灯按钮(6-1)、第一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1)、第二8路指示灯按钮(6-

2)和第二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2)，第一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1)共设置有8个，分别是间隔

相邻的合闸指示按钮和分闸指示按钮，第二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2)分别是市电合闸指示

按钮、市电合闸指示按钮、UPS合闸指示按钮、UPS分闸指示按钮、负载1合闸指示按钮、负载1

分闸指示按钮、负载2合闸指示按钮和负载2分闸指示按钮；第一8路指示灯按钮(6-1)与第

一控制开关按钮(3-1)相对应，第二8路指示灯按钮(6-2)与第二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2)相

对应；

内部电气设备包括电源部分、负载部分和接线部分；

电源部分包括主用电源和备用电源，主用电源连接外部市电电源，备用电源连接一个

1KW的UPS电源(16)，UPS电源(16)位于靠近前控制门(4)的箱体下部底座上，UPS电源(16)和

市电输出互为闭锁，出线部分接入电压表、电流表作为监测用；

负载部分包括2个第一100W加热板(17-1)和4个第二100W加热板(17-2)，第一100W加热

板(17-1)作为负载2位于靠近后控制门(10)的第三支架上，第二100W加热板(17-2)作为负

载1安装在靠近后控制门(10)的第一支架上；

接线部分包括交流接触器、电能表、断路器(11)和溶断器(12)；

交流接触器包括安装于第三支架的左侧的两个第一交流接触器(13-1)和安装于第二

支架左侧的第二交流接触器(13-2)；第一交流接触器(13-1)和第二交流接触器(13-2)分别

控制负载1和负载2的开关按钮；两个第二交流接触器(13-2)作为互为闭锁控制UPS电源

(16)和市电输出开关按钮；

电能表包括用户待校对智能表(14)和普通单向电能表(15)，普通单向电能表(15)安装

于第二支架的右侧上，用户待校对智能表(14)安装于普通单向电能表(15)旁预留的挂表位

上；

断路器(11)一共设置有3路，分别依次安装于第一支架左侧并依次分别对应UPS电源输

入、市电输入和UPS电源输出；溶断器(12)一共设置有2路，依次排列于断路器(11)后面，且

分别与第一交流接触器(13-1)和第二交流接触器(13-2)对应；

电源部分和负载部分通过绝缘铜芯线连接，与溶断器(12)和断路器(11)形成电气回

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电源部

分采用市电或者不间断电源输出，负载部分采用两路不同负荷负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表箱箱

体为长宽高为520mm～550mm×380mm～400mm×640mm～700mm的立式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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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表箱箱

体为长宽高为520mm×380mm×640mm的立式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电流表

显示屏(1)是量程为0～40A的直接式电流表显示屏，电压表显示屏(5)是量程为0～300V的

直接式电压表显示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前控制

门(4)和后控制门(10)的下部分别安装有警示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表箱箱

体为手推式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表箱箱

体的4个滚轮分为前后两组，位于表箱箱体前面的一组为定向的万向前脚轮(9)，位于表箱

箱体后面的一组为万向后制动脚轮(8)。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06114886 U

3



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领域，涉及电表计量精度检测平台，具体涉及一种智能电表计量

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各网络论坛出现的关于智能电表的投诉帖子，主要投诉内容为用户更换智能

电表后，每月缴纳电费比没换电表前多出不少，怀疑智能电表快走。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是为打消用户关于智能电表计量精确性的疑虑，针对用户

提出的“智能电表比普通电表走快”问题，利用校表原理，研制一套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

化检测平台，用于现场对用户的智能电表进行直观的计量检测和比对。本发明提供了一种

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包括不锈钢制成的表箱箱体和置于箱体

内部的内部电气设备构成；表箱箱体开设有前控制门和后控制门，表箱箱体的两侧开设有

吊环螺栓、用于通风的窗口和用于提携的把手，表箱箱体的底座固设有两组共4个滚轮，表

箱箱体的内部从上之下分别设置有沿水平方向延伸的第一支架、第二支架和第三支架；前

控制门和后控制门上分别固设有门锁；前控制门的门面板上部设置有间隔相邻的电流表显

示屏和电压表显示屏；电流表显示屏和电压表显示屏下方的前控制门面板的中央位置从上

之下依次设置有第一8路指示灯按钮、第一控制开关指示按钮、第二8路指示灯按钮和第二

控制开关指示按钮，第一控制开关指示按钮共设置有8个，分别是间隔相邻的合闸指示按钮

和分闸指示按钮，第二控制开关指示按钮分别是市电合闸指示按钮、市电合闸指示按钮、

UPS合闸指示按钮、UPS分闸指示按钮、负载1合闸指示按钮、负载1分闸指示按钮、负载2合闸

指示按钮和负载2分闸指示按钮；第一8路指示灯按钮与第一控制开关按钮相对应，第二8路

指示灯按钮与第二控制开关指示按钮相对应；

[0006] 内部电气设备包括电源部分、负载部分和接线部分；电源部分包括主用电源和备

用电源，主用电源连接外部市电电源，备用电源连接一个1KW的UPS电源，UPS电源位于靠近

前控制门的箱体下部底座上，UPS电源和市电输出互为闭锁，出线部分接入电压表、电流表

作为监测用；负载部分包括2个第一100W加热板和4个第二100W加热板，第一100W加热板作

为负载2位于靠近后控制门的第三支架上，第二100W加热板作为负载1安装在靠近后控制门

的第一支架上；接线部分包括交流接触器、电能表、断路器和溶断器；交流接触器包括安装

于第三支架的左侧的两个第一交流接触器和安装于第二支架左侧的第二交流接触器；第一

交流接触器和第二交流接触器分别控制负载1和负载2的开关按钮；两个第二交流接触器作

为互为闭锁控制UPS电源和市电输出开关按钮；电能表包括用户待校对智能表和普通单向

电能表，普通单向电能表安装于第二支架的右侧上，用户待校对智能表安装于普通单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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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旁预留的挂表位上；断路器一共设置有3路，分别依次安装于第一支架左侧并依次分别

对应UPS电源输入、市电输入和UPS电源输出；溶断器一共设置有2路，依次排列于断路器后

面，且分别与第一交流接触器和第二交流接触器对应；电源部分和负载部分通过绝缘铜芯

线连接，与溶断器和断路器形成电气回路。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08] (1)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根据现场使

用时安全方面考虑，为保证电气安全，在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电源进线侧和

出线负载侧加装空气开关，并安装电压表和电流表监测电压和电流等负荷信息，保证人身

和设备安全，且不锈钢表箱外壳接地措施齐全。

[0009] (2)采用两用结构形成双电源，利用开关控制，主用电源连接外部市电电源，备用

电源连接不间断电源(UPS)装置，出线部分接入电压表、电流表作为监测用，指示电压和电

流等负荷信息。安装了一套直流蓄电池转交流工频电源装置，即不间断电源(UPS)，在现场

停电时可不需要外供电源进行操作。本发明代替了电能表现场校验仪，工作时可使用外部

电源，也可选内部电源。携带方便，操作快捷，可推广使用，且性能安全可靠，省工省时。制作

简单，成本低，实用性强。

[0010] (3)安装6个100W的加热板，作为比对用负载，其中两个加热板为一组作为200W小

负荷负载1，另外四个加热板为一组作为400W大负荷负载2。负载1和负载2可以分别接入电

源测试，也可以共同接入电源测试。

[0011] (4)采用了两组不同负荷的负载，既可在小负荷负载下计量比对，也可在大负荷负

载下计量比对。

[0012] (5)电源部分采用市电或者不间断电源输出，负载部分采用两路不同负荷负载，通

过普通电表与智能电表在同一负载下的计量对比，简单方便直观地检测智能电表计量精

度，论证智能电表计量的准确性，解开用户关于“电表”疑问。

附图说明

[0013] 利用附图对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任

何限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以下附图

获得其它的附图。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前视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中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的侧视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的拆开门以后的前视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的拆开门以后的后视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的后视示意图。

[0020] 其中：1-电流表显示屏，2-吊环螺栓，3-1-第一排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2-第二排

控制开关指示按钮，4-前控制门，5-电压表显示屏，6-1-第一排8路指示灯按钮，6-2-第二排

8路指示灯按钮，7-门锁，8-万向后制动脚轮，9-万向前脚轮，10-后控制门，11-断路器，12-

溶断器，13-1-第一交流接触器，13-2-第二交流接触器，14-用户待校对智能表，15-普通单

向电能表，16-UPS电源，17-1-第一100W发热板，17-2-第二100W加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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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2] 如图1～图6所示，一种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包括不锈钢制成的表

箱箱体和置于箱体内部的内部电气设备构成。

[0023] 表箱箱体开设有前控制门4和后控制门10，表箱箱体的两侧开设有吊环螺栓2、用

于通风的窗口和用于提携的把手，表箱箱体的底座固设有两组共4个滚轮，表箱箱体的内部

从上之下分别设置有沿水平方向延伸的第一支架、第二支架和第三支架。

[0024] 前控制门4和后控制门10上分别固设有门锁7。前控制门4的门面板上部设置有间

隔相邻的电流表显示屏1和电压表显示屏5。

[0025] 电流表显示屏1和电压表显示屏5下方的前控制门4面板的中央位置从上之下依次

设置有第一8路指示灯按钮6-1、第一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1、第二8路指示灯按钮6-2和第二

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2，第一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1共设置有8个，分别是间隔相邻的合闸指

示按钮和分闸指示按钮。第二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2分别是市电合闸指示按钮、市电合闸指

示按钮、UPS合闸指示按钮、UPS分闸指示按钮、负载1合闸指示按钮、负载1分闸指示按钮、负

载2合闸指示按钮和负载2分闸指示按钮。第一8路指示灯按钮6-1与第一控制开关按钮3-1

相对应，第二8路指示灯按钮6-2与第二控制开关指示按钮3-2相对应。

[0026] 内部电气设备包括电源部分、负载部分和接线部分。

[0027] 电源部分包括主用电源和备用电源，形成双电源的结构形式，主用电源连接外部

市电电源，利用开关和交流接触器控制，主用电源连接外部市电电源，零、火和接地线经过

三孔插头接入外部电源；备用电源连接一个1KW的UPS电源16，UPS电源16位于靠近前控制门

4的箱体下部底座上，UPS电源16和市电输出互为闭锁，出线部分接入电压表、电流表作为监

测用，指示电压和电流等负荷的信息。

[0028] 负载部分包括2个第一100W加热板17-1和4个第二100W加热板17-2，第一100W加热

板17-1作为负载2位于靠近后控制门10的第三支架上，第二100W加热板17-2作为负载1安装

在靠近后控制门10的第一支架上。此外，负载1和负载2可分别接入电源测试，也可共同接入

电源测试

[0029] 接线部分包括交流接触器、电能表、断路器11和溶断器12；交流接触器包括安装于

第三支架的左侧的两个第一交流接触器13-1和安装于第二支架左侧的第二交流接触器13-

2；第一交流接触器13-1和第二交流接触器13-2分别控制负载1和负载2的开关按钮；两个第

二交流接触器13-2作为互为闭锁控制UPS电源16和市电输出开关按钮。电能表包括用户待

校对智能表14和普通单向电能表15，普通单向电能表15安装于第二支架的右侧上，用户待

校对智能表14安装于普通单向电能表15旁预留的挂表位上。断路器11一共设置有3路，分别

依次安装于第一支架左侧并依次分别对应UPS电源输入、市电输入和UPS电源输出；溶断器

12一共设置有2路，依次排列于断路器11后面，且分别与第一交流接触器13-1和第二交流接

触器13-2对应。电源部分和负载部分通过绝缘铜芯线连接，与溶断器12和断路器11形成电

气回路。此外，前控制门4的面板外侧中间安装有与电流显示屏1和电压显示屏5分别对应的

直接式电流表和直接式电压表。

[0030] 优选地，在本实施例中，电源部分采用市电或者不间断电源输出，负载部分采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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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同负荷负载。

[0031] 优选地，表箱箱体为长宽高为520mm～550mm×380mm～400mm×640mm～700mm的立

式柜。进一步地，表箱箱体为长宽高为520mm×380mm×640mm的立式柜。

[0032] 优选地，电流表显示屏1是量程为0～40A的直接式电流表显示屏，电压表显示屏5

是量程为0～300V的直接式电压表显示屏。

[0033] 优选地，前控制门4和后控制门10的下部分别安装有警示牌。

[0034] 优选地，表箱箱体为手推式结构。

[0035] 优选地，表箱箱体的4个滚轮分为前后两组，位于表箱箱体前面的一组为定向的万

向前脚轮9，位于表箱箱体后面的一组为万向后制动脚轮8。

[0036] 实施例：结合附图1～6，本实施例的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操作过程

为：

[0037] S1，打开智能电表计量精度可视化检测平台前控制门4和后控制门10，查看UPS输

入、市电输入和UPS输出各三路空气开关(即断路器11)在合闸位置，在预留挂表为接入客户

电能表，检查各电气回路接线和接地线连接无误后，记录比对用普通单向电能表15和用户

待校对智能表14的电量起始电度，开始测试。

[0038] S2，采用主用电源测试：检查UPS电源16装置处于关闭状态后，关闭表箱前控制门4

和后控制门10，将表箱内的三孔插头接入外接电源，操作市电合控制开关按钮，此时对应合

闸指示红灯亮，且电压表指示电压在220V位置；然后操作200W的负载1合控制开关按钮或者

400W的负载2合控制开关按钮，此时电流表有相应电流指示，测试开始，一般测试时间控制

在30分钟以内。

[0039] S3，采用备用电源测试：检查UPS电源16装置处于关闭状态，将UPS输出线接入输出

插孔，再打开UPS开关，后关闭前控制门4和后控制门10；操作UPS电合控制开关按钮，此时对

应合闸指示红灯亮，且电压表指示电压在220V位置，然后操作200W的负载1合控制开关按钮

或者400W的负载2合控制开关按钮，此时电流表有相应电流指示，测试开始，由于UPS作为备

用输出只提供短时间电源，一般测试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

[0040] S4，UPS和市电输出互为闭锁，出线部分接入电压表、电流表作为监测用，指示电压

和电流等负荷信息。200W的负载1和400W的负载2可以分别接入电源，也可以共同接入电源，

即可以单独合负载1控制开关按钮或合负载2控制开关按钮，也可以同时合负载1和负载2控

制开关按钮。

[0041] S5，测试结束后，先操作相应负载的分控制开关按钮，此时电流表电流指示为零，

再操作相应电源的分控制开关按钮，此时电压表电压指示为零。将三孔插头拔出外接电源，

打开柜门后并关闭UPS输出开关。最后记录比对用普通电表和客户电能表电量终止电度，计

算电量后可知两块电能表走字度数一致，说明智能电表在不同负载下和普通电表走字度数

相同，打消用户关于智能电表计量准确性的疑虑。

[0042]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实

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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