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068151.5

(22)申请日 2015.02.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56990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04.29

(73)专利权人 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

地址 225009 江苏省扬州市维扬路179号

专利权人 国家电网公司　江苏省电力公司　

扬州万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许维思　潘建华　李培培　王蓉　

朱世林　徐振伟　杨玉芳　吴静　

郎干勇　朱高凯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224

代理人 周全　葛军

(51)Int.Cl.

G01R 35/04(2006.01)

审查员 李乐

 

(54)发明名称

一种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负载精确计量分

析设计方法

(57)摘要

一种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负载精确计量分

析设计方法。提供了一种提高计量芯片性能和提

高非线性负载计量精度的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

负载精确计量分析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

参数设定，S2:确定相位误差产生的影响因素，

S3:计算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S4:计算电流回路

产生的合成相移，S5:计算综合相位误差，S6:校

正选择。本发明从三个方面对提高计量芯片的计

量精度作分析判断，即：对计量芯片差分放大部

分存在的非线性进行了分析；从理论上对非线性

负载时计量精度偏低的原因进行了数学分析；对

电能表存在相位误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发明

要提高电能表的相位误差性能，必须尽可能地将

输入回路产生的相位误差降到最小，从而提高计

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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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负载精确计量分析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参数设定，使得电压取样电路和电流取样电路处于计量芯片差分放大线性区；

调整电压取样电路参数，使在120％Un的峰值在计量芯片的最大差动输入电压范围的

60％-80％之内，选择电压取样电阻；

调整电流取样电路参数，使Imax的峰值在计量芯片的最大差动输入电压范围的40％-

60％之内，选择电流取样电阻；

S2:确定相位误差产生的影响因素，包括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和电流回路产生的合成

相移；

S3:计算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按照步骤S1中选择的电压取样电阻，选择电容，然后，依

次计算电容容抗、阻抗和电压回路的分压比，从而得出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

S4:计算电流回路产生的合成相移；确定电流回路产生的合成相移的影响因素，包括电

流互感器产生的相移、电流回路滤波电容产生的相移及放大采样、乘法运算产生的相移，通

过三个相移相加得出合成相移；

S41：确定电流互感器产生的相移；根据电流互感器的精度等级和额定电流的不同进行

确定；

S42：计算电流取样电路滤波电容产生的相移；依次计算电容容抗和电流取样电路的分

压比，从而得出电流取样电路滤波电容产生的相移；

S43：确定放大采样、乘法运算产生的相移；在计量芯片的三对电流采样端，分别设置高

通滤波器和相位校正网络；

S5:计算综合相位误差；通过将步骤S3中的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和步骤S4中的电流回

路产生的合成相移相加得出；

S6:校正选择；通过步骤S5中的综合相位误差，结合计量芯片的相位校正的寄存器，选

择相应的电流互感器进行校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负载精确计量分析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1和步骤S2之间还包括有功电能表对计量误差的判断步骤和无功电能表对计

量误差的判断步骤。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负载精确计量分析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有功电能表对计量误差的判断步骤为；

设定无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表示为： 则有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可表

示为： 因此计量误差为：

设 因此上式为：

其中，P0为无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P为有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U为电网电压，I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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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电流，为电压电流相位差， 为相位误差， 为有功因素，α为计量误差，符号→

为趋近于；

在式(2)中，当 时，即功率因数接近1时， α→0，即小功率因数时，相位误

差对测量准确度影响小；

在式(2)中，当 时，即功率因数接近0时， α→∞，即大功率因数时，相

位误差对测量准确度影响大。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负载精确计量分析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无功电能表对计量误差的判断步骤为；

设定无相位误差时的无功功率表示为： 则当有相位误差时无功功率可表

示为： 因此计量误差为：

设 因此上式为：

其中，Q0为无相位误差时的无功功率，Q为有相位误差时的无功功率，U为电网电压，I为

电网电流， 为电压电流相位差， 为相位误差， 为无功因素，β为计量误差，符号→

为趋近于；

在式(3)中，当 时，即功率因数接近1时， β→∞，因此，相位误差对测

量准确度影响大；

在式(3)中，当 时，即功率因数接近0时， 因

此，相位误差对测量准确度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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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负载精确计量分析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系统计量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负载精确计量

分析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智能电网的快步发展，智能电能表已大量安装。对于单相智能电表而言，

主要应用于居民用电计量，目前产品绝大多数为2.0级，有些要求较高的为1级，也即相对误

差为2％或1％。而对于三相智能电表而言，主要应用于工业用电计量，目前产品绝大多数为

1级和0.5S级，有些要求较高的为0.2S级，也即相对误差为1％、0.5％或0.2％。同时，由于应

用于工业或农业排灌等非线性负载场合，因此对相位误差的要求也较高。因此，如何提高非

线性负载时计量精度是智能电表设计的难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提高计量芯片性能和提高非线性负载计量精度

的三相智能电表非线性负载精确计量分析设计方法。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包括以下步骤:

[0005] S1:参数设定，使得电压采样回路和电流采样回路处于计量芯片差分放大线性区；

[0006] 调整电压取样电路参数，使在120％Un的峰值在计量芯片的最大差动输入电压范

围的60％-80％之内，选择电压取样电阻；

[0007] 调整电流取样电路参数，使Imax的峰值在计量芯片的最大差分电压范围的40％-

60％之内，选择电流取样电阻；

[0008] S2:确定相位误差产生的影响因素，包括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和电流回路产生的

合成相移；

[0009] S3:计算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按照步骤S1中选择的电压取样电阻，选择电容，然

后，依次计算电容容抗、阻抗和电压回路的分压比，从而得出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

[0010] S4:计算电流回路产生的合成相移；确定电流回路产生的合成相移的影响因素，包

括电流互感器产生的相移、电流回路滤波电容产生的相移及放大采样、乘法运算产生的相

移，通过三个相移相加得出合成相移；

[0011] S41：计算电流互感器产生的相移；根据电流互感器的精度等级和额定电流的不同

进行选取；

[0012] S42：计算电流回路滤波电容产生的相移；依次计算电容容抗和电流回路的分压

比，从而得出电流回路产生的相移；

[0013] S43：计算放大采样、乘法运算产生的相移；在计量芯片的三对电流采样端，分别设

置高通滤波器和相位校正网络；

[0014] S5:计算综合相位误差；通过将步骤S3中的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和步骤S4中的电

流回路产生的合成相移相加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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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S6:校正选择；通过S5中的综合相位误差，结合计量芯片的相位校正的寄存器，选

择相应的电流互感器进行校正。

[0016] 步骤S1和步骤S2之间还包括有功电能表对计量误差的判断步骤和无功电能表对

计量误差的判断步骤。

[0017] 有功电能表计量误差的判断步骤；

[0018] 设定无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表示为：P0＝UIcosφ,则有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

可表示为：P＝UIcos(φ+Δφ),因此计量误差为：

[0019] α＝(P-P0)/P0

[0020] ＝(UIcos(φ+Δφ)-UIcosφ)/(UIcosφ)

[0021] ＝(cosφcosΔφ-sinφsinΔφ-cosφ)/cosφ

[0022] ＝cosφ(cosΔφ-1)-tanφsinΔφ

[0023] 设cosΔφ≈1，sinΔφ≈Δφ，因此上式为：

[0024] α≈-Δφtanφ          (2)

[0025] 其中，P0为无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P为有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U为电网电

压，I为电网电流，φ为电压电流相位差，Δφ为相位误差，cosφ为有功因素，α为计量误差，

符号→为趋近于；

[0026] 在式(2)中，当φ→0°时，即功率因数接近1时，tanφ→0，α→0，即小功率因数时，

相位误差对测量准确度影响小；

[0027] 在式(2)中，当φ→90°时，即功率因数接近0时，tanφ→∞，α→∞，即大功率因数

时，相位误差对计量准确度影响大。

[0028] 无功电能表计量误差的判断步骤；

[0029] 设定无相位误差时的无功功率表示为：Q0＝UIsinφ，则当有相位误差时无功功率

可表示为：Q＝UIsin(φ+Δφ),因此计量误差为：

[0030] β＝(Q-Q0)/Q0

[0031] ＝(UIsin(φ+Δφ)-UIsinφ)/(UIsinφ)

[0032] ＝(sinφcosΔφ+cosφsinΔφ-sinφ)/sinφ

[0033] ＝cosΔφ-1+ctanφsinΔφ

[0034] ＝-2(sin(Δφ/2))^2+ctanφsinΔφ

[0035] 设sinΔφ≈Δφ，因此上式为：

[0036] β≈-2(Δφ/2)^2+ctanφ﹒Δφ

[0037] ＝-0.5(Δφ)^2+Δφctanφ         (3)

[0038] 其中，Q0为无相位误差时的无功功率，Q为有相位误差时的无功功率，U为电网电

压，I为电网电流，φ为电压电流相位差，Δφ为相位误差，sinφ为无功因素，β为计量误差，

符号→为趋近于；

[0039] 在式(3)中，当φ→0°时，即功率因数接近1时，ctanφ→∞，β→∞，因此，相位误差

对测量准确度影响大；

[0040] 在式(3)中，当φ→90°时，即功率因数接近0时，ctanφ→0，β→-0.5(Δφ)^2，因

此，相位误差对计量准确度影响小。

[0041] 本发明从三个方面对提高计量芯片的计量精度作分析判断，即：一、对计量芯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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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放大部分存在的非线性进行了分析；二、从理论上对非线性负载时计量精度偏低的原因

进行了数学分析；三、对电能表存在相位误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0042] 其中，尤其涉及对计量芯片的放大采样环节产生相位误差作分析，通过分析相位

误差产生的原因首先包含输入回路产生的误差，也就是说是由于电压输入回路和电流输入

回路之间的相移不同造成的。因此，要提高电能表的相位误差性能，必须尽可能地将输入回

路产生的相位误差降到最小，从而提高计量精度。

附图说明

[0043]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0044] 图2是本发明中计量芯片差分放大器失真示意图，

[0045] 图3是本发明中ADE7752计量芯片内部结构图，

[0046] 图4是本发明中三相电能表电压取样电路图，

[0047] 图5是本发明中三相电能表电流取样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如图1-5所示，本发明以ADE7752三相计量芯片为例加以说明，包括以下步骤：

[0049] 一、确保电压采样回路和电流采样回路处于计量芯片差分放大线性区：

[0050] 按国家电网公司三相智能电能表技术规范要求，电能表的正常电压工作范围为

0.9Un～1.1Un，扩展电压工作范围为0.8Un～1.15Un，在此范围内要求电能表不仅能正常工

作，而且能精确计量。考虑到确保电能表满足指标要求，电能表制造商一般都会按0.7Un～

1.2Un进行设计。电能表初校是在100％Un和100％In条件下进行的，如附图2所示，只要调整

好电压取样电路参数，使在120％Un的峰值在计量芯片的最大差动输入电压范围的一定百

分比之内，避免输入信号出现饱和失真，就能确保满足电压计量精度的要求。

[0051] 以ADE7752为例加以说明。ADE7752的内部结构如附图3所示，包含3个电压采样端

VAP、VBP、VCP，它们分别与公共端VN形成差分电压，经各自的差分放大器放大后送入对应的

AD采样模块进行模数转换。ADE7752的最大差动输入电压范围为±500mV。附图4为采用

ADE7752设计的三相电能表电压采样电路(以A相为例)。为避免输入信号出现饱和失真，同

时尽可能测试计量芯片的动态范围，VAP端口的最大电压幅度取值为±500mV满度的75％以

内(三相三线时)。因此，附图4中电压取样电阻R5～R15分别取为：470K、470K、470K、220K、

75K、39K、20K、10K、5.1K、2.7K、1K。图中J2～J12为跨接线，为硬调校时使用。采用软调校方

案时不需要。

[0052] VAP的最大电压幅度取值为：

[0053] ±380x1.2x1.414xR15/(R5+R6+…+R14+R15)

[0054] ＝±380x1.2x1.414x1/(470+470+…+2.7+1)

[0055] ＝±0.362V

[0056] ＝±362mV。         (1)

[0057] 实际电能表设计时，由于考虑到电能表常数、电能输出脉冲F1和F2的频率之间的

匹配问题，往往在确定好电流取样电阻后再对电压取样电阻进行微调。

[0058] 如附图3中的ADE7752内部结构所示，ADE7752包含3对电流采样端IAP和IAN、IBP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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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N、ICP和ICN，它们形成差分电压经各自的差分放大器放大后送入对应的AD采样模块进行

模数转换。ADE7752的最大差动输入电压范围为±500mV。附图5为采用ADE7752设计的三相

电能表电流采样电路(互感器接入，以A相为例)。为尽可能利用计量芯片的动态范围，同时

考虑到电能表检测时需施加1.2Imax进行温升试验，因此IAP和IAN端口的最大差分电压幅

度取值为±500mV满度的90％。

[0059] 以设计电流规格为20(80)A的1级三相电能表为例，采用电流互感器的规格为0.1

级、20(120)A/10mA，电流互感器变比为2000:1。选用标称阻值为精度为1％的电阻作为电流

取样电阻。

[0060] 由于电阻R1、R2取值相同且为串联，电流取样电阻R1、R2的取值为：

[0061] ((0.5x0.9)/(80x1.414/2000))/2＝3.9Ω。

[0062] 电能表进行误差调校时，首先校准参比电流20A时的误差。待误差校准后，再校验

最大电流Imax＝80A时的误差。

[0063] 若设计的智能电表不满足精度要求，对于1级三相电能表而言，可按端口的最大电

压幅度取值为±500mV满度的75％以内进行设计。

[0064] 电流取样电阻R1、R2的取值为：

[0065] ((0.5x0.75)/(80x1.414/2000))/2＝3.3Ω。

[0066] 为确保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负载时误差满足指标要求，一般将最大电流对应的差

分电压设计为满度的50％(即±250mV)左右，即电流取样电阻R1、R2的取值为：

[0067] ((0.5x0.5)/(80x1.414/2000))/2＝2.2Ω。

[0068] 对于0.5S级三相智能电能表或0.2S级三相智能电能表，设计方法与1级三相电能

表相同，只不过应选取精度为1‰的标称阻值金属膜电阻。

[0069] 二、非线性负载计量误差产生原因的数学分析：

[0070] 功率电能表的输入回路、放大采样、乘法运算等环节均能产生两个输入量之间的

相位误差。这是功率电能表的一项特有误差。有时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电能

表设计人员对此都必须高度重视。

[0071] 下面首先对非线性负载计量时误差偏大的原因进行数学分析。

[0072] (1)有功电能表的相位误差影响分析

[0073] 假定无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表示为：P0＝UIcosφ,则有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

可表示为：P＝UIcos(φ+Δφ),因此计量误差为：

[0074] α＝(P-P0)/P0

[0075] ＝(UIcos(φ+Δφ)-UIcosφ)/(UIcosφ)

[0076] ＝(cosφcosΔφ-sinφsinΔφ-cosφ)/cosφ

[0077] ＝cosφ(cosΔφ-1)-tanφsinΔφ

[0078] 因为Δφ很小，所以cosΔφ≈1，sinΔφ≈Δφ，因此上式为：

[0079] α≈-Δφtanφ         (2)

[0080] 其中，P0为无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P为有相位误差时的有功功率，U为电网电

压，I为电网电流，φ为电压电流相位差，Δφ为相位误差，cosφ为有功因素，α为计量误差，

符号→为趋近于。

[0081] 在式(2)中，当φ→0°时，即功率因数接近1时，tanφ→0，α→0，因此相位误差对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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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准确度影响很小。

[0082] 在式(2)中，当φ→90°时，即功率因数接近0时，tanφ→∞，α→∞，即大功率因数

时，相位误差对测量准确度影响很大。由于频率与相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因此该项误差还

是频率的函数，即使在一个频率点进行相位校正，当频率变化时，该项误差的影响仍是很大

的。因此小功率因数条件下有功电能的精确计量仍是电能表设计人员高度重视的问题。

[0083] (2)无功电能表的相位误差影响分析

[0084] 假定无相位误差时的无功功率表示为：Q0＝UIsinφ，则当有相位误差时无功功率

可表示为：Q＝UIsin(φ+Δφ),因此计量误差为：

[0085] β＝(Q-Q0)/Q0

[0086] ＝(UIsin(φ+Δφ)-UIsinφ)/(UIsinφ)

[0087] ＝(sinφcosΔφ+cosφsinΔφ-sinφ)/sinφ

[0088] ＝cosΔφ-1+ctanφsinΔφ

[0089] ＝-2(sin(Δφ/2))^2+ctanφsinΔφ

[0090] 因为Δφ很小，所以sinΔφ≈Δφ，因此上式为：

[0091] β≈-2(Δφ/2)^2+ctanφ﹒Δφ

[0092] ＝-0.5(Δφ)^2+Δφctanφ          (3)

[0093] 其中，Q0为无相位误差时的无功功率，Q为有相位误差时的无功功率，U为电网电

压，I为电网电流，φ为电压电流相位差，Δφ为电压电流相位误差，sinφ为无功因素，β为

相位误差，符号→为趋近于。

[0094] 在式(3)中，当φ→0°时，即功率因数接近1时，ctanφ→∞，β→∞，因此相位误差

对测量准确度影响很大。

[0095] 在式(3)中，当φ→90°时，即功率因数接近0时，ctanφ→0，β→-0.5(Δφ)^2，因

此相位误差对测量准确度影响很小。

[0096] 显然，小功率因数时，非线性负载相位误差影响小；大功率因数时，非线性负载相

位误差影响很大，而这恰是无功电能表不同于有功电能表的工作情况。同时，由于始终存在

固定误差-0.5(Δφ)^2，这也是无功电能表相对于有功电能表准确度低的主要原因。因此

无功电能的精确计量仍是电能表设计人员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0097] 三、对计量芯片的放大采样环节产生相位误差的原因分析：

[0098] 众所周知，电容和电感对交流信号(电压或电流)具有延迟作用。当一个交流信号

经过电容、电感和电阻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充放电的过程，这会导致这个交流信号的幅度变

化时间“向后”推迟一段时间。在各种交流放大器中，采用的元器件或者是电感电容，或者是

含有电感电容成分，任何一个放大电路或者元器件我们都可以通过等效电路转换成电感、

电容、电阻和理想有源器件的组合，即使是性能非常好的元器件也不能幸免，包括传输导线

也是如此，这是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逾越的鸿沟。当然，不同品质的元器件其等效电容电感

的数值也不一样，并且通过电路优化设计，可以尽量减轻这种影响，但是不管影响有多小，

总是有的。所以，相位失真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只要是传输导体和放大器，就会产生相位

失真，只是量不同罢了。尤其对于国产计量芯片，由于制造工艺的欠缺，因而很容易造成各

个采样通道之间的相位偏差。

[0099] 如前所述，相位误差产生的原因首先包含输入回路产生的误差，也就是说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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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输入回路和电流输入回路之间的相移不同造成的。因此，要提高电能表的计量精度，必

须尽可能地将输入回路产生的相位误差降到最小。

[0100] 首先分析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如附图4所示，电容C5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滤除电网

中的高次谐波信号，电容C6用于微调，当需要微调时才加。电压取样电阻按式(1)中参数选

取，电容C5取10nF，则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计算如下：

[0101] 电容容抗为：

[0102] Zc1＝-j(10^9/(2×3.14×50×10))＝-j318310(Ω)

[0103] VAP端口的阻抗为：

[0104] Zv1＝R15//Zc1＝1000//(-j318310)≈1000-j3.14(Ω)

[0105] 电压回路的分压比为：

[0106] Zv1/(R5+R6+…+R14+Zv1)＝(1000-j3.14)/(1781800+1000-j3.14)

[0107] ≈5.6×10^(-4)-j5.6×10^(-7)

[0108] ＝5.6×10^(-7)(1000-j)

[0109] 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为：

[0110] Arctan(-1/1000)＝-0.0573＝-3.44’

[0111] 其次分析电流回路产生的相移。电流回路产生的相移由电流互感器产生的相移、

电流回路滤波电容产生的相移及放大采样、乘法运算产生的相移等三部分相移合成组成。

[0112] 先分析电流互感器产生的相移。

[0113] 理想的电流互感器不会产生相位误差，实际由于材料特性及制造工艺的原因，互

感器均具有一定的相位误差，互感器的相位误差有正有负。

[0114] 精度等级1、0.1、0.2、0.2S、0.5、0.5S都是对互感器所给定的准确等级。互感器在

规定使用条件下的误差应该在规定限度内。

[0115] 对于0.1、0.2、0.5级和1级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在二次负荷欧姆值为额定负荷值的

25％～100％之间的任一值时，其额定频率下的电流误差和相位误差不超过附表1所列限

值。

[0116] 对于0.2S和0.5S级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在二次负荷欧姆值为额定负荷值的25％～

100％之间任一值时，其额定频率下的电流误差和相位误差不应超过附表2所列限值。

[0117] 以三相电能表设计为例，正常设计时选用的电流互感器精度等级为0.1级。由附表

1可知，在额定电流的5％、20％、100％、120％时，电流互感器的相位误差限分别为±15’、±

8’、±5’、±5’。如果设计时选用的电流互感器精度等级为0.5级，由附表1可知，在额定电流

的5％、20％、100％、120％时，电流互感器的相位误差限则可分别达到±90’、±45’、±30’、

±30’。

[0118] 再分析电流回路滤波电容产生的相移。

[0119] 在附图5以三相电能表电流取样电路(互感器式)中，对于20(80)A三相电能表，产

品的典型设计参数为：电阻R3、R4参数为100Ω，电容C1、C2参数为33nF，C3和C4为微调电容，

需要对相位误差进行微调校正时才安装。

[0120] 由于电容C1、C2取值相同且为串联，因此电容容抗为：

[0121] Zc2＝(-j(10^9/(2×3.14×50×33)))/2＝-j48229(Ω)

[0122] 电流回路的分压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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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Zc2/(R3+R4+Zc2)＝-j48229/(100+100-j48229)

[0124] ≈1-j0.004

[0125] 电流回路产生的相移为：

[0126] Arctan(-0.004/1)＝-0.2376＝-14.26’

[0127] 最后分析放大采样、乘法运算产生的相移。

[0128] 如附图3中的ADE7752内部结构所示，ADE7752的3对电流采样端IAP和IAN、IBP和

IBN、ICP和ICN部分均包含有一个高通滤波器(HPF)，用于滤除电网中的直流信号成分。由于

高通滤波器具有相位超前响应特性，因此在电压通道VAP、VBP、VCP环节分别加了一个相位

校正网络，用以补偿由于高通滤波器造成电压通路和电流通路之间的相位差。根据ADE7752

的技术参数，校正精度为±0.1°，即±6’。

[0129] 对三相电能表有功功率计量而言，由式(2)可知：对同一信号而言，计量误差近似

与相位误差成正比。由附表1和附表2可知，在额定电流的5％时互感器产生的相位误差达到

额定电流的100％和120％时的3倍。这也就是电能表小电流信号测量时误差较大的原因。

[0130] 综合以上对由电压回路产生的相移、电流互感器产生的相移、电流回路滤波电容

产生的相移及放大采样、乘法运算产生的相移的分析，可得到电能表可能产生的综合相移。

由于三相电能表有功计量的最低精度为1级，因此作为电流取样的电流互感器精度必须高

于1级，因此以0.5级精度电流互感器说明。

[0131] 对采用0.1级精度电流互感器而言，电能表可能产生的综合相位误差为：

[0132] 最小相位误差绝对值：|-3.44’-(15’-14.26’)+6’|＝1.82’

[0133] 最大相位误差绝对值：|-3.44’-(-15’-14.26’)+6’|＝31.82’

[0134] 对采用0.5级精度电流互感器而言，电能表可能产生的综合相位误差为：

[0135] 最小相位误差绝对值：|-3.44’-(90’-14.26’)-6’|＝73.18’

[0136] 最大相位误差绝对值：|-3.44’-(-90’-14.26’)+6’|＝106.82’

[0137] ADE7752计量芯片中具有用于相位校正的寄存器，用于电能表相位误差的校正。由

上可见，采用0.1级精度电流互感器时，相位校正寄存器最大需要进行31.82’相位误差的校

正，而采用0.5级精度电流互感器时，相位校正寄存器最大需要进行106.82’相位误差的校

正。我司对原装ADE7752计量芯片的检测试验结果表明，ADE7752计量芯片的最大相位误差

校正范围应大于±1.8°，即±108’。因此，采用0.1级精度电流互感器时，相位误差完全能够

进行校正。

[0138] 表1为0.1、0.2、0.5级和1级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精度等级

[0139]

[0140] 表2为0.2S和0.5S级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精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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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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