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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互感器铭牌观测器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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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目前电能计量工作中远距离观测运行互感器铭牌不清晰、近距离观测需要停电的
缺点，研制了一种基于数字摄像模块组合的高压互感器铭牌观测器，可以实现互感器铭牌的带电
观测，减少了铭牌观测与检查过程的停电次数，有效提高互感器铭牌观测的效率和安全性。采用
MT9M001C12STM 作为图像传感器，将前端获取的图像信息经 DSP 图像处理器控制电路传输至显
示屏进行显示，完成互感器铭牌信息的观测。测试结果表明，设计的高压互感器铭牌观测器绝缘
性能、及图像清晰度均能满足互感器铭牌观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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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kind of high voltage transformer nameplate observer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digital
camera module is designed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 of observation of running transformer
nameplate in the current energy metering work. It can realize the observation of the transformer
nameplate without power outage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power outage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of transformer nameplate observation. MT9M001C12STM is used as the image sensor, the DSP
image processor control circuit sends the image information to screen to display, completing the
transformer nameplate information observation. 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ansformer nameplate
observer is insulation qualified and image clarity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ransformer
nameplat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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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铭牌是互感器的信息标识牌，记录互感
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变比、检定日期等各项
互感器运行基本信息 [1]。通常固定在互感器的表面，
在互感器正面或者一侧 [2]。按照 10kV 计量柜（箱）
的设计要求，需要将电能表、采集采集终端、计量
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封闭在计量柜（箱）中，
10kV 计量柜（箱）的空间较小。
实际计量工作中，有两种情况需要对于互感器
铭牌进行观测：
1）在送电之前互感器铭牌信息要作详细记录，
用于用电量计量。
2）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定期观测互感器铭牌信

息进行核对，了解当前运行互感器情况。
10kV 计量柜或计量箱中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
器排布情况如下所述。
1）高供高计计量柜
高供高计计量柜中，三相母排并排排列，A、C
相电流互感器串接在 A、C 相母排上，并排排列，
相互距离为 5cm，母排电压为 10kV，电流互感器铭
牌设置在互感器侧面，朝向柜体后侧。互感器投入
运行后，由于互感器间距较近无法在远处直接观测，
近距离观测铭牌则必须停电，并将身体探入计量柜
才能看清 [3]。
电压互感器安装在柜体底部，A、C 两相并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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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相互距离 5cm；铭牌在互感器侧面，朝向柜体
后侧，互感 器上方为并 排排列母排 ，母排电压 为
10kV，投入运行后观测互感器铭牌同样必须停电，
并将身体探入计量柜中才能看清。
2）高供低计计量柜
高供低计计量柜中，电能表、采集终端安装在
下方，上方为交错排列的三相母排，母排电压 220V；
三相电流互感器套接在三相母排上，交错排列，相
互距离为 5cm，近距离观测有触电危险；互感器铭
牌设置在互感器侧面，朝向计量柜左侧；计量柜上
侧空间小，A 相电流互感器靠近柜体左后部，投入
运行后观测互感器铭牌通常要求不停电，不贴近互
感器无难以看清铭牌内容，观测十分困难和危险。
3）高供低计计量箱
高供低计计量箱中，电能表、采集终端安装在
上方，下方为并排排列的三相母排，母排电压 220V；
三相电流互感器套接在三相母排上，并排排列，相
互距离为 5cm，近距离观测有触电危险；电流互感
器铭牌设置在互感器侧面，朝向柜体左侧；互感器
间距离较近难以直接观测，投入运行后检查观测互
感器铭牌不停电，观测十分困难和危险。
通过上述结论可知：无论对于高供高计计量柜
还是高供低计计量柜（箱），柜体空间均较小，母排
与互感器安装紧密，电压与电流互感器距离母排较
近，且铭牌设置在互感器侧面，朝向柜体后侧，无
法在远处进行观测，铭牌观测需停电并将身体探入
计量柜（箱）进行，靠近周围其他带点柜体，观察
困难并且非常危险，增加了被迫停电进行观测时增
加了停电次数，降低了供电服务质量，容易引发电
力用户投诉。
综上所述，需要研制一种绝缘安全的高压互感
器铭牌辅助观测工具，确保对互感器铭牌信息的不
停电安全、 准确的观测 ，并对观测 信息进行准 确
记录。

1

高压互感器铭牌观测器的原理及硬件
设计

图 1 给出了高压互感器铭牌观测器的示意图，
主要由拍摄单元、图像处理单元、图像显示单元、
电池单元和绝缘单元等构成。具体工作原理为，前
端拍摄单元获取互感器铭牌信息，由图像处理单元
将获取的图像信息传送到手持端的图像显示单元进
行显示，完成互感器铭牌信息的观测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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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1

高压互感器铭牌观测器示意图

拍摄单元
拍摄单元采用 CMOS（MT9M001C12STM[4]）
摄像头，其性能优异，具有很多有优点，不仅能完
全满足数字图像处理的需要，还能够很好地满足互
感器铭牌观测的要求。
其拥有的优点有：
1）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中，处理的图像均要以
灰度图像的形式进入处理程序，而 MT9M001C12STM
传回的灰度图像不需进入嵌入式系统进行色空间到
灰度空间转换，而是将传回的图像直接进行数字图
像处理。
2）MT9M001C12STM 为用户提供了 VGA，CIF，
QCIF 等多种输出格式，以满足用户不同需求的选
择。
3）集成了可编程灰度矫正，白平和增益控制。
4）配置了两线串行接口总线，可以方便的控制
MT9M001C12STM 的工作模式。
1.2 图像处理单元
DSP 图像处理器控制电路的设计如图 2 所示，
设计控制电路以两片 DSP 处理器芯片为核心处理
器，使用 FPGA 作为协调处理器 [5]，PCI 总线传输数
据的方式，实现高速图像处理功能。FPGA 连接两
片 C6416 的 64bit/133MHz 的 EMIFA 总线，或通过
McBSP 口连接。在 FPGA 的存储扩展结构上，可连
接两组片外存储器 2MB 的快速 SBSRAM 和 32MB
的 DDR SDRAM，这种双存储机制能够在增强运算
的协调处理能力及灵活性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
对设计电路图像处理效果进行测试，使用 TI
公司的 CCS 集成的 C/C++开发环境，仿真测试通过
后经 PCI 总线写入相应存储器。采用 M 为 2 的整数
次幂 FFT 算法，利用设计基于 C6416 DSP 处理器控
制电路处理二维 FFT 和一维 FFT，对计算速度进行
测试，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
1.3 图像显示单元
UFB 液晶屏（Ultra Fine & Bright 超精高亮液晶
屏） [6] ，其采用了特别的光栅设计，可以减小像素
的间距，以获得更佳的图像质量。通常 UFB-LCD
可显示 65536 种色彩，对比度是 STN 的 2 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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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36 色时亮度与 TFT 不相上下，耗电量却比 TFT
低，能够达到 128×160 像素的分辨率。

图2

DSP 图像处理器控制电路设计

符合 10kV 耐压标准。经试验测试，该设备可耐受
10kV 电压冲击且无击穿，符合高压铭牌观测器绝缘
系统设计要求 [8] 。互感器铭牌观测器按照安全工具
器的管理要求，应每年进行一次耐压试验。
2.2 显示性能测试
通过使用屏幕测试软件 DisplayX，将三星 UFBLCD 显示屏经串行接口连接电脑，设置显示屏测试
项目，对采购显示屏的对比度、灰度、会聚能力、
色彩等主要显示性能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表 1。
通过表 1 的测试结果可知，UFB-LCD 显示屏显示效
果各个方面 符合高压互 感器铭牌观 测器的设计 要
求。由电脑输出文字图片到显示屏幕，调节显示屏
幕亮度后进行拍照测试，观测拍照后照片效果与文
字的分辨情况可知：当屏幕显示亮度设置为高亮度
时，拍照效果较好，可以从照片上清晰分辨文字内
容，屏幕亮度可以满足量化目标要求。
表1

1.4

电池单元
电池单元选用 4 节 1.5V 干电池串联组装为拍摄
单元和图像处理单元提供电源。考虑到干电池组大
量消耗后，可能导致电池组电压较大的降低，为保
障名牌观测器图像处理单元供电电压的稳定，分别
对充满电和电量大量消耗两种情况进行电池组电压
测试，重复试验 50 次。新购买干电池组，电压平均
6.02V，50 组试验中未出现电压波动范围大于 0.2V
的情况，电压波动均在 0.2V 范围中，符合 6V 干电
池组电源设计要求。
1.5 绝缘单元
为保障设备靠近高压母排时的绝缘性能，确保
观测与拍摄的安全性，根据《配电安规》中“配电
设备不停电时的安全距离”的规定，10kV 及以下设
备不停电安全距离为 1m[7]。因此，高压铭牌观测器
的操纵杆使用 1m 长绝缘杆。同时，为保证观测器
的整体绝缘性能和工作人员使用中的安全，摄像头
采用绝缘罩进行包裹，手持端的显示仪器外观均采
用非金属绝缘材料，且按钮突出，便于佩戴绝缘手
套进行操作。

2

UFB-LCD 测试结果

测试项目
对比度测试
灰度测试
会聚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
清楚分辨每个黑色与白色区域
颜色过渡平滑，灰度良好
聚焦能力较强，各位置文字清晰度高，显
示效果可达到 200dpi

色彩测试

色彩鲜艳明亮

纯色测试

纯色下没有坏点

2.3

摄像性能测试
小组成员到电子城采购 CMOS（MT9M001C12STM）
摄像头，并将摄像头连接电脑，利用摄像头测试软
件 iSensor 软件进行摄像头调焦效果测试。测试流程
如图 3 所示。

互感器铭牌观测器测试

2.1

绝缘性能测试
绝缘性能是互感器铭牌观测器的重要指标，关
系到工作人员在设备使用中的人身、设备和电网安
全。将制作完成的互感器铭牌观测器送至检定机构
进行 1min 工频 10kV 交流耐压试验，验证设备是否

图3

CMOS（MT9M001C12STM）摄像头测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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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Sensor 软件进行文字的变焦距观测、近距
离观测、拍摄性能的测试，测试结果见表 2。
表2

CMOS（MT9M001C12STM）摄像头测试结果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变距离调整焦距
距离 5cm 拍摄测试
A4 纸张五号字近距离拍摄测试

焦距调整速率一般，调
焦清晰度高
清晰
清晰，可准确识别文字

通过表 2 测试结果可知：
CMOS
（MT9M001C12STM）
摄像头调焦拍摄效果满足设定目标值要求，摄像头
符合要求。

3

应用实例及分析

针对课题提出的功能目标，使用高压互感器铭
牌观测器分别进行高供高计计量柜、高供低计计量
柜、高供低计计量箱的互感器铭牌观测与拍摄 [9] ，
现场使用及观测效果图如图 4 所示。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一种基于数字摄像模块组合的高压
互感器铭牌观测器，并开发了相应的观测器样品，
能够安全的实现对运行中 10kV 互感器铭牌的准确
观测。通过在实际工作中使用高压互感器铭牌观测
器，消除了带电观测互感器铭牌的安全隐患，确保
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观测器的广泛使用
降低不必要停电次数，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提高
了人员工作效率，减少用户因为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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