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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便携式
调试仪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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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PT 二次侧电压和泄漏电流是变电站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的两个主要监测量，对其进
行测量准确度的测试与评价是在线监测装置调试的重要内容。本文设计了一种新型便携式容性设
备在线监测装置调试仪，其组成包括标准源模块、数据采集模块及控制与数据处理模块。该仪器
能够输出一定频率范围内的电压和电流信号，模拟实际容性设备的 PT 二次侧电压及泄漏电流，并
加以采集和分析处理，给出标准测量值。该设备电压和电流两路独立输出，幅值范围宽，并能够
施加频率波动和谐波干扰，适应各种在线监测装置的被监测量模拟。与硬件系统相配套的软件操
作简单、功能丰富，能够实现全自动调试。本调试仪可用于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的入网前实验
室性能试验及变电站定期检修中的校核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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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ondary voltage of PT and leakage current are the two main monitoring targets of
capacitive equipment online monitoring device in substations, and the measuring accuracy test and
evaluation of such dev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unctional debugging.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kind of
portable debugging instrument for capacitive equipment online monitoring device, which is consist of
standard source module,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and control & data processing module. The instrument
is able to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signal of a certain frequency range to simulate the secondary
voltage of PT and leakage current, and give the standard value. The independent voltage and current
output, wide amplitude range and harmonic simulation make the instrument adapt to various kinds of
capacitive equipment online monitoring device. The supporting software is functionally rich and easy to
operate, and automatic debugging can be realized. The debugging instrument could be used in pre-install
performance testing and verification and debugging of substation periodic maintenance.
Key words：capacitive equipment; online monitoring; debugging instrument; portable
在变电站中，容性设备数量约占整个变电站设
备的 40%左右，其安全运行与绝缘状况密切相关。
随着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
得到了广泛应用 [1]。目前应用的在线监测装置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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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设备在入网安装前及使用中出现的种种问
题，如测量准确度不够、长时间带电监测获取数据
不稳定等，并未有相关国家标准出台加以规范和限
制 [2-3]。为此，亟需研究和开发便携式、高精度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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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度的调试仪，对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的测量
准确度和稳定性进行预调试、评价与校准。调试仪
设计的核心为标准源的设计，模拟产生在线监测装
置的监测量，即 PT 二次侧电压及泄漏电流。目前，
此类调试装置的设计大多是基于 RC 电路，利用电
阻和电容的串联（针对一般容性设备）或并联（针
对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组合实现对容性设备电气特
征的模拟 [4] 。但这种依赖电阻与电容值进行档位标
注和模拟量值的切换的方法，阻容值一旦固定即不
可更改，灵活性较差；另外，由于寄生电容等杂散
参数引起的振荡，将会导致输出波形畸变，影响模
拟效果。
为此，本文所设计的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调
试仪，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对容性设备在线监测
装置的输入量进行模拟。应用 FPGA 与数模转换器
（DAC）实现 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分
别产生频率和谐波含量可变的电压与电流波形；应
用高压大电流运放将产生的电压和电流幅值放大，
分别用于模拟容性设备的 PT 二次侧电压 U2 及泄漏
电流；标准采集装置对所产生的模拟信号进行采集，
上位机软件完成控制和数据分析处理功能，给出标
准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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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根据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调试的需求[8]，调
试仪设计为输出基波频率 50±0.5Hz 的正弦波，且
谐波、幅值与相位按需求变动，模拟电网频率波动
与谐波干扰。
调试仪整体采用模块化设计，基于 FPGA 的标
准源模块应用 DDS 技术以及放大电路实现任意信
号（特定频率正弦基波叠加高次谐波）的输出，嵌
入 FPGA 芯片中的 32 位软核处理器 Nios II 将作为
CPU 控制整个测试流程，完成 DDS 频率变动、相
位累加等功能，片内 RAM 则作为 DDS 的波形存储
器；数据采集模块包含了数据采集卡，对输出的模
拟 PT 二次侧电压 U2、模拟泄漏电流信号进行采集；
上位机数据处理模块包含了控制及数据处理软件，
控制调试进程，并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运算和处理，
所得结果作为标准测量值，与待调试在线监测设备
所给出数据进行比对，计算待调试设备的测量误差，
并给出评价。调试仪原理框图如图 1 所示。

仪器设计原理与整体结构

当前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多采用基于软件的
谐波分析法来测量和分析电压、泄漏电流、介质损
耗因数、等值电容等被监测量。此类方法均是通过
对电压和电流信号进行加窗采样，对窗内的信号部
分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测量结果。影响其准确测量的
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频率波动，二是谐波的影响，
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利用谐波分析法进行容性设备
在线监测时，难以对信号进行整周期采样，造成频
谱泄漏和栅栏效应，从而对电压、电流基波幅值及
相位的提取出现误差 [5-6]。要使矩形窗函数达到零频
谱泄漏和高频谱分辨率的理想效果，则应当选择矩
形窗函数的窗口宽度等于周期信号周期的整数倍。
所以，在频谱分析中，采用矩形窗函数可以使周期
波形的分析简化，但窗口的宽度要能够匹配 [7]。
在本调试仪设计中，由于信号由调试仪自身模
拟产生，基波频率可控且可以采用与标准源模块通
信的方法精确获得，从而根据基波整周期时间调整
加窗宽度，保证其恰好为基波周期的整数倍，达到理
想加窗的目的，以使调试仪精度达到作为标准仪器的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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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仪原理图

调试仪硬件设计

2.1

FPGA 片上处理器实现
目前各大芯片制造厂商都相继推出采用先进
CMOS 工 艺 生 产 的 DDS 芯 片 ， 如 应 用 广 泛 的
AD985X 系列。但是用 FPGA 实现 DDS 在某些方面
存在着 DDS 芯片不能取代的优势 [9]，如在功能设计
上更具有灵活性、同时完成多个 DDS 芯片的功能
等，更有利于本设计中电压电流双通道同步输出的
实现。
可编程片上系统（SOPC）作为一种基于 FPGA
的可重构的片上系统（SOC），将处理器、存储器、I/O
口等系统需要的模块集成到一片上，完成整个系统的
逻辑功能，是一种灵活、高效的 SOC 解决方案[10]。
本设计采用 SOPC 的设计思想，通过上位机软件设
置试验流程、模拟波形数据及幅频参数，与 F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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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通信实现信号输出及变换。在本系统设计中，
FPGA 芯 片 是 整 个 系 统 的 控 制 核 心 ， 同 时 也 作 为
DDS 技术实现的媒质。使用 SOPC Builder 将 FPGA
软核处理器配置为 Nios II/f 快速型。该 CPU 能够实
现的功能有：整体全自动测试流程控制，与上位机
通信进行离散波形数据在片内 RAM 中的存储和修
改；由上位机写入频率控制字以改变模拟波形输出
的频率。
2.2 DDS 波形输出
DDS 相比于传统的 PLL、DLL 等频率合成技术，
由于其具有相对带宽更宽、分辨率更高等优越性能，
近年来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奈奎斯特定理，只要
目标波形数据包含的高频分量小于相位累加器寻址
波形存储器 取样频率的 一半，这个 波形即可以 由
DDS 产生 [9]。所以，应用 DDS 技术实现容性设备被
监测量的模拟是可行的，并且易于实现。
DDS 一般由相位累加器、波形存储器（ROM
或 RAM）、数模转换器（DAC）及低通滤波器（LPF）
组成。在参考频率源发出的时钟脉冲控制下，频率
控制字 K 由累加器累加得到相应的相码，相码寻址
波形存储器中的幅值信息，进行相码-幅码变换输出
不同的幅度编码，再经过数模变换器得到相应的阶梯
波，最后经低通滤波器对阶梯波进行平滑，即得到连
续变化的输出波形[11]。作为一个无反馈的开环系统，
DDS 合成频率的转换时间主要由低通滤波器的延迟
时间来决定，这大大缩短了所需的调谐时间[12]。
由于 DDS 的输出波形仅由波形存储器决定，所
以只需改变波形存储器中的幅值数据，即可以产生
任意的波形。在本设计中，所模拟的电压、泄漏电
流相位差由上位机向波形存储器中写入的两个波形
相位差确定。上位机选定一个介质损耗测试点 tanδ，
即可生成电压基波信号 y=sin（2πfx），移相 δ后得电
流基波信号 y=sin（2πfx+δ），另外根据测试流程叠
加 3、5、7 次谐波后，生成最终的电压、电流信号
在一个完整基波周期内的表达式。根据事先设定的
波形存储器数据容量 Nw，将表达式离散成为 Nw 个
点的幅值数据并编码，通过触摸式平板电脑的
RS-232 串口与 FPGA 内部软核处理器 NIOS II 的
UART 接口通信，将幅值编码数据写入作为波形存
储器的片内 RAM。波形每发生一次变化，即重复一
次上述编码、写入操作。双通道采用同一相位累加
器生成相同的两个相码，实现两个波形存储器中的
幅码同步寻址，保证了模拟电压和泄漏电流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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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的同步输出，二者的基波相位差严格保持为 δ
不变，达到了模拟介质损耗因数的目的。
DDS 的参考时钟源 fc 部分采用 FPGA 内部锁相
环 PLL 实现。每当参考频率源时钟脉冲到来时，加
法器将频率控制字 K 与相位寄存器当前的相位数据
相加，输入波形寄存器进行幅码寻址。当相位累加
器到达满值即产生溢出，完成一个完整周期的波形
输出。因此，在一个周期波形中取样的数量由 K 决
定。设一个完整周期波形幅值共有 Nw 个点，由 K
控制的每次累加点数为 NK，则输出一个周期波形所
需时间：
N
1
T= w⋅
（1）
N K fc
此时合成波形频率为
1 N f
f = = K c
T
Nw

（2）

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DDS 中的波形数据包
含的最高频率分量（7 次谐波）应小于相位累加器
寻址波形存储器取样频率的一半，即
7 N K fc
1
1
f max =
≤ fsample = f c
（3）
Nw
2
2

1
Nw
（4）
14
按照调试仪频率变动的需求，应能保证应用
DDS 产生模拟基波的频率分辨率不大于测试流程中
基波频率的精细变化量 0.1Hz，即使得
NK ≤

Δf =
=

( N K + ΔN K ) f c N K f c
f
−
= c ΔN K
Nw
Nw
Nw
f c N K max
⋅
≤ 0.1 Hz
N w 2N − 1

（5）

式中，ΔNK 为频率控制字 K 每变化 1 个单位时，NK
的变化量。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要保证输出波形的高精度，
需要二进制相位累加器的位数 N 足够高，波形存储
器所存储的离散幅值点数 Nw 足够多，以及频率控制
字足够小。
本设计满足了以上条件，采用 16 位相位累加
器，通过 16 根地址线与 FPGA 片内 RAM 相连以进
行寻址。上位机经由 RS-232 串口，与标准源模块进
行通信，写入频率控制字、离散的波形数据等。
2.3 模拟量的放大
鉴于 FPGA 所连 16 位高速 DAC 输出的信号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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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较低，带负载能力差，不能满足模拟容性设备 PT
二次侧额定电压 100V，及模拟泄漏电流 100μA～
100mA 的要求，故外接如图 2 所示功率放大电路，
将电压和电流幅值提高到所需值。放大比例 1∶1 的
ISO124 隔离运放将信号发生部分与高压部分隔离，
防止干扰，并保护调试设备和人员；采用高电压、
高功率 MOSFET 的带宽运算放大器 PA85 完成电压
信号的放大功能。该运算放大器在双电源供电情况
下输出电压及电流能够满足模拟 PT 二次侧电压和
泄漏电流的要求。

模拟信号频率可控，并与标准数据采集模块和上位
机数据分析模块通信，保证整周期采样及针对特定
基波频率进行 FFT 分析计算。上位机在采样时可保
证检出特定频率的波形信号的幅值与相位。
在检出电流、电压两通道的相位 ϕi 和 ϕu 后，两
者相减即为相位差，所模拟的介质损耗因数为

⎡π
⎤
tan δ = tan ⎢ − (ϕi − ϕu ) ⎥
⎣2
⎦

（6）

根据容性设备并联等效模型得

U
U1
1
= 1=
ωC I C I cos δ

（7）

I cos δ I sin(ϕi − ϕ u )
=
2πfU1
ωU1

（8）

等值电容为

C=

图2

功率放大电路

2.4

输出信号的采集
使用 NI 9215 高速数据采集卡，采集标准源模
块输出的模拟信号。对于电压信号，由于电压端口
额定输出为 100V，采用 150∶1 的精密电阻分压器
将低压臂输出电压峰值降至 10V 以内送入采集卡通
道 1，防止出现削顶现象。对电流信号，由于电流
输出是由标准源内的电压输出通过电阻转化而来，
采集卡通道 2 直接采集该电阻上的电压，通过换算
得电流信号。上位机采用 USB 接口与数据采集卡通
信，读入数据。

3

式中，U1 为被监测容性设备一次侧电压，U1=kU2，
k 为电压互感器变比，I 和 IC 分别为并联模型中的泄
漏电流和容性电流。
3.2 全自动流程调试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相关标准 [14-15] ，对容性设备
在线监测装置进行准确度校核时，需要选取包含最
高检测限值、最低检测限值在内的共 6 个点进行测
量和比对。调试仪上位机软件内设置最高、最低检
测限值选项。根据设置生成测量条件列表，在每个
测量点处，完成频率波动、谐波叠加等情况下的一
系列测试，并记录测试结果标准值，然后自动跳变到
下一测量点进行测试和记录，一般流程如图 3 所示。

调试仪软件设计

在上位机软件中，包含了全自动调试的控制部
分和对采集卡所采集数据的处理分析部分。
3.1 数据分析处理
对在线监测装置来说，当所测工频电压、电流
的频率在 50Hz 左右波动时，必须使采样频率跟随
电源频率的变化，才能保证对信号周期的整数倍长
度进行采样。否则会因频谱泄漏和栅栏效应 [13]而使
测得的数值，尤其是相位产生较大的误差，从而大
大影响泄漏电流基波幅值、介质损耗因数等测量的
准确度。为此，在线监测装置通常采用锁相倍频跟
踪技术以保证整周期采样。在该调试仪中，输出的

图3

自动测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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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位机软件中，可设置测试时间间隔，自动
完成诸如 72h 带电测试等长时间测试项目，汇总记
录所有测量结果及对应时刻，绘制表格及图像。最
终生成的符合规范的调试报告文件，可由 USB 接口
导出至外部存储设备或直接连接打印机打印。

4

调试仪性能测试与校准

调试仪对外设有电压、电流接口，分别连接待
调试在线监测装置电压和电流取样端。电压和电流
两路独立输出，输出电流范围为 100μA～100mA，
电压范围为 0～150V。上位机操作及显示采用触摸
屏方式，可人工预设测量限值、查看测量结果等。
调试仪可选择两种供电方式，无外接电源的情况下
采用电池供电，内置的 24V、48Ah 的电池可以供
72h 测试使用。
为了评估调试仪的性能并校准，采用标准的介
质损耗仪、精密电流表、示波器等测量仪器进行了
调试仪测量参数的校准。连接标准测量仪器与调试
仪输出端，将标准测量仪器显示的测量值与调试仪
上位机显示的值进行比对。对于电压、电流、相位
等测量量的偏差，在上位机程序中加入相应的修正
量或乘以修正系数加以校正。对于频率偏差，检查
标准源模块参考频率源或频率控制字，并调整相应
参数。以 U=100V，泄漏电流 I=50mA，tanδ=0.1 为
例，校准后部分频率下 10 次测量均值与标准仪器
测值的误差及 10 次测量方差结果如表 1、表 2 所
示。
表1

便携式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调试仪基于
FPGA 实现 DDS 波形合成技术，能够定制输出一定
频率范围内的、任意谐波含量的模拟 PT 二次侧电
压和泄漏电流，且二者基波的不同相位差可以模拟
容性设备不同的介质损耗角。调试仪通过标准源与
采集模块通信，能够对标准源所产生的电压和电流
信号进行准确加窗，保证整周期采样，避免了频谱
泄漏和栅栏效应。提供的标准读数精度符合国家电
网公司标准，满足作为校准仪器的要求。该调试仪
的研制能够大大简化容性设备在线监测装置的调试
过程，对于正确评价此类装置的性能，确保其运行
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以及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能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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