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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磁性元件是开关变换器中的核心器件，起到储能、放

能，电气隔离等重要作用。磁性元件温升过高将显著影响

电气设备的性能与可靠性。磁芯生产厂家在数据手册中仅

仅提供磁芯在正弦激励下的损耗数据，而开关变换器中的

磁芯往往工作在非正弦波激励下。因此对磁性材料非正弦

激励损耗进行测试，并获得相关的损耗数据非常重要。磁

芯损耗对于温度变化十分敏感，因此需要设计高精度磁芯

损耗数据测量系统快速完成测量。

磁芯损耗测量的方法较多，但可主要分为直接测量法

和间接测量法。间接测量法是指利用磁性元件的热效应、

磁效应和等效电阻等间接反映磁芯损耗的大小。包括热量

等效法，B-H 分析仪、阻抗分析仪、电桥法等方法。如热

量等效法通过把所测磁芯线圈放入一个隔热密闭容器中，

加入绝缘液体没过磁芯线圈并在其两端添加激励源，待磁

芯线圈正常工作后用温度计测量液体温升，经过后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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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磁芯损耗对温度十分敏感，高频开关变换器中的非正弦磁损测量需要在数秒内完成。本文研究了以电压、电流

采样电路和单片机为硬件基础，以 LabVIEW 为上位机构建基于平均功率差值法的测量平台。硬件电路对输入电

流、输入电压进行采样，单片机利用串口通信将采样数据实时传输至 LabVIEW 上位机，由上位机生成高频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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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loss measurement platform based on 
average power difference method

Abstract: The core loss is very sensitive to temperature, and the measurement of non-sinusoidal core loss 

in high- frequency switching converters needs to be completed within a few seconds. With sampling 

circuit and single-chip computer as the hardware foundation, LabVIEW as the host computer, this 

paper studies to build a measurement platform based on the average power difference method. The 

hardware circuit samples the input current and input voltage. The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uses 

serial communication to transmit the sampled data to the LabVIEW host computer in real time. 

The host computer generates the input current, voltage and power curves of the high- frequency 

converter, and depicts the transient state in the time domain. The steady-state transition curve 

can accurately present the steady-state power information. By separately measuring the powe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ir-core coil and the magnetic core coil of the power converter, the 

loss of the magnetic core under non-sinusoidal excitation can be quickly determined. The test 

process of this system only lasts for a few seconds,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rise and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core loss under high frequency non-

sinusoidal ex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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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得出磁芯损耗值。

直接测量法通常通过数字示波器、阻抗分析仪、网络

分析仪等测试仪器直接测量被测磁芯电感两端的电流电压

参数，再对测量所得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后得出所需要的磁

芯损耗 [1]。如本文讨论的平均功率差值法就是一种基于功

率分析仪的直接测量法。测试平台主要包括功率分析仪、

数字示波器、待测功率变换器等 [2]，如图 1 所示。功率分

析仪分别读取在矩形波激励条件下磁芯电感和空心电感的

功率信息，再经数据处理后二者的差值即为磁芯损耗 [3]。

图 1   矩形波激励下的磁芯损耗测试平台

功率变换器上电瞬间会产生一个启动功率脉冲，直接

基于功率分析仪测量会产生较长的暂态过程，很难在较短

的时间内准确读取功率磁损数据。因此本文设计了电路采

集了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以实现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稳

态功率数值。

1 功率信息测量系统

本文提出了基于 LabVIEW 构建的上位机为平台，配

合以输入电压、电流 A/D 采样电路构建的平均功率差值

法磁损测量平台。测试结果将数据以图像的形式在时域上

呈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功率信息的采集，获得较高精

度和可靠性的磁损测量数据，整体架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功率信息采样系统

磁芯损耗测量系统可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

1） LabVIEW 软件构建的上位机系统。上位机系统可

以与测试板单片机 stm32 以串口通信的方式接收从采样

电路所获得的瞬时电流、电压信息，并将结果在界面上以

曲线的形式将电流电压功率数据实时呈现出来 ；

2）输入电压、电流采样网络。采样网络由单片机

stm32、电压电阻采样电路、电流采样电路以及滤波电路

构成。电流采样芯片采集输入的电流信息并传递给单片机，

单片机采集到电压、电流数据后与上位机通信 ； 

3）被测量磁性元件。构建的开关变换器获得所需的

非正弦激励波形，通过测量被测磁芯和相同感量的空心线

圈的输入电压、电流信息，完成功率测量。

2 上位机 LabVIEW设计

上 位 机 LabVIEW 通 过 串 口 UART 与 单 片 机

stm32f103rct6 进行通信，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过采样率控制

根据前面板用户对采样率标识符的调整，系统会自动

计算出对应 AD 芯片的的采样率，调用 VISA Write 函数，

向下位机装置发送采样率控制信息。

2）UART 串口通信

调用 VISA Read 函数，接收下位机 stm32f103rct6

采集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段筛选，在定时器中断中向

上位机实时发送 AD7606 转换数据，具体格式 例 为

12.222969a0.119633b0，其中 12.22969 表示电压数

值，a 表示滤波方式 ；0.119633 表示电流数值，b 是字

图 3   采样频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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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串分割标识 ；最后一位 0 代表采样频率 [4]。上位机发出

指令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中断服务函数需要对接收上位机

发来的指令并做出相应的处理。从上位机发送至 stm32

的指令 ：发送 a、b、c 等字母代表改变滤波方式 ；发送 1、

2、3 等数字代表改变频率。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对字符进行

结构解析，调用相关函数处理解构后的字符完成相应指令。

3） 鼠标滚轮缩放标尺

LabVIEW 的标尺显示设置通常为两种，第一种是区

间固定显示，第二种是以接收到的数据为参考区间自适应

调节显示，两种显示机制不可叠加。由于磁损测试过程中

会出现瞬时电流、电压曲线波动情况，需要自定义波形显

示设置。我们定制了一种波形显示模式，使其同时满足以

上两种显示条件 ：既能显示完整的波形，又能够显示任意

区间的波形。

控制步骤分为（1）初始化波形曲线显示区域 ；（2）

捕获鼠标滚轮的翻转动作和光标在屏幕上的瞬时坐标，如

果此时光标在图表内，系统会跟随滚轮动作改变 Y 标尺的

上限与下限。调用波形图标的属性节点来对 Y 标尺的上下

限进行设置，使用循环次数为 1 的内部条件结构，图表的

上下限会依据接收到的数据大小进行增减，使波形始终在

图表正中心。程序图如下 ：

图 4   初始化波形图表显示的程序

根据鼠标滚轮调整标尺方便后续调整，首先添加输入

数据采集函数，它会识别并输出光标的横纵坐标及滚轮的

值。判断光标在规定图表区域内后，根据滚轮上下滚动代

表的不同值对属性节点中的标尺进行调整。其具体程序图

如下 ：

图 5   根据鼠标滚轮调整标尺的程序框图

4）数据自动保存的实现

为了方便数据的后续查阅，本系统给出两种数据保存

方式 ：第一种是以数值形式保存在 EXCEL 中，自动记录

的同时方便后续的数据调用计算 ；第二种是保存图片，可

使后续查阅历史数据更直观。

图 6   将数据保存为 EXCEL 的程序

保存为图片格式这一功能的核心是创建一个“导出图

像”调用节点，是一个自定义度较高的节点，可由用户自

定义导出路径、图片名称、图片格式以及是否覆盖原文件

和是否隐藏图像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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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将数据保存为图片的程序框图

系统中 LabVIEW 上位机和主控芯片下位机两个部分

的控制逻辑为 ：下位机接入电路后开始启动采样并存储数

据至主控芯片存储器，默认采样率为 200k，同时用户在

上位机可重新设置采样率并发出 ；下位机等待上位机的通

信发送标志，若接收到标识符，则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

口发送至上位机完成操作。系统控制逻辑如下图所示。

图 8   系统控制流程图

3 采样网络工作原理

测量电路负责测量待测功率变换器的输入电压和输

入电流。电流采样网络由电流采样芯片 AD8217 和以

AD8628 构建的电压跟随器组成。AD8217 可以从高压轨

直接采集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经过 AD8628 电压跟

随器送入 AD7606 芯片。同时输入电压通过电阻分压网络

由 AD7606 进行采集。AD7606 将所获取的电压、电流

信号传输给主控芯片，再由主控芯片将信号滤波、计算功

率信息后通过串口通信发送给上位机进行数据的显示、分

析、保存。功率测量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9   功率测量电路

4 LabVIEW界面测试结果

LabVIEW 上位机主界面波形图分为电流波形图和电

压波形图。在波形图标右侧的串口选择控件中选取对应的

COM 口，并将读取前延时计数设置为 500ms，波特率默

认设置 115200，定时测量设置为 3s，点击开始运行。测

量系统后级接入待测功率变换器后，界面运行效果图 10

所示。此时输入电流约为 0.1A，输入电压约为 12.2V ：

图 10   LabVIEW 构建的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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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利用 LabVIEW 构建高频非正弦激励磁损测试系

统。平台具有适时测量和图像曲线显示以及记录功能，本

文详细地介绍了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具体功能实现以及

相关上位机程序逻辑。

主要实现功能如下 ：在 LabVIEW 上位机中主要完成对

电流、电压以及功率的波形绘制 ；调用 VISA Write 函数，

向下位机装置发送采样率控制信息，控制下位机采样频率的

大小与滤波方式的选择 ；鼠标滚轮缩放波形图表标尺 ；自动

储存数据参数等功能。测量电路主要实现对高频待测变换器

的电压、电流测量，同时将结果以字符串的格式发送给上位机。

测试表明，本系统上位机界面运行稳定、人机交互性

良好，测量过程迅速。可以准确测量非正弦激励下的高频

磁损，达到预期设 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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