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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产品,在您初次使用该产品前，请您详细地阅读本使用说

明书，将可帮助您熟练地使用本装置。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公司的产品，因此您所使用的产品可能与使

用说明书有少许的差别。如果有改动的话，我们会用附页方式告知，敬请谅解！

您有不清楚之处，请与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络，我们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注意事项

请阅读下列安全注意事项，以免人身伤害，并防止本产品或与其相连接的任

何其它产品受到损坏。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本产品只可在规定的范围内使

用。

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可执行维修。请勿擅自打开仪器，否则将

不能得到包修等到各种服务，出现任何问题请先电话联系售后服

务部。

由于输入输出端子、测试柱等均有可能带电压，您在插拔测试线、

电源插座时，会产生电火花，小心电击，避免触电危险，注意人

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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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火灾和人身伤害

◆ 使用适当的电源线：只可使用本产品专用、并且符合本产品规格的电源线。

◆ 正确地链接和断开：当测试导线与带电端子连接时，请勿随意连接或断开

测试 线。

◆ 产品接地：本产品除通过电源线接地导线接地外，产品外壳的接地柱必须

接地。为了防止电击，接地导体必须与地面相连。在与本产品输入或输出终

端连接前，应确保本产品已正确接地，请自行检查用户接地线是否可靠。

◆ 注意所有终端的额定值：为了防止火灾或电击危险，请注意本产品的所有

额定值和标记。在接线之前，请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以便进一步了解有关

额定值的信息。

◆ 请勿在仪器未装好时操作：如盖板或面板已卸下，请勿操作本产品。

◆ 使用适当的保险管：只可使用符合本产品规定类型和额定值的保险管。

◆ 避免接触裸露电路和带电金属：产品有电时，请勿触摸裸露的接点和部位。

◆ 有可疑的故障时，请勿操作：如怀疑本产品有损坏 ，请本公司维修人员

进行检查，切勿继续操作。

◆ 请勿在潮湿、易爆环境下操作，保持产品的清洁和干燥。

－安全术语

警告：警告字句指出可能造成人身伤亡的状况或做法。

小心：小心字句指出可能造成本产品或其它财产损坏的状况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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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随着智能电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数字化变电站的试点建设已经越来越

多，根据广东电网公司“十二五”电网规划，在全省 21 个地级市每个市至少建

设一个 220kV 数字化变电站，全省至少建设一个 500kV 数字化变电站。数字化变

电站由于采用光纤进行数字量的传输，不存在二次压降以及模拟电能表的 AD 采

集误差，这大大减少了传统计量二次回路的误差。数字化是当今世界电力发展的

方向。

电子式互感器作为模拟世界到数字世界的桥梁，在数字化变电站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可以认为电子式互感器是数字化变电站的基石，所有的数字量都是来源

它。因此电子式互感器的精度和性能非常重要。我国计量法规定所有的计量器具

都必须得到量传，也就是所有的计量器具都必须能够实现量值朔源。因此在实际

应用中需要对电子式互感器进行量传，在现场安装后也需要对其进行校验，验证

其测量精度和稳定性，以及对 IEC61850 协议支持的正确性。

WHQC-I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正是为了解决电子式互感器的检测校验问题，它支

持 IEC61850-9-1 和 IEC61850-9-2，具备对电子式互感器进行角差、比差进行校

验的功能，并可对通信报文进行全息分析，可以对数字互感器进行各种通信故障

测试以及精度校验。

本校验仪内核采用双 CPU 架构，功能强大，以 24Bit AD 芯片和 512 倍过采样技

术大大扩展了带宽，提高了测量精度。同时，采用多档位自动切换和 FIR 滤波器

提高动态范围和信噪比。使用 LabView 开发管理软件，界面美观，使用方便。电

源和采样输入采取了大量的电磁兼容措施，能够适应复杂的现场测试环境。采用

便携式设计方案，方便实验室和现场检测。

本仪器通过了中国电力科学院的性能测试，并在广东省内的数字化变电站做了大

量的现场校验，于 2010 年 1 月通过了专家了鉴定，专家一致认为 WHQC-I 基于

IEC61850 的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自身精度 0.05 级，可实现对 0.2S 等级以下的

电子式互感器的校验。

第二章 主要功能特点

WHQC-I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主要用于对符合 IEC61850（-9-1、-9-2、-9-2LE）

标准输出的电子式互感器进行校验。校验项目包括：比值差、相位差、延时、极

性等。同时配置有小信号输入端子，可对小信号输出的电子式互感器进行校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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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小信号输入的合并单元进行校验等。

1.接口说明

1)校验仪

WHQC-I 的外观如下图所示，机箱使用全铝合金制造，具备轻便、结实、美

观等特点，满足室外、室内不同环境下的使用要求。设备从设计上尽量简化了用

户操作的细节，一般只需一根被检输入、一根标准输入、一根同步信号线，即可

完成常规的校验工作。下面对所有的硬件接口功能进行说明。

○1 -----标准电压互感器二次输入端，a为正同名端，x为负同名端。

○2 -----标准电流互感器二次输入端，K1 为正同名端，K2 为负同名端。

○3 -----电同步信号输入接口，信号电平为 TTL5V。可输入电 PPS 信号。输入接

口引脚定义如下图所示。

第一脚（PIN1）：信号(黄色)

第二脚（PIN2）：未用

第三脚（PIN3）：5V 电源（红色）（未引出）

第四脚（PIN4）：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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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脚（PIN5）：地(灰色)

○4 -----电同步信号输出接口，信号电平为 TTL5V。可输出电 PPS 信号，如需电

IRIG-B 码输出，可以使用我司 XL8061 进行转换。其接口定义见上图所示。

○5 -----电同步输入指示灯，该指示灯在检测同步上后闪烁。

○6 -----电同步输出指示灯，有同步信号输出时闪烁。

○7 -----光同步信号输出接口，ST 接口。可以输出 IRIG-B 码或 PPS 信号。

○8 -----光同步信号输入接口，ST 接口类型，可以输入 IRIG-B 码或者 PPS 信号。

○9 -----光同步输入指示灯，该指示灯在输入光纤有光时亮，当有信号时，该指

示灯应闪烁。如 PPS 则闪烁频率约为 1Hz

○10-----光口 1，光纤通讯接口 1，ST 接口，一收一发一组。接收符合 IEC61850

格式的数字信号。

○11-----光口 2，光纤通讯接口 2，SC 接口类型，一收一发一组，接收符合 IEC61850

格式的数据。

○12-----光口 1指示灯，光口 1和目标设备连接正确后将点亮并闪烁。

○13-----光口 2指示灯，光口 2和目标设备连接正确后将点亮并闪烁。

○14-----电口 1，RJ45 网络接口，用于接收 IEC61850 格式的数据。

○15-----电口 2，RJ45 网络接口，用于接收 IEC61850 格式的数据。

○16-----工控机，运行校验仪的校验程序。显示器含触摸屏，可以直接触控操作。

○17-----电源输入：额定值为 220VAC±10%，频率 50Hz

○18-----工控机网口。

○19-----工控机 USB1 接口，用户可以通过 USB 口和工控机交换数据。

○20-----工控机 USB2 接口，用户可以通过 USB 口和工控机交换数据。

○21-----PC-RS232，工控机的 RS232 接口。

○22-----RS323，和校验仪内部控制模块连接的 RS232 接口，外部电脑运行的程序

可以通过此接口来和校验仪通讯，并控制校验仪。

○23-----接地端子，用于将设备可靠接地，保证用电安全。

2)选配件

FT3 输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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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开头：切换按键，按压打开及关闭电源连接。

校验仪连接口：与校验仪通信连接用，同时为该模块提供电源。连接到校验仪左

侧面的串口。

FT3 输入口：用于 FT3 输入用，连接采集器输出的 FT3 数据。

仿真指示灯：指示 FT3 波特率，亮表示为 5M，灭表示 10M

运行指示灯：有数据交换时闪烁。

电源指示灯：电源打开时点亮。

FT3 输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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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开头：切换按键，按压打开及关闭电源连接。

校验仪连接口：与校验仪通信连接用，同时为该模块提供电源。连接到校验仪左

侧面的串口。

FT3 输出口：用于 FT3 输出用，连接合并单元等提供 FT3 数据。

仿真指示灯：指示 FT3 波特率，亮表示为 5M，灭表示 10M

运行指示灯：有数据交换时闪烁。

电源指示灯：电源打开时点亮。

FT3 转换模块连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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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3 转换模块连接口：用于连接 FT3 输入模块或 FT3 输出模块，与其进行通信等。

选配 FT3 输入模块或者 FT3 输出模块时给与配置。

小信号输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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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信号输出 1：输出 0～7V 小电压信号，使用我司配送的航空插头。

小信号输出 2：输出 0～7V 小电压信号，使用我司配送的航空插头。

小信号输入模块：

小信号输入：输入 0~7V 的小电压信号。

2、主要用途

1. 对符合 IEC61850（-9-1、-9-2、-9-2LE）标准的电子式互感器进行校验

2. 对电子式互感器的极性和延时进行校验

3. 对小信号输出的电子式互感器进行校验

4. 对小信号输入的合并单元进行校验

5. 可输出两路 0.05 级 0~7V 的精密电压信号，无需升大电压大电流即可

对小信号输入的合并单元进行校验（扩展精密标准源模块）

6. 能够输出数字信号源（FT3 格式），无需升大电压大电流即可对支持 FT3

输入的合并单元进行校验。（扩展数字信号源模块）

7. 能够对 FT3 输出的电子式互感器进行校验(扩展 FT3 转换模块)

8. 能够对传统互感器进行校验（扩展模拟信号转换模块）

3.主要功能

1. 使用传统互感器校验装置（BHE 型）和 Agilent 3458A 数字多用表实现

量值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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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使用内置的 GPS 或高稳定度的晶体输出脉冲同步信号。

3. 能对 IEC61850（-9-1、-9-2、-9-2LE）的协议包进行全帧解析,自动分析

ASDU 个数,采样点数等，可显示所有通道波形图，无需抓包即可直观

查看所有通道数据。

4. 具有 ST/SC 双光纤以太网接口和双 RJ45 以太网接口,提高可靠性,同时

方便接入不同接口的电子式互感器。

5. 6 阶准同步算法使得非同步采样的算法误差逼近于零。

6. 采用 24Bit AD 芯片和 512 倍过采样技术,大大扩展带宽提高精度。

7. 采用多档位自动切换和 FIR 滤波器提高动态范围和降低信噪比。

8. 实时显示波形、频率、幅度、相位等数据便于综合分析互感器性能。

9. 带有工控机，800*600 触摸屏。更能方便操作。

10. 配有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的操作软件，可运行于工控机或笔记本

11. 可统计比值差及相位差的均值、变差、极值、多次误差等数据，可对电子式

互感器的稳定性及线性进行全面检定。

12. 可进行多次谐波分析及对电子式互感器的各次谐波精度进行校验。

13. 可对测试过程全程录制及回放。

14. 可进行丢帧测试，实时的统计丢帧数。

4.技术指标

1. 准确度等级

0.05 级 (比差< 0.05%,角差< 2')

2. 通信协议: IEC61850-9-1/ IEC61850-9-2/ IEC61850-9-2LE

3. 输入范围

1）电压量程：100/ 3 V 和 100V

2）电流量程：1A、5A

3) 小信号输入量程 150mV、200mV、225mV、4V、1.625V、1V、2V、3.25V、4V、

6.5V

4. 精确测量范围

电压(V):5%-120%Un (有效值 0.05%RD Un =100/ 3 V 或 100V)

电流(A):1%-120%In (有效值 0.05%RD In=1A 和 5A)

小信号输入

1V 以上量程 :

1%-120%Un 0.05S 级(用于检计量互感器 )

1V 以下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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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00%Un 0.05%级(用于检保护互感器)

5. 谐波测试精度:

比差 0.1%Uh 或 0.1%Ih 角差: 10 分

6. AD 采样精度

在额定量程幅度测量不确定度 优于 0.01%

7. 小信号输出（选配）

输出电压: 0~ 7V

输出谐波: 2~ 40 次

输出精度: 0.05~5V 0.05%RD

谐波精度: 0.05%

8. 输入回路功耗

输入电压回路功耗 < 0.2VA (100V、100/ 3 V)

输入电流回路功耗 < 1VA (5A)

输入电流回路功耗 < 0.2VA (1A)

9. 以太网接口

SC 光纤接口: 1 个(多模光纤波长 1310nm)

ST 光纤接口: 1 个(多模光纤波长 1310nm)

RJ45 接口 2个

10. 同步

光 B码同步输入(秒脉冲和 B码可配置 ) 1 个

光 B码同步输出(秒脉冲和 B码可配置 ) 1 个

电同步输入 1个

电同步输出 1个

11. 人机接口

显示: TFT 液晶分辨率 800*600

操作: 触摸屏操作，工控机有 USB 口，可连接 USB 的鼠标键盘。

12. 整机重量 ≤10kg

13. 供电电源电压 220V±10%，50Hz

14. 外部空气温度(-10℃ ~ 55℃)

15. 最大相对湿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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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操作软件说明

操作软件是我司提供的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校验软件，配合 WHQC-I 等系列

产品使用。能够完成电子式互感器校验、小信号电子式互感器校验、小信号合并

单元校验等，并可根据 JJG1021-2007 规约自判断电子式互感器是否合格，支持

自动报表生成功能。初始运行界面如下：

WHQC-I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配有带触摸屏的工控机，工控机中安装有

windowsXP 简体中文操作系统，本软件可直接在工控机上运行。

软件上方为波形显示区，可显示标准互感器及被检互感器的波形。

软件中间为校验数据显示区域，可实时的显示标准互感器及被检互感器的有效值

及被检互感器的比值差和相位差。

软件左下方为校验数据积累区域，可保存当前检定点的多次检定数据，用于求取

平均值及变差值，最大值，最小值等。

软件右下方为设置区及数据操作区域，可完成数据记录，参数配置等多项功能。

以下为操作软件的具体使用进行说明，如有不解之处可随时与我司联系。

1.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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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设置

如下图所示，在使用软件前请根据实际情况连接串口（在工控机上使用 COM2），

左方的显示及编辑框主要为测试时使用，可发送命令及接收信息。

参数设置

进行电子式互感器校验时，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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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类型：

其中：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分别用于检定从一次到合并单元输出整体的精度。

电压互感器（小信号），电流互感器（小信号）：分别用于检定小信号输出的互感

器精度，即此时不经过合并单元，而是直接测量互感器输出的小电压信号的精度。

电压互感器（采集器），电流互感器（采集器）：分别以小信号输入为标准检测小

信号输入的合并单元的精度。此时不计互感器输出小信号的误差而是直接测量合

并单元的精度。此功能对合并单元厂家调整合并单元自身系数有很大的作用。

同步信号：

我司校验仪配置有一个光同步输出，一个光同步输入，一个电同步输出，一个电

同步输入口，通过选择同步信号可满足目前变电站测试时对同步信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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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同步（帧头）、非同步（帧尾）是针对有些保护用的互感器不使用同步

信号时测量延时用的。选择非同步(帧头)或非同步(帧尾),可对当前的延时进行

测试。

协议选择：

其中，IEC60044-8 非标准配置模块。

标准二次值：检定电压互感器时可选择 ，检定电流互感器时

可选择 ，为标准互感器二次值。

标准变比：标准互感器的变比，应根据标准互感器具体进行配置。校验仪通过该

变比将二次采样值还原为一次值。

被检变比：被检互感器的变比，应根据被检互感器具体进行配置。在测量小信号

互感器时有用，如一次为 600A 对应小信号额定值为 1V，则计算为 600/1=600。

输入端口：电子式互感器的数据输入口，我司的 WHQC-I 系列产品配有两个光口

及两个电口，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配置。

通道号：当前电子式互感器检定的通道，根据电子式互感器具体的通道配置进行

选择，可点击全帧解析更直观的查看。

等级：被检互感器等级，请选择正确的等级。软件将会根据该选项判断被检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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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是否合格。 其中 S级只为电流互感器。

采样点数：根据合并单元当前使用的采样点数进行配置，目前国内大部分使用的

是 80 点

读取：可读取当前已配置的参数，可方便读取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及确定参数

是否已正确配置。

比差、角差曲线

可根据规约及当前被检互感器的检定数据显示误差曲线，方便快捷的对互感器进

行分析。

如上图所示，可以看出当前被检互感器的检定曲线均在限值曲线以内，该被检互

感器合格，且从曲线可以看出该互感器误差比较稳定。

数据记录

在检定过程中保存各检定点的检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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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报表：将检定数据生成报表。

清空：清空检定数据。

删除：选择表格中的其中一行，点击删除可删除该检定点的检定数据。

合格判断

软件根据在一个检定点上

进行多次检定，取多次的平

均值为该点的误差，并根据

规约判断该检定点是否合

格。

重置：重新开始进行检定。

当检定点改变时可点击重

置重新开始记录。

记录：如果需要记录该检定点的检定数据，可点击“记录”，软件将记录检定点，

比差平均值，比差变差值，角差平均值，角差变差值，及结论等

2.软键盘

主要用于我司工控机上数据的输入，具备小键盘模式及全键盘模式，一般情

况下使用时只需要输入数字，所以默认为小键盘模式。小键盘模式占用位置小，

按键比较大，输入方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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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屏幕键盘后将光标 点到需要输入数据的输入框，然后在屏幕键盘中点击

相应的键输入数据。屏幕键盘挡住需要输入数据的位置时，可以点击住屏幕键盘

的标题栏拖动到其它位置。

在个别情况下需要输入其它的字符时（比如输入 16 进制的 MAC 地址），可将屏幕

键盘切换到全键盘模式（即点击小键盘状态下的 按键），此时具备字符输入

功能。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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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全键盘模式下的“ ”按键可切换回小键盘模式。当不需要时可将屏幕键

盘最小化或者关闭。重复打开时只会打开一个应用实例。

全键盘模式下：

“Shi”键为键盘上的“Shift”键，用于输入大写字母及输入按键上方的符号（与

实际键盘类似）。

“Cap”键盘为键盘上的“Caps Lock”键，与实际键盘类似。用于长时间的输入

大写字母

“www”键盘用于快捷的输入我司网址 www.xl-ele.com

“空白键” 表示空格，与实际键盘类似

3.参数自动检测

我司校验仪可对当前使用的输入接口，协议类型，标准变比，通道号进行自动检

测。使用时只需要调整调压箱输出一点值点击“自动检测”

互感器类型：表示检测

当前是电压互感器还是电流互感器。

输入端口：表示当前使

http://www.xl-e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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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光口 1、光口 2、电口 1、电口 2。

协议类型：判断当前合并单元的是-9-1、-9-2、-9-2LE

有效通道：智能判断当前检测的是哪个通道的数据

标准变比：根据标准二次值及合并单元的一次值智能判断当前的标准变比。

从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检测的项目，最常用的是检测有效通道，所以有效通

道为默认选中。

检定完成后弹出对话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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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帧解析

在不知道当前哪个通道有效时，经常需要使用抓包工具进行查看，操作上比较麻

烦。我司在该情况下实现了全帧解析功能，可以方便的查看所有通道的数据。

如图所示，可一目了解的看出目前是第 2通道有交流数据

在每个通道后面有一个通道类型选择框 ，选择采样值表示计

算的值为采样值的有效值（交流部分），选择计量电流将自动计算对应的计量电

流值，选择保护电流将自动计算对应的保护电流值，选择计量电压将自动计算对

应的计量电压值。

如果为-9-1 协议，由于-9-1 协议的通道是固定的，所以软件会自动设置各通道

的类型。如下图所示为-9-1 默认的通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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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扩展界面

扩展界面主要放置一些不常用但有时又需用到的功能及一些调试用的命令等。点

击通信设置界面中的“<<扩展”按键将在左边窗口弹出。选择左窗口中的各个功

能可进行测试。如下图所示：

测试流程录制及回放

流程录制功能，可将测试的流程录制回来并重现。录制的数据包括一帧 IEC61850

帧，当时的参数设置，波形图，有效值，检定误差，频率，同步状态。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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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流程录制”进入流程录制界面

点击“开始录制”将会录制测试的所有数据。

点击“停止录制”自动保存到”data\record\”目前下，如果录制名称中未设置

名称将以当前时间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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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可在停止检定的状态下重现录制流程，拉动进程条重现录制的流程。

点击“打开记录文件”，可以打开之前保存在”\data\record\”目录下的录制文

件。

谐波分析

可对标准端及被检端的谐波含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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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切换到谐波分析界面，点击右上角的“返回”可返回到扩展界面。

如图，当前显示的是标准端的谐波。当前 2～5次谐波各添加了 5%

点击“显示数据”可切换到数据界面

谐波类型点击“被检”可查看被检端的谐波数据。

加量输出

加量输出根据模块的配置可有模拟小信号加量及 FT3 加量（非标准配置，有需要

可与我司联系），可通过该界面控制小信号输出或者 FT3 加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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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完串口（工控机上默认为 COM1）后可点击各检定点输出。

在模拟加量时，需要连接小信号串口，根据小信号额定值设置 额

定 1，额定 2分别表示小信号输出 1，小信号输出 2的额定值。

下方的检定点区点击就可输出对应的检定点值。如下图：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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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直接设置需要的检定点 后点击输出即可：

小信号谐波输出：

切换到谐波输出界面，根据需要的谐波含有率设置，比如设置 2～5次谐波含有

率 5%：

点击谐波启动即可添加谐波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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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我司使用采集器模式检测小信号输入的合并单元。

从上图可以看出被检波形明显与标准波形不重合，即被检互感器（合并单元）对

采样值做了过滤。使用校验仪带有的谐波分析功能，可进一步的检测出被检互感

器（合并单元）对偶次谐波做了过滤。

标准信号谐波分析：

被检信号谐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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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3 加量：FT3 加量与模拟加量操作类似，可直接操作检定点输出 FT3 给被检合

并单元（FT3 输入）

谐波检测

谐波检测功能可对各次谐波的精度进行检测，默认情况下我司校验仪检测的是基

波的精度。

如图所示，可点击“谐波次数”中的按键进行控制，如需要更高次数可通过其它

次数选择。

基波测试：切换回基波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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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为检定 3次谐波：

合并单元测试

合并单元测试主要包括“传输延时测试”、“帧完整性测试”、“对时守时测试”

传输延时测试

在校验仪提供同步条件下检测 MU 输出的帧传输延时，校验仪根据接收到的采样

值报文中的采样点序号及接收到此帧报文的时刻计算出此帧采样值报文的延时

td，校验仪以每秒测量 1次的频率测量 td，连续测量给定时间内的 td（默认为

4小时），并将记录保存，测试结束后能给出给定时间内最大 td，即为最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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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校验仪及 MU 接收同步信号后，点击“开始”启动测试，校验仪测试指定时间后

给出测试的误差。

完整性测试

校验仪根据接收到的采样值报文的帧序号判断 MU 发送的采样值报文是否丢包、

丢点、重复、错序，测试时间应能持续 24h，并将记录保存，测试结束后能给出

分类统计报告。

将合并单元的数据输出接到校验仪后，点击“开始”进行测试，测试过程中如果

丢帧、错序、帧重复等事件，在事件列表中将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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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指定时候后自动保存测试记录。

对时测试

测试开始时，MU 与校验仪同时接受标准时钟源的授时，然后校验仪以每秒测量 1

次的频率测量MU和标准时钟源各自输出的1PPS信号有效沿之间的时间差的绝对

值Δt， 连续测量 1h，这段时间内测得的Δt的最大值即为最终测试结果

守时测试

测试开始时，MU 与校验仪同时接受标准时钟源的授时，待 MU 输出的 1PPS 信号

与标准时钟源的 1PPS 的有效沿时间差稳定在同步误差 1us 之后，撤销标准时钟

源的对 MU 的授时。从撤销授时的时刻开始计时，以每秒测量 1次的频率测量 MU

和标准时钟源各自输出的 1PPS 信号有效沿之间的时间差的绝对值Δt，MU 保持

其输出的1PPS信号与标准时钟源的1PPS的有效沿时间差保持在4us之内的时间

段 T即为该 MU 可以有效守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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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校验仪对时输出接到合并单元对时，同时将合并单元的 PPS 输出接到校验仪的

同步输入。点击“开始”进行对时测试，校验仪测试指定时间的对时误差，并计

算出最大对时误差。测试完后，可同步测试守时误差，此时校验仪自动停止同步

信号输出，模拟合并单元在同步信号丢失的情况，测试合并单元的守时误差。

协议测试

协议测试功能能够对 IEC61850（-9-1、-9-2）协议帧进行解析，分析出各项目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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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进入界面后点击“测试”校验仪读取一帧进行分析，解析出所有的

项目数据。

下图为-9-1 数据帧，其包括 5个 ASDU，每个 ASDU 为标准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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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测试

在线测试功能主要用于长时间的在线检测记录电子式互感器的比差、角差，可根

据设定的比差角差限值触发录波及事件记录同时可手动触发进行数据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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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进入界面后先根据需要设置定值，然后点击“开始”启动测试流程。。

比差限值(%)：当比差超过比差限值时校验仪触发事件且开始录波。

角差限值(’)：当角差超过角差限值时校验仪触发事件且开始录波。

比差复归(%)：当比差回复到比差复归值时，校验仪开始等待下一次事件。

角差复归(’)：当角差回复到角差复归值时，校验仪开始等待下一次事件。

录波周波数：触发事件后录波的周波个数，固定为 150 周波，即 3秒数据。

当比差或角差一直超差时，校验仪并不会一直进行事件触发且录波。只有当值在

复归值范围内突然超过限值时校验仪才进行事件触发。比如当前角差大概是 3’

左右，突然间超到 17’，此时校验仪进行事件触发并录制 3秒钟的波形数据。此

时如果角差一直超过 10’，校验仪并不会一直进行录波，只有当校验仪回复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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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时再次出现超差事件才进行下一次事件触发。

当需要手动录波时可点击“手动触发”，此时校验仪触发一次事件并录波 3秒钟

波形。

导入事件：在线测试的事件记录会自动保存在电脑中，需要时可导入进行查看。

如下图

选择后缀为”sjjb”的文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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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录波：选择 lblb 后缀的文件导入，与导入事件类似。

导入误差：选择 wcjl 后缀的文件导入，与导入事件类似。

生成 txt：可将所有误差记录生成 txt 文件进行查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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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 txt 文件全部以 Tab 对齐，可方便的复制到 execl 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事件列表：触发事件时进行记录。

录波列表：触发事件时进行录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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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波数据可双击打开查看：

拖动滑块可显示查看 150 周波每个周波的数据。

点击复制到剪贴板可将左框中的数据复制到剪贴板，复制后可根据需要粘贴到

execl 等数据处理工具进行分析处理。

误差记录：误差记录为每分钟记录一次，每分钟有 60 个误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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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前设定的比差限值、角差限值，软件会自动判断这一分钟内的误差是否合

格，不合格时进行标识出来

双击可查看一分钟内的误差统计情况。

可直观的查看误差状态。

软件配置

点击扩展区中的“软件配置”，可根据自己操作的习惯性对软件进行配置，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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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波形显示： ，选择协议值表示波形显示区的标尺以 IEC61850 格式显

示，选择一次值表示波形显示区的标尺规格化为一次值。

协议值：

一次值：

误差统计：

多次统计值：显示最近 N次的误差

极大极小值：根据最近的 N次误差计算最大值，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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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开始：选中表示连接串口后自动开始测试

默认次数：默认的统计误差的次数。

波形类型： 选择采样数据表示波形图显示的是原始的采样值，选择

交流数据表示波形图显示的是交流采样值过滤了直流信号，选择直流数据表示波

形图显示的是直流采样值为一平行于 X轴的直线。如下图所示。

采样数据：

交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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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数据：

补偿相位： 选中表示计算的相位差及延时补偿相应值，此设置主要用

于检定罗氏线圈的电子式互感器保护通道时。由于微分关系需要补偿 90 度。

延时计算方式： 在 FT3 加量时有效，表示测试的延时是以哪种

方式测试的。

在软件配置区中的配置参数，改变后会自动保存。

在临时配置区中的配置参数，只当次配置有效。

SCL 解析

SCL 解析功能能够对数字化变电站的 SCD 配置文件和 IED 设备（只限合并单元）

的 CID 配置文件进行解析，提取出校验仪所需参数配置信息（包括 MAC、APPID、

ASDU 单元数、采样点数、总通道数、三相电压电流对应的通道号等）用于对校

验仪进行直接配置，降低了参数配置的复杂性。

如图所示，在需要进行 SCL 配置文件解析时点击“SCL 解析”弹出配置文件解析



诚实·守信·高效·创新

46

界面

点击“ ”，打开*.SCD 或*.CID 文件，以下以文冲口数字化变电站的 SCD

配置文件为例：

点击打开后开始进行分析（在工控机上根据配置文件的大小及包括数据集的 MU

的个数不同所需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大概是一个 MU 需要的 2s，正常情况下一

个变电站的数据需要 40s 左右的时间。在电脑上一般比较快）。



诚实·守信·高效·创新

47

解析完之后会列出定义有 SampledValueControl 节点的 IED 设备

点击列表框中的某个 IED 设备可在右边分析出其所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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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可看出该 MU 的数据集为： ，选择需要测试的通道，比

如选择测量 A相电流，点击 可修改为测试测量 A相电流对应的通道号。

在整个检定的过程中，SCL 解析界面可不用关闭，只需将其最小化，当要检测下

一个 MU 时就可以不用重复分析。

第四章 操作实例

1.电流互感器检定（IEC61850）

连线

标准互感器输出的二次电流连接到校验仪的电流标准（K1,K2）。

电子式互感器合并单元网口连接到校验仪的光口或电口。

将变电站的同步信号接到本校验仪的同步信号输入，如使用本校仪的同步信号则

将检验仪的同步信号输出连接到合并单元。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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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互感器类型设置为电流互感器，选择好同步信号及协议等参数点击“设置”，

如果使用交换机且有多个组播子网，则可点击“MAC 过滤”，校验仪将根据设置

的组播地址过滤数据帧，如果不设置默认下校验仪将接收所有目标地址数据。

开始检定

设置完参数后点击开始，校验仪进行误差检定。软件上实时显示标准互感器及电

子式互感器的有效值及电子式互感器的比值差，相位差。

左下方依次记录该检定点的最新 3次误差数据并根据规约判断是否合格。判断次

数可自行修改。

控制调压箱

此时可控制调压箱进行调压，调整到各个检定点附近。

记录检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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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当前的比差，角差。当软件记录到 5次误差会将判断是否合格，如果需要记

录该检定点则点击“记录”

下一检定点

继续控制调压箱，记录下一检定点。直到所有检定点记录完。

生成报表

点击“生成报表”，将该次检定数据生成 txt 文档进行保存。

2.电压互感器检定（IEC61850）

与电流互感器检定类似，不同的是在参数设置中，将互感器类型设置为“电压互

感器”,并设置好其它参数。

3.小信号电流互感器检定

连线

标准互感器输出的模拟电流连接到校验仪的电流标准（K1，K2）。

小信号电流互感器的小信号输出连接到校验仪的小信号输入 (右侧边)

参数设置



诚实·守信·高效·创新

51

需设置标准变比，被检变比及标准二次值（即标准互感器二次输出）

开始检定

设置完参数后点击开始，校验仪进行误差检定。软件上实时显示标准互感器及电

子式互感器的有效值及电子式互感器的比差，角差。

左下方依次记录该检定点的最新 3次误差数据并根据规约判断是否合格。判断次

数可自行修改。

控制调压箱

此时可控制调压箱进行调压，调整到各个检定点附近。

记录检定点

观察当前的比差，角差。当软件记录到 5次误差会将判断是否合格，如果需要记

录该检定点则点击“记录”

下一检定点

继续控制“调压”，记录下一检定点。直到所有检定点记录完。

生成报表

点击“生成报表”，将该次检定数据生成 txt 文档进行保存。

4.小信号电压互感器检定

与小信号电流互感器检定类似，不同的是在参数设置中，将互感器类型设置为“电

压互感器（小信号）”并设置好标准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值和变比及小信号电流互

感器变比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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