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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电测仪表检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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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ZX3030D 多功能电测仪表检定装置是我公司应用新型科研成果推出的

高技术产品。该产品引用先进的设计理念，采用强大的 DSP 数字处理系统

及高精度 A/D、D/A 转换器，采纳用户的使用心得，集多年电测仪器研发之

大成。功能强大，表源一体，不需另配标准表即可手动或自动校验各种指示

仪表、变送器、电能表。

二、 主要功能和特点

1、基于 DSP的数字信号合成和数据采集处理技术，使得装置输出稳定可靠。

2、装置综合误差 0.05级（电能 0.1级）。精度高、指标优。

3、配置强大的微机管理平台，可通过微机校验、传输、打印及数据管理。

4、电压、电流量程可根据被试表设定，自动换档。

5、大屏幕液晶显示，弹出式中文菜单，光标任意移动，提供在线帮助提示，操

作简便，显示内容丰富。

6、可输出交直流电压、电流，配有功率，频率，相位，功率因数及交直流电压

电流标准，校验时，可同时显示一次及二次值，自动计算并显示校验误差，

校验结果可存储、预览。

7、装置具有外部软件校准功能。

8、负载能力强，可直接带 1uF电容（100V档）

9、可设置 2~31次谐波输出，方便各类仪表的谐波试验。

10、多重保护：电源联动保护、限流保护、自动关闭功放输出等。

11、严格的过载试验、颠震试验、误操作试验、高温老化试验，可靠性异常好。

12、德国标准机箱，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



三、 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电

压

交流量程
基本量程：25V、100V、250V、600V

自动量程：15V～600V

直流量程 基本量程：100mV、25V、100V、250V、600V

自动量程：15V～600V

调节范围 0～130% UN

调节细度 0．002%UN

最大输出容量 ≥20VA/相

精 度 0．05 级 （100mV 为 0.1 级）

电

流

交流量程 基本量程：0.1A、1A、5A、25A

自动量程：0.05A～25A

直流量程 基本量程：20µA、200µA、2mA、20mA、0.1A、1A、5A、25A

自动量程：20µA～20mA 及 0.1A～25A

调节范围 0～130%IN(25A 档，0～120%)

调节细度 0．002%IN

最大输出容量 ≥20VA/相

精 度 0．05 级

频

率

调节范围 40HZ～70HZ

调节细度 0.01HZ

调定值精度 ±0.01HZ

相

位

调节范围 0～359.99°

调节细度 0.01°

精 度 ±0.2°(额定电压、电流满量程输出时)

三相功率精度 0.05 级（无功为 0.1 级）

三相电压对称度
三相四线 120°±0.2°

三相三线 60°±0.2°

电压电流波形失真度 < 0.3%

谐波分量 2~31次（超过 11次的，只能设置奇次谐波）

电压、电流、功率稳定度 ≤0.01%(1 分钟)

测量精度 0.02 级（0～±20mA、0～±5V）

装置综合误差 0.05%（电能 0.1%）

重量 18kg

体积 432×428×175

供电电源 220V±10%



四、 面板

面板如上图，它包括：

交流电压输出端：VA、VB、VC、0V

交流电流输出端：IA、IB、IC

直流电流输出端：I

直流电压输出端：V

直流输入：接变送器的直流输出

RS-232接口：联机接口

脉冲输入：接收光电及其它脉冲信号；输出标准脉冲 fH、fL

总电源开关

液晶显示屏

键盘（下方有一“启动”按钮）

五、 后板

后板有四个输出端口：100mV输出端（四线制接线输出）；

直流小电流（20µA、200µA、2mA、20mA）输出端；

100V市电输出端（开机即有输出，用于校验同步表）

220V市电输出端（开机即有输出，提供被校表工作电源）

一个电源插座：内有保险丝（熔断电流 5A）



六、 键盘

：双重功能键。在置数状态时，为数字

键；在步进调节电量状态时，为步进调节键，键内数字上方的值即为步进值。

：数字键。

：清除键。对输入错误数字的清除。

：相别键。按该键可循环选择 ABC三相统调、仅 A相、仅 B相、仅 C相。用于控制

对电压或电流的统调和分相调节。

：参量键。分别为：电压、电流、相位、功率因数、频率。

：光标键。按光标键，光标在各可选项间移动，光标所指项即为

当前所选项。

：确认键。对所选项的确认。

注：部分键除了上述的基本用途外，在一些校验屏中，根据屏幕中的在线帮助提示，各

有特殊的功能。

七、按钮的使用

在键盘的右下方，有一“启动”按钮，它的作用是启动装置内部工作电源，具体

使用：

（1）、开启总电源开关后，等装置初始化完后（“Loading······”字样消失），

一定要按此按钮才能启动装置内部功放的工作电源。否则，装置将没有输出。

（2）、如使用过程中有误操作（比如电压短路或电流开路），造成工作电源保护

（表现为升电量而无输出），排除故障后，按此按钮可重新启动。

（3）、如工作电源太低，或不稳，有可能启动不了内部工作电源（表现为升电量

而无输出），待市电恢复正常后，可正常启动。

八、基本操作

8．1 开机

该机采用了大屏幕液晶汉字显示。在每一屏的最下方都有一行提示条，对

当前的操作进行实时提示，因而使用操作极为方便，易于掌握。

开启总电源，屏中会有“Loading······”字样出现，片刻后，装置初始化



完成，液晶屏将显示主屏幕：

按光标键，光标在各选项之间移动，光标所指项成反显状态，即为选中项。

按 Enter键或项目对应数字键，均可将进入所选项。

光标在除“装置校验”之外的任何位置，按“9”键，根据提示操作可清除

相关已存数据。

8．2指示仪表

本装置能对各种指示仪表进行校验。校验方法大体可分为三种途径实现，

其接线及设置方法见“附二 各种指示仪表校验举例”。

第一种：对一些不能自动校验的表计（如同期表等），则进入本装置的“装

置校验”，将被试表与标准显示进行比对，通过人工计算得到误差。参量调节见

后述的“8.5 装置调校”。

第二种：进入本装置的“指示仪表”，可对大多数的表计进行自动校验，直

接得到校验误差。

第三种：将装置与计算机联机，通过计算机控制平台，可对各种表计进行

手动或自动校验。

通过本装置的自动校验操作如下：

①检查接线正确无误。

注意：Ⅰ 校单相表时，被校表接装置 B相输出；

Ⅱ 校单相功率表时，将 A、C 相电流回路短接；

欢迎使用

1 指示仪表 2 电能表

3变送器 4时间设置

5装置校验 6谐波设置 关

7亮度调节

提示：指示仪表校验



Ⅲ 校三相三线表时，被校表 Vb 不接装置 Vb，接装置 0V。

②从主画面进入“指示仪表”校验，则进入下一屏：

在上屏中，按光标键，可任意移动光标。光标所到之处成反显状态，表示可

在该处作设置，其操作可根据屏中下方的提示进行。在该屏（在其它屏也一

样）中多处有“▼”提示符，光标移到有三角形提示符前按“Enter”键，

会弹出一个下拉框提供可选择项，按对应为数字键即可选择。再按“Enter”

键或根据框中提示操作可关闭该下拉框。

注：在“试验点数”下拉框中，按“ABC”键可循环设定“上升”、或“下降”、

或“上升下降”，是指可根据你的校验要求“只做上升误差”、或“只做下降

误差”、或“上升下降误差全做”。

③如果在上屏中，按 Enter 键，则可选择被校表类型，如下屏：选择好“校

表类型”后，可输入“电压变比”等参数以及“试验点数”等信息。

指示仪表参数输入 06.06 8:00

校表类型： ▼ 三线有功功率表

电压变比： 15.75 ▼ KV/ 100.00 ▼ V

电流变比： 12.00 ▼ KA/ 5.00 ▼ A

校表方式： ▼ 自动双向 最大格数： 300.00

试验点数： ▼ 004 功率因数： 0.50 ▼L

仪表编号： 123456 变电站号： 654321

路 号： 345678 线 号： 876543

ABC：校验 F：返回

提示：按 Enter键选择校表类型

指示仪表参数输入 06.06 8:02

校表类型：三线有功功率表

电压变比： 15.75 KV/ 100.00 V

电流变比： 12.00 KA/ 5.00 A

校表方式： 自动双向 最大格数： 300.00

试验点数： 008 功率因数： 0.50 L

仪表编号： 123456 变电站号： 654321

路 号： 345678 线 号： 876543

ABC：校验 F：返回

提示：按 Enter键选择校表类型

0> 三线 60无功表

1> 三线 90 无功表

2> 三线有功表

3> 单相功率表

4> 交流电压表

5> 直流电压表

6> 交流电流表

7> 直流电流表

8> 单相 75mV 表

9> 单相相位表

U> 工频频率表



④在设置完校表参数和表头信息后，按照屏中的提示，按“ABC”键，则可进入下一屏：

在上一屏中，只要按 Enter键，即可进行第一个检定点的自动校验。按数字键可调

节电量，对准被校表的刻度值，同时在屏中可得到一次标准值、二次标准值及该点误差。

继续按 Enter键，电量会自动上升到第二个检定点，按数字键可调节电量，对准被校表

的刻度值，可得到第二个检定点的一次标准值、二次标准值及误差。同样的方法，继续

按 Enter键及调节电量，可得到各个检定点的标准值及上升误差。

上升误差校验完后，继续按 Enter键，电量会自动上升，稍稍超过最后一个检定的

刻度值后，再缓降下来，按数字键调节电量，对准刻度值，即可得到刻点的下降误差。

同样的方法，继续按 Enter键及调节电量，可得到各检定点的下降误差。

单步校验与自动校验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检定点的设定可在“试验点”处任意设

置，且校验结果不保存。

⑤校验完毕，屏中出现一个误差数据预览表，如下图：

三线有功表自动校验 06.06 8:05

提示：数字键增减电量 Enter校验 CE返回

试验点： 10.00 Uab=100.000V

Ia= 5.00A

一次值： 100.00 Фa= 30.000

Pa=433.01W

二次值： 100.00 Uab=100.00V

Ic= 5.00A

误 差： 0.00% Фc= 330.000

Pc=433.01W

三线有功表自动校验 06.06 8:15

提示： 光标键翻页 1. 保存 2. 退出

误

差

数

据

预

览

试验点 上升误差 下降误差



按照屏中提示操作，可对校验误差进行翻阅浏览、保存。

8．3电能表

本装置能对各种电能表进行自动或单步校验。具体操作如下：

①检查接线正确无误。

注意： Ⅰ 校单相电能表时，被校表接装置 B 相输出；

Ⅱ 校单相电能表时，将 A、C 相电流回路短接；

Ⅲ 校三相三线电能表时，被校表 Vb 不接装置 Vb，接装置 0V。

②从主画面进入“电能表”校验，则进入下一屏：

在上屏中，移动光标键，在选中“校表类型”后按 Enter键，屏中会弹出一

个小菜单，供你选择被校表类型；在选中“校表方式”后按 Enter键，屏中会弹

出一个小菜单，供你选择校表方式(是自动校验还是手动校验)。

如选择“自动校验”，在选中“试验点”后按 Enter键，屏中会弹出一个小

菜单，供你选择试验点，如下图：

电能表参数输入 06.06 8:30

校表类型： ▼ 单相电能表

电压量程： 220 V 电流量程： 5 A

被试常数： 1200 r/kwh 圈 数： 2
校表方式： ▼ 自动校验 被试等级：▼ 0.5

试 验 点： ▼ 005 最大电流： 20

仪表编号： 456789 操 作 员： 987654

温 度： 25 ℃ 湿 度： 65 %RH

ABC：校验 F：返回

提示：按 Enter键选择校表类型

电能表参数输入 06.06 8:30

校表类型：三相四线有功表

电压量程： 220 V 电流量程： 5 A

被试常数： 1200 r/Kwh 圈 数： 2

校表方式： 自动

试 验 点： 008 最大电流： 20 A

仪表编号： 456789 操 作 员： 987654

温 度： 25 ℃ 湿 度： 65 %RH

ABC：校验 F：返回

提示：按 Enter键选择校表类型

负荷点 1.00 0.5L 0.8C
Imax
Ib

0.5Ib
0.2Ib
0.1Ib

A Ib ---
0.2Ib

B Ib
0.2Ib

C Ib
0.2Ib

负荷点 1.00 0.5
L

0.8C
Imax √ √

Ib √ √ √

0.5Ib
0.2Ib
0.1Ib √

A Ib
0.05Ib
1.00

0.2Ib
B Ib

0.2Ib
C Ib

0.2Ib



在上屏中，打“√”的表示要校验的点。移动光标键，在原有“√”的点，

按 Enter键，“√”消失，表示取消该点校验；在原先空白处，按 Enter键，则

会出现“√”，表示该点被选中。

在“启动电流”、“潜动电压”处，根据需要分别设置启动电流和潜动电压

的百分数。

③设定完后，按 ABC 键，则开始校表，如下屏：

进入上屏的自动校验屏，电量就会上升至额定值，电表开始预热转动。根

据屏中的提示操作，其过程依次是：Ⅰ>对好光电头后，按 Enter键，开始自动

校验；Ⅱ>电流降至额定电流的 10%（降低电表的转速，以免惯性太大，影响对

起动试验的判断），屏中出现“>>>>>”，表明光电头在捕捉下一个色斑，捕到后，

电流会降至前面设定的起动试验电流值开始起动试验；Ⅲ>根据人工判断，按照

屏中提示对起动试验结果作出选择；Ⅳ>根据人工判断，按照屏中提示对潜动试

验结果作出选择；Ⅴ>继续校验的话，即可得到第一个检定点的三个误差（第一

个误差为粗大误差，在数据保存的时候仅保存误差二和误差三）。校完第一个点

后，电量会自动调至第二个检定点，得到该点的三个误差。同样，装置会自动

校验你在上屏设定的检定点，直至完毕。

手动校验的情形与自动校验大致相似，不同的是要在上屏“负荷点”及“圈

数”处手动设置，且校验结果不保存。

④校验完毕，屏中出现一个误差数据预览表，如下图：

单相电能表自动校验 06.06 8:35

提示：按 Enter开始校验 F返回

负荷点： Ib 1.0 Ub=220.000V

误差一： 10.08 Ib=20.00A

误差二： 0.09 cosФ=1.000

误差三： 0.09 Pb=4400.0W



按照屏中提示操作，可对校验误差进行翻阅浏览、保存。

注：0.05Ib点的误差，在预览时看不到，联机后，可在电能表检定数据中读取。

标准电能常数

本装置常用电能标准常数如下表:

电流

电压
0.1A 1A 5A 25A

100V 7.2×10
5

7.2×10
4

1.44×10
4

2.88×10
3

200V 2.88×10
5

2.88×10
4

5.76×10
3

1.152×10
3

400V 1.2×10
5

1.2×10
4

2.4×10
3

4.8×10
2

装置面板上的“光电采样”五芯航空插座的定义：

注：随机配有两根脉冲接口线。中间凸起，内有一芯片的一根用于校验电子式电能表。其

中,蓝线为装置的标准低频输出，用于对本装置的电能标准校验。当被校电子式电能表

的脉冲为光电隔离输出方式时，红色线接表的“电源”端，黑色线接表的“信号”端；

当被校电子式电能表的脉冲为开漏输出方式时，红色线接表的“信号”端，黑色线接表

的“地”端。

另一根用于校验电度变送器。其中,蓝线为装置的标准低频输出，用于对本装置的电能

标准校验。校验电度变送器时，红色线接电度变送器的“信号”端，黑色线接电度变

送器的“地”端。

单相电能表自动校验 06.06 8:15

提示： 光标键翻页 1. 保存 2. 退出

误差数据预览

负荷点 误差 负荷点 误差

Imax
1.00

0.09 Ib
1.00

0.05

0.09 0.07

Imax
0.5L

0.15 Ib
0.5L

0.12

0.17 0.12

Imax
0.8C

Ib
0.8C

-0.11

-0.12



8．4变送器

本装置能对大多数类型的变送器进行自动校验，比如：交流电压变送器、

交流电流变送器、四线有功变送器、四线无功变送器、三线有功变送器、三线

无功变送器、工频频率变送器、工频相位变送器等等，均可进入这项实现。操

作如下：

①检查接线正确无误。

注意：Ⅰ 校单相变送器时，被校表接装置 B 相输出；

Ⅱ 校单相功率变送器时，将 A、C 相电流回路短接；

Ⅲ 校三相三线变送器时，被校表 Vb 不接装置 Vb，接装置 0V。

②从主画面进入“变送器”校验，则进入下一屏：

③移光标键，设置、设定好“校表类型”等，按“ABC”键，即进入校验屏：

如果在前面的选择为“自动校验”，则一开始进入上面的校验屏时，装置会自动按

变送器参数输入 06.06 8:30

校表类型： ▼三线有功变送器

变送器量程：0.00 ～866 W

输出标称值：4.00 ～20 ▼mA

电压量程： 100 V 电流量程： 5 A

校表方式：▼自动校验 输入频率： 50.00 HZ

试 验 点：▼ 005 功率因数： 1.00▼LC

预热时间： 0.5min 检定等级： 0.2

仪表编号： 666666 操 作 员： 016

ABC：校验 F：返回

提示：按 Enter键选择校表类型

三线有功变送器自动校验 06.06 8:30

试验点：

标准值：

实测值：

纹 波：

误 差：

Ua= 100 V

Ia= 5.00 A

Pa= 433 W

Uc= 100 V

Ic= 5.00 A

Pc= 433 W

PΣ= 866 W
提示：数字键增减电量 Enter校验 F返回



设置的时间预热，预热完后会测出响应时间 T，并显示在屏中，接着进行自动校验。自

动校验时，可不必任何操作，装置会按照前面的设置自动完成；有必要的话（比方感

觉间隔时间过长），也可按屏中下方的提示操作，可加快校验的速度。

注：手动校验的情形与自动校验大致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检定点的设定可在“试验点”

处任意设置。

⑤校验完毕，屏中出现一个误差数据预览表，如下图：

按照屏中提示操作，可对校验误差进行翻阅浏览、保存。

8．5装置校验

装置校验有三大功能：装置调节、标准校正和恢复（标准）系数。

装置调节

当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标准功率源，或是要对本装置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或是要

对一些不能自动校验，而只能手动校验的表计（比如同步表等）进行校验的话，都需

进入该项实现。具体操作如下：

①检查接线正确无误。保证电压回路不短路，电流回路不开路。

②选定“装置校验”，按“Enter”键，则进入下一屏：

三线有功变送器自动校验 06.06 8:30

提示： 光标键翻页 1. 保存 2.退出

误

差

数

据

预

览

试验点 上升误差 下降误差

7-08 9:20
电参量 A B C
U[ % ] 100.00 100.00 100.00
I[ % ] 100.00 100.00 100.00
Ф[ °] 0.00 0.00 0.00
P[ W ] 500.00 500.00 500.00
F= 50.000 [HZ] ΣP= 1500.00 [ W ]

三相四线有功

电压量程： 100.00V
电流量程： 5.00A
[ABC] U： 100

交流 设置

置数 返回

提示：电量输入



在上一屏的表格中，上半部分为标准显示部分，包括电压标准、电流标准、相位

（可切换为功率因数）标准、分相功率标准、频率标准、合成功率标准等。

光标只在下半部分移动，左边为“电压量程”、“电流量程”，在这里可设置电压、

电流量程（按数字键及确认键即可，如光标在“电压量程”处，按“1”、“0”、“0”、“Enter”

即可设置当前电压量程为“100V”）；“ABC”为相别键，表示三相电量统调，按“ABC”

键，可循环选择“A”、“B”、“C”，表示仅调节某一相的电量（仅电压、电流量可分相

调节，其它电量只能统调）。按电量键后，当前要调节的电量字符会显示在“ABC”后

面（如按“U”后，显示“[ABC] U”表示可作三相电压统调。如果作功率因数调节，

按“COS”键后，显示“[ABC] C”表示可作功率因数调节，且下一个功率因数为容性；

再按一下“COS”键后，显示“[ABC] L”表示可作功率因数调节，且下一个功率因数

为感性）。

注：在这一屏中，如因电流开路、电压短路（或负载过大）造成功放保护，该相

标准显示处会有关闭功放的小图标“ ”出现，排除故障后，按“U”键或“I”键，

可打开功放，快速恢复输出。

光标在下半部分的右边几项中，按“Enter”键，根据屏中的提示，可分别作以下

设定：

“交流”。此处可设置为：“交流”、“直流”、“同步表”、“测量”。 （同步表具体

校验方法可参阅本说明书的附录二：指示仪表校验实例）。

“设置”。在“交流”状态下，可做以下选择：四线有功、三线有功、二元 600、

二元 900、三元 900、% Φ（表示电压、电流标准百分数显示；相角显示）、直读 COS

（表示电压、电流标准直读显示；功率因数显示）。

在“直流”状态下，可做量程单位的选择：伏、毫伏、安、毫安、微安。

在“测量”状态下，可选择：“输入电压测量”或“输入电流测量”。

“置数”。可选择电量调节方式为“置数”调节还是“步进”调节。

置数调节：按数字键及参量键即可。如在调节电压量的状态下，按“5”、“0”、“U”，

即可将电压调至当前量程的 50%输出。

步进调节：按数字键即可。每按一下数字键，电量便在当前状态下变化一个步进

值。如在调节电压量的状态下，连续按五下“0”键，电压则上升至当前量程的 50%输

出；再按两下“4”键，电压则调节为当前量程的 48%输出。

③在上屏作完设置后，调节电量即可得到源输出和输出电量标准。

④“返回”。将光标移至屏中的“返回”处，按“Enter”键，可返回上一屏。



标准校正

当装置的标准超差，可对装置标准进行调校。对装置不同指标的校正，方法不相

同，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交直流）电压、电流、功率的校正。其具体操作为：

①将标准表与装置接好。

②将光标移至“装置校验”前，按“ABC”键，则进入下一屏：

在上一屏的表格中，按对应数字键即可进入相应的选项。如按“0”键，即可进入

交流电压电流校正，如下图：

在上一屏的下拉提示前，可依次作电压基本量程（或电流基本量程）、校正相别（如

选 Ua，表示作电压 A相校正）、校正点（其中 Ks是指满度调节，其余的为线性调节点。

校正时，应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依次逐点校正。）

比如在上屏中，准备作 A相电压 100V档校正，那么在选择满度（KS）校正点后，

装置即有电压输出，在“实际输出”处会有装置的标准显示“100.031”。此时，读取外

接标准表读数，并将标准值（假设为“100.092”）输入到“标准输出”处，按“Enter”

7-08 9:20

提示：数字键选择相应操作

0.交流电压电流校正

1.直流电流电压校正

2.功率校正

3.相位校正

4.测量校正

5.恢复系数

6.返回

7-08 9:20

交流电压电流校正

提示：电量输入

电压量程：▼100V 电流量程：▼5A

[▼ Ua][ ▼ 100﹪]

标准输出：100.062 实际输出：100.031

ABC：校正 F：返回



键后，再按“ABC”键，即可校正，屏幕闪烁几下后，装置的“实际输出”会自动调

成标准值“100.092”，表明该点校正完毕。同样的方法，依次作“100％、50％、20％、

10％、0％”线性调节。

零点的校正。零点的校正又分为实际输出的校正和标准显示的校正。

交流、直流实际输出零点的校正为硬件统调。正常情况下不需校正，必要时调节

“DSPSG2”板（正对装置，从前往后数第一块插板）上“WUA”、“WUB”、“WUC”可依次

调节 A相电压、B相电压、C相电压的输出零点；调节“DSPSG2”板上“WIA”、“WIB”、

“WIC”可依次调节 A 相电流、B 相电流、C相电流的输出零点。

如果输出零点正常，而标准显示零点偏大，则要对标准显示零点进行校正。标准

显示零点的校正分为交流和直流。交流零点的校正为硬件调节。必要时调节

“MEADSP2”板（正对装置，从前往后数第二块插板）上“W1”可统调交流电压的

显示零点；调节“MEADSP2”板（正对装置，从前往后数第二块插板）上“W2”可

统调交流电流的显示零点。

直流标准零点的校正为软件调节。其具体操作为：

在上一屏中，选定校正点为“0﹪”后，在“标准输出”处输入“0”，按“Enter”

键后，再点按“ABC”键，直到标准显示降为零或在误差范围内即可。

第二类:相位标准的校正。其具体操作分为两步：

第一步为准确度校正，即将装置的实际相位调准。接好标准表（相位校正设定在

100V/5A进行）。在校正屏主菜单中选定“相位校正”。与标准表接线对应地选择好校

正点(如欲校正 A相电压、电流间相角，则选定为ΦuaIa)。选定后，电流、电压会自动

升至 5A、100V，此时，在相位表上可读得相位标准（比如读数为“0.4”）。如需校正

的话，则将标准表上的读数输入在屏中的“标准输出”处后，按“Enter”，再点按“Φ”

键，观察标准表，直到将装置的输出相位调准（0°）。

第二步为精度校正。在上一步将输出调准后，如果装置的标准“实际输出”超出

误差范围，则要进行校正：在屏中的“标准输出”处输入标准数（如 0°），按“Enter”

后，再按“ABC”键，即可校正。屏幕闪烁几下后，装置的“实际输出”会自动调成

标准值（“0°”），表明校正完毕。

第三类:测量（指电压 0～5V 测量，电流 0～20mA 测量）校正。

其具体操作为：从校正主菜单中进入“测量校正”屏，选定校正项（如电压 0～

5V）。将外接测量源（0～5V）同时接入标准表和装置的“直流输入”。选取校正点后，



将测量电量调成与校正点一致（比如，校正点选“100﹪”时，将测量电量调为“5.0000”；

校正点选“50﹪”时，将测量电量调为“2.5000”；依此类推）。将外接标准读数输在“标

准输入”处，按“Enter”键后，再按“ABC”键，即可校正，屏幕闪烁几下后，装置

的“实际测量”会自动调成对应标准值，表明校正完毕。同样，在测量电量为“0”时，

选定校正点“0﹪”，在“标准输入”处输入“0”，按“Enter”键后，再点按“ABC”

键，直到将“实际测量”调为“0”。

恢复系数

如果装置受到强烈干扰，出现标准丢失（表现为操作、输出正常，而标准显示出

现粗大偏差、或乱码、或标准显示为“00000”），或是在进行校正时调错、调乱，造成

标准偏差太大，这时就必须恢复标准，可将装置的标准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

在上一屏中，按“5”键，进入“恢复系数”，屏中下方的提示条会提示输入密码，

输入密码后，屏中提示条闪烁几下，返回主屏幕，关机后，重新开机，即可恢复（标

准）系数。

注：如需密码，可拔打公司技术咨询电话：027-65526006。

8.6 亮度调节

在使用过程中，感到屏幕亮度不适时（工作电源的高低或是工作场所光线的变化都

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可以调节屏幕亮度：在主屏幕，选定“亮度调节”，按“Enter”

键，按照屏中的提示操作，即可实现。

8.7 谐波设置

1．在主屏幕中，选定“谐波设置”，按 ABC键，可设置谐波的“开”、“关”。如果为开，

则输出按上次设置的谐波分量输出。如果为关，则只输出正弦波。

2．选定“谐波设置”按“Enter”或在主屏幕直接按“6”键，则进入谐波设置屏。

3．在谐波设置屏，可以设置 2-31次谐波分量的幅度和相位（超过 11次谐波以上，只可以

设置奇次谐波；各次谐波的幅值总和不能超过 20％）。

注：波形畸变率等于各次谐波的幅值的平方和，再开方的值，除以 100。

8.8 时钟设置

在主屏幕，选定“时钟设置”，按“Enter”键，则进入时间设置。按照屏中提示，

移动光标，选定所要更改的时段，输入数字键后再按确认键，即设定好了新时间。



九、装置的保护功能

本装置具有多重自动保护功能：

①带联动保护的功放稳压电路。本装置的电流功放、电压功放的主电源均采用这种电

路。当工作电源不稳或偏低，或是由于负载过大，造成稳压电源下降超过一定幅度，

必将产生雪崩联锁反应而导致整个稳压电路无输出，因而不会损坏功放电路。

②功放限流保护。本装置的功放电路均有对功率放大管的保护电路。当负载超过额定

功率，或是电流开路、电压短路，造成功放电路电流过大时，保护管开始工作，使得

输出波形限幅，保护主功放管不受损坏。消除电流开路、电压短路（或去除负载）后，

电路立即恢复正常。当然，长时间的故障运行是不允许的。

③自动关闭功放保护。当检测到某相在超载运行时，系统会自动关闭该相功放，从而

将输出降为零。如在“装置调校”屏出现关功放保护时，在该相标准显示处会有关闭

功放的小图标“ ”出现。

十、使用注意事项

1、电压回路不得短路，电流回路不得开路。

2、输出直流电流时，交流电流输出端必须开路，否则直流电流输出不正常。

3、接 100mV 输出时，必须用等长等粗的导线（随机所配测试线即可）分别从后板 100mV

输出处的两个红接线柱、两个黑接线柱引出一并接到负载上。

4、装置后面有排热风扇。使用时，后面不要堆放杂物，保证排热通畅。

5、本装置为精密仪器，非专业人士切勿打开机箱。未经厂方允许，任何人不得随意调

校装置标准。

6、保证工作环境清洁，无腐蚀性气体，保持装置卫生。

7、 如装置受干扰出现异常情况（如死机，任何操作均无效），可关机后重新开机再试。

确属故障，请及时与公司联系。



附录一、控制系统说明书

(一)、系统要求

微机硬件配置：586 以上机型、16M 以上内存

显示器：800×600×16K 或更好

操作系统：WINDOWS XP/7

（二）、安装

第一步：将 ZX3030D 多功能电测仪表检定装置配套光盘插入光驱中，光盘即会自动

运行本公司产品软件安装界面，只要点按“安装 ZX3030D 控制系统”即可

将控制系统安装到计算机系统中（如果 Windows 设置了光盘插入自动通

告）。也可以在资源管理器中找到光盘所在盘符中的 setup.exe 文件，双击

其文件即可进行安装。

第二步：在软件安装界面点按“安装 Jet3.5 数据库引擎”，按提示将数据库引擎安

装到计算机中。

（三）、联机操作

1、联机前的准备

首先按正确的方法接好联机线（一端接 ZX3030D 校验仪的 RS-232 接口，一端

接计算机的 COM 口），将 ZX3030D 校验仪启动好，并运行在第一屏；点按 Windows

桌面上的“ZX3030D”快捷键，控制系统会运行到密码输入窗，如下图所示：

在首次安装并使用时，用户名为“管理员”，密码为无，点按“确认”按钮即

进入 ZX3030D 控制系统。

2、开始联机

进入控制系统之后，只要点按 ZX3030D 控制系统中的“联机操作”菜单中的“开

始联机”按钮，则 ZX3030D 校验仪会自动进入联机屏，出现“正在联机... ”字样，

并且 ZX3030D 控制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检定数据传输提示窗：



此时校验仪已将控制权交给了计算机控制系统；现在可以在微机上传输指示仪

表、电能表或变送器的检定数据了。

3、传输检定数据

在上图的传输数据提示窗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传输“指示仪表”、“变送器”或

“电能表”，当点按其中一个按钮后，控制系统将会在窗口底部出现一进度条，如

下图所示：

当进度条达到 100％后，系统会弹出检定数据传输提示窗，已经传输过的传输

按钮不再有效，如下图所示：

通过点按相应的按钮，直到将所有的检定数据存入计算机。



4、断开联机

当用户传输完毕所示检定数据或在检定数据传输提示窗中点按“取消”按钮，

系统会自动断开联机。

5、存储检定数据

当检定数据存入到计算机之后，就可以相应地将其存入数据库了。通过执行“联

机控制”主菜单下的“指示仪表”、“变送器”或“电能表”子菜单下的“检定数据

存入数据库”命令，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送检单位输入框：

输入完送检单位并按下“确认”按钮后，系统会自动将多功能校验仪存储的检

定数据存入控制系统的数据库中，方便以后管理。

（四）、指示仪表实时控制

通过计算机控制程序，可对各种指示仪表进行计算机方便、快捷的校表操作，

并且可将检定数据存入控制系统数据库中，方便打印检定报告、检定记录及检定数

据查询。具体操作如下：

1、运行指示仪表实时控制

在控制系统主窗体中，运行“联机控制”主菜单中的“指示仪表实时控制”命

令，等待几秒钟后，控制系统自动会转到“指示仪表实时控制窗”(如果联机线正

与一个空闲串口相连)，如下图所示：



进入“指示仪表实时控制窗”后，在检表之前，系统要求输入与仪表相关的各

种参数，在此窗体中，标签显示为红色的输入框必须输入，检表操作才可进行，如

“送检单位”、“仪表类型”、“等级指数”、“仪表编号”、“检定日期”、“引用值（即

最大格度值）”等。在此窗体在，有些输入框只有当选择某些特定的仪表类型后才

会出现，如“功率因数点”只有在“仪表类型”为功率表时才出现；“频率最小值”

只有在“仪表类型”为“工频频率表”时才出现。

“位置影响”选择框决定是否对仪表进行位置影响试验。

“上升下降”选择框可以选择只校上升检定点（上升）或上升下降都校（双向）。

“正反向”选择框大多数仪表都选择只校正向检定点（正向）或双向检定。

“检定点选择”选择框可以选择每格、每五格、每十格、每十五格、每二十格

或手动设置检定点，当选择手动设置检定点时，还会出一个显示各改变检定点数的

输入框和一个“设置检定点”的输入框，通过改变检定点数，系统会自动在“设置

检定点”输入框中填入相应的检定点，并且还可通过双击某一检定点改变检定点的

值。

我们以一块电压变比为 15.75KV/100V，电流变比为 12KA/5A，等级指数为 2.0

级，仪表编号为 12345，有位置标志，指针为单方向的三相三线有功表为例，来说

明如何用计算机检定指示仪表。



注：对于有变比的仪表，在选择“引用值”单位则一定要选择好相应的单位，

如此表要选择“MW”，对于千伏表则要选择“KV”，对于千安表则要选择“KA”，对

于多量程的表，则“引用值”单位一定要选择“格”（电阻表除外），才可检定其余

量程。

2、输入指示仪表参数

在“指示仪表参数”输入窗中，我们相应选择输入仪表的各项参数，选择“位

置影响”并设置功率因数点为 0.5L，最大格度的 1/2（此处代表 125），输入完必

填项后如下图所示：

在“参数输入”框中，非必填项可在此时输入，也可在校表此表后，在“结果

存入数据库”之前，通过点按“仪表控制”框中的“仪表参数输入”按钮输入。

选择输入完仪表参数之后，检查仪表的测试导线是否接正确，在正确无误后，

点按“开始校表”按钮，则系统会控制校验装置设置成检定此仪表的初始状态，将

电压电量升至 100%(100V)，将 A 相相位置为 30°,将 C相相位置为 330°，将电流

升至第一个检定点所需的值（在此表中电流调到零值），等待几秒控制指令传输完

后，即进入“仪表检定”检定窗。

注：如果某项参数输入汉字显示不正常，可先按一个“空格”键，再输入参数。

3、检定基本量程



在进入“仪表检定”检定窗后，系统会每秒钟更新两次电量，如下图所示：

在进入“仪表检定”窗后，“校表控制”中的“量程检定”按钮为有效且显示

为蓝色（当前显示窗），“仪表参数输入”按钮显示为黑色（非当前显示窗），如果

在仪表检定过程中，想回到“仪表参数输入”窗，只要点按“仪表参数输入”按钮

即可，如下图所示：

在进入“仪表检定”窗后，系统会自动测量仪表的第一个检定点，并显示误差，



此时可通过选择右下角的“调节输出”框中的电参量类型（电压、电流、频率、相

位、功率因数），并点按步进调节输出按钮，可改变当前的电参量值。

如果要进行卡表试验，可点按“卡表试验”按钮，系统会自动对当前仪表进行

卡表试验，大约 30 秒后，仪表指针自动回到零位。

当把仪表指针正好对到检定点时，只要点按“存储误差”按钮，系统会自动将

实际读数及误差保存在“基本量程误差显示”框中，并且会自动将电参量缓升/缓

降调至下一检定点的状态，当将要达到电量调节值时，系统会改为 0.1%的步进值

继续缓升/缓降电量，“暂停升降电量”会由灰变为可点击，如下图所示：

这时，仪表的指针还在缓慢的改变，当正好达到检定点时，应立即点按“暂停

升降电量”按钮，这之后，系统不在调电量并更新电参量的显示，并且会自动计算

误差，如下图所示：



同上，如果仪表指针未与检定点对应，可“调节输出”，使仪表指针与检定点

对应。这时点按“存储误差”，系统又会自动将电量调节至下一检定点状态，通过

相同的操作直到检定完所有检定点，系统会自动清电量并关闭功放开关，自动计算

平均值、平均误差及变差，如下图所示：



并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报告窗：

4、调表

检定完基本量程后，如果发现仪表的某些检定点误差偏大，可直接对该表进行

调修（因校验装置电量已经降为零，且功放已被关闭，所以可将测试导线从仪表上

移除而不会对校验装置产生不良影响），当调修完后，可再将该表接好，双击“基

本量程误差显示”中的某些误差偏大的检定点，则系统会再次自动将电量加到检定

点所需的状态，并且会再次出误差，对好指针后，可再次点按“存储误差”按钮，

系统会将新存入的误差及实际读数覆盖误差偏大的位置。

注：存储完新的误差后，要记得点按一次“清电量”按钮，以便让系统自动将

电量降为零，关闭功放。

5、检定位置影响

检定完基本量程后，如果在“参数输入”框中选择了“位置影响”，则在“电

量调节及误差显示”框中会显示“检定位置影响”按钮，如下图所示：

只需点按“检定位置影响”按钮，系统会在窗口底部显示“检定位置影响”检



定框并在中部显示“位置影响实际值显示”框，如下图所示：

其中“位置影响实际值显示”框中显示的值会根据“参数输入”中的“位置标

志”值选择值有所不同。

根据“位置影响检定”框中的提示，点按“测量下限”按钮，系统将会将电量

升到基本量程中的“测量下限”，所下图所示：

通过“调节输出”的相应按钮，将仪表指针调节与测量下限重合后，点按“保



存实际值”按钮，则“实际读数”中显示的值会保存在“位置影响实际值显示”框

中的“标准位置”----“测量下限”中，并且“测量上限”按钮会由灰变为可点击，

如下图所示：

点按“测量上限”按钮，系统将会将电量升到基本量程中的“测量上限”，所

下图所示：

通过“调节输出”的相应按钮，将仪表指针调节与测量上限重合后，点按“保



存实际值”按钮，则“实际读数”中显示的值会保存在“位置影响实际值显示”框

中的“标准位置”----“测量上限”中，并且“清电量”按钮会由灰变为可点击，

并要求清电量，如下图所示：

点按“清电量”按钮，则系统会将电量降为零，这时“测量下限”会由灰变为

可点击，系统会提示“点按“测量下限”将测量向左偏离 5°的下限实际值”，在

点按“测量下限”前，应将仪表向左偏离 5°，接下来点按“测量下限”检定仪表

左偏离 5°时的位置影响。

通过相似的操作，分别检定其它位置影响，最后所有位置影响检定完后，系统

会弹出一提示窗，如下图所示：



点按“确定”按钮后，再点按“检定完毕”按钮，则系统会根据所检定的“位

置影响”中的变差（如果“参数输入”框中的“位置标志”选择了则变差大于 50%

允许误差则判断为不合格，如果“位置标志”没有选择则变差大于 100%允许误差

则判断为不合格），显示位置影响是否合格，如下图所示：

点按“确定”按钮，则“位置影响”检定完毕。

6、检定其它量程

当基本量程检定完毕后，“校表控制”中的“设置其它量程”及“结果存入数

据库”会由灰变为可点击，如下图所示：

如果您正在检定一块多量程的仪表（注意：多量程仪表的引用值的单位应该选

择“格”，才可设置其它量程），则可点按“校表控制”框中的“设置其它量程”按

钮，系统会转到“其它量程设置”窗中，检定点会按照规程自动将零点、最大误差

所在点及引用值所在的检定点填入第一、二、三检定点，如下图所示：



输入相应的电压电流量程，点按“增加”按钮，系统会将其显示在“其它量程”

显示框中，如下图所示：

如果在设置其它量程时，发现“其它量程”中显示的量程与实际不对应，可将

鼠标移到“其它量程”显示框中，在与实际不对应的量程行上点按鼠标左键将其选



定，再点按鼠标右键，系统会弹出“删除当前量程”菜单，只要点按“删除当前量

程”菜单即可将其从“其它量程”显示框中删除。

设置完其它量程后，按仪表档位打到第一个其它量程位置，点按“开始检定”，

系统会将电量调至第一个其它量程的“零刻度点”(检定其它量程时，我们只检定

0%、50%、100%和在基本量程中的最大误差所对应的格度)，大概过 30 秒钟，系统

传输完控制指令后，系统会转到“量程检定”窗，如下图所示：

检定操作与基本量程一样，只在点按“存储误差”，调节输出对好检定点，再

点按“存储误差”检定下一点，直到检定完这一量程。当这一其它量程检定完后，

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提示窗：

点按“确定”按钮，“仪表检定”框最底部的“检定下一其它量程”由灰变为

可点击，如下图所示：



这时点按“检定下一个其它量程”，系统自动清电量并关闭功放，“其它量程”

显示框自动显示为下一个其它量程，“开始检定”由灰变为可点击，如下图所示：

将仪表换成“其它量程”显示值之后，点按“开始检定”按钮，系统又会自动

将电量调至下一个其它量程零刻度点所需值，并自动更新电量值，计算误差，如下

图所示：





当检定完最后一个其它量程的最后一个检定点后，系统会自动清电量，关功放，

并弹出如下图所示提示窗：

7、当前指示仪表存入数据库

当单量程仪表基本量程检定完毕，或多量程仪表所有量程检定完毕时，点按系

统弹出的仪表检定完毕提示窗中的“确定”按钮，系统自动会将“校表控制”框中

的“结果存入数据库”按钮置为当前焦点按钮，这时可点按“结果存入数据库”按

钮，系统会自动将“指示仪表参数输入”窗中的参数值及“仪表检定”窗中的检定

点、读数值、误差存入主从数据库，并且会自动判断检定结果合格与否。

注：系统在检表过程中，所有检定点的误差采用了《GB 8170-87 数值修约规

则》对误差进行了修约。

8、换表

当检定完一块仪表并存入数据库后，系统会自动转到“仪表参数输入”窗，如

下图：



这时，如果还想查看刚检定仪表的检定数据，可点按“校表控制”框中的“量

程检定”按钮，系统会将量程检定窗重新显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只要点按“参数输入”窗中的“换表”按钮，系统会将上一块表所输入的参数

清除（如果“保留上次输入的参数”为空），如下图所示：



可重新选择输入下一块待检仪表的参数，重新开始检定下一块仪表。

9、退出指示仪表实时控制

如果此次仪表全部检定完毕，则可点按“校表控制”框中的“退出”按钮，系

统会自动返回到主显示窗。

（五）、电能表实时控制

通过计算机控制程序，可对各种感应式电能表进行计算机方便、快捷的校表操

作，并且可将检定数据存入控制系统数据库中，方便打印检定报告、检定结果通知

书、检定记录及检定数据查询。具体操作如下：

1、运行电能表实时控制

在控制系统主窗体中，运行“联机控制”主菜单中的“电能表实时控制”命令，

等待几秒钟后，控制系统自动会转到“电能表实时控制窗”(如果联机线正与一个

空闲串口相连)，如下图所示：



在窗体左边部分可以控制显示电能表实时控制中所要操作的窗体，当前显示的

窗体会以兰色加粗字体显示，例如当前正处于“电能表参数输入”窗中（系统进入

电能表实时控制时的默认状态）。其它还有“电能表检定”和“设置检定方案”窗

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详细说明。

2、设置检定方案

首次安装并使用控制系统时，系统的“检定方案”为空，用户在检表前应该自

己设置一遍，点按“电能表控制”框中的“设置检定方案”按钮，“设置检定方案”

按钮会由黑色变兰色，系统会显示“设置检定方案”窗，如下图所示：



每种“电能表类型”下都应设置几种常用的检定方案。只要点按“检定方案设

置”中的“新增”按钮，则窗体会变为如下图所示：

首先选择要检定的“电能表类型”，如选择“三相四线有功表”，并输入“电压

量程”、“电流量程”，“电表常数”，“检定方案名称”等输入项；通过鼠标左标点选

所要检定的合元分元检定点，如下图所示：



当所有项目都输入正确的值之后，点按“更新”按钮，则系统会将此“检定方

案”存入到检定方案数据为中，方便以后使用，“更新”后，除“电能表类型”及

“检定方案名称”用于浏览检定方案外的其它输入项都不可更改，窗体会变为如下

图所示：



通过以上方法，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多设置几种“检定方案”。

3、电能表参数输入

进入“电能表实时控制窗”后，在检表之前，系统要求输入与仪表相关的各种

参数，在此窗体中，标签显示为红色的输入框必须输入，检表操作才可进行，如“送

检单位”、“仪表类型”、“等级指数”、“仪表编号”、“检定日期”、“电能表量程”

等。

首先要选择将要检定的电能表类型，例如“三相四线有功表”，则系统会自动

将原先在“设置检定方案”中设置的所有属于“三相四线有功表”的检定方案显示

在“检定点方案名称”中，并且自动选择第一种方案，且“参数输入”框的上半部

会自动填入检定方案的各参数。如下图所示：

如果要选择其它检定方案，可点按“检定方案名称”中的“▼”按钮，系统会

弹出所有“三相四线有功表”的“检定方案”，如下图所示：



选择好“检定方案”之后，还应输入“送检单位”、“等级指数”、“电表编号”、

“检定日期”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最后只要点按“开始检表”按钮，则系统会自动将所输入的参数发送给校验装

置，控制命令传输几秒钟后，系统自动会进入“电能表检定”窗。

注：在点按“开始检表”之前，应检查电能表各输入输出端连接正确无误。以

防损坏电能表或校验装置。



4、电能表检定

在进入“电能表检定”窗后，系统会根据“电能表参数”输入窗中“手动/自

动检定选择”框中是选择“自动检定”还是“手动检定”分别设计。

4.1 自动检定电能表

自动检定电能表是不需人工干预的一种电能表检定方法，系统会自动升电量、

预热、潜动试验、起动试验、测最大偏差估计值、测检定点及误差、清电量。最后

要人工干预的仅仅是点按“电能表控制”中的“结果存入数据库”按钮，将自动检

定结果存入数据库。在检定过程中也可人为中止有些检定项，检定完后还可用误差

大的检定点再进行调表操作，重新出误差，并将新误差替换大误差。

在进入“仪表检定”窗后，系统首先会将电量升为满度状态，并根据“电能表

参数”输入窗中的“预热时间”进行预热，如下图所示：

当达到“预热”过程的预热时间后，或点按原“预热”按钮所在位置处的“╳”

按钮中止预热过程，系统会自动进行“潜动试验”（如果“电能表参数”输入窗中

的“试验选择”框中的“潜动试验”前打“√”），如下图所示：



当达到“潜动试验”等待时间后，或点按原“潜动试验”按钮所在位置处的“╳”

按钮中止潜动试验过程，系统会自动判断“潜动试验”是否合格，并自动进行“起

动试验”（如果“电能表参数”输入窗中的“试验选择”框中的“起动试验”前打

“√”），如下图所示：

当达到“起动试验”等待时间后，或点按原“起动试验”按钮所在位置处的“╳”



按钮中止起动试验过程，系统会自动判断“起动试验”是否合格，并自动进行测“标

准偏差”（如果“电能表参数”输入窗中的“试验选择”框中的“标准偏差”前打

“√”），如下图所示：

系统会自动测量“Ib,1.0”、“Ib,0.5L”、“0.5Ib,1.0”及“0.5Ib,0.5L”四个

试验点的标准偏差估计值，并显示“最大标准偏差(%)”。

当测完“标准偏差”的四个试验点后，或点按原“标准偏差”按钮所在位置处

的“╳”按钮中止标准偏差过程，系统会自动进行“误差检定”，并首先检定第一

个检定点，如下图所示：



当电量稳定下来后，并达到“校验圈数”后，系统会自动保存当前检定点的“误

差一(%)”、“误差二(%)”，“误差三(%)”及“误差二(%)”与“误差三(%)”的“平

均值(%)”和“化整值(%)。如此，直到所有检定点都检定完毕，系统会自动清电量，

关功放，如下图所示：

当清完电量后，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检定完毕对话框：

只需点按“确定”接钮，则“电能表控制”框中“结果存入数据库”按钮由灰

变为可点击，并自动聚焦，如下图所示：



只要点按“结果存入数据库”按钮或空格键，则系统会自动存入此电能表的所

有信息。并且在退出“电能表实时控制”后，会在主窗体中显示为当前记录。如果

要调表则可在调表完后再存入数据库。

如果在检表过程中发现设置参数不对，如“电流量程”值输入错误，实际为

5A 而输入 10A，可在任意时候点按“电能表检定”窗中的“取消检定”按钮，系统

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警告窗：

只需点按“是”按钮，就可取消本次检定操作，并清电量、关功放。

4.2 手动检定电能表

手动检定与自动检定的区别是，手动检定时各检定阶段需由人工点按相应按

钮，检定误差时与调表相同，但可以在检定某一检定点时，微调电量。但检定误差

不可存入数据库。

5、调表

当自动检定电能表检定完毕后，发现某点的误差超差，这时因为校验装置已经

关闭功放并将电量降为零，可对此电能表进行调修，调修完毕后，可再接好电能表

接线，在“检定点选择及误差显示”框中双击选择误差超差的检定点，则系统会将

电量升至此检定点，并自动出误差，如下图所示：



只要点按“存储误差”按钮则会将“相对误差”中显示的误差替换原误差。调

表完毕后点按“清电量”或“取消检定”按钮，则系统会自动降电量关功放，这时

可点按“结果存入数据库”将检定误差存入数据库。

6、换表

当检定过程结束后，可点按“电能表控制”框中的“电能表参数输入”按钮，

再点按在“电能表参数输入”窗中的“换表”按钮，如下图所示：



原“换表”按钮所处的位置会变为“开始检表”，则此后又可选择输入下一块

电能表的参数，准备下一块电能表的检定操作了。

注：如果检定操作完成后，应该在换表前点按“结果存入数据库”按钮，将检

定结果存入数据库中，如果未点按“结果存入数据库”，则此次检定的电能表检结

果将不能存入数据库。

7、退出电能表实时控制

当检定完一块电能表后，检定结果存入了数据库后，不想再检定其它电能表了，

这时可点按“电能表控制”框中的“退出”按钮，则系统会自动断开与校验装置的

通讯，使校验装置不处于联机状态并返回到第一屏。

（六）、电量输出调节

通过计算机控制程序，可选择各种接线方式及自动量程电压电流，可分相、统

调各电参量，可关闭或打开某相功放开关。具体操作如下：

1、运行电量输出调节

在主显示窗中运行“联机控制”主菜单下的“电量输入输出”菜单，等待几秒

钟系统将会自动运行至电量输出窗，如下图所示：

系统默认将“接线方式”置为三相四线，电压量程置为 100V，电流量程置为

5A，所有功放全开，每秒更新两次所有电参量。

2、选择接线方式与电压电流量程



如果系统的默认值与实际输出不相符，可先在“接线方式选择及量程设置”框

中的“接线方式”中选择一种其它接线方式如“三相三线”、“单相”(交流电压电

流也选此)、“二元90°”、“三元90°”、“二元60°”、“直流电压”、“直流75mV”、

“直流电流”或“同步表”等，再在“电压量程”、“电流量程”输入框中选择输入

相应的电压电流量程。现在，假设我们要将“接线方式”改为三相三线、“电压量

程”改为 250V、“电流量程”改为 1A，则“按线方式选择及量程设置”框中的“更

新”、“取消”按钮会由灰变可点击，如下图所示：

如果不想改变当前的接线方式及电压电流量程，则可点按“接线方式选择及量

程设置”框中的“取消”按钮，系统将会回到先前的“接线方式”、“电压量程”和

“电流量程”。

如果要将改变的值更新到校验装置中，还需点按“更新”按钮，系统才会将新

的接线方式及电压电流量程更新到校验装置中，并相应打开或关闭某些功放开关，

窗体上部的接线方式显示条将改为新设置的“三相三线”，并置各项电参量为初值，

如下图所示：



3、步进升降电量

这时只要选择“调节输出”框中某项电参量单选择框如“电压”、“电流”、“频

率”、“相位”、“功率因数”，再点按“调节输出”框中的“∧”与“∨”按钮，即

可步进升降电量，同时所更改的电量会更新到“表监视器”中，假设将电压升 10%

则结果会如下图所示：

注：步进调节电参量时，系统会将会根据“分相与统调”选择框中的统调或分

相对电量进行升降。例如原 A 相电压 10%， C 相电压为 10%，则在“分相与统调”



中选择“A”时，则步进升 10%后 A 相电压变为 20%， C 相电压还为 10%。

4、直接送数调节电量

要精确改变电参量可以先在“调节输出”框中的“电参量”选择框中选择一项

电参量，如“U”，再在“改变量”中输入要改变的值，如 50V，则“调节输出”框

中的“送电量”按钮会由灰变为可点击，如下图所示：

只要点按“送电量”按钮，则会将改变量中输入的值更新到校验装置中，并显

示在“表监视器”中，如下图所示：

注：在直接送数调节电量后，三相电参量的百分值将会变成一样，例如，原 A 相电



压为 10V，B 相电压为 20V，C 相电压为 30V，则直接送数 50V 后 A、B、C 相电压都

变成 50V。

5、选择直读与百分数

在此电量输入输出窗中，电压、电流电量可以直读数显示与调节，也可以百分

数显示与调节，系统默认为直读数显示与调节，要将电压、电流电量变为百分数显

示与调节，只要点按“调节输出”框中“直读与百分数”选择框中的“百分数”即

可，则电压、电流都以百分数显示，且如果“电参量”选择“U”或“I”时，“改

变量”输入框后的单位也变为“%”，直接送数调节电压、电流，将会以百分数形式

送数。选择“百分数”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6、功放开关控制

如果想打开或关闭某相功放，则可直接点按“功放开关控制”框中的某相电压

或电流可选项，要关功放则点按功放选择框使“√”隐藏，则系统会选择将此相电

压或电流降为零再关闭该相功放；要开功放则点按功放选择框使“√”显示。如果

某相功放关闭后，则“表监视器”的相应电参会显示为“------”，表示没有电量。

例如关闭 A 相电压功放，效果如下图所示：



7、清电量

如果需要，可在任意时刻将所有电量清为零，只要点按窗体底部的“清电量”

按钮即可。

8、退出电量输出调节

如果想退出电量输出调节窗，可先“清电量”，再点按窗体底部的“返回”按

钮，则系统会自动返回至主窗体。

（七）、变送器实时控制

通过计算机控制程序，可对各种变送器进行计算机方便、快捷的校表操作，并

且可将检定数据存入控制系统数据库中，方便打印检定报告、检定结果通知书、检

定记录及检定数据查询。具体操作如下：

1、运行变送器实时控制

在控制系统主窗体中，运行“联机控制”主菜单中的“变送器实时控制”命令，

等待几秒钟后，控制系统自动会转到“变送器实时控制窗”(如果联机线正与一个

空闲串口相连)，如下图所示：



在窗体左边部分可以控制显示变送器实时控制中所要操作的窗体，当前显示的

窗体会以兰色加粗字体显示，例如当前正处于“变送器参数输入”窗中（系统进入

变送器实时控制时的默认状态）。其它还有“变送器检定”和“设置检定方案”窗

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详细说明。

2、设置检定方案

首次安装并使用控制系统时，系统的“检定方案”为空，用户在检表前应该自

己设置一遍，点按“变送器控制”框中的“设置检定方案”按钮，“设置检定方案”

按钮会由黑色变兰色，系统会显示“设置检定方案”窗，如下图所示：



如果要设置“检定方案”，只要点按“检定方案设置”中的“新增”按钮，则

窗体会变为如下图所示：

首先选择要检定的“变送器类型”，如选择“交流电压变送器”，并输入“输入

电压”、“变送器量程”，“检定点方案”，“检定方案名称”，如下图所示：



当所有项目都输入正确的值之后，点按“更新”按钮，则系统会将此“检定方

案”存入到检定方案数据为中，方便以后使用，“更新”后，窗体会变为如下图所

示：

通过以上方法，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多设置几种“检定方案”。

3、变送器参数输入

进入“变送器实时控制窗”后，在检表之前，系统要求输入与仪表相关的各种

参数，在此窗体中，标签显示为红色的输入框必须输入，检表操作才可进行，如“送

检单位”、“仪表类型”、“等级指数”、“仪表编号”、“检定日期”、“变送器量程”

等。

首先要选择将要检定的变送器类型，例如“交流电流变送器”，则系统会自动

将原先在“设置检定方案”中设置的所有“交流电流变送器”检定方案显示在“检

定点方案名称”中，并且自动选择第一种方案，且“参数输入”框的上半部会自动

填入检定方案的各参数。也可不选择“检定方案名称”而直接输入各参数，这时“检

定方案名称”框中可不输入内容。如下图所示：



如果要选择其它检定方案，可点按“检定方案名称”中的“▼”按钮，系统会

弹出所有“交流电流变送器”的“检定方案”，如下图所示:

选择好“检定方案”之后，还应输入“送检单位”、“等级指数”、“变送器编号”、

“检定日期”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最后只要点按“开始检表”按钮，则系统会自动将所输入的参数发送给校表仪，

控制命令传输几秒钟后，系统自动会进入“变送器检定”窗。

注：在点按“开始检表”之前，应检查变送器各输入输出端连接正确无误。以

防损坏变送器或校表仪。

4、变送器检定

在进入“变送器检定”窗后，系统会根据“变送器参数”输入窗中“手动/自

动检定选择”框中是选择“自动检定”还是“手动检定”分别设计。

4.1 自动检定变送器

自动检定变送器是不需人工干预的一种变送器检定方法，系统会自动升电量、

预热、测响应时间、测检定点及误差、清电量。最后要人工干预的仅仅是点按“变

送器控制”中的“结果存入数据库”按钮，将自动检定结果存入数据库。

在进入“仪表检定”窗后，系统首先会将电量升为满度状态，并根据“变送器

参数”输入窗中的“预热时间”进行预热，如下图所示：



当达到“预热时间”后（如果不想再等待，也可点按原“预热”按钮处的“╳”

按钮中止预热），系统会自动测“响应时间”，如下图所示：

测完响应时间后，系统会显示所测得的响应时间值，如下图所示：



接着便会自动检定第一个检定点，将电量升到适当的值，并随时更新测量值，

如下图所示：

系统会自动判断某一检定点处电量是否稳定下来，如果稳定下来后，后自动保

存当前“输出实测值”及“误差”。如此，直到所有检定点都检定完毕，系统会自

动清电量，关功放，如下图所示：



当清完电量后，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检定完毕对话框：

只需点按“确定”接钮，则“变送器控制”框中“结果存入数据库”按钮由灰变为

可点击，并自动聚焦，如下图所示：



只要点按“结果存入数据库”按钮或空格键，则系统会自动存入此变送器的所

有信息。并且在退出“变送器实时控制”后，会在主窗体中显示为当前记录。

如果在检表过程中发现设置参数不对，如“输出标准值”的单位选择错误，实

际为电流(mA)而选择了电压(V)，可在任意时候点按“变送器检定”窗中的“取消

检定”按钮，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警告窗：

只需点按“是”按钮，就可取消本次检定操作，并清电量、关功放。

4.2 手动检定变送器

手动检定与自动检定的区别是，手动检定时各检定阶段需由人工点按相应按

钮，检定点也需人为输入检定点，并点按“检定”按钮，误差也需人为点按“存存

误差”按钮，但可以在检定某一检定点时，微调电量。

检定操作窗如下图所示：

要改变检定点，可在“检定点”输入框中输入检定点百分数，然后点按“检定”

按钮，如果在“表监视器”中显示的电量与输入标准值有较大相差，还可点按“调

节输出”中的相应按钮，微调电量。

5、换表



当检定过程结束后，可点按“变送器控制”框中的“变送器参数输入”按钮，

再点按在“变送器参数输入”窗中的“换表”按钮，如下图所示：

原“换表”按钮所处的位置会变为“开始检表”，则此后又可选择输入下一块

变送器的参数，准备下一块变送器的检定操作了。

注：如果检定操作完成后，应该在换表前点按“结果存入数据库”按钮，将检

定结果存入数据库中，如果未点按“结果存入数据库”，则此次检定的变送器检结

果将不能存入数据库。

6、调表

当自动检定变送器检定完毕后，可以在“检定点、输出标准值及误差显示”框

中双击某一单元，则可对某单元所处的检定点重新检定并自动更新误差，某检定点

误差更新后还可双击另一行单元检定另一检定点。

7、退出变送器实时控制

当检定完一块变送器后，检定结果存入了数据库后，不想再检定其它变送器了，

这时可点按“变送器控制”框中的“退出”按钮，则系统会自动断开与校表仪的通

讯，使校表仪不处于联机状态并返回到第一屏。

（八）、数据库操作

数据库界面如下：



主数据库浏览

按照“送检单位”、“仪表类型”、“仪表等级”、“出厂编号”和“检定日期”来逐步细

化定位一条记录。

1、数据库的备份

由于数据库文件要经常使用，为了有效地保护好数据库资源，您应该养成定期

备份数据库的习惯。具体操作为：执行主菜单中“数据库管理”菜单中的“备份... ”

命令，控制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备份数据库文件输入框，您只要打开相应的备份

路径，然后键入您所想要的备份名，即可将当前数据库保存起来，供以后恢复之用。

备份视窗如图：

2、数据库的恢复

如果您以前已经将数据库备份过一次，则只要执行主菜单中“数据库管理”菜

单中的“恢复... ”命令，系统会自动弹出一数据库恢复视窗，您只要找到原先备



份的文件路径后选择取该文件即可将原先的数据记录添加到数据库中。

恢复视窗如图：

3、数据库的删除

随着校验表块数的增加，数据库的记录数也越来越多，自然会使得控制系统数

据库管理面板中的数据项也越来越多，如果觉得数据项太多，您这时可以考虑先将

数据库备份一次，然后删除数据库以清洁控制系统的显示窗和更好地对数据库操

作。

可通过执行主菜单中的“数据库管理”菜单中“指示仪表”、“变送器”或“电

能表”中的“删除... ”命令，控制系统会弹出如下数据库删除窗：

只要选择相应的删除选项，然后点按“确认”按钮即可将满足条件的数据库记

录删除。

4、数据库记录的更改和增加

如果您想更改数据库记录中的某些字段值或要增加新的记录，可通过执行主菜

单中“指示仪表”、“变送器”或“电能表”中的“数据库管理”菜单中的“增加与

更改... ”命令来实现。

数据记录更改和增加视窗如输图：



5、数据库的批量更改

如果您觉得数据库中有很多记录的某些字段值都相同，但又不愿每增加一条记

录都重复输入相同的字段，则可通过主菜单中的数据库管理”菜单中“指示仪表”、

“变送器”或“电能表”中的“批量更改...”菜单，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查

询窗：

输入完相同记录的共同点并选择要批量更改的字段值并输入新值之后，点按

“修改”按钮即可达到此目的。条件输入例如下图：



6、数据库的查询

如果您觉得数据项的显示太多，则可通过主菜单中的“数据库管理”菜单中“指

示仪表”、“变送器”或“电能表”中“查询...”菜单，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

查询窗：

您只要选择好查询条件执行一次“查询”操作即可。如下图所示：

7、电能表检定误差极限设置

本系统电能表判定合格否是按照 JJG 307-1988 国家规程的程序进行的。并且

将电能表各负载点和功率因数按类型整理成一个误差极限数据库，可以通过“数据

库管理”主菜单下的“电能表”菜单下的“检定误差极限设置”菜单，方便查看与

更改。设置窗如下图所示：

在检定点配置窗中，只要选择相应的项目，将误差上限与误差下限更改为新设



置值并按“Enter”键，即更新到数据库中。

（九）、数据库的打印

数据库打印分为“打印检定证书”、“打印检定记录”和“打印检定计划”。

（1）、打印检定证书

1、预览并打印所有检定证书

如果想将数据库中所有证书报表输出，可运行主菜单中的“打印管理”菜

单中“指示仪表”、“变送器”或“电能表”中的“打印检定证书”子菜单下的

“数据库所有仪表”菜单。

2、预览并打印查询到的检定证书

如果想报表输出特定的仪表记录，可以先对数据库进行查询操作之后，再

运行主菜单中的“打印管理” 菜单中“指示仪表”、“变送器”或“电能表”

中的“打印检定证书”子菜单下的“数据库所有显示的仪表”菜单，控制系统

会将“数据库浏览”框中显示的记录打印输出。

3、预览并打印当前检定证书

如果要将数据库当前记录报表输出，可运行主菜单中的“打印管理” 菜

单中“指示仪表”、“变送器”或“电能表”中的“打印检定证书”子菜单下的

“数据库当前仪表”菜单。

（2）、打印检定记录

1、预览并打印所有记录

如果想将数据库中所有记录报表输出，可运行主菜单中的“打印管理”菜

单中“指示仪表”、“变送器”或“电能表”中的“打印检定记录”菜单中的“数

据库所有仪表”命令。

2、预览并打印查询到的记录

如果想报表输出特定的仪表记录，可以先对数据库进行查询操作之后，再

运行主菜单中的“打印管理”菜单中的“打印检定记录”菜单中的“数据库所

有显示的仪表”，控制系统会将“数据库浏览”框中显示的记录打印输出。

3、预览并打印当前记录

如果要将数据库当前记录报表输出，可运行主菜单中的“打印管理” 菜

单中“指示仪表”、“变送器”或“电能表”中的“打印检定记录”菜单中的“数



据库当前记录”。

（3）、打印检定计划

如果想得到近期将有哪些表到有效期的清单，运行主菜单中的“打印管理”菜

单中“指示仪表”、“变送器”或“电能表”中的“打印检定计划”菜单，系统会弹

出如下有效期范围输入窗：

输入好有效期范围后点按“确定”按钮系统将会自动显示一张检定计划清单如

下图：

（4）、打印设置

控制系统报表输出时的默认打印的默认纸张大小，如要改变纸张大小，则可运

行“打印管理”菜单中的“打印设置”命令，控制系统自动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打

印机设置窗：



在这一设置窗中，可以设置打印机名称及纸张大小（如 A4 或 B5）等。

（十）、系统权限设置

如果您是管理员（系统默认为第一个使用者为管理员），并且希望限制其他用

户的一些权限（如对数据库的删除、更改等），您可以通过“控制”菜单下的“权

限设置…”来打开如下所示窗口，在这里您可以增加、删除、修改用户和权限。

注：只有通过“管理员”进入系统者才具有系统权限设置权。

权限设置如图：

只要选择想要操作的方式如“新增用户”，然后在用户名中选择或输入用户名，

再在“权限设置”框中选择一个或几个权限的组合，如下图所示：



注：新增用户后，在下一次以新增的用户名进入控制系统时密码为空，您可

以在进入控制系统后更改密码。

（十一）、用户密码设置

系统默认为新用户没有设置密码，当你以新用户的身份进入系统时，在密码登

入窗的密码输入框中可不输入任何字符即可进入系统。如果您不想其它用户以您的

身份进入系统，那最好为自己设置个人密码。

密码设置窗如图：

（十二）、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可以设定环境温度、相对湿对、用户名称等信息。执行“系统设置”

主菜单下的“系统设置”命令，控制系统会弹出如下设置窗：

在系统设置窗中设置的信息可在报表输出时显示。



附录二

各种指示仪表校验接线图

1、交流电压表、频率表

2、75mV表

Ⅰ>选定被校表类型为“直流电压表”；Ⅱ>接线图如下。

3、直流电压表

4、交流电流表



5、直流电流表

6、单相功率表、单相功率因数表

7、兆瓦表、兆乏表

8、mA表

Ⅰ>选定被校表类型为“直流电流表”；Ⅱ>接线图如下。



9、（单）三相功率因数表

注：1.除了在“指示仪表”校验屏中的必要设置外，根据被试表的电流相别，还必须在

屏中的“相电流”处作电流相别的选择。

2.单相功率因数表按三相四线制接线即可。

对于接入 A相电流的三相功率因数表

对于接入 B相电流的三相功率因数表

对于接入 C相电流的三相功率因数表

10、MZ10 型组合式单相同期指示表

该仪表由频率差、电压差、同期指示三个测量机构组成，检该表除作同步点、频率

差表与电压差表的测量灵敏度测定外，还必须进行转动灵活性、快慢方向的检查。

（1）、同期点、测量准确度的测定



接线如下：

操作如下：

1 进入“装置校验”，设定“同步表”输出方式，“100Ｖ”电压量程；

②统调电压升至 100%输出。此时，VA、VB为同频同幅同相输出。频率表指针、电压表

指针应在平衡线位置。同期指针应在同期点位置，此时改变相位，可实现 VA、VB间

的移相。

③分相调节 VA（或 VB）。当 VA>VB时，电压表指针应偏正；VA<VB时，电压表指针

应偏负。分别将指针调至正、负最大刻度，VA、VB标准表读数值的差值不得超过±

3.2Ｖ。

（２）、频差与灵敏度试验

接线图如下：

操作如下：

①进入“装置校验”，设定“单相同步表”输出方式，“100Ｖ”电压量程；

②升起电压至 100Ｖ（此时为标频 50.00HZ输出）；

③在“步进”调节方式下，按 键，再点按 键，以步值 0.01Hz升频率至（Fs＋0.2）

Hz（Fs指发电机端频率），指针应连续向快方向转动，持续一周以上无卡滞；点按 键，

以步值 0.01Hz降频率至（Fs－0.2）Hz，指针应连续向慢方向转动，持续一周以上无卡滞；



④在“置数”调节方式下，将当前频率设置为 48Hz（此时指针可能停转）。再在“步进”方

式下，以 0.01Hz步值升频率至（Fs－1）Hz，此时指针应开始转动。同样，频率从 52Hz

（指针可能停转），以 0.01Hz步值降频率至（Fs＋１）Hz，此时指针应开始转动。

11、MZ10型组合式三相同期指示表

（1）、同期点、测量准确度的测定

接线如下：

操作如下：

①进入“装置校验”，设定“同步表”输出方式，“100Ｖ”电压量程；；

②统调电压升至 100%输出。此时，VA、VB为同频同幅同相输出。频率表指针、电压表

指针应在平衡线位置。同期指针应在同期点位置，此时改变相位，可实现 VA、VB间

的移相。

③分相调节 VA（或 VB）。当 VA>VB时，电压表指针应偏正；VA<VB时，电压表指针

应偏负。分别将指针调至正、负最大刻度，VA、VB标准表读数值的差值不得超过±

3.2Ｖ。

（２）、频差与灵敏度试验

接线图改成下图：

操作如下：



①点按步进键，以步值 0.01Hz升频率至（Fs＋0.2）Hz（Fs指发电机端频率），指针应

连续向快方向转动，持续一周以上无卡滞；以步值 0.01Hz降频率至（Fs－0.2）Hz，

指针应连续向慢方向转动，持续一周以上无卡滞；

②在“置数”调节方式下，将当前频率设置为 48Hz（此时指针可能停转）。再点按步

进键，以 0.01Hz步值升频率至（Fs－1）Hz，此时指针应开始转动。同样，频率从

52Hz（指针可能停转），以 0.01Hz步值降频率至（Fs＋１）Hz，此时指针应开始转

动。



附录三

各种变送器校验接线图

1.交流电压变送器、工频频率变送器

2.交流电流变送器

3.三相三线有功功率变送器

4.三相四线有功功率变送器



5.单相有功（无功）功率变送器、单相工频相位变送器

6.二元无功功率变送器

7.三元无功功率变送器

8.三相工频相位变送器



9.电压-电压型工频相位变送器



附四、电能表单步校验移相及功率显示对应表

表类(100v/5A) 分/合元件 功率因数 移相 相位显示 功率显示(Σ)

三
相
三
线
有
功
表

合元件

COSф=1 0o A 30 o
866.000wC 330 o

COSф=0.5L 60 o A 90 o
433.000wC 30 o

COSф=0.5C 300 o A 330 o
433.000wC 270 o

分元件

A
COSф=1 330 o 0 o 500.000w

COSф=0.5L 30 o 60 o 250.000w
COSф=0.5C 270 o 300 o 250.000w

C
COSф=1 30 o 0 o 500.000w

COSф=0.5L 90 o 60 o 250.000w
COSф=0.5C 330 o 300 o 250.000w

三
元90

o

无
功
表

合元件

COSф=1 0o 0o 866.000Var
COSф=0.5L 60 o 60 o 433 .000Var
COSф=0.5C 300 o 300 o 433 .000Var

分元件

A
COSф=1 0o 0o 288.600Var

COSф=0.5L 60 o 60 o 144.300Var
COSф=0.5C 300 o 300 o 144.300Var

B 同 A 同 A 同 A 同 A
C 同 A 同 A 同 A 同 A

二
元90

o

无
功
表

合元件

COSф=1 0o 0o 866 .000Var
COSф=0.5L 60 o 60 o 433 .000Var
COSф=0.5C 300 o 300 o 433 .000Var

分元件
A

COSф=1 0o 0o 433.000Var
COSф=0.5L 60 o 60 o 216.500Var
COSф=0.5C 300 o 300 o 216.500Var

C 同 A 同 A 同 A 同 A

二
元60

o

无
功
表

合元件

COSф=1 0o A 30 o
866 .000VarC 330 o

COSф=0.5L 60 o A 90 o
433 .000VarC 30 o

COSф=0.5C 300 o A 330 o
433 .000VarC 270 o

分元件

A
COSф=1 330 o 0 o 500 .000Var

COSф=0.5L 30 o 60 o 250 .000Var
COSф=0.5C 270 o 300 o 250 .000Var

C
COSф=1 30 o 0 o 500 .000Var

COSф=0.5L 90 o 60 o 250 .000Var
COSф=0.5C 330 o 300 o 250 .000Var

注：单相电能表、三相四线电能表（合元件、分元件）的功率因数 1.0、0.5（L）、0.5（C）

所对应的相角分别为 0 o 、60 o 、300 o。



附录五、常见疑问及解决方法一览表

序号 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

开机无显示。

可检查：①供电电源是否正常；②电源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③电源插

座上保险盒内的保险是否融断，应换上 5A 保险丝。

2

一开机，显示屏翻滚闪烁；使用过程中死机（任何操作均无效）。

装置受外界强烈干扰偶尔出现这种现象，属正常情况。关机后，稍等片刻

（约 1分钟）重新开启，装置恢复正常。

3

整机无输出。

可能一：开机后，没有按“启动”按钮；

可能二：虽然按了“启动”按钮，但因工作电源太低或不稳，造成内部功

放工作电源保护。等工作电源恢复正常后，装置才会正常工作。

4

标准丢失（表现为输出正常，而标准显示出现粗大偏差、或乱码、或显示

“00000” ）。

装置受外界强烈干扰，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时，恢复系数即可将装置标

准恢复正常。具体操作见本手册“装置调校”中的“恢复系数”。

5
对装置进行校正时，调错、调乱，造成误差偏大。

这时，恢复系数即可将装置标准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具体操作同上。

6

直流大电流（0.1A～25A）无输出。

检查 B相电流输出端是否开路。输出直流大电流时，必须将 B相电流输出

端开路，否则无直流大电流输出。

7

在校验屏换表后，装置无电流（或电压）输出。

这是因为在换表时，电流回路开路（或电压回路短路）造成了功放保护而

无输出。在换表时确保电流不开路（电压不短路）可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如出现这种情况，换好表后，先返回前一屏再重新进入校验屏即可；如果

仍没输出，则可能是电源掉电保护了，直接按一下启动按钮即可。



8

从 mV 档（或 mA、uA 档）切换到大电压档（或大电流档）时，输出正常，

显示不正常。

需要重新设置一下量程，具体步骤：①按 U键（或 I键）；②如需要改变

电量单位的话，选定单位；③重新设置量程：按数字键后再按确认键。

9

校表误差不对。

校表时的设置不对造成误差不真实。设置参数时，应注意两点：

①单位要统一。比如：校验一块 KI=1K/5A，KV= /380V 最大值为 “600KW”

的盘表。如 KV 设置为“380V（0.38KV）/380V”，KI 设置为“1KA（1000A）

/5A”，那么最大值应设置为“0.6MW”或“600000W”都可以，各检定点的

设置应对应最大值来设定；再如，校验一块电压量程为 100、200、400，

电流为 5A，表盘刻度为 100 格的三相三线功率标准表。变比按 1：1设置，

如 100V/100V（200V/200V、400V/400V），5A/5A，最大值应输“100”，单

位选“格”。

②自动校验时，装置不能对某些检定点进行智能设定，应查看一下检定点

的设定，必要的话，要手动进行重新设置。

10

无功 900电压 B相无输出。

无功 900时，VB端对 V0端是无电压。装置的内部标准表是采用了跨相接法，

此时的 VB 标准显示实际上是 VAC 电压值。

11

联不上机。

可检查：①校验装置应开机；②联机线的两端应插好；③计算机的串口是

否有问题，可换一个串口试一试。

12
联机操作无输出。

可能是开机后没有按启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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