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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快速入门 

第1节 软件安装 

1.1 测试软件的安装 

1) 将 NR 继电保护测试软件安装光盘放入光驱，双击光盘中安装程序，进入安装界面，如 

图1－1 所示： 

 
图 1－1 

2) 点击“Next”按钮，继续安装，进入安装选项设置，如图1－2 所示：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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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选择默认配置，则直接点击“Next”按钮，进行下一步安装；不然点击“I do not…”

按键取消安装，继续安装如图1－3 所示： 

 

图 1－3 

4) 继续点击“Next”按钮，进入下一步安装，如图 1－4 所示： 

 
图 1－4 

 

 

 

5)  继续点击“Next”按钮，正式开始安装，如图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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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6) 安装结束后将出现安装结束界面，如图 1－6 所示，点击“Finish”结束安装。 

 

图 1－6 

1.2 软件程序的卸载 

1) 运行“开始”菜单中的“所有程序”——“  seu ”——“UNINSTALL”，弹出以下对

话框，如图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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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 选择 Remove 选项,然后点击  按钮，弹出以下提示，如图 1－10 所示： 

 

图 1－10 

选择“是”－“Finish”，卸载成功，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完成卸载。 

1.3 网络驱动程序的安装 

KF 光数字测试仪配备的通讯线是网络接口的连接线，在使用此通讯线之前必须在您的

电脑中安装驱动程序，安装顺序如下： 

1) 将装有驱动程序的光盘放入光驱，运行该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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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按钮，选择默认安装目录，继续点击 按钮，进行安装，安 

装完成后点击 结束安装。 

1.4 端口配置 

点击 开始\所有程序\NPort Administration Suite\NPort Administrator，进入端口配置界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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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主界面下点击 按钮，搜索与电脑连接的测试仪对象，如下图所示 

 

说明：搜索的主要内容包括 

Model:所用网络通讯设备的型号 

MAC Address: 测试仪对象的物理地址 

IP Address:测试仪的IP 地址 

 

搜索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注意：测试仪的 IP 地址必须与所连PC 的IP 地址在同一个网段上，修改测试仪IP 地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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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详见附录 

第二步：配置COM 口，如下图所示，右击 如下图所示 

 

或者先单击  ，在菜单栏上点击 ，如下图所示 

 

然后单击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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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列表中对应的 IP 地址，点击 ，COM 口配置完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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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选择第二个通道，右键选择  

 

弹出窗口，按下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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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页， 

选择 ，勾选 。 

第四步：点击 ，如下图所示，选择 ，应用该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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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装置简介 

随着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数字化变电站成为未来变电站的发展趋势。

NR1800 光数字继电保护测试仪是结合电力现场情况、众多电力用户经验自主研发的便携

式新产品，采用高性能 DSP处理器、大规模 FPGA、百兆光以太网通信等技术，可支持

IEC60044-8、IEC61850-9-1/2和 GOOSE的数字式继电保护测试仪，为符合 IEC61850-9-1/2、

IEC60044-8、GOOSE规约的数字化保护、自动化装置和仪器仪表提供了完整的测试方案，适

应了数字化变电站的发展需要。  

2.1产品硬件特点 

(1) 提供 4 路 100Mbps 光纤以太网接口，可用于输出符合 IEC61850-9-2/9-1 规约的采样值

报文，同时还可以用于 GOOSE 报文发送与接收；  

(2) 可输出 3 路符合 IEC60044-8 规范的 FT3 格式采样值报文； 

(3) 对于采样值报文，其通道功能、通道数目、采样速率、ASDU 数目等均可进行自由设置； 

(4) 对于 GOOSE 报文，其通道数目、发送间隔时间、控制块信息等均可自由配置； 

(5) 兼容传统模拟开关量处理，提供 8 路模拟开关量输入和 4 路模拟开关量输出，同时开入

量能够自动识别带电位和空接点的输入信号； 

(6) 支持 12 路模拟小信号输出； 

(7) 支持 12 路直流电压源输出； 

(8) 支持 GPS 同步； 

(9) 提供 1 个 RJ45 以太网口，负责与上位机软件通信； 

(10) 完备的信号指示：在前面板上提供 IEC61850-9-2/9-1 以及 GOOSE 的光纤以太网接口的

链接和收发状态指示，以及 IEC60044-8 的光纤接口的发送状态指示，所有硬接点的开

入、开出量在前面板上均有相应的状态指示灯； 

(11) 所有光纤接口均为 ST 接口，接线稳定可靠； 

(12) 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 

2.2产品软件特点 

(1) 兼容 WINDOWS XP、WINDOWS 7 等操作系统；  

(2) 界面风格统一、分类清晰、操作方便、并提供了丰富的设置量和状态量显示画面；  

(3) 支持手动配置、SCL 自动解析配置、报文监听配置、读取保存配置等四种配置方式，

方便对数字测试仪进行配置； 

(4) 支持对模拟小信号的配置； 

(5) 支持对网络中的报文监听及分析、数字输出波形的监视、有效值与相位的计算； 

(6) 支持 SCL 解析与当前配置内容进行对比，快速定位配置差异，提供覆盖配置功能，迅

速完成调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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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报文监听配置与当前配置进行对比，快速定位配置差异，提供覆盖配置功能，迅速

完成调试； 

(8) 支持对配置文件的保存、修改、删除等管理，方便重复调试任务； 

(9) 支持序号偏差、丢帧测试、同步测试、品质测试、序号跳变、错值测试等多种采样值异

常模拟； 

(10) 完善的试验数据归档功能：所有试验数据采用数据库管理方式，能够将历次试验的有效

结果数据分类归档保存，并提供了相应的维护和查询功能，方便用户随时查询和管理任

意的历史结果；  

(11) 完备的试验报告功能，用户可以随时生成试验报告，并能够以网页、word 格式保存报

告或直接通过打印机输出报告； 

(12) 完备的试验功能，能够对各种类型的保护装置及元件进行测试； 

(13) 独特的继电器特性模块，包含国内外绝大部分型号继电器的特性模板，只需输入定值即

可直观的显示对应保护元件的特征图形； 

(14) 提供完备的电气信号量及状态量的显示； 

(15) 多种模拟量参数的设置方式：可以任意选择相-地、相-相、序分量、阻抗等输入方式，

并可任意切换； 

(16) 独特的输出信号自定义模块，可以根据需要编辑各种复杂的信号输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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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主要技术指标 

以太网通讯接口 

用  途 与上位机进行通信 

速  率 10/100Base-TX (10/100Mbps、双绞线、自动交叉) 

端口数量 1 个 

接口类型 RJ45 

光纤通讯接口 

用  途 输出 IEC61850-9-1/2 报文、发送和接收 GOOSE 报文 

速  率 100Base-FX (100Mbit、光纤、全双工) 

端口数量 4 对 

接口类型 ST 

波  长 1300nm 

光缆类型 62.5/125μm 多模光纤 

传输距离 >1km 

FT3接口 

用  途 输出 IEC60044-8 格式报文 

速  率 5Mbit/s 

端口数量 3 个 

接口类型 ST 

波  长 820nm～860nm (850nm) 

光缆类型 62.5/125μm 多模光纤 

传输距离 >1km 

小信号输出 

用    途 低压保护设备测试 

数    量 12 路 

幅    值 峰峰值 20V 

精    度 0.2% 

开入量 

端口数量 8 对 

响应时间 50us 

计时范围 1ms～999,999.999s 

输入方式 空接点或带电位，耐压 250VDC 

其  它 防抖动时间可设置 

开出量 
端口数量 4 对 

输出方式 空接点，耐压 250VDC ，容量 250VA 

GPS同步 GPS 同步接口 可选配 GPS 同步模块 

供电电源 

额定电压/频率 100～240VAC/50、60Hz 

允许电压/频率 90～264VAC/40～60Hz 

电  流 1A(max) 

机箱外观 
机箱尺寸 257mm × 135mm × 300mm 

机箱重量 5.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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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前面板说明 

 

 

 

A：3个 FT3接口，输出 IEC60044-8格式报文。 

B: 4对 ST光纤接口，输出 IEC61850-9-1/-2报文、发送和接收 GOOSE报文。 

C：通讯接口，采用 RJ-45以太网通讯接口。 

D：开关量输出端子：4路开关量输出接口，用于给保护装置提供开关量开/闭信号。 

E：开关量输入端子：8路开关量输入接口，自动识别带电位和空接点。 

F: 小信号输出端子：12路小信号输出接口。 

2.5测试界面 

 

在主界面的最上方是菜单栏，可以从中选择所需要的操作；在菜单栏的下方是工具栏，

有三个快捷按钮，分别为：系统设置、重新联机和关于；界面中间是试验模块快捷方式列表，

共分为四大类，分别是：常规测试、线路保护测试和发电机/变压器保护测试。 

A B C 

F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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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装置整体说明 

3.1. 功能模块 

NR 系列测试仪软件共设二十八个测试模块（Modules），涵盖了常规测试、线路保护

测试、发电机/变压器保护测试和测量设备试验四类。 

序号 功能模块 功能说明 

1  手动试验 
基本试验模块，适用于各种试验。由用户自由添加各模拟量的数值，

手动操作，直观、方便。 

2  触发试验 定义并模拟各种故障对继电保护装置进行测试。 

3  启动/返回试验 测试继电器的动作值和返回值。 

4  递变试验 
递增（或递减）某试验变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等）对继电器进

行测试。 

5  脉冲递变试验 定时限、反时限保护装置动作时间特性的测试。 

6  重合闸试验 主要用于线路保护整组试验。 

7  时间测试 用于测试反时限和定时限继电器的时间特性。 

8  直流/中间继电器 对各种直流继电器进行校验。 

9  谐波试验 任意叠加直流和 2－20 次谐波，进行谐波制动试验。 

10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对距离保护的阻抗边界特性进行搜索。 

11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对距离保护的阻抗定值进行校验。 

12  零序电流验证定值 对线路零序过流保护进行定值校验。 

13  定时限继电器验证定值 可对各种定时限继电器进行定值校验。 

14  线路整组传动试验 
模拟电力系统单相接地、相间短路等故障类型的永久性、瞬时性及

转换性故障对线路保护测试。 

15  系统振荡试验 
对发电机失步保护、振荡解列装置、距离继电器的振荡闭锁功能进

行试验。 

16  低周减载试验 对低周减载装置进行校验。 

17  低压减载试验 对低压减载装置进行校验。 

18  工频变化量阻抗 对工频变化量阻抗保护进行校验。 

19  精工电流试验 对阻抗继电器的精工电流特性进行测试。 

20  备自投试验 对备自投装置进行测试。 

21  差动比率制动特性试验 可选用搜索和手动两种试验方案进行动作特性测试试验。 

22  差动谐波制动特性试验 对差动保护的谐波制动（如二次谐波制动）特性进行校验。 

23  差动时间特性试验 动作值与动作时限关系试验。 

24  差动直流助磁特性试验 对差动继电器的直流助磁特性进行测试。 

25  复压闭锁定值校验试验 对复压闭锁过流（方向）保护的定值进行校验。 

26  同期试验 对自动同期装置进行测试。 

27  变送器试验 对各种类型的电力变送器进行测试。 

28  电能表测试 对各种类型的电能表的精度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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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是根据被测保护的具体要求进行相应的功能配置与参数设置，其定义如下所

述，具体设置与操作详见附录 1。 

3.2.1. 系统设置 

KF - 6406S 通过系统设置可构成三相系统(缺省)、六相系统 

3.2.2. 元件模板编辑 

当继电器特性列表中没有对应的型号时，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编辑所需要的保护功能元

件特性，创建保护装置动作特性。 

（1） 创建模板：模板类型分为距离、反时限、电源变送器和其他四类，根据需要选择

相应的模板类型。 

① 距离：利用特征模板说明距离继电器特性（自定义或选择已有模板）。 

② 反时限：自定义或选择已有的反时限特性曲线。 

③ 电源变送器：选择要定义的变送器所包含的功能。 

（2）添加元件：将创建好的模板添加到元件库中。 

（3）选择元件：选择保护功能元件并用于试验当中。 

（4）自定义元件的特性参数编辑：保护功能元件的特性参数设置与编辑。 

3.2.3. 继电器特性 

（1）选择保护装置型号：选择已编辑的模板元件。 

（2）设置选择的保护装置定值，确定保护动作特性。 

（3）导入或导出设置的参数。 

3.3. 试验方法 

3.3.1. 手动试验 

手动试验模块是继电保护测试仪的最基本便捷的试验模块，它适用于各种试验，可由用

户自由添加各模拟量的数值，纯手动操作，直观、方便。在此试验模块中用户通过设置每一

路模拟量的参数，手工控制模拟量的输出和变化过程达到对试验对象测试的目的。改变输出

电压、电流、阻抗及序分量等有直接参数输入、改变步长和保持按钮三种方式。 

（1） 设置输入方式：包含相电压电流（L-N）、线电压相电流（L-L）、序分量、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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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直流等六种参数输入方式选择。电压和电流角度均以极坐标水平零度为

参考，逆时针超前（如第一象限）为正角度，滞后（如第四象限）为负角度。

电压或电流的角度大小或正负不能决定电流的方向。电流方向的定义是以电压

为参考，看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关系。一般先定义线路阻抗角为 Phi=60
0
（如 35kV

线路阻抗角），则 90
0
接线中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为 0 060 Phi 120  − ，判定为正方

向。电压超前电流为正角度，电流超前电压为负角度。使用时注意它们的区别。 

（2） 输入方式选择阻抗时提供两种阻抗表达方式：极坐标复平面方式（阻抗模值 Z、

阻抗角 Phi,感性阻抗角度 Phi大于零、即为正角度）和直角坐标复平面方式（电

阻 R、电抗 X）。计算公式对应两种阻抗测量方式（恒定电流、恒定电压）。 

（3） 故障类型，在给出的四种相间故障（A-B、B-C、C-A 和 A-B-C）、六种接地故障

（A-E、B-E、C-E、A-B-E、B-C-E、C-A-E）选择一种故障类型（E 表示接地故

障）。 

（4） 通过操作界面按钮实现输出量的递增、递减和保持。 

（5） 故障类型、输入方式与电压、电流输出量智能关联，防止不必要的无意义的参

数输入。 

（6） 手动试验模拟故障输出量前后关系用时序图表达，以电流保护试验为例如下图

所示。从 a 点到 b 点为初始值的保持时间，在 b 点电流值增加了一个步长，从

b 点到 c 点为该值下的保持时间，在 d 点电流值又增加一个步长，假设此刻达

到了动作值，则经过电流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试验结束方式选择动作后结束时，

试验终止）在 e 点电流将下降，测试返回值，如图假设在 f 点达到返回值，在 g

点继电器返回，则 fg 之间为返回时间。 

 

3.3.2. 触发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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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试验主要用于要求连续输出不同几种状态量的试验，如要求输出故障前-故障-故障

后三个状态序列（选择常规模式）。如果多个状态，则可选择自定义模式。在此自定义模式

下，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编辑自己的状态序列，用户能够方便的定义多达 250个状态的状态序

列流程并进行测试，并提供以时间或开入量为条件的在状态间进行跳转的能力。通过该模块

可以模拟各种电力系统故障情况以达到对保护装置校验、检测的目的。触发试验相当于可定

义的多个手动试验。 

3.3.3. 递变试验 

测试保护的动作值、返回值、返回系数和动作时间时，测试仪输出的电压、电流的幅值、

相位和频率等按用户设置的步长和变化时间递增或递减。递变量是从上一递变值增加或减小

到下一个递变值。 

（1）输出两组可定义的测试信号（信号1和信号2）： 

     ① 信号1定义量：电压、电流、频率、阻抗、序分量等。 

     ② 信号2定义量：电压、电流、频率。 

（2）选择输出故障：根据输出量自动切换、选择所需故障类型。 

（3）变化方式：输出量的变化方式。 

    ① 始-终：输出量从初值一直变化到终值，变化波形为方波阶梯向上或向下。 

    ② 始-终-始：输出量从初值变化到终值为第一状态变化（模拟故障继电器动作），

再从终值变化到初始状态（模拟故障切除继电器返回）。初值、终值均可自定

义输入。 

    ③ 锯齿形：输出量从初值变化到终值按锯齿形变化。 

（4）状态栏参数直接输入变化初值、终值、变化量、时间等值。 

（5）通道：确定输出量（电压、电流、阻抗、序分量等）。 

（6）故障类型：与输出变量、通道配合，输出与所选故障类型相对应的变量。 

 

3.3.4. 脉冲递变试验 

与递变试验不同的是脉冲递变试验测试仪输出量每次递变增加是从初始值加到递变值

或递变值递减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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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递变示意图说明： 

1-重置电压，复归后每次输出脉冲起始电压，如从 20V开始； 

2-起始点电压，脉冲递变起始电压，如 5V； 

3-第一次模拟故障输出电压从 20V 降到起始电压 5V，故障时间 1s；第二次模拟故障输

出电压从 20V 降到起始电压 15V，变化量△为 10V,故障时间 1s； 

4-故障时间,如 1s； 

5-复归时间，如 2s； 

6-终始点电压，脉冲递变终点电压，如 70V。 

3.4. 试验步骤 

当用户进入试验界面后，即可开始进行试验设置了，其操作步骤通常可以分成 6大步，

其顺序为： 

① 网络参数设置，设置与电力系统相关的继电保护装置定值或参数； 

② 继电器型号选择和相关定值设置； 

③ 试验设置，设置试验参数并编辑试验项目； 

④ 开始试验，启动试验； 

⑤ 结果查看，查看本次试验的结果数据； 

⑥ 报告生成，根据结果生成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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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电流保护试验 

4.1. 测试方案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举例说明模块 被测值 

电流保护试验 
电流继电器 

试验 

① 手动试验 

② 递变试验 

③ 启动/返回试验 

④ 时间测试 

⑤ 脉冲递变试验 

手动试验 
① 动作电流 

② 动作时间 

4.2. 试验方法 

选择手动试验模块
[1]
，测量动作值、动作时间，可用如下三种方法改变输出电流。 

（1）直接输入参数，输出相应测试值。 

（2）改变步长 

选中每个变化参数后面的步长选项，并设定每个变量的变化步长(步长可正可负)，

然后每点击一次增加/减少按钮则根据步长改变输出一次。 

（3）使用保持按钮 

按下保持按钮，此时可以在模拟量输入区中设置好所有的参数，在此过程中所有的

改变与方式（1）不同，只有当设置完成后，再次按下此按钮，测试仪才会按照设置好的

所有参数进行输出。 

 
[1] 测试仪提供多种测试方法，本例以电流继电器测试说明手动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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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操作界面 

 

4.4. 参数设置 

（1）L-N 输入视图：用交流相电压、相电流方式来设置模拟量的输出参数。 

 

注：当故障类型设置为“任意”类型后，为了提高用户操作的方便程度，增加了一些右键菜单功能（复

制、剪切、粘贴等）。 

 

（2）L-L 输入视图：用交流线电压、线电流方式设置将要输出的模拟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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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试验举例 

4.5.1. 试验项目 

保护型号：DL-3 

测试项目：电流继电器的动作电流、动作时间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动作电流 2A  

2 返回电流 1.7A  

3 返回系数 0.85  

4.5.2. 试验接线 

 

4.5.3. 参数设置 

（1）定值设置 

① 试验方式：手动试验。 

② 设置输入方式：选择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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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电流初始值：设为 1.500A，小于动作值。 

④ 电流步长值：0.1A。 

⑤ 每步长时间：1s。 

⑥ 电压设置：此继电器无需附加电压，不需设置。 

 

 

（2）开入量设置 

① 接点逻辑关系设置为逻辑或。 

② 接点选择为接点 1。 

③ 试验结束方式选择为动作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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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试验结果 

 

4.5.5. 试验报告 

手动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定时限过流元件  
   

定值    

电流 2.000 (A) 动作时间 0.000 (s) 
 

   

误差    

电流绝对误差 0.1 (A) 电流相对误差 5 (A) 

时间绝对误差 0.1 (s) 时间相对误差 5 (s)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手动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0-27 09:45:39  

   

通用参数    

故障类型 AE 故障 输入方式 L-N 方式 

开出量状态 --   
 

   

试验记录与评估 

故障 AE 动作时间 0.0714 

电压 40.000 电流 2.100 

阻抗 -- 阻抗角 -- 

R -- X -- 

Pa 21.741 Pb 0.000 

Pc 0.000 Qa 81.138 

Qb 0.000 Qc 0.000 
 

   

 

试验序号 通道 幅值 相位 频率 正序 负序 零序 

1 V1 40.000 0.00 (°) 50.000 (Hz) 51.823 (V) 5.912 (V) 5.91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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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序号 通道 幅值 相位 频率 正序 负序 零序 

2 V2 57.735 -120.00 (°) 50.000 (Hz) 51.823 (V) 5.912 (V) 5.912 (V) 

试验序号 通道 幅值 相位 频率 正序 负序 零序 

3 V3 57.735 120.00 (°) 50.000 (Hz) 51.823 (V) 5.912 (V) 5.912 (V) 

试验序号 通道 幅值 相位 频率 正序 负序 零序 

4 I1 2.100 -75.00 (°) 50.000 (Hz) 0.700 (A) 0.700 (A) 0.700 (A) 

试验序号 通道 幅值 相位 频率 正序 负序 零序 

5 I2 0.000 165.00 (°) 50.000 (Hz) 0.700 (A) 0.700 (A) 0.700 (A) 

试验序号 通道 幅值 相位 频率 正序 负序 零序 

6 I3 0.000 45.00 (°) 50.000 (Hz) 0.700 (A) 0.700 (A) 0.700 (A) 
 

 

 

4.6. 注意事项 

（1）试验开始后，在没有结束试验之前不能切换到其他试验模块，只有结束试验后才

能切换到其他模块。 

（2）增加/减少按钮只对步长前的选择框打勾的通道起作用。 

（3）鼠标右键菜单中的同幅值、同相位、清零等功能只针对同属性的变量，比如所有

的电压或者是所有的电流，不能同时作用在电压和电流两种变量上。 

（4）开入量状态栏中显示的是开入量的变位时间，不仅仅是开关闭合时间，也包括开

关打开的时间，只要开入量的状态发生变化，此栏都会显示其时间。计时起点从试验开始的

刹那或者是通道的输出发生变化的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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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电压保护试验 

5.1. 测试方案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举例说明模块 被测值 

电压保护试验 
电压继电器 

试验 

① 手动试验 

② 递变试验 

③ 启动/返回试验 

④ 时间测试 

⑤ 脉冲递变试验 

递变试验 
① 动作电压 

② 动作时间 

5.2. 试验方法 

选择递变试验模块
[1]
，测量动作值、动作时间，输出电压按设置方式递变。 

5.3. 操作界面 

 

 

 
[1] 测试仪提供多种测试方法，本例以电压继电器测试说明递变试验方法。其他测试方法将以不同保护

试验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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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数设置 

（1）选择输出量的变化方式：始-终-始，即始-终对应电压继电器动作，终-始对应继

电器返回。 

（2）变量选择电压幅值。 

（3）通道选择：设置输出电压，线电压或相电压。 

（4）故障类型选择：依据电压继电器类型选择，通道选择后该项无需选择。 

 

5.5. 试验举例 

5.5.1. 试验项目 

继电器型号：DJ=111/200。 

试验项目：低电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动作时间测量。 

继电器定值：动作值为 70V，返回系数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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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试验接线 

 

 

5.5.3. 参数设置 

① 试验方式：递变试验。 

② 变化方式：始-终-始。 

③ 状态 1：从 75V到 65V，步长-0.2V，每步时间 1s，设置开入后继续。 

④ 状态 2：从 65V到 85V，步长 0.2V，每步时间 1s，设置开入后结束。 

5.5.4. 试验结果 

 

5.5.5. 试验报告（部分） 

12  

厂站名称  12 装置名称  电压继电器 

装置型号  DJ=111/200 装置编号  12 
 

 

网络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 单位 

系统频率  50  (Hz) 

PT 额定值  100  (V) 

CT 额定值  5  (A) 

系统电压  2  (kV) 

零序计算公式  (Z0-Z1)/3Z1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r  0.670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x  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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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变试验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递变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0-27 10:52:38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变化方式 故障类型 计算方式 信号 1 变量 信号 1 通道 信号 2 变量 信号 2 通道 

始--终 任意  相电压幅值 VA-VB None None 
 

试验数据记录: 

信号 1 动作值 信号 1 步长 信号 2 动作值 信号 2 步长 状态号 状态动作时间 

65.000000 -1.000000 未动作  1 0.000000 (s) 
 

 

信号 1 动作值 信号 1 步长 信号 2 动作值 信号 2 步长 状态号 状态动作时间 

76.000000 1.000000 动作  2 0.040500 (s) 
 

 

 

 

 

 

 

 

 

 

 

 

 

 

 

 

 

 

 

 

第6节 时间继电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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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测试方案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举例说明模块 被测值 

时间继电器 

试验 

电流继电器 

试验 

① 手动试验 

② 直流/中间继电器试

验 

直流/中间 

继电器试验 

① 动作电压 

② 动作时间 

6.2. 测试方法 

（1） 手动测试：手动试验模块。用于手动调节输出量，测量交直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 

电压和返回电压；直接加初始值为额定电压，测量继电器的动作时

间。 

（2） 直流/中间继电器试验
[1]
：专用直流继电器测试。 

6.3. 操作界面 

 

 
[1] 测试仪提供多种测试方法，本例以时间继电器测试说明直流/中间继电器试验方法。其他测试方法将

以不同保护试验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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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参数设置 

（1） 直流电压：针对以直流电压为启动条件的继电器，选择此项可对直流电压的幅

值、电压定值以及电压定值的精度、动作时间以及动作时间的精度进行设

定。若有需要还可以设置需要输出的直流电流大小量。 

（2） 直流电流：针对以直流电流为启动条件的继电器，选择此项可对直流电流的幅

值、电压定值以及电压定值的精度、动作时间以及动作时间的精度进行设

定。若有需要还可以设置需要输出的直流电压大小量。 

（3） 起表条件：设置开始计时的条件（主要用于时间继电器），包含输出后开始计时、   

接点动作后开始计时以及动作条件。 

①  输出后开始计时：指故障信号输出后，开始计时。 

②  接点动作后开始计时：指在指定的继电器接点动作后，开始计时。 

③  动作条件：设置开始计时的开入量条件，可以通过点击此按钮打开触发条件

对话框来设置开入量状态。 

 

 

6.5. 试验举例 

6.5.1. 试验项目 

继电器型号：DS=113。 

试验项目：时间继电器试验。 

继电器定值：动作时间 1.2s，额定电压 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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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试验接线和参数设置 

 

 

6.5.3. 试验结果 

 

6.5.4. 试验报告 

直流/中间继电器试验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直流/中间继电器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2-10-27 11:39:40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 动作定值 动作定值精度 动作时间 动作时间精度 

1 220.00 (V) 0.00 (A) 220.00 (s) 5.00 (s) 1.00 (s) 0.10 (s)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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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定值 时间定值 动作值 返回值 返回系数 动作时间 

220.000 1.000 (s) 104.720 27.720 0.265 1.266 (s) 
 

试验数据记录: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动作时间 1.266 (s) 308.000 (V) 0.000 (A)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动作值 0.490 (s) 123.200 (V) 0.000 (A)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动作值 0.405 (s) 104.720 (V) 0.000 (A)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返回值 0.037 (s) 0.000 (V) 0.000 (A)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返回值 0.273 (s) 27.720 (V) 0.000 (A) 
 

 

 

6.6. 注意事项 

（1） 动作时间设定的时间必须比继电器的定值要稍长，确保继电器有足够时间动作。 

（2） 动作条件中的开入量不要与检测继电器动作信号的开入量设置成同一个，否则

将无法正确判断动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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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中间继电器试验 

7.1. 测试方案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举例说明模块 被测值 

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 

试验 

① 手动试验 

② 直流/中间继电

器试验 

直流/中间 

继电器试验 

① 动作电压 

② 动作时间 

7.2. 测试方法 

（1） 手动测试：手动试验模块。用于手动调节输出量，测量交直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 

电压和返回电压；直接加初始值为额定电压，测量继电器的动作时间。 

（2） 直流/中间继电器试验[1]：专用直流继电器测试。 

7.3. 操作界面 

 

 
[1] 测试仪提供多种测试方法，本例以中间继电器测试说明直流/中间继电器试验方法。其他测试方法将

以不同保护试验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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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参数设置 

同 5.4 

7.5. 试验举例 

7.5.1. 试验项目 

继电器型号：DZ-15。 

试验项目：中间继电器启动值、返回值搜索验证。 

继电器定值：直流电压继电器额定电压 220V。 

7.5.2. 试验接线及试验设置 

 
 

7.5.3. 试验结果 

 

7.5.4. 试验报告 

直流/中间继电器试验 

试验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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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名称:直流/中间继电器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0-27 11:11:17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 动作定值 动作定值精度 动作时间 动作时间精度 

1 220.00 (V) 0.00 (A) 220.00 (s) 5.00 (s) 1.00 (s) 0.10 (s)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动作定值 时间定值 动作值 返回值 返回系数 动作时间 

220.000 1.000 (s) 89.320 18.480 0.207 0.021 (s) 
 

试验数据记录: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动作时间 0.021 (s) 308.000 (V) 0.000 (A)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动作值 0.066 (s) 92.400 (V) 0.000 (A)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动作值 0.035 (s) 89.320 (V) 0.000 (A)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返回值 0.028 (s) 0.000 (V) 0.000 (A) 
 

 

测试项目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返回值 0.054 (s) 18.480 (V) 0.000 (A) 
 

 

 

7.6. 注意事项 

（1） 动作时间设定的时间必须比继电器的定值要稍长，确保继电器有足够时间动作。 

（2） 动作条件中的开入量不要与检测继电器动作信号的开入量设置成同一个，否则将

无法正确判断动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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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反时限特性 

8.1. 测试方案 

8.1.1 测试方案 

序号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备注 

1 
过流反时限： 

i-t 特性测试 

① 脉冲递变试验 

② 时间测试 

③ 手动试验 

 以脉冲递变试验之搜索测试

和时间测试两个测试模块为例

说明测试方法。 

2 
零序过流反时限： 

i0-t 特性测试 

① 脉冲递变试验 

② 时间测试 

③ 手动试验 

测试方法同过流反时限 

3 
负序过流反时限： 

i2-t 特性测试 

① 脉冲递变试验 

② 时间测试 

③ 手动试验 

测试方法同过流反时限 

4 
电压反时限： 

U-t 特性测试 

① 脉冲递变试验 

② 时间测试 

③ 手动试验 

测试方法同过流反时限 

5 
频率反时限： 

f-t 特性测试 

① 脉冲递变试验 

② 时间测试 

③ 手动试验 

测试方法同过流反时限 

8.1.2 测试方法 

序号 测试模块 测试方法 备注 

1 脉冲递变试验 
① 定点测试 

② 搜索测试 
 

2 时间测试   

3 手动试验   

8.2. 参数设置 

8.2.1. 脉冲递变试验 

模块参数设置说明见 2.3.4脉冲递变试验方法。 

8.2.2. 时间测试参数设置 

    只须设置“试验设置”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测试模式  选“电流”模式，可用有名值或标幺值（额定电流的倍数）两种表示。 

2 故障前时间 
故障前时间需要根据保护的类型不同一般设为大于保护恢复时间。若手

动复归可适当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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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障时间 故障时间必须大于继电器动作的最大时间，以保证保护可靠动作。 

4 间歇时间 

在连续测试中，从某一步测试继电器动作时，测试仪停止电压、电流输

出，继电器复归，直到下一步测试，测试仪重新输出电压或电流所要的

时间。设置需要比保护复归的时间稍长，以确保接点动作后能够正常复

归。 

5 测试点定义 通过测试点编辑器批量录入。 

6 初始参数 

① 故障类型：确定输出电压或电流的相别。如 A-E 表示输出 A 相电压、

电流。 

② 变化范围：设置测试电流序列值。 

8.3. 试验举例之一：脉冲递变试验测试反时限特性 

8.3.1. 试验项目 

保护型号： GL-23/5  过流继电器。 

试验项目：反时限电流保护动作特性（i-t）曲线测试。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启动电流 2A   

2 10 倍动作电流时动作时限  2s  

8.3.2. 试验接线 

GL-23/5

1

2

4

5

6

7

IA

IB

IC

        

      6406S

IN

      

                
                    LOGIC INPUT1

 

 

 

8.3.3. 参数设置 



               武汉南偌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庙山大道 9 号东湖高新产业创新基地 11 栋 

销售热线：027-87207771 / 87207772 / 87207773  
 39 

 

 

8.3.4. 试验结果 

 

8.3.5. 试验报告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脉冲递变试验  

元件名称: GL-23/5 过流继电器 

试验开始时间:2010-09-26 10:20:54  

   

通用参数    

标幺值 -- GPS 同步 -- 

输出量 幅值 复归时间  3.00 (s) 

故障时间 20.00 (s) 起始 2.00 

终止 20.00 重置 0.00 

步长 2.00   
 

   

试验记录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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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  
 

   

试验序号:1 

变化通道 变量 输出通道 动作时间 

IA 幅值 2.000 13.354 (s) 
 

试验数据记录: 

输出通

道 

复归状态幅值

(V\A) 

复归状态相

位(°) 

复归状态频率

(Hz) 

故障状态幅值

(V\A) 

故障状态相

位(°) 

故障状态频率

(Hz) 

UA 57.735 0.000 (°) 50.000 (Hz) 57.735 0.000 (°) 50.000 (Hz) 
 

输出通

道 

复归状态幅值

(V\A) 

复归状态相

位(°) 

复归状态频率

(Hz) 

故障状态幅值

(V\A) 

故障状态相

位(°) 

故障状态频率

(Hz) 

IA 0.000 0.000 (°) 50.000 (Hz) 2.000 0.000 (°) 50.000 (Hz) 
 

 

试验序号:2 

变化通道 变量 输出通道 动作时间 

IA 幅值 4.000 4.673 (s) 
 

试验数据记录: 

输出通

道 

复归状态幅值

(V\A) 

复归状态相

位(°) 

复归状态频率

(Hz) 

故障状态幅值

(V\A) 

故障状态相

位(°) 

故障状态频率

(Hz) 

UA 57.735 0.000 (°) 50.000 (Hz) 57.735 0.000 (°) 50.000 (Hz) 
 

 

输出通

道 

复归状态幅值

(V\A) 

复归状态相

位(°) 

复归状态频率

(Hz) 

故障状态幅值

(V\A) 

故障状态相

位(°) 

故障状态频率

(Hz) 

IA 0.000 0.000 (°) 50.000 (Hz) 4.000 0.000 (°) 50.000 (Hz) 
 

 

试验序号:3 

变化通道 变量 输出通道 动作时间 

IA 幅值 6.000 3.111 (s) 
 

试验数据记录: 

 

输出通

道 

复归状态幅值

(V\A) 

复归状态相

位(°) 

复归状态频率

(Hz) 

故障状态幅值

(V\A) 

故障状态相

位(°) 

故障状态频率

(Hz) 

UA 57.735 0.000 (°) 50.000 (Hz) 57.735 0.000 (°) 50.000 (Hz) 
 

 

输出通

道 

复归状态幅值

(V\A) 

复归状态相

位(°) 

复归状态频率

(Hz) 

故障状态幅值

(V\A) 

故障状态相

位(°) 

故障状态频率

(Hz) 

IA 0.000 0.000 (°) 50.000 (Hz) 6.000 0.000 (°) 50.0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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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试验序号:10 

变化通道 变量 输出通道 动作时间 

IA 幅值 20.000 2.260 (s) 
 

试验数据记录: 

输出通

道 

复归状态幅值

(V\A) 

复归状态相

位(°) 

复归状态频率

(Hz) 

故障状态幅值

(V\A) 

故障状态相

位(°) 

故障状态频率

(Hz) 

UA 57.735 0.000 (°) 50.000 (Hz) 57.735 0.000 (°) 50.000 (Hz) 
 

 

输出通

道 

复归状态幅值

(V\A) 

复归状态相

位(°) 

复归状态频率

(Hz) 

故障状态幅值

(V\A) 

故障状态相

位(°) 

故障状态频率

(Hz) 

IA 0.000 0.000 (°) 50.000 (Hz) 20.000 0.000 (°) 50.000 (Hz) 
 

8.4. 试验举例之二：时间测试试验测试反时限特性 

8.4.1. 试验项目 

保护型号： GL-23/5  过流继电器。 

试验项目：反时限电流保护动作特性（i-t）曲线测试。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启动电流 2A   

2 10 倍动作电流时动作时限  2s  

8.4.2. 试验接线 

GL-23/5

1

2

4

5

6

7

IA

IB

IC

        

      6406S

IN

      

                
                    LOGIC INPUT1

 

8.4.3.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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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试验结果 

（1）测试界面： 

 

 

（2）结果： 

 

8.4.5. 试验报告 

时间测试 

被试品 
 

元件名称:过流反时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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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参数 

测试模式 正序电流 标幺值 是 

故障前时间 2.00 (s) 故障时间 20.00 (s) 

间歇时间 1.00 (s) 系统电压 100.00 (V) 

系统电流 2.00 (A) 系统频率 50.00 (Hz)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故障类型 频率 变化值 实际值 

1 任意 50.00 (Hz) 1.00 2.00 

2 任意 50.00 (Hz) 2.00 4.00 

3 任意 50.00 (Hz) 3.00 6.00 

4 任意 50.00 (Hz) 4.00 8.00 

5 任意 50.00 (Hz) 5.00 10.00 

6 任意 50.00 (Hz) 6.00 12.00 

7 任意 50.00 (Hz) 7.00 14.00 

8 任意 50.00 (Hz) 8.00 16.00 

9 任意 50.00 (Hz) 9.00 18.00 

10 任意 50.00 (Hz) 10.00 20.00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故障类型 故障量 标幺值 整定时间 动作时间 误差 评价 

ANY 2.000 1.000 -- 13.1628 (s) -- -- 
 

试验数据记录: 

故障量 动作时间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2.000 13.1628 (s)    
 

试验序号:2 

故障类型 故障量 标幺值 整定时间 动作时间 误差 评价 

ANY 4.000 2.000 -- 4.6962 (s) -- -- 
 

试验数据记录: 

故障量 动作时间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4.000 4.6962 (s)    
 

 

…             …               … 

试验序号:9 

故障类型 故障量 标幺值 整定时间 动作时间 误差 评价 

ANY 18.000 9.000 -- 2.3318 (s) -- -- 
 

试验数据记录: 

故障量 动作时间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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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 2.3318 (s)    
 

试验序号:10 

故障类型 故障量 标幺值 整定时间 动作时间 误差 评价 

ANY 20.000 1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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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距离（阻抗）保护试验 

9.1  测试方案 

9.1.1 试验对象及项目 

序号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备注 

1 输电线路距离保护 

①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②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③ 系统振荡试验 

④ 工频变化量试验 

⑤ 精工电流试验 

 

2 发电机失磁保护 
①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②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3 发电机失步保护 
①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②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4 振荡解列装置 

①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②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③ 系统振荡试验 

对于阻抗继电器原理的振荡解列

装置测试项目。 

9.1.2 测试方案 

序号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专用测试模块 

1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①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② 手动试验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2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①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② 手动试验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3 系统振荡试验 ① 系统振荡试验 系统振荡试验 

4 工频变化量试验 
① 工频变化量试验 

② 手动试验 
工频变化量试验 

5 精工电流试验 
① 精工电流试验 

② 手动试验 
精工电流试验 

9.1.3 测试方法 

序号 测试模块 测试方法 备注 

1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① 1/2 逼近 

② 线性逼近 

1/2 逼近：搜索速度较快。 

线性逼近：精度较高，搜索速度较慢。 

2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3 系统振荡试验   

4 工频变化量试验   



               武汉南偌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庙山大道 9 号东湖高新产业创新基地 11 栋 

销售热线：027-87207771 / 87207772 / 87207773  
 46 

5 精工电流试验 
① Z/I 测试 

② V/I 测试 

Z/I：阻抗和电流将按照设定的规律进行输出。 

V/I：电压和电流将按照设定的规律进行输出。 

6 手动试验   

9.2 操作界面 

 

9.3 参数设置与说明 

9.3.1 网络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定值 备注 

1 PT 额定值 100V   

2 CT 额定值 5A  以实际二次值为准 

3 系统频率 50Hz  

4 系统电压 220kV  

5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r 0.67  

6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x 0.67  

9.3.2 继电器特性设置 

 （1）选择被测试保护型号。如果列表中未列出，可通过元件编辑添加该型号动作特性。 

 （2）输入保护定值。 

 （3）误差段：设置允许误差。注意不宜设置过小，以免影响测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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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试验设置 

（1）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保护恢复时间  
要大于重合闸充电时间或保护装置的整组复归时间，还要大于 PT 断

线恢复所需的时间。微机保护一般取 15～20s。 

2 故障时间 故障时间必须大于阻抗动作的最大时间，以保证保护可靠动作。 

3 故障前时间 故障前时间需要根据保护的类型不同一般设为大于保护恢复时间。 

4 故障类型 故障类型可根据试验要求选择为接地故障或相间故障。 

5 阻抗计算 
选择电流恒定时，电流在阻抗计算时是常量；选择电压恒定时，电压

在阻抗计算时是常量。数值设置在故障电流（故障电压）中。 

6 
阻抗绝对/相对

误差 

设置扫描时分段点的误差。在进行搜索测试时，阻抗误差取阻抗绝对

误差和阻抗相对误差中的最大值。 

7 最小分段时间 用来设置在扫描时，区分不同保护区的时间判据。 

8 起点 设置搜索线段起始点的阻抗值。 

9 阻抗角 设置搜索线段起始点的阻抗角。 

10 搜索线角度 设置搜索线相对于起点的倾角。 

11 搜索线长度 设置该搜索线段的长度。 

12 搜索线定义
[1] 

① 半径：设置搜索线段的长度。 

② 阻抗、角度：设置搜索线段的起点坐标。 

③ 起始、终止、步长：定义要添加的一组搜索线段的角度 

范围和间隔。 

(2)距离验证定值试验：项目编辑，其他定义同（1）。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阻 抗 角 
[2] 短路阻抗对应的阻抗角。 

2 故障电流   选择电流恒定时输出的模拟故障电流，不宜过小或过大。 

3 校 验 点 选择对应的校验点，按整定值的倍数校验。 

4 校 验 段 
打勾选择当前项目对应的某段定值进行测试。例如段 1 对应距离 I

段。 

5 校验项目 当前项目是否进行测试，打勾表示参加试验，反之，不参加试验。 

（3）系统振荡试验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系统参数
 

通过系统参数（二次值）设置确定振荡曲线位置，若振荡曲线不经过

距离 I 段或 II 段，说明该保护不受振荡影响，无需做此试验。校验

项目参数填写后，点击参数察看定振荡曲线位置。若无，调节系统参

数至可见。 

2 振荡试验编辑 

振荡前时间：应大于保护装置复归时间。 

振荡时间：设置在系统振荡时输出的振荡信号的保持时间。 

振荡周期：系统振荡周期一般取 1～3s。 

 
[1] 采用极坐标方式，其起点和阻抗角组成了起点的坐标，与搜索线角度和长度一起构成线段参数。 

[2] 若需要测试不同阻抗角方向上的定值，可以采用多次添加的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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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功角：设置振荡时的初始功角。 

3 振荡+故障
[3] 

故障类型：选择故障的类型，如单相接地、相间接地、两相短路和三

相短路。 

阻抗计算：选择阻抗计算的方式（恒定电压或恒定电流）。 

故障电压/故障电流选择，设置相应电压或电流。 

短路阻抗、阻 抗 角：设置模拟故障的短路阻抗。 

（4）工频变化量试验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校 验 点 选择对应的校验点，按整定值的倍数校验。 

2 接地故障
 (1 ) (1 1.05 )dU K IZ M Un= + + −  

3 相间故障
 2 (1 1.05 )dU IZ M Un= + −  

4 校 验 项目 打勾选择当前项目对应的故障类型 

    

说明：工频变化量阻抗继电器工作电压： 

0| ( 3 ) | | (1 ) |op d dU U I K I Z U I K Z    =  − + =  − +  

nU U U  = − ， 03I I =  

考虑故障时故障点处 5％暂态误差影响，极化电压取 1.05 nU ，则动作方程： 

1.05op nU mU   

系数m取0.9（可靠不动）、1.1（可靠动作）及1.2（测量工频变化量阻抗的动作时间。）。 

所以： (1 ) 1.05n d nU U I K Z mU − + +   

模拟单相接地故障时，故障相电压为： 

(1 ) (1 1.05 )d nU I K Z m U   + + −   

表达为 (1 ) (1 1.05 )d nU K IZ m U  + + −  

对于相间故障工作电压： | |op dU U I Z  =  −  

3 1.05 3n d nU U I Z m U − +   

模拟相间故障时，故障相电压为： 

(1 1.05 ) 3d nU I Z m U  + − ，表达为 2 (1 1.05 )100dU IZ m  + −  

 

（5）精工电流试验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故障类型 选择对应的校验点，按整定值的倍数校验。 

2 阻抗角 被试阻抗继电器的灵敏度角。 

3 电流变化范围 根据 Z/I 规律输出时的电流变化范围。 

4 阻抗变化范围 根据 Z/I 规律输出时的阻抗变化范围。 

 
[3] 模拟振荡时又发生故障，测试保护动作情况。故障时刻是振荡时间完成后输出故障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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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试验举例之一：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保护型号：南偌 RCS-941A线路保护。 

测试项目：距离 I、II段的动作边界特性。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距离一段 Zzd1 1Ω  

2 距离二段 Zzdp2 5Ω  

2 距离三段 Zzdp3 33Ω  

3 接地阻抗零序补偿系数 K 0.67  

4 二段动作时间 T2pzd 0.5s  

5 三段动作时间 T3pzd 1.5s  

6 灵敏角 Φ 80º  

 

9.4.1 试验接线 

 

9.4.2 网络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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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继电器特性设置 

 

9.4.4 试验设置 

（1）搜索线定义 

 

             说明： 为了缩短试验时间，可将步长增大，或分段定义不同步长。 

（2）试验设置 

 
 

9.4.5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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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试验报告 

测试系统信息  

测试仪型号   序列号   

DSP 版本   软件版本号 
 KF 

 
 

                        …             …               …     

试验序号:1 

搜索线角度 边界点数 

0.00 2 
 

试验数据记录: 

动作时间 阻抗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0.0373 (s) 0.500 (Ω) 90.000 (°) 0.000 (Ω) 0.500 (Ω) 1.000 (V) 1.000 (A) 
 

 

动作时间 阻抗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未动作 7.018 (Ω) 4.086 (°) 7.000 (Ω) 0.500 (Ω) 14.036 (V) 1.000 (A) 
 

                        …             …               …          

 

动作时间 阻抗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0.5346 (s) 2.005 (Ω) 14.442 (°) 1.941 (Ω) 0.500 (Ω) 4.010 (V) 1.000 (A) 
 

试验序号:2 

搜索线角度 边界点数 

90.00 2 
 

试验数据记录: 

 

动作时间 阻抗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未动作 5.313 (Ω) 90.000 (°) 0.000 (Ω) 5.312 (Ω) 10.625 (V) 1.0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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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时间 阻抗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未动作 5.094 (Ω) 90.000 (°) 0.000 (Ω) 5.094 (Ω) 10.188 (V) 1.000 (A) 
 

 

动作时间 阻抗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0.5345 (s) 4.984 (Ω) 90.000 (°) 0.000 (Ω) 4.984 (Ω) 9.969 (V) 1.000 (A) 
 

 

 

9.5 试验举例之二：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保护型号：南偌 RCS-941A线路保护。 

测试项目：距离 I段的动作值验证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距离一段 Zzd1 1Ω  

2 距离二段 Zzdp2 5Ω  

2 距离三段 Zzdp3 33Ω  

3 接地阻抗零序补偿系数 K 0.67  

4 二段动作时间 T2pzd 0.5s  

5 三段动作时间 T3pzd 1.5s  

6 灵敏角 Φ 80º  

 

9.5.1 试验接线 

 
 

 

 

 

9.5.2 网络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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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试验设置  

（1）校验项目定义：编辑测试项目 

 
 

 

（2）试验设置 

 

9.5.4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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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 试验报告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南偌 RCS941/951-距离元件     

定值    

时间 0 (s) 圆阻抗 1.000 (Ω) 

四边形阻抗 0.000 (Ω) 线路角 80.000 (°) 

偏移角 0 (°)   
 

   

误差    

阻抗绝对误差 0.1 (Ω) 阻抗相对误差 5 (Ω) 

时间绝对误差 0.1 (s) 时间相对误差 5 (s)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09-29 10:51:51  

   

通用参数    

阻抗计算 恒定电流 故障前时间 20.00 (s) 

故障时间 0.40 (s) 间歇时间 15.00 (s)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故障类型 校验段 故障方向 阻抗角 校验点 校验值 故障电压/电流 

1 BC 故障 1 正向 80.00 0.95 0.95 1.00 

整定阻抗 整定时间       

1.00 0.00       

试验序号 故障类型 校验段 故障方向 阻抗角 校验点 校验值 故障电压/电流 

2 BC 故障 1 正向 80.00 1.05 1.05 1.00 

整定阻抗 整定时间       

1.00 0.00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武汉南偌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庙山大道 9 号东湖高新产业创新基地 11 栋 

销售热线：027-87207771 / 87207772 / 87207773  
 55 

故障类型 故障方向 校验段 校验点 整定阻抗 整定时间 短路阻抗 阻抗角 

BC  1 0.950 1.000 (Ω) 0.000 (s) 0.950 (Ω) 80.000 (°) 

动作时间 误差 评价      

0.0381 (s) 时间: 绝对误 Correct      
 

试验数据记录: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动作时间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0.165 (Ω) 0.936 (Ω) 1.900 (V) 1.000 (A) 0.0381 (s) 0.0381 (s) -- -- 

变位时间 4        

--        
 

试验序号:2 

故障类型 故障方向 校验段 校验点 整定阻抗 整定时间 短路阻抗 阻抗角 

BC  1 1.050 1.000 (Ω) 0.000 (s) 1.050 (Ω) 80.000 (°) 

动作时间 误差 评价      

未动作 -- Incorrect      
 

试验数据记录: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动作时间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0.182 (Ω) 1.034 (Ω) 2.100 (V) 1.000 (A) 未动作 -- -- -- 

变位时间 4        

--        
 

用户自定义特性图    

 
 

   

 

 

9.5.6 注意事项 

（1） 在做接地故障试验时，请认真选择网络参数中零序计算公式及补偿系数。 

（2） 故障时间必须大于最大的保护动作时间。 

（3） 故障前时间一般要大于 PT断线恢复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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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试验举例之三：系统振荡试验 

保护型号：南偌 RCS-941A线路保护。 

测试项目：系统振荡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距离一段 Zzd1 1Ω  

2 距离二段 Zzdp2 5Ω  

2 距离三段 Zzdp3 33Ω  

3 接地阻抗零序补偿系数 K 0.67  

4 二段动作时间 T2pzd 0.5s  

5 三段动作时间 T3pzd 1.5s  

6 灵敏角 Φ 80º  

 

9.6.1 试验接线 

 
 

9.6.2 网络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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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试验设置  

（1）校验项目定义：系统振荡试验编辑 

 
 

（2）试验设置 

 
 

9.6.4 试验结果 

 

 

9.6.5 试验报告 

测试系统信息  

测试仪型号   序列号   

DSP 版本   软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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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振荡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南偌 RCS941/951-距离元件  
   

定值    

时间 0 (s) 圆阻抗 1.000 (Ω) 

四边形阻抗 0.000 (Ω) 线路角 80.000 (°) 

偏移角 0 (°)   
 

   

误差    

阻抗绝对误差 0.1 (Ω) 阻抗相对误差 5 (Ω) 

时间绝对误差 0.1 (s) 时间相对误差 5 (s)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系统振荡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09-29 15:29:48  

   

通用参数    

系统电势 Em 57.73 系统电势 En 57.73 

系统阻抗 Zm 幅值 10.00 系统阻抗 Zm 角度 80.00 

系统阻抗 Zn 幅值 10.00 系统阻抗 Zn 角度 80.00 

线路阻抗 Zl 幅值 0.80 线路阻抗 Zl 角度 80.00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测试项目 故障类型 阻抗计算 振荡前时间 振荡时间 振荡周期 初始功角 

1 振荡加故障 B-C 恒定电流 15.00 5.00 1.50 0.00 

最大功角 故障时间 短路电压/电流 短路阻抗 短路阻抗角    

360.00 2.00 1.00 0.50 80.00    
 

试验记录与评估 

系统电势 Em 57.735 系统电势 En 57.735 

系统阻抗 Zm 幅值 10.000 系统阻抗 Zm 角度 80.000 

系统阻抗 Zn 幅值 10.000 系统阻抗 Zn 角度 80.000 

线路阻抗 Zl 幅值 0.800 线路阻抗 Zl 角度 80.000 
 

   

 

试验序号 振荡周期 初始功角 最大功角 故障类型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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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00 0.000 (°) 360.00 B-C 0.500 (Ω) 80.000 (°) 0.000 (V) 

短路电流 动作时间       

0.00 (A) 5.0609 (s)       
 

用户自定义特性图    

 

 
 

   

 

 

 

9.7 试验举例之四：工频变化量试验 

保护型号：南偌 RCS-902线路保护。 

测试项目：工频变化量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距离一段 Zzd1 1Ω  

2 距离二段 Zzdp2 5Ω  

2 距离三段 Zzdp3 33Ω  

3 接地阻抗零序补偿系数 K 0.67  

4 二段动作时间 T2pzd 0.5s  

5 三段动作时间 T3pzd 1.5s  

6 灵敏角 Φ 80º  

 

9.7.1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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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网络参数设置 

 

 

9.7.3 试验设置  

（1）校验项目定义：工频变化量阻抗试验编辑 

 
 

 

（2）试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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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 试验结果 

 

 

9.7.5 试验报告 

网络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 单位 

系统频率  50  (Hz) 

PT 额定值  100  (V) 

CT 额定值  5  (A) 

系统电压  2  (kV) 

零序计算公式  (Z0-Z1)/3Z1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r  0.670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x  0.670   
 

 

工频变化量阻抗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南偌 RCS902/931-距离元件  
   

定值    

时间 0.000 (s) 阻抗定值 2.000 (Ω) 

系统阻抗 0 (Ω) 线路角 8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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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角 0 (°)   
 

误差    

阻抗绝对误差 0.1 (Ω) 阻抗相对误差 5 (Ω) 

时间绝对误差 0.1 (s) 时间相对误差 5 (s)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工频变化量阻抗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0-13 11:13:13  

   

通用参数    

计算系数 M 1.00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故障类型 整定值 校验点 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流 整定时间 

1 BC 故障 2.00 0.95 0.00 (Ω) 80.00 (°) 5.00 (A) 0.00 (s) 

2 BC 故障 2.00 1.20 0.00 (Ω) 80.00 (°) 5.00 (A) 0.00 (s)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故障类型 整定值 校验点 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BC 2.000 0.950 2.000 (Ω) 80.000 (°) 未动作 
 

试验数据记录: 

阻抗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2.000 (Ω) 80.000 (°) 1.999 (Ω) 0.070 (Ω) 20.250 (V) 5.000 (A) 未动作 --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 --       
 

试验序号:2 

故障类型 整定值 校验点 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BC 2.000 1.200 2.000 (Ω) 80.000 (°) 0.0372 
 

试验数据记录: 

阻抗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2.000 (Ω) 80.000 (°) 1.999 (Ω) 0.070 (Ω) 24.550 (V) 5.000 (A) 0.0372 --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 --       
 

用户自定义特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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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试验举例之五：精工电流试验 

保护型号：南偌 RCS-902线路保护。 

测试项目：工频变化量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距离一段 Zzd1 1Ω  

2 距离二段 Zzdp2 5Ω  

2 距离三段 Zzdp3 33Ω  

3 接地阻抗零序补偿系数 K 0.67  

4 二段动作时间 T2pzd 0.5s  

5 三段动作时间 T3pzd 1.5s  

6 灵敏角 Φ 80º  

 

9.8.1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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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 网络参数设置 

 

9.8.3 试验设置  

（1）校验项目定义：精工电流试验编辑 

 
 

（2）试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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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 试验结果 

 

9.8.5 试验报告 

网络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 单位 

系统频率  50  (Hz) 

PT 额定值  100  (V) 

CT 额定值  5  (A) 
 

 

精工电流试验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精工电流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0-13 14:49:48  
   

通用参数    

阻抗计算 恒定电流 故障前时间 20.00 (s) 

故障时间 1.00 (s) 间歇时间 1.00 (s)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故障类型 故障电流 起始阻抗 终止阻抗 阻抗精度 阻抗角 

1 AB 故障 0.20 (A) 4.50 (Ω) 5.50 (Ω) 1.00 (%) 80.00 (°) 

2 AB 故障 0.30 (A) 4.50 (Ω) 5.50 (Ω) 1.00 (%) 80.00 (°) 

3 AB 故障 0.40 (A) 4.50 (Ω) 5.50 (Ω) 1.00 (%) 80.00 (°) 

4 AB 故障 0.50 (A) 4.50 (Ω) 5.50 (Ω) 1.00 (%) 80.00 (°) 

5 AB 故障 0.60 (A) 4.50 (Ω) 5.50 (Ω) 1.00 (%) 80.00 (°) 

6 AB 故障 0.70 (A) 4.50 (Ω) 5.50 (Ω) 1.00 (%) 80.00 (°) 

7 AB 故障 0.80 (A) 4.50 (Ω) 5.50 (Ω) 1.00 (%) 80.00 (°) 

8 AB 故障 0.90 (A) 4.50 (Ω) 5.50 (Ω) 1.00 (%) 80.00 (°) 

9 AB 故障 1.00 (A) 4.50 (Ω) 5.50 (Ω) 1.00 (%) 80.00 (°)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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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类型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AB 5.050 (Ω) 80.000 (°) 0.0445 (s)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4.500 (Ω) 80.000 (°) 0.781 (Ω) 4.432 (Ω) 0.0372 (s)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500 (Ω) 80.000 (°) 0.955 (Ω) 5.416 (Ω)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000 (Ω) 80.000 (°) 0.868 (Ω) 4.924 (Ω)     
 

试验序号:2 

故障类型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AB 5.050 (Ω) 80.000 (°) 0.0474 (s)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4.500 (Ω) 80.000 (°) 0.781 (Ω) 4.432 (Ω) 0.0371 (s)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500 (Ω) 80.000 (°) 0.955 (Ω) 5.416 (Ω)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000 (Ω) 80.000 (°) 0.868 (Ω) 4.924 (Ω)     
 

试验序号:3 

故障类型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AB 5.050 (Ω) 80.000 (°) 0.0527 (s)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4.500 (Ω) 80.000 (°) 0.781 (Ω) 4.432 (Ω) 0.0363 (s)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500 (Ω) 80.000 (°) 0.955 (Ω) 5.416 (Ω)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000 (Ω) 80.000 (°) 0.868 (Ω) 4.924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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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序号:4 

故障类型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AB 5.050 (Ω) 80.000 (°) 0.0436 (s)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4.500 (Ω) 80.000 (°) 0.781 (Ω) 4.432 (Ω) 0.0366 (s)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500 (Ω) 80.000 (°) 0.955 (Ω) 5.416 (Ω)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000 (Ω) 80.000 (°) 0.868 (Ω) 4.924 (Ω)     
 

试验序号:5 

故障类型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AB 5.050 (Ω) 80.000 (°) 0.0529 (s)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4.500 (Ω) 80.000 (°) 0.781 (Ω) 4.432 (Ω) 0.0363 (s)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500 (Ω) 80.000 (°) 0.955 (Ω) 5.416 (Ω)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000 (Ω) 80.000 (°) 0.868 (Ω) 4.924 (Ω)     
 

试验序号:6 

故障类型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AB 5.050 (Ω) 80.000 (°) 0.0469 (s)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4.500 (Ω) 80.000 (°) 0.781 (Ω) 4.432 (Ω) 0.0366 (s)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500 (Ω) 80.000 (°) 0.955 (Ω) 5.416 (Ω)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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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Ω) 80.000 (°) 0.868 (Ω) 4.924 (Ω)     
 

试验序号:7 

故障类型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AB 5.050 (Ω) 80.000 (°) 0.0518 (s)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4.500 (Ω) 80.000 (°) 0.781 (Ω) 4.432 (Ω) 0.0367 (s)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500 (Ω) 80.000 (°) 0.955 (Ω) 5.416 (Ω)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000 (Ω) 80.000 (°) 0.868 (Ω) 4.924 (Ω)     
 

试验序号:8 

故障类型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AB 5.050 (Ω) 80.000 (°) 0.0545 (s)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4.500 (Ω) 80.000 (°) 0.781 (Ω) 4.432 (Ω) 0.0364 (s)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500 (Ω) 80.000 (°) 0.955 (Ω) 5.416 (Ω)     
 

 

短路阻抗 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5.000 (Ω) 80.000 (°) 0.868 (Ω) 4.924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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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零序保护试验 

10.1 测试方案 

序号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专用测试模块 

1 输电线路零序电流保护 零序过流验证定值试验 
① 零序电流验证定值 

② 手动试验 
零序电流验证定值 

2 变压器零序电流保护 零序过流验证定值试验 
① 零序电流验证定值 

② 手动试验 
零序电流验证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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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操作界面 

 
 

10.3 参数设置与说明 

10.3.1 网络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定值 备注 

1 PT 额定值 100V   

2 CT 额定值 5A  以实际二次值为准 

3 系统频率 50Hz  

4 系统电压 220kV  

5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r 0.67  

6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x 0.67  

 

10.3.2 继电器特性设置 

 （1）选择被测试保护型号。如果列表中未列出，可通过元件编辑添加该型号动作特性。 

 （2）输入保护定值。 

 （3）误差段：设置允许误差。注意不宜设置过小，以免影响测试时间。 

10.3.3 试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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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状    态 当前项目是否进行测试，打勾表示参加试验，反之，不参加试验。 

2 故障类型 当前项目对应于故障时刻的故障类型。 

3 校 验 段 当前项目是针对哪一段的定值进行测试。 

4 整 定 值 当前项目是对应的零序电流的整定值。 

5 整定时间 当前项目对应的时间定值。 

6 校 验 点 当前项目对应的校验点（校验倍数）。 

7 校 验 值 等于整定值乘以校验点。 

8 短路阻抗 故障时对应的短路阻抗值。 

9 短路阻抗角 短路阻抗对应的阻抗角。 

10 短路电阻 故障时对应的短路电阻。 

11 短路电抗 故障时对应的短路电抗。 

12 故障方向 故障发生的方向，正向或反向。 

13 校验项目 在该栏中可以选择要对每段的哪些故障类型进行测试。 

10.4 试验举例 

保护型号：南偌 RCS-941A线路保护。 

测试项目：零序过流验证定值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零序一段 2.8A  

2 零序二段 2A  

3 接地阻抗零序补偿系数 K 0.67  

4 二段动作时间 0.5s  

5 三段动作时间 1.5s  

6 灵敏角 Φ 80º  

 

10.4.1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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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网络参数设置 

 

10.4.3 继电器特性设置 

 

10.4.4 试验设置 

（1）零序过流验证定值试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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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试验设置结果 

 
 

10.4.5 试验结果 

 

 

 

10.4.6 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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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序电流验证定值 

被试品 
 

元件名称:定时限零序过流元件     

定值    

电流 2.800 (A) 动作时间 0.000 (s) 
 

   

误差    

电流绝对误差 0.1 (A) 电流相对误差 5 (A) 

时间绝对误差 0.1 (s) 时间相对误差 5 (s)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零序电流验证定值  

试验开始时间:2010-09-29 14:36:04  
   

通用参数    

阻抗计算 恒定电流 故障前时间 15.00 (s) 

故障时间 0.40 (s) 间歇时间 1.00 (s)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故障类型 校验段 故障方向 整定值 校验点 校验点值 短路阻抗 

1 AE 故障 1 正向 2.80 (A) 0.95 2.66 (A) 0.30 (Ω) 

短路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整定时间     

80.00 (°) 0.05 (Ω) 0.29 (Ω) 0.00 (s)     

试验序号 故障类型 校验段 故障方向 整定值 校验点 校验点值 短路阻抗 

2 AE 故障 1 正向 2.80 (A) 1.05 2.94 (A) 0.30 (Ω) 

短路阻抗角 短路电阻 短路电抗 整定时间     

80.00 (°) 0.05 (Ω) 0.29 (Ω) 0.00 (s)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故障类型 校验段 整定值 校验点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误差 

AE 1 2.800 0.950 0.300 (Ω) 80.000 (°) 未动作 -- 

评价        

Correct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动作时间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1.197 (V) 2.660 (A) 未动作     
 

试验序号:2 

故障类型 校验段 整定值 校验点 短路阻抗 阻抗角 动作时间 误差 

AE 1 2.800 1.050 0.300 (Ω) 80.000 (°) 0.0352 (s) 时间: 绝对误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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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Correct        
 

试验数据记录: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动作时间 变位时间 1 变位时间 2 变位时间 3 变位时间 4 

1.323 (V) 2.940 (A) 0.0352 (s)     
 

 

 

 

 

第11节 线路整组传动试验 

11.1 测试方案 

序号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专用测试模块 

1 输电线路保护 输电线路保护整组传动试验 
① 线路整组传动试验 

② 手动试验 
线路整组传动试验 

11.2 操作界面 

 

11.3 参数设置与说明 

11.3.1 网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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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数名称 定值 备注 

1 PT 额定值 100V   

2 CT 额定值 5A  以实际二次值为准 

3 系统频率 50Hz  

4 系统电压 220kV  

5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r 0.67  

6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x 0.67  

11.3.2 继电器特性设置 

 （1）选择被测试保护型号。如果列表中未列出，可通过元件编辑添加该型号动作特性。 

 （2）输入保护定值。 

 （3）误差段：设置允许误差。注意不宜设置过小，以免影响测试时间。 

11.3.3 试验设置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故障前时间  指故障前状态输出的最长时间。 

2 故障时间 指故障状态输出的最长时间。 

3 重合时间 指重合状态输出的最长时间。 

4 故障类型 故障时刻输出的故障量的故障类型。 

5 
故障方向  

 

故障时刻输出的故障的方向，正向或反向。 

6 阻抗计算  进行阻抗计算时的计算方式，恒定电压量或恒定电流量。 

7 短路电流/短路电压 阻抗计算时的恒定值。 

8 短路阻抗 故障时刻输出的故障量对应的短路阻抗值。 

9 短路阻抗角 故障时刻输出的故障量对应的短路阻抗角。 

11.4 试验举例 

保护型号：南偌 RCS-941A线路保护。 

测试项目：线路整组传动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零序一段 2.8A  

2 零序二段 2A  

3 接地阻抗零序补偿系数 K 0.67  

4 二段动作时间 0.5s  

5 三段动作时间 1.5s  

6 灵敏角 Φ 80º  

11.4.1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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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网络参数设置 

 

 

11.4.3 继电器特性设置 

 同 9.3 

11.4.4 试验设置 

（1）线路整组试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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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设置 

 

11.4.5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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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试验报告 

线路整组传动试验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线路整组传动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09-29 11:09:07  
   

通用参数    

故障前时间 20.00 (s) 故障时间 1.00 (s) 

重合时间 1.00 (s) 合闸延时 0.10 (s) 

分闸延时 0.10 (s) 同期电压 100.00 (V) 

同步角差 0.00 (°)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测试模式 
重合前故障

类型 

重合前阻抗计

算 

重合前故

障方向 

重合后故障

类型 

重合后阻

抗计算 

重合后故

障方向 

1 
永久性故

障 
BC 故障 恒定电流 正向 BC 故障 恒定电流 正向 

重合前短路电

压或电流 

重合前短

路阻抗 

重合前短路

阻抗角 

重合后短路电

压或电流 

重合后短

路阻抗 

重合后短路

阻抗角 
  

1.00 (V or A) 1.50 (Ω) 80.00 (°) 1.00 (V or A) 0.20 (Ω) 80.00 (°)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二次跳闸时间 跳闸时间 重合时间 二次跳闸时间 

0.058 (s) 0.533 (s) 0.830 (s) 0.058 (s) 
 

试验数据记录: 

项目 故障类型 时间 电压 电流 阻抗 阻抗角 

第一次故障 BC 0.533 (s) 28.906 (V) 1.000 (A) 1.500 (Ω) 80.000 (°) 

 
 

项目 故障类型 时间 电压 电流 阻抗 阻抗角 

合闸 NORMAL 0.830 (s) 57.735 (V) 0.000 (A) -- -- 

 
 

项目 故障类型 时间 电压 电流 阻抗 阻抗角 

第二次故障 BC 0.058 (s) 28.906 (V) 1.000 (A) 1.500 (Ω) 8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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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差动保护试验 

12.1 测试方案 

12.1.1 试验对象及项目 

序号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备注 

1 发电机纵联差动保护 
① 比率制动特性试验 

② 时间特性试 
 

2 变压器纵联差动保护 

① 比率制动特性试验 

② 谐波制动特性试验 

③ 时间特性试 

④ 直流助磁特性 

直流助磁特性对应利用非周期分量

判别励磁涌流继电器，如 BCH-2 型差

动继电器。 

3 母线纵联差动保护 
① 比率制动特性试验 

② 时间特性试 
 

4 输电线路纵联差动保护 
① 比率制动特性试验 

② 时间特性试 
 

12.1.2 测试方案 

序号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备注 

1 比率制动特性试验 
① 差动比率制动特性试验 

② 手动试验
[1]
 

 

2 时间特性试验 
① 差动时间特性试验 

② 手动试验 
 

3 谐波制动特性试验 

① 差动谐波制动特性试验 

② 叠加谐波试验 

③ 手动试验 

 

4 直流助磁特性 
① 差动直流助磁特性试验 

② 手动试验 
 

12.1.3 测试方法 

序号 测试模块 测试方法 备注 

1 差动比率制动特性试验 
① 定点测试 

② 搜索测试 
 

2 差动时间特性试验   

3 差动谐波制动特性试验 
① 定点测试 

② 搜索测试 
 

4 差动直流助磁特性试验   

5 手动试验   

6 谐波试验   

 

 
[1] 对于比率制动特性试验主要使用专用测试模块，手动测试作为辅助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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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操作界面 

 

 

 

12.3 参数设置与说明 

12.3.1 网络参数 

（1）比率制动计算公式：选择差动保护的比率制动计算公式, 软件提供多种定义方式。 

差动电流（ diffI ） 制动电流（ biasI ） 输出电流（
1I ） 制动电流（ 2I ） XK  

1 2diffI I I= +  
1 2bias XI K I I=  −  

1

1
( )

2
bias

diff

X

I
I I

K
= +  

1

1
( )

2
bias

diff

X

I
I I

K
= −  0.5 

1 2diffI I I= +  
1 2{ , }bias XI K Max I I=   1 2

bias bias

X X

I I
I I

K K
= =或   

2 diff 1 1 diff 2I I I I I I=  = 或  1 

1 2diffI I I= +  
2bias XI K I=   2

bias

X

I
I

K
=  

1 diff 2I I I=   1 

1diffI I=  2bias XI K I=   2
bias

X

I
I

K
=  

1 diffI I=  1 

1 2diffI I I= +  
1 2( )bias XI K I I=  +  1

1
( )

2
bias

diff

X

I
I I

K
= +  

1

1
( )

2
bias

diff

X

I
I I

K
=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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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ff e rI R I I= −

 

2 1Img( / )bias XI K I I=      

… …   … 

（2）比率制动计算系数： XK 根据不同比率制动公式，取值不同。 

（3）基准侧：依据保护定值选取基准侧。 

（4）平衡系数设置方式选择：①使用输入数据，即手动输入，将计算好的平衡系数直接录

入；②用网络参数计算，即通过录入的系统参数自动计算。 

（5）绕组接线方式：确定变压器绕组接线方式，星形用 Y 三角形用 D 表示(具体涵义如下

表所示)。 

序号 I 侧符号 II 侧符号 接线方式 

1 Y DAB Y,d-11 

2 Y DAC Y,d-1 

3 Y DBA Y,d-5 

4 Y DCA Y,d-7 

5 DAB Y D,y-1 

6 DAC Y D,y-11 

7 DBA Y D,y-7 

8 DCA Y D,y-5 

9 Y Y Y,Y-12 

10 … … … 

（6）电流互感器（CT）接线方式：星形用 Y三角形用 D表示。 

（7）CT额定值：CT二次额定值，选择 5A或 1A。 

（8）CT极性：选择指向被保护对象或指向线路（即保护对象相反方向）。 

（9）PT额定值：电压互感器（PT）二次额定值，选择 100V或 110V(国外)。 

（10）比率制动辅助计算系数：对于三折线比率制动特性，可定义为第二制动系数。 

12.3.2 继电器特性设置 

 （1）选择被测试保护型号。如果列表中未列出，可通过元件编辑添加该型号动作特性。 

 （2）输入保护定值。 

 （3）误差段：设置允许误差。注意不宜设置过小，以免影响测试时间。 

12.3.3 试验设置 

过设置制动电流 Ibias和差动电流 Idiff确定试验输出电流。 

（1）定点测试：①直接录入 Ibias 和 Idiff 进行试验。②鼠标点击右侧比率制动特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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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点获取 Ibias和 Idiff进行试验。 

（2）搜索测试：①直接录入 Ibias,点击添加按钮自动增加一行 Ibias 和 Idiff（对应的

动作边界定值，由 Ibias根据给定的保护功能元件的特性自动计算）进行试验。②点

击多个添加按钮，设置后自动增加多行 Ibias 和 Idiff 值。 ③鼠标点击右侧比率制

动特性图可直接取点获取 Ibias进行试验。注意：在搜索测试的这三种方式中，Idiff

是根据 Ibias 自动计算出的，不需要填入。 

 （3）接线配置：测试仪与设备接好线后可用于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是否与参数设置一致。 

12.4 输出量描述 

设置输出控制的故障前时间、故障输出时间、输出间歇时间等参数，确定输出时序逻辑。 

12.5 试验举例之一：差动比率制动试验 

12.5.1 试验设置 

保护型号：PST1200。 

测试项目：比率制动特性。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差动动作电流 ICD 0.56Ie=2A  

2 拐点 Ie=3.6A  

2 比例制动系数 Kx 1  

3 比例制动公式 

1 2diffI I I= +

1 2{ , }bias XI K Max I I=   

 

4 差动速断动作电流 2.8Ie=10A  

5 高压侧额定容量 100MVA  

6 高压侧额定电压 230kV  

7 高压侧额定电流 262A  

8 低压侧额定容量 100MVA  

9 低压侧额定电压 35kV  

10 低压侧额定电流 1650A  

10 高压侧 CT 变比 1500/5=300 1e 2 0.875AI =g
 

11 
低压侧 CT 变比 

5000/5=1000 2e 2 1.65A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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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低压侧 CT 极性 指向保护对象  

13 变压器绕组接线方式 Y/Y/△-11  

 

12.5.2 试验接线（以 A 相差动为例） 

 

三相电流接线方式：主变高压侧 I-1（IA）接到测试仪 IA；主变低压侧 I-1（Ia)接到

测试仪 IB；主变低压侧 Ic接到测试仪 IC作为平衡电流；主变高低压侧 In短接到测试仪的

IN相。 

对于六相电流接线方式： IA，IB，IC，IN对应接到主变高压侧 IA，IB，IC，IN；Ia,  

Ib,  Ic，In对应接到主变低压侧 Ia,  Ib,  Ic，In。接线图略。 

保护装置跳闸出口接到测试仪第一对开入量节点。 

12.5.3 设置参数 

  （1）切换至网络参数页面； 

比例制动公式：Id=｜I1-I2｜；IZ=Kx*Max{I1，I2} 

比例制动系数：Kx=1 

主变高压侧绕组：Y 

主变低压侧绕组：DAB，即 Y,d-11连接。 

        平衡系数：I侧 Kph=1.732 (基本侧)；II侧 Kph=3.266  (选择使用输入数据)                        

        计算： 1 0.875AI = （I侧二次额定电流）， 2 1.65AI = （II侧二次额定电流） 

     2

1

1.65
3 3 3.266

0.875
ph

I
K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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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电器特性设置定值。 

选择南自 PST1200 比例制动元件。特征参数栏中点击“添加段”按钮，在参数栏中输入

定值. 

 

（3）试验参数设置 

①选择搜索测试，取 biasI =2A,添加多个测试点。 

 

②其它设置在试验设置界面中进行参数设置： 

 

注：1、故障输出时间：0.5 S(大于保护动作时间)；2、设置第一对开入量为常开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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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 试验 

（1）检查参数设置无误，点击接线配置按钮，检查试验接线无误。 

 
 

（2）搜索试验结束 

 

12.5.5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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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 试验报告 

      

差动比例制动特性试验 

 

试验序号 测试模式 制动量 动作定值 实际动作值 偏差 评价 

1 搜索测试 2.000 (A) 2.000 (A) -- -- -- 
 

 

试验序号 测试模式 制动量 动作定值 实际动作值 偏差 评价 

2 搜索测试 3.000 (A) 2.000 (A) 2.042 (A) 0.042 (A) Correct 
 

 

试验序号 测试模式 制动量 动作定值 实际动作值 偏差 评价 

3 搜索测试 4.000 (A) 2.200 (A) 2.202 (A) 0.002 (A) Correct 
 

 

 

…          …              … 

 

试验序号 测试模式 制动量 动作定值 实际动作值 偏差 评价 

14 搜索测试 15.000 (A) 8.540 (A) 8.488 (A) -0.052 (A)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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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试验举例之二：差动谐波制动特性试验 

12.6.1 试验设置 

保护型号：PST1200。 

测试项目：谐波制动特性试验。 

保护定值：同试验一,添加二次谐波制动系数 0.15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差动动作电流 ICD 0.56Ie=2A  

2 拐点 Ie=3.6A  

2 比例制动系数 Kx 1  

3 比例制动公式 

1 2diffI I I= +

1 2{ , }bias XI K Max I I=   

 

4 差动速断动作电流 2.8Ie=10A  

5 高压侧额定容量 100MVA  

6 高压侧额定电压 230kV  

7 高压侧额定电流 262A  

8 低压侧额定容量 100MVA  

9 低压侧额定电压 35kV  

10 低压侧额定电流 1650A  

10 高压侧 CT 变比 1500/5=300 1e 2 0.875AI =g
 

11 低压侧 CT 变比 5000/5=1000 2e 2 1.65AI =g
 

12 高/低压侧 CT 极性 指向保护对象  

13 变压器绕组接线方式 Y/Y/△-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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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试验接线（以 A 相差动为例） 

 

 

三相电流接线方式：主变高压侧 I-1（IA）接到测试仪 IA；主变低压侧 I-1（Ia)接到

测试仪 IB；主变低压侧 Ic接到测试仪 IC作为平衡电流；主变高低压侧 In短接到测试仪的

IN相。 

对于六相电流接线方式： IA，IB，IC，IN对应接到主变高压侧 IA，IB，IC，IN；Ia,  

Ib,  Ic，In对应接到主变低压侧 Ia,  Ib,  Ic，In。接线图略。 

保护装置跳闸出口接到测试仪第一对开入量节点。 

12.6.3 设置参数 

  （1）切换至网络参数页面； 

比例制动公式：Id=｜I1-I2｜；IZ=Kx*Max{I1，I2}。 

比例制动系数：Kx=1。 

主变高压侧绕组：Y。 

主变低压侧绕组：DAB，即 Y,d-11连接。 

        平衡系数：I侧 Kph=1.732 (基本侧)；II侧 Kph=3.266  (选择使用输入数据)                        

        计算： 1 0.875AI = （I侧二次额定电流）， 2 1.65AI = （II侧二次额定电流） 

     2

1

1.65
3 3 3.266

0.875
ph

I
K

I
= = = 。 

12.6.4 试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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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值 20.00％，终止值 14％，变化步长 0.2％，每步时间 1.00S。 

故障类型 A－E，电流 IA幅值设置 3A（大于动作电流即可），相位设置 0度 

 

12.6.5 试验结果 

 

 

12.6.6 试验报告 

测试系统信息  

测试仪型号   序列号   

DSP 版本   软件版本号 
  

 
 

 

PST1200  

厂站名称  220kV 试验站 装置名称  PST1200 

装置型号   装置编号  11002 
 

 

差动谐波制动特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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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记录与评估 

综合评价 Correct 
 

   

试验序号 测试模式 谐波百分含量 差动动作量 动作时间(整定值) 动作时间(实际值) 偏差 评价 

1 定点测试 15.000 4.500 (A) 0.000 (s) 未动作 -- -- 
 

 

试验序号 测试模式 谐波百分含量 差动动作量 动作时间(整定值) 动作时间(实际值) 偏差 评价 

2 定点测试 14.000 4.500 (A) 0.000 (s) 0.0588 (s) 0.059 Correct 
 

 

 

12.7 试验举例之三：差动直流助磁特性试验 

12.7.1 试验设置 

保护型号：BCH-2。 

测试项目：直流特性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额定频率  50Hz   

2 额定电流   5A   

2 差动绕组 Wd 20 匝  

3 平衡绕组 Wb1  19 匝  

4 短路绕组  “C-C”位置  

 

12.7.2 试验接线 

用测试导线将测试装置的电流输出端子与保护对应端子相连接，将保护的动作接点连接

到测试装置的开入端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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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 设置网络参数 

  （1）切换至网络参数页面； 

比例制动公式：Id=｜I1-I2｜；IZ=Kx*Max{I1，I2}。 

比例制动系数：Kx=1。 

主变高压侧绕组：Y。 

主变低压侧绕组：DAB，即 Y,d-11连接。 

        平衡系数：I侧 Kph=1.732 (基本侧)；II侧 Kph=3.266  (选择使用输入数据)                        

        计算： 1 0.875AI = （I侧二次额定电流）， 2 1.65AI = （II侧二次额定电流） 

     2

1

1.65
3 3 3.266

0.875
ph

I
K

I
= = = 。 

（2）继电器特性设置定值。 

选择南自 PST1200 比例制动元件。特征参数栏中点击“添加段”按钮，在参数栏中输入

定值。 

 

12.7.4 试验设置 

（1）试验输出控制 

       ① 每步时间：2s     (大于动作时间，可以再增大，试验时间将增加。) 

       ② 间歇时间：1s     (大于复归时间即可，可以再增大，试验时间将增加。) 

（2）测试点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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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设置及试验结果 

 

12.7.5 试验结果 

 

12.7.6 试验报告 

网络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 单位 

系统频率  50  (Hz) 

PT 额定值  100  (V) 

CT 额定值  5  (A) 
 

 

差动直流助磁特性试验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差动直流助磁特性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09-26 11:18:14  

通用参数 

步长时间 2.00 (s) 间隔时间 1.00 (s)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直流电流 交流起始值 交流终止值 搜索精度 

1 0.10 (A) 1.50 (A) 10.00 (A) 5.00 (A) 

2 0.60 (A) 1.50 (A) 10.00 (A) 5.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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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 (A) 1.50 (A) 10.00 (A) 5.00 (A) 

4 1.60 (A) 1.50 (A) 10.00 (A) 5.00 (A) 

5 2.10 (A) 1.50 (A) 10.00 (A) 5.00 (A) 

6 2.60 (A) 1.50 (A) 10.00 (A) 5.00 (A) 

7 3.10 (A) 1.50 (A) 10.00 (A) 5.00 (A) 

8 3.60 (A) 1.50 (A) 10.00 (A) 5.00 (A) 

9 4.10 (A) 1.50 (A) 10.00 (A) 5.00 (A) 

10 4.60 (A) 1.50 (A) 10.00 (A) 5.00 (A) 

11 5.00 (A) 1.50 (A) 10.00 (A) 5.00 (A)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测试项目 直流 交流起始值 交流终止值 搜索误差 交流动作值 

扫描 0.100 1.500 10.000 5.000 2.695 
 

试验数据记录: 

直流 交流动作值 动作时间 边界点 

0.100 10.000 0.024 (s) Test Point 
 

 

直流 交流动作值 动作时间 边界点 

0.100 5.750 0.031 (s) Test Point 
 

 

 

     …  …   …         …  …   …       …  …   …       …  …   … 

 

试验序号:6 

测试项目 直流 交流起始值 交流终止值 搜索误差 交流动作值 

扫描 2.600 1.500 10.000 5.000 9.203 
 

试验数据记录: 

直流 交流动作值 动作时间 边界点 

2.600 10.000 0.036 (s) Test Point 
 

 

直流 交流动作值 动作时间 边界点 

2.600 5.750 未动作 Test Point 
 

 

直流 交流动作值 动作时间 边界点 

2.600 7.875 未动作 Test Point 
 

 

直流 交流动作值 动作时间 边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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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 8.938 未动作 Test Point 
 

 

直流 交流动作值 动作时间 边界点 

2.600 9.469 0.042 (s) Test Point 
 

 

直流 交流动作值 动作时间 边界点 

2.600 9.203 -- Bound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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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变送器试验 

13.1 测试方案 

序号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专用测试模块 

1 变送器 变送器试验 
① 变送器试验 

② 手动试验 
变送器试验 

13.2 操作界面 

 

 

13.3 参数设置与说明 

13.3.1 网络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定值 备注 

1 系统频率 50Hz   

2 额定值电压（一次侧） 110kV   

3 额定值电流（一次侧） 300A  

4 额定值电压（二次侧） 100V  

5 额定值电流（二次侧） 1A  

13.3.2 继电器特性设置 

 （1）选择被测试保护型号。如果列表中未列出，可通过元件编辑添加该型号动作特性。 

 （2）输入保护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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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误差段：设置允许误差。注意不宜设置过小，以免影响测试时间。 

13.3.3 试验设置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测试相 固定设置为三相 

2 测试模式 

分为自动测试和手动测试两种，自动测试是在试验开始后测试仪

自动把所有的测试点全部测试完成；手动测试是每测试完一个测

试点，软件都会弹出对话框询问客户是否继续下一个点的测试。 

3 预输出时间 
试验正式开始计时前输出的时间，该时间用于使变送器进入稳定

工作状态。 

4 总是三相电压输出 
如果需要在测试过程中一直向变送器输送三相稳定的电压则在

此选项中打勾。 

13.4 试验举例 

变送器型号：BD－4V3。 

变送器定值：三相电压输入，额定输入 220V，输出电流 4－20mA，稳定时间 3S，精度 0.5。 

13.4.1 网络参数设置 

 

13.4.2 继电器特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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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 试验设置 

（1）试验编辑 

 
 

（2）试验设置 

 

13.4.4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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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 试验报告 

网络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 单位 

系统频率  50  (Hz) 

额定电压(一次侧)  110  (kV) 

额定电流(一次侧)  0.3  (kA) 

额定电压(二次侧)  100  (V) 

额定电流(二次侧)  1  (A) 
 

 

变送器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电压变送器     

定值    

活动 电压 输出 电流 

角度计算方式 Phi(V)-Phi(I) 参考误差 0 ~ +Max. 

稳定时间 3.000 (s) CT 中性点 指向线路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变送器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2-27 13:36:38  
   

通用参数    

测试模式 自动试验 显示点 显示所有测试点 

同时输出三相电压 否 时间定值 4.00 (s)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变量 输入 输出(计算值) 

1 -- 0.00 4.00 

2 -- 14.29 4.46 

3 -- 28.57 4.91 

4 -- 42.86 5.37 

5 -- 57.14 5.83 

6 -- 71.43 6.29 

7 -- 85.72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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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00.00 7.20 
 

试验记录与评估 

Characteristic 电压变送器 
 

   

试验序号 输入 输出（计算） 输出（实际） 误差 评价 

1 0.000 4.000 4.037 绝对误差= 1.1425,相对误差= -3.8218 Correct 

试验序号 输入 输出（计算） 输出（实际） 误差 评价 

2 14.286 4.457 4.432 
绝对误差= -0.7856,相对误差= 

-5.4989 

Exceed 

Tolerance 

试验序号 输入 输出（计算） 输出（实际） 误差 评价 

3 28.572 4.914 4.881 
绝对误差= -1.0434,相对误差= 

-3.6518 
Correct 

试验序号 输入 输出（计算） 输出（实际） 误差 评价 

4 42.858 5.371 5.359 
绝对误差= -0.3962,相对误差= 

-0.9244 
Correct 

试验序号 输入 输出（计算） 输出（实际） 误差 评价 

5 57.144 5.829 5.797 
绝对误差= -0.9996,相对误差= 

-1.7492 
Correct 

试验序号 输入 输出（计算） 输出（实际） 误差 评价 

6 71.430 6.286 6.274 
绝对误差= -0.3524,相对误差= 

-0.4933 
Correct 

试验序号 输入 输出（计算） 输出（实际） 误差 评价 

7 85.716 6.743 6.734 
绝对误差= -0.2811,相对误差= 

-0.3279 
Correct 

试验序号 输入 输出（计算） 输出（实际） 误差 评价 

8 100.000 7.200 7.173 
绝对误差= -0.8578,相对误差= 

-0.8578, 
Correct 

 
 

变送器特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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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电能表试验 

14.1  测试方案 

序号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专用测试模块 

1 电能表 电能表试验 
① 电能表试验 

② 手动试验 
电能表试验 

14.2 操作界面 

 

 

14.3 参数设置与说明 

14.3.1 网络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定值 备注 

1 系统频率 50Hz   

2 额定值电压（一次侧） 110kV   

3 额定值电流（一次侧） 300A  

4 额定值电压（二次侧） 100V  

5 额定值电流（二次侧） 1A  

14.3.2 继电器特性设置 

 （1）选择被测试保护型号。如果列表中未列出，可通过元件编辑添加该型号动作特性。 

 （2）输入保护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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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误差段：设置允许误差。注意不宜设置过小，以免影响测试时间。 

14.3.3 试验设置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预输出时间 模拟空载的情况（只输出电压），达到使电能表正常工作的目的。 

2 稳定时间 

当开始注入电量时，电能表的工作不能完全达到测试的稳定要

求，因此需要在输出一段时间后方可进入测试阶段。稳定时间指

的是电度表达到稳定可测状态所需要的时间。 

3 环境温度 当前测试环境的温度。 

4 相对湿度 当前测试环境的相对湿度。 

数据参考区：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使用测试仪作为参考 

利用校准数据将测试仪作为参考基准进行测试。表中的数据

是各输出电流范围内的实际百分误差。例如：表中数据为： 

1，0.5 ：表示在 0~1 安培范围内单位电量误差为 0.5%。 

10，0.1 ：表示在 1~10 安培范围内单位电量误差为 0.1%。 

2 使用标准电表作为参考 

使用一块标准表作为参考。表中的数据为各输出范围内每单

位电量对应的脉冲数。例如：表中数据为： 

1，1000：表示在 0~1 安培范围内单位电量脉冲数为 1000 个 

10，1005：表示在 1~10 安培范围内单位电量脉冲数为 1005

个。 

测量结果区：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计算值 软件按照根据当前输出时间和输出电能计算得到的理论计算值。 

2 参考值 通过监测标准电能表，得到的数值。 

3 测量值 通过监测待测电能表，得到的数值。 

项目编辑区：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设置方式 
包括使用（系统）一次值设置和使用（系统）二次值设置两个选

项。 

2 测试方式 

① 负载测试：输出电压和电流给电能表，同时监测电能表

的脉冲数，当脉冲数满足要求时停止输出，比较

此时的测量值和参考值之间的误差。 

② 无负载测试：向电能表输出零功率（只输出电压），同时

监测电能表的脉冲数，检查是否有脉冲输出。 

③ 注入试验：在给定的时间内向电能表中注入一定的电量，

同时监测电能表的脉冲数，此项目一般作为查看

之用。 

④ 潜动试验：向电能表中注入很小的电量，其中电流输出

为潜动电流，同时监测电能表的脉冲数，检查是

否有脉冲输出。 

⑤ 机械试验：向机械式电能表注入电量，查看电能表的机械转

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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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电压/线电压 
可以选择以相电压或线电压的方式进行设置，只需设置其中一

种，它们之间会相互转换。 

4 电流 将要输出的电流。 

5 频率 将要输出的频率。 

6 功率角/功率因数 输出功率角和功率因数，只需填一种，它们之间相互转换。 

7 脉 冲 数 需要计量的脉冲数，要求整数输入。 

8 电量 需要输出的电量。 

9 计量时间 需要计量多长时间。 

注：以上三项相互之间关联，而且与输出量中的参数也密切相关。设定的电量和计量时间若不

能满足整脉冲数，则软件会自动根据整脉冲数重新进行计算。 

9 叠加谐波分量 是否在测试时叠加谐波分量。 

10 谐波次数 可以选择直流及 2~20 次谐波分量。 

11 谐波幅值 谐波分量的幅值，以百分含量的方式表达。 

12 初始相位 谐波的初始相位值。 

 

14.4 试验举例 

电能表型号：DTS858。 

14.4.1 网络参数设置 

 

14.4.2 继电器特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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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试验设置 

（1）试验编辑 

 
 

 

   （2）试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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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试验结果 

 

 

14.4.5 试验报告 

 

电能表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电     

定值    

电表类型 Watt hour 相类型 三相 

是否机械表 否 电表接线 三相四线 

脉冲类型 高 电表精度  

脉冲/转  稳定时间 1.000 (s) 

脉冲数/单位电量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电能表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2-27 14:06:59  
   

通用参数    

预热时间 2.00 开始时间 1.00 

环境温度 20.00 相对湿度 60.00 

参考模式    
 

   



               武汉南偌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庙山大道 9 号东湖高新产业创新基地 11 栋 

销售热线：027-87207771 / 87207772 / 87207773  
 106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测试项 输入值 电压 电流 频率 功率因数 脉冲数 

1 负载试验 二次测 220.00 (V) 5.00 (A) 50.00 (Hz) 0.00 11.00 

电量 时间 加入谐波      

0.11 120.00 (s) 否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 测试项 电压 电流 频率 输出时间 功率因数 
脉冲数

（正常） 

1 负载测试 
220.000 

(V) 
5.000 (A) 

50.000 

(Hz) 
72.215 (s) 0.000 0 

电量（正常） 脉冲数（参考） 
电量（参

考） 

脉冲数

（实际） 

电量（实

际） 
误差 评价  

0.0662 -- 0.0662 11 0.1100 
绝对误差= 0.0438,相

对误差= 66.1631 

Exceed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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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低周减载试验 

15.1 测试方案 

序号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专用测试模块 

1 低周减载装置 低周减载试验 
① 低周减载试验 

② 手动试验 
低周减载试验 

15.2 操作界面 

 

 

15.3 参数设置与说明 

15.3.1 网络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定值 备注 

1 PT 额定值 100V   

2 CT 额定值 5A  以实际二次值为准 

3 系统频率 50Hz  

15.3.2 继电器特性设置 

 （1）选择被测试保护型号。如果列表中未列出，可通过元件编辑添加该型号动作特性。 

 （2）输入保护定值。 

 （3）误差段：设置允许误差。注意不宜设置过小，以免影响测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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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试验设置 

序号 设置参数 说明 

1 系统电压 二次值 100V。 

2 系统频率 额定频率 50Hz。 

3 负荷电流 二次值。 

4 预输出时间 大于使低周装置能够恢复正常的时间。 

15.4 试验举例 

保护型号：南偌 RCS-941A线路保护。 

测试项目：低周减载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动作频率 49Hz  

2 滑差闭锁值 13Hz/s  

3 动作时间 2s  

15.4.1 试验接线 

 

 

15.4.2 网络参数设置 

 



               武汉南偌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庙山大道 9 号东湖高新产业创新基地 11 栋 

销售热线：027-87207771 / 87207772 / 87207773  
 109 

15.4.3 继电器特性设置 

 

15.4.4 试验设置 

（1）低周减载试验编辑 

 
 

   （2）试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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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 试验结果 

 

15.4.6 试验报告 

低周减载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低周减载元件  
   

定值    

时间 2.000 (s) 动作频率 48.000 (Hz) 

频率滑差 0.500 (Hz/s) 电流闭锁定值 0.000 (A) 

电压闭锁定值 80.000 (V) 负序电压定值 0.000 (V) 
 

   

误差    

时间绝对误差 0.1 (s) 时间相对误差 5 (s) 

低电压绝对误差 0.1 (V) 低电压相对误差 5 (V) 

电压滑差绝对误差 0.1 (V/s) 电压滑差相对误差 5 (V/s) 

低电流绝对误差 0.1 (A) 低电流相对误差 5 (A) 

负序电压闭锁绝对误

差 
0.1 (V) 

负序电压闭锁相对误

差 
5 (V)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低周减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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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开始时间:2010-09-30 14:49:51  

通用参数    

预输出时间 3.00 (s) 系统电压 100.00 (V) 

系统电流 1.00 (A) 系统频率 50.00 (Hz)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测试项目 整定值 允许误差 

1 动作频率 2.00 (Hz) 0.50 (Hz)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1 

测试项目 整定值 允许误差 分项评价 

动作时 2.000 0.500 correct 
 

试验数据记录: 

校验点 动作值 动作时间 df/dt V V2 I 评价 

1.0 47.800 2.0043 (s) -- 100.000 (V) 0 (V) 0.500 (A) correct 
 

 

 

 

第16节 同期装置测试 

16.1 测试方案 

16.1.1 试验对象及项目 

序号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专用测试模块 

1 同期装置 同期装置试验 
①同期装置试验 

② 手动试验 
同期装置试验 

16.1.2 测试方法 

序号 测试模块 测试方法 备注 

1 同期装置试验 

① 定点测试 

② 调整测试 

③ 自动测试 

 

2 手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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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操作界面 

 

 

 

16.3 参数设置 

16.3.1 网络参数 

（1）系统频率：选择 50Hz或 60Hz (国外)。 

（2）CT额定值：CT二次额定值，选择 5A或 1A。 

（3）PT额定值：电压互感器（PT）二次额定值，选择 100V或 110V(国外)。 

16.3.2 继电器特性设置 

 按同期装置定值设置 

16.3.3 试验设置 

（1）系统 1：线电压（VL-L）、频率(f)和相位（phi）设为额定。 

（2）系统 2：待并系统（发电机）初始线电压（VL-L）、频率(f)和相位（phi）可直接

设置或点击右上角图形取点设置。初始滑差ΔVL-L、Δf、Δphi 是系统 2 初值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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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1的差值，改变滑差也可以改变系统 2的初值。 

（3）输出方式：① 两相输出，对于三相系统可用 UA为系统 1的电压，UB 为系统 2的电

压。② 六相输出，通过操作界面的工具栏系统设置确定。 

（4）输出控制： 

     ① 同步前时间：同步装置启动前将系统 1、2 电压加载到装置上的时间，取大于

操作或模拟操作同步装置启动时间，如 1s。 

② 同步后时间：同步装置同步完成后，合闸完成，系统 1、2 持续加载电压的时

间。 

③ 最长同步时间：同步试验持续时间，即从试验开始到试验结束的时间。 

④ 延时：两个试验项目之间的停顿时间。 

16.4 试验举例之一 

16.4.1 试验设置 

保护型号：WX-98A。 

测试项目：同期装置测试—定点试验。 

装置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压差上限 2V  

2 压差下限 2V  

3 频差上限 0.25Hz  

4 频差下限 0.25Hz  

5 允许角差 0
0
  

6 调压周期 6s  

7 调频周期 2s  

8 调压脉宽 0.02s  

9 调频脉宽 0.02s  

10 合闸脉宽 0.02s  

16.4.2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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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 设置参数 

 

16.4.4 试验结果 

 

16.4.5 试验报告 

同期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自动准同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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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    

压差上限 2 (V) 压差下限 2 (V) 

频差上限 0.5 (Hz) 频差下限 0.5 (Hz) 

允许角差 2 (deg.) 调压周期 3 (s) 

调频周期 3 (s) 调压脉宽 0.02 (s) 

调频脉宽 0.02 (s) 合闸脉宽 0.02 (s) 
 

   

误差    

V 绝对误差 0.1 (V) V 相对误差 5 (V) 

f 绝对误差 0.1 (Hz) f 相对误差 5 (Hz) 

Phi 绝对误差 0.1 Phi 相对误差 5 

最小同期时间绝对误

差 
0.1 (s) 

最小同期时间相对误

差 
5 (s)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同期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1-24 14:01:24  

   

通用参数    

测试模式 定点测试 输出 两相输出 

开入逻辑 与 开入状态 -- 

同步前时间 2.00 (s) 同步后时间 2.00 (s) 

最长同步时间 233.00 (s) 延时 1.00 (s)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预期结果 VL-L(系统 1) f(系统 1) Phi(系统 1) VL-L(系统 2) V(系统 2) f(系统 2) 

1 不同步 100.00 (V) 50.00 (Hz) 0.00 (deg.) 101.04 (V) 50.13 (Hz) 0.00 (deg.) 

△V(系统 2) △f(系统 2) △Phi(系统 2)      

1.04 (V) 0.13 (Hz) 0.00 (deg.)      
 

试验记录与评估 

综合评价 Correct 
 

   

试验序号:1 

测试模式 合闸出口 
△V(命令发

出) 

△f(命令发

出) 

△Phi(命令发

出) 

△V(合

闸) 
△f(合闸) 

△Phi(合

闸) 

定点测试 0.999 1.046 (V) 0.131 (Hz) -10.561 (deg.) 1.046 (V) 
0.131 

(Hz) 

36.547 

(deg.) 

开关传动时

间 
导前角 预期结果 实际结果 评价    

0.225 (s) 349.435 同步 同步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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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 
 

试验数据记录: 

V(系统 1) f(系统 1) Phi(系统 1) V(系统 2) f(系统 2) Phi(系统 2) 出口时间 V(系统 1) 

99.995 (V) 50.000 (Hz) 70.207 (deg.) 101.041 (V) 50.130 (Hz) 59.646 (deg.) 15.044 (s) 99.995 (V) 

f(系统 1) Phi(系统 1) V(系统 2) f(系统 2) Phi(系统 2) 合闸时间   

50.000 (Hz) 50.407 (deg.) 101.041 (V) 50.130 (Hz) 86.954 (deg.) 0.999 (s)   
 

 

 

16.5 试验举例之二 

16.5.1 试验设置 

保护型号：WX-98A。 

测试项目：同期装置测试—调整测试。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压差上限 2V  

2 压差下限 2V  

3 频差上限 0.25Hz  

4 频差下限 0.25Hz  

5 允许角差 0
0
  

6 调压周期 6s  

7 调频周期 2s  

8 调压脉宽 0.02s  

9 调频脉宽 0.02s  

10 合闸脉宽 0.02s  

16.5.2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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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 设置参数 

 

 

16.5.4 试验结果 

 

 

16.5.5 试验报告 

 

同期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自动准同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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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    

压差上限 2 (V) 压差下限 2 (V) 

频差上限 0.250 (Hz) 频差下限 0.250 (Hz) 

允许角差 0.000 (°) 调压周期 6.000 (s) 

调频周期 2.000 (s) 调压脉宽 0.02 (s) 

调频脉宽 0.02 (s) 合闸脉宽 0.02 (s) 
 

   

误差    

V 绝对误差 0.1 (V) V 相对误差 5 (V) 

f 绝对误差 0.1 (Hz) f 相对误差 5 (Hz) 

Phi 绝对误差 0.1 Phi 相对误差 5 

最小同期时间绝对误

差 
0.1 (s) 

最小同期时间相对误

差 
5 (s)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同期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1-24 13:17:11  
   

通用参数    

测试模式 调整测试 输出 两相输出 

开入逻辑 与 开入状态 -- 

同步前时间 1.00 (s) 同步后时间 2.00 (s) 

最长同步时间 300.00 (s) 延时 0.00 (s)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预期结果 
VL-L(系统

1) 
f(系统 1) Phi(系统 1) VL-L(系统 2) V(系统 2) 

f(系统

2) 

1 不同步 100.00 (V) 50.00 (Hz) 0.00 (°) 104.89 (V) 
52.54 

(Hz) 
0.00 (°) 

△V(系统

2) 

△f(系统

2) 

△Phi(系统

2) 

发生器模

型 

调整速度：△f/

△t 

调整速度：△V/

△t 
  

4.89 (V) 2.54 (Hz) 0.00 (°) 线性 0.50 (Hz/s) 0.50 (V/s)   
 

试验记录与评估 

综合评价 Correct 
 

   

试验序号:1 

测试模式 合闸出口 
△V(命令发

出) 

△f(命令发

出) 

△Phi(命令发

出) 

△V(合

闸) 
△f(合闸) 

△Phi(合

闸) 

调 1.229 1.494 (V) 0.104 (Hz) -7.185 (°) 1.494 (V) 
0.104 

(Hz) 
38.836 (°) 

开关传动时

间 
导前角 预期结果 实际结果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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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3 (s) 
352.812 

(°) 
  Correct    

 

试验数据记录: 

V(系统 1) f(系统 1) Phi(系统 1) V(系统 2) f(系统 2) Phi(系统 2) 出口时间 V(系统 1) 

99.995 (V) 50.000 (Hz) 64.826 (°) 101.490 (V) 50.104 (Hz) 57.641 (°) 59.304 (s) 99.995 (V) 

f(系统 1) Phi(系统 1) V(系统 2) f(系统 2) Phi(系统 2) 合闸时间   

50.000 (Hz) 228.626 (°) 101.490 (V) 50.104 (Hz) 267.462 (°) 1.229 (s)   
 

用户自定义特性图    

 
 

   

 

 

 

16.6 试验举例之三 

16.6.1 试验设置 

保护型号：WX-98A。 

测试项目：同期装置测试—自动测试。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压差上限 2V  

2 压差下限 2V  

3 频差上限 0.25Hz  

4 频差下限 0.25Hz  

5 允许角差 0
0
  

6 调压周期 6s  

7 调频周期 2s  

8 调压脉宽 0.02s  

9 调频脉宽 0.02s  

10 合闸脉宽 0.0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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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 试验接线 

 

16.6.3 设置参数 

 

 

16.6.4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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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 试验报告 

同期试验 

被试品 

元件名称:自动准同期装置    

定值    

压差上限 2 (V) 压差下限 2 (V) 

频差上限 0.250 (Hz) 频差下限 0.250 (Hz) 

允许角差 0.000 (°) 调压周期 6.000 (s) 

调频周期 2.000 (s) 调压脉宽 0.02 (s) 

调频脉宽 0.02 (s) 合闸脉宽 0.02 (s) 
 

   

误差    

V 绝对误差 0.1 (V) V 相对误差 5 (V) 

f 绝对误差 0.1 (Hz) f 相对误差 5 (Hz) 

Phi 绝对误差 0.1 Phi 相对误差 5 

最小同期时间绝对误

差 
0.1 (s) 

最小同期时间相对误

差 
5 (s)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同期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1-24 11:56:30    

通用参数    

测试模式 自动测试 输出 两相输出 

开入逻辑 与 开入状态 -- 

同步前时间 1.00 (s) 同步后时间 2.00 (s) 

最长同步时间 300.00 (s) 延时 0.00 (s) 
 

   

试验参数 

试验序号 预期结果 VL-L(系统 1) f(系统 1) 
Phi(系统

1) 

起点

VL-L(系统 2) 

起点 f(系

统 2) 

起点

phi(系统 2) 

1 不同步 100.00 (V) 50.00 (Hz) 0.00 (°) 102.69 (V) 49.70 (Hz) 0.00 (°) 

起点△V(系

统 2) 

起点△f(系

统 2) 

起点△Phi(系

统 2) 

终点

VL-L(系统 2) 

终点 f(系

统 2) 

终点 Phi(系

统 2) 

终点△

V(系统 2) 

终点△f(系

统 2) 

2.69 (V) -0.30 (Hz) 0.00 (°) 97.71 (V) 50.34 (Hz) 0.00 (°) -2.29 (V) 0.34 (Hz) 

终点△

Phi(系统 2) 

调整速度：

△f/△t 

调整速度：△

V/△t 
     

0.00 (°) 0.10 (Hz/s) 0.01 (V/s)      
 

试验记录与评估 

综合评价 Correct 
 

   

试验序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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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式 合闸出口 
△V(命令发

出) 

△f(命令发

出) 

△Phi(命令发

出) 

△V(合

闸) 
△f(合闸) 

△Phi(合

闸) 

自动 1.128 -0.345 (V) 0.118 (Hz) -8.712 (°) -0.345 (V) 
0.118 

(Hz) 
39.431 (°) 

开关传动时

间 
导前角 预期结果 实际结果 评价    

0.205 (s) 
351.285 

(°) 
同期 同期 Correct    

 

试验数据记录: 

V(系统 1) f(系统 1) Phi(系统 1) V(系统 2) f(系统 2) Phi(系统 2) 出口时间 V(系统 1) 

99.995 (V) 50.000 (Hz) 73.814 (°) 99.650 (V) 50.118 (Hz) 65.102 (°) 31.524 (s) 99.995 (V) 

f(系统 1) Phi(系统 1) V(系统 2) f(系统 2) Phi(系统 2) 合闸时间   

50.000 (Hz) 223.214 (°) 99.650 (V) 50.118 (Hz) 262.645 (°) 1.12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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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备自投装置试验 

17.1. 测试方案 

序号 试验对象 测试项目 可用测试模块 专用测试模块 

1 备自投装置 备自投装置试验 
① 触发试验 

② 备自投试验 
备自投试验 

17.2. 操作界面 

 

 

17.3. 参数设置 

17.3.1 触发试验设置 

模块参数设置说明见 2.3.2 触发试验方法。 

17.3.2 备自投专用试验模块设置 

网络参数： 

（1）系统频率：选择 50Hz或 60Hz (国外)。 

（2）CT额定值：CT二次额定值，选择 5A或 1A。 

（3）PT额定值：电压互感器（PT）二次额定值，选择 100V或 110V(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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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置： 

（1）故障前时间阶段，测试仪将按照系统正常电压、电流进行输出。 

（2）输出间歇时间为两个试验项目之间停顿时间。 

项目编辑区： 

（1）方案选择：当前被试品的备自投方式,包含桥开关备投，分段备投，进线备投，变

压器备投。 

（2）备用方式：当前备自投装置备用方式，分为热备用、冷备用或明备用、暗备用。 

（3）进线电压：当前备自投装置所采的系统进线的电压：相电压，线电压，此选择与

被试品的要求有关，若装置要求进线接入线电压，则选择线电压选项。 

（4）定值设置：当前被测试的备自投装置的定值和每个定值对应的精度值。其中整定

值可以在继电器特性页中设定，此处只能设定每个定值的允许误差。 

（5）开关闭锁量定义：由于不同的备自投装置所采的开关位置接点不同，有的是跳位

接点，有的是合位接点，通过此栏可以进行接入接点类型的选择。若备自投接入的接点类型

是跳位接点，则应该在此栏中将相应的开关的接入类型选择为跳位接点，反之，则应该选择

合位接点。 

（6）测试项目选择： 

① 动作时序测试：用来检测备自投装置的动作时序是否正确。 

② 检无压定值测试：用来检测备自投装置的无压定值，分别校验无压定值±精度

的两个点。 

③ 检有压定值测试：用来检测备自投装置的有压定值，分别校验有压定值±精度

的两个点。 

④ 检无流定值测试：用来检测备自投装置的无流定值，分别校验无流定值±精度

的两个点。 

⑤ 开关拒动测试：用来考查备自投过程中出现开关拒动的状况后，备自投装置的 

动作行为。 

 

17.4. 试验举例之一 

17.4.1 试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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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型号： PSP691  数字式备用电源自投装置。 

试验项目：备用电源自投装置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控制字 整定为方式 2(KG1.1=1)   

2 控制字 
KG2.0 备用进线有压检

查，默认为投入状态 
投入 

3 电压定值 Udz1 30V I 母、II 母失压定值（默认为 30V） 

4 电压定值 Udz2 70V 
I 母或 II 母有压定值（默认为

70V） 

5 电压定值 Udz3 70V II 线路有压定值 

6 电流定值 Idz1 1A 
I 线无电流定值，用于 I 母失压判

别（区别于 TV 断线） 

7 时间定值 T1 0.5s 跳 1DL 的延时时间 

8 时间定值 T6 0s 合 2DL 的延时时间 

方式 2 系统接线图： 

 

 

 

17.4.2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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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 参数设置 

（1）状态序列编辑 

 

 

（2）参数设置结果 

 

 

17.4.4 试验结果 

 

 

 

17.4.5 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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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 单位 

系统频率  50  (Hz) 

PT 额定值  100  (V) 

CT 额定值  5  (A) 

系统电压  2  (kV) 

零序计算公式  (Z0-Z1)/3Z1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r  0.670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x  0.670   
 

 

触发试验 

试验参数设置 
 

 

模块名称:触发试验  

 

试验开始时间:2010-10-18 15:44:11  

   

试验记录与评估 

 
 

   

 

试验序号 第几步 故障类型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功率角 阻抗 

1 2 ANY 0.5274 (s) 0.000 (V) 0.000 (A) -- --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        

试验序号 第几步 故障类型 动作时间 电压 电流 功率角 阻抗 

2 5 ANY 0.0001 (s) 0.000 (V) 0.000 (A) -- -- 

阻抗角 电阻 电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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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试验举例之二 

17.5.1 试验设置 

保护型号： PSP691  数字式备用电源自投装置。 

试验项目：备用电源自投装置试验。 

保护定值：  

序号 名称 定值 备注 

1 控制字 整定为方式 2(KG1.1=1)   

2 控制字 
KG2.0 备用进线有压检

查，默认为投入状态 
投入 

3 电压定值 Udz1 30V I 母、II 母失压定值（默认为 30V） 

4 电压定值 Udz2 70V 
I 母或 II 母有压定值（默认为

70V） 

5 电压定值 Udz3 70V II 线路有压定值 

6 电流定值 Idz1 1A 
I 线无电流定值，用于 I 母失压判

别（区别于 TV 断线） 

7 时间定值 T1 0.5s 跳 1DL 的延时时间 

8 时间定值 T6 0s 合 2DL 的延时时间 

 

 

方式 2 系统接线图： 

 

 

 

 

 

 

 

17.5.2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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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 参数设置 

（1）继电器特性设置 

 

 

 

 

（2）添加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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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数设置结果 

 

 

 

17.5.4 试验结果 

（略） 

17.5.5 试验报告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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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参数设置 

1.1. 通道配置 

 

(1) 通道的选择 

① 在菜单栏中选择：工具——系统设置，打开对话框。 

② 点击 按钮，若需要选择连接方式，则在电压内联方式选择中选择需要的

选项，否则跳过该步。 

③ 根据需要选择系统构成栏中的三相系统、六相系统或者任意系统。 

④ 具体配置每个通道，左侧的列表中显示的是测试仪实际拥有的通道数，右侧的列表

中显示的是试验中用来构成测试系统的逻辑通道。添加方式有以下几种： 

⚫ 双击左侧列表中的通道，将其添加到逻辑通道中，软件按照添加的顺序自动排

列。 

⚫ 单击左侧列表中的通道，再点击 按钮，将其添加到逻辑通道中。 

⚫ 直接点击 按钮，软件会按照第 3步选择的系统类型自动添加逻辑通

道，按顺序添加物理通道构成所需要的系统，其中：三相系统将添加前三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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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流通道为逻辑通道；六相系统将添加六相电压、电流通道为逻辑通道；

任意系统将添加所有通道为逻辑通道。 

⑤ 如果通道添加错误，可以双击右侧列表中的通道相，将其删除。 

⑥ 通道添加完成后，点击 按钮，完成逻辑通道的配置。 

注意：添加通道的顺序将决定其在系统当中的相序。例如，三相系统中，添加第一个物理通道

到系统后，又选择了第三个物理通道到系统中，此时第三个物理通道将作为 B 相进行输出。 

(2) 独立通道的设置 

逻辑通道设置完成后，对话框右侧的独立通道栏中将显示剩余的未被设置的通道，

此时按照需要可以进行独立通道的配置，具体配置步骤如下： 

① 在独立通道列表中点中需要配置的通道。 

② 在使用方式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的使用方式，其中： 

⚫ 独立交流源表示被选的通道输出固定的交流量； 

⚫ 独立直流源表示被选的通道输出固定的直流量； 

⚫ 串联输出表示被选的通道与某一通道串联输出，一般用于电压； 

⚫ 并联输出表示被选的通道与某一通道并联输出，一般用于电流； 

⚫ 3U0 输出表示被选的电压通道在试验中随着逻辑通道中三相电压的变化输出它

们形成的 3U0值。此选项只有在联机成功后才会显示，且只适用于三相系统。 

③ 选择连接通道或者设置幅值和频率值，当使用方式选择独立源时，连接通道不可选，

只能设置幅值和频率；当使用方式选择为串联或并联时，连接通道可选择，幅值

和频率不可设。 

④ 点击 按钮，将设置好的独立通道添加上。 

⑤ 最有点击 按钮，完成通道配置。 

(3) 常用配置 

① 三相系统：选择缺省配置，用于大多数试验。 

② 六相系统：选择缺省配置，用于备自投试验和差动试验。 

③ 任意系统：选择三相电压和六相电流，用于差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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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元件定值设置 

(1) 元件的选择 

① 在试验主界面中，点击页标签进入继电器特性页。 

 

② 点击 按钮，打开元件选择对话框。 

 

 

列表中的元件型号是国内外常见的型号，如果现场遇到的元件型号不在此列中，可

以选择通用型号代替，或者自己编辑所需要的元件，详细方法见下一节【被试品特性的

编辑】。 

③ 选择所需的元件名称，点击 按钮，将选中的元件加载到试验中。 

(2) 定值的设置 

① 选择好元件后，点击 按钮添加需要的定值段，特征参数栏中将显示此

元件所需要设置的参数。如果选择的是多段特性的元件（如，距离、过流），可以

添加并设置若干段的参数；如果选择的是不分段元件（如差动），则只能添加并设

置一段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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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将整定值输入到特征参数栏的相应单元格中。 

③ 可对参数进行各种操作，比如：继续添加段，或者在两端中间插入一段；也可以点

击 按钮将设置好的定值数据保存为数据文件，以便以后调用；对于曾

经保存过的定值，可以直接点击 按钮寻找对应的文件并加载数据。 

(3) 保护功能元件的特征图形查看 

在对特征参数进行设置的同时，右侧的特征图形区中也会随之显示相应的特征图形。当

鼠标箭头移动到图形上的某一点上时点击鼠标左键，图形上会显示此点的坐标。 

 

1.3. 元件特性编辑 

当继电器特性列表中没有对应的型号时，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编辑所需要的元件特性，

其步骤一般为：创建模板——添加元件——选择元件——设置元件参数。 

(1) 创建模板 

① 在继电器特性页中点击 按钮，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按

钮，打开添加元件对话框。 

② 输入元件名称和元件型号，然后在模板列表中选择需要的模版，并按确定返回到上

级菜单。若没有找到对应的模板，则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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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点击 按钮，打开继电器模板编辑对话框。  

 

 

④ 输入模板名称，选择模板类型，模板类型分为距离、反时限、电源变送器和其他四

类，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模板类型，选择好后其下方将显示相应的编辑视图。 

(2) 添加模板功能 

① 距离元件 

⚫ 点击 按钮，添加段数。 

 

⚫ 点击特征模板的下拉菜单，选择所需的特性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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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按钮，完成模板创建。 

说明：特性模板是被试元件的一部分，是用来说明其特性的，元件模板是为了方便元件多次创建

而设立的。 

② 反时限元件 

⚫ 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的类型。 

 

 

⚫ 在左侧特征模板列表中选择被试元件所包含的一个或多个反时限特性曲线，双 

击添加到右侧列表中 

 

 

说明：若没有需要的曲线，可以从列表中选择自定义类型的曲线，具体参数可以在继电器特性页

中点击曲线参数进行编辑。 

⚫ 点击 按钮，完成模板创建。 

③ 电源变送器 

⚫ 在左侧列表中选择要定义的变送器所包含的功能，双击添加到右侧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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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按钮，完成模板创建。 

⚫ 在添加元件对话框中选中刚刚创建好的模板名称，点击 按钮，将模

板添加到元件选择对话框中。 

⚫ 选中添加的元件，点击 按钮。 

 

 

(3) 自定义元件的特性参数编辑 

① 距离元件特性参数编辑 

⚫ 点击曲线参数按钮，打开距离继电器特性编辑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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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图中点击 按钮，添加一条曲线。 

 

 

 

⚫ 点击曲线类型下拉菜单，可以选择曲线的类型。 

 

 

曲线类型分直线和圆弧两种，每种类型有直角坐标和极坐标两种表示方式。 

⚫ 与曲线类型对应的四种视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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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直角坐标： 

两点式：由（R1、X1）和（R2、X2）两点确定直线的位置。 

点斜式：由点（R、X）和角度（斜率）确定直线的位置。 

 

 

直线－极坐标： 

︱Z︱：表示直线中一点到原点的距离。 

Phi：表示原点到直线中一点的射线与横坐标的夹角。 

角度：表示直线的斜率。 

说明：︱Z︱和 Phi 代表直线中一点的极坐标，角度代表直线

斜率。 

 

 

圆弧－直角坐标： 

R、X：表示圆心的坐标。 

半径：表示圆的半径。 

 

 

 

圆弧－极坐标： 

︱Z︱：表示原点到圆心的距离。 

Phi：表示原点到圆心的射线与横坐标的夹角。 

半径：表示圆的半径。 

⚫ 添加并编辑若干条曲线，使之构成一个元件的特性曲线的边界，点击 按钮，

使各个曲线形成一个封闭的区域。如果形成的封闭区域不止一个，图形上会显

示几个交点，此时可以用鼠标按顺序点击有效区域所包括的交点和线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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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绘制完成后，点击 按钮，会弹出提示框询问是否保存修改，点击是按

钮，将保存已绘制的曲线，并显示特征图形，元件参数设置完成。 

 

 

②  反时限元件： 

⚫ 点击曲线参数按钮，打开反时限继电器特性编辑对话框。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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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应列表中直接输入反时限特性曲线中多个点的坐标，软件将自动拟合出

反时限特性曲线（注意，点数不能太少，否则将无法得到正确的曲线）。若

已经保存数据到特性模板，则可以直接点击预定义按钮，直接选择此模板导

入数据即可。设置完成后，若需要保存为特性模板以备将来使用，可以点击

保存到按钮，设置好特性模板的名称后按确定按钮。 

⚫ 点击退出按钮返回到上层界面。 

③ 电源变送器元件： 

⚫ 点击曲线参数按钮，打开距离继电器特性编辑对话框。 

 

 

⚫ 点击特性模板列表中每种变送器，在下方特性参数列表中进行参数设置，各设

定值的含义如下： 

相    数： 单相或三相。 

类    型： 变送器类型：线性、复合型、非线性三种类型。 

对    称： 是否是对称型的变送器。 

最小输入： 输入端最小有效输入值。 

输入拐点： 用于复合特性的变送器，确定拐点对应的输入值坐标。 

最大输入： 输入端最大允许输入值。 

最小输出： 输出端最小输出值。 

输出拐点： 用于复合特性的变送器，确定拐点对应的输出值坐标。 

最大输出： 输出端最大输出值。 

饱 和 值： 达到饱和时的输出值。 

精    度： 该变送器模块对应的相对精度。 

⚫ 所有变送器模块都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就可以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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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网络参数 

设置被试品的工作参数，比如系统频率、零序补偿系数、比例制动公式、变压器接线方

式等。 

 

 

每种网络类型中并非所有的参数都对试验起作用，其对应关系如表所示： 

网络类型 被试元件 需设置的参数 

通用 通用型的参数，对大多数元件有效 

系统频率 

PT 额定值 

CT 额定值 

线路 
线路保护，如：距离、过流等保护

功能元件 

系统频率 

PT 额定值 

CT 额定值 

系统电压 

零序计算公式 

线路补偿系数（Z0-Z1/3Z1）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r 

变压器 差动元件 

系统频率 

比例制动公式 

比例制动计算系数 

基准侧 

平衡系数设置 

I、II 侧平衡系数 

I、II 侧绕组接线方式 

I、II 侧中性点是否接地（Y 绕组有效） 

I、II 侧额定容量 

I、II 侧额定电压 

I、II 侧 CT 接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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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侧 CT 额定值 

I、II 侧 CT 极性 

I、II 侧 PT 额定值 

比率制动辅助计算系数 

电表及变送器 变送器、电能表试验 

I、II 侧额定电压 

I、II 侧额定电流 

系统频率 

1.5. 结果管理 

在试验中记录每次试验的结果，可以对有效的结果进行归档保存，在结果管理页中对归

档的结果进行分类搜索。 

(1) 结果页 

试验设置界面中的结果标签页，记录当前试验模块每一次试验的结果，按照试验顺序排

列，可以对其进行查看、归档保存、生成报告和恢复试验设置、删除等操作。 

(2) 查看结果 

进入结果页，点击 号可以展开结果，本系统的结果一般是按照总结果-分项结果-详细

数据三层进行显示的，点击每一层的 号可以展开其下层的结果。 

 

(3) 保存结果 

 将有用的临时结果保存到结果管理对应的目录中。 

① 在需要保存的结果项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设置当前目录。 

 

 

 

②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添加存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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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设置好路径后，选择此路径，点击 按钮。 

④ 在需要保存的结果项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保存到当前目录，这是此结果将被移动

到刚刚设置的保存目录中。以后可以在结果管理页中查找此结果。 

(4) 删除结果 

 对于没有用的结果，可以对其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当前结果，或者删除所有结果，

将此结果或者所有的临时结果删除。 

(5) 恢复数据到试验 

用于将结果中的试验设置恢复到当前试验当中，如果想重复以前做过的试验，又不想重

新设置参数，可以在结果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恢复数据到试验，此时所有的试验设置将会

自动恢复到那次试验的状态。 

 

1.6. 报告 

(1) 结果管理页中生成 

单击测试控制台中的报告，选择报告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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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输出要求选择保存报告类型。进行下一步操作。 

(2) 选择原测试结果选定生成报告的试验项目 

 

 

查找到需要的结果，选中需要生成报告的结果，然后点击 按钮直接生

成报告。也可以点击 可以查看报告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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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状态量 

(1) 向量图 

试验中电压电流的输出幅值和相位可以通过矢量图来显示，同时软件还能自动计算出

正、负、零序等电气量。 

① 打开矢量图 

在工具栏中点击 快捷键，打开向量图。 

 

 也可以在菜单栏中点击测试——向量图，打开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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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查看数值 

在上图所示对话框的左侧列表中可以看到电压、电流的各种数值，其中有相电压、

线电压、零、正、负序电压、相电流、零、正、负序电流。 

在对话框右上角的图形中，显示的是所有电气量的向量关系；右下图形中显示的

是单一电气量的向量关系，通过下拉选项选择需要查看的某一种电气量。 

③ 适用范围 

向量图用于手动、触发、启动返回、重合闸、时间测试、谐波试验、距离搜索、

距离定值校验等很多测试模块当中，在有些模块当中，只有在试验进行当中才能显示当

前输出模拟量的向量图。 

(2) 波形图 

试验中通道输出的波形变化可以通过波形图来显示，此波形图只出现在谐波试验

和系统振荡试验两个模块中。 

① 谐波试验： 

在项目添加对话框中设置基波，在附加谐波定义对话框中设置附加的谐波，选中

附加谐波单选框，最后完成项目添加，选中添加的试验项目，右侧的谐波波形框中就会

显示叠加后的输出波形。将鼠标移动到波形图左侧的一对游标上，按下鼠标左键后，上

下拉动游标，可以纵向放大或缩小波形，鼠标移动到两个游标之间，按下鼠标左键后，

上下拉动，可以使波形上下移动。将鼠标移动到波形图下方的一对游标上，按下鼠标左

键后，左右拉动游标，可以使波形伸展或压缩，鼠标移动到两个游标之间，按下鼠标左

键后，左右拉动，可以使波形左右移动。 

 

② 系统振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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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添加对话框中设置振荡周期和初始公角，完成项目添加，选中添加的试验项

目，右侧的波形框中就会显示此振荡图形，波形操作方法同上。 

 

(3) 开关量 

分为开关量输入（简称开入量）和开关量输出（简称开出量）。开入量用来检测继电器

节点的开闭情况；开出量用来模拟断路器的跳闸出口信号，输送给保护装置。 

① 开入量的使用 

4 组开入量可以设置，分别对应测试仪上的 LOGIC 输入 1 与 LOGIC 输入 2 中的 8 组开

入量端口。在设置时，点击其中一个或多个开入量符号 ，使其变成 ，表示为常开

节点；再点击一次，将会变成 ，则表示为常闭节点。需要根据现场继电器的出口接点的

性质来决定箭头向下还是向上。 

 

开入量符号右侧的与表示：多个开入量必须同时满足要求才认为满足动作条件；或表示：

多个开入量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就认为满足了动作条件。 

② 开入量的接线 

每组开入量都可以自动识别空节点和带电位两种接线方式，每组开入量通道上方都有一

个红色指示灯，当接点处于闭合状态时，指示灯会变亮。测试仪识别范围-250V 至 250V,可

由开关量有阈值设置（系统选项中有相关设置，操作界面详见④开入量防抖动时间的设置）。 

③ 开入量状态的显示 

在手动试验中，右侧有 8组开入量的监测灯，红灯表示开入量端口为开路状态及接点打

开，绿灯表示开入量端口为短路状态及接点闭合。 

在软件底部的状态栏中也有开入量状态的显示。 

 

④ 开入量防抖动时间的设置 

有时在校验电磁型继电器时，常会遇到继电器接点抖动的现象，这会影响试验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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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开继电器接点的抖动时间，可以在软件中进行如下操作： 

⚫ 点击菜单栏中的工具——选项，打开对话框。  

 

⚫ 在开入接点中设置抖动时间，单位是毫秒，这一时间要比继电器接点的实际抖动间

隙时间稍微长一些。当继电器接点两次闭合之间的时间小于设置的抖动时间时，软

件不会将这两次闭合之间的时间记录为打开状态。 

⚫ 如果不知道继电器接点的实际抖动时间，则需要一次次的试验，慢慢的增大抖动时

间，直到满足试验要求为止。 

1.8. GPS触发器 

KF系列测试仪，有的产品配套了专用的 GPS 触发器，该触发器是专门为需要进行对端或

多端同步试验的用户定制的。 

(1) GPS触发器功能介绍 

① 同步时间设置功能：本触发器可以直接设定将要发出同步脉冲的时间，当到达同步

时间后，直接发出同步脉冲。 

② 自动侦测 GPS 卫星：当接上电源和天线后，GPS触发器开始运行并查找可用的 GPS

卫星，当找到足够的卫星后，将发出 GPS触发器可以使用的信息。 

③ 同步功能：本触发器设置同步时间后，将自动进入同步过程，当到达设置的时间后，

发出 100毫秒宽度的同步信号供测试仪同步端口使用。 

(2) GPS触发器使用方法 

 ① 购买：本 GPS触发器为选配模块，在购买时根据需要特别注明购买该模块。当选

定了 GPS触发器模块后，在供货时，该触发器将被安装在 KF系列继电保护测试仪

当中。  

 ② 安装方法：在使用时需要将随机配置的 GPS天线连接到测试仪的 GPS天线接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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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将天线接收部分放置在室外比较开阔、接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 

(3) GPS触发器设置对话框 

① 界面 

⚫ GPS 状态显示：显示当前日期、当前时间以及 GPS的工作状态。 

⚫ GPS 触发时间设置：用来设置 GPS 触发器将要发出同步脉冲的时间。 

⚫ 查找按钮：用来查找是否有 GPS触发器在运行。 

⚫ 连接按钮：用来与 GPS触发器建立连接或断开连接。 

⚫ 设置按钮：用来将设置好的“GPS 触发时间”设置到 GPS触发器当中。 

⚫ 隐藏按钮：用来隐藏 GPS设置对话框。 

 

② GPS设置对话框工作状态信息提示的含义： 

⚫ 未连接到 GPS：没有 GPS触发器存在或还没有连接到 GPS触发器。 

⚫ GPS 尚未准备好：GPS触发器还没有找到足够数量的卫星。 

⚫ GPS 已经准备好：GPS触发器已经找到足够数量的卫星，并正常工作了。 

⚫ 正在检查 GPS状态：正在查询 GPS 触发器的状态。 

⚫ 正在读取 GPS时间：正在从 GPS触发器中读取 GPS标准时间。 

⚫ 正在等待 GPS触发：设置同步时间后，GPS触发器正处于等待同步触发的过程。 

 

③ 状态更新说明 

⚫ 说明 1：为了确保 GPS触发器的工作不被打断，上位机软件只有在联机后读取

一次 GPS 时间，以后每隔 1小时校准一次时间，其他时候显示的时间是根据与

PC 机的时间差算出的，因此显示的当前时间会有一定的误差。特别注意在进

行同步试验时请勿随意更改 PC 机操作系统的系统时间，这将造成显示的时间

不正确。 

⚫ 说明 2：由于 GPS 返回的时区是标准时区，软件需要根据 PC 中设置的时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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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标准时区到本地时区，因此在使用前请正确设置本地时区，并确保在使用过

程中不要随意更改时区。 

⚫ 说明 3：在 GPS还未准备好时，上位机软件每隔大约 1秒钟检查一次状态，当

GPS 准备好时，并且不在触发状态时，每隔大约 10分钟检查一次状态。当 GPS

触发器处于同步触发等待状态时，每隔大约 10秒钟检查一次状态。 

(4) 继电保护测试软件中使用 GPS 同步功能的方法 

在使用时只需运行测试软件，并按照下列的步骤设置： 

① 运行软件后，单击需要进行 GPS同步试验的测试模块进入试验界面，比如单击“触 

发试验”。 

⚫ 说明：该软件中 GPS同步功能在每个测试模块中都可以使用，但在有些多步骤

的自动试验中使用同步功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推荐在触发试验、重合闸试验、

整组传动试验及暂态回放等试验中使用。 

② 在软件的“工具”菜单中选择“选项”菜单项，此时打开“选项”对话框，在对话 

框的 GPS同步部分选中“GPS同步”，并按确定按钮返回到主界面。 

 

③ 在试验设置部分设置好试验参数，并按开始按钮，此时程序处于等待 GPS触发信号 

的状态。 

④ 在“试验”菜单中选择“GPS设置”菜单项，或按下工具条上的“GPS设置”按钮  ， 

打开 GPS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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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按下“查找 GPS”按钮，此时软件开始查找是否有 GPS触发器存在，当找到后，则 

弹出对话框显示：“有 GPS触发器”的提示，此时可以进入下一步操作。否则会显示“没 

有找到 GPS 触发器”，并在“工作状态”中显示“未连接到 GPS”。出现这种情况可能

有以下原因造成： 

⚫ 测试仪没有安装 GPS触发器。 

⚫ 由于某种原因，通讯口被占用了。此时需要关闭测试仪，并重新启动。 

⑥ 按下“连接”按钮，此时软件开始连接到 GPS触发器，当连接成功后会弹出对话框， 

弹出的对话框显示的信息有两种： 

⚫ “连接到 GPS，并可以使用了”，此信息表示 GPS工作状态正常。 

⚫ “已经连接到 GPS装置，但 GPS尚未准备好，可能有以下的原因： 1、没有连

接到足够的卫星，请耐心等待几分钟，直到连接到足够的卫星。2、天线没有

接好或天线位置不合适，请检查 GPS天线。” 

此时说明 GPS工作不正常。此时可以检查天线，并等待，直到在对话框的“工

作状态”中显示“GPS已经准备好”，并得到了当前时间为止，才可以正常使用 

⑦ 设置 GPS触发时间设置栏中设置 GPS触发时间，输入要设置的时和分后，按“设置” 

按钮。 

⚫ 设置时间成功：将提示“GPS触发时间已经设置为：HH：MM：SS”。 

⚫ 设置时间不成功：则显示以下提示： 

i、“未能成功设置 GPS触发器时间。”，出现此提示说明与 GPS触发器的通讯

有问题，可以再设置，或断开连接，并重新连接到 GPS触发器后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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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设置的触发时间不能小于或等于当前的时间，请重新设置！”，出现此

提示请调整设置的时间。 

说明：本触发器可以任意设置时、分，但不可以设置秒。 

(5) 暂态回放软件中使用 GPS同步功能 

在暂态回放模块中使用 GPS同步功能的方法与上面的介绍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第三步，

需要下载 COMTRADE格式的录波文件，并配置好试验后，下载录波数据到测试仪后，再按“开

始”按钮。 

（6）注意事项： 

① 设置的同步触发时间必须大于当前的时间。 

② 设置的同步触发时间必须比较宽裕，确保所有的试验装置有足够的时间设置好参数

并开始试验，这样才能保证对端和多端试验的成功。 

③ 进行同步试验前，必须将 GPS 触发器天线接好，并将天线接收部分放置在室外卫星

信号接收良好的位置。 

④ KF继电保护测试软件和暂态回放软件不能够同时使用，使用其中一个软件时，必须

确保另外一个软件退出。 

⑤ 在进行同步试验时请勿随意更改 PC机操作系统的系统时间，这将造成显示的时间不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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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IEC-61850数字量输出控制 

2.1  数字量输出接口 

KF - 6406S 数字化测试仪提供 4对 ST光纤接口，输出 IEC61850-9-1/2报文、发送和接

收 GOOSE报文，3个 FT3接口，输出 IEC60044-8格式报文。 

2.2  数字量输出引入保护装置 

在对数字保护进行测试时，根据现场需要，选用适合的尾纤，尾纤一头接保护，另外一

头接测试仪对应光纤接口即可。测试时收、发两根尾纤都必须接。开入开出接线与普通 KF

系列测试仪相同。 

2.3  启动IEC61850数字配置窗口 

 启动 KF 测试软件初始化成功后，点击确定按钮，进入主界面。点击试验名称进入试验

（例如手动试验）。 

提供 2种方式进行 IEC61850配置界面： 

① 点击菜单工具中的 IEC61850配置选项。 

② 测试软件工具条右侧的 IEC61850配置工具按钮后，打开 IEC61850配置窗口。如图

2.3-1启动 IEC61850 配置界面。 

 

图 2.3-1启动 IEC61850数字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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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EC61850配置界面 

 

图 2.4-1 61850配置界面 

IEC61850 配置界面分为配置主体界面、工具栏、配置文件管理、SCL 解析界面四部分，

详细介绍请查看第 2.5 章节。 

2.4.1 配置主体界面 

配置主体界面分为：协议类型选择部分和配置部分。具体请参见 2.4.1.1 至 2.4.1.3。 

2.4.1.1 协议选择 

 

图 2.4.1.1-1 协议选择 

支持 SMV协议包括：9-1/9-2/FT3，支持小信号模拟量输出，支持 GOOSE报文的输出与接收。 

2.4.1.2 配置部分  

配置界面分为 9-1 配置、9-2 配置、60044-8（FT3）配置、GOOSE IN 配置、GOOSE OUT

配置和小信号配置。 

KF 测试软件可以通过 4 种方式对数字化测试进行配置： 

① 手动配置：直接在配置主体界面进行配置。 

② SCL 导入配置：点击工具栏中的打开 SCL 文件按钮，对.scd .cid .icd 文件进行解析，

将解析内容自动导入到配置界面。 

③ 读取历史配置：点击工具栏中的保存配置对当前配置进行保存，或者利用左侧停靠工

具的配置文件管理功能，方便保存和读取配置。 

④ 报文分析导入配置：点击报文监视分析按钮，对网络报文进行监听并分析，将分析的

配置文件管理 

停靠工具栏 

SCL 解析界面 

工具栏 

配置主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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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信息自动导入配置界面。 

2.4.1.3 配置界面总览 

① IEC-61850-9-1 

 

图 2.4.1.3-1 9-1 配置界面总览 

② IEC-61850-9-2 

 

图 2.4.1.3-2 9-2 配置界面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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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IEC-60044-8 

 

图 2.4.1.3-3 60044-8（FT3）配置界面总览 

④ GOOSE IN 

 

图 2.4.1.3-4 GOOSE IN配置界面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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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GOOSE OUT 

 

图 2.4.1.3-5 GOOSE OUT配置界面总览 

⑥ 小信号配置 

 

图 2.4.1.3-6 小信号配置界面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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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EC61850-9-1配置 

勾选 SMV，选择 IEC61850-9-1 协议。 

 
图 2.5-1 9-1 协议选择 

支持 4 个独立的采样值输出，通过选择组数进行设置，分别为 9-1 第 1 组、9-1 第 2 组、

9-1 第 3 组以及 9-1 第 4 组。选择不同 TAB 页，自动跳转到对应的对各组 9-1 进行配置。 

 

图 2.5-2 9-1 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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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9-1配置界面 

 

图 2.5.1-1 9-1配置界面 

2.5.2 通用配置 

 

图 2.5.2-1 9-1通用配置 

(1) 系统频率：测试系统频率。 

(2) 周波点数：一个周波发送采样值的个数。 

(3) 采样率：采样数率，系统自动计算。 

(4) ASDU数目：应用服务数据单元的数目。 

2.5.3 基本配置 

 

图 2.5.3-1 9-1基本配置 

(1) 目标 MAC地址：用于设定实际发送的网络地址。 

(2) 源 MAC地址：用于设定实际接收的网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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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taSetName：只允许输入十六进制数字。默认值 01。 

(4) APPID：应用标识。输入为十六进制，模拟采样值范围为 0x4000~0x7fff。 

(5) TCI Priority：网络优先权标记，一般设置为 4。 

(6) LDName:逻辑设备名,只允许输入数字 0~65535。 

(7) 配置版本：只允许输入数字，默认为 1。 

(8) TCI VID:网络 ID，默认为 0. 

(9) LNName：只允许输入十六进制数字。默认值 02。 

(10) 光口输出：选择光口输出的硬件通道，对应与测试仪的 Fiber1，Fiber2，Fiber3

以及 Fiber4光纤输出通道。 

(11) 延时：合并器延时时间，默认为 0。 

2.5.4 通道配置 

 

图 2.5.4-1 9-1通道配置 

(1) SMV 通道：数字采样值对应的通道序号。 

(2) 描述：采样值通道描述，自动导入配置，用户可以不填写。 

(3) 测试仪通道：名称可选为延时、0、不使用、Va1、Vb1、Vc1、V01、Va2、Vb2、

Vc2、V02、Va3、Vb3、Vc3、V03、Ia1、Ib1、Ic1、I01、Ia2、Ib2、Ic2、I02、Ia3、Ib3、

Ic3、I03，分别表示对应通道为延时功能、0 输出功能、不使用此通道功能、及各电压

电流采样输出功能。多个采样值通道可以设置为相同的电压电流通道。 

(4) 类型：采样通道的类型，可以选择电压、保护电流和测量电流。 

(5) 一次额定电压电流设置：分别设置一次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可以选择也可以手动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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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次额定电压电流设置：分别设置二次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 

(7) 状态字：设置采样的状态字。设置按钮功能见 2.5.5 

(8) 发送状态数据集选择：选择采样值是否发送状态数据集，选中，采样值发送数据集，

不选中，采样值不发送数据集。见 2.5.6 

(9) 高级设置：见 2.5.7 

2.5.5 状态字设置 

 

图 2.5.5-1 9-1状态字设置按钮 

点击状态字设置按钮，弹出状态字设置窗口，正常试验时状态字设置为 0x00000000： 

 

图 2.5.5-2 9-1状态字设置界面 

2.5.6 发送状态数据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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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发送状态数据集，设置按钮可用，正常试验时默认为不发送状态数据集。 

 

图 2.5.6-1 9-1发送状态数据集设置 

点击设置按钮，弹出状态数据集设置窗口。 

 

图 2.5.5-2 9-1状态数据集设置界面 

(1) 状态数据集质量定义：默认值全为 0，分别有：有效、过时数据、故障、振荡、不一致、

包含闰秒、可靠时钟、参考源同步。 

(2) S：通道状态, 可选为 0、1、开出量 1、开出量 2、开出量 3、开出量 4、不使用。 

(3) Q:通道质量，可选为有效、无效。 

2.5.7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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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7-1 9-1高级设置按钮 

 点击高级设置按钮，弹出高级设置窗口： 

(1) 校验系数 

 

图 2.5.7-2 9-1高级设置-校验系数 

校验系数：DSP输出各通道采样值的精度调整系数，正常试验时所有通道设置为 1.00000 

(2) 异常模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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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7-3 9-1高级设置-异常模拟 

 对采样值异常输出状态的模拟，分为序号偏差、丢帧测试、同步测试、品质测试、序号

跳变和错值测试，正常试验时不进行异常模拟。 

2.6  IEC61850-9-2配置 

勾选 SMV，选择 IEC61850-9-2 协议，如图 2.6-1 9-2 配置界面。 

 

图 2.6-1  9-2 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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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4 个独立的采样值输出，通过选择组数进行设置，分别为 9-2 第 1 组、9-2 第 2 组、

9-2 第 3 组以及 9-2 第 4 组。选择不同 TAB 页，自动跳转到对应的对各组 9-2 进行配置。 

2.6.1 9-2配置界面 

 

图 2.6.1-1  9-2 配置界面 

2.6.2 通用配置 

 

图 2.6.2-1  9-2 通用配置 

(1) 系统频率：测试系统频率。 

(2) 周波点数：一个周波发送采样值的个数，一般试验时为 80。 

(3) 采样率：采样数率，系统自动计算。 

(4) ASDU数目：应用服务数据单元的数目，一般试验时 ASDU数目为 1。 

2.6.3 基本配置 

 

图 2.6.3-1  9-2 基本配置 

(1) 目标 MAC地址：用于设定实际发送的网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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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源 MAC地址：用于设定实际接收的网络地址。 

(3) APPID：应用标识。输入为十六进制，模拟采样值范围为 0x4000~0x7fff。 

(4) 配置版本：只允许输入数字，默认为 1。 

(5) TCI Priority:优先级,网络优先权标记，一般设置为 4。 

(6) TCI VID:网络 ID，默认为 0。 

(7) 数据集：允许输入字符长度小于 36的数字和字符串。 

(8) SVID：允许输入字符长度小于 36的数字或字符串。 

(9) CTBit比例：固定设置为 1mA。 

(10) PTBit比例：固定设置为 10mV。 

(11) 通道数目：设置采样值的数字通道数量，最大值为 48。 

(12) 光口输出：选择输出的硬件通道，对应与测试仪的 Fiber1，Fiber2，Fiber3

以及 Fiber4光纤输出通道。 

2.6.4 通道配置 

 

图 2.6.4-1  9-2 通道配置 

(1) SMV 通道：数字采样值对应的通道序号。 

(2) 描述：采样值通道描述，自动导入配置，用户可以不填写 

(3) 通道类型：采样通道的类型，可以选择时间、电压、电流。 

(4) 测试仪通道：名称可选为延时、0、不使用、Va1、Vb1、Vc1、V01、Va2、Vb2、

Vc2、V02、Va3、Vb3、Vc3、V03、Ia1、Ib1、Ic1、I01、Ia2、Ib2、Ic2、I02、Ia3、Ib3、

Ic3、I03，分别表示对应通道为延时功能、0 输出功能、不使用此通道功能、及各电压

电流采样输出功能。多个采样值通道可以设置为相同的电压电流通道。 

(5) 一次额定电压电流设置：分别设置一次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可以选择也可以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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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6) 二次额定电压电流设置：分别设置二次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 

(7) 品质：通道品质，提供两种输入方式：①可直接输入 16 进行品质编码；②可以通

道品质设置窗口进行统一设置。 

2.6.5 品质设置 

 

图 2.6.5-1  9-2 修改品质参数按钮 

点击修改品质参数按钮，弹出修改品质参数窗口，正常试验时品质参数设置为 0x0000。 

 

图 2.6.5-2  9-2 品质参数配置 

(1) 数字通道序号：对应于采样值输出的数字通道。 

(2) 合法性：可选择 good、invalid、reserved、question。 。 

(3) 源：可选择过程、替代。 

(4) 其他内容包括：溢出、超量程、坏索引、振荡、故障、过时数据、不相容、不准确、

测试、操作员闭锁，选中代表此质量位为 1，不选代表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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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高级设置 

 

图 2.6.6-1  9-2 高级设置按钮 

 点击高级设置按钮，弹出高级设置窗口： 

(1) 校验系数 

 

图 2.6.6-2  9-2 高级设置-校验系数 

校验系数：DSP输出各通道采样值的精度调整系数，正常试验时所有通道设置为 1.00000 

(2) 报文设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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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3  9-2 高级设置-报文设置 

电流倍数：数字化输出的最大电流值为额定电流值的倍数。IEC-61850-9-2默认值为 30，

用户不需要修改。 

 电压倍数：数字化输出的最大电压值为额定电压值的倍数。IEC-61850-9-2默认值为 2，

用户不需要修改。 

 同步：发送的采样值报文同步标记，正常试验时设置为选中状态。 

设置报文输出包括的内容：采样速率、数据集、采样时间、刷新时间、加密。选中代表

输出时包括选中内容，正常试验时报文组成中的所有选项不选中。 

(3) 异常模拟页 

 

图 2.6.6-4  9-2 高级设置-异常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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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采样值异常输出状态的模拟，分为序号偏差、丢帧测试、同步测试、品质测试、序号

跳变和错值测试，正常试验时设为不进行异常模拟。 

2.7  IEC60044-8配置 

勾选 SMV，选择 IEC60044-8（FT3）协议。 

支持 4 个独立的采样值输出，通过选择组数进行设置，分别为 FT3 第 1 组、FT3 第 2 组、

FT3 第 3 组以及 FT3 第 4 组。选择不同 TAB 页，自动跳转到对应的对各组 FT3 进行配置。 

 

图 2.7-1  60044-8（FT3）配置界面 

2.7.1  FT3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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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1  60044-8（FT3）配置界面 

2.7.2 通用配置 

 

图 2.7.2-1  60044-（FT3）通用配置 

(1) 系统频率：测试系统频率。 

(2) 周波点数：一个周波发送采样值的个数，一般试验时设为 80。 

(3) 采样率：采样数率，系统自动计算。 

2.7.3 基本设置 

 

图 2.7.3-2  60044-8（FT3）基本配置 

(1) DataSetName:数据集名称，只允许输入十六进制数据,正常试验时设为 0xFE。 

(2) LNName:逻辑节点名，只允许输入十六进制数据, 正常试验时设为 0x02。 

(3) LDName:逻辑设备名,只允许输入十六进制数据。 

(4) 延时：合并器延时时间，一般设为 0，单位为 us。 

(5) 通道数目：默认为 22，用户不用输入。 

(6) 光口输出：选择输出的硬件通道，对应与测试仪的 CH1，CH2 以及 CH3 光纤输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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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2.7.4 通道配置 

 

图 2.7.4-1  60044-8（FT3）通道配置 

(1) SMV 通道：数字采样值对应的通道序号。 

(2) 描述：采样值通道描述，自动导入配置，用户可以不填写。 

(3) 测试仪通道：名称可选为延时、0、不使用、Va1、Vb1、Vc1、V01、Va2、Vb2、

Vc2、V02、Va3、Vb3、Vc3、V03、Ia1、Ib1、Ic1、I01、Ia2、Ib2、Ic2、I02、Ia3、Ib3、

Ic3、I03，分别表示对应通道为延时功能、0 输出功能、不使用此通道功能、及各电压

电流采样输出功能。多个采样值通道可以设置为相同的电压电流通道。 

(4) 类型：可以选择电压、保护电流、测量电流。 

(5) 一次额定电压电流设置：分别设置一次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可以选择也可以手动

输入。 

(6) 二次额定电压电流设置：分别设置二次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 

(7) 额定中性点电流：设置额定中性点电流，单位为 A。 

(8) 传输速率：设置为 5Mbit/s 。 

2.7.5 状态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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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1  60044-8（FT3）状态字设置按钮 

点击状态字设置按钮，弹出状态字设置窗口，正常试验时设置为 0x00000000： 

 

图 2.7.2-1  60044-8（FT3）状态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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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高级设置 

 

图 2.7.6-1  60044-8（FT3）高级设置按钮 

 点击高级设置按钮，弹出高级设置窗口： 

(1) 校验系数页 

 

图 2.7.6-2  60044-8（FT3）高级设置-校验系数 

 校验系数：DSP输出采样值的精度调整系数，正常试验时所有通道设置为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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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异常模拟页 

 

图 2.7.6-3  60044-（FT3）高级设置-异常模拟 

对采样值异常输出状态的模拟，分为序号偏差、丢帧测试、同步测试、品质测试、序号

跳变和错值测试，正常试验时设置为不进行异常模拟。  

2.8   GOOSE IN配置 

勾选 GOOSE IN，选择 GOOSE 协议输入。 

支持 8 个独立的 GOOSE 协议输出，通过选择组数进行设置，分别为 GOOSE IN 第 1 组

~GOOSE IN 第 8 组。选择不同 TAB 页，自动跳转到对应的对各组 GOOSE IN 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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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  GOOSEIN 配置界面 

2.8.1 GOOSE IN配置界面 

 
图 2.8.1-1  GOOSEIN 配置界面 

2.8.2 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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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1  GOOSEIN 基本配置 

(1) 源 MAC地址：用于设定实际接收的网络地址。 

(2) 目标 MAC地址：用于设定实际发送的网络地址。 

(3) gocbRef:数据块索引，允许输入字符长度小于 36个的数字和字符。 

(4) GOOSE ID：允许输入字符长度小于 36个的数字和字符。 

(5) APPID：应用标识。输入为十六进制，模拟采样值范围为 0x1000~0x3fff。 

(6) 配置版本：只允许输入数字，默认为 1。 

(7) 时间 T0：GOOSE 报文心跳间隔即 GOOSE 网络通讯参数中 MaxTime参数，单位为 ms。 

(8) 时间 T1：GOOSE 报文变位后立即补发的时间间隔即 GOOSE 网络通讯参数中的

MinTime参数，单位为 ms。 

(9) DatSet:数据集，允许输入字符长度小于 36个字符。 

(10) 描述：解析描述，不需要填写。 

(11) 通道数目：GOOSE数据包的通道个数，最大值为 256。 

(12) 光口输出：对应与测试仪的 Fiber1，Fiber2，Fiber3以及 Fiber4光纤输入通

道。 

(13) 接收判据：接收 GOOSE报文时，对 GOOSE报文里相关内容进行判别，判别的内

容与设置的一致，系统才对此 GOOSE报文进行处理。判别内容包括：源地址、目的地址、

APPID、GOOSE ID、DatSet和 gocbRef。选中代表需要判别选中的内容。 

2.8.3 通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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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1  GOOSE IN 通道配置 

(1) 通道：数字 GOOSE对应的通道序号。 

(2) 描述：GOOSE 通道描述，自动导入配置，用户可以不填写。 

(3) 类型：可选择单点、双点、时间、品质、浮点、字符串、结构，默认设置为单点。 

(4) 开入量：与测试仪开入量映射关系，可以选择无、开入 1、开入 2、开入 3、开入 4、

开入 5、开入 6、开入 7、开入 8。 

2.9  GOOSE OUT配置 

勾选 GOOSE OUT，选择 GOOSE 协议输出。 

支持 8 组独立的 GOOSE 输出，通过选择组数进行设置，分别为 GOOSE OUT 第 1 组

~GOOSE OUT 第 8 组。选择不同 TAB 页，自动跳转到对应的对各组 GOOSE OUT 进行配置。 

 

图 2.9-1  GOOSE OUT 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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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GOOSE OUT配置界面 

 

图 2.9.1-1  GOOSE OUT 配置界面 

2.9.2 基本配置 

 

图 2.9.2-1  GOOSE OUT 基本配置 

(1) 目标 MAC地址：用于设定实际发送的网络地址。 

(2) 源 MAC地址：用于设定实际接收的网络地址。 

(3) gocbRef:数据块索引，允许输入字符长度小于 36个的数字和字符。 

(4) GOOSE ID：允许输入字符长度小于 36个的数字和字符。 

(5) Dataset:数据集，允许输入字符长度小于 36个的数字和字符。 

(6) APPID：应用标识，输入为十六进制，模拟采样值范围为 0x1000~0x3fff。 

(7) 配置版本：允许输入数字，默认为 1。 

(8) TCI Priority：优先级，网络优先权标记，一般设置为 4。 

(9) TCI VID:网络 ID，默认为 0。 

(10) 时间 T0：GOOSE报文心跳间隔即 GOOSE 网络通讯参数中 MaxTime，单位为 ms。 



               武汉南偌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庙山大道 9 号东湖高新产业创新基地 11 栋 

销售热线：027-87207771 / 87207772 / 87207773  
 181 

(11) 时间 T1：GOOSE 报文变位后立即补发的时间间隔即 GOOSE 网络通讯参数中的

MinTime参数，单位为 ms。 

(12) 描述：SCL解析后自动覆盖，不需要用户输入。 

(13) 委托：是否为委托数据。勾选：是，不勾选：否。 

(14) 测试：是否为测试数据。勾选：是，不勾选：否。 

(15) 通道数：GOOSE数据包的通道个数，最大值为 256。 

(16) 光口输出：对应与测试仪的 Fiber1，Fiber2，Fiber3以及 Fiber4光纤输出通

道。 

2.9.3 通道配置 

 

图 2.9.3-1  GOOSEOUT 通道配置 

(1) 通道：数字 GOOSE对应的通道序号。 

(2) 描述：GOOSE 通道描述，自动导入配置，用户可以不填写。 

(3) 类型：可选择单点、双点、时间、品质、浮点、字符串、结构，默认设置为单点。 

(4) 开出量：与测试仪开出量映射关系：类型选择单点时，可以选择 0、1、开出 1、开

出 2、开出 3、开出 4。类型选择双点时，可以选择 00、01、10、11、开出 1、开出 2、

开出 3、开出 4。类型为其他时，开出量用户输入推荐保留默认值。 



               武汉南偌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庙山大道 9 号东湖高新产业创新基地 11 栋 

销售热线：027-87207771 / 87207772 / 87207773  
 182 

2.10 小信号配置 

勾选 SMV，选择小信号。支持 12 个独立模拟小信号输出。 

 

图 2.10-1  小信号配置界面 

2.10.1 小信号配置界面 

 

图 2.10.1-1  小信号配置界面 

(1) 编号：对应测试仪模拟量输出序号。 

(2) 通道：设置模拟量通道，可以选择：Ua1、Ub1、Uc1、U01、Ua2、Ub2、Uc2、U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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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1、Ib1、Ic1、I01、Ia2、Ib2、Ic2、I02。 

(3) 一次额定值：保护设备的一次额定值 L-L。 

(4) 二次额定值：保护设备的二次额定值 L-L。 

(5) 输出值：对应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的小信号电压输出值。 

2.11 工具栏 

工具栏为配置界面的主操作栏,包括打开 SCL 文件、新建配置、保存配置、配置另存为、

下载配置、实时通讯、系统对时、报文监视分析等八个操作入口。 

 

图 2.11-1 配置工具栏 

2.11.1 打开SCL文件 

参见“2.13 SCL 解析”章节。 

2.11.2 新建配置 

新建配置，清除当前配置，恢复到缺省状态。如果当前编辑的配置信息已经被修改，系

统弹出提示保存界面，提示保存当前配置。 

在对话框中选择“是”按钮，保存当前编辑的配置。 

在对话框中选择“否”按钮，放弃当前编辑的修改。 

在对话框中选择“取消”按钮，取消“新建配置”操作，继续停留在当前编辑的界面中。 

2.11.3 保存配置 

保存配置操作，将当前编辑的配置信息保存到配置文件。如果是新建的配置文件，则弹

出保存配置文件对话框（参见 2.11.4），如果是在已存在的配置文件基础上修改，则将当前

的配置信息保存到当前配置文件中。 

2.11.4 配置另存为 

配置另存为操作，将当前的配置信心另存为配置文件。系统弹出对话框（图 2.11.4-1 保

存配置对话框），用户输入配置文件名称，选择需要保存的目录，保存配置文件。如果当前

编辑的配置文件名称已经存在，则提示是否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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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1 保存配置对话框 

2.11.5 下载配置 

 点击下载配置按钮 ，开始进行 61850 配置初始化。成功后直接进入试验界面。 

 

图 2.11.5 下载配置进度条 

2.11.6 实时通讯 

在试验运行中可以实时进行故障模拟和品质位的测试。 

2.11.7 系统对时 

GPS 同步对时。 

2.11.8 报文监视分析 

对网络报文进行监听和分析，方便查看 SMV 波形，可以解析监听报文配置，自动导入

到配置界面中。具体详细见 2.14 报文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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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配置文件管理 

配置文件管理界面为浮动工具栏（参见图 配置工具栏最小化效果）。 

 

图 2.12-1 配置工具栏最小化效果 

 

点击配置文件管理，工具栏展开，见图配置文件管理停靠效果。 

 

图 2.12-2 配置文件管理停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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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配置文件管理固定按钮，见图 2.12-3 配置文件管理定位效果 

 

图 2.12-3 配置文件管理定位效果 

在配置文件管里工具栏中，可以对配置文件进行管理，包括配置文件目录管理、配置文

件的管理，用户可以直接双击文件进行浏览打开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管理工具条：分别包括添加文件夹、删除文件夹、修改文件夹、导入文件夹、

导出文件夹、拷贝文件、粘贴文件、删除文件、修改文件名、导入文件、导出文件按钮。 

 

2.12-4 配置文件管理工具条 

2.12.1 打开配置 

可以通过 2 种方式打开配置： 

① 打开已经存在的配置文件。参见图 2.12.1-1，展开“配置文件管理停靠工具栏（图 2.12-3），

选择需要打开的文件，双击文件，打开文件。 

② 打开另存为配置，展开“配置文件管理停靠工具栏”，选择导入文件 按钮，弹出打开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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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1 导入配置文件-打开对话框 

2.12.2 过滤配置 

过滤配置实现从配置文件管理库中查找相关的配置文件。在配置文件管理工具栏中输入

需要过滤的字符串，然后点击“过滤配置按钮”，系统从所有的配置文件中查找文件名称包

含输入字符串的文件，显示在界面中。 

过滤的字符串为空字符串，显示全部的文件。 



               武汉南偌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庙山大道 9 号东湖高新产业创新基地 11 栋 

销售热线：027-87207771 / 87207772 / 87207773  
 188 

2.13 SCL解析 

2.13.1 解析采样值SMV 

第一步：点击工具栏-打开 SCL 文件按钮，弹出打开对话框，选择 SCD 文件，点击打开

按钮。 

 

 

 

图 2.13.1-1 打开 SCL 对话框 

 

图 2.13.1-2 SCL 解析过进度条 

第二步：选择需要测试的装置，选择 SMV 输入或输出，选择需要配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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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1-3 SCL 解析 SMV 选择 

 

第三步：选择需要测试的配置。 

 

图 2.13.1-4 SCL 解析测试配置选择 

 

第四步：选择添加或覆盖按钮进行自动配置导入。 

A. 选择添加到 SMV 按钮。 

 

图 2.13.1-5 SCL 解析添加配置 

 

选中的配置信息自动添加到新的一组 SMV 配置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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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1-6 SCL 解析导入配置界面 

 

B. 选择覆盖按钮，选择需要覆盖的 SMV。 

 

图 2.13.1-7 SCL 解析 SMV 覆盖配置 

 

选中的配置信息自动覆盖到选中的一组 SMV 配置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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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1-8 SCL 解析 SMV 覆盖导入配置 

 

 

第五步：手动配置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定值以及光口输出。 

 

图 2.13.1-9 SCL 解析 SMV 配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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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解析GOOSE 

第一步：点击工具栏-打开 SCL 文件按钮，弹出打开对话框，选择 SCD 文件，点击打开按

钮。 

 

 

图 2.13.2-1 打开 SCL 对话框 

 

解析过程出现进度条 

 

图 2.13.2-2 SCL 解析过进度条 

 

第二步：选择需要测试的装置，选择 GOOSE 输入或输出，选择需要配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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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3 SCL 解析 GOOSE 选择 

 

第三步：选择需要测试的配置。 

 

图 2.13.2-4 SCL 解析 GOOSE 测试配置选择 

 

第四步：选择添加或覆盖按钮进行自动配置导入。 

A. 选择添加到 GIN 按钮。 

 

图 2.13.2-5 SCL 解析 GOOSE 添加到 GOOSEIN 配置 

 

选中的配置信息自动添加到新的一组 GOOSEIN 配置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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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6 SCL 解析 GOOSE 导入 GOOSEIN 配置界面 

 

B. 选择添加 GOUT 按钮。 

选中的配置信息自动添加到新的一组 GOOSEINOUT 配置界面中。 

 

图 2.13.2-7SCL 解析 GOOSE 添加到 GOOSEOUT 配置 

 

选中的配置信息自动添加到新的一组 GOOSEOUT 配置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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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8 SCL 解析 GOOSE 导入 GOOSEOUT 配置界面 

 

C. 选择覆盖按钮，选择需要覆盖 GOOSEIN 或者 GOOSEOUT。 

 

图 2.13.2-9 SCL 解析 GOOSE 覆盖配置 

 

选中的配置信息自动覆盖到选中的一组 GOOSEIN 或者 GOOSEOUT 配置界面中。 

覆盖至 GOO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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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10 SCL 解析 GOOSE 覆盖 GOOSEIN 配置界面 

覆盖至 GOOSEOUT 

 

图 2.13.2-11 SCL 解析 GOOSE 覆盖 GOOSEOUT 配置界面 

 

第五步：手动配置光口输出。 

A. 配置 GOO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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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12 SCL 解析 GOOSEIN 配置修改 

B. 配置 GOOSEOUT 

 

图 2.13.2-13 SCL 解析 GOOSEOUT 配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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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报文监视 

2.14.1 启动报文监视程序 

可以通过 2 种方式启动报文监视程序： 

① 系统任务栏右键点击 61850 配置，选择报文监视分析菜单。 

 

图 2.14.1-1 任务栏启动报文监视分析程序 

② 在 61850 配置窗口工具栏中点击报文监视分析按钮，打开报文监视程序。 

 

图 2.14.1-3 报文监视分析程序主界面 

2.14.2 监视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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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2-1 报文监视选择网卡 

 

第二步：在工具栏中点击开始监视按钮 

 

图 2.14.2-2 开始监视 

 

第三步：在监视设备视图中选择需要监视的设备 

 

图 2.14.2-3 报文监视设备视图 

 

第四步：点击工具栏-监视波形按钮 

 

图 2.14.2-4 报文监视波形监视 

 

第五步：查看设备波形 

 

图 2.14.2-5 报文监视波形显示 

 

第六步：点击报文监视窗口，查看设备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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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2-6 报文监视报文显示 

 

2.14.3 监视报文导入配置 

第一步：选择网卡 

 

图 2.14.3-1 报文监视选择网卡 

 

第二步：在工具栏中点击开始监视按钮 

 

图 2.14.3-2 报文监视开始监视 

 

第三步：在监视设备视图中选择需要监视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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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3-3 报文监视设备选择 

 

第四步：在监视设备视图工具栏中点击添按钮 

A. 添加 SMV 按钮 

 

图 2.14.3-4 报文监视添加 SMV 配置 

 

设备信息自动添加到 SMV 配置界面中。 

B. 添加 GIN 按钮 

 

图 2.14.3-5 报文监视添加 GOOSEIN 配置 

 

设备信息自动添加到 GOOSEIN 配置界面中。 

C. 添加 GOUT 按钮 

 

图 2.14.3-6 报文监视添加 GOOSEOUT 配置 

 

设备信息自动添加到 GOOSEOUT 配置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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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注意事项 

⚫ 光纤输出通道的配置，采样值输出与 GOOSE 输出的通道最好不要放在同一通道。 

⚫ 进行光纤连接时，保护装置的发送端（Tx）连接测试仪的接收端（Rx）,保护装置的接

收端（Rx）连接测试仪的发送端（Tx）。 

⚫ 如果出现通讯异常，请关闭测试仪电源，重启测试仪，然后再启动测试仪软件。 

索引 

序号 试验名称 试验模块举例 被测保护型号 页码 

1 电流保护试验 手动试验 DL-3 21 

2 电压保护试验 递变试验 DJ-111/200 26 

3 时间继电器 
直流/中间 

继电器试验 
DS-113 30 

4 中间继电器 
直流/中间 

继电器试验 
DZ-15 34 

5 反时限特性 
脉冲递变试验 

GL-23/5 
37 

时间测试 40 

6 距离（阻抗）保护试验 

距离边界搜索试验 

RCS-941A 

45 

距离验证定值试验 50 

系统振荡试验 54 

工频变化量阻抗试验 
RCS-902 

57 

精工电流 61 

7 零序保护试验 零序过流验证定值试验 RCS-941A 68 

8 线路整组传动试验 线路整组传动试验 RCS-941A 74 

9 差动保护试验 

差动比率制动特性 
PST1200 

81 

差动谐波制动特性试验 86 

差动直流助磁特性试验 BCH-2 90 

10 变送器试验 变送器试验 BD－4V3 95 

11 电能表试验 电能表试验 DTS858 100 

12 低周减载试验 低周减载试验 RCS-941A 105 

13 自动准同期试验 同期试验 WX-98A 110 

14 备自投装置试验 
触发试验 

PSP691 
121 

备自投试验 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