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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 测试过程中禁止带电插拔数据电缆。连接数据电缆之前先停止测试，并按下“暂停运

行按钮”。

2. 为防止测试仪运行中机身感应静电。试验之前先通过接地端将主机可靠接地。

3. 36V以上电压输出时应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

4. 禁止外部电压和电流加在测试仪的电压、电流输出端。试验中，务必防止被测保护装

置上的外电压反馈到测试仪的输出端而损坏测试仪。

5. 为保证测试的准确性应将保护装置的外回路断开。

6. 主机前后部或底部有通风的散热槽。为确保装置正常工作，请勿堵塞或封闭散热风槽。

7. 切勿将装置露天放置而被雨水淋湿。

8. 主机不用时要及时放入外包装箱内。清洁箱体时，先将电源插头拔下，再用清洁剂或

湿布小心擦洗。

9. 计算机在携带和使用中应轻拿轻放，使用后有专人管理。

10. 装置工作异常时，请及时与厂家联系，请勿自行维修。

11. 软件可以在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7等系统下运行。

本公司保留对此说明书修改的权利，届时恕不另行通知。产品与说明书不符之处，以

实际产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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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硬件特点及技术参数

1.1硬件结构

ZX 系列继电保护测试仪采用 PowerPC + FPGA 的嵌入式架构，全部采用最新一代低功

耗 PowerPC处理器，其运行主频达到 400M，同时配以 RTLinux实时操作系统，极大的增强

了测试系统的稳定性与实时处理能力;大容量 FPGA的采用，使得我们可以将数据计算、状

态切换等对实时处理要求更为严酷的部分移植到 FPGA中进行。

ZX-6000系列光数字继电保护测试仪硬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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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面板说明

光数字继电保护测试仪工控型面板指示说明图

ZX-6000 面板

注：①运行指示灯亮说明系统工作正常，否则系统异常； ②轨迹球相当于鼠标；

③相当于鼠标的左键，即确定； ④相当于鼠标的右键，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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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数字继电保护测试仪工控型侧面板指示说明图

ZX-6000 左右两侧面板

①光通信口 Tx 表示发送，Rx 表示接收； ②外接 GPS 天线； ③可接键盘、鼠标、移动硬盘或 U盘等带 USB 接口的外围设备；

④网络连接模式选择，内：本机测试模式，使用内部工控机操作；外：可通过网络外连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 ⑤厂家售后服务专用；

⑥开关指示灯亮说明电源正常，否则指示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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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技术参数

光数字继电保护测试仪

型 号 ZX-6000
光口数量 8对光纤网口 + 3对光纤串口

光纤网口 100Base-FX (100Mbit、多模光纤、全双工)
端口类型：ST 传输距离：>1Km
支持协议：IEC61850-9-1、IEC61850-9-2(含点对点)、Goose
性能： 整机最大支持 24组 SMV报文+64组 Goose报文同时输出

支持无 link发送

发送均匀性误差<0.1us
报文时间戳标记误差<0.1us

光纤串口 2M～10M 多模光纤

端口类型：ST 传输距离：>1Km支持

协议：IEC60044-8 扩展帧、国网扩展帧、私有性能：发

送均匀性误差<0.1us
报文时间戳标记误差<0.1us

同步接口 支持：GPS（内置）、PPS、IRIG-B(DC)、IEEE1588 P2P（或 E2E）
性能：GPS、PPS、IRIG-B(DC)同步时钟误差<1us

1588的 P2P模式下同步时钟误差<1us（1588接口与光纤网口复用）

支持 B码发送。有 GPS信号时用 GPS 时钟，无 GPS时用内部时钟

小信号输出 通道数：12路
输出类型：电压型（可选 4～20mA电流型）

幅值输出范围：DC 0~10V AC：0~7.07V 幅值精度：0.1% * 设定值 ± 1mv
频率范围： 0 ～ 1000Hz 频率精度:2mHz
相位范围： 0°～ 359.999° 相位精度:0.1°
合闸角精度：0.1° 通道同步性：<10μs

开关量输入 路数：8路
规格：10-250VDC或空接点,自动识别

分辨率：1μs
最大测量时间：4200S

开关量输出 路数：8路（含 4对高速开出）

规格：空接点

交直流开断能力：0.5A,250V
电源 AC:176V～250V 额定频率：50Hz

重量 6Kg
尺寸（W*H*D） 300 mm *140 mm *380 mm

注：型号尾缀含 G表示为一体化设计的继电保护测试仪，内置工控机，10.4英寸超大

真彩液晶显示，嵌入式WinXP操作系统，嵌入式鼠标、键盘，也可外接鼠标、键盘。

注：更高精度要求需要在订货时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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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软件安装与卸载

2.1软件安装

将软件安装光盘放入光驱 CD-ROM，运行 CD-ROM 中的 autorun.exe 文件，弹出

安装向导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安装 ZX系列继电保护测试平台”，进入下图所示安装界面。

注 1：.NET Framework 2.0是 ZX 系列继电保护测试平台的运行必须环境。如果目

标计算机没有安装.NET Framework 2.0,安装向导界面首先会自动进入.NET

Framework 2.0安装。

注 2：如果目标计算机上没有安装任何打印机，将无法显示试验报告。选择“安装

可选项 虚拟打印机”，安装虚拟打印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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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安装向导一步步操作即可。

安装完成后，自动在系统桌面生成应用程序快捷启动图标 ，双击运行继电保

护测试软件。同时在系统开始菜单中添加下图所示的菜单栏。

2.2软件卸载

在我的电脑控制面板添加卸载程序选择 ZX系列继电保护测试仪平台，点击

删除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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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入准备删除界面：

在弹出窗体：是否要删除所有应用及所有功能 点击“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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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即可。

也可以选择从开始菜单->所有程序->GDZXDL->ZX-6000 继电保护测试平台->卸载

ZX-6000进行卸载。

2.3软件更新

点击任务栏 帮助项，点击更新程序，将会弹出

如下图所示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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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打开文档，弹出一个打开窗口，如上图所示，选择测试仪内的更新

包，添加到更新程序。最后点击更新。更新过程中会自动解压更新包，然后关闭主程

序，覆盖原有的程序，然后打开，开始更新。这一过程用户只需点击 即可，

不需要用户手动完成。最后更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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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机与系统配置

3.1软件界面及操作说明

3.1.1主界面说明

图 3-1-1 主界面

测试窗体停靠栏

测试模块打开后，停靠在上图所示停靠栏中。

除“数字示波”、“系统参数配置”可以与其他测试模块同时打开外，其它测试

模块只能同时打开一个。

开入指示灯

指示测试过程中开入是否有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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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测试窗体

图 3-1-2 测试模块（通用测试）窗体

文件菜单

新建 ——清除用户在测试模块界面上做的所有参数修改，还原成默认参数设置；

打开 ——加载保存在文件系统中的测试配置文件；

保存 ——将测试模块所有参数保存到指定的测试配置文件中；

另存为——另存测试配置文件；

退出 ——退出整个测试软件。

3.1.3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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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试验结果

点击试验日志、试验结果停靠栏中的“试验结果”选项卡，浮出试验结果窗体，

如上图所示。

试验结果可以导出到 RTF格式文件。

3.1.4试验报告

图 3-1-4 试验报告菜单及快捷工具栏（红色框标示）

通过上图所示的菜单或快捷工具栏或快捷键 F8打开试验报告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 3-1-5 试验报告窗口

注：如需打开试验报告，电脑系统中必须安装有打印机程序。如果没有，可以安

装软件安装光盘中虚拟打印机。

试验报告内容由 6部分组成：

测试模块信息

测试对象

开关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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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参数

测试结果

评论

其中测试对象信息和评论需要用户手动设置，点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弹

出报告设置窗口。

图 3-1-6 报告设置

填入相应的数据后确定，信息自动加载到试验报告内容中。

当测试模块切换后，上次测试的试验报告会自动清空，如果需要将试验报告存档，

点击工具栏中的“保存”按钮导出到文件系统即可。试验报告导出后存储格式为 RTF
格式，可以通过Word等办公软件打开。

3.2测试仪联机

3.2.1测试仪搜索

选择菜单栏→设置→获取设备信息，系统将会自动搜索网络中的所有在线的 ZX系

列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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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获取测试仪设备信息菜单入口

搜索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3-2-2 搜索窗口

注 1：如果 PC有多个网卡，请在“通讯网卡选择”栏选择当前使用的网卡，然后

重新搜索。

注 2：对于Windows Vista/7/8操作系统的 PC，用户可能需要先设置本机的本地连

接信息。

如上图所示，结果中列举了所有在线测试仪的型号、设备编号、网卡信息（IP地

址、子网掩码、MAC地址）、测试仪的当前联机状态。

如果测试仪已经与其他 PC或本机相连，当前联机状态将显示与其连接 PC的 IP地

址信息或“本机”，否则显示为“空闲”。

3.2.2测试仪联机

联机：点击上图中的“联机”链接，自动实现 PC与选定的测试仪连接，连接成功

后，软件主界面的右下方将出现下图所示的信息。如果选择的测试仪已经与其他 PC

联机，将导致本机与该测试仪的连接处于不稳定状态，无法进行测试。

断开：如果列表中的某台测试仪已经与本机相连，“联机”链接字样将变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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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点击可以释放与该台测试仪的连接。

3.2.3测试仪参数修改

详细：点击“详细”链接，可以查看测试的详细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 3-2-3 测试仪详细信息

注：“显示详细说明”可以扩展下图所示的版本信息和输入输出支持信息。

图 3-2-4 测试仪扩展信息呈现

修改测试仪网卡信息：点击上图中的“修改测试仪网卡信息”，弹出下图所示窗
体，可以为测试仪设置网卡信息。点击确定按钮后测试仪将重启接受新修改的网卡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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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测试仪网卡信息修改

3.2.4常见问题

问题 1：搜索不到测试仪

a) 检查通讯电缆（网线）是否连接好；

b) 检查选择的通讯网卡是否与通讯电缆连接到的网卡一致；

c) 检查网络防火墙设置，如果防火墙已经开启，需要将本测试软件添加到防火墙

例外中（本软件安装时会自动添加，但是可能受其他网络安全软件<如 360，
卡巴斯基等>影响添加失败），具体操作如下所示：

 选择桌面上“网上邻居”后右键，选择“属性”，进入网络连接管理；

 选择通讯电缆连接网卡的网络连接，如“本地连接”，右键，选择“属性”，

弹出属性管理窗口；

 选择“高级”选项卡，点击“Windows 防火墙”中的“设置”按钮，弹

出Windows防火墙设置窗口；

 在“Windows防火墙”设置窗口中选择“例外”选项卡，点击“添加程序”

按键，在“添加程序”窗口中选择本软件安装目下的“RTS.exe”文件，

添加；

 点击“添加端口”按钮，分别添加两个 TCP 端口 50237、50238 和一个

UDP端口 50239。

问题 2：搜索到测试仪但是无法联机

a) 测试仪已经被其他电脑连接上，需要先断开其他电脑上的连接；

b) 工控版本的测试仪开机后会自动进入到本机控制模式，外部计算机与它连接时

需要先在工控软件中设置为外部控制；

c) 同问题 1的 c点说明。

问题 3：Win Vista/7下 IP地址的设置

由于Win Vista/7安全级别比WinXP更高，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够对网卡进行设置，

因此本软件的自动修订网卡信息功能会失效。当本测试软件运行在Win Vista/7操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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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是，需要手动去更改网卡信息，操作过程如下所示：

 选择桌面上“网上邻居”后右键，选择“属性”，进入网络连接管理；

 选择通讯电缆连接网卡的网络连接，如“本地连接”，右键，选择“属性”，

弹出属性管理窗口；

 在“常规”选项卡的列表中选择“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点击

“属性”，弹出“Internet协议版本 4（TCP/IPv4）属性”窗体；

 如果 TCP/IPv4协议采用的自动获取 IP 地址，勾选“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

并将 IP地址设置为“192.168.88.2”，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即可；

 如果 TCP/IPv4协议采用的是手动设置并且配置了 IP地址，点击“高级”按钮，

在弹出的“高级 TCP/IP 设置”窗口中添加一组 IP 地址（IP 地址设置为

“192.168.88.2”，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即可。

注：在其他Windows操作系统下也可以采用问题 3中描述的设置方法设置。

3.3全局参数配置

图 3-3-1 全局参数配置

额定值

影响测试模块默认初始值。

开入消抖时间

影响开入量翻转确认时间。

模拟量通道

根据机型选择，软件随测试仪出厂时已经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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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数字机型配置

3.4.1界面说明

选择程序菜单“设置”→“系统配置”→“数字机型”（或点击程序快捷工具栏

中红色框标记的数字机型配置图标），进入数字机型系统

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3-4-1 数字机型配置（系统配置）界面

模拟量输出方式 —— 模拟小信号、SMV、FT3，测试仪不支持多种方式同时输出。

自动侦测 —— 侦测外部 SMV、FT3、GOOSE 配置信息作为测仪的发送、仿

真、订阅组。

下载配置 —— 配置完成后，点击“下载配置”按钮将配置信息文件提交测试

仪，如果没有与测试仪联机，将暂时保存，联机后自动下载。

另存配置 —— 导出设好的配置数据到指定文件中存储。

打开配置 —— 加载另存配置导出的存储文件。

勾选 —— 通过勾选框控制报文发送或者不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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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SCL文件解析与导入

点击图 3-4-1中的“加载 SCL文件”，弹出 SCL文件选择对话框。本测试软件支

持*.SCD、*.CID、*.ICD、*.XML等符合 SCL语法规则的文件导入。选中需要解析的

SCL文件，点击“确定”，软件自动分析加载的 SCL文件并进入解析结果窗口。

如果已经加载过 SCL文件，并且没有关闭数字机型配置界面，将弹出下图所示对

话框：

选择“是”，自动将加载上次的 SCL文件内容，提高解析速度；

选择“否”，弹出 SCL文件选择对话框，重新加载选中的 SCL文件。

注：不符合 SCL语法的文件，加载后不会窗体 SCL解析与导入窗体中没有任何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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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界面说明

IED列表：解析完成后，列出 SCL文件中包含的所有智能电子设备。选中某一智能电

子设备后，自动解析该智能电子设备中是否包含有 SMV发送/接收、GOOSE发送/接
收报文组。

报文组列表：选中某一个智能电子设备的 SMV/GOOSE发送/接收树节点后，自动解

析出其下的所有报文组的基本信息并列出。

报文中通道列表：选中某一组报文后，自动解析该组报文下的所有数据通道信息并列

出。

已选中作为导入的报文组：在报文组列表中勾选需要导入的报文，自动加载到已选择

的导入控制块列表中。

3.4.2.2测试用例

下面以 XXX变 1#主变差动保护测控装置为例，对 SCL文件的导入做详细介绍：

变电站 —— 110kVXXX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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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商 —— 南瑞科技

保护装置 —— 1#主变差动保护测控装置（南瑞继保）

测试内容 —— 差动保护

测试信号需求

模拟量：高、中、低三侧电流/电压采样值

开入量：主变保护跳闸信号

过程详解

1、打开数字机型配置界面，点击加载“加载 SCL文件”，选择集成商提供的

SCD文件，确定；

2、解析成功，在 IED 列表区，选中“PZBCD1:1#主变差动保护测控装置

NS3692”，

该 IED中定义了 SMV接收、GOOSE发送、GOOSE接收；

3、选择“SMV接收”节点，其中定义了三组点对点的 SMV接收报文；

4、分别选中三组报文，从展开的报文通道列表中的通道描述（LN描述、DO
描述）可以看出三组报文对应的是主变 I、II、IV 侧的采样值报文。从保

护说明书或保护定值字分析，I侧对应高压侧、II 侧对应中压侧、IV 侧对

应低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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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勾选三组 SMV报文；

6、选择“GSE发送”节点，展开的 GOOSE发送报文有 6组，分别选中不同

的报文，从展开的报文通道列中找到描述为“主保护动作”的通道，则该

组报文可以作为主变保护跳闸信号传输的 GOOSE报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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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勾选 appid=0x1014的 GOOSE报文组；

8、点击“确定”按钮，回到数字机型配置界面；

导入后，软件自动弹出光以太网端口占满冲突的提示信息，这是因为该保

护装置的三组 SMV都是国网点对点模式，每一组 SMV的发送都必须占用一

个独立的光以太网口，而软件在导入报文组时，自动将每组的通讯端口都默认

为光以太网口 ETH0-TX，这时需要为每组 SMV 分配不同的通讯端口。（新

版软/硬件已经实现 SV和 GS共光口输出，不会再弹出该信息）

分别选中上图中三组导入的 SMV，点击图中的“修改”按钮，在弹出的

窗体总对通讯端口进行设置。

高侧 —— ETH0

中侧 —— ETH1

低侧 —— ET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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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通道关联：软件自动根据每组报文中各个数据通道的描述，将各个数据通

道自动绑定到测试软件的第一组模拟输出通道上（Ua、Ub、Uc、Ia、Ib、
Ic）。先考虑做高中、高低两侧的差动试验，高中低三侧的输出应通过组

I（Ua、Ub、Uc、Ia、Ib、Ic）、组 II（Ux、Uy、Uz、Ix、Iy、Iz）分别输

出，假设高侧采用组 I作为输出，则需要对中、低两侧的各电流/电压量通

道的关联通道进行调整。

如图所示，选择中侧 SMV报文组，在右边通道列表的“关联通道”列中

进行修订。（在做中低两侧差动时，将中、低两侧通道分别关联到组 I、
组 II即可）

10、计算系数：点击在上图中“计算系数”列的单元格，弹出通道系数设置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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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变比——一次/二次额定电压值比

CT变比——一次/二次额定电流值比

选择应用到所有通道，自动将分别关联到电压和电流的所有通道的计算系

数一次设好。

本用例对象

高侧 PT变比 110KV/100V CT变比 600A/5A

中侧 PT变比 35KV/100V CT变比 800A/5A

低侧 PT变比 10.5KV/100V CT变比 1200/5A

分别为高中低三侧的三组 SMV设置好通道计算系数。

11、切换到 GOOSE配置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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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导入的 GOOSE报文组（保护装置的 GOOSE发送报文对应软件设置

中的 GOOSE订阅，GOOSE接收报文对应 GOOSE仿真），将第 3个通道（Go
发送-主保护动作）关联到开入 A。同样通过“修改”按钮，将 GOOSE 报文

传输的以太网光口设置到 ETH0-ETH3中的任意一个，这里默认采用 ETH0-RX
口。

12、试验接线：选择三根光纤通讯线（测试仪端需要 ST接口，保护端根据保

护装置的采用不同来选择），分别将其的 ST端接入测试仪的 ETH0-ETH2
的 TX（发送）口，另外一端根据保护装置光纤接线图分别接入对应的通

讯板上的 RX（接收）口。再选择一根光纤通讯线，将其 ST端接入测试仪

的 ETH0-RX口，另外一端接入保护装置该组 GOOSE报文传输用的通讯口

的 TX口。

注：如果保护装置不支持无 Link 连接，则每组报文都需要通过一对光纤

线分别连好 Tx、Rx端口，此时本例中的 GOOSE传输则需要配置到 ETH3口。

13、点击“下载配置”按钮，保存或下载做好的配置信息文件。

14、与测试仪联机。

15、加量测试：进入“通用测试”模块，设定好组 I、组 II的加量值，点击“开

始测试”，进入保护装置显示界面，查看高中低三侧的电压/电流量是否与

软件界面输出一致。如果有出入，检查各组 SMV通道的关联与通道系数

的设定值；如果保护收不到数据，检查光纤连接情况。

16、开入测试：在“通用测试”的开入量选择中勾选开入 A，组 I 的 Ia 设置

能使主变差动动作的量，开始测试，如果收到开入 A翻转信息，则 GOOSE
报文传输正常。

17、进入“差动试验”模块进行差动保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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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手工配置

除了从 SCL文件导入配置外，软件还提供手动添加配置的功能。

3.4.4同步方式

软件与测试仪联机后，将会自动侦听测试仪的 GPS 状态与外部光脉冲状态，如下

图所示。

GPS模块 —— 内置 GPS

外部光脉冲—— 外部秒脉冲或外部光 B码（由 S3口的 RX接入）

IEEE1588网络对时——复用 ETH0～ETH7网口

3.4.5光口数据转发回环

测试仪支持光口数据转发，通过软件配置，可以实现接收口的收到的数据从任意

发送端口转发，为整组传动闭环等试验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点击图 3-4-1 数字机型配置（系统配置）界面上的“光口转换设置”，弹出光口

转换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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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网口（ETH0-ETH8）的发送端口 TX可以转发任意光网口接收端口 Rx收到的数据；

光串口（S0-S2）的发送端口 Tx 可以转发任意光串口接收端口 Rx 收到的数据。S3 口

的 TX由软件默认设置为转发 S3口的 RX收到的外部光信号。

注 1：如果 Tx端口已经配置有发送报文组，则无法设置转发。

注 2：先在光口转发设置中给某个 Tx端口配置了转发功能，然后在数字机型系统

配置中给 Tx口添加了发送报文组，则该 Tx端口添加的转发功能自动失效。

应用举例：

测试对象 光数字式线路保护装置

测试项目 距离 I段 A相接地故障下整组传动闭环试验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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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块

状态序列

参数设置

1、在数字机型配置中导入保护装置和智能终端的相关 SMV/GOOSE报文

保护SMV采样值报文配置到ETH0-Tx（设置好通道系数和关联通道）；

保护GOOSE跳闸/合闸发送报文配置到ETH1-Rx（跳闸关联到开入A，合

闸关联到开入B）；智能终端GOOSE开关位置发送报文配置到ETH2-Rx
（断路器位置通道关联到开入C）；

2、在数字机型配置中设置光口转发

ETH2-Tx转发ETH1-Rx数据；

ETH3-Tx转发ETH2-Rx数据；

3、下载配置；

4、打开“状态序列”测试模块，采用默认的状态序列；

5、状态1作为故障前加量，所加量三相电压为额定值，三相电流为0（或三

相平衡负荷电流），结束方式采用“时间触发”，触发时间设30s（大于保

护整组复归及重合闸充电时间）；

6、状态2作为故障加量，通过辅助短路计算输出量，结束方式采用“时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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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入量开入触发”，时间值设为0.2s（小于距离II段动作时间定值），勾选

开入A（保护跳闸动作接点）作为开入触发判据；

7、状态3作为保护动作，但开关未实际跳开状态。故障加量（与状态2所加

量一样），结束方式采用“时间或开入量开入触发”，时间值设为1s（大

于开关跳闸动作时间），勾选开入C（断路器位置接点，判断开关跳开）

作为开入触发判据；

8、状态4作为跳闸后重合前状态，所加量三相电压为额定值，三相电流为0，

结束方式采用“时间或开入量触发”，时间值设为1s（大于重合闸整定时

间），勾选开入B（保护重合闸动作接点）作为开入触发判据；

9、状态5作为保护重合闸动作，但开关实际未合上状态。所加量三相电压为

额定值，三相电流为0，结束方式采用“时间或开入量触发”，时间值设为

1s（大于开关合闸动作时间），勾选开入C（断路器位置接点）作为开入

触发判据；

10、状态6作为重合后态，所加量三相电压为额定值，三相电流为0（或三相

平衡负荷电流），结束方式采用“时间触发”，触发时间1s（或任意）；

测试过程

状态1，测试仪加正常量值，使保护重合闸充电，触发时间到，切入状态2；

状态2，故障加量，保护跳闸，保护通过GOOSE发送跳闸令给测试仪，测试

仪测试仪同时转发给智能终端，同时切入状态3；测试收到GOOSE跳闸翻转（开

入A），记录翻转时间作为保护跳闸时间；

状态3，智能终端收到测试仪转发来的跳闸令，控制开关由合到分切换。分

开后，智能终端将开关分位信息（开入C）通过GOOSE发送给测试仪，测试仪

同时转发给保护装置，同时切换到状态4；测试仪收到智能终端GOOSE开关位

置翻转（开入C），记录翻转时间作为智能终端跳闸响应时间；

状态4，保护装置检测到开关分位后进入重合闸整定，发送重合闸GOOSE报
文给测试仪，测试仪同时转发给智能终端，同时切换到状态5；测试仪收到保护

GOOSE重合闸接点翻转（开入B），记录翻转时间作为保护重合闸时间；

状态5，智能终端收到测试仪转发来的重合闸令，控制开关有分到合切换，

闭合后，智能终端将开关合位信息（开入C）通过GOOSE发送给测试仪，测试

仪同时转发给保护装置，同时切换到状态6；测试仪同时记录开关位置翻转时间

作为智能终端重合闸响应时间。

状态6，保护恢复正常，触发时间到，停止测试。

测试结果

保护故障跳闸时间 状态2中开入A翻转时间

智能终端跳闸响应时间 状态3中开入C翻转时间

保护重合闸时间 状态4中开入B翻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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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合闸响应时间 状态5中开入C翻转时间

3.4.6模拟小信号输出

光数字式测试仪提供 12路模拟小信号输出（6电压 6电流），输出范围 0～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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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IEEE1588网络对时

注：

1、用鼠标选择节点列表中节点主时钟，右边呈现此节点主时钟的特征信息。

2、在节点列表中，系统将根据最优主时钟算法选择主时钟，并以“绿色”标识

3、在节点列表中，点击右边的选择框，将强制选择为主时钟，并以“红色”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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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常见问题

问题一：导入 SMV配置组后给保护加量不上

检查 SMV 组配置的通讯网口与保护装置数据接收网口的光纤连接线是否连接正

确；

检查 SMV组中的通道绑定是否设置好；

检查 SMV组中的通道系数是否设置正确；

自检：将该组 SMV配置的发送端口通过光纤接入测试测试仪的任意接收端口，开

启数字示波模块进行监测，如果能够收回数据，证明该组 SMV配置的发送端口通讯

正常；

检查 SMV配置信息是否与保护厂家设计的参数一致，如果不一致可以通过修改该

组 SMV参数设置来进行修订。

问题二：国网点对点 SMV组额定延时通道延时时间设置

软件导入 SCD文件后，所有点对点 SMV的额定延时都采用的默认值 500μs，如

果加量时保护装置不能正常接收而出现漂移，请根据保护装置的实际设置修订额定延

时通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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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测试模块与用例

4.1通用测试

通用测试模块提供 6/9电压、6/9电流（RTS-100A-34/34G型号为 4电压、3电流）

的手动控制与递变控制输出，通过灵活的界面配置与组合实现各类保护和继电器测试

需求。

4.1.1模拟量设置

图 4-1-1 输出量设置界面

通道说明：

组 1：对应测试仪上的 Ua，Ub，Uc，Ia，Ib，Ic 的模拟量输出通道；

组 2：对应测试仪上的 Ux，Uy，Uz，Ix，Iy，Iz 的模拟量输出通道；

组 3：对应测试仪上的 Ul，Um，Un，Il，Im，In的模拟量输出通道；

光数字机型对应数字机型配置中 SMV/FT3组的通道关联绑定。

输出值编辑：

鼠标左键单击频率设置框、幅值/相位单元格进入编辑状态。

快捷按钮“C” —— 清零

“N” —— 常态

在测试开始后，如果没有勾选 ，编辑完成并且鼠标光标离开对应

编辑框后，自动将编辑后的输出值提交测试仪输出。

如果勾选了编辑后按键发送，则需要通过“发送”按钮提交测试仪输出。

电压电流输出值限制（模拟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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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AC）0~125V 电流（AC）0~30A

电压（DC）-175~175V 电流（DC）-20A~20A

大电流输出时间限制（模拟机型，出厂默认值）：

电流 <=10A 不限制时间

10~20A 60秒

>=20A 10秒

电流输出保护：

开路：当输出电流≥1A（可设），并且该电流回路处于开路状态时，测试将无法

启动（或自动中断测试），并在软件界面上的“开路”指示灯提示用户。如图所示

过流：当电压回路出现短路且电流大于阀值时，测试仪开启过流保护。

过温：当测试仪连续输出大电流时间过长时，测试仪自动开启过温保护。过温保

护后测试仪无法继续工作直到硬件温度降低到可启动条件，一般需要等待几分钟。

频率输出限制：

0~1000Hz

变量类型：

可以选择相对地、相间、序分量三种类型呈现，相互之间自动转换。可以根据实

际应用选择一种类型作为输出值查看和编辑视图。

图 4-1-2 相间呈现方式

相间呈现说明：

只允许编辑勾选的相间输出值，其他两相的输出值自动匹配计算；

可以通过勾选 来保持三相相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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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序分量呈现方式

序分量呈现说明：

U1/I1 —— 正序分量

U2/I2 —— 负序分量

3U0/3I0 —— 零序分量

输出直流：

图 4-1-1中的 勾选框控制输出交流或者直流。

图 4-1-4 直流输出设置界面

切换到直流输出后，组 1/组 2频率、电压/电流相角不允许编辑。

组 1/组 2输出量前的勾选框：

用来控制手动/程控测试过程中需要发生变化的量。

图形显示：

程序提供矢量图形方式方便用户直观的理解各相电压/电流之间的输出值与相角

关系。

—— 调节电压显示量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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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电流显示量程值

—— 量程自适应

—— 显示组 1中的输出量

—— 显示组 2中的输出量

—— 相对地视图

—— 相间视图

—— 序分量视图

4.1.2开关量设置

开入量（动作接点）设置：

图 4-1-5 开入量设置

开入 A~H对应测试仪面板上的开入量通道。

光数字机型对应数字机型配置中的 GOOSE订阅组的通道关联绑定。

开出量设置用来勾选作为测试结束的条件，可以多选，采用“或”关系，当测试

过程中收到任意一个勾选的开入翻转时自动结束测试并记录动作时间。

开出量点动测试：

图 4-1-6 开出量点动测试

开入 1~8对应测试仪面板上的开入量通道（部分机型只有 4个开出）。

光数字机型对应数字机型配置中的 GOOSE仿真组的通道关联绑定。

主要用来做测试过程中的开出点动。

开出量设置：

点击程序快捷工具栏 中红色框标记的开出量设置图标，

弹出开出量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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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开出量设置

初始状态——控制测试开始时开出量的状态（断开、闭合）

翻转方式——控制开出量翻转的触发方式（延时翻转、有开入翻转）

点击“翻转方式”单元格，自动弹出翻转方式选择浮动窗口。

选择“有开入翻转”方式时，使能开入选择和关系设置。

“与” 选择的开入都有翻转后条件成立

“或” 选择的开入任何一个有翻转后条件成立

延时时间——延时翻转方式时，测试开始后经过设定的延时时间即翻转开出状态

有开入翻转方式时，收到有效开入翻转后延时设定时间即翻转开出状

态

保持时间——开出翻转后经过保持时间重新翻转到初始状态

使 能——通过勾选控制设定是否生效

注：开出量设置与开出量点动测试不能同时并存。



46

4.1.3手动控制

图 4-1-8 手控控制界面

幅值调节：

在图 4-1-1中勾选需要调节的通道（可以多选，组 1/2同时选，但是不能同时勾选

电压和电流通道），通过圆盘的 4个方向按键调节模拟量输出值。

幅值步进 —— 每次调节的幅值变化量

上键/下键（+/-） —— 给勾选的模拟量通道增加/减少步进值

右键/左键（+/-） —— 给勾选的模拟量通道增加/减少步进值×10倍的值

相位调节：

同幅值调节，改变勾选通道模拟量的相角。

频率调节：

同幅值调节，改变勾选通道所在组（组 1/组 2）中所有模拟量的输出频率值。

测试结果：

测试过程中收到勾选开入的翻转即结束测试并记录加量到当前值的时间与开入翻

转时间的时差作为动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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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程序（递变）控制

图 4-1-9 程序控制界面

变化类型：

幅值变化 —— 对勾选通道模拟量的幅值进行递变；

相位变化 —— 对勾选通道模拟量的相角进行递变；

频率变化 —— 对勾选通道所在组的输出频率进行递变。

起始值：

测试开始时递变状态输出的初始值（注：这是图 4-1-1模拟量设置中的勾选的通道

的值不再生效，未勾选的通道则按照设定值输出）。

终止值：

测试过程终结条件之一，如果递变结束还没有收到有效的开入翻转，测试终止。

变化步长：

每次递变的增量/减量。

每步时间：

递变过程每个递变值上停留的时间，应设置为大于保护或继电器可靠动作所需的

时间量。

变化方式：

始→终 —— 单程变化，以递变起始值到递变终止值区间作为测试过程限制。

始→终→始—— 双程变化。

返回方式：

动作返回 —— 收到有效的开入翻转即结束递变并记录动作时间。

全程返回 —— 收到有效的开入翻转记录动作时间并继续递变一直到终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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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方式与结束方式的组合逻辑及状态输出图示：

始→终，动作返回

主要用来测试保护装置或继电器的动作时间。

图 4-1-10 始→终，动作返回

始→终，全程返回

主要用来测试最小最大灵敏角试验。

图 4-1-11 始→终，全程返回

始→终→始，动作返回

主要用来测试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返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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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2 始→终→始，动作返回

始→终→始，全程返回

主要用来测试保护装置或继电器的动作边界。

图 4-1-13 始→终→始，全程返回

空载态（复归态）输出控制：

在测量继电器的动作边界特性时，当继电器在第一个动作边界动作后需要复归才

能连续测试下一个动作边界，通过勾选“先输出空载态”勾选框来加复归量使继电器

可靠复归。

点击“编辑空载态”，弹出空载态输出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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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4 空载态输出设置

空载时间 —— 或复归时间，应设置大于继电器可靠复归的时间值。

输 出 量 —— 空载态各相输出电压、电流设置。

4.1.5任意控制

图 4-1-15 任意控制界面

设定各个模拟量输出变量幅值、相位的增量以及频率的增量，通过“+”，“-”
按钮实现输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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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测试结果和试验报告

测试结果

图 4-1-16 试验结果查看

测试结束后，将鼠标垂停在界面左下方的“试验结果”选项卡上，自动浮出测试

结果呈现窗口。

测试结果组成部分：

测试参数 —— 列出本次测试的测试设定参数

结束结果 —— 列出本次测试的动作接点、动作时间等数据

测试结果保存：

点击“保存结果”按钮，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输入文件名称后确定。

测试结果查看：

点击“查看结果”按钮，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保存的测试结果文件确定。

测试结果文件采用 rtf格式类型保存，可以通过Word打开。

试验报告

点击程序快捷工具栏 中红色框标记的“查看试验报告”图标，

程序自动加载本次测试结果数据并生成试验报告， 通

过图中所示的“报告窗口”浏览试验报告内容。

注：所有测试模块的测试结果和试验报告的查看同通用测试，后面文档将不再重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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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 交流电压继电器

测试项目 —— 动作值、动作时间

整 定 值 —— 动作值 80V

试验接线 —— Ua 接电压线圈的②、④端，Un 接⑥、⑧端（并联方式）；接

点①、③接开入量 A。

参数设置

 将组 1组 2输出清零，并勾选变量 Ua

 选择“程控”控制方式

 变化类型选择“幅值变化”

 将递变起始值设为 60V, 小于继电器的动作整定值；终值为 100V

 变化步长设为 1V

 每步时间设为大于继电器出口时间的时间值

 选择变化方式为“始→终”；结束方式为“动作返回”

 在开入量设置（动作接点）中勾选开入 A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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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过程详解

从图 4-1-10 分析，测试过程如下：

从 60V 开始往 100V 按照变化步长和每步时间递增变化，收到开入 A翻转，

记录翻转时间及翻转时 Ua 的幅值，即动作时间和动作值；如果递增到 100V

依然没有收到开入 A翻转，退出测试；

试验结果

测试结果后在测试结果中呈现本次测试的基本参数和结果数据（动作值、动作

时间）。

用例二：

测试对象 —— 馈线保护装置

测试项目 —— 过流保护

整 定 值 —— 过流电流整定值 3A

保护设置

退距离保护，投过流保护

试验接线

将测试仪的 Ia、IaN分别接入馈线保护装置的 A相电流输入端子 Ia、IaN，将

馈线保护装置的跳闸出口接点接入测试仪的开入 A

参数设置

 将组 1组 2输出清零，并勾选变量 Ia

 切换到“程控”模式

 选择幅值变化

 变化步长设为 0.1A，初值值设为 2.8A（小于定值），终值值设为 3.2A（大

于定值），每步时间设为 0.2s（大于保护跳闸时间定值），变化方式选择

“始→终”，返回方式选择“动作返回”；

 在开入量设置（动作接点）中勾选开入 A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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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常见问题

 模拟量输出值编辑后还原成上次设定值？

a) 输入法设置成全角模式引起，全角下的数字输入不能接受。

b) 超出了最大限制值，自动还原。

 相角自动转换

本软件中所有的相角都控制在-180°~180°范围内，会自动将用户输入的相角值

转换到-18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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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状态序列

状态序列测试模块提供用户完全自由的输出状态组织。

4.2.1状态列表

图 4-2-1

状态添加

点击状态列表右边的“添加”按钮，弹出添加菜单，如图 3-2-1

图 4-2-2

插入状态 —— 可以在状态列表中选中的状态前/后插入一个新的状态

添加状态 —— 添加一个状态到状态列表的最后

注：状态序列中状态最大数量为 12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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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状态

在状态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状态，点击“删除”按钮。

清空状态

点击“清空”按钮，清除状态列中所有存在的状态。

状态输出值设定

 鼠标点击变量单元格进入编辑状态，输入数值

 通过辅助计算工具自动计算短路情况下各相输出，详见 4.2.4辅助计算

 右键快捷菜单实现幅值“归零”、“额定值”、“等幅值”，相位“正序平衡

角”、“负序平衡角”的快速输入，如图 4-2-3

图 4-2-3

4.2.2结束方式设置

图 4-2-4 结束方式选择

点击每个状态“结束方式”一行的单元格，右边会出现一个 图标，点击图标弹

出结束方式设置浮动窗口（双击该单元格效果同）。

结束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时间触发：测试进入本状态经过触发时间延时后到跳入下一个状态

 按键触发：测试进入本状态后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的按钮后进入

下一个状态

 开入量触发：测试进入本状态后收到勾选开入翻转并且组合逻辑实现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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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下一个状态

 递变结束触发：测试进入本状态后开始按照递变设置改变输出值直到递变

终结值后进入下一个状态。如果没有本状态没有设置递变，无法生效。

 时间或开入量触发：测试进入本状态后，如果收到有效的开入翻转或者触

发时间到，进入下一个状态

4.2.3递变设置

图 4-2-5 辅助计算与递变设置

鼠标点击变量所在行的单元格， ，在“变量”行幅值和相位

列的中间出现一个 图标，点击图标，弹出辅助计算与递变设置菜单。

点击“递变设置”菜单，弹出递变设置窗口，如图 4-2-6 所示：

图 4-2-6 递变设置

递变类型

幅值递变 —— 单相电压/电流幅值递变或三相电压/电流幅值同时递变

相位递变 —— 单相电压/电流相角递变或三相电压/电流相角同时递变

频率递变 —— 组 1/组 2频率递变或组 1组 2频率同时递变

递变初值取状态列表中的对应变量的设定值。

取消递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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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定的递变设置取消。如果取消了递变，而本状态的结束方式选择的是“递

变结束触发”，本状态的结束方式将自动归为默认值（开入量触发）。

4.2.4辅助计算

图 4-2-7 短路计算参数设置

选择 4.2.3中的组 1短路计算或组 2短路计算菜单，弹出短路计算窗口。

短路计算参数

故障类型 —— 单相接地、相间短路、相间接地、三相短路可选

计算模型 —— 电流恒定、电压恒定、系统阻抗恒定可选

故障方向 —— 正方向、反方向可选

C T 指向 —— 选择保护 CT电流的正方向：电流指向线路（元件）为正，

或，电流指向母线为正。

短路阻抗 —— 提供 ZL和 R/X两种模式输入，相互转换

短路电流 —— 计算模型为电流恒定时生效

短路电压 —— 计算模型为电压恒定时生效

系统阻抗 —— 计算模型为系统侧阻抗恒定时生效

额定电压 —— 保护 PT二次侧的额定相电压，一般为 57.735V

负荷电流 —— 负荷状态的电流，与故障后的短路电流相比，负荷电流幅

值很小，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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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序补偿系数

提供三种零序补偿系数计算公式，根据不同保护装置的采用方式选择。

公式 1 —— KL =（Z0-Z1）/ 3Z1

公式 2 —— KR=（R0-R1）/ 3R1，KX=（X0-X1）/ 3X1

公式 3 —— KL=Z0 / Z1

其中公式 1和公式 3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4.2.5开出量设置

图 4-2-8 开出量设置

点击每个状态“开出量 n”一行的单元格，右边会出现一个 图标，点击图标弹

出开出量设置浮动窗口（双击该单元格效果同）。

开出量的设置同 4-1-2通用测试中的开出量设置，但是翻转延时和翻转保持的时间

设定值是相对于本状态开始时刻而不是整个测试过程。

4.2.6测试结果和试验报告

测试结束后，软件会在测试结果窗口呈现每个状态中的所有开入的翻转记录（翻

转接点、相对于进入本状态时间的翻转时间）。

测试结果和试验报告的查阅同通用测试 4.1.6。

4.2.7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 RCS900系列线路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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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 —— 故障跳闸时间、重合闸时间

整 定 值

线路正序阻抗角 78°、接地距离 I段阻抗 5Ω、接地距离 II 段动作时间 0.5s、
零序补偿系数 0.677、重合闸方式“单重”、重合闸整定时间 2s

保护设置

投距离保护软/硬压板、退过其他保护软/硬压板

试验接线

参数设置

a) 打开“状态序列”测试模块，其中默认包含的 5个状态，第 4与第 5个状态可

以删除不要；

b) 在状态 1中将“结束方式”修改为“时间触发”，“触发时间”设置 30s（大

于保护重合闸充电时间）；

c) 在状态 2中将打开组 I 短路计算窗口，故障类型选择 A相接地，计算模型选

择短路电流 If 恒定，短路电流设置为 1A，将保护距离 I段定值 5Ω填入到短

路阻抗Zl幅值，正序阻抗角 78°填入Zl相位，将零序补偿系数值修改为 0.677；

d) 在状态 2 中将“结束方式”修改为“时间或开入量触发”，触发时间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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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S，小于距离 II 段动作时间的数值，触发后延时设为 0ms，并勾选开入 A
作为动作接点；

e) 在状态 3中将“结束方式”修改为“时间或开入量触发”，“触发时间”设置

为大于保护重合闸整定时间的数值，触发后延时设为 0ms，并勾选开入 D 作

为重合闸接点；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测试结果

状态 2中开入 A的翻转时间即故障跳闸时间；

状态 3中开入 D的翻转时间即重合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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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定值校验

该测试模块用来对线路保护的定值进行校验（包括距离、零序、负序、过流、Z/T
动作特性、最大灵敏角、工频变化量等），可以单项目单段测试或单项目多段测试，

也可以多项目同时测试。

4.3.1界面说明

图 4-3-1 定值校验

功能按键

系统参数 —— 设定所有测试项目的公共参数，见 4.3.2

项目添加向导 —— 提供测试项目添加向导对话框

删除 —— 删除已添加项目列表中选定的项目

删除全部 —— 删除所有已添加的项目

测试项目列表

图 4-3-2 已添加项目列表

项目列表区按照项目添加顺序图 4-3-2所示图标。

通过勾选项目图标左上方的勾选框可以控制该项目是否进行测试；

双击图标可以弹出项目测试参数修改窗口，见 4.3.4。

测试点列表



63

选中测试项目列表中的某个项目图标后，测试点列表出自动列出该测试项目的所

有测试点的基本参数。

图 4-3-3 测试点列表

当鼠标选择某一个测试点所在行时，会自动弹出该测试点模拟量输出数值用于查

阅与抄录。

状态（开入量）列会在测试过程中指示该测试点保护的动作情况和动作时间。

4.3.2系统参数设置

图 4-3-4 系统参数设置

系统参数设置是相对所有添加项目而言的，是公共参数区。

点击 按钮，弹出图 4-3-4系统参数设置窗口。

额定值

额定电压 —— 保护 PT二次侧的额定相电压，一般为 57.735V

额定频率 —— 一般取工频 50Hz

P T 位置 —— PT安装的位置（母线侧、线路侧可选），PT位于母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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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跳闸后故障相电压恢复为正常电压值（即额定电压）；

PT位于线路侧，则跳闸后故障相电压变为零状态。一般地，

PT位于母线侧。

C T 中心点位置 —— 选择保护 CT电流的正方向：电流指向线路（元件）为

正，或，默认电流指向母线为正。

零序补偿系数 —— 同 4.2.4辅助计算中的关于零序补偿系数的描述

模拟断路器延时 —— 用来设定断路器跳闸和合闸所需要的延时时间

4.3.3项目添加向导

点击 按钮，弹出图 4-3-5所示项目添加向导窗口。

图 4-3-5 项目添加向导

项目添加向导窗口左侧为项目类型，选中后会在右边列出该项目的参数设定区。

参数包括三个部分

故障参数、试验参数、开入量（动作接点）设置，其中故障参数每种测试项目

类型都有所不同，详见 4.3.4项目参数修改。

试验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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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试验参数

项目切换方式 —— 同时测试多个项目时，每个项目可能需要不同的接线

或者需要对保护装置的硬压板、软压板、保护控制字等进行调整，通过项目切

换方式来预留上述工作的时间。切换方式分为时间、按键可选，用来控制两个

测试项目之间的切换（对于测试项目列表中的第一个项目不生效）；

项目切换时间 —— 切换方式选择“时间”时生效，为前一个项目测试完

后，测试过程终止的时间值。前一个项目测试完成后，软件自动延时设定的切

换时间后进入下一个测试项目。如果切换方式“按键”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切

换对话框，等待用户点击对话框的按键切入到下一个测试项目；

复归时间 —— 在测试项目的每个测试点故障态输出之前，加入一个

复归态用来时保护可靠复归；

最大故障时间 —— 允许故障量加量的最大时间限制值，一般取大于保护

可靠动作的时间值；

跳闸后延时 —— 收到保护跳闸信号后延时结束故障状态，模拟断路器

跳闸时间；

负荷电流 —— 复归态和非故障相的输出电流。

计算模型 —— 电流恒定、电压恒定、系统阻抗恒定可选，距离保护

和 Z/T动作特性时需要。

短路电流 —— 采用电流恒定时生效

短路电压 —— 采用电压恒定时生效

系统阻抗 —— 采用系统阻抗恒定时生效

开入量（动作接点）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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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7 试验参数

通过勾选开入 A~H和选择逻辑关系（“与”、“或”）来作为保护动作检测

条件。

参数设定完成后（也可以先添加项目，然后在项目列表中设定详细参数），点击

“添加”按钮，项目自动加入到已添加项目列表中，窗体继续停留，方便添加下

一个项目。

4.3.4项目参数修改

双击测试项目列表（图 3-3-2）中的项目图标，弹出项目参数修改窗口。

零序保护定值验证、负序保护定值验证、过流（速断）保护定值验证

图 4-3-8 电流保护定值验证

故障类型与方向 —— 测试各种故障类型下保护动作情况

短路阻抗 —— 表示保护安装处距离短路点之间的短路阻抗，分

为极坐标形式（幅值，角度）和直角坐标形式（电阻，电抗）；

Ⅰ- Ⅳ段选项卡 —— 分别用来填写每段的整定电流值、整定动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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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和勾选整定倍数。

整定动作时间 —— 用来区分当前测试倍数下保护装置是哪一段在动作。

一般情况下，电流保护整定值的 0.95 倍可靠不动，1.05 倍可靠动作，系统自

动勾选了Ⅰ- Ⅳ段的 0.95 倍和 1.05 倍进行测试，如果不需要测试某段或者某段

的某个整定倍数，通过将整定倍数后的勾选框设为不选即可。

整定倍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电流保护定值验证时短路电流计算采用电流恒定模型。

距离保护定值验证

图 4-3-9 距离保护定值验证

Ⅰ- Ⅳ段选项卡 —— 分别用来填写每段的整定阻抗值、整定动作时间、

短路电流或短路电压（根据试验参数中的计算模型选择确定），设定和勾选整

定倍数。

一般情况下，距离保护整定值的 0.95 倍可靠动作，1.05 倍可靠不动作，系统

自动勾选了Ⅰ- Ⅳ段的 0.95 倍和 1.05 倍进行测试，如果不需要测试某段或者某

段的某个整定倍数，通过将整定倍数后的勾选框设为不选即可。

Z/T动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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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0 Z/T 动作特性

测试不同阻抗值下保护装置动作时间特性。

最大灵敏角

图 4-3-11 最大灵敏角

测试保护装置对短路阻抗的最灵敏反应角。

工频变化量阻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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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2 工频变化量阻抗元件

该测试单元用于对工频变化量的阻抗继电器（KR）和线路保护装置的工频变化量距

离保护的定值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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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测试用例

用例一：距离保护定值校验

测试对象 —— RCS900系列线路保护装置

测试项目 —— 距离保护定值校验

整 定 值

接地距离 I段整定阻抗 2Ω

接地距离 II段整定阻抗 5Ω，整定时间 0.5s

接地距离 III段整定阻抗 7Ω，整定时间 1s

线路正序阻抗角 78°，零序补偿系数 0.67

保护设置

投距离保护压板、投距离保护软压板、退零序保护压板。

试验接线

参数设置

 点击“系统参数”按钮，在弹出窗体中（图 4-3-4）的零序补偿系数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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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计算公式 1（KL =（Z0-Z1）/ 3Z1），在幅值中填入 0.67，确定；

 点击“项目添加向导”，在弹出窗体中（图 4-3-5）中选择“距离保护定

值”；

 在“故障参数”选项卡中，选择故障类型为 A相接地、正向，在距离Ⅰ- Ⅳ

段选项卡中分别填入相应的定值（阻抗角填线路正序阻抗角 78°），并勾

选 0.95、1.05 倍；短路电流设为 5A;

 在“试验参数”选项卡中，选择计算模型为“短路电流 If恒定”；复归时

间设为 18秒；最大故障时间设为大于距离 III段整定时间的数值；跳闸后

延时设为 0；

 在“开入量（动作接点）”选项卡中勾选开入 A；

 点击“添加”按钮后关闭向导窗口；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测试结果

距离 I段 0.95倍 动作 动作时间 20.5ms；

距离 I 段 1.05倍 动作 动作时间 524.2ms,可以判定是距离 I 段不动作（因为

加量时间为大于距离 III 段动作时间的值，I段保护不动作但是由于一直加有故障

量，导致距离保护 II段动作）；

距离 II段 0.95倍 动作 动作时间 521ms ；

距离 II段 1.05倍 动作 动作时间 1023ms，可以判定是距离 II段不动作；

距离 III段 0.95倍 动作 动作时间 1022ms；

距离 III段 1.05倍 不动作。

用例二：工频变化量阻抗元件

测试对象 —— LFP901A线路微机保护（南瑞）

测试项目 —— 工频变化量阻抗元件定值校验

整 定 值

工频变化量阻抗 DZzd=1Ω

保护设置

投距离保护压板、投距离保护软压板以及工频变化量控制字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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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的三相电压、三相电流输出分别接到被测保护装置的电压、电流输入端

子，测试仪的开入量 A、B、C的一端接到被测保护装置的跳闸出口接点 CKJA、CKJB、

CKJC上

参数设置

 点击“项目添加向导”，在弹出窗体中（图 4-3-5）中选择“工频变化量

阻抗元件”；

 在“故障参数”选项卡中，选择“正方向相间短路”；故障类型选择“AB
相间短路”；短路电流设为 5A，短路阻抗 DZzd=1Ω，阻抗角 78°，m值

勾选 0.9倍和 1.1倍；

 切换到“试验参数”选项卡，复归时间设为 18秒，最大故障时间设为 0.1s，
跳闸后延时设为 0s；

 切换到“开入量（动作接点）设置”选项卡，勾选开入 A、B、C，选择

“与”关系；

 确定，关闭添加向导。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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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差动测试

此模块设计主要针对母差、发电机、发变组、变压器差动等差动保护。

主要测试项目包括：

差动启动电流定值验证与搜索

差动速断电流定值验证与搜索

比例制动曲线验证与搜索

谐波制动系数验证与搜索

4.4.1界面说明

图 4-4-1 差动试验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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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参数设置

4.4.2.1测试对象参数

图 4-4-2 测试对象参数

保护类型 —— 测试对象，本差动模块可以测试变压器、发变组、母差、发电机。

绕组数 —— 变压器或发变组的绕组数，双绕组或三绕组可选

CT指向 —— CT极性

相位校正方式 —— 指主变保护装置内部采用的相位校正方式（无校正、Y→Δ校正、

Δ→Y校正）

测试方法 —— 补偿法或串接法可选

接线方式 —— 高中低三侧绕组的接线方式

平衡系数 —— 每侧绕组对应的电流修正系数，包含由相位补偿所导致的 以

及 TA变比的不平衡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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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比例制动曲线

图 4-4-3 保护定值参数

差动启动电流定值 —— Icdqd，启动电流定值，保护说明书上一般采用多少倍 Ie
描述，这里需要先计算 Ie，然后乘上倍数填入；

差动速断电流 —— Isd，速断电流定值，保护说明书上一般采用多少倍 Ie描述，

这里需要先计算 Ie，然后乘上倍数填入；

拐点 —— 保护说明书上比例制动曲线斜边的转折点对应的制动电流

值，一般采用多少倍 Ie 描述,这里需要先计算 Ie，然后乘

上倍数填入；

斜率 —— 保护说明书上比例制动曲线每段的斜率比值 Id/Ir；

Ie定义与计算 —— 额定电流，一般取高压侧额定电流。

计算公式: TAUeQSIe  / ，Q=1.732。



76

4.4.2.3试验参数

图 4-4-4 测试参数

坐标方式 —— 提供有名值和标幺值两种坐标方式

额定电流 —— 当采用标幺值时设置

故障前时间 —— 每个测试项目开始前常态加量时间

最大故障时间 —— 每个测试点最大输出时间限制值，应大于保护动作时间

复归时间 —— 每个测试点前加入复归态的加量时间

基波频率 —— 一般设为工频 50Hz

误差允许范围 —— 用于判定动作临界点是否合格

开入量 —— 用于选择保护动作接点反馈开入

辅助电压 —— 用来设置正常态和故障态下各相电压的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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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试验接线

图 4-4-5 试验接线

根据测试仪选择配置，影响试验接线

是否第一、二组并联输出 —— 6相测试仪生效，增大电流输出能力

4.4.3启动电流测试

点击 按钮，弹出测试项目添加向导菜单。

图 4-4-6 添加测试项目菜单

差动启动电流测试分为两种模式：

定值验证

定值搜索

下面以定值验证为例，说明差动启动电流测试的过程：

第一步，在“参数设置”中设定相关测试参数；

第二步，在上面的菜单中选择“差动启动电流测试”→“定值验证”，弹出项目

参数设置窗口；

第三步，修改测试参数，确定；

第四步，根据窗体指示的试验接线图接线；

第五步，根据需要添加更多的测试点或搜索线；

第六步，开始测试，等待测试结果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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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7 测试项目参数设置

项目切换方式 —— 时间或按键

切换等待时间 —— 项目切换方式选择为“时间”时生效

测试绕组 —— 高—低侧、高—中侧、中—低侧可选

测试相 —— A相、B相、C相、ABC三相可选

搜索方式 —— 对搜索线生效，逐点逼近法、二分法可选

测试精度 —— 对搜索线生效，动作电流 Id搜索过程中所允许的最小误

差，同时也可视为搜索过程的收敛判据

制动电流 —— 系统将设定的制动电流 Ir上，按定值误差范围选择两点进

行校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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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8 测试项目及测试点界面说明

鼠标选择测试点所在行，弹出该测试点加量数值，如下图所示。

图 4-4-9 测试点输出量查看

手动添加测试点/搜索线

图 4-4-10 添加定点测试

Id —— 动作电流

Ir —— 制动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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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1 添加搜索线测试

Id搜索起点 —— 定义动作电流搜索起点

Id搜索终点 —— 定义动作电流搜索终点

制动电流 Ir —— 定义制动电流值

图 4-4-12 定点、搜索线图示

4.4.4速断电流测试

点击 按钮，弹出测试项目添加向导菜单。

图 4-4-13 添加测试项目菜单（速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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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动速断电流测试同样分为两种模式：

定值验证

定值搜索

下面以定值搜索为例，说明差动速断电流测试的过程：

第一步，在“参数设置”中设定相关测试参数；

第二步，在上面的菜单中选择“速断电流测试”→“定值搜索”，弹出项目参

数设置窗口；

第三步，修改测试参数，确定；

第四步，根据窗体指示的试验接线图接线；

第五步，根据需要添加更多的搜索线；

第六步，开始测试，等待测试结果返回。

图 4-4-14 测试项目参数设置

制动电流（Ir） —— 设定制动电流

差动电流（Id） —— 提供两种方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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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1：相对值（需要先在参数设置中设定差动速断电流定值）

方式 2：搜索范围，设定 Id搜索起点和终点

图 4-4-15 搜索线图示

4.4.5比例制动测试

点击 按钮，弹出测试项目添加向导菜单。

图 4-4-16 添加测试项目菜单

比例制动测试分为两种模式：

曲线验证——在定值明确下对定值进行验证

完全搜索——通过构建搜索线测试，自动搜索动作临界点并绘制比例制动曲线

下面以曲线验证为例，说明比例制动曲线测试的过程：

第一步，在“参数设置”中设定相关测试参数；

第二步，在上面的菜单中选择“比例制动曲线测试”→“曲线验证”，弹出项

目参数设置窗口；

第三步，修改测试参数，确定；

第四步，根据窗体指示的试验接线图接线；

第五步，根据需要添加更多的测试点或搜索线；

第六步，开始测试，等待测试结果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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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7 添加测试项目菜单

测试方式

定点模式 —— 如图 4-4-18所示，在根据参数设置中对象参数和定值参数

构建比例制动曲线上，每段比例制动曲线上取两个制动电流，分别测试制动曲线

上差动电流和允许误差范围线上下两个差动电流作为测试点（白点标示）。

图 4-4-18 定点测试模式



84

搜索线模式 —— 如图 4-4-19所示，在根据参数设置中对象参数和定值参

数构建比例制动曲线上，每段比例制动曲线上取两个制动电流，并按照项目参数

中设定的 Id搜索范围百分比值取搜索线。

图 4-4-19 搜索线测试模式

测试过程

定点模式 —— 分别对每个测试点进行测试，看保护是否动作。测试仪输出

值自动根据制动电流、差动电流等计算；

搜索线模式 —— 根据搜索方式（逐步逼近或二分法）搜索保护动作和不动作

的临界动作点。

4.4.6谐波制动测试

点击 按钮，弹出测试项目添加向导菜单。

图 4-4-20 添加测试项目菜单

谐波制动测试分为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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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验证、定值搜索、完全搜索

图 4-4-21 添加测试项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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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 CSC316A主变保护测控装置

测试项目 —— 比率制动特性

整 定 值

变压器接线型式为“Y/Y/D-11接线”；

差动保护特性

差动速断电流定值：ISD=3.5Ie；差动电流动作门槛值：ICD=0.6Ie；

第一段斜率 Kb1=0.2

第二段拐点 Ib1=0.6Ie，斜率 Kb2=0.5

第三段拐点 Ib2=1.5Ie，斜率 Kb3=0.7

谐波制动系数：0.15。

动作方程与制动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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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装机容量 100MVA

高压侧额定电压 110kV，中压侧额定电压 35kV，低压侧额定电压 10.5kV

高压侧 TA 变比 600/5，中压侧 TA 变比 800/5，低压侧 TA 变比 1200/5

保护内部采用“Y侧相位校正方式”

保护设置

投主保护压板、退后备保护压板

试验接线

参数设置

打开“差动试验”模块，点击“系统参数”按钮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窗口；

在“测试对象参数”选项卡中，保护类型设为“变压器”；绕组数设为“三绕

组”；相位校正方式设为“保护软件 Y→Δ校正”；CT指向设为“I1、I2指向相

同”；测试方法设为“补偿法”；接线方式高压侧设为“Y”、中压侧设为“Y”、

低压侧设为“Δ”、组别设为“11”；点击“高级”按钮，采用“由一次额定电

压与 TA变比”计算，填入定值给出的额定装机容量、三侧额定电压、三侧 TA变

比，确定后自动计算出高中低三侧平衡系数分别为高压侧“1.000”、中压侧“0.424”、
低压侧“0.191”；接线因子（）；制动方程 Ir 选择“Ir=|Imax-∑Ii|/Kl”，系数 k
设为 2.0；

计算高压侧二次额定电流 Ie = 100MVA/110kV/120/1.732 ≈ 4.374；

切换到“保护定值参数”选项卡，差动启动电流 Icdqd设为 0.6*Ie；差动速断

电流设为 3.5*Ie，基波比例制动斜率 1设为 0.2；勾选拐点 1，拐点 Ir 设为 0.6*Ie，
基波比例制动斜率 2设为 0.5；勾选拐点 2，拐点 Ir 设为 1.5*Ie，基波比例制动斜

率 3设为 0.7；

切换到“测试参数”选项卡，故障前时间、复归时间设为 0.5s，最大故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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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 0.1s，模拟断路器跳闸时间设为 0s；勾选开入 A作为保护跳闸反馈接点。确

定。

回到“差动试验”模块，点击“添加测试项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比例制

动曲线测试”->“曲线验证”；

在弹出的“测试序列参数”窗口中，测试绕组选择“高-低”，测试相选择“A
相”，搜索方法选择“逐步逼近法”，测试精度设为 0.01A，测试方法选择“搜索

线模式”，Id搜索范围设为 10%，确定。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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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整组试验

整组试验主要用来测试保护装置故障跳闸时间、重合闸时间以及加速跳闸时间。

4.5.1界面说明

4.5.1.1第一次故障参数设置

图 4-5-1 第一次故障参数设置

整定阻抗 Zd —— 线路整定阻抗值

短路电流 —— 短路点电流，采用电流恒定模型时生效

短路电压 —— 短路点电压，采用电压恒定模型时生效

故障类型 —— 单相接地、相间短路、相间接地、三相短路可选

故障方向 —— 正方向、反方向可选

触发方式 —— 负荷态转换到第一次故障的切换方式，时间触发、按键触发、

GPS触发、开入量触发可选

故障前时间 —— 触发方式采用时间触发时生效，设定负荷态加量时间

GPS时间 —— 触发方式采用 GPS触发、测试仪需附 GPS模块并可靠运行时

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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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试验参数设置

图 4-5-2 试验参数设置

短路点 —— 取短路点位置

重合闸整定时间 —— 故障跳闸后，等待重合闸令的最大时间

重合闸方式 —— 取保护重合闸方式，影响跳闸态电流输出

单重，跳故障相

三重，跳三相

综重，单相故障跳故障相，多相故障跳三相

试验限时 —— 故障态的最大加量时间

故障性质 —— 瞬时性故障，故障跳闸后测试结束

永久性故障，故障跳闸后等待重合闸令

短路起始时刻

短路时的电流电压相角位置，有两种方式：

合闸角固定：合闸角为故障瞬间合闸参考相电压的相角。根据短路计算，

合闸角α直接影响非周期电压、电流分量初值的大小。如：阻抗角 =80°，

合闸角α设为 0°，故障类型为 A相接地，发生故障时 A相电压角度为 0°，

而此时 A相电流相位为-80°，所以 A相电流的非周期分量相对较大；而当合

闸角α设为 80°时，短路瞬间 A相电流相位为 0°，此时 A相电流无非周期分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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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相电压、电流相位不一致，合闸角α参考相与故障类型有关，此处

合闸角α的定义如下表所示：

故障类型 合闸角

A相接地

B相接地

C相接地

AB 相间

BC 相间

CA 相间

AB 接地

BC 接地

CA 接地

三相短路

任意类型

合闸角随机：按故障时刻进入故障状态，合闸角任意。

合闸角 —— 合闸角固定模式时生效

叠加非周期分量

选择故障开始瞬间，故障电流中是否包含有一衰减的非周期直流分量，该直流

分量的大小为

式中： 为故障前的电流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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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障后的稳态短路电流最大值，

为故障前的回路阻抗角，

为故障后的回路阻抗 Z的阻抗角， ，

为故障瞬间电源电压的角度，

为故障后回路的衰减时间常数（该参数由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输入）

注：1）由于短路故障计算建模时，一般假设线路阻抗角等于系统阻抗角度，

此时，直流电压分量 。

2）一般情况下，继电保护只关心故障后的稳态电流、电压分量，通常此处取

“不含直流（非周期）分量”；

时间常数 —— 故障后回路的衰减时间常数

4.5.1.3转换故障设置

转换时刻 —— 重合闸后，当第一次故障跳闸并重合后，发生转换故障

第一次故障跳闸前，发生转换故障

重合闸状态保持时间 —— 转换时刻选择重合闸后时生效

短路阻抗 —— 转换故障发生点的短路阻抗



93

4.5.1.4模型参数设置

图 4-5-3 模型参数设置

模型参数用来计算不同故障下短路点各相电流电压输出值，同 4.2.4辅助计算。

Ux输出方式

包括： 、 、 、 、检同期 A、检同期 B、检同期 C、

检同期 AB、检同期 BC、检同期 CA、手动输入等；

幅值、相位：当第 4路电压选择为“检同期”或者“手动输入”方式时有效。“同

期电压”模拟断路器跳闸后到重合闸之前这一段时间内的线路侧电压，可以用来测试

保护重合闸的“检同期”功能；“手动输入”为独立电源输出，整个试验过程均持续

按设定的幅值和相位输出。

注：如果 Ux 设置选择为检同期方式，以“检同期 A”为例，则 Ux 的输出过程为：

故障前以及故障跳闸前，Ux 均输出 A相电压 Ua，一旦跳闸，则 Ux 输出同期电压，重

合闸后，Ux 恢复为 A相电压 Ua。



94

4.5.1.5开关量设置

图 4-5-4 开出量设置

开入量设置

开入 A、开入 B、开入 C —— 跳闸接点

开入 D —— 固定为重合闸接入点

开出量设置

辅助设置，同 4.1.2开出量设置。

4.5.2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CSL101B

测试项目

模拟 A相接地瞬时故障、永久故障，测量保护跳闸时间、重合闸时间

整 定 值

接地距离： Z1=2Ω，Z2=4Ω，T2=0.5S，Z3=6Ω，T3=1S

相间距离： Z1=2Ω，Z2=4Ω，T2=0.5S，Z3=6Ω，T3=1S

零序定值： I1=3A，I2=2.5A，T2=0.5S，I3=2A，T3=1S，I4=1A，T4=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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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序补偿系数：Kx=0.699，Kr=0

保护设置

保护压板 投高频、距离、零序以及重合闸（综重）压板

试验接线

参数设置

打开“整组试验”模块，以距离 I段为测试模型；

在“故障参数”选项卡中，整定阻抗 Zd设为 Z1值；短路电流设为 5A；故障

类型设为 A 相接地正方向；触发方式选择“时间触发”，触发时间设为 25s（大

于保护整组复归及重合闸充电时间、微机保护一般要取 20S左右）；短路点设为

0.9倍（距离 I段可靠动作）；重合闸整定时间设为 10s；重合闸方式选择“综重”；

试验限时设为 0.5s（小于距离 II段动作时间）；故障性质分别设为“瞬时性”；

切换到“模型参数”选项卡，计算模型选择“短流电流 If 恒定”，零序补偿

系数 Kl计算公式选择“Kr=（R0-R1）/3R1，Kx=（X0-X1）/3X1”；Kr设为 0.699，
Kx设 0；

如果需要测试重合闸的检同期或检无压，可将测试仪Ux输出接到保护的线路抽

取电压Ux，并设置相应试验参数使它满足或不满足合闸检同期或检无压的条件。

切换到“开关量设置”，开入A设为“跳A接点”，开入B设为“跳B接点”，开

入C设为“跳C接点”（如果是三跳方式，保护跳闸出口接点连接到A、B、C（设为

“三跳接点”）任何一个开入量端）；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试验结果

保护记录开入 A/B/C翻转时刻作为保护跳闸时间。

在“参数设置”步骤中将故障性质修改为“永久性”，重新测试。保护记录开

入 A/B/C翻转时刻作为保护跳闸时间，开入 D翻转作为重合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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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谐波试验

4.6.1界面说明

图 4-6-1 谐波试验

谐波分量表示法：

绝对值表示

百分比表示

点击系统快捷工具栏中的 图标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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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叠加谐波

图 4-6-2 谐波叠加

点击上图中的蓝色箭头，弹出谐波叠加列表。本测试仪系统支持 2~20次谐波分别

和直流分量叠加。

双击需要叠加的分量，加入到下图所示列表中。

图 4-6-3 输出量设置区

基波：正常输出量，点击幅值与相位单元格编辑输出值，其输出频率即图 4-6-1
中标示的基波频率；

谐波：n次，输出频率 = n×基波频率；点击幅值与相位单元格进行编辑；

如果测试过程中需要对某次谐波分量进行调整，勾选某次谐波前的勾选框即可。

注 1：基波无法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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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每个输出通道只允许同时勾选一个谐波分量来调整。

删除：点击某次谐波分量后的红色小叉图标即可删除该分量。

修改基波、谐波分量值后，波形图自动根据基波大小和谐波大小自动重绘。

4.6.3手动控制测试

图 4-6-4 手动控制

谐波试验模块提供手动控制测试和程序自动控制测试两种模式：

手控：测试过程中通过点击上图中所示的调节盘进行逐步加/减勾选谐波分量

的幅值来控制。

程控：测试过程中测试仪通过用户设定的递变参数，自动变化谐波分量幅值。

步长：设定手动控制每次变化的量值；

调节盘：提供 1倍和 10倍步长加/减量。

4.6.4程序控制测试

图 4-6-5 程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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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初值：叠加谐波分量值变化的起点；

变化终值：叠加谐波分量值变化的终点；

变化步长：叠加谐波分量值的变化步长，应根据测试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大小，一

般地，步长越小，测试精度越高；

变化方式、返回方式同通用试验 4.1.3程序（递变）控制中的描述；

每步时间：叠加谐波分量输出按其步长变化时，每一步大小的保持时间。一般地，

每步时间的设置应大于继电器（保护）的动作（跳闸）时间。

是否先输出空载状态：在开始程控流程之前先输入一段时间的稳定状态，各电压

电流量可设。

4.6.5测试用例

用例一：主变保护谐波制动定值验证

测试对象 —— 主变保护测控装置

测试项目 —— 二次谐波制动系统定值验证

整 定 值 —— 差动启动电流 1A，二次谐波制动系数 15%

保护设置

投主保护压板，投差动保护压板，退后备保护压板

试验接线

将测试电流输出 Ia、IaN接入保护装置的电流输入端子 Ia、IaN，将保护跳闸

接点接入测试仪开入 A。

参数设置

打开“谐波试验”模块，在系统快捷工具栏 中选择“百分比”表示法；

在图 4-6-1中的“谐波叠加通道选择”区中单选“Ia”；

点击图 4-6-1中的“叠加谐波”箭头，在弹出的叠加谐波列表中双击“2次谐

波”；

将基波幅值设为大于差动启动电流定值的数值 1.5A，并勾选“2次谐波”；

将试验模式切换到“程控”；

在“程控”面板上将变化初值设为 20%，大于二次谐波制动系数定值 15%；

变化终值设为 10%，小于二次谐波制动系数定值；变化步长设为 0.5%；变化方式

选择“始→终”；返回方式选择“动作返回”；每步时间设为 0.5s，大于差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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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

点击程序快捷工具栏 中红色框标记的“开入量设

置”图标，弹出开入量设置界面，并设置“开入 A”作为跳闸接点。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测试过程

测试仪根据参数设置在电流 Ia 中叠加 20%的谐波加量给保护装置并逐步减少

谐波叠加量，直到保护差动动作跳闸，记录动作时谐波叠加量，即为谐波制动系

数。



101

4.7阻抗特性

本测试模块能自动测试阻抗型继电器（包括阻抗继电器、功率方向继电器等）的

动作边界，即 Z(φ) 动作边界特性。

本测试模块包括：圆特性、四方特性、直线特性、四边形、南自 PSL特性、自定

义特性搜索六种阻抗特性的测试。

4.7.1界面说明

图 4-7-1 阻抗特性

功能按键

添加测试项目 —— 提供测试项目添加向导对话框

删除选中项目 —— 删除已添加项目列表中选定的项目

清空测试项目 —— 删除所有已添加的项目

测试项目列表

图 4-7-2 已添加项目列表

通过勾选项目图标左上方的勾选框可以控制该项目是否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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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图标可以弹出项目测试参数修改窗口，见图 4-7-3。

4.7.2测试项目添加

点击 按钮，弹出项目添加向导窗口。

图 4-7-3 项目添加向导

4.7.2.1特性曲线参数

圆特性

以整定值 Zdz1和 Zdz2的连线为半径的圆：

整定值 Z1：Zdz1的极坐标形式：大小，角度，也可以用 R和 X设置

整定值 Z2：Zdz2的极坐标形式，大小，角度，也可以用 R和 X设置

相对误差：实际测试点与理论点的幅值的百分比。

四边形特性（CSL型）

四方 CSL型线路保护，其特性由 Rdz，Xdz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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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定值 R：Rdz，类似于模拟短路时的过渡电阻；

整定值 X：Xdz，类似于通常意义上保护的阻抗定值；

相对误差：实际测试点与理论点的幅值的百分比。

直线特性

其特性由 Zdz决定；

整定值 Z：Zdz的大小；

整定值φ：Zdz的角度；

相对误差：实际测试点与理论点的幅值的百分比。

四边形特性（ZKH型）

ZKH 型电铁馈线保护，其特性由 Rdz，Zdz决定。一般地，四边形特性位于第

一象限时，Rdz>0，Zdz 角度为 65°；四边形特性位于第三象限时，Rdz<0， Zdz

角度为 -115°。

整定值 R：Rdz的大小；

整定值 Z：Zdz的极坐标形式，大小，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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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误差：实际测试点与理论点的幅值的百分比。

南自 PSL特性

其特性由 Rdz，Zdz决定。一般地，特性位于第一象限时，R>0，角度为 65°；

四边形特性位于第三象限时，Rdz<0，Zdz角度为 -115°。

整定值 R：Rdz的大小；

整定值 Z：Zdz的极坐标形式，大小，角度；

相对误差：实际测试点与理论点的幅值的百分比。

自定义阻抗特性搜索

不构建特性曲线，由扫描参数设置来搜索动作边界。

4.7.2.2实验参数

图 4-7-4 实验参数

搜索设置

定义每个测试点各状态的输出时间限制。

最大故障时间 —— 故障态加量时间最大限制值；

注：为了正确地搜索出本段的动作边界，请尽量将“最大故障时间”的设置大

于本段的整定动作时间，但小于下一段的整定动作时间。如测试距离保护 II段的

动作边界，则“故障时间”必须大于 II段的整定时间，但小于 III段的整定时间。

跳闸后延时 —— 测试点在故障输出时间内若接收到跳闸信息，程序会



105

结束故障状态，输出一个空载状态，使动作了的继电器返回。

复归时间 —— 故障状态前的输出状态，为了使保护可靠复归，此时

间设置要大于保护装置的整组复归时间

计算设置

定义故障计算模型、类型、方向等参数。

负荷电流

负荷状态的电流，与故障后的短路电流相比，负荷电流幅值很小，一般可以忽

略不计，即空载，取 0，角度指 IA与 UA的夹角；

项目转换设置

转换方式 —— 同时测试多个项目时，每个项目可能需要不同的接线或者

需要对保护装置的硬压板、软压板、保护控制字等进行微调，通过项目切换方式

来预留上述工作的时间。切换方式分为时间、按键可选，用来控制两个测试项目

之间的切换（对于测试项目列表中的第一个项目不生效）；

项目切换时间 —— 切换方式选择“时间”时生效，为前一个项目测试完

后，测试过程终止的时间值。前一个项目测试完成后，软件自动延时设定的切换

时间后进入下一个测试项目。如果切换方式“按键”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切换对

话框，等待用户点击对话框的按键切入到下一个测试项目；

4.7.2.3系统参数

图 4-7-5 系统参数

同状态序列 4.2.4辅助计算。



106

4.7.2.4开入量（动作节点）设置

图 4-7-6 开入量设置

设置测试中测试仪检测保护装置动作的开入量及逻辑。

注：早起版本的测试软件需要从系统菜单或系统快捷工具栏中点开“开入量设置”

界面进行设置。

4.7.3扫描参数设置

4.7.3.1辐射式扫描

比较适用于封闭型的动作边界特性扫描；

辐射式扫描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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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7 辐射式扫描

搜索方式：二分法或逐步逼近法

扫描起点设置：Z以极坐标（幅值，角度）形式与复数形式表示。

初始角度、角度步长、终止角度：确定扫描范围，扫描角度以平行于 R轴为 0°，

按逆时钟方向添加搜索线。

扫描长度：扫描中心点到扫描外缘端点的长度

扫描精度：此菜单采用的是两分法搜索方式，由于每个动作边界点的搜索为一逐

渐逼近的过程，所以必须为其设置一个收敛标准，即扫描精度。当所搜索到的动作点

和不动作点之间的阻抗大小之差小于该精度时，即可认为二者为同一点，也即动作边

界点。

扫描范围：为了加快每个边界点的搜索过程，各扫描线上的搜索起点应尽可能地

接近边界点，为此程序提供了扫描线搜索起点 K%的设置，即边界点只需在每条扫描线

扫描半径的 K%到 100%之间进行搜索即可。一般地，应保证扫描半径的 K%位于动作区

内，100%位于动作区外，即扫描线必须完全覆盖动作边界。

注：如果程序计算过程中发现某条扫描线的搜索起点或终点的电压、电流越限，

则自动忽略该扫描线。

4.7.3.2平行式扫描

比较适用于直线式边界特性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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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式扫描原理示意图

图 4-7-8 平行式扫描

同辐射式扫描一样有搜索方式、扫描起点的设置。

试验中待测试的扫描边界点由起点阻抗 Z、扫描线倾角、间距以及扫描线数目决定，

同理，此处扫描线倾角以平行于 R 轴为 0°。设置完以上参数后，程序自动以起点阻

抗 Z为开始，沿 R轴正方向，按“间距”等距离地计算各扫描线，扫描线的方向平行

于“倾角”方向，扫描线的长短由“长度”确定。每条扫描线与整定边界特性的交叉

点即为测试时等待搜索的动作边界点。

注：如果程序计算过程中发现某条扫描线的搜索起点或终点的电压、电流越限，

则自动忽略该扫描线。

4.7.3.3扫描线自定义

图 4-7-9 扫描线列表

软件自动根据扫描参数设置计算扫描线起始点 Z1、终值点 Z2的值并用列表呈现，

如上图所示。

通过每条扫描线/点前的勾选控制是否对该扫描线/点进行测试。

自定义扫描线：

针对某些需要特殊测试的阻抗角，可以通过自定义扫描线来设置。点击“添加

自定义扫描线”，弹出添加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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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10 自定义扫描线

4.7.4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 铁路馈线保护装置

测试项目 —— A相故障距离 I段阻抗特性曲线搜索

保护定值

距离 I段整定值 R=6.000Ω，X=1.000Ω，距离 II段动作时间 0.5s

保护设置

投距离保护压板，退其他保护压板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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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打开“阻抗特性”测试模块，清空测试项目，点击“添加测试项目”，弹开测

试项目添加向导；

在“特性曲线”选项卡中，选择特性曲线为“阻抗特性搜索”；

切换到“实验参数”选项卡，最大故障时间设为小于距离 II 段动作时间定值

的数值 0.2s；跳闸后延时设为 0；复归时间设为 10s（保障可靠的手动复归时间，

如果保护装置无需手工复归，可以设置比较小的时间值）；短路电流设为 5A；

切换到“系统参数”选项卡，短路阻抗零序补偿系数 Kl幅值与相位设为 0；

切换到“开入量（动作接点）设置”选项卡，勾选“开入 A”作为保护动作接

点；

确定，添加项目到测试项目列表；

在“扫描设置”区，选择“辐射式扫描”，搜索方式采用“二分法”；角度步

长设为 10°，扫描长度设为 10Ω，扫描精度设为 0.1Ω；扫描范围设为 0%~100%；

可选：添加特定扫描角度；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可以将扫描线列表选项

卡切换到“测试动态”，每测试一个定点，都会在此测试动态列表中呈现测试输

出与动作情况。

测试结果

自动将测试的临界动作点连线构建阻抗特性曲线，并添加到试验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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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低周减载

当系统有功缺乏时，系统频率会从正常态 50Hz开始下降，当频率下降到低周保护

动作值时，如闭锁不启动（频率滑差小于其闭锁值且电压和电流均大于其闭锁值）出

口延时到，保护出口，切除一部分负荷，以保证整个系统功率的平衡。

图 4-8-1 低周减载原理示意图

低周减载测试模块包括：动作值、动作时间、dt/dt闭锁值、dv/dt闭锁值、低电压

闭锁值、低电流闭锁值测试六种测试类型的测试。

4.8.1界面说明

测试项目操作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菜单选择相应的测试项目即可向测试项目列表中添加测

试项目；

单击[删除]可以删除选择中的测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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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清空]按钮可删除所有的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设置操作

双击单元格可以设置其幅值或相位值

选中幅值列单元格，右击单元格弹出菜单项（归零，额定、等幅）将对此单元

格所在组进行整组设置

选中相位列单元格，右击单元格弹出菜单项（正序平衡角、负序平衡角）将对

此单元格所在组进行整组设置

单击单元格内容，即可以选中该单元格所在的测试项目；

单击参数设置单元格,在其单元格的右侧中间将呈现一个小图标( ),单击此

图标将弹出参数设置对话框。

单击开出设置单元格，在在其单元格的右侧中间将呈现一个小图标( ),单击

此图标将弹出开出设置对话框。

单击开入设置单元格，在在其单元格的右侧中间将呈现一个小图标( ),单击

此图标将弹出开入设置对话框。

矢量图操作

选择测试项目后，矢量图窗口将自动切换到此测试项目矢量图，右键矢量图窗

口，可弹出菜单进行矢量图的显示控制。其中包括复选显示组 1，组 2，单选切换

至显示相分量、线分量、序分量。

4.8.2动作值测试

基本原理

为了尽可能真实地模拟电力系统中频率（电压、电流）变化的情况，动作值测试采用滑差变

化的方式，考虑到继电器（保护）的动作具有一定的延时性，设置了“等待时间”参数作为每次

搜索的等待时间，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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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2 动作值测试原理示意图

其中，“等待时间”必须大于动作延时，从而保证动作值记录的正确性。另，由

搜索起点和搜索终点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继电器（保护）的动作值，搜索步长

的设置以满足误差要求为准。

参数设置

频率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频率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护

的动作值。

df/dt

滑差，所选择变量的变化速度，动作值测试时 df/dt应小于保护整定值。

搜索步长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变化步长。一般地，根据测试要求选择合适的步长，步长越

小，动作值的测试精度越高。

频率复归值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的常态输出的频率值，一般选 50Hz。

复归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的常态输出时间，一般取大于保护的复归时间，以

保证保护可靠复归。

变化前延时

第一次频率复归值的保持时间。

保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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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保持当前输出，等待保护动作的时间。一般地，等

待时间的设置应大于保护的动作时间。

开出量设置

设置 4对开出接点的断开、闭合属性。有开入量控制和时间控制两种模式。

注：“时间控制”延时的计时起点是进入测试项目瞬间，经过所设定的延时后，

开出量变换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开入量控制”延时的起点是每个测试项目中第一次收到开入翻转瞬间，经过设

定的延时后，开出量变化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时间设置成小于 65535ms 时是按实际设置时间翻转或者保持，但设为 65535ms 表

示无限期，即永不翻转或永远保持，直至实验结束。

开入量设置

设置 8对开入接点的属性，可以选择任意几对开入接点。

“或”表示只要有一个被选中的接点信号动作，程序就会终止试验，记下动作值；

“与”表示必须所有被选中的接点全部动作，程序才会终止试验，记下动作值。

试验结果

记录接收到开入时的频率，即为动作频率

4.8.3动作时间测试

基本原理

图 4-8-3动作时间测试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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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频率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频率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护

的动作值。

df/dt

滑差，所选择变量的变化速度，动作值测试时 df/dt应小于保护整定值。

变化前延时

第一次频率复归值的保持时间。

保持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保持当前输出，等待保护动作的时间。一般地，等

待时间的设置应大于保护的动作时间。

计时启动频率

试验过程中，所选择变量按设定的滑差 df/dt变化到“计时启动值”时，计

时启动，开始进行时间测量，直到保护动作计时结束。一般取低周整定值。

4.8.4 df/dt闭锁值测试

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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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4 df/dt闭锁值测试原理示意图

参数设置

频率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频率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护

的动作值。

变化前延时

第一次频率复归值的保持时间。

保持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保持当前输出，等待保护动作的时间。一般地，等

待时间的设置应大于保护的动作时间。

复归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的常态输出时间，一般取大于保护的复归时间，以

保证保护可靠复归。

df/dt 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滑差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护

的滑差闭锁值。

df/dt 步长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滑差的变化步长。一般地，根据测试要求选择合适的步长，

步长越小，闭锁值的测试精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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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dv/dt闭锁值测试

基本原理

图 4-8-5 dv/dt闭锁值测试原理示意图

参数设置

电压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电压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护

的动作值。

变化前延时

第一次电压复归值的保持时间。

保持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保持当前输出，等待保护动作的时间。一般地，等

待时间的设置应大于保护的动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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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归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的常态输出时间，一般取大于保护的复归时间，以

保证保护可靠复归。

dv/dt 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电压下降速度的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

能覆盖保护的滑差闭锁值。

dv/dt 步长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电压下降速度的变化步长。一般地，根据测试要求选择合适

的步长，步长越小，闭锁值的测试精度越高。

df/dt 值

滑差，所选择变量的变化速度，动作值测试时 df/dt应小于保护整定值。

变化项

选择合适的电压变量，勾上勾的变量会随设定的电压初值、终值、步长变化。

4.8.6电压闭锁值测试

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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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6 低电压闭锁值测试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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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频率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频率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护

的动作值。

df/dt

滑差，所选择变量的变化速度，动作值测试时 df/dt应小于保护整定值。

变化前延时

第一次频率复归值的保持时间。

保持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保持当前输出，等待保护动作的时间。一般地，等

待时间的设置应大于保护的动作时间。

复归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的常态输出时间，一般取大于保护的复归时间，以

保证保护可靠复归。

电压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电压的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

护的低电压闭锁值。

变化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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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所选择变量的电压的变化步长。一般地，根据测试要求选择合适的步长，

步长越小，闭锁值的测试精度越高。

变化项

选择合适的电压变量，勾上勾的变量会随设定的电压初值、终值、步长变化。

4.8.7电流闭锁值测试

基本原理

图 4-8-7 低电流闭锁值测试原理示意图



122

参数设置

频率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频率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护

的动作值。

df/dt

滑差，所选择变量的变化速度，动作值测试时 df/dt应小于保护整定值。

变化前延时

第一次频率复归值的保持时间。

保持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保持当前输出，等待保护动作的时间。一般地，等

待时间的设置应大于保护的动作时间。

复归时间

设置每一步搜索过程结束后的常态输出时间，一般取大于保护的复归时间，以

保证保护可靠复归。

电流初值、终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电流的搜索起点和终点，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

护的低电流闭锁值。

设置所选择变量的电流的变化步长。一般地，根据测试要求选择合适的步长，



123

步长越小，闭锁值的测试精度越高。

变化项

选择合适的电流变量，勾上勾的变量会随设定的电压流初值、终值、步长变化。

4.8.8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 RCS-9612A线路保护装置

测试项目

低周减载频率动作值、动作时间定值

滑差闭锁值、低电压闭锁值

保护定值

低周保护低频整定值 49.5Hz

低频保护时间 1.0s

低周保护低压闭锁 70.0V

df/dt闭锁整定值 4Hz/s

保护设置

在保护定值中把“低周保护投入”、“df/dt闭锁投入”均设为“1”，其他控

制字均置“0”；将“投低周减载”硬压板投入。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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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打开“低周减载”测试模块；

1、频率动作值测试

点击“添加”按钮，选择“动作值测试”菜单项添加测试项目；

电压值：应保证线电压>低周保护低压闭锁值 70V，设为三相正序对称的

额定电压。

电流值：应保证相电流>0.06In（In=5A），设为三相正序对称的电流，幅

值为 0.5A。

频率值：其默认值和复归点频率值相同，一般为 50Hz。

双击“参数设置”，弹出参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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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复归值：设为 50Hz，以保证低周保护可靠复归

复归时间：设为 1s

变化前延时：设为 1s

保持时间：必须大于动作延时，从而保证动作值记录的正确性，故设为 1.2s

频率初、终值：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保护的动作值，为缩短测

试时间，搜索起点设为 49.6Hz，搜索终点设为 49.0Hz

滑差 df/dt：设为 1Hz/s，应低于 df/dt 闭锁整定值。

搜索步长：设为 0.01Hz/次

开入量设置：勾选“开入 A”作为动作接点

2、动作时间测试

点击“添加”按钮，选择“动作时间测试”菜单项添加测试项目；

电压、电流、频率值、开关量设置同动作值测试；

双击“参数设置”，弹出参数窗口：

变化前延时：设为 1s

保持时间：设为 0s（因为根据所设的滑差 d/dt 值和动作时间定值，频率

在从变化起点滑到变化终点的过程中，保护就会可靠动作。也可设为其他值。）

频率初值：设为 50Hz，以保证低周保护可靠复归

频率终值：设为 45Hz，应保证大于等于保护自定的低频率闭锁值（一般

为 45Hz）。

滑差 df/dt：设为 1Hz/s，应低于 df/dt 闭锁整定值。

计时启动频率：应以动作值测试中所测的实际动作频率作为计时启动值，本

次试验暂设为低周减载频率定值49.5Hz。

3、df/dt滑差闭锁测试

点击“添加”按钮，选择“df/dt闭锁值测试”菜单项添加测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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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电流、频率值、开关量设置同动作值测试；

双击“参数设置”，弹出参数窗口：

频率初值：设为 50Hz，以保证低周保护可靠复归；

频率终值：设为 45Hz，应保证大于等于保护自定的低频率闭锁值（一般

为 45Hz）；

变化前延时：设为 1s；

保持时间：一般设为 0s；

df/dt初值、终值：二者所构成的搜索范围应能覆盖滑差闭锁定值，为缩短

测试时间，搜索起点设为 4.2 Hz/s，搜索终点设为 3.5 Hz/s；

df/dt步长：设为 0.01Hz/s；

4、低电压闭锁测试

点击“添加”按钮，选择“df/dt闭锁值测试”菜单项添加测试项目；

电压、电流、频率值、开关量设置同动作值测试；

双击“参数设置”，弹出参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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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初值：设为 50Hz，以保证低周保护可靠复归；

频率终值：设为 45Hz，应保证大于等于保护自定的低频率闭锁值（一般

为 45Hz）；

变化前延时：设为 1s；

保持时间：设为 1s；

电压初值：35V，使线电压小于闭锁值 70V；

电压终值：45V，使线电压大于闭锁值 70V；

注：使用线变量时，

变化步长：1V

复归时间：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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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时间特性

4.9.1界面说明

图 4-9-1 时间特性

4.9.2 i-t特性曲线测试

i-t特性主要用于测试方向过流或过流继电器的单相接地短路、两相短路和三相短路

时过流保护的动作时间特性，以及应用在发电机、电动机保护单元中的零序和负序过流

保护的动作时间特性。

4.9.2.1项目添加

点击图 4-9-1界面上“特性曲线列表”中的“i-t特性曲线”，弹出 i-t特性项目参

数设置与添加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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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2 i-t 特性曲线 试验参数

试验参数

输出配置：主要针对六相测试仪的，可选择第一组变量（Ua、Ub、Uc、Ia、Ib、

Ic）或第二组变量（Ux、Uy、Uz、Ix、Iy、Iz）作为测试输出。

基准电流：附加测试点的基准电流 Ir，一般取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额定频率：电压、电流的输出频率，中国大陆地区为 50.0Hz。

故障前状态：设置故障前状态的电压、电流输出值。

PT位置：选择保护 PT 的安装位置：母线侧或线路侧。PT 位于母线侧，则跳

闸后故障相电压恢复为正常电压值（即额定电压），PT位于线路侧，则跳闸后故

障相电压变为零状态。

CT中心点位置：选择保护 CT电流的正方向：电流指向线路（元件）为正，或，

电流指向母线为正。

故障类型：程序提供了 10种故障类型，包括：A、B、C接地，AB、BC、CA相

间，AB、BC、CA两相接地、三相短路、负序、零序、三相并联输出，程序根据相

应的故障参数，按照电力系统理论计算出 A、B、C三相的电压、电流。

是否进行短路阻抗计算：若勾选此项，则故障状态的电压为短路电流与短路阻

抗计算出的变化电压。其中负序、零序、三相并联输出不带短路阴抗计算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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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电压：故障状态的输出电压。

特性定义

图 4-9-3 i-t 特性曲线 特性定义

软件提供反时限标准计算公式和三种常用的反时限特性公式。

[一般反时限公式]

，其中 I为变量，Ip为基准值，t为跳闸时间。

[非常反时限公式]

，其中 I为变量，Ip为基准值，t为跳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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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反时限公式]

，其中 I为变量，Ip为基准值，t为跳闸时间

[标准公式]

，其中：

I为变量，Ip为基准值，t为跳闸时间

A为设计常数，Tp为用户整定时间常数，K*Tp在 1～100范围内；

a,K1,K2,B为常数，a一般取 1，K1,K2,B一般取 0；

n为反时限特性常数，一般反时限：n＝0.02，非常反时限：n＝1，极度反

时限：n＝2；

公式中常数设置界面如下图

同时软件还提供自定义反时限特性的测试方式。

勾选“自定义反时限”后，可以通过“按点定义”和“按区间定义”两种方式

来构建反时限特性曲线。

设置好试验参数和特性参数，点击图 4-9-2中的“添加测试项目”按钮，该测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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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到待测项目列表中并在图形显示区自动根据特性参数定义绘制特性曲线图。

4.9.2.2测试时间设定

测试时间设定是针对所有待测项目设置的。

图 4-9-4 时间设置

故障前时间：每个项目第一个测试点之前加故障前状态的加量时间。

最大故障时间：每个测试点故障状态输出的最大加量时间。

跳闸后延时：跳闸后延时设定的时间值，切换到复归态。

复归时间：复归状态加量时间。

4.9.2.3测试序列添加

点击下图中的“添加测试序列”按钮，弹出测试序列设置窗口。

图 4-9-5 测试序列添加

测试序列用电流递变方式设计，填入变化初值、终值与变化步长后添加。软件根

据三个参数值自动计算待测点填入下图所示列表，并在图形上描绘待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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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6 测试点列表

通过待测点列表行前的勾选框控制是否测试该点。

鼠标点击待测点列表行，自动弹出该点的故障前（复归）状态的输出值及故障态

的电流、电压输出值窗口。

图 4-9-7 特性曲线图形

图中横坐标为公式中的变量 I，即待测电流值；纵坐标为动作时间值；

红色曲线为理论动作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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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圆圈表示测试序列中的待测点电流值在理论动作时间线上的标示；

测试过程中，每个待测点得到的测试时间通过白色圆圈在图中标示；

4.9.2.4开入量设置

点击程序快捷工具栏 中红色框标记的“开入量设

置”图标，弹出开入量设置界面。

图 4-9-8 开入量设置

被测对象的动作接点连接到测试仪的哪个开入，即在属性设置下拉单元格中开放

该接点。

4.9.2.5测试

接线：根据选择的输出组（组 I或组 II）连接好测试仪与被测对象的电压、电流端

子，并将开入量设置中选择的开入接点与被测对象动作接点连接。

联机，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

系统自动按照测试序列逐点进行测试，并记录每个测试电流输出情况下的动作时

间。

4.9.3 v-t特性曲线测试

同 i-t特性；



135

4.9.4 f-t特性曲线测试

同 i-t特性；

4.9.5 v*/f*-t特性曲线测试

同 i-t特性；

4.9.6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 RCS-985发电机变压器成套保护装置

测试项目 —— 定子反时限过负荷时间特性（i-t）曲线测试

保护定值

发电机的散热效应系数Ksrzd=1.05

定子绕组热容量Kszd=39

发电机额定电流 Ie=3.95A

反时限启动电流 Iqd=4.84A

反时限特性方程：[（I/Ie）
2
－(Ｋsrzd)

2
]×T ≥Kszd

→ T ≥ Kszd/[（I/Ie）
2
－(Ｋsrzd)

2
]

→ T ≥ 39/（I/Ie）
2
－1.05

2

试验接线

参数设置

打开“时间特性”测试模块；

在“特征曲线列表”中选择 i-t特性曲线，弹出项目添加向导浮动窗口；

在“试验参数”选项卡中，选择第一组输出作为输出组；基准电流设为发电机

额定电流 Ie=3.95A；故障电压设为 10V，故障电压与电流相位差设为-40°；其他

参数默认；

切换到“特性定义”选项卡，反时限特性选择自定义，在参数列表中填入下图

所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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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测试项目”按钮，添加到测试项目列表中，选中新添加的项目；

点击“添加测试序列”按钮，在浮动窗口的变化初值填入 4.8，变化终值填入

15A，变化步长设为 0.4A，添加。

在“时间设置”栏中，故障前时间设为 10s，最大故障时间设为 120s，跳闸后

延时设为 0s，复归时间设为 10s。

注：考虑传统测试仪有大电流输出限制，在大于 10A小于 20A的电流最大输

出时间为 70s，从公式推算出的整定时间在小电流附近整定时间很长，而最大故障

时间设置是针对所有被测点的，为了防止测试仪热饱和效应导致无法测试，因此

应该采用分段来测试（或放弃部分小电流测试点，缩短最大故障时间设置值）。

打开“开入量设置”窗口，开放开入 A作为保护装置动作返回接点。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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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同期试验

发电机和电网同期的过程必须满足一下三个条件：

发电机和电网的电压接近相等；

发电机和电网的频率接近相等；

发电机电压和电网电压的相位接近相等。

只有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才有可能在同期合闸时断路器 QF两侧的电压为零，从而合

闸冲击电流为零使并列后发电机顺利地进入同步运行状态。以上称为同期三要素，捕

捉满足同期三要素的时刻 t并使 QF 合闸的过程即为同期过程。在同期三要素中，电压

和频率两个要素是一对矛盾体，只有Δf≠0,亦即存在频率差时，△Ф才有等于 0的机

会；电压、频率两个要素与相位差相比，对于系统和设备的影响要小得多，也较容易

调至满足要求，而相位差是否能满足要求则取决于自动准同期装置的同期预报水平。

用于并列的断路器 QF从接到合闸脉冲，由分闸位置运动到合闸位置均需要经过一

段时间，这段时间成为断路器的合闸时间，由于合闸时间的存在，合闸脉冲发出的时

刻应该在同期点出现之前，提前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导前时间。显然导前时间等于包括

辅助元件动作时间在内的并列断路器的合闸时间最为理想。微机型自动准同期装置应

根据当前滑差和相位差情况，依据一定算法，在临近同期点前准确地预先动作合闸输

出，这个过程即为同期预报过程，同期预报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同期和闸质量。

为了使待并发电机与电网快并列，通常情况下，需要对待并的发电机主动进行 u、

f调节以便尽快地使△u、△f满足给定要求，进而实现同期并列过程。因此，电压和

频率的调节是同期装置应具备的功能。微机型自动准同期装置根据所测得的两同期电

压间的△u、△f，依据 PID 调节规律，计算并发出一串宽度不等的调节脉冲：增速/

减速和升压/降压调节输出。以控制发电机电压与频率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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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界面说明

测试项目操作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菜单选择相应的测试项目即可向测试项目列表中添加测

试项目；

单击[删除]可以删除选择中的测试项目；

单击[清空]按钮可删除所有的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设置操作

单击单元格内容，即可以选中该单元格所在的测试项目；

单击参数设置单元格,在其单元格的右侧中间将呈现一个小图标( ),单击此

图标将弹出参数设置对话框。

单击开出设置单元格，在在其单元格的右侧中间将呈现一个小图标( ),单击

此图标将弹出开出设置对话框。



139

单击开入设置单元格，在在其单元格的右侧中间将呈现一个小图标( ),单击

此图标将弹出开入设置对话框。

4.10.2动作电压测试

参数设置

系统侧

输出相：设置系统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系统侧电压的幅值，一般为额定电压；

相位：系统侧电压的初始相位，一般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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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系统侧的频率，一般为额定频率。

待并侧

输出相：设置待并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待并侧电压的幅值，由“变量设置”决定；

相位：待并侧电压的初始相位，一般应保证它与系统侧相位的差角在同期装置

允许范围之内；

频率：待并侧的频率，一般应保证它与系统侧的频率差在同期装置允许范围之

内。

变化量设置

图 4-10-1 递变原理示意图

图 4-10-2 变化量设置窗体

变化前时间：变量开始变化前的输出时间；

变化前幅值：变化前时间内待并侧的电压幅值；

变化初值：待并侧电压的变化初始值；

变化终值：待并侧电压的变化终止值，它可以大于变化初值，也可以小于变化

初值，但必须能覆盖继电器的动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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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步长：待并侧电压的每步变化幅度，它应根据测试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大小，

一般地，步长越小，测试精度越高；

每步时间：当前变量按步长变化时，每一步大小的保持时间。一般地，每步时

间的设置应大于继电器的动作时间。

开出设置

设置 4对开出接点的断开、闭合属性。有开入量控制和时间控制两种模式。

注：“时间控制”延时的计时起点是进入测试项目瞬间，经过所设定的延时后，

开出量变换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开入量控制”延时的起点是每个测试项目中第一次收到开入翻转瞬间，经过

设定的延时后，开出量变化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时间设置成小于 65535ms时是按实际设置时间翻转或者保持，但设为 65535ms

表示无限期，即永不翻转或永远保持，直至实验结束。

开入设置

设置合闸信号的开入接点；默认接开入 D。

试验结果

记录接收到合闸信号时的待并侧电压，即为动作电压

4.10.3动作频率测试

参数设置

系统侧

输出相：设置系统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系统侧电压的幅值，一般为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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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系统侧电压的初始相位，一般为 0；

频率：系统侧的频率，一般为额定频率。

待并侧

输出相：设置待并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待并侧电压的幅值，一般应保证它与系统侧的电压差在同期装置允许范

围之内；

相位：待并侧电压的初始相位；

频率：待并侧的频率，由“变量设置”决定。

变化量设置

图 4-10-3 递变原理示意图

图 4-10-4 变化量设置窗体

变化前时间：变量开始变化前的输出时间；

变化前频率：变化前时间内待并侧的频率；

变化初值：待并侧频率的变化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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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终值：待并侧频率的变化终止值，它可以大于变化初值，也可以小于变化

初值，但必须能覆盖继电器的动作值；

变化步长：待并侧频率的每步变化幅度，它应根据测试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大小，

一般地，步长越小，测试精度越高；

开出设置

设置 4对开出接点的断开、闭合属性。有开入量控制和时间控制两种模式。

注：“时间控制”延时的计时起点是进入测试项目瞬间，经过所设定的延时后，

开出量变换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开入量控制”延时的起点是每个测试项目中第一次收到开入翻转瞬间，经过

设定的延时后，开出量变化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时间设置成小于 65535ms时是按实际设置时间翻转或者保持，但设为 65535ms

表示无限期，即永不翻转或永远保持，直至实验结束。

开入设置

设置合闸信号的开入接点；

试验结果

记录接收到合闸信号时的待并侧频率,即为动作频率

4.10.4导前角及导前时间测试

参数设置

系统侧

输出相：设置系统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系统侧电压的幅值，一般为额定电压；

相位：系统侧电压的初始相位，一般为 0；

频率：系统侧的频率，一般为额定频率。

待并侧

输出相：设置待并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待并侧电压的幅值，一般应保证它与系统侧的电压差在同期装置允许范

围之内；

相位：待并侧电压的初始相位，一般应保证它与系统侧的相位差在同期装置允

许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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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待并侧的频率，一般应保证它与系统侧的频率差在同期装置允许范围之

内；

试验限时

若试验限时时间到仍没有接收到合闸信号，程序将自动停止试验。

开出设置

设置 4对开出接点的断开、闭合属性。有开入量控制和时间控制两种模式。

注：“时间控制”延时的计时起点是进入测试项目瞬间，经过所设定的延时后，

开出量变换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开入量控制”延时的起点是每个测试项目中第一次收到开入翻转瞬间，经过

设定的延时后，开出量变化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时间设置成小于 65535ms时是按实际设置时间翻转或者保持，但设为 65535ms

表示无限期，即永不翻转或永远保持，直至实验结束。

开入设置

设置合闸信号的开入接点；

确认时间：躲开临界处接点的抖动，接点状态变化后的保持时间大于确认时间

时，程序方予以认可记录。一般取 10～20ms。

试验结果

记录接收到合闸信号时的待并侧频率、导前角，并根据导前角和Δf算出的导

前时间。

4.10.5调压周期及脉宽测试

参数设置

系统侧

输出相：设置系统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系统侧电压的幅值，一般为额定电压；

相位：系统侧电压的初始相位，一般为 0；

频率：系统侧的频率，一般为额定频率。

待并侧

输出相：设置待并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待并侧电压的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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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待并侧电压的初始相位；

频率：待并侧的频率。

注：测试时使两待并侧电压差需大于并列允许值。

试验限时

试验限时时间应大于保护装置一次脉宽和一次间隔的时间。

开出设置

设置 4对开出接点的断开、闭合属性。有开入量控制和时间控制两种模式。

注：“时间控制”延时的计时起点是进入测试项目瞬间，经过所设定的延时后，

开出量变换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开入量控制”延时的起点是每个测试项目中第一次收到开入翻转瞬间，经过设

定的延时后，开出量变化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时间设置成小于 65535ms 时是按实际设置时间翻转或者保持，但设为 65535ms 表

示无限期，即永不翻转或永远保持，直至实验结束。

开入设置

设置调压信号的开入接点；默认升压 A、降压 B。

试验结果

测试仪接收到调压脉冲开始计时，调压脉冲结束时记录第一个时间，对应调压脉

冲的宽度；继续计时，再次收到调压脉冲的时候停时记录第二个时间，从两个时间差

测试装置计算出间隔时间。

4.10.6调频周期及脉宽测试

参数设置

系统侧

输出相：设置系统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系统侧电压的幅值，一般为额定电压；

相位：系统侧电压的初始相位，一般为 0；

频率：系统侧的频率，一般为额定频率。

待并侧

输出相：设置待并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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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值：待并侧电压的幅值；

相位：待并侧电压的初始相位；

频率：待并侧的频率。

注：测试时使两待并侧频率差需大于并列允许值。

试验限时

试验限时时间应大于保护装置一次脉宽和一次间隔的时间。

开出设置

设置 4对开出接点的断开、闭合属性。有开入量控制和时间控制两种模式。

注：“时间控制”延时的计时起点是进入测试项目瞬间，经过所设定的延时后，

开出量变换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开入量控制”延时的起点是每个测试项目中第一次收到开入翻转瞬间，经过设

定的延时后，开出量变化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时间设置成小于 65535ms 时是按实际设置时间翻转或者保持，但设为 65535ms 表

示无限期，即永不翻转或永远保持，直至实验结束。

开入设置

设置调频信号的开入接点；默认增速 C、减速 E。

试验结果

测试仪接收到调频脉冲开始计时，调频脉冲结束时记录第一个时间，对应调频脉

冲的宽度；继续计时，再次收到调频脉冲的时候停时记录第二个时间，从两个时间差

测试装置计算出间隔时间。

4.10.7电气零点测试

参数设置

系统侧

输出相：设置系统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系统侧电压的幅值，一般为额定电压；

相位：系统侧电压的初始相位，一般为 0；

频率：系统侧的频率，一般为额定频率。

待并侧

输出相：设置待并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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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待并侧电压的初始幅值；

相位：待并侧电压的初始相位；

频率：待并侧的初始频率。

注：测试时使两待并电压幅值差、频率差需在允许并列的范围内。

试验限时

若试验限时时间到仍没有接收到合闸信号，程序将自动停止试验。

开出设置

设置 4对开出接点的断开、闭合属性。有开入量控制和时间控制两种模式。

注：“时间控制”延时的计时起点是进入测试项目瞬间，经过所设定的延时后，

开出量变换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开入量控制”延时的起点是每个测试项目中第一次收到开入翻转瞬间，经过设

定的延时后，开出量变化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时间设置成小于 65535ms 时是按实际设置时间翻转或者保持，但设为 65535ms 表

示无限期，即永不翻转或永远保持，直至实验结束。

开入设置

设置合闸信号的开入接点；

试验结果

测试仪接收到电气零点继电器接点闭和的信号后记录此时的相角差δ

4.10.8自调整试验

参数设置

系统侧

输出相：设置系统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系统侧电压的幅值，一般为额定电压；

相位：系统侧电压的初始相位，一般为 0；

频率：系统侧的频率，一般为额定频率。

待并侧

输出相：设置待并侧电压的接线方式，接测试仪的 Ua 、Ub、Uc或 Uab、U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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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Ux 、Uy、Uz或 Uxy、Uyz、Uzx

幅值：待并侧电压的初始幅值；

相位：待并侧电压的初始相位；

频率：待并侧的初始频率。

试验限时

为了避免参数设置的不合理而使程序一直处于调压或调频状态，特提供设置此

试验总时间的选项。

自动调整设置

升压步长：每接收到一次升压信号，待并侧电压的改变量；

降压步长：每接收到一次降压信号，待并侧电压的改变量；

增频步长：每接收到一次增频信号，待并侧频率的改变量；

减频步长：每接收到一次减频信号，待并侧频率的改变量；

开出设置

设置 4对开出接点的断开、闭合属性。有开入量控制和时间控制两种模式。

注：“时间控制”延时的计时起点是进入测试项目瞬间，经过所设定的延时后，

开出量变换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开入量控制”延时的起点是每个测试项目中第一次收到开入翻转瞬间，经过设

定的延时后，开出量变化为设定的开关状态。

时间设置成小于 65535ms 时是按实际设置时间翻转或者保持，但设为 65535ms 表

示无限期，即永不翻转或永远保持，直至实验结束。

开入设置

设置合闸信号的开入接点；

试验结果

记录接收到合闸信号时的待并侧电压、频率，以及待并侧与系统侧的相角差。

4.10.9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 WX-98A微机准同期装置

测试项目 —— 自动准同期装置的电压闭锁值、频率闭锁值、导前角和导前时

间以及该装置的自动调整试验。

保护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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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前时间(导前角)：Tpre=200ms

合闸允许压差(闭锁电压)：Vlo=-2V Vhi=2V

合闸允许频差(闭锁频率)：flo=-0.25Hz fhi=0.25Hz

调压周期：Tv=6s

调频周期：Tf=2s

转角相位差补偿：0°

试验接线

WX-98A接线端子说明：

X2-13、X2-16同期启动按钮，

X1-12 升压

X1-14 降压

X1-9 增速

X1-11 减速

X1-15、X1-16 合闸输出信号

X1-5、X1-6 Us，系统侧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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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7、X1-8 Ug，待并侧电压

说明：同期启动按钮 QA 由 X2-13 和 X2-16 输出。试验时，需要将 X2-13 和

X2-16短接，以启动同期装置。另外，在同期过程中，如果同期时间超过整定时

间，装置闭锁本次同期合闸，同时告警指示灯点亮。待再次“启动”同期时，告

警继电器将自动复归。在测试仪对WX-98A进行一系列测试时，测试时间有可能

超过整定的最大同期时间，因此，试验时通过测试仪开出量定时断开然后闭合

X2-13和 X2-16接点，使同期装置定时自动复归，以避免同期闭锁。

参数设置

打开“同期试验”模块；

1、压差闭锁值测试

添加“动作电压值测试”项目；

点开“参数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将“电压设置”选项卡中，系统侧输

出相选择 Ua，幅值设为 100V∠0°，频率设为 50Hz；待并侧输出相选择

Ub，相为设为 0°，频率设为 50.2Hz；

切换到“变化量设置”选项卡，变化初值设为 103V，变化终值设为 100V，
变化步长设为 0.1V，每步时间设为 3s；

点开“开出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开放“开出 1”，并设置默认状态

为闭合；

点开“开入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勾选“开入 D”作为动作接点；

注：待并侧的频率设置，即频差△f一定要在允许范围内，且△f不能等于

零，以形成滑差，△φ才有出现等于零的机会。试验中，经过一个滑差周

期后，根据同期装置是否发出合闸脉冲为判据，测试仪按给定步长自动调

整待并侧电压的大小。在经过一个从有合闸脉冲到无合闸脉冲的过程后，

记录此时的压差闭锁值。

2、频率闭锁值测试

添加“动作频率测试”项目；

点开“参数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将“电压设置”选项卡中，系统侧输

出相选择 Ua，幅值设为 100V∠0°，频率设为 50Hz；待并侧输出相选择

Ub，幅值为设为 101V∠0°；

切换到“变化量设置”选项卡，变化初值设为 49.5Hz，变化终值设为 50Hz，
变化步长设为 0.05Hz；

点开“开出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开放“开出 1”，并设置默认状态

为闭合；

点开“开入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勾选“开入 D”作为动作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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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待并侧的电压设置即压差△V，一定要在允许范围内。试验中，经过

一个滑差周期后，根据同期装置是否发出合闸脉冲为判据，测试仪按给定

步长自动调整待并侧电压频率的大小。在经过一个从有合闸脉冲到无合闸

脉冲的过程后，记录此时的频差闭锁值。

3、导前角及导前时间测试

添加“导前角及导前时间测试”项目；

点开“参数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将“电压设置”选项卡中，系统侧输

出相选择 Ua，幅值设为 100V∠0°，频率设为 50Hz；待并侧输出相选择

Ub，幅值为设为 100V∠180°，频率设为 50.2Hz（系统侧、待并侧频差小

于频率闭锁值）；

导前角与导前时间的关系：

Δφ=△t/Tw·360° 其中:Tw=1/|fg-fs|

点开“开出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开放“开出 1”，并设置默认状态

为闭合；

点开“开入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勾选“开入 D”作为动作接点；

4、调压周期与脉宽测试

添加“调压周期与脉宽测试”项目；

点开“参数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将“电压设置”选项卡中，系统侧输

出相选择 Ua，幅值设为 100V∠0°，频率设为 50Hz；待并侧输出相选择

Ub，幅值为设为 101V∠0°，频率设为 50.2Hz；

点开“开出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开放“开出 1”，并设置默认状态

为闭合；

5、调频周期与脉宽测试

添加“调频周期与脉宽测试”项目；

点开“参数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将“电压设置”选项卡中，系统侧输

出相选择 Ua，幅值设为 100V∠0°，频率设为 50Hz；待并侧输出相选择

Ub，幅值为设为 100V∠0°，频率设为 50.1Hz；

点开“开出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开放“开出 1”，并设置默认状态

为闭合；

6、自调整试验

添加“自调整试验”项目；

点开“参数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将“电压设置”选项卡中，系统侧输

出相选择 Ua，幅值设为 100V∠0°，频率设为 50Hz；待并侧输出相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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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幅值为设为 102V∠0°，频率设为 49.5Hz，试验时限设为 30s；

切换到“自调整设置”选项卡，升压步长设为 0.1V，降压步长设为 0.1V；
增速步长设为 0.05Hz，降速步长设为 0.05Hz；

点开“开出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开放“开出 1”，并设置默认状态

为闭合；

点开“开入量设置”行弹出设置窗口，勾选“开入 D”作为动作接点；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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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系统振荡

系统振荡模块用于自动模拟系统动态振荡过程， 用于测试发电机的失磁保护、振

荡解列装置，以及分析系统振荡对距离保护、零序电抗等保护的影响。

1、由设置双电源系统的阻抗以模拟各种系统振荡或发电机的振荡。

2、可设定不同范围的振荡功角测试保护装置的动作情况。

3、可以在振荡过程中添加故障情况。

4、自动计算振荡中心的阻抗、相位和最大振荡电压、电流。

5、振荡中心的阻抗是从系统侧看过去。

6、振荡周期和振荡次数灵活可控。

振荡模拟以双机系统为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 4-11-1 系统振荡试验模型

在系统振荡的模拟过程中，双端发电机电压幅值不变，取系统侧电压 En角度为参

考点，固定为 0°，发电机侧电压 Em 的角度δ振荡变化，程序自动计算振荡过程中 K

点处的三相电压、电流，通过测试仪输出到待测试的保护，观察并记录保护的工作特

性。

假定各阻抗在振荡过程中大小不变，采用相量法分析；

则：振荡过程中机端阻抗测量阻抗 Zk 为



154

4.11.1界面说明

4.11.2系统设置

Zm：模拟双端供电系统中的发电机侧阻抗；

Zl：模拟双端供电系统中的线路阻抗；

Zn：模拟双端供电系统中的系统侧阻抗；

En：模拟双端供电系统中的系统侧电压，振荡过程中其电压幅值不变，角度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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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

Em：模拟双端供电系统中的发电机侧电压，振荡过程中其电压幅值不变（Em幅值

为 En幅值的ρ倍），角度δ振荡变化；

ρ：发电机侧电压 Em幅值对系统侧电压 En幅值的倍数；

电流输出方式：主要针对六相测试仪/光数字测试仪，可以灵活选择第 1组或第 2

组电压电流输出。

4.11.3振荡设置

振荡方式

发电机侧电压 Em角度δ的振荡变化方式，程序提供了 2种方式，包括旋转振

荡和摇摆振荡；

旋转振荡：功角δ从“振荡起始角”开始，在 0～360°内旋转变化；

摇摆振荡：功角δ从“振荡起始角”开始，在“振荡起始角”～“振荡终止角”

之间摇摆变化

振荡起始角、振荡终止角

配合振荡方式，设置振荡的起始和终止角；

振荡周期 Ts

功角δ完成一次振荡（起始角→终止角→起始角）所需要的时间。该参数

决定了电压、电流的幅值变化（即外包络线）频率。

振荡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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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振荡前恒定电压和电流的输出时间。

额定频率

功角δ振荡过程中，电压、电流的输出频率，一般为 50Hz；

功角变化方向

对旋转振荡有加速失步，减速失步。

4.11.4故障设置

是否模拟模拟振荡中故障

设置系统振荡过程中是否发生故障；

（以下参数仅对“模拟”有效，短路计算采用电源阻抗恒定模型）

故障时刻

设置故障发生的时刻，以进入振荡为时间起始点 t=0；

故障类型

设置故障类型，如“A相接地”、“AB相间”、“三相短路”等；

短路阻抗

设置短路点 F到 K点（保护安装处）的短路阻抗 Zf；

补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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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阻抗 Zf的零序补偿系数 KL，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电力系统假定零序阻抗 Z0和正序阻抗 Z1的阻抗角度

相等，则 Im（KL）=0，KL 为一实数，通常取 0.667。

故障时间

故障状态持续时间。

4.11.5 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 RCS-985 发电机的失步保护测试

保护定值

Za=10Ω Zb=10Ω Zc=5Ω 最大灵敏角φm=85°

跳闸允许电流：10A

报警功角α1=60° 跳闸功角α2=120°

区外滑极次数：2次； 区内滑极次数：3次

试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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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打开“系统振荡”测试模块；

在“系统设置”选项卡中，Zm = Za = 10Ω∠85°；Zn = Zb = 10Ω∠85°；

Zl=0Ω∠0°；En = 57.735V，ρ= 1.1；

切换到“振荡设置”选项卡，振荡方式选择“旋转振荡”；振荡起始功角设为

0°；振荡周期设为 0.5s；振荡测试设为 4次；振荡前时间设为 1s；额定频率设为

50Hz；功角变化方向选择“加速失步”；

从系统快捷工具栏打开“开入量设置”窗口，开放“开入 A”作为跳闸接点。

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用例二

测试对象 —— CSL-101BE线路距离保护振荡闭锁测试

保护定值

相间及接地距离一段 1Ω, 距离一二段及零序保护退出, 振荡中跳一段退出；

Za=3Ω、Zb=3Ω、Zc=2Ω；

线路正序阻抗角 78°

试验目的

距离保护为区分振荡和故障，设置了保护启动后距离一段开放 0.15秒后闭锁

的功能。保护启动后，若 0.15秒内距离一段动作则保护出口，若 0.15秒后距离一

段不动作则保护闭锁。

参数设置

打开“系统振荡”测试模块；

在“系统设置”选项卡中，Zm = Za = 3Ω∠90°；Zn = Zb = 3Ω∠90°；Zl =
Zc =2Ω∠78°；En = 57.735V，ρ= 1.1；

切换到“振荡设置”选项卡，振荡方式选择“摇摆振荡”；振荡起始功角设为

0°，终值功角设为 90°；振荡周期设为 0.5s；振荡测试设为 10次；振荡前时间

设为 1s；额定频率设为 50Hz；

切换到“故障设置”选项卡，选择模拟发生故障；故障起始时刻设为 0.1s；故

障持续时间设为 1s；故障类型选择“A相接地短路”；Zm阻抗零序补偿系数 Ks
设为 0.67；短路阻抗 Zl设为 0.5Ω∠90°，零序补偿系数 Kl设为 0.67；

从系统快捷工具栏打开“开入量设置”窗口，开放“开入 A”作为跳闸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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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点击 按钮，开始测试，等待测试自动结束。

4.12故障再现

将以 COMTRADE（Common Format for TranSient Data Exchange）格式记录的数据

文件用测试仪播放，实现故障重演。具有如下特点：

支持以 COMTRADE格式记录的数据文件

通过对原记录数据的插值运算，提高回放数据的采样率

通过设置各个通道的电压、电流变比以及比例系数来调整输出幅值

具有按键触发、开入触发和 GPS 触发三种触发或同步触发条件

通过设置重复开始时刻、重复区间以及重复次数，对某一段数据可以重复播放

可设置开出量的翻转状态和翻转时刻以及开入动作计时开始时刻。试验过程中同

时记录

八路开入量的动作时间

对同一类型的通道数据可以实现加减运算生成一个新的通道数据

对播放的数据可以定义输出范围

COMTRADE格式的数据文件包含三个名字相同但后缀名不同的三种类型的文件：

1. 引导文件（*HDR）: 为用户提供一个附加信息的描述样本，以便更好地了解暂

态记录的条件。引导文件不受应用程序控制。

2. 组态文件（*CFG）: 是为计算机程序读取数据文件中的数据提供必要的信息。

组态文件是一种 ASCⅡ格式的文件，包括以下信息：

站名和识别号

通道类型和通道号

通道名称、单位和变换因子

线路频率（50Hz或 60Hz）

采样速率及该速率下的采样点数

第一个数据的日期和时间

触发的日期和时间

文件类型（ASCII或 B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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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文件（*DAT）: 包含暂态数据的实际数值。数据文件按行划分，每行分成

n+2列。其中 n为所记录的通道数。数据行数随记录长度而变化。

4.12.1界面说明

4.12.2录波文件导入

进入故障再现模块，选择系统菜单的“文件”→“打开”，或系统快捷工具栏

中红色框标示的“打开”按钮，弹出录波文件导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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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需要导入的录波文件*.cfg或*.dat，打开，系统自动解析录波文件配置和数据并将

相应的信息呈现在故障再现模块中。

注：COMTRADE格式的录波文件由配置文件（*.cfg）和数据文件（*.dat）两部

分组成，必须放置在同一文件路径下并且文件名称相同，才能正常导入。

波形文件配置信息

波形图操作

红色、绿色光标线

用来控制波形的区间显示。可以通过设置光标线的时间值或移动光标线来

控制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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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展开

按照红绿两天光标线所在时间位置展开其包含部分的波形图。

全程显示

按照录波文件记录波形的时间长度展开波形图。

4.12.3通道设置

设置录波文件中的各模拟量通道由测试仪哪个通道输出，并设置每个通道的 PT或

CT变比及调整比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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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试验控制

截取波形区间

控制测试输出录波文件中的指定时间段的波形数据。

触发方式

按键触发 —— 先输出常态，用户点击切换按钮后开始输出录波数据；

GPS触发 —— 先输出常态，GPS定时时间到开始输出录波数据（测试仪

需带 GPS内置模块）

开入触发 —— 先输出常态，由选定的开入量组合逻辑关系判定成立后开

始输出录波数据

重复输出区间

设定录波波形中指定时间段的波形重复输出 N次。重复区间波形如下白色波

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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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开关量设置

设置录波文件中的各开出量通道由测试仪哪个通道输出。

同时提供手动设置输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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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直流试验

本测试模块可输出直流电压，直流电流。手动调节输出，在界面上直观显示。

4.13.1界面说明

图 4-13-1 直流试验界面

4.13.2手动控制

切换图 4-13-1直流试验界面到“手动”控制选项卡，勾选要手动控制变化的变量

（电压 Uab、Ucx、Uyz；电流 Ia、Ib、Ic），设定输出的初始值和步长。试验开始后，

通过点击 、 来调节勾选变量的输出值，每次增加或减少的量即设置的步长

值。

注 1：电压采用 Uab、Ucx、Uyz 输出模式是为了增大测试仪直流电压的输出能力。

测试仪单相输出直流电压最大值为 175Vdc，采用 Uab 时可以使输出最大值达到

350Vdc。

注 2：试验接线，Uab 模式下，将 Ua 接入继电器直流电压线圈的正端、Ub接入

继电器直流电压线圈的负端。

4.13.3递变控制（程控）

切换图 4-13-1直流试验界面到“程控”控制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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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2 递变控制

与手动控制一样，先勾选需要递变的变量，然后设置自动递变参数。

递变过程同通用测试模块 4.1.3程序（递变）控制。

4.14常规继电器

进行单个常规继电器（如电压、电流、功率方向，时间、中间及信号继电器等）

元件测试，可以完成动作值、返回值、灵敏角以及动作时间等测试功能。

4.14.1界面说明

图 4-14-1 常规继电器测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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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电流型继电器

电流型继电器的有交流电流继电器、零序电流继电器、负序电流继电器、直流电

流继电器四种类型，四种的测试项目与测试方法基本完全一样。下面以交流电流继电

器为例，有以下测试项目：

动作值测试

参数设置

基本参数

电流输出方式：本版测试软件提供 7种方式，包括：“A相电流”、

“B相电流”、“C相电流”、“AB 电流两并”、“BC 电流两并”、“CA

电流两并”、“ABC 电流输出”。并联输出主要是考虑到如果继电器的整

定动作电流太大，测试仪单相输出不能满足要求，可以采用两相并联输出

的方式，以满足测试的需要；

电流配置：可选择“第 1、2组并联” “第 1组输出”或“第 2组输

出”；

额定频率：交流电流的输出频率（对于直流，频率=0）；

整定值：设置待测试电流继电器的电流整定值（可以不设置）；

测试次数：设置当前测试项目的测试次数，范围是 1～3；

间断时间：设置本次试验结束到下一次试验开始的等待时间，在间断

时间里，测试仪当前电流电压（除辅助电压外）输出均为 0（此参数仅当

测试次数大于 1时有效）；

动作方式：继电器一般有两种动作方式：“过量（即输入电流>=整定

值，继电器动作）”、“欠量（即输入电流<=整定值动作，继电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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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置与后面电流递变设置有关。如果继电器为“过量”动作，那么测试

动作电流的递变就只能是从低到高变化，如果是“欠量”动作，那么就应

该是从高到低变化。

辅助电压：选择“直流”或交流；选择输出相；输入其输出的幅值。

测试过程全程输出。

开入定义：继电器动作接点接测试仪那个开入（A~G）

测试参数

切换方式：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方式，提供“按键开始”与“时间

开始”两种；

切换等待时间：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等待时间，对于时间触发切换

等待时间设备有效。

故障前时间：故障前状态的输出时间；

故障前输出：故障前时间里的输出电流；

变化起点：电流变化的起点。如果设置了“整定值”，电流变化的起

点软件自动取 1.2*整定值或 0.8*整定值。取 1.2 还是 0.8，这个要看继电

器的动作方式，如果继电器为“过量”动作，取 0.8，为“欠量”动作，

那么取 1.2。一般地，变化范围的设置应能覆盖继电器的动作/返回值，软

件自动取值值后，用户还是可以修改的；

变化终点：电流变化的终点，如果设置了“整定值”，电流变化的终

点软件自动取 0.8*整定值或 1.2*整定值。取 1.2 还是 0.8，这个要看继电

器的动作方式，如果继电器为“过量”动作，取 1.2，为“欠量”动作，

那么取 0.8。软件自动取值值后，用户还是可以修改的；

步长：试验过程中，电流每次变化步长；

每步时间：电流按其步长变化时，每一步的保持时间。一般地，每步

时间的设置应大于继电器的动作（或返回）时间

变化前相序：正序或负序

复归时间：复归输出保持时间

复归输出：复归输出值，一般取 0 ，如果是“ABC 电流输出”方式，

其相序为正序。

测试方法



169

复归时间为 0 的搜索原理

复归时间不为 0 的搜索原理

返回系数测试

参数设置

在动作测试参数的基础上增加下面的参数：

返回值起点：继电器动作后测试仪输出的值

返回步长：测试仪收到动作后返回变化的步长

详细说明见动作值测试

测试方法

在测试动作值过程中，当继电器动作后，按动作值测试的步长、每步时间，

往起点方向逐步递减（终点为动作测试时的起点值），直到继电器动作接点返

回，记录下这个值，即为继电器返回值。

在测试动作值过程中，当继电器动作后，下一个输出点直接跳到设置的返

回值起点测试，按设置的返回步长、每步时间（取动作值测试的每步时间），

往起点方向逐步递减（终点为动作测试时的起点值），直到继电器动作接点返

回，记录下这个值，即为继电器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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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归时间为 0 的返回值搜索原理

复归时间不为 0的返回值搜索原理

动作时间测试

参数设置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与动作值测试相同。详细说明见动作值测试基本参数设置

测试参数

切换方式：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方式，提供“按键开始”与“时间开始”

两种；

切换等待时间: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等待时间，对于时间触发切换等待

时间设备有效。

故障前时间：故障前状态的输出时间；

变化前相序：正序或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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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前电流：故障前时间里的输出电流；

故障电流：故障状态输的电流

故障时间：故障状态的输出时间

测试方法

4.14.3电压型继电器

与电流型继电器测试相同，详细说明请参考电流型继电器测试。

4.14.4功率方向继电器

本软件可以对功率继电器、负序功率继电器、零序功率继电器、逆功率继电器等

四种类型的测试。

为使测试简单，本测试软件提供测试接线为单相法接线，即测试仪输出为单相电

压与电流。这样做测试计算非常简单，测试结果也更可靠，但是用户需要根据功率继

电器的接线方式以及需要模拟的故障类型自行接线，以保证试验结果的正确。

如果继电器为 0°接线，测试仪输出为 Ua、Ia，测试接线如下表所示：

故障类型 测试仪 Ua输出 Ia输出 备注

A相接地 接继电器 AN相电压端子 接继电器 AN电流端子 用于测试功率

继电器、零序功

率继电器、逆功

率继电器

B相接地 接继电器 BN相电压端子 接继电器 BN电流端子

C相接地 接继电器 CN相电压端子 接继电器 CN电流端子

如果继电器为 90°接线，测试仪输出为 Ua、Ia，测试接线如下表所示：

故障类型 测试仪 Ua输出 Ia输出 备注

A相接地 接继电器 BC相电压端子 接继电器 AN电流端子
用于测试功率

继电器、逆功率

继电器

B相接地 接继电器 AC相电压端子 接继电器 BN电流端子

C相接地 接继电器 AB相电压端子 接继电器 CN电流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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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负序功率继电器，如果测试仪输出为 Ua、Ia，测试接线如下表所示：

故障类型 测试仪 Ua输出 Ia输出 备注

AB相短路
继电器 AB相电压端子短接

Ua电压加在 C相与 AB相之间
A进 B出

用于测试负序

功率继电器
BC相短路

继电器 BC相电压端子短接

Ua电压加在 A相与 BC相之间
B进 C出

AC相短路
继电器 AC相电压端子短接

Ua电压加在 B相与 AC相之间
A进 C出

注：当用上表中的测试接线方式测试负序功率继电器时，实际测试的得出最小动

作电压除以√3，才是真实的负序最小动作电压。实际测试的得出最小动作电流除以√

3，才是真实的负序最小动作电流。

上表只是针对一般功率继电器，具体接线要参考继电器本身的说明书。

四种类型的功率方向继电器测试方法一样，下面我们以功率继电器为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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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灵敏角测试

参数设置

图 4-14-2 功率方向继电器最大灵敏角参数设置视图

基本参数

电流输出方式：本版测试软件提供 3种方式：“ Ua∠ψ,Ia”、“Ub∠

ψ,Ib ,Uc∠ψ,Ic”。测试输出过程中，电流输出的相位一直保持 0°。

电流配置：可选择 “第 1组输出”或“第 2组输出”。

额定频率：交流电流的输出频率（对于直流，频率=0）；

额定电流：功率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额定电压：功率继电器的额定电压；

灵敏角整定值(ψ)：设置待测试功率方向继电器的灵敏角整定值；

测试次数：设置当前测试项目的测试次数，范围是 1～3；

间断时间：设置本次试验结束到下一次试验开始的等待时间，在间断时间

里，测试仪当前电流电压（除辅助电压外）输出均为 0（此参数仅当测试次数

大于 1时有效）；

辅助电压：选择“直流”或交流；选择输出相；输入其输出的幅值。测试

过程全程输出。

开入定义：继电器动作接点接测试仪那个开入（A～H）

测试参数

切换方式：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方式，提供“按键开始”与“时间开始”

两种；

切换等待时间：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等待时间，对于时间触发切换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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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设备有效。

故障前输出：电压、电压角度、电流三个设置。一般都取 0；

故障前时间：故障前状态的输出时间；

变化起点：电压角度变化起点（电压幅值取额定值，输出电流幅值取额定

值，相位取 0°）；

变化终点：电压角度变化终点（电压幅值取额定值，输出电流幅值取额定

值，相位取 0°）；

步长：试验过程中，电压角度每次变化步长；

每步时间：电压角度按其步长变化时，每一步的保持时间。一般地，每步

时间的设置应大于继电器的动作（或返回）时间。

复归时间：复归输出保持时间

复归输出：电压、电压角度、电流三个设置；一般都取 0；

测试方法

复归时间为 0 的最大灵敏角搜索原理

最小动作电压测试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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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3 功率方向继电器最小动作电压参数设置视图

基本参数

与“最大灵敏角”测试相同，详细说明请参考最大灵敏角测试的基本

参数设置

测试参数

切换方式：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方式，提供“按键开始”与“时间

开始”两种；

切换等待时间：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等待时间，对于时间触发切换

等待时间设备有效。

故障前输出：电压、电压角度、电流三个设置。一般都取 0；

故障前时间：故障前状态的输出时间；

故障设置

起始值：电压幅值变化起点（电压相位取最大灵敏角，输出电流幅值

取额定值，相位取 0°）。

终止值：电压幅值变化的终点（电压相位取最大灵敏角，输出电流幅

值取额定值，相位取 0°）。默认取电压额定值，用户可以修改；

步长：试验过程中，电压幅值每次变化步长；

每步时间：电压幅值按其步长变化时，每一步的保持时间。一般地，

每步时间的设置应大于继电器的动作（或返回）时间。

复归时间：复归输出保持时间

复归输出：电压、电压角度、电流三个设置；一般都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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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复归时间为 0 的最小动作电压原理

复归时间不为 0 的最小动作电压原理

最小动作电流测试

参数设置

图 4-14-4 功率方向继电器最小动作电流参数设置视图

基本参数

与“最大灵敏角”测试相同，详细说明请参考最大灵敏角测试的基本

参数设置

测试参数

切换方式：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方式，提供“按键开始”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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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两种；

切换等待时间：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等待时间，对于时间触发切换

等待时间设备有效。

故障前输出：电压、电压角度、电流三个设置。一般都取 0；

故障前时间：故障前状态的输出时间；

故障设置

变化起点：电流幅值变化的起点（输出电压幅值取额定值，相位取最

大灵敏角，输出电流相位取 0°）；

变化终点：电流幅值变化的终点（输出电压幅值取额定值，相位取最

大灵敏角，输出电流相位取 0°）；

步长：试验过程中，电流幅值每次变化步长；

每步时间：电流幅值按其步长变化时，每一步的保持时间。一般地，

每步时间的设置应大于继电器的动作（或返回）时间。

复归时间：复归输出保持时间

复归输出：电压、电压角度、电流三个设置；一般都取 0；

动作时间测试

参数设置

图 4-14-5 功率方向继电器动作时间参数设置视图

基本参数

与“最大灵敏角”测试相同，详细说明请参考最大灵敏角测试的基本

参数设置

测试参数

切换方式：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方式，提供“按键开始”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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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两种；

切换等待时间: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等待时间，对于时间触发切换等

待时间设备有效。

故障前输出：电压、电压角度、电流三个设置。一般都取 0；

故障前时间：故障前状态的输出时间；

故障输出：电压、电压角度、电流三个设置。一般都取 0；

故障时间：故障状态的输出时间；

测试方法

4.14.5中间继电器

测试软件提供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交流电压启动继电器、交流电流启动电压保

持继电器、交流电流启动电流保持继电器、交流电压启动电压保持继电器、交流电压

启动电流保持继电器、直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直流电压启动继电器、直流电流启动电

压保持继电器、直流电流启动电流保持继电器、直流电压启动电压保持继电器、直流

电压启动电流保持继电器 12种类型测试，但总的来说就是不带保持的中间继电器与带

保持的中间继电器，他们的区别在于：不带保持的继电器与普通继电器差不多，输入

满足动作值即动作，输入达到返回值即返回，但是带保持的继电器不一样，输入满足

动作值即动作，输入达到返回值它不会返回，这种继电器一旦动作，需要失去保持条

件才会返回，常见的带保持的继电器有防跳继电器 TBJ。下面对两种类型继电器的测

试方法分别举例说明。

不带保持的中间继电器

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交流电压启动继电器、直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直流电压启动继电器的

测试方法是一样的，其测试设置与测试方法与“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一样，详细说明请参考“交

流电流启动继电器”。

带保持的中间继电器

本测试软件提供交流电流启动电压保持继电器、交流电流启动电流保持继电器、交流电压启

动电压保持继电器、交流电压启动电流保持继电器、直流电流启动电压保持继电器、直流电流启

动电流保持继电器、直流电压启动电压保持继电器、直流电压启动电流保持继电器等八种带保持

的继电器，他们的测试方法是一样的，下面以交流电流启动电压保持继电器为例说明，有以下测

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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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带保持的继电器一旦动作，需要失去保持条件才会返回，所以在测试“动

作值”、“返回值”、“动作时间”、“返回时间”等项目时，默认取继电器的保持

电压为 0，不让继电器保持，方便测试。

动作值测试

与“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的“动作值测试”一样，详细说明请参考“交流电流启动继

电器”的“动作值测试”。

动作值+返回值测试

与“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的“返回系数测试”一样，详细说明请参考“交流

电流启动继电器”的“返回系数测试”。

动作时间测试

与“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测试”一样，详细说明请参考“交流电流启动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测试”。

返回时间测试

与“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的“返回时间测试”一样，详细说明请参考“交流电流启动

继电器”的“返回时间测试”。

保持线圈的保持值测试

参数设置

图 4-14-6 中间继电器保持值测试参数设置视图

基本参数

在“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的“基本参数”的基础上增加如下参数：

输出方式：即为保持电压输出，提供 Ua、Ub、Uc、Uab、Ubc、Uac选

择

保持电压：继电器在这个电压下，动作后可以可靠保持。

详细说明请参考“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的测试中的基本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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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参数

切换方式：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方式，提供“按键开始”与“时间

开始”两种；

切换等待时间:进入下一个测试序列的等待时间，对于时间触发切换等

待时间设备有效。

保持电压变化起始值：默认去取“基本参数”中的“保持电压”

保持电压变化终止值：默认取 0

步长：变化步长即每步变化量

每步时间：保持电压按其步长变化时，每一步的保持时间。一般地，

每步时间的设置应大于继电器的动作（或返回）时间。

故障前时间（动作时间）：故障前状态的输出时间，即继电器动作时

间+100ms；

故障前输出（动作电流）：故障前时间里的输出电流，即继电器“额

定值”；

测试方法

保持线圈-保持值搜索原理

4.14.6时间继电器

动作值测试

与“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的“动作值测试”一样，详细说明请参考“交流电

流启动继电器”的“动作值测试”。

动作时间测试

与“交流电流启动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测试”一样，详细说明请参考“交流

电流启动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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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7测试用例

用例一

测试对象

交流型电流/电压继电器

测试项目

动作值、动作时间、返回系数

参数设置

动作值测试

1. 接线：将电流 Ia 或电压 Ua输出接入继电器电流/电压线圈端，将继电

器常开接点接入开入 A

2. 在常规继电器测试模块中选择交流型电压继电器类型单元

3. 在测试项目项目勾选动作值，电压输出方式 Ua，动作方式过量或欠量。

过量：如果在动作值时动作，那电压大于动作值也会动作。欠量：如果动

作值动作，那电压小于这个值夜会动作。项目切换方式为时间触发。

4. 将递变过程的起始值和终值值设置在继电器动作电压定值两侧

5. 开入量选择开入 A

6. 开始测试，开入 A收到继电器常开接点闭合信号测试结束，此时测试

仪输出的电流或电压即为继电器动作值

动作时间测试

1. 接线同动作值测试

2. 在常规继电器测试模块中选择相应的继电器类型单元

3. 加大于继电器动作值的量

4. 开入量都选开入 A

5. 开始测试，开入 A收到继电器常开接点闭合信号测试结束，此时接点

动作时间即为继电器可靠的动作时间

返回系数测试

1.接线筒动作值

2. 在常规继电器测试模块中选择相应的继电器类型单元

3.在测试项目处勾选返回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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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数测试同动作值

5.开入量都选为开入 A

6.开始测试，开入 A收到继电器常开接点闭合信号测试结束，此时试验显

示的值即为继电器的返回系数。

4.15铁路牵引变差动试验

此模块设计主要针对铁路牵引变差动保护。

4.15.1参数设置

保护类型

电铁牵引变压器。不容许用户更改

绕组数

双绕组。不容许用户更改

变压器接线方式

本版本测试软件提供以下七种铁路牵引变接线方式选择：

Y/△-11变压器

阻抗匹配平衡变压器

SCOTT变压器

V/V变压器

单相变压器

V/X变压器(C相为公共相)

Y/△/△-11-1十字接线变压器

高压侧 CT接线方式

Y/△-11变压器 、阻抗匹配平衡变压器、SCOTT变压器此三种形式的变压器高

压侧 CT 可以选择 Y 型接线或△型接线。选择高压侧 CT 接线方式，实质上是选择

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其余都是 Y型接线（无选择）

CT指向

“两侧指向变压器”,此时对应动作方程取 ， I1取 0º，I2取 180 º；

“一侧指向变压器”，则对应动作方程取 ，比例制动时 I1、I2都取 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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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指向实质上是对动作方程的选择（仅动作方程为 除外）。

平衡系数

高压侧固定为 1，低压侧平衡系数为 。

下面将不同变压器接线方式的平衡系数计算公式列出，其中 ， 分别为高、

低压侧一次额定电压， ， 分别为高、低压侧二次 CT变比

Y/△-11变压器

阻抗匹配平衡变压器

（变压器高压侧 CTY型接线时）

（变压器高压侧 CT△型接线时）

SCOTT变压器

V/V变压器

单相变压器

V/X变压器

Y/△/△-11-1接线变压器

接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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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已经包含在平衡系数中，见“铁差测试方法”

试验接线

六相测试仪（不容许用户更改）。铁差试验本版本只有六相测试仪才有。

并联输出（禁止选取）

4.15.2测试方法说明

由于变压器接线形式不同、两侧 CT接线方式及变比不同，所以进入保护的两侧电

流其相角、幅值不一定一致, 因此在进行差动计算前，就应先调整两侧电流相位与幅

值，使其一致。调整目的就在于将一侧电流归算到另一侧，本版本测试软件采用将低

压侧归算到高压侧的方式，而高压侧直接采用进入保护的电流。

注： 、 、 为进入保护的高压侧二次电流，实质上就是差流计算部分的 I1；

、 为进入保护的低压侧二次电流， 、 、 为进入保护的低压侧二次电流换算

到高压侧电流，实质上就是差流计算部分的 I2；

六相测试仪接法是 I1 侧 A 相加测试仪 IA 电流，I1 侧 B 相加测试仪 IB 电流，I1

侧 C相加测试仪 IC相电流；I2侧 A 相加测试仪 Ix电流，I2侧 B相加测试仪 Iy电流，

I2侧 C相加测试仪 Iz电流

Y/△-11变压器

高压侧 CT可以采用 Y型接线或△型接线

外部 CT为 Y型接线

如果高压侧外部 CT为 Y型接线，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外部 CT为△型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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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侧 CT 采用△型接线图

如图所示，高压侧 CT 采用△型接线时，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阻抗匹配平衡变压器

高压侧 CT 可以采用 Y型接线或△型接线

外部 CT为 Y型接线

如果高压侧外部 CT为 Y型接线，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外部 CT为△型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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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高压侧 CT 采用△型接线时，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SCOTT变压器

高压侧 CT 可以采用 Y型接线或△型接线

外部 CT为 Y型接线

如果高压侧外部 CT为 Y型接线，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外部 CT为△型接线

如上图所示，高压侧 CT 采用△型接线时，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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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变压器

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单相变压器

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V/X变压器(C相为公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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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Y/△/△-11-1接线变压器

低压侧电流换算到高压侧电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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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数字示波

在数字化变电站的推广应用中，有效的监控工具可以大大缩短开发、安装调试的

时间。目前市场同类产品大都基于 PC平台进行开发，受 PC性能的影响，通过 PC网络

驱动所打的时标误差很大；另外因为通讯接口的原因，PC一般要经过专用的转换接口

才能与之相连。为方便用户直观、快捷、准确的进行监控试验，RTS 光数字测试仪将

数字示波器嵌入其中，既可以监控和统计报文信息，也可以用来抓取原始报文数据。

4.16.1界面说明

图 4-16-1 数字示波监控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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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2 数字示波原始报文监控分析界面

4.16.2监控分析

4.16.2.1报文侦听

将保护装置或合并单元或光交换机等智能电子设备的输出端子的发送口（Tx）用

光纤接入测试仪的光以太网口或光串口的接收口（Rx），联机测试仪，进入数字示波

模块，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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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3 自动侦听

测试仪自动解析收到的报文信息，并列举在上图所示的自动侦测报文列表中。

由于 GOOSE 在没有变位情况下的发送时间稍长，可能会需要等几秒钟才能收到

GOOSE报文。

由于软件需要对 FT3 报文通过轮询方式取其波特率，为了使自动侦听到的波特率

准确，可能需要等十几秒时间。

鼠标悬停在“特性信息”列单元格，可以查看每组报文的详细特征信息。

注 1：IEC61850 9-2协议的 SMV通过自动侦听无法解析其具体采用的是组网还是

点对点模式，系统中自动默认为组网。通过点击“协议类型”列中的单元格可以根据

实际采用的模式进行修订。

注 2：采用私有协议的 FT3通讯报文，测试仪无法侦听。 注 3：停止侦听后才

能进行其他操作。

对于自动侦测到的报文，可以选中后点击 按钮将其导入到数字机

型配置中。在 SCL文件没有创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此功能来自动进行数字机型配置，

减少手工配置过程可能出现的纰漏。

除了自动侦听报文外，也可以选择通过手工添加监控组报文信息来实现报文的监

控，点击 按钮，弹出添加向导窗体。

图 4-16-4 手动添加监控对象

手动添加模式要求对被监控报文对象的基本信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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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2.2报文监控

GOOSE监控

在图 4-16-1中选择勾选需要监控的 GOOSE报文组，点击 按钮。

图 4-16-5 GOOSE 监控

如上图所示，GOOSE监控列表会列出每组 GOOSE报文的 stNum，sqNum，TTL
统计信息和测试位标志 test，同时，通过√/×标示出 GOOSE 报文中每个通道的状态位：

√ 表示 FALSE（0），双点格式时表示“01”

× 表示 TRUE（1），双点格式时表示“10”

注 1：GOOSE 报文中通道数据格式采用浮点类型时，无法监控其通道数值。

注 2：GOOSE 报文中通道数据格式采用双点类型时，忽略“00”和“11”状态。

鼠标双击图 4-16-5 中状态标示列单元格，可以查看每个 GOOSE 通道的数据格式和

品质因素。

图 4-16-6 GOOSE 通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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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测试软件中最多同时支持 32 个 GOOSE 通道状态监控（所有 GOOSE 组勾选的监控

通道和）和 24 个采样值通道数据监控，可以点击 按钮来设置需要监控的通

道。

图 4-16-7 监控通道选择

SMV/FT3监控

在图 4-16-1中选择勾选需要监控的 SMV/FT3报文组，点击 按钮。

图 4-16-8 监控通道选择

如上图所示，SMV/FT3监控通道列表列出了勾选的监控通道的有效采样值、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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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

有效值偏差—— 监控过程中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偏差值

相位偏差 —— 监控过程中相位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偏差值

本测试软件中最多同时支持 24 个 SMV/FT3 通道数据监控（所有 SMV/FT3 组勾选的

监控通道和）和 32 个 GOOSE 通道状态监控，可以点击 按钮来设置需要监控

的通道。

对于点对点报文，软件无法自动判定哪个通道是额定延时通道，需要手动设定。

参考相位设置

点击 按钮，可以对监控通道的参考相位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 4-16-9 相位参考通道设置

设置参考相位后，所有监控的通道的相位都以设置的相位参考通道的相位为基

准重新计算。

重采样

通过勾选 勾选框来控制是否对 SMV/FT3 报文进行重新采样。

注 1：重采样对 9-2 组网不生效。

注 2：当同时勾选了 9-2 组网报文和其他格式采样值报文时，不能设置重采样

功能。

波形监控



195

图 4-16-10 波形显示

为了节省实时波形图给计算机资源的消耗，本测试软件只支持 6个采用值通道

波形的同时显示，系统默认显示第一组采样值报文的前 6个通道。

在监控过程中，双击波形显示窗口中某个显示分区，可以对该显示分区的通道

进行修改。

图 4-16-11 通道显示设置

修改后，该显示分区的波形数据将自动切换到设置的通道并重绘波形。

4.16.2.3统计分析

图 4-16-12 监控统计分析

开始监控报文后，在监控统计分析窗口自动对勾选了监控通道的报文组进行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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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丢帧情况等信息的统计。

注 1：没有勾选的报文组不进行统计分析并不列出在监控统计分析窗口中；

注 2：勾选了的报文组，但是没有勾选其下的通道作为监控对象，监控统计分析窗

口中将列出该组报文但不会自动统计。

统计分析图示

对于采样值报文，自动统计其额定时延、均匀性、同步标志位变化、品质因素

变化等信息；对于 GOOSE报文，自动统计其品质因素变化情况。

点击图 4-16-9中的“详细…”链接，弹出图形统计分析窗口。

图 4-16-13 SMV/FT3 监控图形统计信息

均匀性统计

计算每两帧报文中间的时间差，通过图形显示时间差落在每个时间区间的

计数情况。

额定延时

通过图形显示额定延时值在监控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同步标识

通过图形显示同步标志位在监控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品质因素

通过列表显示监控过程中每个监控通道品质因素最近 10次的变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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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3报文抓取与分析

4.16.3.1 SMV/GOOSE报文分析

切换数字示波模块界面到“原始报文分析”选项卡，如图 4-16-2 所示，点击

按钮，弹出监控配置窗口。

图 4-16-14 监控配置

从监控配置窗口，选择需要监控的过滤条件后，确定。

过滤条件 —— 监控协议、监控网口

监控协议 —— 选择监控哪种报文

监控网口 —— 选择监控哪些网口的报文传输数据

点击 按钮，开始侦听符合过滤条件的报文数据，当收到有效报文帧后，自

动在报文帧列表中呈现。

图 4-16-15 报文帧列表

列表中包含了每帧报文的时间戳、报文协议类型、通讯端口和报文长度等内容。

选择需要查看分析的帧，在帧数据解析内容窗口中呈现该帧的数据内容，在帧原始报

文数据内容窗口中呈现该帧的原始报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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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16 帧数据解析内容呈现窗口

解析内容分为 4层：

帧信息层层——报文采用的协议，长度，目标MAC地址、源MAC地址等

协议信息层——APPID、PDU长度等

图 4-16-17 帧原始报文数据内容



199

原始报文抓包数量限制：200M，抓包内容超出 200M后自动停止。

提供原始报文保存与导入功能，其保存格式为私有格式，无法加载其他抓包软件

抓的数据包，也不能由其他抓包软件打开保存的数据。

4.16.3.2 FT3报文分析

切换数字示波模块界面到“FT3二进制原始报文分析”选项卡，点击 按钮，

自动侦测光串口（S0~S2）收到的 FT3报文（同数字示波）。

图 4-16-18 FT3 报文自动侦测

侦测到 FT3报文后停止侦测，勾选中需要抓取报文数据的组，点击 按钮。

FT3报文抓包数量限制：2M，抓包内容超出 2M后自动停止。

图 4-16-19 FT3 原始报文内容

通过上图所示窗口中的原始报文显示下拉选择框，切换显示各光串口收到的报文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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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3.3报文触发

图 4-16-20 触发配置窗口

本模块除了嵌入报文分析功能外，还提供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处理并触发保存的

功能。原始报文以 PCAP格式存储，采样值数据以 COMTRADE文件格式保存。支持

以下多种触发器组合设置：

报文丢帧

报文序号跳变

均匀性（额定延时）异常

同步标志位变化、品质因素位变化

stNum\sqNum异常

采用值突变等。

图 4-16-21 告警报文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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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数字故障

4.17.1界面说明

数字故障模块界面继承了状态序列模块的界面风格，其操作内容和测试步骤同状

态序列，这里不再描述。

在数字故障测试模块的每个状态中，都可以单独的叠加数字故障和设置品质因素，

既可以用来测试叠加数字故障后保护装置处理保护逻辑的能力，也可以用来测试品质

因素变位对保护装置正确处理保护逻辑的能力，还可以用来测试品质因素在数据传输

中可靠性。

同时通过模拟 GOOSE 抖动来人为增加网络负荷，测试保护装置或整个系统的通

讯负荷能力。

4.17.2故障叠加

4.17.2.1 SMV/FT3故障叠加

软件为 SMV、FT3提供 9种常见的数字故障设置功能。

图 4-17-1 数字故障叠加入口

鼠标点击每个状态“数字故障”行的单元格，右边会出现一个 图标，点击图标

弹出叠加数字故障窗口（双击该单元格效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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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2 数字故障叠加

数字故障叠加窗口中将数字机型配置（系统配置）信息中的 SMV/FT3、GOOSE
仿真（发送）报文组分别列出，可以为每组报文分别叠加故障。双击列表中的“故障”

列，弹出每组报文故障设置窗口。

图 4-17-3 SMV/FT3 报文故障设置

数字故障测试项目

丢帧测试：测试仪根据设定值（每隔多少帧丢失多少帧）控制每帧报文是否

发送。

序号挪动：测试仪根据设定值（每隔多少点错序多少点）控制每帧报文的序

号值。

无效位异常：测试仪根据设定值（每隔多少点无效多少点）控制报文中数据

通道的品质因素无效位值（有效 0，无效 1）。

测试位异常：同无效位异常。

同步标志位异常：测试仪根据设定值（每隔多少点失步多少点）控制每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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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同步标志位值。

额定时延变化：测试仪根据设定值（每隔多少点变化多少点、差值多少μs）
控制额定延时值变化。

均匀性变化：测试仪根据设定值（每 1点变化 1点、差值多少μs）控制两帧

报文之间的发送间隔。

错值测试：测试仪根据设定值（每隔多少点错值多少点、放大多少倍）控制

报文中数据通道的数值发生变化。

CRC 错误：只对 FT3生效，测试根据设定值（每隔多少点错误多少点）控制

FT3报文中的 CRC校验码的正确性。

测试限制

测试起始帧/点：设定进入该状态后发送故障报文的起始时刻。

循环次数：按照各种故障设定值循环发送多少次故障效果报文。

不限：勾选后循环次数设定值失效，故障叠加效果一直延续到该状态终结。

通道选择

在品质因素的无效位、测试位异常和错值测试三种故障模拟时，需要对发生异

常或错值的通道进行定义，通过通道列表中的勾选框进行控制。

注 1：故障叠加设定后以后，如果对数字机型配置（系统配置）进行调整，将会使

所有的设定好的故障叠加设置失效。

注 2： 9-2点对点额定延时通道不能设置品质因素无效位异常、测试位异常和错

值测试故障。

注 3：如果需要取消设置好的故障设置，在上图所示界面中选择“无测试”即可。

4.17.2.2 GOOSE故障叠加

双击图 4-17-2 所示 GOOSE故障叠加列表中的“故障”列，弹出每组报文故障设

置窗口。

图 4-17-4 GOOSE 故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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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SE故障测试项目

stNum跳变：测试仪根据设定值（每多少帧不连续多少帧、stNum增加多少）

来控制 stNum在每帧报文中的数值。

sqNum跳变：同 stNum跳变。

注：如果需要取消设置好的故障设置，在上图所示界面中选择“无测试”即可。

4.17.2.3 GOOSE抖动模拟

图 4-17-5 GOOSE 抖动设置

在每个状态的开出量 1~开出量 8行，双击单元格，弹出开出量浮动设置窗口。勾

选“是否抖动”，测试仪就会根据设定的翻转延时时间和翻转保持时间不同的改变开

出量输出状态，使得测试仪按照开出量所在 GOOSE报文组的发送时间不断的向网络

中发送 GOOSE报文，从而加大网络负荷。

4.17.3品质因素变化

鼠标点击每个状态“品质因素”行的单元格，右边会出现一个 图标，点击图标

弹出品质因素设置窗口（双击该单元格效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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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6 品质因素设置

同数字故障叠加，窗口弹出后自动加载系统配置配置好的所有 SMV/FT3、GOOSE
仿真报文组。

同步位标志

当报文类型为 9-2组网或 9-2点对点时生效，可以设置为 0-失步、1-同步、2-
全站同步。

测试位标志

当为 GOOSE报文组时生效，通过勾选控制该组报文的测试位标志值。

品质因素

双击上图列表中品质因素列的单元格，弹出品质因素设置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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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7 9-2 报文品质因素设置窗体

报文类型为 IEC61850-9-2 组网或点对点模式时，直接对每个通道的有效位和

测试位进行设置，如上图所示。

图 4-17-8 9-2 报文品质因素设置窗体

报文类型为 IEC61850-9-1或 FT3报文时，品质因素通过报文中的状态字进行

设置。

4.17.4数字故障测试用例

4.17.4.1 SV故障

报文背景：采样周波 80个点，采用秒脉冲归零计数方式（4000点/秒）

一、丢帧测试

1.1故障设置如右图所示

1.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数字示波-原始报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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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3说明：

如上图 1所示（举例），报文序号 2770~2779报文正常（10帧），报文序号 2780~2784
没有报文（5帧报文丢包，无值无序号），从 2785起进入下一个丢帧测试周期，以每

15帧的节奏循环。

二、序号挪动

2.1故障设置如右图所示

2.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数字示波-原始报文分析）

（图 2）

2.3说明：

如上图 2所示（举例），报文序号 1610~1614正常（5帧），序号 1615~1619（5
帧）与序号 1620~1624（5 帧）进行交换，变成 1610~1614、1620~1624、1615~1619
（只有序号挪动，周波值不随着变化），以 15帧周期循环。

三、品质因素（无效位异常）

3.1故障设置如右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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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数字示波-原始报文分析）

（图 3）

（图 4）

3.3说明：

如上图 3所示，报文序号 2680~2689正常（10帧），序号 2690~2694为品质因素

无效位异常（5帧），无效位异常的报文如图 4所示，以 15帧为周期循环。

四、品质因素（检修位异常）

4.1故障设置如右图所示

4.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数字示波-原始报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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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4.3说明：

如上图 5所示，报文序号 1745~1754正常（10帧），序号 1755~1759品质因素检

修位异常（5帧），5帧异常报文如图 6所示，以 15帧为周期循环。

五、同步标志位异常

5.1故障设置如右图所示

5.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中元华电报文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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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5.3说明：

如上图 7所示，报文序号 10~19正常（10帧），序号 20~24丢失同步信号（5帧），

以 15帧为周期循环。

六、额定延时变化

6.1故障设置如下图所示

6.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数字示波-原始报文分析）

（图 8）

6.3说明：

如上图 8所示，从报文的时间可看出，序号 1920~1929报文发送绝对时间都为 250us
的整数倍（此 10帧报文间隔正常，1s发 4000帧，每帧间隔为 250us），序号 1929~1934
报文发送绝对时间为 250us的整数倍再延迟 1us，以 15帧为周期循环。

6.4额定延时字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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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正常时的额定延时字段，在第 0个通道可看出额定延时为 500us。

上图为故障时额定延时字段，在第 0个通道中可看出额定延时为 501us。

七、均匀性变化

7.1故障设置如下图所示

（设置两帧报文间隔时间的差值）

7.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数字示波-原始报文分析）

（图 9）

7.3说明：

如上图 9 所示，序号 246~247的报文间隔为 251us，序号 247~248 的报文间隔为

249us，此时正好保证报文总的时间不变（前两帧报文多 1us，后两帧报文少 1us，正

好抵消），以 2帧为周期循环。

注：均匀性故障时，每组报文的额定延时字段是不变的（即设定值，如 500us）。

八、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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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故障设置如下图所示

勾选错值测试通道

8.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中元华电原始报文分析软件）

（图 10）

8.3说明：

如上图 10所示，两个波形形成对比，从红线算起，1~5的波形有效值放大了 2倍，

6~10的波形正常（10帧正常），11~15的波形有效值放大了 2倍（5帧报文不正常，

值放大了 2倍），以 15帧循环。

4.17.4.2 GS故障

一、stNum跳变

1.1故障设置如右图所示

1.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数字示波-原始报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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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3说明：

如上图 11 所示，报文序号 149194/0~149203/0 开关抖动变位（10 帧正常），从

149203/0跳至 149208/0跳至 149213/0跳至 149218/0跳至 149223/0跳至 149228/0，一

共跳变 5次，每次跳变 5个序号，以 15帧为周期循环。

注：149194/0，前面的 149194为 stNum数，后面的 0为 sqNum数。

二、sqNum跳变

2.1故障设置如右图所示

2.2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数字示波-原始报文分析）

（图 12）

2.3说明：

如上图 12所示，报文序号 1/160~1/2169正常（10帧），序号 1/169跳至 1/174跳
至 1/179跳至 1/184跳至 1/189跳至 1/194，一共跳变 5次，每次跳变 5个序号，以 15
帧为周期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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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3晶振故障

1.晶振故障：晶振误差测试功能模拟合并单元（或采集单元）晶振温漂，导致报文发送频率

发生变化，序号归零和波形频率不受影响。

2举例 9-1/9-2报文每秒 4001帧

故障设置如右图所示 ，晶振叠加误差=误差点数/4000（每

秒 4000个点），0.025%=1/4000。

注：多的点填误差时写正数，少的点填误差时写负数，如每秒 3999 点时就填入

-0.025%

3.网路报文分析如下图所示（数字示波-原始报文分析）

（图 13）

4.18 GOOSE测试

4.18.1 SOE响应时间测试

SOE响应时间测试模块提供三种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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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1

如上图，测试仪通过光网口模拟保护发送 GOOSE报文，并记录时间 T1，智能接

口接收到跳闸/闭锁 GOOSE报文后驱动智能接口继电器动作，通过硬接线将继电器动

作节点引入测试的开关量输入接点，测试仪收到开关量输入接点变位信号后记录时间

T2，则 SOE响应时间 = T2 - T1；

模式 2

如上图，测试仪通过开关量输出接点模拟开关动作变位，测试仪开入量接点收到

变位信号后记录时间 T1；智能终端收到开关变位信号，通过光口将开关动作 GOOSE
报文传回测试仪光网口；测试仪收到GOOSE报文变位信息后记录动作时间T2，则 SOE
响应时间 = T2 - T1；

模式 3

测试仪通过光网口模拟保护发送 GOOSE报文，并记录时间 T1，智能接口接收到

跳闸/闭锁 GOOSE报文后驱动继电器动作并将动作报文通过 GOOSE传回测试仪的接

收端口；测试仪收到 GOOSE报文后记录时间 T2，则 SOE响应时间 = T2 -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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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1.1界面说明

测试次数：重复测试次数，可测装置的稳定性。

间隔时间：每次测试之间的时间间隔。

消抖时间：测试对象装置硬开入的确认的消抖时间，此消抖时间不是测试仪的消

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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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1.2测试用例

一、Goose发出硬开入接回测试

SOE响应时间测试接线，如下图

将智能终端的 Goose通讯光口接入测试仪的 ETH0；将智能终端的硬开出 1（跳闸

或合闸接点）接入测试仪的开入 E。

1.Goose发出硬开入接回试验 SCD文件配置

在测试仪的系统配置中配置一组您所需要的 Goose报文（一般为保护装置的保护

跳合闸报文），报文的属性改为“仿真”，在通道列表中将某个虚端子通道关联到开

出 1（一般为保护跳闸、合闸通道）。

2.Goose发出硬开入接回试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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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主界面中打开“GOOSE 测试”模块，Goose 发出硬开入接回试验界面如

上图所示

（2）在最上面的项目选择处选择“Goose发出硬开入接回响应时间测试”

（3）在“开关量设置”中的开出 1处勾选使能 ，初始状态设置为断开或

闭合 ，硬开入接回设置为开入 E ，“测试次数”和“项目

间隔时间”可根据用户需求填入实际测试次数和时间

（4）设置完成后，点击“开始”等待试验结束

（5）在测试界面下方空白表格处会有实时的测试结果，试验停止时会在试验结果

表格的最后一栏生成测试次数的平均值，并形成测试报告

（6）按 F8键可显示试验报告，可保存到指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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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开出发出 Goose接回测试

将测试仪高速硬开出 1正极接到辅助直流电源的正极，辅助直流电源的负极接入

到智能终端开入 A（位置信号接点）的一端，开入 A的另一端直接回到测试仪高速开

出 1的负极，将测试仪开入 A的两端分别智能终端的开入 A的两端（自环）；将测试

仪 ETH0口的 TX连接到智能终端的第一对 Goose端口的 RX，ETH0口的 RX接到智

能终端第一对 Goose端口的 TX。

1.硬开出发出 Goose接回试验 SCD文件配置

在测试仪的系统配置中配置一组您所需要的 Goose报文（一般为智能终端发出的

位置信号报文），报文的属性改为“订阅”，在通道列表中将某个虚端子通道关联到

开入 B（一般为智能终端发出的断路器位置通道）。

2.硬开出发出 Goose接回试验操作



220

（1）在主界面中打开“GOOSE测试”模块，在最上面的项目选择处选择“硬开出

发出 Goose接回响应时间测试”，试验界面如上图所示

（3）在“开关量设置”中的开出 1处勾选使能 ，初始状态设置为断开或闭

合 ，“测试仪自接回”设为开入 A 接回，“Goose 订阅接回”设为开入 B

接回 ，“测试次数”和“项目间隔时间”可根据用户需求

填入实际测试次数和时间，“消抖时间”填入被测智能终端的消抖时间即可

（4）设置完成后，点击“开始”等待试验结束

（5）在测试界面下方空白表格处会有实时的测试结果，试验停止时会在试验结果表

格的最后一栏生成测试次数的平均值，并形成测试报告

（6）按 F8键可显示试验报告，可保存到指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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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2 GOOSE测试

GOOSE仿真组配置

在主程序菜单“设置”-“系统配置”-“数字机型”中配置 GOOSE仿真组。

详细请参考系统配置说明。

编辑后按键发送：选中，启动测试后，设置好 GOOSE仿真组中各个通道的状态，

按发送按钮一次发送测试，否则，每修改一个通道的状态，将发送一次变位。

注：GOOSE仿真中通道绑定了相同的开出的，修改一个通道的状态，相同绑定将

跟着变化。

4.19合并单元测试

合并单元测试主要测试合并单元的同步性处理性能指标和额定延时性能指标。

4.19.1同步性测试

4.19.1.1测试模式说明

提供以下四种测试模式：

 合并单元运行于组网模式,接收 FT3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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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FT3 第一路（S0），第二路(S1)为同源数据，合并单元与秒测试仪

都需要接收秒脉冲信号，用来进行序号同步。

 合并单元运行于点对点模式，接收 FT3 数据

上图中，FT3 第一路（S0），第二路(S1)为同源数据，与组网方式的区别在

于不需要接秒脉冲，其接收示波模块需要强制为重采样计算方式

 合并单元输出扩展帧报文，接收 FT3 数据

同上；

 给采集单元加量，采集单元输出 FT3 给合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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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4.19.1.2界面说明

图 4-19-1 合并单元测试界面

合并单元测试分为源数据发送与接收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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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发送数据

先配置发送数据报文格式（SMV或 FT3）（参考系统参数配置说明），然后修改

各通道有效值或相位，测试启动后，可手动修改。

默认值：电压为 57.735V，电流为零。

设置接收配置组与对比通道

自动侦测：主要用于侦测合并单元等设备的报文格式。可以自动侦测 SMV,FT3各
种类型的数据报文格式；自动侦测过程中报方格式，发生变化将自动更新。

自动侦测的监视配置信息组可以可在列表中直接修改配置组协议类型、APPId，

SVID，通道个数等

注：每一次自动侦测将清空上次侦测。

设置基准参考通道:设置基准通道只能从发送数据源中选取，接收到的通道相位均

以此通道相位为参考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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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2 基准通道设置窗口

监视配置组信息操作

自动侦测或手动配置后，可在列表中直接修改配置组协议类型、APPId，SVID，通

道个数等信息.

图 4-19-3 配置组列表

可对配置组列表的操作有全选、不选、反选、删除.

自动侦测后，选择所需视的配置组及配置组的中所需监视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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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选：系统将自动为用户选 12个通道作为监视通道

不选：其配置组监视通道也跟随不选

选择监控通道：

配置组：默认为配置组列表中选中的组，可下拉修改配置组，然后再选择通道。

选中通道将在监控通道列表中添加选中通道，取消通道将在监控通道列表中取消不选

通道。

图 4-19-4 SMV、FT3配置组通道界面

对照通道选择：测试中需为每一个监控通道设置对照通道。

注：此模块只适应于 2.0及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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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5 对比通道选择窗口

选择监控通道列表中通道可以下移，上移，可以取消，可全部取消。

4.19.2额定延时测试

提供两种测试模式：

绝对额定延时测试

合并单元与测试仪同步对时后，记录合并单元发送的单组 9-2报文在归零

时刻后的第一帧报文到达测试仪光口的时间戳，与报文中规定的额定延时时间

进行比对。

相对额定延时测试

记录合并单元发送的两组 9-2报文到达测试仪光口的时间戳，计算其相对

的额定延时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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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同步时钟测试

4.20.1对时误差测试

对时和守时误差通过MU输出的1PPS/采样同步脉冲信号与参考时钟源1PPS信号比

较获得。对时误差的测试采用图 1 所示方案进行测试。标准时钟源给 MU 授时，待 MU

对时稳定后，利用时间测试仪以每秒测量 1次的频率测量 MU和标准时钟源各自输出的

1PPS信号有效沿之间的时间差的绝对值Δt， 连续测量 1分钟，这段时间内测得的Δ

t的最大值即为最终测试结果。

图 1 对时误差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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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准时钟源也可以用机器内部的 GPS，此时 PPS对应用机器内部秒秒冲

4.20.2守时误差测试

守时误差的测试采用图 2所示方案进行测试。测试开始时，MU先接受标准时钟源

的授时，待 MU输出的 1PPS信号与标准时钟源的 1PPS的有效沿时间差稳定在同步误差

阀值Δt之后，撤销标准时钟源的授时。从撤销授时的时刻开始计时，MU保持其输出

的 1PPS 信号与标准时钟源的 1PPS 的有效沿时间差保持在Δt 之内的时间段 T 即为该

MU可以有效守时的时间。Δt应小于等于 4微秒。

图 2 守时误差的测试

注：标准时钟源也可以用机器内部的 GPS，此时 PPS对应用机器内部秒秒冲

4.20.3接线方式

标准时钟同步信号(B码/PPS)接入测试仪的 S3(或 Sync)的 Rx接收口。

待测对象的同步信号输出口接入测试仪的 S0~S2的 Rx接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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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PCAP回放测试

数字报文帧将以 PCAP 格式记录的数据文件用测试仪播放，实现故障重演。具有如

下特点：

支持以 PCAP 格式记录的数据文件

通过设置间隔时间、测试次数，对 PCAP 文件可以重复播放

通过选择通讯端口，可以对多个通讯端口（最多 8个光网口）同时回放。

4.21.1界面说明

4.21.2操作说明

如上图，PCAP回放测试界面，首选勾选左边的通讯光端口的复选框，然后，单击[选
择文件…]按钮，选择 PCAP格式文件。点击开始测试即可以回放数据。

注：多端口多 PCAP文件回放时，以 PCAP文件中的最小时标作为回放起始时刻，
按 PCAP文件中时标间隔依次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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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录

附录 I 测试仪通道校准

模拟量输出校准作为 ZX 系列继电保护测试仪出厂配置固化在测试仪硬件中。修改

需要密码认证，一般供生产厂家维护人员和仪器校验人员使用。密码查阅测试仪出厂

说明书。

注：模拟量输出校准的修改直接影响测试仪的输出，一般情况下请不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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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大电流输出限制

大电流输出限制作为 ZX 系列继电保护测试仪出厂配置固化在测试仪硬件中。修改需

要密码认证，一般供生产厂家维护人员使用。密码查阅测试仪出厂说明书。

注：大电流输出限制的修改直接影响测试仪的输出，一般情况下请不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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