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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通用技术条件

DL，T1119—2010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输电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输电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仪(简称测试仪)的生产、检测、使用和维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587．1～1986电子测量仪器环境试验总纲

GB／T 6587．2电子测量仪器温度试验

GB厂r 6587．3 电子测量仪器湿度试验

GB厂r 6587．4电子测量仪器振动试验

GB，r 6587．5；电子测量仪器冲击试验

GB／T 6587．6电子测量仪器运输试验

GB／T 6587．8电子测量仪器电源频率与电压试验

GB厂r l 1463--1989电予测量仪器可靠性试验

GB／T 17626．2—2006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输电线路工频参数power frequency parameters oftransmission lines

指输电线路的工频序阻抗，即在工频序电压作用下，输电线路对所施加的工频序电压所呈现的阻

抗。一般包括：正序阻抗、零序阻抗、正序电容、零序电容、相间电容、耦合电容、互感阻抗等。

4技术要求

4．1使用环境条件

使用环境条件应满足以下规定：

——环境温度：一IO'C～+40℃；

——相对湿度：≤85％。

4 2仪器供电电源

对由交流工频电源供电的测试仪，在如下供电电源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电源电压：220(1±10％)v；

——电源频率：50(1±2％)Hz；

——电源波形失真度：≤10％。

4．3外观

测试仪外观应符合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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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外观应整洁完好，各种标志清晰准确。各种调节旋钮、按键灵活可靠。

——测试仪应有明显的接地端钮。

4．4安全性能要求

4．4．1绝缘电阻

电源输入端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大于2MQ。

4．4．2介电强度

测试仪电源输入端对机壳应能承受工频1500V、历时lmin的耐压，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4．5测量性能要求

4．5．1 电流测量要求

a)测试仪应具备测量电流功能，测量类型为有效值；

b)测量上限：工频≥60A，异频≥10A；

c)测量下限：≤O．06A：

d)准确度：不低于0．5％。

4．5．2电压测量要求

a)测试仪应具备测量电压功能，测量类型为有效值；

b)测量上限：≥450V；

c)测量下限：≤10V；

d)准确度：不低于0．5％。

4．5．3有功功率测量要求

测试仪应具备低功率因数的有功功率测量功能。功率因数在O．1～1．00时，测量准确度应不低于

0．5％，功率因数在o．02～0．1时，测量准确度应不低于1．O％。

4．5 4测量电源要求

测量电源可采用工频电源，也可采用异频电源。采用异频电源时，电源频率宜在45Hz～55Hz范围

内，并且需考虑输电线路参数随频率变化的特性，最后的结果应归算到工频下的值。

测量电源应达到以下要求：

a)输出频率的稳定度优于±0．2Hz；

b)输出电压波形应是正弦波，波形畸变小于3％：

c)三相输出电压的不平衡度小于1％。

4．5．5阻抗测量要求

单相法测试时，应在同一瞬时测取电流、电压、有功功率和电源频率，频率测量的准确度不低于

0．1％。

三相法测试时，应在同一瞬时测取三相电流、三相电压、三相有功功率和电源频率。频率测量的

准确度不低于0．1％。

测试仪应具备测量正序阻抗、零序阻抗、正序电容、零序电容、相问电容、耦合电容、互感阻抗

的功能，并应满足以下准确度要求：

a) 电容测量准确度：≤3．0％；

b)正序阻抗测量准确度：≤3．0％；

c) 零序阻抗测量准确度：≤5．0％；

d)互感阻抗测量准确度：≤5．0％。

4．6抗干扰能力

测试仪应具有以下抗干扰能力：

a) 在不小于10A的工频感应电流干扰下，测试仪应能满足本标准4．5的技术指标要求：

b) 测试仪应具有防止输电线路感应电压损坏仪器的功能。测试仪应满足GB／T 17626．2—200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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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等级为2级的电磁兼容静电放电敏感性试验要求。

4 7环境试验

测试仪应满足GB／T 6587．1—1986第1I组的要求。

4．8可靠性

测试仪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应不小于3000h。

5试验方法

DL，T1119—2010

5．1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20±5)℃；

——环境湿度：≤80％；

——电源频率：50(1±1％)Hz：

——电源电压：220(1±5％)V。

5．2外观检查

用目测的方法进行检查。结果应满足本标准4．3的规定。

5．3安全性能试验

5．31绝缘电阻试验

用500V绝缘电阻表测量测试仪电源输入端对机壳的绝缘电阻，结果应满足本标准4．4．1的规定。

5 3．2介电强度试验

在测试仪电源输入端与机壳间施加1500v工频电压、历时lmin，结果应满足本标准4．4．2的规定。

5．4测量性能要求试验

5．4．1基本要求

进行测量性能要求试验时可采用标准源法、RLC标准元件法或替代法。标准器的准确度(或允许

误差)应优于被检测试仪准确度(或允许误差)的1／5。

5．4．2电流测量误差试验

试验接线方法：标准表与被试表电流回路串联，分别读取标准表和被试表电流测量值，误差应满

足本标准4．5．1的规定。

5．4．3电压测量误差试验

试验接线方法：标准表与被试表电压回路并联

足本标准4 5．2的规定。

5．4 4有功功率测量误差试验

试验接线方法：标准表与被试表电流回路串联

率测量值，误差应满足本标准4．5．3的规定。

5．4．5测薰电源

分别读取标准表和被试表电压测量值，误差应满

电压回路并联，分别读取标准表和被试表有功功

a) 输出频率的稳定度测量：用分辨率优于0．1Hz的频率表测量测试仪的输出电压，在30s内，

频率的变化应不超过O．2Hz：

b)输出电压谐波测量：用谐波测量装置测量测试仪的输出电压波形，其波形畸变应小于3％；

c) 三相输出电压的不平衡度测量：同时测量测试仪的三相输出电压，其不平衡度应小于l％。

5 4．6阻抗测量试验

5 4．6．1零序阻抗测量

图1所示为RLC标准元件法或替代法线路零序阻抗的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按图1所示接入标

准电压表、标准电流表及标准功率表进行零序阻抗标定。施加一定电压后，分别读取标准电流表、标

准电压表及标准功率表的数值，根据式(1)～式(3)计算出被标定的零序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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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序阻抗

零序电阻

岛 凰

图1 零序阻抗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图

z0=半

民=73P
(2)

零序电抗：

Xo=√露一瑶 (3)

然后，用被检测试仪测量已标定的零序阻抗等值集中参数电路，测量误差应在测试仪允许误差范

围之内。

5．4．6．2正序阻抗测量

图2所示为RLC标准元件法或替代法线路正序阻抗的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选择合适电阻值的

电阻器和电感器，使得Rl—R2一胄3，Xt。蜀。局，并按图2所示接入标准电压表、标准电流表及标准

功率表，旌加～定电压后，分别读取标准电流表、标准电压表及标准功率表的数值，根据式(4)～式

(6)计算出被标定的正序阻抗。

4

线路正序阻抗

图2正序阻抗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图

Zl=等
U：‰±生±坠

3

(4)

舅．．前．．



』：生±生±生．

墨。寺 。’

c02i1而 (7)

兰霹
图3零序电容等值集中参数电路固

然后，用被检测试仪测量已标定的零序电容等值集中参数电路，测量误差应在测试仪允许误差范

围之内。

5．4．6．4正序电容测量

图4所示为RLC标准元件法或替代法线路正序电容的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按图4所示接入标

准电压表、标准电流表及三相电源进行测量。施加一定电压后，分别读取电流表、电压表的数值，根据式

(8)和式(9)计算出被标定的正序电容c1，或者用标准高压电容电桥直接测量出被标定的正序电容cl。

正序容抗

图4正序电容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图

乙；—U／—43
o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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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序电容：

u：‰±坠±‰
3

』：厶±生±生
3

cl 2面1i
(9)

然后，用被检测试仪测量上面正序电容等值集中参数电路，测量误差应在测试仪允许误差范围之内。
5．4．6．5耦合电容测量检测

图5所示为RLC标准元件法或替代法线路的耦合电容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按图5所示接入标

准电压表、标准电流表进行测量。施加一定电压后，分别读取电流表、电压表的数值，计算出被标定

的耦合电容co或用标准高压电容电桥测量得到被标定的耦合电容ck。

二T—G卜r]

“0 cm{

图5耦合电容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图

然后，用被检测试仪测量已标定的耦合电容等值集中参数电路，测量误差应在测试仪允许误差范

围之内。

5．4．6．6互感阻抗测量

图6所示为RLC标准元件法或替代法线路互感阻抗的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按图6所示接入电

压表、电流表和单项电源。施加一定电压后，分别读取电流表、电压表的数值。根据式(10)计算出

被标定的互感阻抗zj。

互感阻抗

图6互感阻抗的等值集中参数测量电路图

Zm：_『3U

RⅢ=F3P

瓦=√兹一《

(10)

然后，用被检测试仪测量已标定的耦合电容等值集中参数电路，测量误差应在测试仪允许误差范

围之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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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环境试验

环境试验按GB／T 6587．1—1986第1I组要求进行试验。

5．5．1温度试验

按GB厂r 6587．2的方法进行温度试验，同时按GB／T 6587．8的要求加入仪器电源频率与电压试验，

并满足标准要求。

5．5．2湿度试验

按GB／T 6587．3的方法进行湿度试验，同时按本标准5．3的要求重复安全试验，并满足标准要求。

5．5．3振动试验

按GB／T 6587．4的方法进行振动试验，并满足标准要求。

5．5 4冲击试验

按GB／T 6587．5的方法进行冲击试验，并满足标准要求。

5．5．5运输试验

按GB／T 6587．6的方法进行运输试验，并满足标准要求。

5，6抗干扰能力试验

在任何一相中加入不小于10A的工频感应电流干扰，重复5．4．6的所有项目，测量误差应在测试仪

允许误差范围之内。

按GB／T 17626．2的规定对仪器进行电磁兼容静电放电的敏感性试验，严酷等级为2级，仪器在通

电状态下，试验电压4kV，放电lO次，时间间隔为1s，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5．7可靠性试验

按GB 11463--1989表1定时定数截尾试验方案1-I的规定进行，并满足标准要求。

6检验规则

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

6．1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的目的在于检验产品设计的合理性和本技术条件下工作的适应性。

6．1．1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试验：

a) 型式检验在新产品制造出时进行；

b)在生产中当设计、材料、工艺或结构等改变，且其改变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时，亦应进行型

式检验，此时的型式检验可以只进行与各项改变有关的检验项目；

c) 停产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进行质量一致性检验时。

6．1．2型式检验的抽样和合格判定规则：

a) 型式检验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3台为样品；

b)经过型式检验，全部样品都合格的，则判定该产品本次型式检验合格。检验中如发现有2台

以上(包括2个)样品不合格的，则判定该产品本次型式检验不合格。检验中如发现有1台

样品不合格的，则应加倍抽样，重新进行型式检验，如全部样品都合格，仍判定该产品本次

型式检验合格，如第二次抽样样品仍存在不合格，则判定本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6．2出厂试验

出厂试验的目的在于检验制造中的缺陷、标定产品测量装置的计量性能和保护装置的是否可靠

动作。

对每件产品均需进行出厂试验，并在产品出厂时附产品检验合格证。

6．3检验项目

测试仪进行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的项目见表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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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测试仪进行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的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l 外观检查． √ √

2 绝缘电阻试验 √ √

3 介电强度试验 √ √

4 电流测量误差试验 √ √

5 电压测量误差试验 √ √

6 功率测量误差试验 √ √

7 测量电源试验 √ √

8 阻抗测量试验 一 一

9 环境试验 √

10 抗干扰试验 √

n 可靠性试验 一

注：“p表示必检项目。

7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7．1标志

7．1．1铭牌

产品铭牌应有下列明显标志：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出厂编号；

——出厂年月：

——制造厂名；

——铡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

——执行标准号。

7．1．2外包装箱上的标记

外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记：-

a)产品名称及型号；

b)标明“小心轻放”、“向上”、“防雨”等标志。包装箱应符合GB／T 191有关标志的规定。

7．2包装

仪器应有内包装及外包装箱，可动部分锁紧扎牢，应有防尘、防潮、防震等措旖。

7．3运输 ．1 一、⋯。1

包装完好的产品可用任何方式运输。

7．4储存 、，

储存条件：环境温度为一5℃～+50℃，相对湿度不大于90％，室内无腐蚀性气体，不受灰尘、雨

雪侵害的库房内。



8供货成套型

随同产品供货应有下列附件

——产品检验合格证；

——装箱单：

——使用说明书：

——随机备件、附件：

——其他有关的技术资料。

DL，T111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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