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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力系统中敏感负荷的增多会使供电电能波形偏离对称正弦，由此便产生了严重的电
能质量问题。本文针对电力系统电能质量问题，采取了电能质量标准源配合自动测试软件组成电
能质量监测终端自动测试系统的技术，对电能质量监测终端的各项电能质量参数进行全闭环自动
测试，试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完全满足电能质量监测终端检测标准规定的检测要求，又提高了检测
效率，解决了由于送检带来的各种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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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e of sensitive load in power system will make the power supply waveform
deviate from symmetrical sine, which will cause serious power quality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power quality problem, take the electric energy quality standard source with automatic test software
automatic test system for electric energy quality monitoring terminal technology, the power quality
parameters of power quality monitoring terminal for the whole closed-loop automatic test,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detection of power quality monitoring
terminal detection of the prescribed standards, and improve the detection efficiency, solve the various
practical problems caused by censorship.
Keywords：power quality monitoring terminal; standard source; automatic test; closed loop test
随着电力系统建设规模的不断增大和敏感性负
荷的增多，电能质量问题的重要性问题已经日渐凸
显 [1] 。对于各项电能质量参数的严密监测将有助于
整个电力系统的平稳、安全运行。电能质量参数已
经成为各级电力部门重要的考核标准，相关部门出
台了相关的检测规范，最新的检测规范为 2017 年出
台的 QGDW 1650.3—2017 电能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中第 4 部分：电能质量监测终端检验 [2]。标准中详
细规定了电能质量问题的检测要求。电能质量检测
终端的存在就有了对电能质量参数的监测手段，其
安全可靠的运行更有助于提高对整个电力系统电能
质量参数的监测水平，故电能质量监测终端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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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就成为了电能质量参数的重要问题 [3]。并且，
现场实际运行的电能质量监测终端数量庞大，种类
繁多。所以人工化的单台手动检测已经满足不了目
前的工作需要，市场中迫切需要一种电能质量监测
终端的批量化、自动测试手段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
题。故电能质量监测终端自动测试系统在此背景下
被研发出来，并投入市场应用 [4]。

1

系统组成及实现原理

1.1

系统的组成
该系统主要有上位机应用、电能质量标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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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电能质量监测终端、组合式屏柜组成，各组成
部分功能如下。
1）上位机应用。安装有上位机自动测试软件，
可控制标准源的输出并能通过网络实时获取多套电能
质量监测终端的通信数据[5]，完成批量化、自动测试。
2）电能质量标准源。该标准源能模拟输出各种
复杂的电能质量波形，模拟运行中的电能质量监测
终端的实际数据情况，包括发电、变电、输电和配
电等部分 [6]，并对其进行分析 [7]，输出精度高、带载
能力强，支持对时功能，能同时完成 64 通道的电能
质量监测终端的测试。
3）被检电能质量监测终端。具备电能质量参数
监测装置。
4）组合式屏柜。电能质量监测终端的批量化检
测的基础，支持多套电能质量监测终端的接线，内
置通信管理、交流电源、装置投切功能。
1.2 检测系统的运行原理
检测系统的运行流程如下：所有设备在通信管
理下组成局域网，装有自动测试软件的上位机在测
试模板下，按照具体测试项项目发送相应控制字控
制电能质量标准源按照既定进行输出，电压在所接
多套被测装置上并联连接，电流在所接多套装置上
串联连接 [8] ，上位机软件通过局域网实时获取多套
电能质量监测终端输出的通信数据并逐个解析，放
在数据库中等待程序调用。试验完成后可导出针对
任何单台装置的规定测试报告。
自动测试系统原理图如图 1 所示。

图1

2

实时通信。信号处理速度快，效率高，可靠性好。

图2

电能质量标准源实现原理

2.2

模数转换部分的原理实现
数模转换部分 DA 采用 18 位 DA 芯片，转换精
度高、稳定性好，其简单原理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Vref 为基准电压，由外围芯片提供，根据 D/A 输出
Vo 范围进行选择，Vo 的输出范围为±10V，故 Vref
选择 10V。

图3

D/A 原理实现示意图

2.3

功率放大器的实现原理
功率放大器为线性功率放大器按照信号发生器
的信号作相应对策变化输出。
该放大器供电电源采用 AC 220V 进行供电，配
置专用的隔离变压器以获取电路中需要的相应的稳
定的直流电压源。
图 4 为线性功率放大器原理示意图。

自动测试系统原理图

电能质量标准源的实现

电能质量标准源主要有控制模块、随机存储器
RAM、模数转化部分 DA、功率放大器 PA 等几部分
组成，如图 2 所示。
2.1 控制模块
控 制 模 块 采 用 高 速 数 字 信 号 处 理 器 ARM+
FPGA 的控制形式 [9]，ARM 采用专门定制的 Linux
操作系统，随机存储器 RAM 负责跟 ARM 和 FPGA

图4

放大器的原理实现示意图

该线性功率放大器电路主要由放大器、MOS 场
效应管、电源、电阻等组成，分为供电电源部分、
输入信号部分和功率放大部分。
Vin 为模拟小信号输入端，Rin 为输入电阻。模拟
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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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信号经过放大器的放大之后通过电阻 Rf 的作用和
MOS 场效应管，输出需要放大倍数的信号，完成功
率放大的作用。Vout 为输出端子，得到功率增益、带
宽、失真度完全满足要求的功率。为了达到满足要求
的电能质量标准源，线性功率放大器的特性见表 1。
表1

2）二维码应用技术。通过二维码扫描方式录入
测试仪信息和被测装置信息，并自动填入报告中（它
的作用是：①人工手动填写的一些信息全部自动化

放大器输出特性参数

放大器特性

输出范围

填写，减少测试填写报告时间，提高工作效率；②

输出电压/V

0～480

建立终端有了二维码的标准规范；③对所有的终端

输出电流/A

0～10

统筹管理。

输出带宽/Hz

0～1000

输出功率（单相）/W

50

模块调用接口标准，能够与多类设备进行通信，目

上升、下降时间/ms

1～1.2

前平台接入了环境监测仪，实现温湿度信息读取并

经过如上所述的电能质量标准源的设计 [10]，电
能质量标准源能够输出 4 相最大 480V 的电压信号，
4 相最大 10A 的电流信号，输出单相的带载能力能
达到 50VA，能够同时对 8 台 6（48 通道）通道电能
质量监测终端所有通道进行同时测试。

3

报告中。经过多次测试实践，测试平台每次可同时
测试 30 个通道，每次测试大约需要 4.5h，测试效率
的提高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测试软件的实现

经过必要的设置进入自动测试程序后，点击工
具栏“开始测试”按钮，系统将自动控制源输出测
试量、自动读取被测装置测量值、事件报文、自动
进行数据修约处理、自动进行结果判断、自动完成
整个装置的测试 [11]，自动测试软件的自动测试流程
如图 5 所示。

3）外部模块调用标准化接口技术。建立了外部

自动填入报告，软件加密狗接入，既能获取测试用
户信息以及测试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总测试时间
并自动填写到报告中，还能对测试软件进行加密（仅
能测试人员进行操作）；后续可接入数码相机实现被
测装置照片的录入。
4）原始数据溯源技术。原始记录保存于我院电
能质量检测数据库，便于随时调用查找，原始数据
无法修改的，从而保证了测试数据的真实性，对测
试报告的溯源起着关键性作用。
5）平台化的软件架构技术。二次开发平台实现
装置测试方 案的开发； 规约平台实 现各种通信 规
约 [12]；标准化的接口规范，能够兼容各厂家标准源
（后续可同时控制多厂家标准源同时输出）；自动测
试平台实现自动测试。
6）自动数据修约功能。测试平台能够自动进行
数据修约处理。并且修约的方式与数据修约标准保
持一致。
3.2

自动测试软件的检测流程
使用检测平台进行检测，其检测流程可以分为

以下 5 个步骤：
1）设备接线、开机自检、预检。
2）打开模型测试程序，读取被检测装置 MMS
设备数据模型，检查模型是否满足规范。
3）打开测试管理主界面程序，选择装置测试方
案、通信规约的类型；扫描被测装置以及检测设备
的二维码，建立测试任务，点击功能测试。
图5

自动测试软件流程

3.1

自动测试软件的特点
1）批量测量技术。支持多装置多通道同时测试、
针对每台终端每个通道生成一份报告，并且自动为
每份报告生成一个惟一的报告编号，并自动填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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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自动测试程序工具栏点击“开始测试”按
钮；开始自动测试。
5）系统自动完成整装置的测试，自动判断测试
结果是否合格，自动形成标准格式的测试报告；自
动完成的测试项目包括：准确度测试、电压事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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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闪变测试、PQDIF 文件测试等。
测试过程中如果出现不合格项目，系统会议醒
目的颜色显示并播放提示音乐进行提示。
自动测试流程如图 6 所示。

《 Q/GDW 1650.4— 2017 电 能 质 量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第 4 部分：电能质量监测终端检验》及行业相关检
测标准研发 的针对电能 质量监测终 端自动测试 平
台，该平台可带载能力强，可批量化完成电能质量
监测终端的测试，只需在测试前做好简单的准备工
作，且测试过程中几乎无需人工干预，显著的提高
了工作效率。该平台测试流程标准化、自动化、高
效化，并具有开放性。该平台的广泛应用将有助于
电能质量监测终端检测等相关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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