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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装置特点与参数 

电压互感器分析仪是在传统基于调压器、升压器、串联谐振的互感器伏安特性变比极性误差分

析综合测试仪基础上，广泛听取用户意见、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深入进行理论研究之后研发的新

一代革新型 PT 测试仪器。装置采用高性能 DSP+FPGA 以及先进的 ARM 工控机、先进的制造工艺，

保证了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功能完备、自动化程度高、测试效率高、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是电力

行业用于互感器的专业测试仪器。 

1.1 技术特点 

1. 单台仪器即可实现电压互感器的误差测试，无需谐振升压装置、标准电压互感器、负载箱、校

验仪等设备，大大降低了现场校验误差的工作量。 

2. 测试范围宽，能测试电压等级为 6kV~800kV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3. 内部采用 0.01 级的标准电压互感器，采用测差法测试互感器的低压误差，采用异频测试技术，

折算 50Hz 时 PT 的非线性误差，最终得到互感器的误差。仪器的测试等级可达到 0.05 级。测试

过程中，最大产生不超过 3kV 的测试电压，保证现场测试的安全性。 

4. 测试接线简单，操作简单易学，只需根据引导提示操作即可轻松完成互感器校验工作大大提高

了测试效率。测试时间短，少于 5 分钟。 

5. 采用精准的软件算法，测量数据的准确性进一步提高具有智能判断外接线状况，提示接线错误、

变比、极性错误等。 

6. 自动对测试数据进行化整，并判断是否超差，超差数据使用反黑显示，对互感器的数据特性直

观明了。 

7. 大规模存贮器可存储现场测试数据多达 10000 条。 

8. 采用铝型材机箱，具备良好的抗干扰性，并且保障现场高压试验时的操作人员安全和设备安全。 

9. 采用高分辨率大尺寸 8 寸真彩色液晶显示，户外强光下清晰显示，带有触摸屏辅助操作，简单

快捷；全中文显示操作，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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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装置面板说明 

高压接线端子

信号输出端口

电源开关

USB接口

触摸屏

信号输出端口

 

前面布局示意图 

风机

保险

接地端口

电源端口

 

后面板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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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术参数 

测试用途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输出 
低压输出 0~120V  5Arms，12A（峰值） 600VA 

高压输出 0~3000V   

PT 变比 

测量 

范围 

精度 

1~350       <0.03% 

350~1100    <0.05% 

>1100       <0.07% 

相位测量 
精度 ±2min 

分辨率 0.1min 

二次绕组 

电阻测量 

范围 0~500Ω 

精度 0.5%±2mΩ 

交流负载测量 
范围 0~1000VA 

精度 0.5%±0.05VA 

输入电源电压 AC220V±10%，50Hz 

工作环境 温度：-10οC~50οC，湿度：≤90% 

尺寸、重量 尺寸 365 mm×290 mm×153mm、重量约 1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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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操作方法 

2.1 主界面说明 

开机后主界面如图所示共有五个功能模块: 

 

开机主界面示意图 

PT 试验：进行电压互感器的各项测试； 

文件管理：对保存的试验记录进行查询、导出和删除等管理 

系统设置：设置系统参数和试验标准； 

厂家设置：厂家校准和升级测试使用访问时需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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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界面示意图 

试验项目：选择需要测试的试验项目； 

项目 描述 接线 

电阻 测试二次绕组的直流电阻 参照 2.3.1 接线 

励磁 测试二次绕组的励磁特性（伏安特性） 参照 2.3.1 接线 

变比 测试 PT 的变比极性 参照 2.4.1 接线 

角差比差 测试 PT 的误差特性，注意测试过程分两步进行，第一

步变比测试，第二部角差比差测试。 

第一步：参照 2.3.1 接线 

第二部：参照 2.3.1 接线 

负荷 测试 PT 二次回路的实际负荷 参照 2.6.1 接线 

 

在此界面中显示最近一次设置的详细参数，如需修改参数可按右侧“一次参数”和“二次参数”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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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参数设置界面 

一次额定电压（kV）：输入被测 PT 的一次额定电压以及系数； 

额定频率：被试品的额定工作频率有 50 和 60H 可选择。 

 

 

二次参数设置界面 

被测绕组：当前要测试的二次绕组序号，最大为 5，如果 PT 只有一个绕组设为 1 即可； 

二次额定电压（V）：当前绕组的二次额定电压和系数； 

绕组类型：有计量和保护两个类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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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对于计量绕组有 0.1、0.2 和 0.5 可选择，对于保护绕组有 3P 和 6P 选择； 

额定负荷/功率因数：输入当前绕组的额定二次负荷和功率因数； 

下限负荷：输入当前绕组的二次下限负荷。 

 

试验参数设置界面 

当前温度：当前测试 PT 的温度，一般输入环境温度即可； 

校正温度：电阻校正的目标温度，一般为 75 摄氏度； 

测试标准：有 IEC 60044-2、IEC 61869-3 和 IEC 61869-3 选择，对于中国国标的互感器选择 IEC 

60044-2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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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阻励磁测试 

2.3.1 接线方法 

 

PT 电阻和励磁此时接线示意图 

2.4 变比测试 

2.4.1 接线方法 

 

PT 变比测试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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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角差比差测试 

2.5.1 第一步测试变比 

首先根据系统提示按照 2.3.1 接线方法测试变比，测试变比完成后不要关机，应根据提示拆掉一

次侧的接线然后进行第二次测试； 

2.5.2 第二步测试角差比差 

当第一步测试完成后应根据接线提示拆除一次接线，然后按“—>”继续测试。 

注意：变比和误差测试过程会有仪器会有高压产生，在第二部测试提示接线出现之前严禁进行

更改接线。 

2.6 负荷测试 

2.6.1 接线方法 

 

PT 二次回路负荷测试接线图 

2.7 结果说明 

如果当前所选择的实验项目完成后设备会自动进入如下图所示的结果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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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磁曲线结果界面 

二次电阻：当前设定温度测试的二次直流电阻阻值； 

校正电阻：校正到目标目标温度的电阻阻值； 

变比：当前绕组的实测变比 

极性：OK/-(同极性)或者是 NOK/+(反极性)。 

 

励磁数据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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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结果界面 

2.8 注意事项 

1. 使用该仪器时出现任何不正常现象请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仪器使用。 

2. 使用本仪器测试电压互感器时请严格遵照本说明书提供的测试线路进行测试。 

3. 请不要自行对本仪器进行任何的开箱维修操作，否则将失去保修资格，出现仪器不正

常工作现象请联系公司维修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