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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N3904A 谐波测试仪 

    

一、概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电力负荷急剧加大，特别是冲击性和非线性

负荷容量的不断增长，使得电网发生波形畸变、电压波动与闪变和三相不平衡等

电能质量问题。公司推出的谐波测试仪是一台高性能的多功能谐波测试仪。采用

DSP+ARM+CPLD 内核，3.2”大屏幕液晶(320×240点阵)显示屏，使结构更紧凑，

功能更强大，显示更方便。后台管理分析软件，功能丰富，操作方便。 

二、 主要用途 

2.1 测量分析公用电网供到用户端的交流电能质量，其测量分析：频率偏差、电

压偏差、电压波动和闪变（本功能为选购模块）、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

电网谐波。 

2.2 应用小波变换测量分析非平稳时变信号的谐波。 

2.3 测量分析各种用电设备在不同运行状态下对公用电网电能质量。 

2.3 负荷波动监视：定时记录和存储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

率、频率、相位等电力参数的变化趋势。 

2.4 电力设备调整及运行过程动态监视，帮助用户解决电力设备调整及投运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 

2.5 测试分析电力系统中断路器动作、变压器过热、电机烧毁、自动装置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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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故障原因。 

2.6 测试分析电力系统中无功补偿及滤波装置动态参数并对其功能和技术指标作

出定量评价。 

2.7 便携式、多参数、大容量、高精度及近代信号分析理论的应用等特点，使可

广泛地应用于输配电、电力电子、电机拖动等领域。 

 

三、主要功能及特点 

3.1 安全可靠 

电压输入采用高电压隔离模块(2000V、响应时间≤2μS)，电流输入采用交电

流钳(0～50KHz,0～5Arms)使输入信号和测量系统安全隔离。这样不仅使谐波测试

仪在使用上安全、可靠和方便，而且大大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3.2 使用方便 

便携式结构，尺寸小、重量轻、一个人即可携带仪器到现场测试；内置高性

能锂电池，无需外接电源。 

3.3 精度高 

谐波符合国标A 级仪器要求。对谐波、三相不平衡度、闪变和波动均采用基

准算法，无近似计算，采用高精度A/D（16 位），同时采样，采集速率12.8 kHz。 

3.4 软件功能强 

采用DSP+ARM+CPLD 内核，处理速度快，软件功能丰富，使谐波测试仪适用于

复杂的测试工作和数据处理工作，大大提高了测试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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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通讯接口 

谐波测试仪提供USB接口，便于与笔记本电脑进行通讯传输数据。 

3.6 测试参数多 

系统频率、电网谐波、三相电压不平衡度、电压波动与闪变、电压偏差、电

压基波有效值和真有效值、电流基波有效值和真有效值、基波有功功率、有功功

率、基波视在功率、2-52次谐波、真功率因数等全部电能质量五大国标规定的参

数。 

3.7 大容量存储 

谐波测试仪内置32MB内存，用户可以配置不同的保存时间步长，有5秒钟、15

秒钟、30秒钟、1分钟、2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等。 

 

四、技术指标 

4.1 频率测量 

测量范围：45～55Hz，中心频率50Hz，测量条件：信号基波分量不小于80％

F.S. 

测量误差: ≤0.02Hz 

4.2 输入电压量程：10-450V 

4.3 输入电流量程：5A，其他量程可以根据用户要求选配 

4.4 基波电压和电流幅值：基波电压允许误差≤0.5％F.S.；基波电流允许误差≤

1％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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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基波电压和电流之间相位差的测量误差：≤0.5° 

4.6 谐波电压含有率测量误差：≤0.1％ 

4.7 谐波电流含有率测量误差：≤0.2％ 

4.8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误差：≤0.2％ 

4.9 电压偏差误差：≤0.2％ 

4.10 电压变动误差：≤0.2％ 

4.11 功率偏差：≤0.5％ 

4.12 工作时间：内部电池可以连续工作5小时 

4.13 外形尺寸（mm）：300×225×135（长×宽×高） 

4.14 重量：0.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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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板布置说明 

 

  

图1 面板布置图 

 

5.1 电压输入：接电压测试线，具体接线见6.2.1 接线说明； 

键盘 

液晶 

电压输入 

钳表输入 

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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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钳表输入：接5A 钳表，A、B、C 三相一一对应； 

5.3 电源开关：用于打开或关闭装置电源。 

5.4 液晶：显示数据及波形。 

5.5 键盘。 

5.6 在仪器侧面，圆孔为充电插座；方孔为USB通讯插座。 

六、操作方法 

6.1 工作电源 

本仪器采用电池供电，无需外部电源，仪器就可以工作。 

6.2 工作接线（关键操作） 

6.2.1 电压接线 

（1）三元件Y 接线方式（三相四线制Y 接法）：用电压测试线将仪器的UA、

UB、UC 和Uo接线端子分别接到现场A、B、C、N三相电压和零线上。 

（2）两元件接线方式（V 接法）：用电压测试线将仪器的UA 接现场A 相电

压、仪器的UC 接现场C 相电压、仪器的Uo接现场B相电压。 

6.2.2 钳表接线 

三只钳表（5A）对应插入电流输入插座中，并锁紧，以保证良好接触。 

6.3 开机进入主菜单 

按照说明书中说明的接线方法进行接线，确认无误后方可接通电源。打开电

源进入主菜单画面（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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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主菜单 

用1-8键来进入对应的子菜单。如：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单击“1”键即

可。 

6.4 参数设置 

进入主菜单，单击“1”键，进入参数设置菜单。“↑”，“↓”为光标移动

键。 

序号：为当前仪器数据组的编号，按数字键输入相应数字编号，最多为6位。 

台站、线路：所要测试的电网台站、线路编号。通过数字键直接输入。最多

都是5位。 

接线方式：三元件Ｙ型表示现场接线为星形接法，两元件V型表示现场接线为

V 形接法。通过“←”“→”键来选择。 

额定电压：现场被测试系统的电压，必须输入正确，否则影响参数计算的精

度。分57.7V、100V、220V、380V。通过“←”“→”键来选择。 

电流量程：多个档位，5A、50A、500A 和1500A。通过“←”“→”键来选择。 

ＰＴ、ＣＴ变比：为１表示现场测量ＰＴ、ＣＴ二次电压、电流和功率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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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反算ＰＴ、ＣＴ一次电压、电流和功率等参量，必须设定现场实际的变比。 

是否存储：用来设定是否存储。通过“←”“→”键来选择“是”或“否”。 

记录间隔：用来设定存储的间隔。有“帧/5秒”、“帧/15秒”、“帧/30秒”、

“帧/1分”、“帧/2分”、“帧/5分”、“帧/15分”、“帧/30分”等间隔段。

通过“←”“→”键来选择。 

测试员：测试员编号。数字键直接输入。 

                  

图３ 参数设置 

    单击“确定”键退出该界面。 

6.5 基本电参量 

在主菜单，单击“2”键，进入“伏安测试”界面。主要测量现场的三相电压、

电流、功率、功率因数和频率等电参量。按“确定”键退出此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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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基本电参量 

6.6 闪变测量 

    本功能为选购模块。 

在主菜单下，单击“3”键，进入“闪变测量”界面。闪变是由于电源电压变

化而产生，以波动量化表示，数值越大，波动越大。电压变动与电压变化的持续

时间和幅度有关。短时闪变在10 分钟内测得，而长时闪变在2 小时内测得。按“确

定”键退出此画面。 

            

图5    闪变测量 

6.7 不平衡及偏差 

在主菜单下，单击“4”键，进入“不平衡度及误差”界面。不平衡度指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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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中三相不平衡的程度用电压和电流负序分量与正序分量得方均根百分比

表示，分为电压不平衡和电流不平衡。偏差指三相电压和频率的偏差，表示测量

值和额定值的差与额定值的百分比。按“确定”键退出此画面。 

                    

图6 不平衡及偏差 

6.8 谐波测试 

在主菜单下，单击“5”键，进入“谐波测试”界面。在该界面，谐波含量是

用柱状图标示的。每屏显示 8 次，通过按“←”键可以进行谐波显示范围的循环

切换，依次是 1-8次、9-16 次、17-24 次、25-32 次、33-40 次、41-48次、49-52

次七屏。 

“→”键是用来改变柱状图显示幅度的，屏幕右上脚有相应提示“×1”或“×

10”。 

按“↓”和“↑”键将切换需要显示谐波的项目，依次是 Ua、Ia、Ub、Ib、

Uc、Ic 六项。 

屏幕左上脚显示本项目的总谐波含量。按“确定”键退出此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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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电压谐波 

6.9 向量图 

在主菜单下，单击“6”键，进入“向量测绘”界面。向量图主要是表示电压

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关系，这里以A 相电压为基准通道，向量图不但可以检查电压

导线和电流钳表是否正确连接，而且可以显示电网中电压和电流的夹角。表格中

显示电压之间的夹角，电压与电流的夹角。按“确定”键退出此画面。 

                

图8     向量图 

6.10 波形图 

在主菜单下，单击“7”键，进入“波形显示”界面。波形显示，实时显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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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电压和三路电流的波形。单击“确定”键退出此画面。 

              

图9    波形图 

6.11 数据管理 

在主菜单下，单击“8”键，进入“数据管理”界面。在该界面下，将显示每

组存储数据的概要。如序号、起始存储时间、存储帧数。通过“↑”“↓”键来

选择不同的数据组。 

在选定数据组上，单击“→”键进入该组数据的详细浏览。 

在详细数据浏览界面中，“2”、“9”键为上下记录翻页；“5”、“7”键

为“伏安测试”、“闪变测试”、“不平衡度及误差”、“谐波测试”、“向量

测绘”、“波形显示”等项之间切换。 

在详细数据浏览界面中，单击“确定”键，进入“数据管理”界面。 

在“数据管理”界面，单击“9”键，将出现删除选择提示。全部删除请按“1”

键，删除当前单条记录请按“2”键。 

在“数据管理”界面，单击“确定”键，返回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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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数据管理 

6.12电池充电 

充电最好先关闭仪器，把充电器插入仪器的充电插座，另一端接市电AC220V，

这时充电器的指示灯为“红色”，表示正在充电。当指示灯变“绿色”，表示电

池充满。 

 

七、注意事项 

7.1 使用仪器时请按本说明书接线和操作。 

7.2 测试开始前请输入正确的设置参数，仪器内部的校正运算都要依赖于输入的

设置参数。 

7.3 测试菜单项选择和实际测试项目及接线要一致。 

7.4 内存最多可连续储存10组测量结果。每组可存储的数据视磁盘的空间而定。 

7.5 仪器出现故障，请及时和本公司联系，不要自行开机拆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