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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n online check meter of a high -voltage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device, comprising: an acquisition pro -
cessing unit (1) arranged at a high-voltage side and used for acquiring electricity parameter information on a high-voltage line and
converting the electricity parameter information into a digital signal; an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unit (2) arranged at a low-voltage
side, connected with the acquisition processing unit (1) and used for receiving the digital signal corresponding to the electricity para -
meter information and calculating the electric energy standard value of the current loop; and a microprocessor (3) arranged at the
low-voltage side, connected with the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unit (2) and connected with an electric energy pulse signal input inter
face (4). The microprocessor (3) receives the electric energy pulse signal, measured by the tested high-voltage electric energy meter -
ing device, of the current loop via the electric energy pulse signal input interface (4), and the electric energy standard value provided
by the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unit (2), and calculates the overall error of the tested high-voltage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device, so
that the overall error of the high-voltage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device i s checked accuratel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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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了一种高压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包括：设置在高压侧的采集处理单元 （1) ，用于采集高压线路
上的电参量信息，并将该电参量信息转换为数字信号；设置在低压侧且与所述采集处理单元 （1) 相连的电
能计量单元 （2 ) ，接收所述电参量信息对应的数字信号，计算得到当前回路的电能标准值；设置在低压侧
且与所述电能计量单元 （2 ) 相连的微处理器 （3 ) ，该微处理器 （3 ) 连接有电能脉冲信号输入接口 （4 ) ；
微处理器 （3 ) ，通过所述电能脉冲信号输入接口 （4 ) 接收被测的高压电能计量装置测得的当前回路的电能
脉冲信号，以及所述电能计量单元 （2 ) 提供的电能标准值，计算得到被测高压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实现了在不停电的条件下，准确校验高压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高压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本 申请要求于201 1年 05月 5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 、申请号201 110138849.1 ,

发明名称为 "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 的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 ，其全

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 申请涉及 电能计量装置校验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 高压 电能计量装

置在线校验仪 。

背景技术

电能计量装置用于采集和记录用户使用 电参量数据 ，从 而得到用户在一段

时间内的用电参量，电能计量装置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供 电和用电双方的切

身利益。因此，需要对 电能计量装置进行周期性现场校验 ，保证 电能计量装置

的准确性。

目前，现有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一般采用分项校验方法，即

分别校验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 内部的电能表误差和互感器误差，以及测量互感器

二次回路 电压 降，各分项误差分别满足对应 的误差限值要求后 ，认为整套 电能

计量装置合格 。但是 ，各分项误差仅反映单个计量元件的计量性能，无法反 映

整套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计量误差 ，因而，必须对各分项计量误差进行综合误

差评估 。

所谓综合误差，是指 电流互感器和 电压互感器的合成误差、电压互感器二

次回路 电压降误差及 电能表计量误差的代数和。由于实际电网电压和 电力负荷

只是近似三相对称，而且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实际运行误差及 电压互感

器二次回路 电压降不是 固定值 ，因此，综合误差不能作为评估整套 电能计量装

置误差的依据 ，只适用于误差来源的分析 。换言之 ，无论采用分项校验方法和

综合误差评估 ，都无法科学合理地评定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尤其，

对互感器的误差校验工作 ，必须在停 电状态下进行 ，极 大干扰 了用户的正常用

电。

此外，随着电能计量技术发展 日新 月异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集成度越来



越 高，已无法区分互感器与电能表 ，不能使用分项校验方法对此种 高压 电能计

量装置进行校验 。

发 明内容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一种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

仪 ，以实现在不停 电的条件下，准确校验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技术

方案如下：

一种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包括：

设置在 高压侧的采集处理单元 ，用于采集高压线路上的电参量信 息，并将

该 电参量信 息转换为数字信号；

设置在低压侧且与所述采集处理单元相连的电能计量单元 ，接 收所述 电参

量信 息对应 的数字信号 ，计算得到 当前回路 的电能标准值 ；

设置在低压侧且与所述 电能计量单元相连的微处理器，该微处理器连接有

电能脉沖输入接 口，用于根据接 收的所述 电能脉沖输入接 口发送的被测 高压 电

能计量装置测得 的当前回路 的电能脉沖信号，以及所述 电能计量单元提供 的电

能标准值 ，计算得到被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与所述微处理器相连的主控单元 ，用于控制所述微处理器的工作状 态。

优选的，上述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还 包括 ：与所述微处理器相

连的显示单元 ，用于显示所述微处理器计算得到的被测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

体误差 。

优选的，所述采集处理单元 包括：

用于采集 当前回路 中的电压值和 电流值 的传感器模块；

与所述传感器模块相连的采样保持模块；

与所述采样保持模块相连的模 /数转换模块 ，将采集得到的电压值和 电流

值分别转换成数字信号；

与所述模 /数转换模块相连的光传模块 ，用于将所述 电压 、电流数字信号

转换成光信号；

与所述采样保持模块 、所述模 /数转换模块及所述光传模块相连的电源模

块。

优选的，所述主控单元 包括：用于控制所述微处理器工作状态的控制单元 ，



以及用于调校该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的 自身测量误差的调校单元 。

优选的，所述传感器模块 包括 ：电流传感器和 电压传感器。

优选的，所述 电能计量单元为数字信号处理DSP 微处理器。

优选的，所述微处理器及所述主控单元组成单 片机 。

优选的，所述显示单元为液晶显示器。

由以上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可见 ，采集处理单元可以直接测量 当

前线路 的高压侧的电参量信 息，比如 ，电压信 息和 电流信 息，并将该 电参量信

息转换 为数字信号提供给 电能计量单元 ，计算得到 当前回路 的电能标准值提供

给微处理器，微处理器根据 当前回路 的电能标准值 ，以及获得 的被测高压 电能

计量装置测得 的 当前 回路 的电能，计算得到被 测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

差 ，主控单元 ，用于控制所述微处理器的工作状态该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

验仪 实现 了在不停 电的条件下，准确校验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 申请 实施例一种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为本 申请 实施例一种采集处理单元 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一种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通过设置在 高压侧

的采集处理单元 ，测得 当前线路 的电参量信 息，进而由电能计量单元计算得到

当前回路 的电能标准值 ，再将 电能标准值与被测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测得 的当前

回路 的电能测量值进行 比较 ，得到被测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实现 了

在不停 电的条件下准确校验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为使本 申请 的上述 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 明显 易懂 ，下面结合 附图和

具体 实施方式对本 申请作进一步详细的说 明。

请参见 图 1 , 示 出了本 申请 实施例一种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的结

构示意 图，该校验仪主要 包括：采集处理单元 1、电能计量单元 2、微处理器3 ,

主控单元 5 , 其 中：

采集处理单元 1 , 设置在线路 的高压侧 ，用于采集被测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

所在的高压线路上的电参量信 息，并将该 电参量信 息转换为数字信号 ，并提供



给电能计量单元2。

所述采集处理单元可 以通过传感器直接采样被测高压电能计量装置所在
的高压线路上的电参量信息，即当前回路的电参量信息，并经过模数转换后得

到数字信号，经过电光转换后得到数字光信号，所述电参量信息主要包括当前

回路的电压信息和电流信息。

电能计量单元2 , 设置在被测高压电能计量装置所在的低压线路上，且与

采集处理单元 1相连，用于接收采集处理单元 1所输送的电参量信息的数字光信
号，计算得到当前回路的电能标准值。

具体的，该电能计量单元可以通过DSP (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信

号处理 ）微处理器实现，首先通过光电转换将接收到的当前回路的电参量信息

的数字光信号还原为数字电信号，即当前回路的电压信息和电流信息，然后计

算得到当前回路的电参数信息，比如该线路上传输的电功率。

微处理器3 , 设置在被测高压电能计量装置所在的低压线路上，与所述电

能计量单元2相连，并与电能脉沖输入接 口4相连。

主控单元5 , 与所述微处理器3相连，用于控制所述微处理器3的工作状态。

微处理器3接收电能计量单元2输送的当前回路的电能标准值，同时，通过

该电能脉沖信号输入接 口4接收被测高压电能计量装置测得的电能脉沖信号，

并将所述电能脉沖信号换算成当前回路的电能测量值，即被测高压电能计量装

置测得的当前回路的电能值。然后，微处理器根据接收到当前回路的电能标准

值，以及当前回路的电能测量值，可以根据下面的公式 （1 ) 计算得到被测高

压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r =(R-E ) /Exl00% ( 1 )

式中，r为被测高压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R为被测高压电能计量装置

测得的电能量，E为该高压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测得的电能量。

具体实施时，微处理器3和主控单元5组成了单片机，微处理器3为单片机

优选的，所述主控单元5包括：控制单元51和调校单元52, 其中：

所述控制单元51用于控制所述微处理器3的工作状态，所述调校单元52用

于调校该高压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自身的测量误差，提高该高压电能计量



装置在线校验仪 的校验准确性。

本实施例提供 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校验仪 ，相 当于标准电能计量装置 ，直

接测量被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所在 的高压线路上的电参量信 息，并计算得到该

线路上的电能标准值 ，与被测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测得 的电能测量值进行 比较 ，

得到被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实现在不停 电的条件 下，准确校验 高

压 电能计量装置。

优选地 ，参见 图1, 所述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还 包括：设置在被

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所在线路 的低压侧与微处理器相连的显示单元6 , 用于显

示微处理器3计算得到的被测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

具体 的，显示单元6可以实时显示计算得到的被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

体误差 ，且该显示单元可以通过液晶显示屏 实现 。

本 实施例提供 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中的电能计量单元 、微处理

器和显示单元均设置在低压侧 ，因此 ，使用该校验仪 时，不会危及工作人 员的

人身安全 。

请参见 图2 , 示 出了本 申请 实施例一种采集处理单元的结构示意 图，所述

采集处理单元 包括 ：传感器模块 11、采样保持模块 12、模 /数转换模块 13、光

传模块 14、电源模块 15 , 其 中：

传感器模块 11 , 用 于采样被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所在 的高压线路上的电

压信 息和 电流信 息，并通过采样保持模块 12保证采样 的同步性。

具体 的，该传感器模块 包括 电流传感器和 电压传感器，分别用于采样所述

高压线路上各 时刻的电流幅值和 电压 幅值等 电参量信 息。

电流传感器可以通过钳形 电流表 、微功率穿心电流互感器或 空心线 圏实

现；电压传感器可以通过 电容 、电阻分压 器、或者磁光效应光学传感器实现 。

该传感器模块可以采用三相整体式或者单相分体式的结构 ，采用具有足够

绝缘强度 的材料 ，在不停 电的状 态下，直接 串接或套接在被测 高压 电能计量装

置所在 的高压线路上 。

模 /数转换模块 13 , 用 于将采样得到的 当前回路 的电参量信 息转换 为数字



信号。

光传模块 14, 与所述模 /数转换模块相连 ，用于接 收所述 当前回路 的电参

量信 息的数字信号转换 为数字光信号通过光纤输送给 电能计量单元2。

具体 实施 时，该光传模块可以通过光学传感器实现 。

电源模块 15 , 为该采集处理单元 内的无源模块提供工作所需的电源，具体

可 以 通过 电流或 电压取 源的方式实现 。该 电源模块具体可 以 为采样保持模块

12、模 /数转换模块 13和光传模块 14提供 电能。

需要说 明的是 ，本说 明书中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的脉沖常数可

根据被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脉沖常数进行设置，设置时应考虑被测 高压 电能

计量装置电流、电压互感器的倍率。比如 ：当被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脉沖常

数为3200imp/kWh, 电流互感器变比为50A/5A, 即倍率为 10, 电压 互感器变比

为10kV/100V, 即倍率为100, 由于被 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计量的是二次 电能，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计量的是一次 电能，该校验仪所设置的脉沖常数

应是被 测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 的脉 沖常数 除 以 电流 、电压 互感 器的倍 率 ，即

3.2imp/kWh, 保证被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测量的 当前回路 的电能与该校验仪测

量的标准电能正确 比较 。

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 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可 以对在现场运行 的

6kV-35 kV 的电能计量装置进行在线校验 ，而且可以将校验 的实时误差通过显

示单元显示。

本说 明书中的各个实施例均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 ，各个实施例之 间相 同相

似 的部分互相参见 即可 ，每个 实施例重点说 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 的不 同之

处。以 上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其 中所述作 为分 离部件说 明的单元

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

不是物理单元 ，即可以位 于一个地方，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 网络单元上 。可

以根据 实际的需要选择其 中的部分或者全部模块来实现本 实施例方案的 目的。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情况下，即可以理解并实施 。

以 上 所述仅是本 申请 的具体 实施方式，应 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 申请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 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 申请 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 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其特征在于，包括 ：

设置在 高压侧的采集处理单元 ，用于采集高压线路上的电参量信 息，并将

该 电参量信 息转换为数字信号；

设置在低压侧且与所述采集处理单元相连的电能计量单元 ，接 收所述 电参

量信 息对应 的数字信号 ，计算得到 当前回路 的电能标准值 ；

设置在低压侧且与所述 电能计量单元相连的微处理器，该微处理器连接有

电能脉沖输入接 口，用于根据接 收的所述 电能脉沖输入接 口发送的被测 高压 电

能计量装置测得 的当前回路 的电能脉沖信号，以及所述 电能计量单元提供 的电

能标准值 ，计算得到被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与所述微处理器相连的主控单元 ，用于控制所述微处理器的工作状 态。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与所述微处理器相连的显示单元 ，用于显示所述微处理器计算得到的被

测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的整体误差。

3、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采集处理单元 包括：

用于采集 当前回路 中的电压值和 电流值 的传感器模块；

与所述传感器模块相连的采样保持模块；

与所述采样保持模块相连的模 /数转换模块 ，将采集得到的电压值和 电流

值分别转换成数字信号；

与所述模 /数转换模块相连的光传模块 ，用于将所述 电压 、电流数字信号

转换成光信号；

与所述采样保持模块 、所述模 /数转换模块及所述光传模块相连的电源模

块。

4、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其特征在于，所

述主控单元 包括：

用于控制所述微处理器工作状 态的控制单元，以及用于调校该 高压 电能计

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的 自身测量误差的调校单元 。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其特征在于，所



述传感器模块 包括：电流传感器和 电压传感器。

6、根据权利要求 5所述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其特征在于，所

述 电能计量单元为数字信号处理DSP微处理器。

7、根据权利要求 6所述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其特征在于，所

述微处理器及所述主控单元组成单 片机 。

8、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高压 电能计量装置在线校验仪 ，其特征在于，所

述显示单元为液晶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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