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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G 780-1992 交流数字功率表检定规程

《JJG 780-1992交流数字功率表检定规程》经国家技术监督局于 1992年 2月 15日

批准，并自 1993年 1月 1日起施行。

《JJG 780-1992交流数字功率表检定规程》由航空航天部三零四研究院归口。

《JJG 780-1992交流数字功率表检定规程》起草单位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航空航

天部三零四研究所。

《JJG 780-1992交流数字功率表检定规程》技术条文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航空航

天部三零四研究院负责解释。

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两个测试设备准确度都满足国家标准要求的试验站，对同一台电机的合格判定出现

截然不同的结论？

这个问题在电机试验检测中较为普通，可能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

1、幅值、频率、相位等精度要求与测试设备标称精度的对应条件不符；

2、测试方法不正确；

3、现场干扰对测试信号的影响；

详细内容参考：

前端数字化_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高精度测量解决方案
不同功率因数下相位误差对功率测量准确度的影响

幅值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

准平均值真的可以替代基波有效值吗？

电机试验台典型案例
助力电机能效提升计划，加速电机产业转型升级

WP4000 变频功率分析仪
WP4000变频功率分析仪_全局精度功率分析仪

DP800 数字功率计
5~400Hz范围内实现 0.2%的全局精度的 低成

本宽频高精度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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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数字功率表检定规程

Verification for Ac Digital

        Powermeter

广.}'.. .h.4.4..p..1.".r
今 备

寡JJG 780-1942   ;.
气 _.、-.s 、、.今声

本检定规程经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2年2月 15日批准，并自1993年1月1日起施行。

归口单位:航空航天部三O四研究所

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航空航天部三O四研究所

本规程技术条文由起草单位负责解释。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

钱钟泰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许秀叶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王积海 〔航空航天部三O四所)
参加起草人:

肖宋修 (航空航天部十区城计量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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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数字功率表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生产 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用于测量交流有功功率的单相或三相数字显示
的功率表，以及与直流数字电压表配用的交流功率变换器。被测有功功率的交流电压、电流
的频率范围为40-104Hz，被检表的引用误差允许值不小于2x10一4(包括2 x 10-4)0

一 概 述

1交流数字功率表 〔以下简称功率表)的被测量是交流有功功率，输人量是被测功率的电
压和电流，它一般采用图1的测量框图。

F一一 一一一一下一一]     被测功率的交流电压认和电流1x输人
后，分别由各自的量限转换器变成单量限的

电压或电流X。及父:〔通常同为电压或同为

电流)。X}和X;输人乘法器，变换成和被

测有功功率 ( Px = U,1xoos卯 正比的直流
电压Ux，再由直流数字电压表测定，直流
数字电压表通常直接给出被测功率的示值

Pxo

        图1交流数字功率表的测量框图 当数字电压表是外附通用型时，将被测

功率转换成直流电压U、的测量部件称为交流功率变换器。这时数字电压表给出的是电压示

值UP。功率的侧量结果尸二可表示为:

                                Px= K,U,                               (1)

式中 K p�一一功率变换器的标称变换系数。
    数字功率表或功率变换器可以带有供遥测或遥控用的频率脉冲或数码脉冲输出端。

    数字功率表还可带有测定与被测功率有关的其他参数(如电压、电流、功率因素和频率

等)的测量部分，它们的检定应按有关的规程进行。本规程不包括与检定这些部分有关的内
容。

2数字功率表可以是单相的，也可是多相的，本规程仅考虑多相中的三相这一种情况。三

相数字功率表可以用两至三个单相功率测量单元组成。三相功率的侧量结果为各功率测量单
元测量结果之和。其求和方法，可以通过直流电压相加的方法进行，也可以通过对直流数字

电压表数码进行运算的方法实现。

    有两个或三个功率测量单元连接成三相数字功率表的线路和用一般单相功率表连接成三
相功率表的线路完全相同。

    图2 是用两个单相功率表组成测量三相三线制功率的线路。三相功率的测量结果为两

表测量结果之和。图2中的相序允许任意改变，而不致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图 3 是用三个单相功率表组成测量屯相 四线制功率表的线 路.士相 功率的侧量结吴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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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测量结果之和。

    用于图2和图3的各单相功率表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三相表允许误差相比应该能够忽略。

此外，各单相功率表的引出端和地电位间在电气上应该是绝缘的。

c-TR一
口井一一

」 C f,

图2 用两表法测量三相

三线制功率的框图

                              Io

图3 用三表法测量三相

                                                              四线制功率的框图

                                  二 技 术 要 求

3数字功率表或功率变换器必须有难于更换的型号及出厂编号的标志。各引出端的标志应
该清晰。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公共端应采用相同的标志 (如*或土)。

    数字功率表的其他标志应符合其技术条件的规定。当对有关标志的要求有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时，数字功率表技术条件中有关标志的技术要求应该符合这些标准的规定c
4数字功率表的电压、电流量限，功率因数范围及频率范围。
4.1数字功率表的电压量限应优先在下列系列中选择:

    15V, 30V, 75 (60) V, 100V, 150V, 200V, 300V, 400V, 450V, 600V.

4.2数字功率表的电流量限应该优先在下列系列中选择:
    OAA, 0.25 (0.2) A, 0.5A, ]A, 2.5 (2) A, 5A, 10A, 20A}

4.3数字功率表的功率因数范围应该优先在下列系列中选择:
    0一士1, 0--1, 0.5--1, 0-0.2, 0-0.1, 0--0.050

    当被测功率的功率因数在上述范围内时，数字功率表的准确度应符合技术条件的全部要
求。

    在上述系列中，功率因数范围为0-11或0-1的功率表称为全功率因数功率表。功率
因数范围为0一0.2, 0-0.1，0--0.05的功率表称为低功率因数功率表。
    功率因数范围上限值的绝对值称为功率表的额定因数。

4.4 数字功率表的工作频率范围应该优先在下列系列中选择。

    45--65Hz, 40--400Hz, 40一1000Hz, 40一2000Hz, 40-500011z, 40一100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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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仅能在45-65Hz频率范围工作的功率表称为工频功率表。

4.5数字功率表可以有几个不同的电压和电流量限，几个工作频率范围，并具有不同的准
确度要求。其中准确度最高的工作频率范围称为基本频率范围，准确度最高的量限称为基本
量限。

    交流数字功率表的基本频率范围通常为工频范围45 --65Hz,
5准确度级别
5.1 基本误差

    在本规程中，数字功率表的误差以满量限额定功率的引用误差表示，在功率表的技术条
件中，对基本误差允许值应有明确规定，并在功率表的使用说明中，引用其主要内容。
    多量限、宽频带、全功率因数的数字功率表对不同的频率范围，不同的功率因数范围及

不同的量限允许规定不同的准确度要求。必要时可将基本误差允许值用这些参数的函数形式
给出。

    数字功率表应该优先采用下列准确度级别:
    0.02, 0.05, 0.1, 0.2, 0.50

    以%为单位的功率表基本频率范围与基本量限的基本误差允许值应等于上述准确度级别
代号。

5.2 年稳定度和附加误差
    在数字功率表技术条件中，对其示值的年稳定度和影响量允许变化范围内的附加误差允

许值，应有和其标准度级别相应的明确规定，并在功率表的使用说明中列出其主要内容。
6 各 回路间的梦 组要 求

图 a 单相功率表N#真

负载功率的连接线路

    当用于组成三相功率表的单相功率表 〔或功率变换

器)带有直流电压或频率脉冲和数码脉冲的输出端时，这
些输出端的低端在使用中应该处于地电位，它们与功率表

(或变压器)电压或电流回路间在电气上应该是绝缘的，
该绝缘应能承受电压量限的额定电压值。当功率表 (或变

换器)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公共端 (带*端)对愉出端低
端的电位差由零增大至电压量程的额定电压时，功率表的

示值变化应小于其基本误差的lit倍。
    鉴于单相功率表用于实际测量线路连接如图4所示。

因此用于实际测量的单相功率表亦应符合本款上述要求。

    当输出低端需和被侧电压回路一端连接时，被测电压回路端应该为非公共端 (不带，号

的端)，而电流回路的公共端 (带，端)与电压回路的公共端 (带*端)的电位应该一致。

，本规程对和准确度无关的被检功率表的技术要求不作限制，相应技术要求应该由被检功
率表的技术条件规定。当这些技术要求存在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时，技术条件的规定应符合

有关标准的规定。

                                三 检 定 条 件

H 当功率变换器必须和指定的直流数字电压表配用，检定时应将功率变换器和配用的数字
功率表一起作为数字功率表进行检定。这样检定的功率变换器在使用中不得更换配用的数字

电压表，而配用的直流数字电压表的允许误差值应小于被测电压允许误差的12倍。当功率

    7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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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器未指定配用的数字电压表，则在检定时，其输出直流电压的侧量误差不应大于被测电
压允许误差的1沼倍。在使用中，测量变换器输出电压的测量误差不应大于被侧电压允许误
差的1/4倍。

，不同准确度级别的数字功率表，其基本误差的检定条件如表1所示，当数字功率表存在

零位调节，电压平衡，电流平衡或自校功能时，应该按其技术条件进行调节和自校后进行检
定。

衰 1 教字功率表苍本误差检定条件表

被检表准确度级别% 002 005 0.1

{。2
0.5

检定时浏t被侧功率的引用误差允沪植 % 0.0叱 0.01 0股
            一

0.05 0 1

影 响 量 �� 一 额 定值 单位 允许偏离值

被检表

使用

条件

供电电压 220 V 士10V

供电频率 50 氏 士2卜L

温 度 即 (23，) ℃ 士1℃ 土2℃ 上2℃ 士Zt 士5℃

相对温度 55 %

二

    上20%

预热时间 由技术条件规定 h 不小干规定值

被测功

率有关

参数

电 压 一电压t限橄值 % 土2%

电压、电流失真度 0 % <0一5% <1%
一

      变化范圈

一 上限值或指定值
一

% 士2%

功率因数
  变化范围 上

限值零、或指定值
士(。一05}叻挤1+0刀1)

三相相电压、线

电压及电流的幅

  值不对称度

!

% 之1%

各相相位差

相对差值
0 0 上2’

被检表

连线

电压、电流同名

  端间电位差
0 V 士12V

物出低端电位

  三相为零电位

  单相为电压回

路非同名端电位

V 土12V

    备:当用户提出要求时，可在此条件下进行枪定。

10 检定时，标准装置在该示值的误差与被检示值允许误差相比，应小到可以忽略 (一般不

大于此允许误差的1/4倍)。
n 检定时，被检表的环境相对湿度应在55士20%范围内变化;而被检表的环境温度应为

20℃。根据用户特殊要求允许在23℃下进行检定，环境温度允许偏差，对0.02级被检表为

士1℃，对005，0.1及0.2级被检表为上2℃，对0.5级被检表为上5℃。
12 检定时，所用交流功率电源的技术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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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电源的输出功率为应能供给被检表在电压量限额定电压及电流量限额定电流下所消耗
的功率。

12.2 三分钟内电源输出的交流功率的最大相对变化值对0.02级被检表不大于被检表基本
允许误差值的1/4倍，对0.05级以下各被检表不大于被检表基本误差允许值的1B倍。

12.3 电源频率调节的误差不大于二2%，每三分钟频率的最大相对变化不大于士0.02%o
12.4 电源电压或电流波形失真度，不大于0.5%。仅用于检定0.1级以下各级数字功率表

的电源电压或电流波形失真度允许扩大至1%0
12.5 电源电压与电流之间相位差应该能够在士900之间调节，其调节细度应不小于0.01%

12.6 电源电压及电流应能够调节至被检功率相应的电压和电流，其功率调节细度不应大于

被检表的相应示值基本误差允许值的1/18倍c
12.7 电源的各电流回路间及与电源的各电压回路间，在电气上应该是绝缘的，以使各电流
与电压回路间能作任意的电气连接。

12.8 三相线电压的幅值不对称度不应大于11%，在三相四线制时，三相相电压的幅值不

对称度亦不应超过士1%。

    三相电流的幅值不对称度不应大于土1%0
    本规程用下式表示电压或电流的幅值的不对称度:

                                                                                                              3

                              3X;一艺 Xk
                      OT, Txf#1A二一 x 100%                    (2)

                                艺 Xk
                                                                                            走 =1

式中 X;和Xk是;相和k相的相电流与相电压或线电压的幅值。
12.， 三相电流对相应电压相移的相对差值不应大于士2"0

13 给被检表供电的电网电压应符合下列条件:

        频率 50士2Hz
        电压 220士lov

14 在检定基本误差前，应接被检技术条件进行预热，使示值达到稳定。

巧 数字功率表的检定频率

15.1数字功率表基本误差允许在45--65Hz范围内的任一频率下进行检定。
    根据用户要求，可以在用户指定的频率下进行检定。

15.2 为了确定数字表的频率响应，对各扩展的频率范围，应在其频率范围上限频率下进行
检定。

    如果数字功率表存在几个扩展频率范围，对其最高频范围，为确定频率响应，除在上限
频率下进行检定外，必要时，应该增加在0.7倍上限频率下的检定。

15.3 检定被检表的基本误差时，频率的调定误差不应大于土2%0

1‘ 对于功率因数变化范围为0.5--1的数字功率表，应在oosp=1及oos"=0.5的感性和
容性两种情况下进行检定。

    对于低功率因数或全功率因数的数字功率表应在oos，二0及功率因数范围上限值 (包括
感性和容性两种情况)下进行检定。

    根据用户要求，可以在指定的功率因数值下进行检定。

    检定时，功率因数的调定误差不应大于士((0.051oos刻+ 0.01) ,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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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检定数字功率表基本误差时，被检表的连接应尽量和其实际工作时的连接相一致。即
应保证:

17.1各电压和电流回路公共端之间的电位差应连接为零，该电位差的最大允许值为
士12Vo

17.2 如果数字功率表 (或功率变换器)存在输出端，在检定时，输出低端在单相情况下和
电压非公共端 (不带，端)等电位，在三相情况下和三相的中点或零线等电位。允许对等电

位有士12V的偏离。
    对于仅用于检定的标准数字功率表，可以不遵照上述规定连接，而在使用时的实际连接

下进行检定。.
                                                        ‘

                                  四 检 定 项 目

18数字功率表的周期检定应包括下列内容:
18.1 在15条规定的频率，第16条规定的功率因数值及第17条规定的连接状态下，被检

表各量限基本误差的检定。

18.2.1数字功率表 (或变换器)的基本量限在感性额定功率因数值下基本误差的检定，应

该在45-65Hz间任一频率 (或用户指定的频率)下进行，检定的示值应该不少于5个，这
些示值是在量限的额定电压及感性额定功率因数条件下，用改变电流示值方法达到，各示值

应该是等距的，包括零示值及满刻度示值。

18.2.2数字功率表 (或变换器)的基本量限的容性额定功率值，容性及感性二甲=0(或

cosy = 0. 5 )的基本误差，应该在18.2.1相同的频率、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条件下进行检
定。

18.2.3对多量限的数字功率表(或变换器)，允许根据实际使用需要，仅检定部分量限的
基本误差，在部分检定合格后，允许在功率表 (或变换器)及在这些经检定合格的量限范围

内使用。

    部分检定的功率表(或变换器)，应盖有限制使用的专用章。

    在固定频率下使用的数字功率表 (或变换器)，可以在使用频率下进行检定。

18.2.4 电流非基本量限只和电压基本量限配合检定。
    电压非基本量限只和电流基本量限配合检定。
    根据用户要求，可以在电压量限和电流量限某些指定组合的情况下进行检定。

    所有非基本量限的基本误差，仅在量限额定电压及量限额定电流下进行检定。检定时频

率同18.2.1和18.2.2条的所用检定频率，而功率因数值为零、额定功率因数及用户指定的
功率因数值 〔包括容性和感性两种情况)。

18.2.5 当检定不能按17条的要求连接时，应该作相应的电位差影响的试验，并用试验结
果更正检定结果。

19新生产及修理后的数字功率表的首次检定，除按18条规定的有关内容外应增加下列内
容:

19.1按技术条件规定进行耐压试验，绝缘电阻测量。
19.2数字功率表 (或变换器)的频率响应检定内容和第18.2款的内容相同，但检定频率

为15.2款规定的频率，并且仅在量限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进行检定。对宽频带的数字
功率表 (或变换器)，允许根据实际使用需要，仅检定部分频率范围的频带影响。这样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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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数字功率表 (或变换器)，只允许在检定合格的频带范围内工作，并在检定证书盖有限
制使用频率范围的专用章。

.3 电流回路和电压回路同名端间，电位差影响的铡量。

.4 如果数字功率表(或变换器)带有输出端，则应测量输人端与输出低端电位差的影

.5 三相功率表所属各单项功率单元之间相互影响的测量。

.6 根据技术条件的规定，测量主要影响量的附加误差系数 〔如温度附加误差等)。

                              五 检 定 方 法

  (一)外况检查

  外观检查

.1检查被检表的标志是否符合本规程第3条的规定，不符合规定不予检定。

.2 不通电情况下检查被检功率及其附件是否有严重影响准确度的缺损，当存在这样缺损

，不予检定。
.3 通电检查数字功率表的线路是否能正常工作，如存在影响正常工作的损坏 (如线路短

19

19

响

19

19

20

20

20

时

20

路或断路、绝缘部件的电气击穿、数码管损坏等)，不予检定。
20.4外观不合格的数字功率表，将用检定结果通知书通知其不合格的原因。

    (二)单相数字功率表基本误差的检定方法
21单相数字功率表 〔或变换器)，在表1(见9条)的检定条件下，按18.2款规定的项目
进行基本误差的检定。

    本规程建议优先采用标准功率源法及比较法对被检表进行检定。

22用标准功率源法检定单相数字功率表。

22.1标准功率源应满足第12条提出的对功率电源各种要求，其量限和频率范围应该包括
被检表的检定量限和频率范围。
    标准功率源在连接被检表后，应仍能保证输出功率的准确度口

    标准功率源在开展检定的量限及频率范围内，应持有检定周期内的合格证书，其输出功
率的示值误差应不大于被检表相应示值允许误差的1/4倍。

    允许用输出功率示值误差不大于被检表相应示值允许误差的1/2倍的标准功率源对被检
表进行检定，但此时标准功率源的示值年不稳定度应不大于被检表允许误差的1/4倍，并且

要用示值尸，在检定周期内的检定证书的数据加以修正。
22.2 用标准功率源法检定单相数字功率表的连接如图5所示。线路连接所允许的检定误差

应该小到可以忽略，一般不应大于被检表相应示值允许误差的1/8倍，主要要求如下:
22.2.1被检定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的同名端应连接在一起。

22.2.2 如果被检表 (或功率变换器)存在输出端，输出端的低端应和被测功率电压的非同
名端相接。

22.2.3 标准功率源，被检表 (或被检变换器和直流数字电压表)的外壳应直接相接，并和
地电位相接，地电位一般应和被测功率的电压非同名端相接。
    允许将地电位和被测功率的电压同名端相接，但此时被检表 〔或变换器)及直流数字电

压表应该允许这样的连接，并改变连接引起的误差变化值小于被检表允许误差的1沼倍。

22.2.4 连接被检功率的电压和电流回路的引线回路面积应尽量减小，并尽量减小两个回路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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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用标准功率源法检定单

                                      相数字功率表的连接图

之间的藕合。一般采用下列方法达到:
22.2.4.1 两回路的引线用同轴引线连接，或尽量将回路引线绞合在一起。
22.2.4.2 两回路的引线尽量远离。

22.2.5 电流回路的来线和回路之间的漏电流应能忽略不计，必要时可采用等电位屏蔽保护

措施来减小这一漏电流。

22.2.6 电压回路引线压降的影响应该小到可以忽略。

22.3 被检表示值尸二的误差&P二可用下式表示:

                              △尸、=尸二一尸， (3)

式中 Px— 被检表示值;

      尸，— 标准功率源的示值c

22.4 在检定交流功率变换器时，尸二取下式值。

                                P.= Km Up                                (4)

式中 Kp}— 变换器的变换系数;
      Up— 用直流数字电压表测量的变换器的输出电压U‘时的示值，而直流数字电压

              表应符合本规程第8条的要求。

    当变换器被检量限的额定功率值为P�，而对应的直流输出电压额定值为Up�时，则系
数Kp可用下式计算:

                              K,= P�/Up,                              (5)
23 用比较法检定单相数字功率表
23.1用比较法检定单相数字功率表的标准功率表的频率范围和量限及功率因数范围应包括

被检的频率范围和量限及功率因数范围，标准功率表开展检定的频率范围和量限应具有检定
周期内合格的检定证书。

    标准功率表的示值允许误差应小于被检表相应示值允许误差的1/4倍。允许采用示值允
许误差小于被检表相应示值允许误差12倍的标准功率表进行检定，但在其示值上必须用检

定证书给出的数据进行修正，并且标准功率表年不稳定度应不大于被检表基本误差允许值的
1/4倍。

    标准功率表的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间应该在电气上是绝缘的，使得这些回路间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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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的电气连接。

    标准功率表允许采用电压互感器或电流互感器，以达到扩展电压或电流量限或电压、电
流各回路之间的隔离目的，所采用的电压或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允许误差应小于标准表允许误
差的1/10.

23.2 检定用的单相交流功率电源应符合第12条提出的要求。
23.3用比较法检定单相功率表的线路，如图6所示。标准功率表和单相交流功率电源如下
连接，组成等效标准功率源:标准功率表的电压回路应连接在交流功率源的电压输出端上，

而标准功率表的电流回路串联连接在电流电源输出端的非公共端上，这样组成的等效标准功

率源的示值尸，就是标准功率表的示值尸。的负值，即有:

                                  Ps=一Po                                (6)

    如果需要改变标准功率表Po的正负号，允许将标准功率表的电流回路两端对调，这时
有:

                                        P,=Pn                                   (7)

门

|

|
|
|
1
|
|
|
|
|

习

                      图6用比较法检定单相数字功率表的线路连接图

23.4 用比较法检定所得的被检示值P二的误差△P二可用下式表示:
                            AP. = P、一Ps=P二士Po                          (8)

式中 尸。— 被检表示值为尸二时，标准表的示值。而正负号将根据式 ((6)(取正号)或式
            (7)(取负号)决定。

    当被检表是功率变换器时，式 (8)中的P二将由式 (4)表示，式 (4)的内容见22.4

款。

24 在不具备整体检定的条件，而被检表满足附录2的2.1款要求的条件时，允许采用附录

2的部件检定法时对单相数字功率表 (或变换器)进行检定。
    对具体型号单相数字功率表的部件检定方法，应经开展该项检定的单位所属技术管理部

门审查和批准后实行。

    (三)三相数字功率表基本误差的检定方法

2 三相数字功率表基本误差的检定方法在表1所示的条件下按18.2款规定项目进行。本
规程优先推荐标准功率源法和比较法两种三相功率表的检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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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用标准功率源法检定三相数字功率表。

26.1用标准功率源法检定三相数字功率表的连接如图7所示。

    在图中，标准三相功率源的电压输出端 U.,  Ubs,  U.和0g端分别和被检表的相应端

相接，标准源的电流源的同名端球，瓜，1二和被检表电流回路相应的同名端I众，I谧，I二

相接。标准源的非同名端几，Ib,几和被检表的I-, Ibx,人二端相接。标准源和被检表的

外壳相连并接地，而标准功率源的。，线一般接地。被检表的I众，I孟，I二一般分别和U矗，

U},,U二端相接。

    在确定被检功率表电流回路所处电位的影响可以忽略后，允许嵘，I良，1二不和U矗，

U盘，U二中的相应端连接，而和0端相接。

    当被检表是三相三线制时，其表中无零线，被检表不和零线相接。
    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引线的面积应尽量减小，其方法是用同轴线连接回路或将回路连接

线的来、回引线尽量绞合在一起，而各回路应尽量远离以减小相互之间的藕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l
      厂一一一-一 -— -一 各}
      } .‘ ，，.、_ } 那

_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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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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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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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瓦

  歪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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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Ub     Uy

r_    [.(c)
  歪
    Px ra(c )

1二U_     Ug

                      图， 用标准功率源法检定三相数字功率表的连接图

    电流回路来、回线之间的漏电流应小到影响量可以忽略，在用减小引线间导纳的措施无

法达到此目的时，可采用等电位屏蔽保护措施。

26.2 三相标准功率源除应满足22.1款对单相功率源提出的类似要求外还应满足第12条对

三相电源提出的各种要求 (见12.8, 12.9款)。

26.3被检表示值P二的误差&P二可用下式表示:

                              △尸K=尸二一尸， (9)

式中 P,，一被检表示值为尸二时，标准三相功率源的示值。

    当检定是三相功率变换器时，P二的表示式如式 (4)所示，式 (4)的内容见22.4款。

27 用比较法检定三相数字功率表的线路如图8所示。
    在图8中，交流三相功率电源和标准三相功率表组成等效的标准三项功率源，其连接方

法是将电源的电压端U，，Un,U。，及。端和标准功率表的相应端连接，组成等效标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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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用比较法检定三相功率表的线路连接

率源的电压回路相应端，而标准功率表的电流回路同名端I石，1亩，1应和电源回路的非同名

端1- I6, 1。相接，由电源的电流同名端1: , Ie , I,组成等效标准功率源的电流同名端

1;,瑞, 1}。而标准表的电流非同名端了‘，I6o, h组成等效标准三相功率源的非同名端

几，坛，几这样连接的等效标准功率源的示值P:即为标准三相功率表的示值Po的负值;

                                    PS=一Po                               (10)

    可用同时对调标准功率表三相电流回路两端的方法，使下式成立:

                                    P,= PO                                (11)

              比

LL __星__ L}n
            l l

            ! I

to r, Iw，1  1.-  1.}  f,  7,

fn州_we~   !--o}i r,    rm
U,u;

C- 压二_， U.
      ， .

                」 l

。一一寸- w。 卜，一

1}  1;{__」‘·i

图9 用两个单相功率表组成

三相三线制的三相标准功率表

图10用三个单相标准功率表组成

  三相四线制的标准三相功率表

当被检表和标准表均为三相三线制时，则它们线路中均无零 (0)端，这时两表将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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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零端相接。

    等效标准功率源和被检表的连接应按26.1款的要求进行。用这样连接成的等效标准功
率源检定三相被检表的方法就是比较法。

27.2 用比较法检定三相标准功率表应符合23.1款提出的对单相标准功率表的类似要求，

包括各电流回路的相互间，以及与电压回路间在电气上是绝缘的，使得这些电流回路能够进
行任意的电气连接。

27.3 可以用图9和图10的连接方法，将符合23.1款要求的两个或三个单相标准功率表连

接成三相标准数字功率表。这时三相表的示值Po为各单相表示值的代数和。
27.4 允许采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扩展标准表的量限，互感器变比允许的误差，一般
应小于标准表允许误差的1/100

27.5 比较法所用的三相功率电源应符合第12条的要求。

27.6 用比较法检定所得的被检表示值P二的误差△P二用下式表示:

                            APx = P二一Ps=Px1Po                           (12)

式中 po- 被检表示值为p二时，标准表的示值。而正负号由采用式 (10)(取正号)或

            式 (11)(取负号)的连接方式决定。

    当检定三相功率变换器时，式 (12)中的Px将由式 (4)表示，式 (4)的内容见22.4
款。

28 当各单相功率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忽略，并各单元按图9和图10连接组成三相被

检表时，允许采用单相数字功率表的检定方法检定被检表的各单元，这时各单元的引用误差

允许值将与三相表引用误差允许值相等。
    (四)其他项目的检定方法

29 检定数字功率表的频率响应时，其量限和功率因数值及检定条件除频率外，都与检定数

字功率表基本误差相应因素相同。而检定频率由15.2款规定。频率影响仅在量限额定电压
和额定电流所对应的示值下进行。当被检表的误差值均不超过相应频率下的误差允许值时，

认为被检表频率响应合格。

30 耐压和绝缘试验按被检表技术条件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该试验方法应符合有关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

31 电流、电压回路同名端间电位差的影响，在各相电流为零，电压单元为量限额定电压

U。及功率表开展工作的最高频率下进行测量。应分别进行测量。在上述条件下，先将该单

元电流回路的同名端和该单元相应电压回路同名端相接，被检功率表示值为△尸。;再将该端
和电压非同名端相接，功率表的示值将变为△尸u;则该单元电流回路和电压回路间每伏电位

差引起附加误差系数△K,按下式计算:

二二;一AP  ,}PoWN
    一 u}

(13)

32输出端对输人端间电位的影响，在功率因数为1,额定电压U。和额定电流I。及功率表

工作的最高频率下进行测量。先将输出低端和电压回路非同名端相接，功率表示值为Po,
然后将输出低端接至电压回路同名端，功率表示值变为P}，则输出低端电位的附加误差系
数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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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一P� - Po W/VU� (14)

注意:仅在输出端和输人端电气上是绝缘时，才能进行此测量。

33 影响量附加误差系数的测量

    影响量的附加误差系数，一般在感性额定功率因数及基本量限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及基
本频率范围的额定频率下进行测量，其方法如下:

33.1除被测的影响量外，其他影响量及被测功率应尽量稳定，由于它们在测量过程变化而
引起的附加误差变化值可以忽略不计。

33.2 将被测附加误差系数的影响量。调到工作允许变化范围下限值aL，在功率表示值稳定
后读出被检表示值P (a[)}
33.3 将被测附加误差系数的影响量调到工作允许变化范围的上限值ah，在功率表示值稳

定后读出被检表示值P (ah)o
33.4 被测附加误差系数△K，将按下式表示:

△K� =
P (ah)一P (a[)

W/ [a] (15)
ah一 a]

式中 【司 — 影响量。的单位。

                              六 检定 结果的处理

34 检定数据应该有原始记录，并保存两年以上。
35 被检表送检时，应附有上次周期检定以及生产或修理后，首次检定的检定证书。

36 周期检定证书中，应该包括:基本频率范围检定频率下，检定所得各种数据。这些数据
将以额定功率为分母的引用修正值Y的形式给出，即按下式表示:

    一△P}   P:一Px
了=一一石尸一二下丁 于二丁二二

        fn Un二nL又岁5甲n
(16)

式中 △P,— 被检表示值尸二的误差;

          P,一 被检表示值;

          尸‘一 被检功率的约定真值，即标准功率源的示值或标准数字功率表的示值

                Po(按第23.2款或27.1款的规定带有正负号);

U�, I�, ocs"�一 被检表被检量限的额定电压，电流及功率因数。
36二 基本量限的检定数据

36.1.1在感性额定功率因数及额定电压下，给出不少于5个功率值P二的示值修正值
Yo (P,)。即表2，表3及表4中序号1栏的各数据。

36.1.2 对功率因数范围为D.5--1的功率表，还应给出表2第2及第3栏的感性cos(p = 0. 5
的修正值Yoco.5及容性oosp=0.5的修正值YOOD.5 0
36.1.3 对全功率因素和低功率因数的功率表，应给出表3第2及第3栏或表4第3和第4
栏的感性或容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YOL7及Yoco o
36.1.4对低功率因数功率表还应给出表4第2栏中的容性额定功率因数下的修正值。

36.2对每一个检定电压非基本量限，应增加在该量限额定电压U及基本量限额定电流I, o
条件下和36.1款相应的数据，即表2或表3的第4, 5和6栏的修正值，或表4第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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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8栏的修正值。

36.3 对每一个检定电流非基本量限
下和36.1款相应的数据，即表2或表

12栏的修正值。

应增加在该量限额定电压 U。及该量限额定电流

3的第7, 8和9栏的修正值，或表4第9, 10, 11和

表 z 功率因数范围为0.5-1的傲字功率表周期检定结果数据表

引用修正值Y二(P,-尸，)/uI _-p�           P二的侧量条件

%*蔺    't  Yet下rh*.V一备注咔 名 称 代 号 频率{电压 电 流 功率因数

国 场

1 基本量限示值P，的修正值

            一

Y. (P.) I
                  一

Ub (i/,V) 7,o
t-0一J\l

- 沪}= l

毒蔽 2 基本量限感性-T=05的修正值 Yo. 5 fo Um Im 0.5 (L)

3 基本量限然cos9=0.5的修正值 rYom.S fo gm I,., 0.5 (C)

电压’4 电压非基本量限的修正值 Y. ( U.) Ia U� 1,9 - P�= 1
非基
本皿

限

5 电压非基本量限感性。sg>一。5的修正值 Y�..,(U。〕 fo，U� I, fl 0.5 (L)

6 电压非墓本量限容性。，二0.5的修正值 7�m5{口n) fo U� Im 0.5 (C)
          一

电流

非基
本量

限

7 电流非基本t限的修正值
                      一

Y; (I�) ，fa Um

9 电流非基本t限感性-,p=0.5的修正值 {一Y.., (I�) fo Um I�     1  0.5 (L)
9 电流非基本2限容性二，--0.5的修正值 Y.., (I.) fo Um I� {0.5 (C)

符号说明:Ub 基本毋限撅定电压;U}--.电$t限顺定电1,,基本Rpm有 U.=Um; Im- &本量限额定电

        流;In 电流量限额定电流，基本f限有 1. -I.; _v'-一倾定功率因数。在本表中为1, P

        人U.rosf.(被检表示值);ap,{氏〕=p:一Ps(示值p，的误差〕;pi --被测功串约定真位;p二二

        几U}oosq} 量限的倾定功率;1飞一 基本频率范围的检定频率;(L)— 感性功率因教 (C)—

          容性功率因数仁

                      衰 3 全功率因数傲字功案衰周翔粗定结果盆据衰

序号
引用修正值Y= (P,-尸:〕/(L'J�ccsp�) P二的侧f条件

备注
名 称 代 号 预率 电压 电 流 功率因数

贪霞
I

                                                            一

基本I限示值尸二的修正值

一

  Yu (P,) fo UA U/N) 1b
i=0一j\r

一

  - 华, - 1

2 基本t限感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Ya切 A 屿 1b 0 (L)

3 基本t限容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Yoo 7o{九 2m 0 (C)

4 电压非基本量限的修正值 Y�(U ) f. Un fro - "竺1

5 电压非基本量限感性零功率因教的修正值
I

  Y- (Uo) fa U� Im 0 (L)

6l!电压非基本I限容itv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Y,m ( Un) f. U二 I,o 0 (C)

电流
非基

臀{

7 电流非基本t限的修正值 Y; U.) fo一{L'A Ip 26甲n-1

一8 电流非基本t限感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Y团 ( Io)，fo UA
      l

一 电流非基本t限容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Y} U.) fo Um I� 0 (C)

符号说明 u闭— 基本量限的额定电压;U一 量限的额定电压，对基本量限有U"= Um: I. - 基本金限的额

        定电流;h 量限的额定电流，对基本量限有I。二IA; cos"} 额定功率因数，在本表中为1: P-

        人U.-q.(被检表示值八 :\P. (P,)二P:一Ps,示值P的误差;Pr 被检功率的约定真值;h

          基本频率范围的检定频率‘(L)— 感性功率因数;(C)— 容性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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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低功率因致数字功率表周期检定结果致据表

，。一 弓.用修正值，二(;，一;、》2(，n。。则，二)
月」，了 一

                    名 称 代 号 频率
            一

电压 电 流 功率因数

芸霞
1一基本，限示值尸·的修正值 一y。{p、)

一

几 U团
，(，/N)1、
  七二0一汉

二甲。(L)

      一

2 一基本t限容性额定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一
一

一

几 U司 I司 阴甲。(C〕

3 基本量限感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儿切 九 U田 I心 0(L}

4 一基本t限容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7以卫 f0 U团

电压
非基

本t
  限

5 电压非基本量限的修正值 )。(U) f0 Un I闭 、沪(L)

6 电压非基本量限容性的修正值 丫￡(U二) f0 Un I司 姗华(C)

7 电压非基本t限感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7。 (Un)
    一

f0 U。 I心 0{L)

8 电压非基本量限容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了。 (Un) 几IU· I心 0(C)

电流
非基

本量

限

9 电流非墓本量限的修正值 了.(In) 几 U司 In 。甲。(L)

l0 电流非基本量限容性的修正值 y〔(1。) 几 一蝙 In
一

明甲。(C)

l1 电流非基本量限感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了1切(In) 几 U司
一一
}

}
0(乙)

l2 电流非基本t限容性零功率因数的修正值 了。 (In) 几 Ud In 0(C)

定电流;In— 量限的倾定电流，对基本t限有1。二r而 姗罕劝一一倾定功率因数;尸二二人ux二华、〔被

检表示值》;妒 二(氏)=p二一凡 (示值尸:的误差);p，— 被检功率约定真值;fo一一基本颇率范围的

检定频率;(L)、(C)— 感性、容性功率因数。

36.4对用尸要求增加指定的姗甲值的检定，按对应额定功率因数低功率因数功率表(表
4) 的规定给出检定数据。

37 周期检定的检定证书中，还可包括根据用户要求进行其他测量项目的检定结果。

38 对新生产或修理后首次检定的检定证书中，除应该包括36条，37条的各种数据外，还
有下列内容:

38.1对每一个进行测量频率响应的检定频率，都应给出和36条对应的数据，但基本量限

在感性额定功率因数下的检定，仅在量限的额定电流场值下进行。
38.2 其他首次检定项目的检定结果。

39 当检定给出的各修正值都不超过技术条件的允许值时，被检表被认为检定合格。
    检定合格的被检表给检定证书。部分量限或频率范围检定合格的被检表允许发给带有限

制使用范围专用章的检定证书，允许使用的量限及频率范围为周期检定合格，并且是首次检
定合格的量限和频率范围。

    检定不合格而不准使用的数字功率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要说明不合格的原因。

40 检定数据的化整，应按四舍五人的扩展方法进行，修正值的化整间距，不得大于被检表
允许误差的1/4，不得小于被检表允许误差的1龙氏

七 检 定 周 期

41 数字功率表的检定周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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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1 原 始 记 录 格 式

些室退竺卫垦
号

号

型

编

仪器名称

送检单位

倾率 {t限
(比) 1(v/A)

被测功率参翻次 一}被检表示值}标准表示值 引用修正值 (尸‘Pt〕/p二

        {10一月)
                        一

‘汇碑sp !v‘v) 1(A) (V或 W) 〔V或 W)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l>}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 } } } }

温度

湿度

℃

%

检定歹
校验 夕 年 月 日

附录2单相数字功率裹的部件检定方法

2.1 仅在下列条件下，允许对单相数字功率表用部件检定法进行检定。

2.1.1 电压量限转换器，电流量限转换器，乘法器及直流数字电压表，仅通过乘法器的输

人量X。、X;及输出量U二相互作用，而其相互间干扰的影响对数字功率表的误差相比是可
以忽略的(一般应小于数字功率表允许误差的1店倍)。

2.1.2各戈。、戈、及u二的量能够在功率表外测得，并反应它们在功率表工作的实际数值。
2.1.3 各部件相互连接时，线路连接引起的附加误差可以忽略。

2.1.4 乘法器的两输人量为两额定值相同的同名量 (电压或电流)。
2.1.5数字功率表的功率因数变化范围为0一1。

2.2单相功率表可以分别检定下列项目的误差极限值，并经综合得出单相功率表的示值的
误差极限值。

2.2.1 电压各量限转换器的变换系数相对误差了腼及时间常数几。。
2.2.2 电流各量限变换器的变换系数相对误差y拓及时间常数:沙

2·2·3直流电压表的各示值的基本误差△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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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乘法器在。}= 1条件下，输出电压U二的误差值△U，二，。
2.2.5 乘法器的角误差值6x}
2.2 零功率因数下乘法器的不平衡误差△U_,

2.3 各部件检定结果的允许误差值应不大于部件本身允许误差值的1/4倍，部件检定按表
1所列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2.4 电压量限转换器和电流量限变换器一般在各量限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进行检定。

    当电压量限转换器和电流量限转换器的负载系数所引起的附加误差可忽略时，允许在任
意电压或电流下进行检定。

    电压量限转换器，事实上是交流分压器或交流两端电导;电流量限转换器，事实上是交
流分流器或交流四端电阻;可分别用侧量交流分压系数、交流分流系数，交流两端电导及四

端电阻的方法进行检定。

2.5功率表的所属直流数字电压表应用直流数字电压表的检定规定进行。
    一般被检定的直流数字电压表示值为 (0一10) x0.1 U�，其中U。为功率变换器的额

定输出电压。

    检定结果以示值Up绝对误差△UP(UP)的形式给出。
2.6在功率因数Co rp=l时乘法器的输出电压误差可用交流标准电压源及感应分压器(或

用交流标准电流源及感应分流器)控制X。和X;的幅值和相互同相，X。的幅值控制相对误

差应小于乘法器允许引用误差允许值的lib倍。用弧度表示的X。和X;的同相控制误差应小

于乘法器引用误差允许值平方根的1/2倍。这时误差△U，一1的值的测量方法如下:

    在基本频率范围的检定频率下，调节戈j的值，使X;= (0-5) x0.2X,,〔其中X;m是
量限X;的额定值)。在表1所示的检定条件下测量乘法器的输出电压U二，则有:

                    AU-'=1 (X�, X;)=U二一K,X}X; (2-1)
2.7 乘法器的角误差，在X;=X;�, X�=X。条件下进行检定。为此在乘法器输人端加上输

入量X1和X2，其值应有:

X1=X2=Xin=X-
  八

XX= (,r/1 +a) rad (2-2)

式中a是很小的量。

    先将X2加在X� -端，X1加在X;端，乘法器输出电压为Ua;再将xl加在X。端，

戈:加在X;端，乘法器输出电压为U01;则S二可用下式表示:
      U。一〔in,

s.二一 "六下一                        -- rnd
          tLJ -

(2-3)

式中 U_— 乘法器的额定输出电压值。
    式 (2-2)示中的Q应该小到使下式成立:

                        }U0,+U0,I<10U (8x) XU,m

式中 U (S,)— 乘法器相应频率下角误差Sx的允许值;
          u-— 乘法器的额定输出电压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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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 :

在零功率因数条件下，乘法器不平衡误差△U、的测量。测量G,Ux�j的乘法器输人量如

X,=X��

X2=士(0一5) x0.2X}
    人

(2-5)

                          (X, X2二(it 2+a) rad

式中 a是很小的量，而x:正负值的变化可以用x2输出端倒向达到。供给输人量X2的电

源应允许这样的倒向，并确保倒向的相角义，方:准确变化180%

    在基本频率范围的检定频率下，将戈，输人乘法器的戈。端上，将符合式((2-5)中第2

式各值的父:输人乘法器的父，端，在X2二+I X2}时，乘法器的输出电压为UOI (X2),当
凡=一{凡}时，乘法器的输出电压为U'二〔X2)，则在X:值下的△U,,，可用下式表示:

                                叽1 (X2)+U'O, (X2)                            AU.�;=一 (2-6)
                                  。甘灿 2 、一 -

同样a角应小到使下式得以成立:
                        !U‘二一UGI151OU (sx) x u_                                 (2-7)

式中 U (8,)及U_的意义同式 (2-4) o
    在非基本频率范围的检定频率下，上述U二值仅在X2=XJ直的条件下进行检定。

2.，在周期检定时，本附录的2.4, 2.6, 2.7和2.8各项试验在工频段的任一频率或用户

指定的频率下进行。
2.10按本附录进行部件检定的结果可在检定证书中直接给出，也可换算成表3中相应的数

据，由检定证书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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