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 言

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存以备今后使用参考。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疑问，

请及时联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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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发电机特性综合测试系统是专门为完成发电厂发电机组大修后电气启动试验而设计的，

它可完成发电机的各种特性曲线（发电机空载、短路、灭磁、零起、±10%阶跃、频率试验

以及励磁机的负载试验等）的实时测量和分析，具有测量信号多、精度高等特点。

二、技术特点

1. 采用标准接口，以适应各类电厂（火力发电厂、水力发电厂、核能发电厂等）的需要。

2. 可进行自动采集数据，也可进行交互式采集数据。

3. 实时绘制特性曲线，使测试更直观。

4. 可进行波形对比，将实测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同坐标对比，以利于判断。

5. 检测数据稳定、精确、可靠，从而能正确判断电机的检修情况，以确保发电机正常运行。

6. 采用图表输出方式，更易于分析判断和存档。

7. 采用工控机主板，大屏幕液晶显示器与测试单元一体化设计，可靠性更高

8. 本系统程控化程度高，大大降低了测试复杂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性。

9. 6 路电压信号处理采用先进的电磁感应、光电隔离原理，测试精度高，响应时间快、性

能稳定。输入与输出完全隔离，隔离电压大于 3KV，过载能力可持续 2 倍于标称电压（3

相 150V、3 相 750V），输入阻抗大于 150KΩ（或 750 KΩ）。

10. 3 路电流信号处理采用钳式电流传感器，现场接线方便、安全，测试精度高，响应时间

快、性能稳定。输入与输出完全隔离，隔离电压大于 3KV，可持续过载能 2 倍于标称值，

瞬时 20 倍 60 秒过载。

三、技术性能

1、12 路信号的接入特性：

0∽150V 交流电压 3 组 （定子二次电压）

0∽750V 交流电压 3 组 （励磁机定子二次电压）

0∽10mA 交流电流 3 组 （定子二次电流经钳式电流传感器）

0∽±75mV 直流电压 2 组 （发电机转子电流）

0∽±1000V 直流电压 1 组 （发电机转子电压）



3

2、精度：

12 路信号精度 0.5 级

A/D 采样 12 位，速率 125kHz

3、响应时间：≤20ms

4、2 个 USB 接口：数据导出使用

5、启动方式：手动；自动

6、电源：AC220±10%

7、仪器外型：330×310×202、仪器重量：15kg

四、测试准备

信号接入是在仪器的盖板上。接线端子布局及定义如下图

①：发电机定子电压接入端子。

②：发电机定子电流和主励磁机定子电流复用端子。该信号通过随机提供的钳式电流传

感器接入，不能将定子二次电流直接接入。

③：主励磁机定子电压接入端子。

④：发电机转子电压接入端子。

⑤：发电机转子电流接入端子。该信号是通过分流器接入的直流 75mV 信号。

⑥：主励磁机转子电流接入端子。该信号是通过分流器接入的直流 75mV 信号。

对于 Uf、If、Ilf 三个信号一定要注意正负方向。不用的直流参数通道用短路线短接。

用钳式电流传感器卡在发电机（或主励磁机）定子的二次电流接线上，按照不同相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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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Ic 将钳子的引线分别接在 Ia、Ib、Ic 信号接口上。

仪器后面板上的接地端子通过连线接入系统地。

五、建立（选择）测试信息

在检查完发电机、励磁机信号线接入信号的相应通道中，并确保接线准确无误后，接入

键盘、鼠标，打开测试仪器的电源。

在计算机桌面上用鼠标双击《发电机测试》，运行系统软件，在测试界面的菜单栏中选

择选项→选择机组。

会出现以下画面：

如果是已有电厂，接着再选择要试验的机组号；

如果没有要试验的电厂或机组，则选择添加电厂和添加机组按键，以及励磁方式（机端

励磁或旋转励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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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机端励磁，则在记录发电机空载和短路曲线时，必须将发电机转子电流（励磁电

流）接入 If 通道。

如果是旋转励磁，则在记录发电机空载和短路曲线时，必须将励磁机转子电流（副励磁

电流）接入 ILf 通道。

对于不选用的直流通道，用短接线短接。

在测试界面的菜单栏中选择选项→系数表。

出现以下画面。

这个表中的数字在仪器出厂前已填写好，用户不要轻易改变。如果发现某个通道的数据

有偏差，可通过修改这个表中相应通道系数达到校正的目的。校正方法在后面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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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发电机测试

选择好要做试验的机组后，在试验界面的菜单中选择任务→试验

然后会进入一个试验选项，根据将要进行的试验，进行选择，界面如下：

从中选择将要进行的试验类型，接着选择要测量的参数、一次到二次的变

比、一次值的额定值。精度指的是保留小数点后的位数。

在交流参数表中选择要记录的参数后，点击下一步，进入直流量的选择表，选择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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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后，然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启动方式的选择和显示界面设置。

变比的设定：在上面交流参数表格中，均填入一次值，系统自动求变比；在下面的直流

量表格中，Uf 变比直接添 1，If（发电机转子电流）和 Ilf（励磁机转子电流）添分流器原

边值。

参数的选择：发电机空载、短路试验除了要选择发电机定子参数外，还必须选择 If（发

电机转子电流，机端励磁时选）或 Ilf(励磁转子电流，旋转励磁时选)，发电机灭磁、零起、

10％阶跃试验可只选择发电机定子参数，也可在选择发电机定子参数的同时选择励磁电压励

磁电流和副励磁电流。

对于以时间为参变量的试验（零起试验、10%阶跃试验、灭磁试验）可选择人工启动方

式或自动启动方式，界面如下

当选择人工启动方式时，可在试验开始前倒数读秒 5、4、3、2、1，当读到 2 时点击试

验界面上的启动按钮，系统开始自动记录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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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自动启动方式后，点击启动按钮，系统测量参数在 0.1 秒的变化量，当达到设定

值时，系统开始记录数据，并适当保留采样前的一些数据，便于分析。

当试验记录完成后，点击试验完成按键，并点击菜单中文件→保存数据。

在进行发电机空载、短路试验时，纵坐标和横坐标的取值范围是按试验时，最大试验值

与对应额定值的比值来大致选取。比如：纵坐标选用 1.3，则表示纵坐标显示的最大值为定

子电压（或电流）额定值的 1.3 倍；同样横坐标也是这样表示的。

在进行发电机灭磁、零起、10％阶跃试验时，纵坐标的取值范围是按试验时，最大试验

值与对应额定值的比值来大致选取。横坐标的取值是按试验的持续时间大致取值。

七、数据分析

调入波形 选择好要做试验的机组后，如果是分析已做过的试验数据，在试验界面的菜

单中选择文件→打开数据，在数据列表中选择要分析的试验数据。选择后，可连续点击过程

重现键，试验曲线会依次画出；也可直接点击任务→显示曲线。

对比波形 当您需要对比分析同一机组的不同次试验数据时，可在菜单中任务→曲线对

比，在数据列表中选择要对比的试验数据。

录入数据 当您需要记录该机组的历史数据时，在试验界面的菜单中选择文件→录入数

据，这时软件会提示您选择所要录入的试验类型，在选择完毕后，继续选择所要录入的参数、

数据量、日期等，最后在数据编辑栏中添入试验数据，退出。

编辑数据 当您录入完数据后，可通过调入波形查看所录入数据的正确性，如果曲线的

走势与以前的试验曲线不符，则在录入数据时有误，这时可通过编辑数据来修正。方法如下，

在试验界面的菜单中选择文件→编辑数据，这时则会出现数据编辑栏，改正录入有误的数据，

保存、退出。

饱和系数 你也可在试验界面的菜单中选择分析→饱和系数（短路比）来分析发电机空

载时的饱和系数，也可分析发动机的短路比（短路比计算时，要选择同一机组的空载数据和

短路数据）。

对于发电机短路比的计算，需要选择同一次试验的空载数据和短路数据，系统会自动计

算出短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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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电机饱和系数的计算，需要选择试验曲线起始阶段合适的两点，便于系统依此斜

率来计算饱和系数。

灭磁时间常数 对于发电机灭磁时间常数的计算，需要选择试验曲线起始点，即曲线上

开始下降的那一点，用对话框中基点提示框中的箭头来选取，同。



10

时观察曲线上十字叉的走向和对话框中基点值的变化，系统会自动计算出起始点到

0.368 处的灭磁时间

超调量δ 对于发电机零起、阶跃试验的分析计算，需要选择试验曲线起始点和稳定后

的位置点，系统会自动给出超调量δ，调整时间 t。

对于 10%阶跃试验，还要告诉系统具体试验类型，如果是－10％阶跃，则选取对话框中

的负 10％阶跃。

波动次数要求用户根据波形的分析变化来填入，而非系统自动填入。

对于系统给出的数据录入功能，使用时要注意，对于同一机组同一次检修后的不同试验

类型，在时间的输入上要有间隔区别，那怕是分钟上的区别也可以，防止不同试验数据冲消。

本系统还有数据编辑功能（数据编辑功能的使用是防止用户在数据输入时的疏忽，以备

修改使用）、数据打印以及波形打印功能，其操作很方便，每一步都有相应提示，这里不再

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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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试验参数的变比，如果是通过 PT、CT 得到的二次量或通过直流分流器得到的 75mV

量，则在变比中填入一次量值，系统会自动得到变比值，如发电机定子电压 Uab 一次到二次

的 PT 标称值为 10500/100，则在变比中直接填入 10500。

如果是将直流励磁机（发电机转子）的电压 Uf 直接接入，变比添 1。

如果是交流励磁机定子电压 Uabf 直接接入，则变比填 100。

八、系数表校正

如果发现某个通道的数据与校正表的数据有差别，可点击软件运行后的《选项》菜单中

的“系数表”，通过更改通道系数来校正通道。

比如：发现 If 通道或 Ilf 通道的值偏小，假如测量值为 800A，校正值为 1000A，用校

正值/测量值 1000/800=1.25，与该通道系数相乘，得到的值添入该通道系数栏中。原通道系

数为 1，乘得到的比值 1.25，1×1.25=1.25，用 1.25 替换原通道系数 1。

同样，如果发现 Vab 或 Ia 的测量值与校正值有偏差，可用（校正值/测量值）得到的值

与该通道系数相乘，得到的值替换原系数。比如 Vab 的测量值为 1000V，校正值为 800 V，

用校正值/测量值 800/1000=0.8，与该通道系数（150）相乘（0.8×150=120），用得到的值

120 替换原通道系数 150。

在通道系数校正之后，点击右上角的确定按钮。

九、注意事项

1、在进行发电机空载和短路试验时，在每个测试点上需停留 10 多秒钟，以保证测试的准确

性，尤其是在曲线的下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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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在测试点上未停留足够时间造成的畸点

图 B 正常测量图形

2、直流通道在不使用时，用短路线短接。

3、接线完毕后，一定要检查是否接好，尤其是电流二次量。

十、系统配置

测试仪器 1台

鼠标 1个

计算机键盘 1个

钳式电流传感器 3把

电源线 1根

接地线线 1根

发电机特性综合测试系统使用说明书 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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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售后服务

若因本产品的质量问题而不能正常使用的，本公司将有如下的服务承诺：

1． 三个月内包退，一年包换，三年免费维修，终身优惠维修。

2． 根据顾客要求免费上门安装调试。

3． 对顾客投诉 48 小时内答复处理。

4． 返修品一个月内送达客户手中。

以上服务承诺不包括人为损坏及操作不当对仪器造成的损坏。

软件安装须知：将提供光盘上“发电机测试”文件夹复制到电脑中，并将该文件夹中所有文件的属

性该为“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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