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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电能质量对电网稳定及电力设备安全运行具有重大的影响，给用户提供优质的电能是

保证用户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和设备使用寿命的前提条件。供电电压质量是电力系统电能

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也是电力公司创一流供电企业的重要指标之一。 

本款电压监测仪依据标准：《电压监测仪使用技术条件》（DL/T500-2009）研发和制造，

是电力系统专用仪表，可以对电网供电电压质量进行监测、统计、储存。 

电压监测仪可采用 RJ45 以太网或 GPRS 与主站实现通讯， GPRS 通讯结构如图 1-1。 

 

图 1-1 电压监测仪 GPRS 通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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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与安装 

2.1 结构 

电压监测仪各模块结构如图 2-1 所示。 

 

图 2-1 电压监测仪结构 

2.2 接线 

接线端口如图 2-2 所示，AC 端连接供电电源，L1~3、N1~3 连接监测电网。最多可监

测三路电压，如果只需监测一路，请连接 L1、N1；如果只需监测两路，请连接 L1、N1

和 L2、N2。 

 

 

图 2-2 接线 



 

                                                             产品用户手册 << 3 

 

电压监测仪 

2.3 指示灯状态 

表 1 指示灯状态 

 常暗 常亮 闪烁 

通道 1 —— 上电 掉电 

通道 2 停止测量 上电 掉电 

通道 3 停止测量 上电 掉电 

运行 —— 系统运行正常 系统升级中 

网络 —— 主站连接正常 未连接主站 

传输 无数据传输 —— 数据传输中 

注：“— —”符号代表指示灯无此状态 

2.4 按键 

表 2 按键功能 

上方向键 向上移动选中；编辑时数值增大，或向上滚动列表项。 

下方向键 向下移动选中；编辑时数值减小，或向下滚动列表项。 

左方向键 向左切换界面；编辑时向左移动光标位置。 

右方向键 向右切换界面；编辑时向右移动光标位置。 

菜单键/确定键 进入菜单界面；编辑时保存数据。 

取消键 返回上层菜单；编辑时取消数据更改。 

2.5 PS/2 接口 

 

图 2-3 PS/2 接口 

表 3 PS/2 接口指示 

编号 功能 备注 

1 RS232 RXD -- 

2 RS232 TXD -- 

3 报警输出 -- 

4 GND -- 

5 GND -- 

6 秒脉冲 5V 1Hz，50%占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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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操作 

3.1 接入通信主站 

使用 GPRS 方式接入主站： 

1) 插入 SIM 卡； 

2) 进入“参数查看和设置”中的“通信参数”页面； 

3) 修改“通信方式”为 GPRS； 

4) 修改“主站地址”为当前使用主站的 IP 地址； 

5) 修改“主站端口”为当前使用主站的端口。 

使用以太网方式接入主站： 

1) 接入网线； 

2) 进入“参数查看和设置”中的“通信参数”页面； 

3) 修改“通信方式”为 Ethernet； 

4) 修改“主站地址”为当前使用主站的 IP 地址； 

5) 修改“主站端口”为当前使用主站的端口； 

6) 修改“本机 IP”以及“本机 GATE”，与当前使用主站的 IP 处于同一网段。 

修改好参数后，设备会自动连接到主站，修改参数请参考章节 3.5。 

3.2 查看实时电压 

终端界面默认显示实时电压界面，可查看各监测回路实时电压值、实时时钟、备用电

池状态、GPRS 信号状态以及终端锁状态，如图 3-1。 

用户进入菜单后，可以按“返回键”回到实时电压界面；当用户不再操作按键，一分

钟后界面会自动跳转到实时电压界面并关闭背光灯。 

 

图 3-1 实时电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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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询统计数据 

按“菜单键”进入主菜单界面，上下移动选中“监测点数据查询”，按“菜单键”进入，

选择查询“日统计数据”或“月统计数据”。日统计可以查看最近 60 天的数据，月统计可

以查询最近 12 个月的数据。 

统计界面默认进入时查看回路 1 的数据，如需查看其他监测回路数据，按“左右键”

可切换到其他回路。 

3.4 查询告警事件 

按“菜单键”进入主菜单界面，上下移动选中“监测点数据查询”，按“菜单键”进入，

选择查询“事件记录”，可以查看最近 256 条记录（实际存储 512 条记录，供主站查询）。 

如图 3-2 所示，告警事件界面按“左右键”可以切换监测回路，按“上下键”可查看

该回路的各条告警事件。 

 

图 3-2 告警事件 

3.5 更改参数配置 

按“菜单键”进入主菜单界面，上下移动选中“参数查看和设置”，按“菜单键”进入，

可查看并修改各参数项。 

当终端锁处于关闭状态时，需要先输入密码才能更改参数项，默认的终端密码为

990000，且不允许更改。 

在参数更改界面中左右移动选择更改位置，“上下键”改变值，按“菜单键”保存修改。 

更改监测通道数，终端会自动重启。 

3.6 系统维护功能 

主菜单中“装置管理与维护”提供 GPRS 模块状态查询、装置复位、清除所有统计数

据、恢复出厂设置等功能。 

1) GPRS 模块状态：提供信号强度、GPRS 拨号 IP 和 SIM 卡 CCID 号查询；信号强

度大小为 0~31，数值越大，信号越强； 

2) 装置复位：立即保存当前数据及状态，然后自动重启终端； 

3) 清除所有统计数据：将所有已保存的日、月统计数据全部删除； 

4) 恢复出厂设置：删除所有统计数据、删除告警事件、参数还原为默认值并重启终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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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详解 

4.1 数据采集与处理 

1) 电压监测仪对被测电压采用有效值采样，采样周期为每秒 5 次，并作为预处理值

贮存。1 分钟作为一个统计单元，取 1 分钟内电压预处理值的平均值，作为代表

被监测对象即时的实际运行电压； 

2) 电压监测仪按照整定电压上、下限值，根据 1 分钟平均值，统计当前（小于 1 日）

电压监测总时间、电压越上限累计时间、电压越下限累计时间、电压合格率、电

压越上限率、电压越下限率、最大与最小电压值及出现时刻；统计当月的电压监

测总时间、电压越上限累计时间、电压越下限累计时间、电压合格率、电压越上

限率、电压越下限率、最大与最小电压值及出现时刻、停电次数及停电时间； 

3) 被监电压大于 40%Un 时，电压监测仪仍能正常监测。 

4.2 数据存储 

1) 电压按日统计数据，电压 1min 平均值（每分钟 1 个共 1440 个数据点），保存时

间为最近 1 年； 

2) 电压按月统计数据，保存时间为最近 12 月； 

3) 电压监测仪的设备事件及每个通道事件（共 3 路）都将保存最近 512 条记录（总

共 4*512=2048 条），事件类型包括：电压越限、越限恢复、停电、来电、参数变

更； 

4) 电压监测仪断电后数据能保持 3 年以上不丢失。 

4.3 数据上送 

1) 电压监测仪支持日统计数据，月统计数据，分钟统计数据主动上传，上传时间可

自由设置； 

2) 电压监测仪支持事件主动上传，当产生事件时，事件会被立刻上传至主站； 

3) 电压监测仪可随时响应主站召唤，包括所有统计数据及事件记录。 

4.4 通信 

4.4.1 以太网通信 

电压监测仪提供 RJ45 以太网接口，支持符合规范的网络通信。 

4.4.2 GPRS 通信 

电压监测仪无线通信满足以下要求： 

1) 无线通信模块采用业界主流厂商工业级的无线通信芯片； 

2) 具备自动附着网络功能，在通信链路出现异常时能自动重新连接网络，恢复链路。

在连续三十次连接网络失败后，能够自动对无线通信模块单独断电复位； 

3) 支持时刻在线，设备加电自动上线并保持； 

4) 采用加强、外置型天线。 

4.4.3 通信规约 

电压监测仪通信规约遵循《广东电网公司电压监测系统通信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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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通信规约根据各地市供电局要求会有调整。 

4.5 软件升级 

电压监测仪软件升级满足以下要求： 

1) 电压监测仪支持本地以太网和远程 GPRS 升级功能； 

2) 电压监测仪的软件升级保证电压监测仪内的数据安全，确保数据格式兼容； 

3) 软件升级失败时自动恢复至上一版本，并恢复运行； 

4) 软件升级完成后会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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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能和参数指标 

5.1 电源 

5.1.1 供电电压 

本产品工作电源既可单独供电，又能够从监测电压上取电，电源工作电压要求如表 4

所示。 

表 4 工作电源 

工作电源额定电压（Ug） 100V 220V 380V 

工作电压允许偏差 Ug×（60～130%） 

工作电源频率偏差 -6%~20% 

5.1.2 消耗功率 

设备的功耗性能如表 5 所示。 

表 5  功耗性能 

额定工作电压 通信要求 功耗要求 

100V 
带无线通信模块 ≤5VA 

不带无线通信模块 ≤3VA 

220V/380V 带无线通信模块 ≤6VA 

5.2 RTC 时钟 

RTC 电池：为 RTC 时钟提供电流，电池的使用寿命大于 5 年。 

时钟精度：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内，精度≤±1s/d。 

5.3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20℃～+70℃； 

相对湿度：5%~95%； 

大气压力：79.5kPa～106.0kPa。 

5.4 备用电源 

设备中配有锂电池，在断电情况下，能够为系统提供持续电流，维持系统正常运作 20

分钟以上，确保停电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将信息传回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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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电压测量精度 

监测额定电压 Un（1±20%）范围内，电压测量误差不超过±0.2%。 

5.6 电磁兼容性能（EMC） 

设备的电磁兼容性能如表 6 所示。 

表 6  电磁兼容性能 

实验项目 实验标准 实验等级 测试结果 

静电放电抗扰性能 GB/T17626.2 4 级 通过 

电磁场辐射抗扰性能 GB/T17626.3 3 级 通过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性能 GB/T17626.4 4 级 通过 

高频阻尼振荡波抗扰性能 GB/T17626.12 4 级 通过 

浪涌（冲击）抗扰性能 GB/T17626.5 4 级 通过 

5.7 温湿度性能 

5.7.1 高温性能 

按 GB2423.2-2008 规定，监测仪在工作状态下加温至 70℃2℃，保持 72h，监测仪

未出现损坏或信息的改变，并能正常工作；试验中，电压测量误差≤0.2%。 

5.7.2 低温性能 

按 GB2423.1-2008 规定, 在工作状态下降温至-10℃±3℃ , 保持 16h，监测仪未出现

损坏或信息的改变，并能正常工作；试验中，电压测量误差≤0.2%。 

5.7.3 交变温热性能 

按 GB2423.4-2008 规定，监测仪所有电压回路加额定电压，温度降低方式采用方法 1，

上限温度为 55℃±2℃，在不采取特殊措施排除表面潮气条件下，试验 6 个周期。试验中

及试验后，监测仪未出现损坏或信息的改变，并能正常工作；试验中，电压测量误差≤ 0.2%。 

5.7.4 耐恒定湿热性能 

按 GB/T 2423.3 中规定的恒定湿热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能承受严酷等级为：温

度＋40℃±2℃、相对湿度（93±3）%，持续时间 16h 的恒定湿热试验。在试验期间及试

验后，电压监测仪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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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绝缘性能 

5.8.1 绝缘电阻性能 

电压监测仪各电气回路对地和各电气回路之间的绝缘电阻性能如表 7 所示： 

表 7  绝缘电阻性能 

额定绝缘电压（V） 
绝缘电阻要求（ MΩ ） 测试电压（V） 

正常条件 湿热条件 

U≤60 ≥10 ≥2 250 

60＜U≤250 ≥10 ≥2 500 

U＞250 ≥10 ≥2 1000 

5.8.2 绝缘强度 

电压监测仪电源回路、交流采样回路各自对地和电气隔离的各回路之间，能够耐受如

表 8 中规定的 50Hz 的交流电压，历时 1min 的绝缘强度试验。试验时未出现击穿、闪络，

泄漏电流未大于 0.4mA。 

表 8  绝缘强度性能 

额定绝缘电压（V） 试验电压有效值（ V） 测试时间（ min） 

U≤60 1000 1 

60＜U≤250 2000 1 

250＜U≤690 2500 1 

5.8.3 冲击耐压 

电压监测仪电源回路、交流采样回路各自对地和无电气联系的各回路之间，能耐受如

表 9 中规定的冲击电压峰值，正负极性各 10 次。试验时无破坏性放电（击穿跳火、闪络或

绝缘击穿）。 

表 9  冲击耐压性能 

额定绝缘电压 试验电压有效值 额定绝缘电压 试验电压有效值 

U≤60 2000 125＜U≤ 250 5000 

60＜U≤125 5000 250＜U≤ 4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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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机械性能 

电压监测装置能承受表 10 所列的试验，试验结束后，设备无损坏，能够正常运行。 

表 10  机械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振动试验（非包装状态） 

频率循环范围：5～55～5Hz 

驱动振动（峰值）：0.19mm 

扫频速率：≤1 倍频程/min 

在共振点上保持时间：10min 

在共振点上驱动振幅（峰值）： 

1.59mm(5Hz≤f≤10Hz) 

0.76mm(10Hz<f≤25Hz) 

0.19mm(25Hz<f≤55Hz) 

工作状态：非工作状态 

振动方向：x、y、z 

冲击试验 

加速度：294m/s2 

脉冲持续时间：11±1ms 

脉冲次数：6 个面，每面三次(共 18 次) 

工作状态：非工作状态 

波形：半个正弦波 

倾斜跌落试验 

跌落高度或角度：10mm 或 45° 

跌落次数：以底面 4 个边为轴各跌落 1 次(共 4 次) 

工作状态：工作状态 

运输试验 

振动频率：5、10、20、30Hz 

加速度：9.8±2.5m/s2 

振动时间：每个频点 30min 

振动方法：垂直固定 

自由跌落：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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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维护 

表 11 故障与解决 

序号 故障现象 错误原因 解决方法 

1 网络指示灯一直闪烁 连接主站失败 
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 SIM 卡是否插好，天线是否连接上。 

2 通讯时有时无 天线信号弱 检查天线放置地点信号是否正常。 

3 不能再通讯 SIM 卡被停机 
检查 SIM 卡是否欠费，GPRS 功能是否被关

闭。 

4 电池电量图标显示为“X” 电池故障 是否备用电池未接入，或者电池已损坏。 

5 实时电压值显示为“--” 监测回路未开启 参数设置中更改监测通道数。 

 

7. 服务承诺 

我司保证每一台产品在出厂时无任何质量问题。产品保修期为一年，保修期从发货日

开始计算。对保修期内的产品提供免费维修服务，并保证维修期不超过 30 天。 

如若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误用、拆卸、疏忽、意外、非正常操作造成的产品损坏或者

产品过了保修期，我司将不提供任何免费维修服务。 

 



 

 

销售与服务网络 

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黄洲工业区 7 栋 2 楼 

邮编：510660 

网址：www.zlg.cn 

全国销售与服务电话：400-888-4005 

销售与服务网络： 

广州总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黄洲工业区 7 栋 2 楼 

电话：(020)28267985  22644261 

上海分公司：上海 

上海市北京东路 668 号科技京城东楼 12E 室 

电话：(021)53865521  53083451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08 号豪景大厦 A 座 19 层 

电话：(010)62536178  62635573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72 号电子大厦 12 楼 

电话：(0755)83640169  83783155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珞瑜路 158 号 12128 室（华中电

脑数码市场） 

电话：(027)87168497  87168397 

 

上海分公司：南京 

南京市秦淮区汉中路 27 号友谊广场 17 层 F、G 区 

电话：(025)68123942  68123936 

 

上海分公司：杭州 

杭州市天目山路 217 号江南电子大厦 502 室 

电话：(0571)89719491  89719493 

 

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科园一路二号大西洋国际大

厦（百脑汇）2705 室 

电话：(023)68796438  68797619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一环路南二段 1 号数码科技大厦 403 室 

电话：(028)85439836  85432683 

西安办事处 

西安市长安北路 54 号太平洋大厦 1201 室 

电话：(029)87881295  87881296 

 

 

 

请您用以上方式联系我们，我们会为您安排样机现场演示，感谢您对我公司产品的关注！ 

 

全国服务电话：400-888-4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