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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030B 三相交直流多功能标准源 
一、概  述 

三相交直流标准源是本公司最新开发研制的高精度多功能标准源【源表

一体便携式检定装置】系列产品之一。该装置的核心技术是 ARM+FPGA；高速

高精度 D/A 转换器与直接数字合成技术（DDS）。产品内置高精度参数标准，

采用模拟闭环反馈和数字 PID 调节,使输出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功率、

电能（选项）等即为长期稳定跟踪设置数据。 

装置具有精度高、工作稳定可靠、操作方便灵活等特点。 

 

二、主要功能及特点 

 

 

 

 

 

可检验电力系统中各种电表【电能表（选项）、电压表、电流表、功率

表、频率表、功率因数表、相位表】的基本误差，电压、电流、波形、

功率因数等影响量引起的改变量等。 

电源部分可生成具有 2～32 次谐波的畸变波，谐波个数、次数、幅度以

及谐波对基波的相位均可程控。 

采用高精度大功率精密运放，工作频带为 40Hz～1kHz，具有良好的线性。

双重输出保护，使输出信号具有高保真、高抗冲击的能力。 

设有 RS-232 接口和 USB（选件）接口。由 PC 机控制本装置可对各种仪表

进行检验，并对结果进行处理和管理。 

采用精美铝合金机箱，外形美观，整机重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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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技术指标 

交流输出： 

输出电压电流： 

▽ 输出电压范围： 0 ~ 600V 

▽ 额定电压量程： 25V、50V、100V、200V、400V、600V 

▽ 输出电流范围： 0 ~ 24A 

▽ 额定电流量程： 0.1A、0.5A、1A、5A、10A、20A 

▽ 电压电流调节范围   0～120%      

▽ 电压电流调节细度 5×10－5 

▽ 电压电流准确度：误差≤0.03%（读数）±0.02％（满度）；0.05

级 

▽ 电压电流输出功率： 各额定量程  满度 100%   

输出时 ，输出功率不小于 20W 

输出频率： 

▽ 频率范围：45Hz ~ 65Hz         

▽ 频率分辨率：0.001Hz           

▽ 准确度： 0.01Hz 

输出相位： 

▽ 输出范围：0.00 °~359.99 °    

▽ 调节细度 0.010 

▽ 输出准确度：0.1° 

输出谐波：  

▽ 谐波 2～32 次， 

▽ 幅度 0～20%， 

▽ 各次谐波相位细度 0.010·N（N 为谐波次数） 

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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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功率范围：额定电压量程与额定电流量程任意组合 

▽ 输出准确度：  在各额定功率量程范围符合 0.1、0.05 级准确度 

无功功率准确度下降一个等级 

输出波形失真度： 

▽ 交流电压、电流输出波形失真度≤0.3% 

电能表测量：  

▽ 综合误差  0.1、0.05% FS (脉冲输出 ≤90kHz；三相额定值=60kHz) 

直流输出： 

 直流电压量程  75mV，1V,3V,7.5V,15V,30V, 每档输出容量 100mA； 

75V、150V、300V、600V，1000V 每档输出容量 40mA； 

 直流电流量程  30uA、300uA、3mA、30mA、最大输出容量 9VA； 

300mA、0.5、1、2.5、5A 、10A 、20A 最大输出容

量 10VA； 

 直流电压、电流调节范围 0～120% FS，调节细度 5×10－5； 

 直流电压、电流输出稳定度 U：≤0.01% FS/100s,I：≤0.02% FS/100s； 

 直流电压额定量程准确度：误差≤0.06%（读数）±0.04％（满度）；

0.1 级 

误差≤0.03%（读数）±0.02％（满度）；

0.05 级 

 直流电流额定量程准确度：误差≤0.06%（读数）±0.04％（满度）；

0.1 级 

误差≤0.03%（读数）±0.02％（满度）；

0.05 级 

 直流 75mV 输出（负载≥200Ω）准确度 ： 

误差≤0.12%（读数）±0.08％（满度）；0.2 级 

误差≤0.06%（读数）±0.04％（满度）；0.1 级 



  
 

其它： 

     工作电源：单相 220V±10%，50Hz±5%。 

     使用环境：温度 20℃±10℃，相对湿度 ≤85%RH 

     体积重量：460×480×200mm，约 18kg 

 

四、熟悉装置 

装置前面板布局图 

           

图 1 

（1） 交流电压输出端子； 

（2） 交流电流输出端子（非工作时需短接）； 

（3） 电源开关； 

（4） 显示屏； 

（5） 功能选择键； 

（6） 数字输入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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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后面板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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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接口脉冲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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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电能表校验用脉冲输入、输出端子；见图 3 

 

 

(图 3) 

脉冲输入端：GND:接地   +5V：提供光电头电源   FL：低频输入 

脉冲输出端：GND:接地   FH: 高频输出   FL：低频输出 

（2）RS232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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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通讯接口端子。 

 

（图 4） 

（3）220V 电源插座； 

（4）接地；  

（5）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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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操作说明 

注意事项 

* 进行电表检定前，通电预热至少 20 分钟。关机后至少 30 秒再开机。 

* 如遇装置工作时发出持续蜂鸣声，或幅值升不起来，须关机检查。 

* 关机的顺序是先按“断开”键再揿电源开关。 

* 装置检定三相两元件表时，被检表的 B 相接装置电压的公共端（黑端）。 

 

主菜单 

开机后液晶显示器出现图 5 所示主菜单画面，根据主菜单提示，按液

晶显示器右边数字键进入相应子菜单。 

交流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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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交流

操作

窗口 

在

主菜

单

中，

按“交流输出”键进入“交流标准源操作”界面，在“交流标准源操作”

界面右边为交流源输出设置通过“【<<】键”进入交流源输出设置。图的

中间部分显示内置标准所测得的各相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和频率

值。下半部分用于快捷键设置。 

  相线设置：按所对应【<<】键，“三相四线”处于高亮状态，通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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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键改变 成       

为三相三线，按【确认】键执行。 

  相别设置：在按一次所对应【<<】键，“ABC”处于高亮，通过上下键

改变输               

出通道。ABC 表示三相电压、电流。 

  电压、电流量程设置：按所对应【<<】键，电压量程“100V”高亮，

通过上 

下键改变量程，按【确认】键执行。再按一次【<<】键进入电流量程

设置。方法相同。 

  电压量程快捷键定义：通过数字键直接选择量程，1：25V、2：50V、3：

100V、 

4：200V、5：400V、6：600V。 

  电流量程快捷键定义：通过数字键直接选择量程，1：0.1A、2：0.5A、

3：1A、 

4：5A、5：10A、6：20A。 

  电压、电流幅度调节：按所对应【<<】键，电压幅度“0.000%”高亮，

通过 

左右键移动光标改变设置细度，通过上下键改变幅度大小，按【输出】

键输出设置幅度。再按一次【<<】键进入电流量程设置 

  电压电流幅度快捷键定义：1：10%、2：20%、3：30%、4：40%、5：50%、

6： 

60%、7：70%、8：80%、9:90%、0:100% 

  频率、相位调节：方法与电压、电流幅度调节相同。 



  
 

  频率快捷键：1：50Hz、2：45Hz、3：48Hz、4：49Hz、5：51 Hz、6：

52 Hz、 

7：55 Hz、8：60 Hz、9：65 Hz、0：75 Hz 

  相位快捷键：1：30、2：60、3：90、4：120、5：150、6：180、7：

270、8： 

300、9：330、0：0 

 【跟踪】键说明：屏幕上有跟踪指示灯，打开跟踪，电压、电流幅度会

自动调 

节到设置值。例：设置 100.000V，量程 100V，信号输出 100%。未打

开跟踪，显示 98.976%，打开跟踪，信号自动调节到显示 100.000%。 

 

电能误差检测 

在主菜单中，按右边相应的【<<】键进入“电能误差检测”界面。 

          

图 6：电能操作窗口 

在“电能误差检测”界面右边为电能误差输出设置，通过【<<】键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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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图的中间部分显示内置标准所测得的各相电压、电流、相位、功率、

频率、总功率、圈到计数采样脉冲、Err（误差）、Pre（上次误差）、Samps

（累计圈数）和 S 值。下半部分用于快捷键设置。 

电能误差检测操作区设置同交流输出操作区的设置相同。 

 

输出低频电能常数： 

量程 50V 100V 200V 400V 

0.1A 720000 360000 180000 90000

0.5A 144000 72000 36000 18000

1A 72000 36000 18000 9000

5A 14400 7200 3600 1800

10A 7200 3600 1800 900

20A 3600 1800 900 450

  高频电能常数乘以 20000 

直流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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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直流操作窗口 



  
 

 电压、电流量程设置：按所对应【<<】键，电压量程“30.0V”高亮，通

过上下键改变量程，按【确认】键执行。在按一次【<<】键进入电流量

程设置。方法相同。 

 电压量程快捷键定义：通过数字键直接选择量程，1：75mV、2：1V、3：

3V、4：7.5V、5：15V、6：30V、7：75V、8：150V、9：300V、0：600V 

 电流量程快捷键定义：通过数字键直接选择量程，1：30uA、2：300uA、

3：3mA、4：30mA、5：300mA、6：1A、7：2.5A、8：5A、9:10A、10：20A 

 电压、电流幅度调节：按所对应【<<】键，电压幅度“00.000%”高亮，

通过左右键移动光标改变设置细度，通过上下键改变幅度大小，按【输

出】键输出设置幅度。在按一次【<<】键进入电流量程设置 

 电压电流幅度快捷键定义：1：10%、2：20%、3：30%、4：40%、5：50%、

6：60%、7：70%、8：80%、9:90%、0:100% 

仪表校验 

在主菜单中按对应的仪表校验键，进入仪表校验界面如图 8 

 

图 8 仪表校验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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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校表参数设置: 

1) 被校表类型选择：按对应校表类型【<<】键，选中修改校表类

型，通过上、下键可改变校表类型，再按一次【<<】键，选中修改接线

方式，通过上、下键改变输出接线方式， 

2) 被校表量程设置：此量程是被校表的量程，按对应量程【<<】

键,选中修改电压量程，通过上、下、左、右键改变电压量程，再按一次

【<<】键，选中修改电流量程，通过上、下、左、右键改变电流量程。

也可通过数字键改变量程，移动光标，在光标指定处直接按数字。 

3) PT、CT、频率设置：按对应 PT【<<】键,选中修改 PT，通过上、

下、左、右键改变 PT 值，再按一次【<<】键，选中修改 CT，通过上、下、

左、右键改变 CT 值。校频率表时，再按一次【<<】键，选中修改频率，

通过上、下、左、右键改变被校表频率的起始点和终止点（频率的起始

点最低锁定在 40HZ,频率的终止点最高锁定在 90HZ)。也可通过数字键改

变 PT、CT、频率，移动光标，在光标指定处直接按数字。 

4) 被校表出厂编号设置：按对应编号【<<】键,选中修改编号，通

过上、下、左、右键改变被校表编号。也可通过数字键改变出厂编号，

移动光标，在光标指定处直接按数字。 

5) 间距、起始、最大设置：按对应间距【<<】键,选中修改间距，

可通过上、下、左、右键改变每个校验点的间距。再按一次【<<】键，

选中修改起始，通过上、下、左、右键改变起始校验值。再按一次【<<】

键，选中修改最大，通过上、下、左、右键改变最大校验值。也可通过

数字键改变，移动光标，在光标指定处直接按数字。 

设置完参数后按确定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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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校验显示： 

6) 现存记录总数：当前装置已记录了校验数据的被校表总数。 

7) 采样：显示装置的实际输出值。 

8) 功放指示灯绿色表示断开输出，功放指示灯红色表示打开输出。 

9) 指示值：被校表各校验点的标准值。 

10) 上升值：在上升通道校验中，本装置在各校验点的实际输出值。 

11) 下降值：在下降通道校验中，本装置在各校验点的实际输出值。 

12) 误差：在上升通道校验中，各校验点的误差值。 

13) 变差：在同一校验点，上升通道误差与下降通道误差的差值。 

快捷键定义： 

1：1%↑、2：0.1%↑:3：0.01%↑:6：1%↓:7：0.1%↓:8：0.01%↓ 

仪表校验： 

设置好参数后，如果要看被校表是否卡表，此时按 SHIFT,设备会输出信

号让被校表表针从 0到最大，然后又从最大到 0走一圈。 

按输出键，进入仪表校验。 

在仪表校验中，本装置会自动显示各个校验点，初始输出在起始校验点，

这时快捷键配有 1%↑、0.1%↑、0.01%↑、1%↓、0.1%↓、0.01%↓，操作这

六个键，使被校表对准在起始校验点上，再按确定键，完成此点校验，根据

装置的实际输出值，自动计算误差，并进入下一校验点。当校完最大值后，

又从最大点下降往回校验，在下降校验中，会自动计算变差。所有校验点校

完后，按跟踪键，保存数据，装置会提示保存成功。 

在校验中，如果按断开键，本装置会退出校验状态，这时按跟踪键，本

装置也会将所完成的一部分校验数据保存。 



  
 

    当装置正在校验时，被校表参数设置对应键被屏蔽，只有校验完成后或

按断开键退出校验状态，被校表参数设置重新激活。 

数据管理 

在主菜单中按对应的数据查询键，进入数据管理界面如图 9 

 

图 9 数据管理 

在数据管理中有三个条件可供用户选择查询 

14) 年月日：按对应年月日的【<<】键，选中修改年月日，通过上、

下、左、右键可改变日期。也可通过数字键改变日期。在选中年月日状

态下，按输出键，对应的指示灯为红色，表示该条件已选中。按断开键，

对应的指示灯为绿色，表示该条件没选中。 

15) 出厂编号：按对应出厂编号的【<<】键，选中修改出厂编号，

通过上、下、左、右键可改变出厂编号。也可通过数字键改变出厂编号。

在选中出厂编号状态下，按输出键，对应的指示灯为红色，表示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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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选中。按断开键，对应的指示灯为绿色，表示该条件没选中。 

16) 仪器类型：按对应仪器类型的【<<】键，选中修改仪器类型，

通过上、下、左、右键可改变仪器类型。在选中仪器类型状态下，按输

出键，对应的指示灯为红色，表示该条件已选中。按断开键，指示灯为

绿色，表示该条件没选中。 

   在查询被校表的校验数据时可按全部查询，也可按三个条件组合查询。 

   条件查询：如果三个条件中，只选中其中一个，则将符合这个条件的记

录显示出来。选中其中二个，则将同时符合这二个条件的记录显示出来。选

中三个，则将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记录显示出来。 

全部：显示全部记录。 

选好条件后按条件查询键，数据管理显示区会将符合条件的所有记录显

示出来。通过前项和后项翻页。在列出的记录中通过方向或数字键选择指定

的记录，按确认键查看该条记录的原始数据如图 10 

 

     图 10 校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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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能表检定管理系统说明书 

    本系统是在Visual Studio2005 环境下使用C#编写的一款针对电能表检

定工作开发的应用软件。Visual Studio是目前最流行的 Windows平台应用

程序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 2005 是基于. NET Framework2.0 框架的。.NET 

Framework 是以一种采用系统虚拟机运行的编程平台，以通用语言运行库

（Common Language Runtime）为基础，支持多种语言（C#、VB、C++、Python

等）的开发。NET也为应用程序接口（API）提供了新功能和开发工具。这些

革新使得程序设计员可以同时进行Windows应用软件和网络应用软件以及组

件和服务（web服务）的开发。.NET提供了一个新的反射性的且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编程接口。.NET设计得足够通用化从而使许多不同高级语言都得以被

汇集。 

（一）、 系统的构架 

   系统采用了 MDI 窗体即多文档窗体，每个文档显示在各自的窗口中。针

对不同的类型的仪器可以自行编写检定方案，生成方案后即可创建检定记录

并开始检定。检定结束后所有数据存入数据库。对已检的仪器提供查询功能

进行数据浏览和生成“检定证书”或“原始记录”，这两种文件的格式均是

WORD 文档，用户的操作系统须安装 OFFICE 软件以保证程序的正确执行。 

（二）、 软件的安装 

本系统的安装程序由 Setup.msi 和 dotnetfx.exe（. NET Framework2.0）

组成，当然如果用户的电脑上已装有. NET Framework2.0 或更高的版本可以

直接运行 Setup.msi。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153.htm


  
 

（三）、 参数设置 

    系统参数设置是提供给不同用户进行参数配置的。不同用户在对应的输

入框中输入自己相应的信息保存后会生成一个配置文件，系统会默认打开此

文件进行修改。 

 

（四）、 检定方案管理 

   在项目菜单中选中检定方案管理即可自行编写检定方案。点击新建为重

新开始一个检定方案，在方案名称一栏可填入方案名。选择不同的接线方式

下方对应的标签也会对应的增减，例：单相时就只有单相一个标签，三相三

线有合元，A相和 C相三个标签。用户可点击不同的标签选择不同的相别，

每个标签都对应一张表格，每个单元格为要检定的圈数，空为不检。用户可

直接点击对应的单元格填入要检定的圈数。编辑是原方案输入有误，点击编

辑对上次的方案修改（注：如果原方案已经检定过仪器，原检定的记录方案

不会变，只有新的检定记录并选择了这个已编辑的方案才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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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仪器信息管理 

   在项目菜单中选中仪器信息管理即可登录仪器信息开始检定。窗口分为

三部分。左上部为已经保存的仪器信息点击更新会列出全部的记录，也可在

条件框内输入或下拉选中指定条件的信息，再按更新刷新结果。如果存在对

应的记录会在表格中列出，用户可双击指定的记录，左下部会列出对应的详

细的信息，右侧的检定键也会变为可用键。点击检定就可开始实际的检定工

作。当用户是第一次使用或增加一个新记录，这时可点击添加按键左下部的

仪器信息会全部清空以便用户输入，检定方案就是前面检定方案管理项目里

用户自行编写的方案当然软件也具有记忆功能，随着信息的不断增加，下拉

列表也会增多方便用户操作。最后按保存键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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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电能表测试 

   从仪器信息管理中选定指定的记录开始检定后画面会切换到下图。整个

窗口分成标准设备数据采集窗和电能表数据测试窗。标准设备窗口会自动根

据前面的参数设置窗设置的串口和标准设备联机，联机成功后标准设备窗口

有个*的符号会红色和绿色的闪烁，失败为蓝色，同时驱动电脑的蜂鸣器响。

电能表数据测试窗最上部为电能表的基本信息，中部是个标签数据网格里面

列出的测试点就是用户定义的方案的测试点。用户要点击“联机”后就可开

始自动或手动检测（这里“联机”是指对标准设备的初始化，因为标准设备

开机不是在电能误差测试这个功能上，或者用户开机后在标准设备用键盘进

行了一些操作。）在表格中双击任意一点会出现绿色的选中这时点击自动是

从当前选中的点开始，否则是默认从第一点开始的。 

每次检定误差 1，2会显现倒记圈当圈为 0是采样误差值，做完后计算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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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和化整值。最后的误差限是改点的误差极限，用来判断是否合格。当开

始自动或手动是表格是不能选中的。辅助测试包括潜动，启动和标准偏差。

所有的测试项都做完后点击保存，一块电能表的检定工作就全部结束了，窗

口左下角有出厂编号和证书编号输入框，这个功能是方便同一个送检单位的

同一批同生产厂家的同型号的电能表批量检定时使用的，因为当上述参数都

相同时仅仅就是出厂编号和证书编号不同，检定完一块表保存后可以点击清

空，然后换一块同型号的表再检。最后在左下角输入新的出厂编号和证书编

号。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 

 

 
武汉智能星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3号光谷芯中心文创楼   21 

传真：027-87678758              电话：027-87678728   15872398130                             

Website：www.whznx.com          E-mail：whznx188@163.com   



  
 

 

（七）、 数据查询 

   数据查询功能可对检定数据进行条件或全部查询，如下图用户勾选复选

框再输入信息或下拉点选参数，最后按执行右侧的表格显示的就是满足条件

的记录。在表格中双击指定的记录可进入数据浏览窗口。电能表的信息和测

试数据都显示出来了，数据中标有“*”的点为不合格点。点击“原始记录”

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份没有保存的 WORD 文档，用户如果想要保存这份文档可

在 WORD 文档中另存，或者直接打印但不保存。“证书”也是这样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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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标准设备联机操作 

   软件提供了一个简易的操作界面以便用户用电脑来操作设备。用户只要

在指定的功能框中输入参数最后按回车确认即可。例：在电压：输入 2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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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确认，这时设备会自动识别该数值选择对应的量程输出。如果没有输出

是因为设备内部换量程回断信号。这时再点击输出就可得到设定的电压值。

电流，相位都是这样。 

 

 

七、售后服务 

本产品保修一年，实行“三包 ” ，终身维修，在保修期内凡属本公司设

备质量问题，提供免费维修。由于用户操作不当或不慎造成损坏，提供优惠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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