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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介绍 

LYDJ-I 单相电能表校验仪用于各类单相电能表现场准确度校验,也可用于工频交流电参数的测量。 

 

图 1 仪器外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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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特性 

1．钳型电流互感器与精密电能标准合二为一的设计，配触摸式彩色液晶显示器，外形简洁操作流畅； 

2．智能化电源管理，高效节能。锂电池供电，工作时间最长达 24 小时； 

3．电压、电流测量范围宽，电压： 5－220V，电流：0.01-50A； 

4．测量参数一屏显示，操作便捷； 

5．仪器内部自动补偿测量误差，测量准确度可达 0.1 级；  

6．钳表一体设计，携带方便，抗干扰能力增加； 

7．16 位高精度 AD 转换器、32 位 ARM 处理器核心； 

8．保存测量/校验数据，可达 999 组； 

 

三、用途与功能 

多种方式校验感应式/电子式单相电能表； 

测量交流电压有效值（5~240Vrms）； 

测量交流电流有效值（50mA~50Arms）； 

测量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相位角、频率、有功电能等参数； 

可保存 999 组有效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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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性能指标 

4.1 测量范围 

电压：10—240V（r.m.s） 

电流：50mA—60A（r.m.s） 

相位角:0—359.99º 

频率：45－65Hz 

4.2 测量精度 

电压准确度：   0.1%； 

电流准确度：   0.1%(2.5~50A)、0.2%(0.05~2.5A)； 

相角误差：    ≤0.1 º 

频率误差：    ≤0.005 Hz 

有功功率及电能准确度： 0.15%（2.5A≤I≤50A、PF=1.0）， 

      0.2%（2.5A≤I≤50A、0.866C≤PF≤1.0、0.5L≤PF≤1.0）， 

      0.3%（0.5A≤I≤2.5A、0.866C≤PF≤1.0、0.866C≤PF≤1.0）， 

      0.3%（0.1A≤I≤2.5A、0.866C≤PF≤1.0、0.866C≤P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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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作/贮存环境： 

工作温/湿度：   -10℃—+55℃/5%－85%RH 

贮存温/湿度：   -25℃－+70℃/5%-95% RH 

4.4 外形尺寸 

主机：     215 ㎜（长）×60 ㎜（宽）×30 ㎜（厚）； 

电流钳开口/孔径：  25mm/φ16 ㎜； 

4.5 重量 

主机重量：    0.25kg 

附件及便携包：   0.3kg 

4.6 电池规格： 

锂聚合物充电电池，容量为 1800mAh，一次充电累计工作时间：16~24 小时（视工作状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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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构造与原理 

  本仪器为钳-表一体化设计，钳形电流互感器，电压测量回路，数据转换与处理，显示与操作

界面等集成于一体，极大地提高了使用的便利性。 

  电流测量回路采用钳型互感器形式。测量电流时无需断开被测回路，直接将电流钳夹住被测

导线即可。钳型互感器的二次线圈感应出电流信号，经电路放大/电平变换送至模拟/数字转换入

口。 

  电压测量回路采用的是精密电阻分压器，电压信号经分压与电平变换送到模拟/数字转换入口。 

  仪器的数据采集、处理与控制核心采用了 16 位 AD 转换器以及先进的单片微处理器。实现对

电流/电压信号的模-数转换交流采样数据处理，各种工频交流参数的计算，数据显示与人-机界

面扫描。仪器测试数据保存在大容量的闪存芯片中，可存 999 组记录。数据可在仪器关机或没

有电池的状态下保存 10 年以上。 

  仪器的人-机界面（显示与操作界面）为一块带触摸感应的彩色液晶显示器，显示器的像素为

320×240 点，色彩为 26 万种。液晶屏幕的表面设有触摸感应层，用手指尖或触笔点击各处，会

产生各种不同的位置信息，配合各级菜单的按键提示，便可实现各种虚拟按键。除了电源开关

外，仪器没有其他按键，一切操作均在触摸式液晶屏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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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的电源为一块充电锂电池，（标称输出：3.7V，容量：1800mAh）。 

  仪器工作时消耗电流在 50-100mA（测量大电流时相应的工作电流也会增加），充满的电池可供

仪器连续工作 16~24 小时。 

 

六、仪器的配套   

  本仪器由下列各部件配套而成： 

1. 一体化钳型表主机； 

2.电压测试线，连接被测电压端子； 

3.多功能光电采样器，可采样感应式及电子式电能表的脉冲，兼作手动开关； 

4.串行通讯数据线，用于与个人电脑传递测试数据及仪器软件升级； 

5.脉冲转换线，用于电能脉冲的输入； 

6.充电器； 

7.主机附件及便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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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仪器的使用方法 

7.1 仪器的适用范围： 

本仪器适用于校验各种单相工频电能表以及测量常规的工频交流电参数，包括电压、电流

的有效值，有功功率和相位角，工频频率等。其测量范围为工频（45-65Hz），电压：5-240V

（最大 265V），电流：50mA-50A（最大 55A）。 

  对于频率不在工频范围（55Hz~65Hz）的交流信号如高频信号、变频调速器输出的电压、

电流或者高次谐波 含量大于 50%的交流信号，本仪器将无法正常测量，对于电压超过 265

（rms），电流大于 55A（rms）交流信号，本仪器将无法准确测量，长时间输入过大的电压电

流信号（大于允许范围 2 倍以上）将会损坏仪器。 

7.2 被测信号的接入 

仪器在使用时，有三种被测信号输入：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电能脉冲。 

仪器在测量电压时，只须将两根电压测试线的一端插入仪器底部的电压输入插座，另一端接

至被测电压端子即可。注意接线顺序，应先将电压测试线插入仪器的插座后再接另一端至被

测对象。被测端子的大小不同，可根据需要选择接线叉片。 

  仪器在测量电流有效值时不需要接线，将电流钳口打开夹住被测电流流过的导线即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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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电流导线的直径应小于钳口内径（Φ15 ㎜），应使钳口在夹住导线后完全闭合，否则将引起

极大的误差。 

仪器在测量电压/电流时能同时测出信号的频率。在测量其他交流参数时需要同时输入电压和

电流信号。而且要求接线位置与方向正确：电压线———黑色接被测端的零线，黄色线接被

测端的相线。电流的方向应与钳口侧面的标记一致。 

  仪器在校验单相电能表时，除正确接入电压、电流外还应接入电能脉冲信号。电能脉冲的

接入有三种方式：①通过脉冲转换盒接入；②通过光电采样器将感应式电能表的转盘标记转

换为脉冲或者将电子式电能表 LED 脉冲指示转换为脉冲；③可以人工计数 电能表的脉冲指示

经手动开关输入仪器。 

仪器的附件中配有微型光电采样器,使用方法见“九、光电采样器的使用”. 

7.3 触摸式液晶显示器（触摸屏） 

仪器采用了触摸式液晶显示屏，它是一种按键与显示于一体的部件。用手指点触屏幕表面即

可实现模拟按键的操作。屏幕的按键功能跟随显示界面而变。操作者可根据显示的提示，方便

快捷地操作。 

  例如：在主显界面，屏幕被分为七个按键有效区，点触各按键区实现：关机操作、切换显示、

http://www.shlydq.com/
http://www.shlydl.com/


上海来扬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www.shlydq.com      www.shlydl.com     
www.shlydq.cn 

电话：021-56774665，13801861238   传真：021-56774695                     
     10 

设置校验参数、保存数据等。关于仪器的详细操作流程见“八、仪器的操作流程”。 

7.4 测量与校验 

7.4.1 测量交流电压 

在仪器下端两个圆孔插座初连接电压测试线（附件 a），电压测试线的另一端可根据现场需

要选择连接附件 b、c、d 或与对象直接相连。注意：仪器的电压插座，其中一个有红色标记，

此为 UL（安全起见，此处电压线应接火线，而另一个插座连接地线）。 

连线、开机后，仪器的Ⅲ区将显示交流电压有效值（见第八章）。 

本仪器测量交流电压的有效范围：1V~265V（10V~265V 保证技术要求的准确度）。 

7.4.2 测量交流电流 

本仪器采用钳型互感器测量电流，使用时将仪器夹到被测电流线上即可。注意：应使被测

电流线完全穿过仪器的穿线孔，并且电流线直径小于 15mm，以便使钳口保持完全闭合。 

夹线、开机后，仪器的Ⅲ区将显示交流电压有效值（见第八章）。 

本仪器测量交流电流的有效范围：10mA~60A（100mA~55A 保证技术要求的准确度）。 

7.4.3 测量频率、功率、相位、功率因数 

 同时接入电压、电流后，仪器可以测出所有交流参数：U、I、频率、相位、P、Q、S、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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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7.4.4 校验电能表 

 仪器在接入电压、电流后在光电采样器的配合下可以对单相电能表进行校验。为适应现场

的各种情况，仪器软件设置有五种校验方式： 

7.4.4.1 粗略校验： 

这是一种快速判断电能表是否正常的简单校验，操作时只需要将电流钳夹住电流线即可完

成。校验前先设置校验模式（粗略校验）、电表常数和校验圈数，仪器夹到被测电能表的电流进

线或出线后观察电能表的转盘或 LED 脉冲灯的闪烁，转盘每转过一圈或者 LED 灯闪烁一次，

操作者默数一个数，当数到设定的圈数后点触仪器屏幕的“Ⅴ区”（见第八章 8.3）即完成一次

校验，从第二次校验开始，仪器显示校验误差（即电能表的误差）。 

为方便操作，可使用光电采样器替代对屏幕的点触操作，将光电采样器设定到手动脉冲状

态（见第九章），当电能表转盘或 LED 灯的计数达到设定值时，按动采样器开关即可完成校验。 

粗略校验是用于判别电能表故障的校验方式，使用中根据现场的情况不同，存在较大误差

（例如：电压偏离 220V 大、负荷的功率因数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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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2 自动计数校验： 

这是最常用的准确校验电能表的方法，操作时需要接入电压、电流和光电采样器。校验前

先设置校验模式（自动校验）、电表常数和校验圈数，安装、连接光电采样器（见第九章），仪

器电压端连接电能表进线（或出线）和地线，并用钳口夹到被测电能表的电流进线（或出线）。

仪器开机后先设定光电采样器处于“功能 2”（“长按”采样器开关 2 次），在将采样器安装到电

能表正确位置、并观察到转盘转动的色标时，“短按”开关以便与脉冲同步。做好上述准备后，

随着电能表转动圈数累计到设定值，仪器将显示校验误差。在仪器显示第二次误差后，所获得

的校验误差逐步稳定，测试点触仪器屏幕的保存区保存校验的数据（保存的数据同时包括了当

时的 U、I、P、Q、频率、相位、PF、校验误差、校验时间和日期等）。 

 

7.4.4.3 人工计数校验： 

这是以人工计数的方法来替代自动计数中光电采样器的采集电能脉冲的功能，适合在环境

条件限制、无法妥当安装光电采样器时使用。此校验模式的连接方式和附件与第 2 种相同（连

接电压、电流及光电采样器），而操作方式与第 1 种相同（由人工默数电能脉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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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4 时间优先校验： 

这种方式不设置校验圈数而是设置校验时间，仪器在校验过程中即累计来自光电采样器的

电能脉冲又累计校验时间。在校验计时超过设定时间后接收到电能脉冲即计算出校验误差。这

种方式适用于电能表发出电能脉冲频率很低的场合。 

 

7.4.4.5 走字校验： 

走字校验同时检测了电能表的电能计量部分和计度器部分的准确性，它以电能表走字数值

作为校验的设定参数，用光电采样器的手动开关功能控制仪器校验的起始和终止。为达到较为

准确的校验结果，走字校验校验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几十分钟~几个小时）。 

7.5 电源和电池 

本仪器由内部锂电池供电，仪器内部电路在 CPU 的管理下，处于合理的开启/关闭状态，以便

减少电能消耗。当仪器没有信号输入或 5 分钟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将自动关机，这是为了节约电

能，延长电池工作时间。 

  仪器内嵌锂电池，附带一个充电器，可对电池充电。一般情况下，充足电的电池可供仪器连

续工作 16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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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工作时屏幕主界面右上角有一电池电量指示符，当该指示符变为红色时表明电池将用

尽，此时应关机充电。 

仪器电源的开启由显示器上方的按钮控制（这是仪器上唯一的一个开关），关闭仪器通过触摸

式液晶屏完成：点击主菜单中[关机]键，再按[确认关机]键即可完成。在没有电压、电流信号

且停止操作 5 分钟后仪器也会自动关机。 

7.6 电能脉冲输出  

  本仪器能输出电能累计脉冲，用于检定测试，脉冲为 TTL 电平（接上脉冲线，），电能常数为：

25000 脉冲/kWh。 

 

八、仪器的操作流程 

8.1 总的步骤 

  为保证仪器安全、合理的使用，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①开机前应先连接好电压测试线（如需测试电压的话，与电脑连接时应先开机，后用数据

线连接电脑，否则仪器将自动进入升级状态）； 

  ②开启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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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设置好必要的参数； 

  ④将钳表夹至被测电流线； 

  ⑤完成测试后保存数据； 

  ⑥关闭电源。 

8.2 触摸屏的操作 

除去总电源开启，仪器的其它一切操作均在触摸屏上完成。仪器的操作流程由下列各图所示，

操作过程可分为四类：  ①实测数据显示；②校验参数设置；③校验操作；④数据保存及上传。 

具体操作步骤和显示内容见下列各节叙述。 

8.3 仪器主显界面及操作 

    仪器通电后经启动界面进入主界面，仪器的主要测量数据在主显界面显示。各种操作也由

主界面导入（见图 3）。 

显示：主显界面分为 7 个区间： 

第Ⅰ区：显示日期/时间，按此区域进入设置日期/时间的子菜单； 

第Ⅱ区：电池电量显示区，按此区域进入关机子菜单； 

第Ⅲ区：显示交流参数：U/I/P/频率/相位角/功率因数、功率、电能等。分 3 页显示，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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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选择； 

第Ⅳ区：设置校验参数：设置模式、常数、圈数或校验时间等，按此区域进入参数设置子

菜单； 

第Ⅴ区：显示校验误差，完成校验操作（在快捷操作或不便使用手动开关时替代其操作）； 

第Ⅵ区：数据查询，按此区域进入数据查询子菜单查看保存的测量/校验数据； 

第Ⅶ区：保存操作，按此区域可直接保存校验误差以及测量的交流参数； 

仪器的操作流程如下： 

 

[开机] 

  ↓以下按各键区（Ⅰ、Ⅱ、Ⅲ、Ⅳ、Ⅴ、Ⅵ、Ⅶ）分别操作 

[主菜单]→[设置日期/时间]：Ⅰ区 

[主菜单]→[关机]：按Ⅱ区 

[主菜单]→[切换显示]：按Ⅲ区选择显示交流参数 

[主菜单]→[校验设置]：按Ⅳ区设置校验模式、常数、圈数等 

[主菜单]→[校验开始/终止]：按Ⅴ区实现校验的起始与终止，接入脉冲采样器时不必操作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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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查询]：按Ⅵ区进入查询子菜单 

[主菜单]→[保存]：按Ⅶ区保存测量数据 

    ↓ 

[自动关机]：长时间不操作并且电压/电流无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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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界面按键分区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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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校验设置 
用于设置校验参数，有电表常数、校验模式、校验圈数（或校验时间）、起始/终止电能（走字

校验用）等 5 项（见图 4）： 

 

图 4 校验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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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用于设置被校验的电能表的常数，按常数区后进入设置子菜单（见下图）； 

 

 

图 5 参数设置菜单（数值设置都采用类似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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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本仪器有 5 种校验方式：粗略校验、自动计数（校验）、手动计数（校验）、时间优先（校

验）、走字校验； 

圈数/时间—用于设置校验计数（转数）或时间，即被校表转几圈进行一次校验或者被校表脉冲

指示灯闪几次进行一次校验。也可以设定时间限定值，进行校验。如：设定 5 秒时间，当经过 5

秒钟后产生一次校验误差。 

起始电能/终止电能—在走字校验时需要设置起始电能和终止电能，这两项参数可以在校验开始

前或校验结束后设置。 

8.5 数据保存与查询 

在测量获得可靠数据后，按Ⅶ区即可保存数据。数据的格式为：日期/时间、电压/电流/有

功功率/频率/相位角、校验参数、校验误差等。 

在主菜单按Ⅵ区可查询过去保存的记录：首先进入保存数据的索引页面，保存的数据以日

期和时间顺序为索引，在此页面可以翻页（[上页]、[下页]）、逐条选择（[上移]、[下移]光标）、

[查看]（查看数据内容）、[删除]等项操作（见下图）。 

在数据索引页按[查看]键进入数据内容页查看数据内容，在此页面可将数据上传至计算机。按

[上传]键（屏幕左下角）即可实现数据的逐条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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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保存数据的索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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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保存数据的内容页 

    进入查看页面后，上图为显示菜单。右上角绿色字显示保存数据总数和当前查看的数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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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点击上传按钮可以把当前文件编号及其之前的文件上传到电脑。上传文件到 PC 请按照如下

操作，启动随机光盘中的应用程序，如下图 

 
   将钳形表和电脑用串口线连接，然后选择方块处的 QMe1000 钳形表，将 Meter Port 定义为

电脑和仪器连接的串口号（注意：此处根据不同电脑将有不同选择，图中的 COM10 视用户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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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的串口配置而定，例 1：用户电脑有 2 个串行口，而钳型表连接的是 COM1，则 Meter Port

应设置为 COM1。例 2：用户电脑没有串行口，可用 USB-串口转换器转换出一个新的串行口，这

时 Meter Port 究竟应设定为 COM？，视电脑的配置而定。用户可尝试用不同的 COM号连接试试）。

然后点击 Up Load 按键进入钳形表数据传送菜单，如下图 

 
   在钳形表的记录数据查看菜单点击上传按钮，将当前数据和之前的数据传送到电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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