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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IM-FRD 直流绝缘录波装置使用说明书 

一、产品概述 

 近年来在电力系统内因变电站直流系统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而导致保护装置误动或者拒

动的事故呈现上升趋势，而直流系统在事故状态下，外部直流或者交流电网已经无法为监测

设备供电，因而异常情况出现了却无法捕捉到准确和详细的信息，缺乏事故分析所需要的数

据，给事故原因分析增加了难度。目前，国内直流系统发生故障之后，都没有比较可靠的数

据进行故障分析，原因是目前的在线设备，绝大部分都是取电于蓄电池或者站内交流电源，

一旦发生直流失电或交流失电，发生保护拒动或者误动事件的同时，在线设备一般也已经会

出现掉电不工作的情况，因此也无法对故障之前的数据进行记录，提供分析. 

我司生产的 IPM-IM-FRD 直流绝缘录波装置是集成直流绝缘监测、直流录波功能与一体

的综合监控装置，完全符合 DL/T 1392-2014 的电力绝缘装置技术规范，完全满足 DL/T 

856-2018 电力直流电源监控装置标准的规范要求，并且一些指标优于技术规范的要求。该

装置已经通过开普型式试验、上海电科院的入网检测试验。 

二、功能特点 

★ 带本地显示功能,采用大尺寸 7寸真彩电容触摸液晶屏,显示美观,操作简易。 

★ 绝缘监测、直流录波集成一体的综合监测。 

★ 具有系统暂态故障录波和稳态数据记录功能，支持本地波形查看分析。 

★ 具有 8路 AI量、8路模拟量录波通道，支持突变启动和越限启动，启动条件可配置。 

★ 动态故障记录频率≥4KHZ,最大 500条，稳态记录频率 1s，最大可记录 120d. 

★ 采样频率≥4KHZ，故障记录完全满足 DL/T856-2018 标准。 

★ 采用标准电力系统暂态数据交换通用格式 COMTRADE，支持 U盘拷贝分析。 

★ 8GB大容量存储。 

★ 16位 ADC每通道检测电压电流数据，精度可达千分之五。 

★ 准确监测直流系统各种接地故障并进行支路选线。 

★ 准确监测直流系统交流窜入故障并进行支路选线。 

★ 准确监测各种直流互窜（环网）(同极、异极)并进行支路选线，可准确计算互窜电阻值。 

★ 具备电池组电压、电池组电流、负载电流检测功能。 

★ 具备定期自检功能,可手动校正直流 CT并检测其故障状态。 

★ 具备互窜和双极接地手动或自动检测功能，自动检测时间可配置。 

★ 具备各支路漏电流查看功能，方便运维故障排查。 

★ 可显示 100条当前告警记录，最多可存储 1000条历史告警记录，可掉电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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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绝缘主机最多可挂接 32个馈线检测模块,最多可监测 1152支路。 

★ 系统两段母线并列运行时,可与另一段绝缘主机通讯配合、协调工作。 

★ 具有 IRIG-B码对时功能，并支持 B码转发功能。 

★ 与直流监控器通讯，上送模拟量和告警量数据，并接受监控设置命令。 

★ 可对装置各种故障进行故障告警和指示,并可选择性屏蔽告警。 

★ 具备 1路装置故障干接点，7路常闭干接点开出，15路开入功能，支持自定义配置。 

三、产品外观 

    IPM-IM-FRD直流绝缘录波装置显示面板如下图所示 

 

IPM-IM-FRD直流绝缘录波装置显示面板                            

图标 功能说明 备注 

 

电源键 电源开机按键，按下开机键时，自带

开机电源灯指示。 

 

USB接口 程序升级、数据导出、配置导入等功

能 

 

Mini USB接口 烧录程序接口 

 

Home键 返回主界面 

 

电源指示灯 指示灯亮表示 IPM-IPM-FRD 直流绝缘

录波装置辅助电源正常。 

 

通讯指示灯 指示灯亮表示与馈线分机通讯正常 

 

交流窜入指示灯 指示灯亮表示有交流窜入告警 

 

绝缘下降指示灯 指示灯亮表示有绝缘下降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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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互窜指示灯 指示灯亮表示有直流互窜告警 

 

装置故障指示灯 指示灯亮表示有装置故障告警 

 

产品外形尺寸如下图所示 

 
 

 

四、技术要求 

1、工作条件 

1、工作温度：-5℃～+40℃。 

2、储存温度：－10℃～+55℃ 

3、相对湿度：≤90％（40±2℃） 

4、供电电源输入范围：88～286Vdc, 额定输入 220Vdc 

2、技术参数 

1)测量范围 

1、 母线电压： 0V～3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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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线对地电压：-300V～300V； 

3、 母线对地电阻： 0～999kΩ； 

4、 支路对地电阻： 0～999kΩ； 

5、 交流窜入电压： 0～250V； 

6、 直流互窜电阻： 0～200kΩ； 

7、 电池组电压： 0～350V； 

8、 电池组电流： 0～400A； 

9、 负载电流：   0～400A； 

2)测量精度 

1、母线对地电压: 0.5%（10%Un～1.3Un）； 

2、支路漏电流：5%±0.1mA； 

3、母线对地电阻：2%±1k（对地电阻 0～100kΩ）； 

                 5%±1k（对地电阻100～200kΩ）； 

4、支路对地电阻：5%±2kΩ（对地电阻 0～100kΩ）； 

                 10%±2kΩ（对地电阻 100～200kΩ）； 

5、交流窜入电压: ±1%（10 ~250），应显示具体数值（<10V）。 

6、直流窜电电阻：10%±2kΩ（0～50kΩ）。 

7、 电池组电压： （0.5%*读数+0.1V）； 

8、 电池组电流： （1%*读数+0.5A）； 

9、 负载电流：   （1%*读数+0.5A）； 

3）其它技术指标 

1、录波频率：4KHZ-10KHZ，可调； 

2、录波通道：8 路 AI 模拟通道，8 路 DI 通道； 

3、触发数据记录启动方式：如下启动条件可配置 

突变启动：包含控制母线电压突变启动、蓄电池组电压突变启动、蓄电池组电流突变启

动； 

越限启动：包含控制母线电压越限启动、蓄电池组电压越限启动、控制母线负对地电压

越限、控制母线交流负对地电压越限、蓄电池组充电电流突变越限、蓄电池组放电电流

越限； 

4、连续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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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时间间隔：1s； 

最大记录时间：120d; 

记录格式：电力录波通用格式 comtrade99，循环覆盖更新； 

5、支持 IRIG-B 码对时、B 码转发功能； 

6、16 位 200 KSPS 采样率每通道 ADC 检测； 

7、显示屏：7 寸，1024*600，真彩液晶电容屏； 

8、8GB 大容量存储； 

 

 

 

 

 

 

五、接口定义 

接线端子位于 IPM-IM-FRD背面。端子排列如下图所示，端子接线说明如下表所示： 

IPM-IM-FRD 接线端子图 

背面端子接线说明: 

端子 接线说明 备注 安规类型 

USB USB 接口 U 盘接口 
安全电压端口 

LAN1/LAN2  以太网口 网线接口 

COM1 
A 

接 IPM-DM-K 馈线检

测模块 
接 IPM-DM-K 馈线检测模

块 安全电压端口 
B  

COM2 A 接直流监控器 接直流监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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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OM3 
A 

接另一个 IPM-IMⅡ绝缘

监  
测仪 

接另一个 IPM-IMⅡ绝缘监  
测仪 

B  

CAN 
＋ CAN 通信接口 

CAN 通信接口 
－  

TX RS232-发送接口 

调试接口 RX RS232-接收接口 

GND RS232-地 

GPS_I 
＋ GPS 通信正极 

IRIG-B 对时接口 
－ GPS 通信负极 

GPS_O 
＋ GPS 通信正极 

IRIG-B 对时转发接口 
－ GPS 通信负极 

COMI 开关量输入公共端 
开入量接口 

DI1~15 开关量输入 1~15 

COMO 开关量输出公共端 
开出量接口 

DO1~7 开关量输出 1~7 

NO 故障告警常开点 

故障告警 COM 故障告警公共点 

NC 故障告警常闭点 

BI+ 采样电流+ 
电池电流采样（分流器） 

高压接口 

BI- 采样电流- 

LI+ 采样电流+ 
负载电流采样（分流器） 

LI- 采样电流- 

BAT+ 电池电压+ 
电池电压采样 

BAT- 电池电压- 

HM1+ I 段合闸母线正极 

I 段母线采样 
KM1+ I 段控制母线正极 

KM1- I 段控制母线负极 

PE 采样模拟地 

KM2+ II 段控制母线正极 II 段控制母线（HOST 主机

才接此端口线） KM2- II 段控制母线负极 

DC+ 电源输入正极 

从直流母线取电 DC- 电源输入负极 

PE PE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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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菜单界面 

1、主页界面 

    系统上电启动自动进入开机界面，停留该界面大概 5 秒，进入主页界面，主页界面头部信息显示 TIEON

泰昂能源图标、手动、测试、录波、告警图标；主页界面分为四个界面，分别是参数设置、运行监控、信

息记录、录波展示。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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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界面图 

 

                                                  主页界面图 

 TIEON泰昂能源图标。 

 当前进行手动控制操作时显示，否则不显示。 

 当前在生产测试时显示，否则不显示。 

 故障录波产生时出现显示，否则不显示。 

 当前存在实时告警信息，则显示红色告警，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 

可实现以下功能： 

告警设置/通讯设置/时钟设置/绝缘设置/手动控制/系统设置。

以下逐一介绍。                                                                           

运行监控 
可显示以下信息：基本信息/支路绝缘/支路开关/进线开关。以

下逐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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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记录 

可查看以下信息： 

当前告警/历史告警/事件记录。 

以下逐一介绍。 

录波展示 查看录波文件的波形展示。 

 

1.1 参数设置-密码显示和输入 

     点击参数设置，进入密码显示和输入界面。具体如下图所示： 

 

                                密码显示和输入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关闭当前界面，返回上一界面（在其他界面中出现不再重述） 

0-9按钮 数字 0-9的输入 

输入框 密码输入框。 

确认 

确认输入的密码，进入下一界面。 

温馨提示：输入不同级别的密码，在后续的界面中权限级别会

不一样。 

清空 清空输入框已输入的密码。 

 

1.2 -参数设置 

   在密码输入界面，输入正确的密码，点击“确认”按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参数设置细分为告警设

置、通讯设置、时钟设置、绝缘设置、手动控制、系统设置，点击需要设置的信息按钮进入其详细的设置

界面。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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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告警设置 
可进行限值设置/告警屏蔽设置/告警开出设置。 

以下逐一介绍。 

通讯设置 
可设置本机参数/串口参数/网口参数。 

以下逐一介绍。 

时钟设置 对时钟进行设置调整。 

绝缘设置 
可设置分机参数/电池馈线/桥控制/绝缘系数。 

以下逐一介绍。 

手动控制 

可实现以下功能： 

手动投入不平衡桥/手动直流互窜检测/手动平衡桥退出自检/

启动不平衡桥开路自检/启动平衡桥开路自检/启动母线对地电

容检测/启动互感器校正/手动启动 B码对时。 

以下逐一介绍。 

系统设置 
分为基本参数/录波参数/其他设置/开入设置。 

以下逐一介绍。 

1.3 参数设置-告警设置 

    点击“参数设置”模块的子项“告警设置”按钮，进入告警设置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三个子界面—

—限值设置、告警屏蔽、告警开出。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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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设置-限值设置图 

用于绝缘和电池的限值设置 

 

 

告警设置-告警屏蔽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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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设置-告警屏蔽图 2 

 

告警设置-告警屏蔽图 3  

用于绝缘和电池的告警屏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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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设置-告警开出界面图 

此界面用于告警开出配置 

告警项 开出配置(默认) 说明 

装置故障 NO&NC 常开&常闭 

绝缘总故障 DO1 包含绝缘告警、绝缘预警、交流窜入、直流互窜、电压偏差、

SD 跳闸、支路跳闸。常开触点 

绝缘下降 DO2 常开触点 

交流窜入 DO3 常开触点 

直流互窜 DO4 常开触点 

SD 跳闸总告警 DO5 常开触点 

母线过压 DO6 常开触点 

母线欠压 DO6 常开触点 

电池组过流 DO7 常开触点 
 

1.4 参数设置-通讯设置 

    点击“参数设置”模块的子项“通讯设置”按钮，进入通讯设置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三个子界面—

本机参数、串口参数、网口参数。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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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设置-本机参数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设备地址 设置本机设备地址 

主|从机 下拉选择设置主从机 

 

 

通讯设置-串口参数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串口选择 下拉选择要设置的串口号 

波特率 下拉选择通讯的波特率 

数据位 下拉选择通讯的数据位 

校验位 下拉选择通讯的校验位 

停止位 下拉选择通讯的停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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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确定保存数据 

取消 取消保存数据 

 

 

通讯设置-网口参数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网口选择 下拉选择通讯的网口 

IP 地址 设置通讯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 设置通讯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设置通讯的默认网关 

确定 确定保存数据 

取消 取消保存数据 

 

1.5 参数设置-时钟设置 

   点击“参数设置”模块的子项“时钟设置”按钮，进入时钟设置信息界面。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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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设置界面 

     项目名称                       描述 

年 设置年份 

月 设置月份 

日 设置日 

时 设置时 

分 设置分钟 

秒 设置秒数 

确定 确定设置时钟 

取消 取消设置时钟 

 

1.6 参数设置-绝缘设置 

    点击“参数设置”模块的子项“绝缘设置”按钮，进入绝缘设置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四个子界面—

分机参数、电池馈线、桥控制、绝缘系数。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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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设置-分机参数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支路开关状态|跳闸 下拉选择支路开关是全状态还是全跳闸 

馈线柜个数 显示馈线柜个数，不可更改。 

馈线分机个数 显示馈线分机个数，不可更改。 

馈线分机 下拉选择馈线分机。 

支路个数 查看该分机下的支路个数，不可更改。 

 

 

绝缘设置-电池馈线界面 

     项目名称                     描述 

电池馈线状态 下拉选择电池馈线状态 

电池节数 显示电池节数，不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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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线从机号 显示馈线从机号，不可设置。 

馈线支路号 显示馈线支路号，不可设置。 

 

 
绝缘设置-桥控制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系统补偿桥 下拉选择设置系统补偿桥状态。 

平衡桥开路锁定 下拉选择设置平衡桥开路锁定状态。 

检测桥开路锁定 下拉选择设置检测桥开路锁定状态。 

定时投入不平衡桥 设置每天定时投入不平衡桥的时间。 

定时互窜检测 设置每天定时互窜检测的时间。 

 

 

绝缘设置-绝缘系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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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描述 

非母联正平衡桥系数 输入设置非母联正平衡桥系数。 

母联负平衡桥系数 输入设置母联负平衡桥系数。 

非母联负平衡桥系数 输入设置非母联负平衡桥系数。 

互窜电压补偿 输入设置互窜电压补偿。 

母联正平衡桥系数 输入设置母联正平衡桥系数。 

 

1.7 参数设置-手动控制 

    点击“参数设置”模块的子项“手动控制”按钮，进入手动控制信息界面。。具体如下图所示： 

 

手动控制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手动投入不平衡桥 实现手动投入不平衡桥功能，设置成功后，logo 旁会出现手动小

图标。 

手动直流互窜检测 实现手动直流互窜检测功能，设置成功后，logo 旁会出现手动小

图标。 

启动平衡桥退出自检 实现启动平衡桥退出自检功能，设置成功后，logo 旁会出现手动

小图标。 

启动不平衡桥开路自检 实现启动不平衡桥开路自检功能，设置成功后，logo 旁会出现手

动小图标。 

启动平衡桥开路自检 实现启动平衡桥开路自检功能，设置成功后，logo 旁会出现手动

小图标。 

启动母线对地电容检测 实现启动母线对地电容检测功能，设置成功后，logo 旁会出现手

动小图标。 

启动互感器校正 实现启动互感器校正功能，设置成功后，logo 旁会出现手动小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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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启动 B 码对时 实现手动启动 B 码对时功能，设置成功后，logo 旁会出现手动

小图标。 

 

1.8 参数设置-系统设置 

    点击“参数设置”模块的子项“系统设置”按钮，进入系统设置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四个子界面—

基本参数、录波参数、其他设置、开入设置。具体如下图所示： 

 

系统设置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基本参数 查看设置基本参数，以下逐一介绍。 

录波参数 可实现以下功能： 

录波参数/电流启动条件/电压启动条件。 

以下逐一介绍。 

其他设置 可实现以下功能： 

恢复出厂/U盘操作/重启设备/生产测试。 

以下逐一介绍。 

开入设置 可进行相关开入设置 

 

1.8.1 系统设置-基本参数 

    点击“系统设置”模块的子项“基本参数”按钮，进入基本参数信息界面。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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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数界面 

     项目名称                      描述 

电池组电流系数 设置电池组电流系数。                    

系统标称电压 设置系统标称电压。 

B 码自动对时 设置是否启动 B 码自动对时。 

负载电流系数 设置负载电流系数。 

屏幕背光亮度 设置屏幕背光亮度。 

声光报警 设置是否启用声光报警。 

分流器量程 设置分流器量程。 

屏幕保护延时 设置屏幕保护延时。 

事件记录 设置是否启用事件记录。 

电池电流修正值 设置电池电流修正值。 

电池电流修正类型 设置电池电流修正类型。 

logo 隐藏 设置是否启用 logo 隐藏。 

交流电压零飘值 设置交流电压零飘值。 

电池电压等级 设置电池电压等级。 

软件版本 显示软件版本。 

母线绝缘范围 设置母线绝缘范围。 

电压显示位数 设置电压显示位数。 

 

1.8.2 系统设置-录波参数 

    点击“系统设置”模块的子项“录波参数”按钮，进入录波参数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三个子界面—

录波参数、电流启动条件、电压启动条件。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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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波参数-录波参数界面 

     项目名称                       描述 

录播启停 设置录波启停状态。 

采样频率 设置采样频率。 

稳态记录 设置稳态记录状态。 

A 段数据时间 设置 A 段数据时间。 

稳态周期 设置稳态周期时间。 

B 段数据时间 设置 B 段数据时间。 

 

 
录波参数-电流启动条件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蓄电池组电流突变 设置蓄电池组电流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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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组充电电流 设置蓄电池组充电电流。 

蓄电池组放电电流 设置蓄电池组放电电流。 

 

 

录波参数-电压启动条件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控母电压突变 设置控母电压突变值。 

蓄电池组电压突变 设置蓄电池组电压突变值。 

控制母线电压下限 设置控制母线电压下限值。 

控制母线电压上限 设置控制母线电压上限值。 

蓄电池组电压下限 设置蓄电池组电压下限值。 

蓄电池组电压上限 设置蓄电池组电压上限值。 

控母直流负对地电压下限 设置控母直流负对地电压下限值。 

控母直流负对地电压上限 设置控母直流负对地电压上限值。 

控母交流负对地电压 设置控母交流负对地电压值。 

 

1.8.3 系统设置-其他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模块的子项“其他设置”按钮，进入其他设置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四个子界面—

恢复出厂、U 盘操作、重启设备、生产测试。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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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置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恢复出厂 恢复出厂设置。 

U 盘操作 可实现以下功能： 

导入配置/导入馈线/导入 DI/升级程序/导出配置/数据导出。 

以下逐一介绍。 

重启设备 重启设备。 

生产测试 进行生产测试模式。 

1.8.3.1 其他设置-U 盘操作 

    点击“其他设置”模块的子项“U 盘操作”按钮，进入 U 盘操作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六个子界面—

—导入配置、导入馈线、导入 DI、升级程序、导出配置、数据导出。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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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盘操作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导入配置 导入配置文件。 

导入馈线 导入馈线相关设置文件。 

导入 DI 导出 DI 设置文件。 

升级程序 升级程序。 

导出配置 导出所有配置文件。 

数据导出 可实现以下功能： 

稳态文件/暂态文件/的查看、删除、导出。 

以下逐一介绍。 

1.8.3.1.1 U 盘操作- 数据导出 

    点击“U 盘操作”模块的子项“数据导出”按钮，进入数据导出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两个子界面—

—稳态文件、暂态文件。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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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出-稳态文件界面图 

 

数据导出-暂态文件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稳态文件 没有故障时的录波文件。 

暂态文件 故障产生时的录波文件。 

编号 报表在列表中显示的编号。 

文件名 报表的文件名。 

创建时间 报表创建的时间。 

文件大小 报表文件的大小。 

列表右下角第一排数字 报表总数。 

列表右下角第二排数字 当前页/总页数。 

首页 显示首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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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 显示下一页内容。 

全选 对当前页的列表选项进行全部选择。 

取消选择 取消当前已选择的列表选项。 

删除 删除报表 

温馨提示：报表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导出 导出报表到 U 盘。 

温馨提示：稳态文件导出到 U盘 SteadyWaveFile文件夹中，暂

态文件导出到 U盘的 TransWaveFile文件夹中。 

 

1.8.3.2 其他设置-生产测试 

    点击“其他设置”模块的子项“生产测试”按钮，进入生产测试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三个子界面—

硬件测试、出厂校准、通讯延时。具体如下图所示： 

 

 

生产测试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硬件测试 进行硬件相关测试，进入该测试模式，logo 旁会出现测试小图

标。 

出厂校准 进行出厂校准。 

通讯延时 设置通讯延时。 

开发选项 开发权限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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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1 生产测试-硬件测试 

    点击“生产测试”模块的子项“硬件测试”按钮，进入硬件测试信息界面，左上角会出现测试小图标，

表示现在处于测试模式。该界面分为四个子界面—DO 量测试、DI 量测试、指示灯测试、通讯测试。具体

如下图所示： 

 

硬件测试-DO量测试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开出 DO1 设置 DO1 开合。 

开出 DO2 设置 DO2 开合。 

开出 DO3 设置 DO3 开合。 

开出 DO4 设置 DO4 开合。 

开出 DO5 设置 DO5 开合。 

开出 DO6 设置 DO6 开合。 

开出 DO7 设置 DO7 开合。 

装置故障 设置装置故障开合。 

蜂鸣器控制 设置蜂鸣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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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测试-DI量测试界面 

      项目名称                      描述 

DI1 状态 硬件设置 DI1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2 状态 硬件设置 DI2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3 状态 硬件设置 DI3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4 状态 硬件设置 DI4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5 状态 硬件设置 DI5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6 状态 硬件设置 DI6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7 状态 硬件设置 DI7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8 状态 硬件设置 DI8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9 状态 硬件设置 DI9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10 状态 硬件设置 DI10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11 状态 硬件设置 DI11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12 状态 硬件设置 DI12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13 状态 硬件设置 DI13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14 状态 硬件设置 DI14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DI15 状态 硬件设置 DI15 状态看是否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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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测试-指示灯测试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绝缘下降灯 设置绝缘下降灯状态，看设备绝缘下降灯显示是否对应。 

直流互窜灯 设置直流互窜灯状态，看直流互窜灯显示是否对应。 

通讯状态灯 设置通讯状态灯状态，看通讯状态灯显示是否对应。 

装置故障灯 设置装置故障灯状态，看装置故障灯显示是否对应。 

交流窜入灯 设置交流窜入灯状态，看交流窜入灯显示是否对应。 

 

 
硬件测试-通讯测试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USB1 通讯测试 通过插入 U 盘测试 USB1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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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2 通讯测试 通过插入 U 盘测试 USB2 口。 

LAN1 通讯测试 测试 LAN1 口。 

LAN2 通讯测试 测试 LAN2 口。 

COM1 通讯测试 COM1-COM3 由串口调试终端报文进行测试 

COM2 通讯测试 

COM3 通讯测试 

TTL1 通讯状态 测试 TTL1 通讯状态。 

TTL2 通讯状态 测试 TTL2 通讯状态。 

1.8.3.2.2 生产测试-出厂校准 

    点击“生产测试”模块的子项“出厂校准”按钮，进入出厂校准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三个子界面—

—直流电压校准、交流电压校准、电流校准。具体如下图所示： 

 

出厂校准-直流电压校准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控母正对地电压校准 校准控母正对地电压。 

母线负对地电压校准 校准母线负对地电压。 

控制母线电压校准 校准控制母线电压。 

合闸母线电压校准 校准合闸母线电压。 

电池组电压校准 校准电池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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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校准-交流电压校准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负交流窜入电压校准 校准负交流窜入电压。 

 

 

出厂校准-电流校准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电池组电流校准①标准源 校准电池组电流校准①标准源。 

电池组电流校准②标准源 校准电池组电流校准②标准源。 

负载电流校准①标准源 校准负载电流校准①标准源。 

负载电流校准②标准源 校准负载电流校准②标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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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3 生产测试-通讯延时 

    点击“生产测试”模块的子项“通讯延时”按钮，进入通讯延时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两个子界面—

D10 通讯设置、绝缘仪通讯设置。具体如下图所示： 

 

通讯延时-D10通讯设置界面图 

 

通讯延时-绝缘仪通讯设置界面图 

 

1.8.4 系统设置-开入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模块的子项“开入设置”按钮，进入开入设置信息界面。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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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入设置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DI1 默认为#1 交流输入开关。 

DI2 默认为#2 交流输入开关。 

DI3 默认为#1 交流输入自动切换开关。 

DI4 默认为#2 交流输入自动切换开关。 

DI5 默认为蓄电池组进线开关。 

DI6 默认为蓄电池组放电开关。 

DI7 默认为充电机输出开关。 

DI8 默认为母线联络开关 

温馨提示： 

    （1）.开入设置设置 DI 量对应的名称，通过硬件设置 DI 量的状态，在运行监控-基本

信息中显示 DI量设置名称对应的状态显示。 

    （2）.DI1-DI8可分别设置为#1交流输入开关、#2 交流输入开关、#1 交流输入自动切

换开关、#2 交流输入自动切换开关、蓄电池组进线开关、蓄电池组放电开关、充电机输出

开关、充电机输出开关，不可重复设置。 

    （3）.DI9-DI15对应名称可通过配置文件设置。 

2、运行监控 

    点击“运行监控”按钮，进入运行监控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四个子界面——基本信息、支路绝缘、

支路开关、进线开关。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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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监控-基本信息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蓄电池组电压 显示蓄电池组电压。 

蓄电池组电流 显示蓄电池组电流。 

负载母线电流 显示负载母线电流。 

合闸母线电压 显示合闸母线电压。 

控制母线电压 显示控制母线电压。 

合母正对地电压 显示合母正对地电压。 

控母正对地电压 显示控母正对地电压。 

母线负对地电压 显示母线负对地电压。 

交流窜入电压 显示交流窜入电压。 

母线正对地电阻 显示母线正对地电阻。 

母线负对地电阻 显示母线负对地电阻。 

直流互窜电阻 显示直流互窜电阻。 

交流①输入开关 显示交流①输入开关。 

交流②输入开关 显示交流②输入开关。 

交流①切换开关 显示交流①切换开关。 

交流②切换开关 显示交流②切换开关。 

蓄电池进线开关 显示蓄电池进线开关。 

蓄电池进线开关 显示蓄电池进线开关。 

充电机输出开关 显示充电机输出开关。 

母线联络开关 显示母线联络开关。 

 点击显示 DI9-DI15 信息，该名称是由配置文件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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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监控-支路绝缘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序号 该支路绝缘信息的序号。 

馈线柜 所属的馈线柜。 

支路名称 所属支路。 

正对地电阻 该支路的正对地电阻。 

负对地电阻 该支路的负对地电阻。 

漏电压 该支路的漏电压。 

漏电流 该支路的漏电流。 

筛选 筛选支路绝缘信息显示，后面有详细的筛选功能介绍。 

首页 显示首页支路绝缘信息。 

上一页 显示下一页的支路绝缘信息，若当前是首页，该功能不可用。 

下一页 显示上一页的支路绝缘信息，若当前是尾页，该功能不可用。 

尾页 显示尾页的支路绝缘信息。 

右下角倒数第二个数字 当前页/总页数 

右下角数字 总的支路绝缘信息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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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监控-支路绝缘-支路绝缘信息筛选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全显示 点击全显示选中，则不管下面的选不选，都是显示全部支路绝

缘信息 

对地电阻 选择在此范围内对地电阻的支路绝缘信息显示  

漏电流范围 选择在此范围内漏电流的支路绝缘信息显示 

漏电压范围 选择在此范围内漏电压的支路绝缘信息显示 

返回 不做筛选，返回 

确定 确定筛选。 

温馨提示：若该项中除了全显示有多个筛选，则显示同时满足多个筛选条件的支路绝缘信息。 

  

 

运行监控-支路开关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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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描述 

序号 该支路开关的序号。 

馈线柜 该支路开关所属馈线柜。 

馈线模块 该支路开关所属馈线模块。 

支路名称 该支路开关的支路名称。 

开关状态 该支路开关的开关状态。 

首页 显示首页支路开关信息。 

上一页 显示上一页支路开关信息。若当前页为首页，该功能不可用。 

下一页 显示下一页支路开关信息。若当前页为尾页，该功能不可用。 

尾页 显示尾页支路开关信息。 

右下角倒数第二个数字 当前页/总页数。 

右下角数字 总的支路开关个数。 

 

 

运行监控-进线开关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序号 该进线开关的序号。 

柜体名称 该进线开关所属柜体名称。 

馈线模块 该进线开关所属馈线模块。 

DI1 该进线开关的 DI1 状态。 

DI2 该进线开关的 DI2 状态。 

SD 该进线开关的 SD 状态。 

右下角数字 总的进线开关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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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告警记录 

    点击“信息记录”按钮，进入信息记录信息界面。该界面分为三个子界面——当前告警、历史告警、

事件记录。具体如下图所示： 

 
信息记录-当前告警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序号 当前告警中该告警的序号。 

起始时间 当前告警中该告警的起始时间。 

告警类型 当前告警中该告警的详细信息描述。 

告警值 当前告警中该告警的告警值。 

右下角数字 当前告警的总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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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记录-历史告警界面图 1 

 

信息记录-历史告警界面图 2 

      项目名称                       描述 

序号 历史告警中该告警的序号。 

起始时间 历史告警中该告警的起始时间。 

告警类型 历史告警中该告警的详细信息描述。 

结束时间 历史告警中该告警的结束时间。 

正/负对地电阻 历史告警中该告警的正/负对地电阻。 

正/负对地电压 历史告警中该告警的正/负对地电压。 

告警值 历史告警中该告警的告警值。 

清空历史告警 清空当前所有的历史告警。需要输入密码，防止误删。 

首页 显示首页历史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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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 显示上一页历史告警信息。若当前页是首页，该功能不可用。 

下一页 显示下一页历史告警信息。若当前页是尾页，该功能不可用。 

尾页 显示尾页历史告警信息。 

右下角倒数第二个数字 当前页/总页数。 

右下角数字 总的历史告警个数。 

 

 

                                            信息记录-事件记录界面图 1 

 

信息记录-事件记录界面图 2 

      项目名称                       描述 

序号 该事件产生的序号。 

起始时间 该事件的起始时间。 

事件内容 该事件的具体事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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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 该事件发生前的值/状态。 

修改后 该事件发生后的值/状态。 

清除事件记录 删除当前所有的事件记录。有提示框，防止误删。 

首页 显示首页事件记录信息。 

上一页 显示上一页事件记录信息。若当前页是首页，该功能不可用。 

下一页 显示下一页事件记录信息。若当前页是尾页，该功能不可用。 

尾页 显示尾页事件记录信息。 

右下角倒数第二个数字 当前页/总页数. 

右下角数字 当前所有的事件记录个数。 

 

4、录波展示 

    点击“录波展示”按钮，进入录波展示信息界面。具体如下图所示： 

 

录波展示-录波文件选择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编号 录波文件中该文件的编号。 

文件名 录波文件中该文件的文件名。 

创建时间 录波文件中该文件的创建时间。 

文件大小 录波文件中该文件的文件大小。 

表格右下侧数字 录波文件的总个数。 

确定 选择其中一个，确定打开该录波文件。 

取消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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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波展示-稳态录波展示界面图 

 

                               录波展示-暂态录波展示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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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选择界面图                                             通道名称显示界面图 

项目名称                       描述 

 暂态文件名：暂态文件名 故障启动类型。 

 稳态文件名：稳态文件名 记录时长。 

左侧内容 显示的是录波文件所有的通道名称、当前

游标所在位置的数值、当前游标所在位置

的时间、当前游标所在位置的数据点、文

件的采样频率、右侧波形与左侧通道名称

的颜色一一对应。 

波形图 y 轴显示的数据是对应通道的峰值(最大

值、最小值)，x 轴是数据点的时间。可通

过点击波形图任意点把游标移到点击处。 

更多 如上更多选择界面显示。 

左移游标 把当前游标所在位置向左侧移动一个数据

点。 

右移游标 把当前游标所在位置向右侧移动一个数据

点。 

暂态文件选择 选择暂态文件。 

稳态文件选择 选择稳态文件。 

通道名称 通道名称显示，如上如通道名称显示界面

图。左侧是简称，右侧是详细的通道名称。 

关闭 关闭录波页面，回到主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