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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关于本说明书 

 

本说明书提供如何以安全的方式使用 HDJB-6000S 智能变电站光数字测试仪的准确信

息， 说明书中详细介绍了安全、规范的操作要领以及各种测量功能的使用流程，请您在使

用协议 前完整的阅读完本说明书。 

1.2 安全须知 
 

 在使用测试仪及其配件之前，请先完整阅读使用说明书，请严格遵守电力系统相关规定 

和规程； 

 请勿在高温、有爆炸性气体、蒸汽或者有大量灰尘的地方使用测试仪； 

 请勿将光纤直接对准眼睛，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运输和保存本产品时，请确保测试仪处于关机状态； 

 出现电池电量过低警告时，请及时给测试仪充电； 

 在给测试仪充电时，请使用本产品配送的电源适配器； 

 如需测试本产品，请使用合格的测试设备或检测装置； 

 测试仪如果出现问题需要维修，请勿自行拆卸，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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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清单 

 
 
 
 
 
 
 
 
 
 
 
 
 
 
 
 
 
 
 
 
 
 
 
 
 
 
 
 
 
 
 
 
 
 
 
 
 
 
 
 
 
 
 
 
 
 
 
 
 
 
 
 
 
 
 
 
图 1-1   产品清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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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JB-6000S 随机物品如下表所示： 

 
表 1-1   产品清单 

 
编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HDJB-6000S 智能变电站光数字测试仪 台 1  
 
 

2 
 

光纤套件 

 
组 

 
 

1 

ST-ST 5 米多模光纤线 2 条 

LC-LC 5 米多模光纤线 3 条 

ST-LC 5 米多模光纤线 3 条 

3 SD 卡及读卡器 个 1 标配 8G 

4 电源适配器 个 1 AC220V—DC15V 

5 USB 数据线 条 1  
6 便携包 个 1  
7 说明书   随机 SD 卡内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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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功能说明 

 

随着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及新技术的应用，智能变电站成为未来变电站的发展趋势，并 

将成为智能电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变电站主要特点是由智能化一次设备和网络化二次 

设备分层构建，是建立在 IEC61850 协议规范基础上，实现变电站内智能电气设备间信息共 

享和互操作的现代化变电站。 

智能变电站的二次设备接收和发送的不再是传统的电压电流模拟量和硬接点开关信号， 

全站使用 IEC 61850 通信规约传递电压电流采样值、开关状态等遥测遥信量，并使用光纤作 

为传输介质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如果智能站需要故障检修、现场调试或日常维护，传统的模 

拟量测量仪器无法对这些信息进行诊断测试，现场施工或变电站维护人员需要一种崭新的手 

段对光数字信号进行解析。 

HDJB-6000S 是一款便携式的智能变电站光数字测试仪，它对智能变电站过程层和间

隔层 的网络通讯协议（IEC61850-9-1、IEC61850-9-2、IEC60044-7/8、GOOSE、IEEE1588）
进行 

实时解析和监视，并分析其中传输的遥测遥信量数据，同时兼具保护的测试功能。它以直观 

的方式显示分析结果：如电压电流的有效值、相角、谐波、功率等电能量分析；开关状态及 

动作时间分析；时间同步的对时分析；光信号的光功率分析，是变电站日常维护、检测、调 

试过程层和间隔层设备运行状况的必备工具。 

2.2   性能参数 

2.2.1 基本性能 
 

a)   遥测信息响应时间 < 1s； 

b)   遥信变化响应时间 < 1s； 

c)   SMV 发送时间均匀性最大偏差 ≤ 1us； 

d) 测量 SV 精度：电压在 0.01Ue～2Ue 范围内精度优于 0.05%；电流在 0.01Ie～40Ie 范围 

内精度优于 0.05%；电流、电压相位精度优于 0.01°；频率在 40.0Hz～70.0Hz 范围内 

精度优于 0.002Hz； 

e)   发送 SV 精度：电压在 0.01Ue～2Ue 范围内精度优于 0.05%；电流在 0.01Ie～40Ie 范围 

内精度优于 0.05%；电流、电压相位精度优于 0.01°； 

f)    接收 GOOSE 事件的分辨率 ≤ 1ms； 

g)   支持 IRIG-B 码对时，支持 1588 对时，PPS； 

h)   光功率测量范围：-31dbm~-14dbm，可测量光波长：1310nm、850nm； 

i)    支持标准 SCL 文件导入，提取需要的装置实例配置信息； 

注：测量 SV、发送 SV 精度试验基于 IEC61850-9-2 协议，其中 Ue=10kV，Ie=1000A 
 

2.2.2 接收性能 
 

a)   支持接收 IEC61850-9-1/9-2 报文； 

b)   支持接收 FT3 报文（IEC60044-8），支持 2.5M、5M、10M 波特率； 

c)   支持接收 FT3 扩展报文（IEC60044-8），支持 5M、10M 波特率； 

d)   支持常用采样率：4kHz、12.8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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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支持接收 GOOSE 报文； 

f)    支持光口串接功能； 

g)   支持 PCAP 和 COMTRADE 录波格式； 
 

2.2.3 发送性能 
 

a)   支持发送 IEC61850-9-1/9-2 报文，单帧报文 ASDU 数目 1~8 可选； 

b) 支持发送 FT3 报文（IEC60044-8），支持 2.5M、5M、10M 波特率； 

c)   支持发送 FT3 扩展报文（IEC60044-8），支持 5M、10M 波特率； 

d)   支持常用采样率：4kHz、12.8kHz； 

e)   3 组 SV 发送通道可选，幅值、相位、频率可变； 

f)    支持异常报文发送模拟； 

g)   支持发送 GOOSE 报文； 

h)   支持按时间定点开始发送 SMV、G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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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参数 

 
3.1 环境条件 正常工作温度：

-5～45℃； 极限工作温度：

-10～50℃； 贮存及运输：

 -25～70℃； 相对湿度：

 5%～95%； 大气压力：

 80～110kPa。 

3.2 机械尺寸及重量 
 

测试仪尺寸：240 mm（W）× 150mm（H）× 54 mm（D）； 

测试仪重量：≤1KG 

3.3 电源 

内置电池组：11.1V 4000mAh 聚合物锂电池组 

电源适配器： 

输入：AC 100~240V、50/60Hz 
输出：DC 15V、2.67A 

工作时长：一次充满电可正常工作 8 小时以上 整机最大运行功耗：

≤10W 

3.4 电磁兼容性能 
 

1) 阻尼振荡抗扰度 III 级（标准最高等级） 

2) 静电放电抗扰度 IV 级（标准最高等级） 

3)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III 级（标准最高等级） 

4)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IV 级（标准最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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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原理 

 
4.1 原理图 

HDJB-6000S 硬件系统结构如图 4-1 所示，主要由 32 位嵌入式 CPU 系统和对外接口组成。 
 

 
 

图 4-1   HDJB-6000S 工作原理图 

7 

 



 
 

5. 操作说明 
 

5.1 外观布局 
 

HDJB-6000S 外观如图 5-1 所示，外部接口及部件名称标注于图中，测试仪外部接口、

指 示灯及按键说明如下： 

 
 

图 5-1   HDJB-6000S 正视图 
 

 
 

图 5-2   HDJB-6000S 俯视及侧视图 

HDJB-60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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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接口 

 

表 5-1   接口功能说明 
 

编号 接口名称 功能 

1 充电孔 测试仪充电电源适配器插孔，建议在关机状态下给测试仪充电 

2 光串口 TX1  
ST 光纤数据发送接口，用于 IEC60044-7/8 报文发送 

3 光串口 TX2 

4 光串口 RX1  

ST 光纤数据接收接口，用于 IEC60044-7/8 报文接收、IRIG-B 码报文接收 
5 光串口 RX2 

6 光网口 1  
LC 光纤数据收发接口，用于 IEC61850-9-2/1 采样值、GOOSE 报文收发 7 光网口 2 

8 光网口 3 

9 光网口 4 同光网口 123，或用于多机协同通信 

10 USB 盘插槽 U 盘接口，用于导入全站配置文件、保存录波文件、保存屏幕截图文件等 

11 USB Device USB 设备接口，用于把本测试仪作为一个大容量存储设备与电脑连接 

12 SD 卡槽 SD 卡接口，用于导入全站配置文件、保存录波文件、保存屏幕截图文件等 

5.1.2 指示灯 
 

表 5-2   指示灯功能说明 
 

编号 指示灯名称 功能 

13 光串口 TX1  
有数据发送时会闪烁或常亮 

14 光串口 TX2 

15 光串口 RX1  

接收到数据时会闪烁或常亮 
16 光串口 RX2 

17 光网口 1Link  
 

通信双方链路接通时常亮 
18 光网口 2Link 

19 光网口 3Link 

20 光网口 4Link 

21 光网口 1Active  
 

通信双方有数据收发时闪烁或常亮 
22 光网口 2Active 

23 光网口 3Active 

24 光网口 4Active 

25 RUN 测试仪正常启动后常亮 

26 DC 接入电源适配器后，充电时闪烁，充满电后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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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按键 
 

表 5-3   按键功能说明 
 

编号 按键 功能 

 
 
 
 

27 

 

 
 
 
当屏幕上有焦点时，调整屏幕焦点上下左右移动来进入不同的 

功能 

 
 

28 

 

 
 

 

 
用于取消当前操作或退出当前页面 

 
 

29 

 

 
 

 
进入当前焦点指向的功能，或用于进入编辑状态、复选框选择 

操作、确认修改操作 

 
 

30 

 

 
 

 
部分页面内可弹出快捷操作菜单 

 
 

31 

 

 
 

 
在任何界面下返回主界面 

 
 

32 

 

 
 

 
长按此键进行开机、关机，短按此键进行屏幕锁定、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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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开机关机 

5.2.1 开机 
 

在关机状态下，长按电源键 5 秒，依次出现开机画面并开始初始化，开机完成后进入主 

界面，如图 5-3 所示。 
 

 
 

图 5-3   主界面 
 

5.2.2 关机 
 

在开机状态下，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关机： 
 

1. 长按   键 5 秒，界面弹出关机选择框，选择“是”进行关机操作。 

 

2. 点击底部栏的   图标弹出关机选择框，选择“是”进行关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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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关机选择框 
 

5.2.3 主页键 
 
 
 

在开机状态下的任何界面，点击   键会直接从当前页面返回到主界面，但是若 

部分页面正在运行测试功能，则需要停止测试后才能操作返回主界面。 

5.2.4 锁定 
 

在开机状态下，短按   键，可使测试仪进入锁定状态，如图 5-5 所示，在锁定 

状态下，点击除   键外的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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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锁定屏幕 
 

 

在锁定状态下，再次短按   键，可使测试仪退出锁定状态，如下图所示。 

 

 
 

图 5-6   解锁屏幕 

13 

 



 
5.3 主界面 

 

HDJB-6000S 主界面如图 5-7 所示，分为 18 个功能模块：SMV 接收、GOOSE 接收、对

时、 录波分析、手动试验、状态序列、GMRP、网络压力…等。触摸或按方向键可在各功能

模块 
 

之间切换，按   进入选中功能。功能模块一页不能显示完的时候，按屏幕上的左右 

箭头可以翻页。 

 
 

图 5-7   主界面 
 

各模块功能简介如表 5-4 所示： 
 

表 5-4   功能简介 
 

功能模块 说明 

 
SMV 接收 

用于接收 SMV 采样值报文，以有效值、波形、序量、相量、谐波等多种方式显示 

分析结果，还可进行采样值报文丢帧统计，详情请参照 17 小节 

GOOSE 接收 用于接收 GOOSE 报文，显示 GOOSE 报文的变位情况，详情请参照 18 小节 

对时 用于显示 IEEE1588 报文及光 B 码报文对时时间，详情请参照 19 小节 

 
录波分析 

进行报文全录波，打开 SD 卡中的录波文件，并回放波形以及统计错误信息，详情 

请参照 20 小节 

 
手动试验 

用于发送 SMV  和 GOOSE  报文，模拟合并单元（MU）输出 IEC61850-9-1/2、 

IEC60044-7/8（FT3）光数字报文、GOOSE 报文，同时接收测试对象反馈的 GOOSE 
报文，可用来测试保护测控装置、合并单元、智能终端等设备，详情请参照 9 小节 

 
状态序列 

按预先定义的状态依次输出 SMV  和 GOOSE  报文，同时接收被测对象反馈的 

GOOSE 报文，详情请参照 10 小节 

 
GMRP 

对变电站中的 GMRP 组播协议进行测试，可加入组播组，或接收组播报文分析， 

详情请参照 21 小节 

网络压力 测试广播风暴和报文流量统计，详情请参照 22 小节 

零序试验 对保护装置进行零序保护试验，并导出试验结果，详情请参照 11 小节 

14 

 



 
 

距离试验 对保护装置进行距离保护试验，并导出试验结果，详情请参照 12 小节 

差动试验 对保护装置进行差动保护试验，并导出试验结果，详情请参照 13 小节 

同期试验 对同期装置进行同期试验，并导出试验结果，详情请参照 14 小节 

 

故障回放 
加载 COMTRADE 录波文件进行故障回放，模拟故障发生和测试保护动作时间， 

详情请参照 15 小节 

 
延时测试 

GOOSE 转硬接点、硬接点转 GOOSE、GOOSE 转 GOOSE、硬接点转硬接点的传 

输延时测试，详情请参照 16 小节 

光功率 实时观察各个光口接收光信号的强度，详情请参照 23 小节 

多机协同 进入多机协同的从机模式，接收主机发过来的命令，详情请参照 24 小节 

 
SCL 分析 

对 SCD 文件进行分析，用图形的方式直观的显示 IED 之间的连线关系以及虚端子 

的连接，详情请参照 25 小节 

 
SCL 对比 

对两个 SCD 文件进行对比分析，标记出两个文件的控制块和通道的差异，详情请 

参照 26 小节 

系统设置 修改系统设置：显示、时间、配置备份还、版本信息等，详情请参照 6 小节 

参数设置 修改报文收发设置和控制块参数，详情请参照 7 小节 

 
IED 速配 

用直观易用的向导形式，对测试的 IED 装置进行参数配置，配置完成后即可进行 

继电保护试验，详情请参照 8 小节 

5.3.1 顶部状态栏 
 

界面的顶部划分为两个部分，左侧区域显示当前页面的标题信息，右侧区域显示设备的 

状态信息，包括时间、电量、SD 卡等状态。 
 

5.3.2 底部栏 
 

界面的底部栏显示当前页面的快捷操作菜单，比如主界面的底部有三个快捷菜单，从左 

到右的功能依次是返回主页、截图与关机。 
 

5.3.3 侧边栏 
 

除了主界面外，其他界面右边都有一个侧边栏，用来提供对页面的操作，如图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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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侧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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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屏幕键盘 

 

HDJB-6000S 通过自身提供的屏幕键盘（如图 5-9）进行数据输入，通过左下角相应按钮

进 行输入模式的切换，一共有三种不同的输入模式： 

1. 英文输入模式 

2. 数字输入模式 

3. 符号输入模式 
 

 
 

图 5-9   屏幕键盘 

17 

 



 
5.5 右键菜单 

 

HDJB-6000S 设备的右键菜单按钮可以在部分页面提供快捷的操作功能。下面列出右键

菜 单使用的几个场景页面。 

1. SMV 接收 

在“SMV 接收”业务页面，进入“设置”页面的“通道设置”项，按下“右键菜 

单”按钮弹出通道模板设置菜单，进而可以快速设置通道的类型与相别，如图 5-10 所 

示。 

 
 

图 5-10   通道编辑 
 

2. 参数配置 

在“参数配置”页面的“SMV 发送”控制块通道编辑页面中，按下“右键菜单” 

按钮弹出通道模板设置菜单，进而可以快速设置通道的类型与相别，如图 5-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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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通道编辑 
 

3. 手动试验 

在“手动试验 – 发送 SMV”页面中，当焦点位于“幅值”或“相角”列中按下“右 

键菜单”按钮，可以弹出针对“幅值”或“相角”的快速设置菜单，如图 5-12 与图 5-13 
所示。 

在“手动试验 – 发送 GOOSE”页面中，按下“右键菜单”可以弹出针对 GOOSE 
通道值的快速设置菜单，如图 5-14 所示。 

 
 

图 5-12   幅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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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相角设置 

 

 
 

图 5-14   通道值设置 
 

4. 状态序列 

在“状态序列”页面点击其中某个状态进入状态设置页面，按下设备的“右键菜单” 

可以弹出对通道“幅值”或“相角”的快速设置菜单，如图 5-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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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通道幅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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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设置 
 

在图 5-7 所示主界面下按“系统设置”菜单进入设置页面，根据需要完成 HDJB-6000S

所 需设置。按方向键移动焦点，按   修改焦点所在的项目，按   键取消修

改或 退出。 

6.1 基本设置 

在“系统设置”界面左侧的参数目录中选择“基本设置”，如图 6-1 所示。 
 

 
 

图 6-1   系统设置 
 

“基本设置”各参数子项说明如下： 

背光亮度：设置屏幕亮度； 背光时间：设置屏幕的背光时间，指定时间内未操

作 HDJB-6000S将进入屏保状态； 屏幕设置：进入触摸屏校准界面； 

日期时间：设置系统时间； 时区设置：设置系统时区； 

6.2 连接管理 

在“系统设置”界面的左侧参数目录中选择“连接管理”，如图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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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连接管理 
 

通过随机配送的 USB 线缆，将测试仪与电脑连接起来，再点击“开始连接”按钮，则 

可使得测试仪作为大容量存储设备与电脑连接，用户可通过电脑读写测试仪中默认存储器的 

文件。比如可以将 SCL 文件导入默认存储器，或从默认存储器获得录波文件、截图文件。 
 

注意：使用本功能前要确保测试仪中有 SD 卡或 U 盘。 
 

6.3 存储器 

在“系统设置”界面的左侧参数目录中选择“存储器”，如图 6-3 所示。 

 
 

图 6-3   存储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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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管理界面可以设置当前默认的存储器：SD 卡或 U 盘，在录波、截图、导入 SCL 

文件时会从默认的存储器中读写。本界面还可以显示存储器的容量信息以及对文件进行浏览 

或删除操作。 

6.4 备份还原 

在“系统设置”界面的左侧参数目录中选择“备份还原”，如图 6-4 所示。 
 

在“备份设置”子项上按   键，可以备份当前用户的设置到默认存储器，备份 

包括用所有系统设置的内容和参数配置的内容，配置名称可自定义；在“还原设置”子项上 
 

按   键，可以从默认存储器中还原之前备份好的配置。利用这两个功能用户可以备 

份多组配置以适应不同的测试场合。 
 

在“恢复出厂设置”子项上按   键，可将测试仪的所有设置恢复到出厂默认状 

态。 

 
 
 
 

6.5 关于 

图 6-4   还原设置 

在“系统设置”界面的左侧参数目录中选择“关于”，显示产品名称、版本信息及公司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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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配置 

 
在图 5-7 所示主界面下按“参数配置”菜单进入配置页面，如图 7-1 所示，“参数配置” 

页面包含的目录项有：基本参数、SMV 发送、GOOSE 发送、GOOSE 接收。工作区右侧包 
 

含当前目录的参数子项，通过   键选择目录，通过   键在参数 

目录和参数子项间切换。 

7.1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配置页面主要设置全站配置文件、额定通道类型、电压/电流通道一次/二 

次值的缺省值、MU 延时，如图 7-1 所示： 

 
 

图 7-1   基本参数配置 
 

“基本参数”各参数子项说明如下： 

SCL 导入：选择当前使用的全站配置文件，未选择任何配置文件时会显示“（未加载）” 

按   键进入“文件浏览器”页面，该页面会列举默认存储器中的全站配置文件，选 

中某个配置文件按   会加载指定的配置文件； 
 

额定频率：对采样值报文进行分析的基准频率； 额定通道

类型：报文中的采样值类型； 电压一次额定值：电压通道

缺省一次额定值，单位：kV； 电压二次额定值：电压通道

缺省二次额定值，单位：V； 电流一次额定值：电流通道缺

省一次额定值，单位：A； 电流二次额定值：电流通道缺省

二次额定值，单位：A； MU 额定延时：设置 MU 缺省延时

值，单位：µ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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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方案：设置对时方式，可设置使用不同的对时方式和用哪个端口对时。注意如果 

光串口用于对时则该端口不能再做它用。 

7.2 SMV 发送 
 

“SMV 发送”主要设置“手动试验”、“状态序列”、“保护试验”相关功能模块的采样 

值报文发送选项，可编辑待发送控制块的参数信息、通道信息。 

HDJB-6000S 内置 12 路电压、12 路电流虚拟通道，分为 3 组，其中 Ua1/Ub1/Uc1/Ux1， 

Ia1/Ib1/Ic1/Ix1 为第 1 组，Ua2/Ub2/Uc2/Ux2，Ia2/Ib2/Ic2/Ix2 为第 2 组，Ua3/Ub3/Uc3/Ux3， 

Ia3/Ib3/Ic3/Ix3 为第 3 组。12 路电压、12 路电流可根据需要映射到最多 4 个 SMV 采样值控 

制块同时输出。HDJB-6000S采样值报文发送一般测试流程如图 7-2 所示： 
 

 
 

图 7-2   SMV 发送测试过程 
 

“SMV 发送”页面可设置 SMV 类型、采样频率、ASDU 数目、SMV 报文采样通道交 

直流属性、选择待发送的 SMV 控制块等，如图 7-3 所示。 

 
 

图 7-3   SMV 发送配置 
 

“SMV 发送”各参数子项说明如下： 

SMV 类型：选择待发送控制块的类型，可选 IEC61850-9-1、IEC61850-9-2、IEC60044-7/8 
（FT3）、IEC60044-7/8（FT3）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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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值显示：设置“手动试验”、“状态序列”、“保护试验”功能模块中通道“幅值” 

的显示类型，可选一次值、二次值； 

采样频率：设置发送 SMV 采样值报文的频率，可选 4kHz、12.8kHz； 

ASDU 数目：SMV 报文中包含的 ASDU 数目，即采样点数，可设置范围 1~8； 

波特率：设置 IEC60044-7/8（FT3）、IEC60044-7/8（FT3）扩展报文的发送速率，可选 

2.5Mbps、5Mbps、10Mbps； 

交直流设置：设置映射到 SMV 采样值控制块的内置 12 路电压/电流通道的交直流属 

性，缺省情况下所有通道均为交流，按   键进入“交直流设置”页面，可设置每个 

通道的交直流类型，如图 7-4 所示： 

 
 

图 7-4   交直流设置 
 

添加 SMV：添加待发送的 SMV 采样值控制块，支持 3 种添加方式：从全站配置中选 
择、从扫描列表中选择、手动添加。在“SMV 发送”参数目录中按“添加 SMV”对应的功 
能键弹出添加 SMV 控制块的菜单，如图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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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添加 SMV 发送控制块 
 

1) 从全站配置中选择：用于从“基本参数”配置的全站配置文件中添加 SMV，全站配置 

文件（SCL 文件）导入方法请参照 7.1 小节。选中“从全站配置中选择”，按   后 

自动显示全站配置文件中的 SMV 控制块，如图 7-6 所示，在此页面中按  

键遍历控制块，按   键选择/取消当前高亮的 SMV 控制块，按   键返回 

后，被选择的控制块将会添加到“SMV 发送”页面的列表中，如果已存在相同 APPID 
的控制块则不会添加。 

 

 
 

图 7-6   从全站配置中选择 S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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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扫描列表中选择：用于从实时扫描的采样值报文列表中选择添加 SMV。按 后 显示实

时侦听到的采样值控制块列表，如图 7-7 所示。在此页面中按   键 

遍历控制块，按   键选择/取消当前高亮的 SMV 控制块，按   键返回后， 

被选择的控制块将会添加到“SMV 发送”页面的列表中，如果已存在相同 APPID 的控 

制块则不会添加。 
 

 
 

图 7-7   从扫描列表中选择 SMV 
 

3) 手动添加：手动添加 SMV 发送采样值控制块。如果发送列表中无任何采样值控制块， 

那么会添加一个默认配置的控制块；如果 SMV 发送列表中已存在控制块，那么新添加 

的 SMV 控制块会复制前一个控制块的参数，并将 APPID 加 1。 
 
 

按以上三种方式添加好控制块后，得到“SMV 发送”页面的控制块列表如图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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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SMV 发送控制块 
 

删除：按“删除”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将删除当前选中的控制块； 清空：按“清空”菜

单对应的功能键将删除列表中的所有控制块； 编辑：按“编辑”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将

进入控制块编辑页面，可修改控制块的基本信 

息和通道参数，如图 7-9 所示，其中“端口”参数子项指定控制块的发送端口，如果是 

IEC61850-9-1、IEC61850-9-2 控制块可选：光网口 1、光网口 2、光网口 3、光网口 4、远程 

光网口；如果是 IEC60044-7/8（FT3）、IEC60044-7/8（FT3）扩展控制块可选：光串口 1、 

光串口 2、远程光串口。“通道数”子项用于修改控制块的通道个数，可用来快速增加、删 

除控制块通道。 

 
 

图 7-9   编辑 SMV 控制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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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MV 控制块编辑页面按“控制/通道”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切换到通道编辑页面，可 

继续编辑该 SMV 控制块的通道参数，如图 7-10 所示，可根据需要添加/删除通道，编辑通 

道名称、通道类型、所属相位、一次/二次额定值、通道映射关系。 

 
 

图 7-10   编辑 SMV 控制块通道 
 

按上述方式添加设置好 SMV 发送参数后，得到 SMV 发送列表，在“SMV 发送”页面 

按   键可选中/取消控制块，在进行“手动试验”和“状态序列”“保护试验”测试时， 

只有选中的控制块才会按设置好的控制块及通道参数发送，HDJB-6000S 最大支持同时发送 
4 

个 SMV 控制块，勾选后的“SMV 发送”列表如图 7-11 所示： 

 
 

图 7-11   勾选 SMV 发送控制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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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GOOSE 发送 

“GOOSE 发送”设置主要影响“手动试验”中的 GOOSE 发送功能，HDJB-6000S的 
GOOSE 

报文发送设置与测试过程如图 7-12 所示： 
 

 
 

图 7-12   GOOSE 发送测试过程 
 

“GOOSE 发送”页面如图 7-13 所示，可设置 GOOSE 发送的心跳间隔、最小间隔，可 

编辑待发送的 GOOSE 控制块。 

 
 

图 7-13   GOOSE 发送设置 
 

“GOOSE 发送”各参数子项说明如下： 

心跳间隔 T0：设置 GOOSE 心跳报文间隔时间 T0，单位为 ms，缺省值为 5000； 最

小间隔 T1：设置 GOOSE 变位发送间隔时间 T1，单位为 ms，缺省值为 2； HDJB-
6000S 按图 7-14 所示的规律发送 GOOSE 报文，GOOSE 传输数据集的数据发生变位 

时，将重发 GOOSE 报文，共发 5 帧，即变位开始发送第 1 帧，以间隔 T1 发送第 2、3 帧， 

间隔 T2 后发送第 4 帧，间隔 T3 后发送第 5 帧，之后经 T0 变成心跳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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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GOOSE 发送过程 
 

添加 GOOSE：添加发送 GOOSE 控制块，支持 3 种方式添加：从全站配置中选择、 
从扫描列表中选择、手动添加，在“GOOSE 发送”参数目录中按“添加 GOOSE”对应的 
功能键弹出添加 GOOSE 控制块的菜单，如图 7-15 所示： 

 

 
 

图 7-15   添加 GOOSE 发送控制块 
 

1) 从全站配置中选择：从全站配置文件中添加 GOOSE，全站配置文件（SCL 文件）导入 

方法请参照 7.1 小节。选中“从全站配置中选择”，按   后自动显示全站配置文 

件中的 GOOSE 控制块，如图 7-16 所示，在此页面中按   键遍历控制块， 

按   键选择/取消当前高亮的 GOOSE 控制块，按   键返回后，被选择的 

控制块将会添加到“GOOSE 发送”页面的列表中，如果已存在相同 APPID 的控制块则 

不会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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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从全站配置中选择 GOOSE 
 

2) 从扫描列表中选择：用于从实时扫描的 GOOSE 报文列表中选择添加 GOOSE。按 

  后显示实时侦听到的 GOOSE 控制块列表，如图 7-17 所示。在此页面中按 

  键遍历控制块，按   键选择/取消当前高亮的      GOOSE             

控制块，            按   键返回后，被选择的控制块将会添加到“GOOSE 发

送”页面的列表中，如 

果已存在相同 APPID 的控制块则不会添加。 

 
 

图 7-17   从扫描列表中选择 G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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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动添加：手动添加 GOOSE 控制块。如果发送列表中无任何采样值控制块，那么会添 

加一个默认配置的控制块；如果 GOOSE 发送列表中已存在控制块，那么新添加的 

GOOSE 控制块会复制前一个控制块的参数，并将 APPID 加 1。 
 
 

按以上三种方式添加好控制块后，得到“GOOSE 发送”页面的控制块列表如图 7-18 所 

示： 

 
 

图 7-18   GOOSE 发送控制块 
 

删除：按“删除”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将删除当前选中的控制块； 清空：按“清空”菜

单对应的功能键将删除列表中的所有控制块； 编辑：按“编辑”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将

进入控制块编辑页面，可修改控制块的基本信 

息和通道个数，如图 7-19 所示，其中“端口”参数子项指定控制块的发送端口，可选：光 

网口 1、光网口 2、光网口 3、光网口 4； “通道数”子项用于修改控制块的通道个数，可 

用来快速增加、删除控制块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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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编辑 GOOSE 控制块参数 
 

在 GOOSE 控制块编辑页面按“控制/通道”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切换到通道编辑页面， 

可继续编辑该 SMV 控制块的通道参数，如图 7-20 所示，可根据需要添加/删除通道，编辑 

通道名称、通道类型、通道映射关系。 

 
 

图 7-20   编辑 GOOSE 控制块通道 
 

“通道类型”决定 GOOSE  发送格式，“通道模板”功能菜单可根据测试需要将几种 

GOOSE 格式应用到所有通道或者只应用到当前通道： 

DO(s,q,t)：GOOSE 采用 DO 模式，GOOSE 报文通道数据位结构项，结构项包含通道 

stVal、q、t 参数； 

DA(s,q,t)：GOOSE 采用 DA 模式，发送 GOOSE 报文为条目方式，通道数据包含 st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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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 条目； 

DA(s,q)：GOOSE 采用 DA 模式，发送 GOOSE 报文为条目方式，通道数据包含 stVal、 

q 条目； 

DA(s)：GOOSE 采用 DA 模式，发送 GOOSE 报文为条目方式，通道数据只包含 stVal 
值条目； 

 

DA(双点)：发送 GOOSE 报文为条目方式，开关量采用 2 位 bit 表示，通道数据位位 

串（bit-string）。 
按上述方式添加设置好 GOOSE 发送参数后，得到 GOOSE 发送列表，在“GOOSE 发 

送”页面按   键可选中/取消控制块，在进行“手动试验”和“状态序列”“保护试验” 

测试时，只有被选中的控制块才会按设置好的控制块参数及通道参数发送，HDJB-6000S 最
大 

支持同时发送 4 个 GOOSE 控制块，勾选后的“GOOSE 发送”列表如图 7-21 所示： 

 
 

图 7-21   勾选 GOOSE 发送控制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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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GOOSE 接收 

 

“GOOSE 接收”主要设置“手动试验”、“状态序列”、“保护试验”功能测试中 GOOSE 
输入量与 HDJB-6000S 内置 8 个数字 DI 通道的映射关系，以便直观地观察测试结果。

“GOOSE 接收”设置不影响 GOOSE 报文监测功能。GOOSE 接收设置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 7-22   GOOSE 接收设置过程 
 

 

在主界面下按“参数配置”菜单对应的功能键进入配置页面，按   键选 

择左侧的“GOOSE 接收”参数目录，按“添加 GOOSE”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选择“从全 

站配置中选择”或“从扫描列表中选择”GOOSE 控制块，如图 7-23 所示： 
 

 
 

图 7-23   添加 GOOSE 接收控制块 
 

1) 从全站配置中选择：用于从“基本参数”配置的全站配置文件中添加 GOOSE，全站配 

置文件（SCL 文件）导入方法请参照 7.1 小节。选中“从全站配置中选择”，按  

后自动显示全站配置文件中的 GOOSE  控制块，如图 7-24  所示，在此页面中按 
 

  键遍历控制块，按   键选择/取消当前高亮的 GOOSE 控制块， 

按   键返回后，被选择的控制块将会添加到“GOOSE 接收”页面的列表中，如 

果已存在相同 APPID 的控制块则不会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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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从全站配置文件中添加 
 

 

2) 从扫描列表中选择：用于从实时扫描的采样值报文列表中选择添加 GOOSE。按  
后显示实时侦听到 的 GOOSE  控 制 块 列 表 ， 如 图 7-25  所 示 。 在 此 页 面 中 按 

  键遍历控制块，按   键选择/取消当前高亮的 GOOSE 控制块， 

按   键返回后，被选择的控制块将会添加到“GOOSE 接收”页面的列表中，如 

果已存在相同 APPID 的控制块则不会添加。 

 
 

图 7-25   从扫描列表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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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两种方式添加好控制块后，得到“GOOSE 接收”页面的控制块列表如图 7-26 所示： 

 

 
 

图 7-26   GOOSE 接收控制块列表 
 

 

在 GOOSE 发送控制块列表中按   键选择 GOOSE 控制块，按   键 

选择/取消当前高亮的 GOOSE 控制块，按“编辑”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查看控制块信息和 

选择 GOOSE 通道，如图 7-27 所示，按   键可选择 GOOSE 通道，按  
键选中/取消该通道。 

 
 

图 7-27   GOOSE 接收通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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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 GOOSE 通道，按 返回，按“开入映射”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查看已设 

置好的开入映射关系，如图 7-28 所示： 

 
 

图 7-28   GOOSE 开入映射表 
 

开入映射表按选中的 GOOSE 控制块列表顺序和选中的通道顺序自动形成，建议先选择 

并选中 GOOSE 控制块，在选择需要的 GOOSE 通道。DT6000S“手动试验”、“状态序列”、 

“保护试验”功能模块测试中最大支持 8 个 GOOSE 输入通道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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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ED 速配 

 
“IED 速配”，是一个能根据 SCL 文件中的 IED 通信配置，快速完成测试仪 SV、GOOSE 

发送接收配置的向导。该功能支持通过 SD 卡导入 SCL 文件（包括 SCD、ICD、CID 等文件）， 

可选择 SCL 文件中的某一个 IED，图形化显示该 IED 与其他 IED 之间的连接关系；并可选 

择是要测试仪模拟，或是测试该 IED，按照向导的步骤快速完成 SV、GOOSE 发送接收配置。 

也就是说，若测试仪要测试选中的 IED，则将 IED 的 SV、GOOSE 接收导入为测试仪的发 

送，将 IED 的 GOOSE 发送导入为测试仪的接收；若测试仪要模拟选中的 IED，则将 IED 
的 SV、GOOSE 发送导入为测试仪的发送，将 IED 的 GOOSE 接收导入为测试仪的接收。 

 

在主界面上选择“IED 速配”，按   键进入“IED 速配”向导。 
 

8.1 导入 SCL 文件 

第一步是导入 SCL 文件，如图 8-1 所示。 

 
 

图 8-1   “导入 SCL”页面 
 

“导入 SCL 文件”页面各参数子项说明如下： 

SCL 导入：选择当前使用的全站配置文件，未选择任何配置文件时会显示“（未加载）”； 

按   键进入“文件浏览器”页面，该页面会列举默认存储器中的的 SCL 文件（包括 

SCD、ICD、CID 等文件），选中某个 SCL 文件按   会加载指定的配置文件； 

下一步：按功能菜单“下一步”，则进入“选择待测试/模拟的 IED”页面； 

退出：按功能菜单“退出”，可退出向导。 

8.2 选择待测试/模拟的 IED 
导入 SCL 文件后，按“下一步”，即可进入“选择要测试/模拟的 IED”页面，如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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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此页面，按 键遍历 IED；按 键可翻页；按 

键可勾选 IED，仅可选中一个；按   键返回前一个页面。 

 
 
 
 
 
 
 
 
 
 
 
 
 
 
 
 
 
 
 
 
 
 
 
 
 

图 8-2   “选择待测试/模拟的 IED”页面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IED 过滤：按功能菜单“IED 过滤”，选择当前要查看的 IED 的类型后，IED 列表中则 

仅显示该类型的 IED，有“保护装置”、“测控装置”、“保护测控装置”、“合并单元”、“智能 
终端”、“其他装置”和“全部装置”7 个选项； 

连接示意图：按功能菜单“连接示意图”，可显示选中的 IED 与其他 IED 之间通信连 

接关系，如图 8-3 所示。在该示意图页面，按       键，可使示 

意图按指定方向进行偏移；按“放大”、“缩小”对应的功能键，可对示意图按比例放大或缩 

小。通过触摸屏点击 IED 之间的连接箭头，可图形化显示该连线详细的虚端子连接信息， 

如图 8-4 所示。 

上一步：按功能菜单“上一步”，则回到上一步设置； 下一步：按功能菜单“下一

步”，会有两个子菜单项：“测试 IED”和“模拟 IED”；测 

试 IED，则表示测试仪要测试选中的 IED，即将 IED 的 SV、GOOSE 接收导入为测试仪的 

发送，将 IED 的 GOOSE 发送导入为测试仪的接收；模拟 IED，则表示测试仪要模拟选中的 

IED，即将 IED 的 SV、GOOSE 发送导入为测试仪的发送，将 IED 的 GOOSE 接收导入为测 

试仪的接收 

退出：按功能菜单“退出”，可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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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IED 通信连接示意图”页面 

 

 
 

图 8-4   “虚端子连接示意图”页面 
 

下面分成测试 IED 和模拟 IED 两种情况，介绍相应的通信配置的设置过程。 

8.3 测试 IED 
 

测试 IED，即测试仪要测试该 IED。也就是说，IED 的 SMV 接收即为测试仪的 SMV 
发送，IED 的 GOOSE 接收即为测试仪的 GOOSE 发送，IED 的 GOOSE 发送即为测试仪的 

GOOSE 接收。 

8.3.1 设置 SMV 发送（本测试仪待测 IED） 
 

如图 8-5 所示，“设置 SMV 发送（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将所选 IED 在 SCL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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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的 SMV 接收配置导入为测试仪的 SMV 发送设置。在控制块列表中，可勾选测试过程 

中测试仪实际发送的控制块，最大支持同时发送 4 个 SMV 控制块；也可设置控制块相应报 

文的传输端口。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通道映射：按功能菜单“通道映射”，可进入“设置 SMV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 

待测 IED）”页面，如图 8-6 所示。该页面详细介绍见 8.3.2 小节； 

上一步：按功能菜单“上一步”，可回到上一项设置； 

下一步：按功能菜单“下一步”，可进入下一项设置； 

退出：按功能菜单“退出”，可退出向导。 

 
 

图 8-5   “设置 SMV 发送（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 
 

8.3.2 设置 SMV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测 IED） 
 

如图 8-6 所示，“设置 SMV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显示 SCL 文 
件中的 SMV 控制块的内部通道（发送端子）与待测 IED 的接收端子之间的连接关系，在该 
页面可设置各端子与测试仪所提供的虚拟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控制块”，可切换当前观察的

控制块； 扩展菜单：按功能菜单“扩展菜单”，弹出扩展菜单。在扩展菜单中，提供

了 5 项通 

道映射的快捷操作：“IaIbIc”、“IaIaIbIbIcIc”、“UaUbUc”、“UaUaUbUbUcUc”和清空映射、 

查看 SMV 映射表、以及更改虚端子排序方式（发送端子升序和接收端子升序）的选项。 
 

注：IaIbIc，指对于从当前选中的端子开始的 3 个端子的映射，若当前选中的端子的映射为 Ib2，则按 

顺序分别设置为 Ia2、Ib2、Ic2，否则默认改为 Ia1、Ib1、Ic1；其他快捷操作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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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设置 SMV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 
 

8.3.3 设置 GOOSE 发送（本测试仪待测 IED） 
 

在“设置 SMV 发送（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按“下一步”后，即可进入“设置 
GOOSE 发送（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如图 8-7 所示。该页面将所选 IED 在 SCL 文 
件中的 GOOSE 接收配置导入为测试仪的 GOOSE 发送设置。在控制块列表中，可勾选测试 
过程中测试仪实际发送的控制块，最大支持同时发送 4 个 GOOSE 控制块；也可设置控制块 
相应报文的传输端口。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通道映射：按功能菜单“通道映射”，可进入“设置 GOOSE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 

仪待测 IED）”页面，如图 8-8 所示。该页面详细介绍见 8.3.4 小节； 

上一步：按功能菜单“上一步”，可回到上一项设置； 

下一步：按功能菜单“下一步”，可进入下一项设置； 

退出：按功能菜单“退出”，可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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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设置 GOOSE 发送（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 
 

8.3.4 设置 GOOSE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测 IED） 
 

如图 8-8 所示，“设置 GOOSE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显示 SCL 文
件中的 GOOSE 控制块的内部通道（发送端子）与待测 IED 的接收端子之间的连接关系， 在
该页面可设置各端子与测试仪所提供的虚拟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控制块”，可切换当前观察的

控制块； 扩展菜单：按功能菜单“扩展菜单”，弹出扩展菜单。在扩展菜单中，提供

了 4 项通 

道映射的快捷操作：“DO1,2,3”、“DO4,5,6”、“DO1,2,3,4,5,6”和清空映射，查看 DO 映射表、 

以及更改虚端子排序方式（发送端子升序和接收端子升序）的选项。 
 

注：DO1,2,3，指对于从当前选中的端子开始的 3 个端子的映射，按顺序分别设置为 DO1、DO2、DO3； 

其他快捷操作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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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设置 GOOSE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 
 

8.3.5 设置 GOOSE 接收（待测 IED本测试仪） 
 

在“设置 GOOSE 发送（本测试仪待测 IED）”页面按“下一步”后，即可进入“设 
置 GOOSE 接收（待测 IED本测试仪）”页面，如图 8-9 所示。该页面将所选 IED 在 SCL 
文件中的 GOOSE 发送配置导入为测试仪的 GOOSE 接收设置。在控制块列表中，可勾选测 
试过程中测试仪实际接收的控制块。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通道映射：按功能菜单“通道映射”，可进入“设置 GOOSE 接收的通道映射（待测 IED 
本测试仪）”页面，如图 8-10 所示。该页面详细介绍见 8.3.6 小节； 

上一步：按功能菜单“上一步”，可回到上一项设置； 完成：按功能菜单“完成”，即将

之前的设置作为测试仪的 SV、GOOSE 发送接收配置； 退出：按功能菜单“退出”，可

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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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设置 GOOSE 接收（待测 IED本测试仪）”页面 
 

8.3.6 设置 GOOSE 接收的通道映射（待测 IED本测试仪） 
 

如图 8-10 所示，“设置 GOOSE 接收的通道映射（待测 IED本测试仪）”页面显示 SCL 
文件中的 GOOSE 控制块的内部通道（发送端子）与待测 IED 的外部 IED 的接收端子之间 
的连接关系，在该页面可设置各端子与测试仪所提供的虚拟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控制块”，可切换当前观察的控制块； 

接收端 IED：按功能菜单“接收端 IED” ，可切换当前观察的接收端 IED。接收端 IED， 

即接收当前 GOOSE 控制块的 IED； 

扩展菜单：按功能菜单“扩展菜单”，弹出扩展菜单。在扩展菜单中，提供了清空映 

射，查看 DI 映射表，以及更改虚端子排序方式（发送端子升序和接收端子升序）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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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设置 GOOSE 接收的通道映射（待测 IED本测试仪）”页面 
 

8.4 模拟 IED 
 

模拟 IED，即测试仪要模拟该 IED。也就是说，IED 的 SMV 发送即为测试仪的 SMV 
发送，IED 的 GOOSE 发送即为测试仪的 GOOSE 发送，IED 的 GOOSE 接收即为测试仪的 
GOOSE 接收。 

 

8.4.1 设置 SMV 发送（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 
 

如图 8-11 所示，“设置 SMV 发送（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将所选 

IED 在 SCL 文件中的 SMV 发送配置导入为测试仪的 SMV 发送设置。在控制块列表中，可 

勾选测试过程中测试仪实际发送的控制块，最大支持同时发送 4 个 SMV 控制块；也可设置 

控制块相应报文的传输端口。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通道映射：按功能菜单“通道映射”，可进入“设置 SMV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 

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如图 8-12 所示。该页面详细介绍见 8.4.2 小节； 

上一步：按功能菜单“上一步”，可回到上一项设置； 

下一步：按功能菜单“下一步”，可进入下一项设置； 

退出：按功能菜单“退出”，可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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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设置 SMV 发送（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 
 

8.4.2 设置 SMV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 
 

如图 8-12 所示，“设置 SMV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 

面显示 SCL 文件中的 SMV 控制块的内部通道（发送端子）与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 的接 

收端子之间的连接关系，在该页面可设置各端子与测试仪所提供的虚拟通道之间的映射关 

系。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控制块”，可切换当前观察的控制块； 

接收端 IED：按功能菜单“接收端 IED” ，可切换当前观察的接收端 IED；接收端 IED， 

即接收当前 SMV 控制块的 IED； 

扩展菜单：按功能菜单“扩展菜单”，弹出扩展菜单。在扩展菜单中，提供了 5 项通 

道映射的快捷操作：“IaIbIc”、“IaIaIbIbIcIc”、“UaUbUc”、“UaUaUbUbUcUc”和清空映射、 
查看 SMV 映射表、以及更改虚端子排序方式（发送端子升序和接收端子升序）的选项。 

 
注：IaIbIc，指对于从当前选中的端子开始的 3 个端子的映射，若当前选中的端子的映射为 Ib2，则按 

顺序分别设置为 Ia2、Ib2、Ic2，否则默认改为 Ia1、Ib1、Ic1；其他快捷操作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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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设置 SMV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 
 

8.4.3 设置 GOOSE 发送（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 
 

在“设置 SMV 发送（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按“下一步”后，即 
可进入“设置 GOOSE 发送（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如图 8-13 所示。 
该页面将所选 IED 在 SCL 文件中的 GOOSE 发送配置导入为测试仪的 GOOSE 发送设置。 
在控制块列表中，可勾选测试过程中测试仪实际发送的控制块，最大支持同时发送 4 个 
GOOSE 控制块；也可设置控制块相应报文的传输端口。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通道映射：按功能菜单“通道映射”，可进入“设置 GOOSE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 

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如图 8-14 所示。该页面详细介绍见 8.4.4 小节； 

上一步：按功能菜单“上一步”，可回到上一项设置； 

下一步：按功能菜单“下一步”，可进入下一项设置； 

退出：按功能菜单“退出”，可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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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设置 GOOSE 发送（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 
 

8.4.4 设置 GOOSE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 
 

如图 8-14 所示，“设置 GOOSE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 
页面显示 SCL 文件中 GOOSE 控制块的内部通道（发送端子）与接收该 GOOSE 控制块的 
IED 的接收端子之间的连接关系，可设置各端子与测试仪所提供的虚拟通道之间的映射关 
系。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控制块”，可切换当前观察的控制块； 

接收端 IED：按功能菜单“接收端 IED” ，可切换当前观察的接收端 IED；接收端 IED， 

即接收当前 GOOSE 控制块的 IED； 

扩展菜单：按功能菜单“扩展菜单”，弹出扩展菜单。在扩展菜单中，提供了 4 项通 

道映射的快捷操作：“DO1,2,3”、“DO4,5,6”、“DO1,2,3,4,5,6”和清空映射，查看 DO 映射表、 
以及更改虚端子排序方式（发送端子升序和接收端子升序）的选项。 

 
注：DO1,2,3，指对于从当前选中的端子开始的 3 个端子的映射，按顺序分别设置为 DO1、DO2、DO3； 

其他快捷操作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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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设置 GOOSE 发送的通道映射（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 
 

8.4.5 设置 GOOSE 接收（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本测试仪） 
 

在“设置 GOOSE 发送（本测试仪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页面按“下一步”后， 
即可进入“设置 GOOSE 接收（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本测试仪）”页面，如图 8-15 所示。 
该页面将所选 IED 在 SCL 文件中的 GOOSE 接收配置导入为测试仪的 GOOSE 接收设置。 
在控制块列表中，可勾选测试过程中测试仪实际接收的控制块。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通道映射：按功能菜单“通道映射”，可进入“设置 GOOSE 接收的通道映射（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本测试仪）”页面，如图 8-16 所示。该页面详细介绍见 8.4.6 小节。 

上一步：按功能菜单“上一步”，可回到上一项设置。 完成：按功能菜单“完成”，即将

之前的设置作为测试仪的 SV、GOOSE 发送接收配置。 退出：按功能菜单“退出”，可

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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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5   “设置 GOOSE 接收（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本测试仪）”页面 
 

8.4.6 设置 GOOSE 接收的通道映射（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本测试仪） 
 

如图 8-16 所示，“设置 GOOSE 接收的通道映射（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本测试仪）” 
页面显示 SCL 文件中的 GOOSE 控制块的内部通道（发送端子）与所选 IED 的接收端子之 
间的连接关系，在该页面可设置各端子与测试仪所提供的虚拟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控制块”，可切换当前观察的控

制块； 扩展菜单：按功能菜单“扩展菜单”，弹出扩展菜单。在扩展菜单中，提供了

清空映 

射，查看 DI 映射表，以及更改虚端子排序方式（发送端子升序和接收端子升序）的选项。 

 
 

图 8-16   “设置 GOOSE 接收的通道映射（待模拟 IED 的外部 IED本测试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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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手动试验 
 

“手动试验”功能模块用于按设置好的 SMV、GOOSE 控制块及通道属性发送报文。 

在主界面选择“手动试验”，按   键后进入“手动试验”页面，如图 9-1 所示： 

 
 
 
 
 
 
 
 
 
 
 
 
 
 
 
 
 
 
 
 
 
 
 
 
 

图 9-1   手动试验 SMV 发送页面 
 

按“SMV/GSE”菜单按钮可在 SMV 和 GOOSE 发送界面切换，GOOSE 发送界面如图 

9-2 所示： 

 
 

图 9-2   手动试验 GOOSE 发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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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V 页面显示的 Ua1，Ub1，Ia1，Ib1 等电压/电流虚拟通道根据“SMV 发送”配置所 

设置的通道映射关系不同而不同，没有设置映射的电压/电流通道符号不显示，通道映射设 

置方法请参见 7.2 小节，在发送 SMV 时，会将设置的电压/电流虚拟通道值映射到真实的待 

发送控制块的对应通道。 

“手动试验”功能模块中的幅值、相角、频率可手动输入修改，也可以通过设置步长的 

变化进行修改，详细内容参见本小节“扩展菜单”部分。 

“手动试验”功能模块中各功能菜单说明如下： 

SMV/GSE：用于切换 SMV 和 GOOSE 发送界面； 

发送 SMV：按设定的电压/电流值及通道映射关系发送 SMV 报文； 

发送 GOOSE：按 GOOSE 发送界面各控制块设定的开关量值发送 GOOSE 报文； 加：

按设定步长增加已勾选通道的电流电压发送值； 减：按设定步长减少已勾选通道的电

流电压发送值； 修改生效：“手动生效”模式时，在 SMV 发送页面执行“修改生效”

功能，会将修改 

后的电压/电流值映射到 SMV 发送控制块的各个通道，然后发送 SMV 报文。在 GSE 发送页 

面执行“修改生效”功能，会将修改后的所有 GOOSE 控制块通道值发送出去； 

控制块：选择 GOOSE 发送界面显示的控制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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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快捷菜单 
 

在 SMV 发送界面按“快捷菜单”按键，当光标在报表的不同的属性列时，显示的菜单 

选项会不同，例如当光标在报表的“幅值”列时，菜单如图 9-3 所示；当光标在报表的“相 

角”列时，菜单如图 9-4 所示。 
 

 
 

图 9-3   SMV 发送快捷菜单（幅值） 

 

 
 

图 9-4   SMV 发送快捷菜单（相角） 
 

SMV 发送快捷菜单说明如下： 等幅值：使同组电流或电压通道的幅值相等； 

额定值：设置当前通道的幅值为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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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平衡：使同组电流或电压通道的幅值相等，相角成正序分布； 等相角：使同组

电流或电压通道的相角相等； 相角正序：使同组电流或电压通道的相角成正序分布； 

相角反序：使同组电流或电压通道的相角成反序分布； 
 
 

在 GOOSE 发送界面按“快捷菜单”对应的功能键，显示的扩展菜单和 SMV 的稍有不 

同，如图 9-5 所示： 

 
 

图 9-5   GOOSE 发送扩展菜单 
 

GOOSE 发送界面扩展菜单前三项与 GOOSE 通道值设置有关，可将 GOOSE 发送开关量通 

道全部设置为 ON 或 OFF，或者在当前状态下全部取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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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扩展菜单 

“扩展菜单”用于设置“手动试验”测试相关的选项。 
 

9.2.1 SMV 映射表 
 

显示 SMV 报文采样值通道和 HDJB-6000S内置的电压/电流虚拟通道的映射关系，如图 9-
6 

所示，通道映射设置方法请参见 7.2 小节。 
 

 
 

图 9-6   SMV 通道映射表 
 

SMV 映射表除了显示 SMV 报文通道和虚拟电压/电流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外，另外一 

个主要功能是设定“手动试验”界面各虚拟电压/电流通道切换显示一次/二次值时的变比。 
 

在 SMV 映射表中按   键选中某个 SMV 通道，则“手动试验”界面中对应虚拟通道 

切换显示一次/二次值时便采用所选中通道的变比。例如图 9-6 中 Ia1 将按选择的第 1 路映射 

采样值通道——APPID 为 4001 的 SMV 控制块的第 1 个通道（保护 A 相电流）的变比切换 

一次/二次显示值。切换“手动试验”界面一次/二次显示值请参见 7.1 小节。 
 

9.2.2 开入映射表 
 

显示 GOOSE 接收通道与 8 个内置数字 DI 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如图 9-7 所示，DI 通 

道映射关系设置请参见 7.4 小节。 

60 

 



 
 

 
 

图 9-7   开入映射表 
 

9.2.3 通道品质 
 

在发送 IEC61850-9-2 类型的控制块时，点击扩展菜单的“通道品质”选项，选中某个 

控制块，可以指定该控制块每一个通道的品质，如图 9-8 所示。 

 
 

图 9-8   通道品质 
 

9.2.4 状态字 
 

在发送 IEC61850-9-1、IEC60044-7/8（FT3 及其扩展）类型的控制块时，点击扩展菜单 

的“状态字”选项，选中某个控制块，可以设置控制块的状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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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状态字 
 

9.2.5 显示开入量 
 

在 SMV 或 GOOSE 发送页面下方显示所映射的内置数字 DI 通道状态，用于实时监测 

GOOSE 接收值，如图 9-10 所示。 

 
 

图 9-10   显示开入量 
 

9.2.6 设置 
 

设置电压电流变化方式、修改生效方式及 SMV/GOOSE 发送同步方式，如图 9-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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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手动试验设置页面 
 

“设置”页面各参数子项的详细所说如下： 

生效方式：设置 SMV 和 GOOSE 发送过程中电压、电流、GOOSE 通道值变化生效的 

方式，可选“即时生效”和“手动生效”。选择“即时生效”，修改完毕后自动生效并按新的 

设定值发送，选择“手动生效”，变量变化后需要按“修改生效”对应的功能键后，才会按 

新修改的值发送 SMV 或 GOOSE，如图 9-12 所示： 
 

 
 

图 9-12   手动修改生效 
 

开始方式：设置 SMV 和 GOOSE 发送是否同步开始，可选“分别开始”和“同时开 

始”。选择“分别开始”，SMV 发送和 GOOSE 发送在各自界面中按“发送 SMV”“发送 GSE” 
分别开始发送或停止发送，互不影响。选择“同时开始”，在分别设置好所有电压、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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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OOSE 开关量通道值后，在 SMV 发送或 GOOSE 发送界面按“全部发送”对应的功能 

键，则按设置好的值同时发送 SMV 报文和 GOOSE 报文，按“全部停止”对应的功能键则 

同时停止 SMV 和 GOOSE 报文发送。 

 
 

图 9-13   同时开始 
 

按步长定时增加：设置 SMV 发送过程中，幅值、相角、频率可以定时按步长加减，无需 

手工点击加减。用户设定好定时间隔后，在手动试验发送 SMV 过程中，勾选对应的虚拟通 
道、并且将光标移动到对应的列上，该列的数据就会自动加减。 

 

定时开始发送：设置 SMV 是否在指定的时间开始发送，在接入对时信号的情况下，用于 

多机同步发送。 

9.2.7 试验结果 
 

主要记录 SMV 发送、GOOSE 发送的变化项以及 GOOSE 开入量变位结果，如图 9-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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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4   试验结果 
 

上图中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变化时间：SMV 或 GOOSE 发送值发生变化时相对于试验开始的时间； 

变化项：描述是 SMV 还是 GOOSE 的发送值发生了变化； 

开入量动作：SMV 或 GOOSE 发送值发生变化后，所引发的 GOOSE 开入量变位结果； 
 

在试验结果列表的某条记录上按   键，可以查看该条记录的试验详情，如图 9-15 
所示： 

 

 
 

图 9-15   试验详情（发送 S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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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详情页面各功能菜单的说明如下： 

全部/变化：显示发送该状态时 SMV 所有内置通道的值，变化项以红色字体显示，如 

Ia1 的幅值为 4.000A->5.000A，表示发送该状态时 Ia1 的值从 4.000A 变成了 5.000A。按“全 
部/变化”键切换到变化模式，该模式只显示值发生了变化的内置通道，如图 9-16 所示： 

 

 
 

图 9-16   SMV 变化项 
 

DI 变化：显示内置 DI 通道的最近 3 次变位信息，如图 9-17 所示： 

 
 

图 9-17   DI 变化 
 

DI 变化页面元素说明如下： 

1) 变位次数：SMV 或 GOOSE 发送值发生变化后，DI 通道的变位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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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位 1~3（ms）：显示对应 DI 通道在 SMV 或 GOOSE 发送值发生变化后最近 3 次的 

变位状态及该状态相对于试验开始的时间差，单位为 ms。 

根据以上 SMV 变化列表和 DI 动作表，可得到简单的试验动作信息，如动作时间、动 

作值，返回时间，返回值等。 

上一状态：查看上一条试验记录的试验详情。 

下一状态：查看下一条试验记录的试验详情。 

GOOSE 发送生成的结果集和 SMV 的基本相同，如图 9-18，通道值发生改变的项以红 

色标注，按“控制块”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以查看各个 GOOSE 控制块的发送值。 

 
 

图 9-18   试验详情（发送 G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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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状态序列 
 

“状态序列”可以预先定义一组状态，设置每个状态的 SMV 发送值，开始测试后会按 

预先设定的序列输出测试，最大状态数可达 10 个，状态之间的切换可按设定的时间切换、 

手动切换或者按设定的开入量变位切换。和“手动试验”功能模块类似，状态序列会按 SMV 
发送设置好的 SMV 控制块及通道映射发送 SMV 报文，按 GOOSE 接收设置的内置 DI 开入 

和接收 GOOSE 通道的映射关系反映试验结果。 
 

在 HDJB-6000S 主界面选择“状态序列”，按   键进入“状态序列”列表界面，

如 图 10-1 所示： 

 
 

图 10-1   状态序列列表 
 

界面元素说明如下： 

开始试验：按设定好的序列和状态值开始试验。 添加：添加状态，如果列表中存在

状态条目，添加的状态复制最后一个状态条目的设 

置值，如果状态列表为空，则按缺省值添加，缺省值设置请参见 7.1 小节。 

删除：删除当前高亮显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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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状态设置 
 

在状态序列界面按   键选中某个状态，然后按   键进入当前状态 

的设置页面，如图 10-2 所示，主要设置状态切换方式以及相应的切换参数。 

 
 

图 10-2   状态设置 
 

状态设置页面的 DO1 ~ DO6 用于设置 GOOSE 通道发送值，在第 7.3 小节，可以给每一 

个待发送 GOOSE 控制块的通道指定输出“映射”，状态序列准备发送报文时，会将此处设 

置的 DO 值映射到那些 GOOSE 通道，所以修改此处的 DO 值，就相当于修改了所有映射到 

此 DO 通道的真实通道的值。 

“状态切换类型”可选“限时切换”、“手动切换”和“开入量切换”、“定时切换”： 
 

1) 限时切换：设置该状态切换到下一状态的时间间隔，时间间隔由“切换时间”参数子 

项决定，单位为 ms； 

2) 手动切换：发送完该状态后会弹出提示对话框，点击“确认”按钮后才进入下一状态， 

如图 10-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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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手动切换 
 

3) 开入量切换：设定该状态切换到下一状态由指定的开入量 DI 通道值决定，如图 10-5 
所示，可设定一个或多个 DI 通道，多个 DI 通道可按“逻辑与”或“逻辑或”的方式 
决定状态的切换，“逻辑或”表示只要有一个被勾选 DI 通道的变位，那么就可以切换到 
下一状态，“逻辑与”表示要所有被勾选 DI 通道的值都变位能切换到下一状态。 

 

 
 

图 10-4   开入量切换 
 

4) 定时切换：设定该状态切换到下一状态由指定的时间决定，用户输入要切换的时间时 

分秒（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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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定时切换 
 

状态设置页面菜单项说明如下： 

状态选择：用于快速切换到其他状态； 

开入映射：用于显示 GOOSE 接收通道与 8 个内置数字 DI 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与“手 

动试验”功能模块中“开入映射表”菜单功能相同，具体说明请参照 9.2.2 小节； 

状态/数据：可在状态切换设置和状态数据设置之间切换，状态数据设置页面如图 10-6 所
示，该页面的“状态选择”菜单用于快速切换到其他状态，“扩展菜单”、“幅值”、“相角”、 
“频率”等功能与“手动试验”模块中的功能完全相同，具体说明请参照 9.1 小节。 

 

 
 

图 10-6   状态数据设置 
 

10.1.1 故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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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计算”可按短路计算公式自动修改状态数据。按图 10-6 下方的功能菜单“故障 

计算”对应的功能键，打开故障计算窗口，如图 10-7 所示。 
 

 
 

图 10-7   故障计算 
 

故障类型：可选 A 相接地短路、B 相接地短路、C 相接地短路、AB 相短路、BC 相短 

路、AC 相短路、AB 相接地短路、BC 相接地短路、CA 相接地短路、三相短路 共 10 种故 
障； 

计算模型：可选电流不变、电压不变、系统阻抗不变； 方向：设定故

障方向，可选正向和反向； 额定电压：设定系统额定相电压； 负荷电

流：设定系统正常时的负荷电流； 负荷功角：设定负荷相位角； 

短路阻抗 Zl：设定线路正序短路阻抗，可采用极坐标或实虚部两种方式输入； 

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Kl：设定线路零序补偿系数，可采用极坐标或实虚部两种方式输 

入； 

系统阻抗 Zs：Zs 恒定时有效，设定系统正序阻抗，可采用极坐标或实虚部两种方式 

输入； 

系统零序补偿系数 Ks：设定系统零序补偿系数，可采用极坐标或实虚部两种方式输 

入； 

故障电压：电压恒定时有效，设定保护安装处故障电压； 故障电流：电流恒定时有

效，设定保护安装处故障电流。 

10.1.2 谐波设置 
 

谐波设置用于指定每一个虚拟通道叠加的谐波的类型和幅值，按图 10-6 下方的功能菜 

单“谐波设置”对应的功能键 ，打开谐波设置窗口，如图 10-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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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谐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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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扩展菜单 

在状态序列列表界面按“扩展菜单”对应的功能键，显示扩展菜单项，可查看状态序列 

SMV 映射表、开入 DI 映射表和试验结果，各菜单项说明如下： 

SMV 映射表：与“手动试验”功能模块中的“SMV 映射表”菜单功能相同，用于显 
示 SMV 报文采样值通道和 HDJB-6000S 内置的 12 路电压/电流通道的映射关系，具体说明
请参 照 9.2.1 小节。 

开入映射表：与“手动试验”功能模块中“开入映射表”菜单功能相同，用于显示 

GOOSE 接收通道与 8 个内置数字 DI 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具体说明请参照 9.2.2 小节。 

显示开入量：与“手动试验”功能模块中“显示开入量”菜单功能相同，显示所映射 

的内置数字 DI 通道状态，用于实时监测 GOOSE 接收值，具体说明请参照 9.2.5 小节。 

试验结果：显示状态序列试验结果，如图 10-9 所示，状态序列试验结果列表与状态序 

列对应，“开始时间”一栏显示当前状态发送时相对于试验开始的时间，“开入量动作”一栏 

显示在该状态时间内是否有开入量动作。 
 

 
 

图 10-9   状态序列试验结果 
 

 

在试验结果记录上按   键进入开入量动作列表，如图 10-10 所示，该页面的参数 

含义同“手动试验”的开入量动作列表，具体说明请参照 9.2.7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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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0   开入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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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零序试验 

 
“零序试验”用于定性分析零序保护各段动作的灵敏性和可靠性。通过预先定义一系列 

的测试项目，设置每个项目的故障类型，待测零序电流等信息，开始测试后会按预先设定的 

序列输出测试，最大项目数可达 10 个，测试项目之间通过试验限时来完成切换。和“手动 

试验”功能模块类似，零序保护会按 SMV 发送设置好的 SMV 控制块及通道映射发送 SMV 
报文，按 GOOSE 接收设置的内置 DI 开入和接收 GOOSE 通道的映射关系反映试验结果。 

 

在 HDJB-6000S 主界面选择“零序试验”，按   键或直接点击进入零序试验列表

界 面，零序试验测试列表界面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零序试验测试列表 
 

该界面简单显示了待进行测试的项目的概要信息（如保护类型、测试点、故障类型、故 

障方向和故障性质等）及相关功能操作菜单。其中， 

单击测试索引项前的勾选框：是否把当前试验编号加入测试项目里面。 单击测试

类型或测试项目项：进入修改测试页面，设置待测零序试验类型、待测零 

序电流、短路阻抗和故障类型信息。 
 
 

界面元素说明如下： 

开始试验：按设定好的序列和状态值开始试验。 添加：添加测试项目，按下该键后

会在测试列表后面增加一个默认的测试项目。 删除：删除当前高亮显示的测试项目。 

清空：清空测试项目列表。 扩展菜单：在零序试验列表界面按“扩展菜单”，弹出扩

展菜单。扩展菜单提供试验 

设置、故障预览、SMV 映射表、开入映射表、开出映射表、试验结果、导出报告和显示开 

入/开出几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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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修改测试项目 

在零序试验列表页面按“添加”后，将在列表中添加一个默认的测试项目；选中该测试 

项目并按下   或者直接点击，即可进入如图 11-2 所示的页面进行测试项目相关参数 

的修改。修改后立即生效，点击“返回”后回到上一页面。 
 

 
 

图 11-2   修改测试项目 
 

“修改测试项目”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测试类型：有零序 I 段、零序 II 段、零序 III 段和零序 IV 段 4 种选择。 

零序电流 3I0：为相对于该段零序保护的零序定值的标幺值，可输入 0.001~1000.000。 

短路阻抗：保护安装处到短路点的线路阻抗（正序阻抗），极坐标形式：幅值（可输 

入 0~1000）和角度（可输入-360°~360°），其设置方式与状态序列的故障计算中的短路阻 

抗的设置类似。 

故障类型：有 A 相接地、B 相接地和 C 相接地 3 种选择。 

故障方向：有正向和反向 2 种选择。 

故障性质：有瞬时性和永久性 2 种选择。 

试验限时裕度△T：Δ T = T - Tzd，其中，T 为该测试项目从故障触发到测试结束之 

间持续的时间，Tzd 为零序时间定值。一般地，应保证保护装置在该时间内可以完成整个“跳 
闸重合再跳闸”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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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试验设置 

在零序试验测试列表界面按“扩展菜单”键，弹出扩张菜单后，选中“试验设置”后进 

入下列页面以完成以下零序试验的相关设置。 
 

11.2.1 定值 
 

“定值”页面用于设置零序试验的各项定值，与所测保护装置中的零序保护的整定值保 

持一致，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定值设置 
 

“定值”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零序 I 段 Iset1：零序 I 段定值，可输入 0~1000A； 零

序 II 段 Iset2：零序 II 段定值，可输入 0~1000A； 零

序 III 段 Iset3：零序 III 段定值，可输入 0~1000A； 零

序 IV 段 Iset4：零序 IV 段定值，可输入 0~1000A； 

零序 I 段动作时间 Tset1：零序 I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零

序 II 段动作时间 Tset2：零序 II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零

序 III 段动作时间 Tset3：零序 III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零

序 IV 段动作时间 Tset4：零序 IV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11.2.2 故障触发 
 

“故障触发”页面用于设置第一次故障的触发方式。第一次故障指某一状态或测试项第 

一次从故障前状态切换到故障状态的触发方式。 

可选“时间触发”、“手动触发”和“开入量翻转触发”： 
 

1）时间触发：设置故障前状态的持续时间，该持续时间由“故障前时间”决定，如 

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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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故障触发——时间触发 
 

2）手动触发：测试项目开始后会弹出提示对话框，点击“确定”按钮后即由故障前 

状态切换到故障状态，如图 10-3 所示： 

 
 

图 11-5   故障触发——手动触发 
 

3）开入量翻转触发：设定故障前切换到故障状态由指定的开入量 DI 通道值决定， 

如图 10-5 所示，按   键选择/取消 DI 通道，可选定一个或多个 DI 通道，多个 DI 通 

道可按“逻辑与”或“逻辑或”的方式决定状态的切换，“逻辑或”表示只要有一个被勾选 

DI 发生翻转，则切换到故障状态，“逻辑与”表示要所有被勾选 DI 发生翻转才能切换到故 

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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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故障触发——开入量翻转触发 
 

11.2.3 故障情况 
 

“故障情况”页面用于测试时的故障情况设置，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故障情况 
 

“故障情况”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1）PT 安装位置：选择保护 PT 的安装位置，有两种：母线侧或线路侧。PT 位于母线 
侧，则跳闸后故障相电压恢复为正常电压值（即额定电压）；PT 位于线路侧，则跳闸后故障 
相电压变为 0V。 

一般地，220kV 以下的保护，PT 位于母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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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T    极性正方向：有―指向线路（元件）‖和―指向母线‖两种选择。选择前者时，Ia、 

Ib、Ic 为极性端，In 为非极性端，即电流指向线路（元件）为正方向；选择后者时，In 为极 
性端，Ia、Ib、Ic 为非极性端，即电流指向母线为正方向。 

3）合闸角：合闸角即短路故障发生瞬间参考相电压的相角，其大小决定了非周期（直 

流）分量的初始值的大小。参考相和故障类型有关，表 11-1 列举不同故障类型下合闸角的 
参考相。合闸角大小可输入-360°~360°。 

 
表 11-1   不同故障类型下合闸角的参考相 

 
故障类型 合闸角参考相 

A 相接地 Φ(Ua) 

B 相接地 Φ(Ub) 

C 相接地 Φ(Uc) 

AB 相间 Φ(Ua-Ub) 

BC 相间 Φ(Ub-Uc) 

CA 相间 Φ(Uc-Ua) 

AB 接地 Φ(Ua) 

BC 接地 Φ(Ub) 

CA 接地 Φ(Uc) 

三相短路 Φ(Ua) 

任意类型 Φ(Ua) 

合闸角有两种设置方式：随机和定值。需要控制合闸角时，可选择―定值‖方式，并设置 合

闸角；不需要时选择―随机‖，则随机给出合闸角。 

4）非周期（直流）分量：选择故障开始瞬间，故障电流中是否包含一衰减的非周期 

（直流）分量。 
 

5）衰减时间常数：故障后回路的衰减时间常数，叠加非周期（直流）分量时有效。 

可输入 0.001~10.000s。 

6）模拟断路器跳合闸延时：选择试验中是否考虑断路器的跳合闸时间，可选择“不 

模拟”和“模拟”两种方式。若模拟则要输入断路器的“分闸时间”和“合闸时间”。 

（1）跳闸延时 试验中接收到保护装置的跳闸信号后，延时一段时间以模拟断路器分闸

灭弧过程，然后 

将电压、电流切换到跳开后状态。 

（2）合闸延时 试验中接收到保护装置的重合闸信号后，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将电压、电

流切换到重合 

后状态。 
 

11.2.4 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页面用于设置各状态下电压、电流的计算模型。一般取“电流恒定”，即 

定电流（短路电流）方式。如图 1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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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额定电压：保护 PT 二次侧的额定相电压，一般为 57.735V。可输入 0~130.000V。 

频率：电压、电流的输出频率，中国大陆地区为 50.0Hz。目前仅支出 50.0Hz。若支持 

多频率，则可输入 10.000~75.000Hz。 

电源阻抗 Zs：系统电源到保护安装处的线路等值阻抗 Zs（正序阻抗），计算模型为 

“Zs 恒定”时有效，极坐标表示：幅值+角度。 

补偿系数 Ks：系统阻抗 Zs 的零序补偿系数，模型为“Zs 恒定”时有效，极坐标表 

示：幅值+角度。 
 

 
Ks  = 

 

Zso  − Zs1 

3 * Zs1 

 

 
= Re( Ks ) + 

 
 
jLm(Ks 

 

 
) =| Ks 

 
| ∠ϕ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电路系统假定零序阻抗 Z0 和正序阻抗 Z1 的阻抗角相等，则 Lm（Ks） 

=0，Ks 一般为一相量，通常|Ks|取 0.667，角度ϕ 为 0 度。 

补偿系数 KL：系统阻抗 ZL 的零序补偿系数。 

程序提供了 3 种设置方式，注意，选择不同的设置方式时，界面上的参数名称也会做相 

应的改变： 

1、“KL=（Z0-Z1）/3Z1”，即直接输入 KL 的幅值（可输入 0~1000）和角度（可输入-360° 

~360°）。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电路系统假定零序阻抗 Z0 和正序阻抗 Z1 的阻抗角相等，则 Lm（KL） 

=0，KL 一般为一相量，通常|KL|取 0.667，角度ϕ 为 0 度。 

2、“KR=（R0-R1）/3R1，KX=（X0-X1）/3X1”，即输入零序电阻补偿系数 KR（可输 

入-1000~1000）、零序电抗补偿系数 KX（可输入-1000~1000）。 
3 KL=（f Z0/Z1）”，即输入 Z0/Z1 的幅值（可输入 0~1000）和角度（可输入-360°~360°）， 

Z0 指零序阻抗，Z1 指正序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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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电流：即故障前回路的电流，用极坐标表示：幅值（可输入 0~1000）和角度（可 

输入-360°~360°）。 

与故障后的短路电流相比，负荷电流幅值很小，一般可以忽略不计，即空载，取 0。 此

处负荷电流的角度以电压为参照，即相对于电压的角度偏移。 

Ux 输出定义：程序提供了 10 种不同的输出方式，包括+3U0、-3U0、+3U0*sqrt（3）、 
-3U0*sqrt（3）、检同期 A、检同期 B、检同期 C、检同期 AB、检同期 BC、检同期 CA 等。 

线路抽取电压（Ux）：当第 4 路电压 Ux 选择为检同期方式时有效。“抽取电压”模 

拟断路器跳闸后到重合闸前这一段时间内的线路侧电压，可以用来测试保护重合闸的“检同 

期”、“检无压”功能。极坐标表示：幅值（可输入 0~130V）和角度（可输入-360°~360°）。 
 

11.2.5 开关量 
 

“开关量”页面用于设置测试仪与保护装置的开入、开出接点的连接，分为“开入量” 

页面和“开出量”页面。 

1. 开入量 

“开入量”页面用于设置跳闸接点和重合闸接点，如图 11-9 和图 11-10 所示， 

 
 

图 11-9   开入量设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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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   开入量设置 2 
 

“开入量”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跳闸接点类型：有单相跳闸接点和三相跳闸接点 2 种选项。 

跳 A 接点：当单相跳闸接点时有效，表示保护装置的 A 相跳闸信号，可选择 DI1~DI8。 

跳 B 接点：当单相跳闸接点时有效，表示保护装置的 B 相跳闸信号，可选择 DI1~DI8。 

跳 C 接点：当单相跳闸接点时有效，表示保护装置的 C 相跳闸信号，可选择 DI1~DI8。 

三跳接点：当三相跳闸接点时有效，表示保护装置的三相跳闸信号，可选择 DI1~DI8。 

重合闸接点：表示保护装置的重合闸信号，可选择 DI1~DI8。 

2. 开出量 “开出量”页面用于设置开出量的初始状态（故障前的状态）及开出量翻

转的控制方式（有 开入量控制、故障触发后延时翻转两种方式），如图 1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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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开出量设置 
 

如图 11-11 所示，“开出量”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故障前开出 DO1~DO6 状态：设置故障前开出量 DO1~DO6 的状态，有两种选择： 

ON 或 OFF。 

翻转控制方式：有开入量控制、故障触发后延时翻转两种方式： 开入量控制（开出

量模拟断路器的位置接点） 如果选择该方式，则测试仪接收到保护装置发来的跳闸信

号/重合闸信号后，将开出量 

的状态翻转。 

故障触发后延时翻转 如果选择该方式，则故障触发后延时一定时间，将开出量的状态

翻转；开出量的状态保 

持一定时间后，再次翻转。 

注意，此方式需设置开出翻转前延时时间和开出翻转后保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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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故障预览 
 

“故障预览”页面用于显示某测试项目故障前、故障时的相电压/电流、线电压/电流以 

及序电压/电流信息如图 11-12、图 11-13、图 11-14 所示。 

 
 

图 11-12   故障预览（相电压/电流） 

 

 
 

图 11-13   故障预览（线电压/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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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4   故障预览（序电压/电流） 
 

点击左边的菜单栏可以切换到故障前或故障后，点击右边的上一项目/下一项目按钮可 

以查看不同项目的故障预览情况。 

11.4 SMV 映射表 
 

“SMV 映射表”页面用于显示本试验中所采用的电压/电流虚拟通道和 SMV 报文中的 

采样值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如图 11-15 所示。 

 
 

图 11-15   SMV 映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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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开入映射表 

 

“开入映射表”页面用于显示本试验所采用的的数字 DI 通道与 GOOSE 报文中的开入 

量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如图 9-7 所示。 

 
 

图 11-16   开入映射表 
 

11.6 开出映射表 
 

“开出映射表”页面用于显示本试验所采用的数字 DO 通道与 GOOSE 报文中的开出量 

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如图 11-17 所示。 

 
 

图 11-17   开出映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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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页面用于显示零序试验结果的概要信息，如图 11-18 所示。 “试

验结果”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保护类型：当前测试项目的零序试验类型。 

测试项目：当前测试项目的一些简要说明信息，包括测试点、故障类型、故障方向和 

故障性质的说明。 

保护动作情况：简要描述故障发生后保护装置的动作情况。 
 

 
 

图 11-18   试验结果 
 

 

在试验结果列表的某条记录上按   键，可以查看该条记录的试验详情，如图 

11-19 所示。 

“试验详情”页面的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保护类型：当前测试项目的零序试验类型。 

测试点：当前测试项目所设定的零序电流。 故障：当前测试项目所模拟的故障描述。 

动作时间：记录故障发生时刻开始到测试仪接收到保护装置发来的跳闸信号的持续时 

间，并将之与相对应的动作时间定值进行对比。 
 

重合状态保持时间：记录进入重合状态开始到测试装置接收到保护发来的合闸信号 

这一段时间。 

重合后加速时间：记录重合闸后，第二次故障发生时刻到到测试装置接收到保护发来 

的跳闸信号这一段时间。 

跳 A 相时刻（相对）：记录测试装置第一次接收到保护发来的跳 A 相信号（或三跳 

信号）的时刻，为相对于故障发生时刻的相对时间。 

跳 B 相时刻（相对）：记录测试装置第一次接收到保护发来的跳 B 相信号（或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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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时刻，为相对于故障发生时刻的相对时间。 

 

跳 C 相时刻（相对）：记录测试装置第一次接收到保护发来的跳 C 相信号（或三跳 

信号）的时刻，为相对于故障发生时刻的相对时间。 

重合闸时刻（相对）：记录测试装置第一次接收到保护发来的重合闸信号的时刻，为 

相对于故障发生时刻的相对时间。 

 
 

图 11-19   试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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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导出报告 

 

保护试验完成后，按下“扩展菜单”，选中“导出报告”，即可导出 xlsx 格式的试验报 

告，该报告包含本试验的试验设置和试验结果信息，如图 11-20 所示。 

 
 

图 11-20   导出报告 
 
 
 

11.9 显示开入/开出 
 

在零序试验测试列表页面下方显示所映射的内置数字 DI 通道和 DO 通道的状态，用于 

实时监测 GOOSE 接收值和发送值，如图 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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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距离试验 

 
“距离试验”用于定性分析距离保护各段动作的灵敏性和可靠性。通过预先定义一系列 

的测试项目，设置每个项目的故障类型，待测短路阻抗等信息，开始试验后则按预先设定的 

序列输出测试。测试项目最多 10 个，项目之间通过试验限时来完成切换。 

和“手动试验”功能模块类似，距离试验会按“参数设置”“SMV 发送”/“GOOSE 
发送”中设置的控制块及通道映射来发送 SMV/GOOSE 报文，按“参数设置”“GOOSE 
接收”设置的 DI 开入映射和实际接收的 GOOSE 报文来判别试验结果。 

 

在 HDJB-6000S 主界面选择“距离试验”，按   键或直接点击进入距离试验列表

界 面，如图 12-1 所示。该界面简单显示了待进行测试的项目的概要信息（如保护类型、

测试 点、故障类型、故障方向和故障性质等）及相关功能操作菜单。 
 

 
 

图 12-1   距离试验测试列表 
 

其中界面元素说明如下： 

开始试验：启动试验，即按设定好的项目序列开始试验。 添加：按下该按钮后添加

一个默认的测试项目，选中该测试项目并按下   或者 

直接点击即可进入修改页面，设置待测距离试验类型、待测短路阻抗、短路电流和故障类型 
等参数。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即高亮显示）的测试项目。 清空：清空测试项目列表。 

扩展菜单：按下该按钮后，弹出扩展菜单。扩展菜单中提供了 8 种选项：试验设置、 

故障预览、SMV 映射表、开入映射表、开出映射表、试验结果、导出报告和显示开入/开出。 
各菜单项在后面章节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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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修改测试项目 

在距离试验列表页面按“添加”后，将在列表中添加一个默认的测试项目；选中该测试 

项目并按下   或者直接点击，即可进入如图 12-2 所示的页面进行测试项目相关参数 

的修改。 
 

 
 

图 12-2   修改测试项目 
 

“修改测试项目”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距离测试类型：有距离 I 段、距离 II 段、距离 III 段和距离 IV 段 4 种选择。 
 

注：单相接地故障时为接地距离保护，两相（接地或不接地）、三相故障则为相间距离保护。 
 

短路阻抗 Z：保护安装处到短路点的线路阻抗（正序阻抗），极坐标形式：幅值和角度。 

短路电流：短路故障时的电流。 
 

注：如果阻抗定值比较小，如 0.1Ω左右，则为了减小保护测量电流电压的相对误差，应相应地增大

短 路电流；反之，应减小短路电流，以免短路电压过高。 

故障类型：有 A 相接地、B 相接地、C 相接地、AB 相间、BC 相间、CA 相间、AB 两
相接地、BC 两相接地、CA 两相接地和三相短路 10 种选择。 

故障方向：有正向和反向 2 种选择。 

故障性质：有瞬时性和永久性 2 种选择。 

试验限时：Δ T = T - Tzd，其中，T 为该测试项目从故障触发到测试结束之间持续的时 

间，Tzd 为零序时间定值。一般地，应保证保护装置在该时间内可以完成整个“跳闸重合 

再跳闸”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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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试验设置 

在距离试验列表界面按下“扩展菜单”，弹出菜单后，选中“试验设置”进入下列页面 

以完成距离试验的相关设置。 
 

12.2.1 定值 
 

距离试验的定值包括接地距离定值和相间距离定值两种，适用于不同的故障类型。 

“接地距离定值”页面用于设置接地距离试验的各项定值，须与所测保护装置中的接地 

距离保护的整定值保持一致，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接地距离定值设置 
 

“接地距离定值”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接地 I 段 Zeset1：接地距离 I 段的阻抗定值，可输入 0~1000Ω ； 接

地 II 段 Zeset2：接地距离 II 段的阻抗定值，可输入 0~1000Ω ； 接

地 III 段 Zeset3：接地距离 III 段的阻抗定值，可输入 0~1000Ω ； 接

地 IV 段 Zeset4：接地距离 IV 段的阻抗定值，可输入 0~1000Ω ； 

接地 I 段动作时间 Teset1：接地距离 I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接

地 II 段动作时间 Teset2：接地距离 II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接

地 III 段动作时间 Teset3：接地距离 III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接

地 IV 段动作时间 Teset4：接地距离 IV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注：试验设置时必须保证 Zeset4 > Zeset3 > Zeset2 > Zeset1，Teset4 > Teset3 > Teset2 > Teset1。 
 
 
 

“相间距离定值”页面用于设置相间距离试验的各项定值，与所测保护装置中的相间 

距离保护的整定值保持一致，如图 1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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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相间距离定值设置 
 

“相间距离定值”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相间 I 段 Zxset1：相间距离 I 段的阻抗定值，可输入 0~1000Ω ； 相

间 II 段 Zxset2：相间距离 II 段的阻抗定值，可输入 0~1000Ω ； 相

间 III 段 Zxset3：相间距离 III 段的阻抗定值，可输入 0~1000Ω ； 相

间 IV 段 Zxset4：相间距离 IV 段的阻抗定值，可输入 0~1000Ω ； 

相间 I 段动作时间 Txset1：相间距离 I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相

间 II 段动作时间 Txset2：相间距离 II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相

间 III 段动作时间 Txset3：相间距离 III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相

间 IV 段动作时间 Txset4：相间距离 IV 段的动作时间定值，可输入 0~36000s。 
 

注：试验设置时必须保证 Zxset4 > Zxset3 > Zxset2 > Zxset1，Txset4 > Txset3 > Txset2 > Txset1。 
 

12.2.2 故障触发 
 

“故障触发”页面用于设置第一次故障的触发方式，即某一测试项目从故障前状态切换 

到故障状态的触发方式。 

可选“时间触发”、“手动触发”和“开入量翻转触发”3 种方式。 

1）时间触发：设置故障前状态的持续时间，该持续时间由“故障前时间”决定，如 

图 1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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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故障触发——时间触发 
 

2）手动触发：测试项目开始后会弹出提示对话框，点击“确定”按钮后即由故障前 

状态切换到故障状态，如图 12-6 所示： 

 
 

图 12-6   故障触发——手动触发 
 

3）开入量翻转触发：设定故障前切换到故障状态，由指定的开入量 DI 通道值决定， 

如图 12-7 所示，按   键选择/取消 DI 通道，可选定一个或多个 DI 通道，多个 DI 通 

道可按“逻辑与”或“逻辑或”的方式决定状态的切换；“逻辑或”表示只要有一个被勾选 

DI 发生翻转，则切换到故障状态；“逻辑与”表示要所有被勾选 DI 均发生了翻转，才能切 

换到故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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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故障触发——开入量翻转触发 
 

12.2.3 故障情况 
 

“故障情况”页面用于测试时的故障情况设置，如图 12-8 所示。 

 
 

图 12-8   故障情况 
 

“故障情况”各项参数与零序试验相同，参数说明见 11.2.3。 
 

12.2.4 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页面用于设置各状态下电压、电流的计算模型。一般取“电流恒定”，即 

定电流（短路电流）方式。如图 1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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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页面各项参数与零序保护相同，参数说明见 11.2.4。 
 

12.2.5 开关量 
 

开关量用于保护装置的出口接点与测试装置的连接设置。这里分为“开入量”页面和“开 

出量”页面。 

1. 开入量 

“开入量”页面用于设置跳闸接点和重合闸接点，如图 12-10 和图 12-11 所示。 

 
 

图 12-10   开入量设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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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   开入量设置 2 
 

“开入量”页面各项参数与零序保护相同。 

2. 开出量 “开出量”页面用于设置开出量的初始状态（故障前的状态）及开出量翻

转的控制方式（有 开入量控制、故障触发后延时翻转两种方式），如图 12-12 所示。 

 
 

图 12-12   开出量设置 
 

“开出量”页面各项参数与零序保护相同，参数说明见 1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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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故障预览 
 

显示某测试项目故障前、故障时的相电压/电流、线电压/电流以及序电压/电流信息。如 

图 12-13、图 12-14、图 12-15 所示。 

 
 

图 12-13   故障预览（相电压/电流） 

 

 
 

图 12-14   故障预览（线电压/电流） 

产品用户手册 ©2013 Guangzhou ZHIYUAN Electronics Stock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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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SMV 映射表 

图 12-15   故障预览（序电压/电流） 

 

“SMV 映射表”页面用于显示本试验中所采用的电压/电流虚拟通道和 SMV 报文中的 

采样值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如图 12-16 所示。 

 
 

图 12-16   SMV 映射表 

 



 
12.5 开入映射表 

 

“开入映射表”页面用于显示本试验中所采用的数字 DI 通道和 GOOSE 报文中的开入 

量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如图 12-17 所示。 

 
 

图 12-17   开入映射表 
 

12.6 开出映射表 
 

“开出映射表”页面用于显示本试验中所采用的数字 DO 通道和 GOOSE 报文中的开出 

量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如图 12-18 所示。 

 
 

图 12-18   开出映射表 

 



 
12.7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页面用于显示距离试验结果的概要信息，如图 12-19 所示。 “试验结

果”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保护类型：当前测试项目的距离试验类型。 

测试项目：当前测试项目的一些简要说明信息，包括测试点、故障类型、故障方向和 

故障性质的说明。 

保护动作情况：简要描述故障发生后保护装置的动作情况。 
 

 
 

图 12-19   试验结果 
 

 

在试验结果列表的某条记录上按   键或者直接点击，可以查看该项结果的试验 

详情，如图 12-20 所示。 

“试验详情”页面的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保护类型：当前测试项目的距离试验类型。 

测试点：当前测试项目所设定的短路阻抗。 故障：当前测试项目所模拟的故障描述。 

动作时间：记录故障发生时刻开始到测试仪接收到保护装置发来的跳闸信号的持续时 

间，并将之与相对应的动作时间定值进行对比。 
 

重合状态保持时间：记录进入重合状态开始到测试仪接收到保护装置发来的合闸信 

号的持续时间。 

重合后加速时间：记录重合闸后，第二次故障发生时刻开始到测试仪接收到保护装置 

发来的跳闸信号的持续时间。 

跳 A 相时刻（相对）：记录测试仪第一次接收到保护装置发来的跳 A 相信号（或三 

跳信号）的时刻，为相对于第一次故障发生时刻的相对时间。 

跳 B 相时刻（相对）：记录测试仪第一次接收到保护装置发来的跳 B 相信号（或三 

 



 
跳信号）的时刻，为相对于第一次故障发生时刻的相对时间。 

 

跳 C 相时刻（相对）：记录测试仪第一次接收到保护装置发来的跳 C 相信号（或三 

跳信号）的时刻，为相对于第一次故障发生时刻的相对时间。 

重合闸时刻（相对）：记录测试仪第一次接收到保护装置发来的重合闸信号的时刻， 

为相对于第一次故障发生时刻的相对时间。 

 
 
 
 

12.8 导出报告 

图 12-20   试验详情 

 

保护试验完成后，按下“扩展菜单”，选中“导出报告”，即可导出 xlsx 格式的试验报 

告，该报告包含本试验的试验设置和试验结果信息，如图 12-21 所示。 

 
 

图 12-21 导出报告 

 



 
12.9 显示开入/开出 

 

该菜单项用于选择是否在距离试验列表页面下方显示 DI 通道和 DO 通道的当前状态，即实 

时监测所关注的 GOOSE 接收值和发送值，如图 12-1 所示。 

 



 
 
13. 差动试验 

 
“差动试验”用于测试发电机、变压器、发变组、母线等的差动保护的比率制动特性曲 

线和谐波制动特性，适用于常规差动（分相差动保护，2 路电流）和扩展差动（三相差动保 

护，6 路电流）。通过预先定义一系列的测试项目，设置每个项目的待测差动电流、待测谐 

波含有率等信息，开始测试后会按预先设定的序列输出测试。测试项目最多 10 个，项目之 

间通过试验限时来完成切换。 

和“手动试验”功能模块类似，差动试验会按“参数设置”“SMV 发送”中设置的 

控制块及通道映射来发送 SMV 报文，按“参数设置”“GOOSE 接收”设置的 DI 开入映 

射和实际接收的 GOOSE 报文来判别试验结果。 
 

在 HDJB-6000S 主界面选择“差动试验”，按   键或直接点击进入差动试验列表

界 面，如图 13-1 所示。该界面简单显示了待进行测试的项目的概要信息及相关功能操作菜

单。 

 
 

图 13-1   差动试验测试列表 
 

界面元素说明如下： 

开始试验：启动试验，即按设定好的项目序列开始试验。 添加：按下该按钮后，选

择要测试的测试项目类型，添加一个默认的测试项目，选中 
 

该测试项目并按下   或者直接点击即可进入修改页面，设置该测试所需的一些信息， 

具体在后面介绍。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即高亮显示）的测试项目。 清空：清空测试项目列表。 

扩展菜单：按下该按钮后，弹出扩展菜单。扩展菜单中提供了 8 种选项：试验设置、 

故障预览、辅助电压、SMV 映射表、开入映射表、试验结果、导出报告和显示开入量。 

 



 
13.1 修改测试项目 

13.1.1 比率制动测试 
 

在差动试验列表页面按“添加”后，选择弹出菜单中的比率制动测试，将在列表中添加 

一个默认的测试项目；选中该测试项目并按下   或者直接点击，即可进入如图 13-2 
所示的页面对测试项目的相关参数进行修改。 

 
 

 
 

图 13-2   修改比率制动测试（边界） 
 

该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测试相别：对于扩展差动，有 A 相差动、B 相差动、C 相差动、AB 相差动、BC 相差 

动、CA 相差动和三相差动 7 种选择；对于分相差动，有 A 相差动、B 相差动、C 相差动 3 
种选择。 

测试类型：有边界扫描和定点测试两种，默认为边界扫描。边界测试，用于对指定的 

Ir 点进行比率制动边界特性搜索，而定点测试用于动作或者不动作的验证性试验，即用于对 

指定点（Ir，Id）的验证性测试，确定其位于动作区或制动区。 

制动系数计算方式：指比率制动特性曲线中各分段直线斜率（即制动系数）的计算 

方式，有 Kzd=△Id/△Ir，Kzd=Id/Ir 和 Kzd=Ir/Id 3 种。 

制动电流 Ir 测试起点：需要进行测试的制动电流 Ir 的起点。 

制动电流 Ir 测试终点：需要进行测试的制动电流 Ir 的终点。 

制动电流 Ir 测试间隔：Ir 从起点开始，每个一个间隔取一个制动点进行测试，以寻 

找该制动点下的动作电流。 

动作电流 Id 搜索起点：寻找某制动电流 Ir 下的动作电流的过程中，动作电流 Id 的 

搜索起点。 

动作电流 Id 搜索终点：寻找某制动电流 Ir 下的动作电流的过程中，动作电流 Id 的 

搜索终点。 

 



 
搜索精度：动作电流搜索过程中所允许的最小误差（与制动电流 Ir 的大小无关），同 

时也可视为搜索过程的收敛判据。此处为绝对误差，一般为 0.1A。 

 
 

图 13-3   修改比率制动测试（定点） 
 

当测试类型为定点测试时，其界面如图 13-3。参数测试相别和测试类型与边界扫描测 

试一致，其他参数如下： 

制动电流 Ir：所测定点的制动电流。 

动作电流 Id：所测定点的动作电流。 

13.1.2 谐波制动测试 
 

在差动试验列表页面按“添加”后，选择弹出菜单中的谐波制动测试，将在列表中添加 

一个默认的测试项目；选中该测试项目并按下   或者直接点击，即可进入如图 13-4 
所示的页面对测试项目的相关参数进行修改。 

 



 
 

 
 

图 13-4   修改谐波制动测试（边界） 
 

该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测试相别：对于扩展差动，有 A 相差动、B 相差动、C 相差动、AB 相差动、BC 相差 

动、CA 相差动和三相差动 7 种选择；对于分相差动，有 A 相差动、B 相差动、C 相差动 3 
种选择。 

测试类型：有边界扫描和定点测试两种，默认为边界扫描。边界测试，用于对指定的 

Id 点进行谐波制动边界特性搜索，而定点测试用于对指定点（Id，Ixb%）的验证性测试， 
确定该谐波含量能否制动。 

 
注：此处 Id 指动作电流的基波，Ixb 指动作电流的谐波。 

 

谐波次数：选择需要测试的谐波次数，可选择 2 次~20 次谐波。 谐波相角：需要测

试的谐波的相角。 谐波施加侧：试验时，谐波电流的叠加侧，即谐波电流从测试仪的

某侧输出，可选择 

I1 侧或 I2 侧。 

动作电流 Id 测试起点：需要进行测试的基波动作电流 Id 的起点。 

动作电流 Id 测试终点：需要进行测试的基波动作电流 Id 的终点。 

动作电流 Id 测试间隔：Id 从起点开始，每个一个间隔取一个基波动作电流点进行测 

试，以寻找该基波动作电流点下的动作电流谐波 Ixb。 

谐波制动 Ixb%搜索起点：谐波制动搜索过程中，谐波的搜索起点，如果事先无法 

预知动作电流的大小，一般取 0%倍 Id。 

谐波制动 Ixb%搜索终点：谐波制动搜索过程中，谐波的搜索终点，如果事先无法 

预知动作电流的大小，一般取 100%倍 Id。 

搜索精度：谐波制动搜索过程中所允许的最小误差，同时也可视为搜索过程的收敛判 

据。此处为动作电流基波 Id 的百分数，为相对误差，其大小随 Id 而改变，一般取精度为 1~5% 
倍的 Id。 

 



 
 

 
 

图 13-5   修改谐波制动测试（定点） 
 

当测试类型为定点测试时，其界面如图 13-5。参数测试相别、测试类型、谐波次数、 

谐波相角和谐波施加侧与边界扫描测试一致，其他参数如下： 

动作电流 Id：所测定点的动作电流基波。 

谐波含有率 Ixb%：所测定点的动作电流谐波含有率（即 Ixb/Id 的百分数）。 

 



 
 

13.2 试验设置 

在差动试验列表界面按下“扩展菜单”，弹出菜单后，选中“试验设置”后进入下列页 

面以完成差动试验的相关设置。 
 

13.2.1 定值 
 

“定值”页面用于设置差动试验的各项定值，与所测保护装置中的差动保护的整定值保 

持一致，如图 13-6 所示。 

 
 

图 13-6   定值设置 
 

“定值”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差动启动电流：当差动电流大于启动门坎时，保

护启动； 差动速断电流：当差动电流大于差动速断整定值时，保护动作； 比率制

动特性拐点数：比率制动特性曲线的拐点数，有 1 或 2 两种选择； 比率制动特性

拐点 1 电流：比率制动特性曲线第 1 个拐点处的制动电流 Ir 的值； 比率制动特性

拐点 2 电流：比率制动特性曲线第 2 个拐点处的制动电流 Ir 的值；比 

率制动特性拐点数为 2 时有效； 

比率制动特性第 1 段斜率：从制动电流 Ir=0 开始，比率制动特性曲线第 1 段直线的 

斜率； 

比率制动特性第 2 段斜率：从制动电流 Ir=0 开始，比率制动特性曲线第 2 段直线的 

斜率； 

比率制动特性第 3 段斜率：从制动电流 Ir=0 开始，比率制动特性曲线第 3 段直线的 

斜率；比率制动特性拐点数为 2 时有效； 

谐波制动系数：谐波制动的谐波含量整定值。 
 

13.2.2 保护定义 
 

“保护定义”页面用于设置差动保护的保护类别，以及动作和制动方程。如图 13-7 所 

 



 
示。 

 

 
 

图 13-7   保护定义 
 

“保护定义”页面各项参数如下： 
 

保护类型：选择所需测试的保护类型，有变压器保护、发变组保护、发电机保护、母 

差保护和其他类型 5 种选项。 

变压器绕组：有双绕组或三绕组两种选项。保护类型为变压器保护或发变组保护时有 

效。 

变压器接线方式：根据需要选择变压器的接线方式，不同的接线方式决定了区外故障 

时一、二次侧电流相位差的不同。保护类型为变压器保护或发变组保护时有效。 

当变压器绕组为双绕组时，有 Y/Y-12、Y/Y-10、Y/Y-8、Y/Y-6、Y/Y-4、Y/Y-2 和 Y/△ 

-11、 Y/△-9、 Y/△-7、Y/△-5、Y/△-3、Y/△-1 共 12 种。 

当变压器绕组为三绕组时，有 Y/Y/Y-12、Y/Y/△-11、Y/Y/△-1、Y/△/△-11 和 Y/△/△ 

-1 共 5 种。 

测试绕组：选择参与本次测试的绕组。当变压器绕组为双绕组时，只有高低选项； 

当变压器绕组为三绕组时，有高低、高中和中低 3 种选项。保护类型为变压器保护或 
发变组保护时有效。 

保护内部相位校正方式：根据需要选择保护内部相位校正方式：有无校正、Y 侧校 

正和△侧校正 3 种选项。保护类型为变压器保护或发变组保护且测试绕组为 Y/△接线方式 
时有效。 

 

Y 侧零序校正：根据需要选择是否进行 Y 侧零序校正。保护类型为变压器保护或发变 

组保护时有效。 

保护内部电流补偿系数：I1 侧和 I2 侧电流所对应的修正系数（不包括有相位校正导 

致的补偿）。按   键或直接点击可以进入设置页面，有两种设置方式：直接输入值或 

通过 KPi 辅助计算，具体见。 

 



 
动作方程：选择差动保护的动作方程。有 5 种选择：Id = I1，Id = | I1+ I2 |，Id = | I1 - I2 

|，Id = | I1 + I2 | ^ 2，Id = | I1 - I2 | ^ 2。 

制动方程：选择差动保护的制动方程。 

当动作方程为 Id=I1 时，制动方程仅为 Ir=I2。适用于测试常规差动继电器，其中 I1、I2 
分别代表保护动作线圈和制动线圈中的电流相量。此时，“电流输出方式”页面中的 I1 侧基 

准电流相角固定为 0.000°，I2 侧基准电流相角则由用户设置。 

当动作电流 Id=|I1+I2|时，制动方程有 7 种选择：Ir=|I1-I2|/K，Ir=Max（|I1|，|I2|）*K， 

Ir=|I2|，Ir=|Id-|I1|-|I2||，Ir=（|I1|+|I2|）/K，Ir=|Imax-∑Ii|/K（其中 Ii≠Imax），Ir=√（-|I1 x I2|*cos 
θ ）。此时，“电流输出方式”页面中 I1 侧基准电流相角固定为 0.000°，I1 侧基准电流相角 

固定为 180.000°。 

当动作电流 Id=|I1-I2|时，制动方程有 7 种选择：Ir=|I1+I2|/K，Ir=Max（|I1|，|I2|）*K， 

Ir=|I2|，Ir=|Id-|I1|-|I2||，Ir=（|I1|+|I2|）/K，Ir=|Imax+∑Ii|/K（其中 Ii≠Imax），Ir=√（|I1 x I2|*cos 
θ ）。此时，“电流输出方式”页面中 I1 侧基准电流相角固定为 0.000°，I1 侧基准电流相角 

固定为 0.000°。 

当动作电流 Id=|I1+I2|̂ 2 时，制动方程仅为 Ir= -|I1 x I2|*cosθ 。此时，“电流输出方式” 

页面中 I1 侧基准电流相角固定为 0.000°，I1 侧基准电流相角固定为 180.000°。 

当动作电流 Id=|I1-I2|^2 时，制动方程仅为 Ir=|I1 x I2|*cosθ 。此时，“电流输出方式” 

页面中 I1 侧基准电流相角固定为 0.000°，I1 侧基准电流相角固定为 0.000°。 

制动方程 K 系数：设置制动方程中所涉及到的 K 系数值。 

13.2.3 试验控制 
 

“试验控制”页面用来设置关于测试项目流程控制的时间参数以及其他基础参数，比如 

系统（基波）频率、故障前电流、故障前持续时间和故障限时。如图 13-8 所示。 

 
 

图 13-8   试验控制 
 

“试验控制”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系统（基波）频率：电压、电流的频率，国内一般为 50.0Hz。 

 



 
故障前电流：故障发生前（即输出 Ir、Id 前）的电流值，一般设置为 0.000A。 

故障前持续时间：对于每一个（Id，Ir）点，在输出之前的时间，以保证保护能够可 

靠复归。期间电流输出为故障前电流，电压为“辅助电压”页面中所设置的电压。一般取 

0.5s。 

故障限时：每个测试项目从进入故障开始到该项目结束的时间，故障限时必须保证大 

于保护的动作时间。由于差动保护通常为速动，故一般取 0.5s。 
 
 

13.2.4 电流输出方式 
 

“电流输出方式”页面用于设置保护线圈 I1、I2 与测试仪的连接方式，以及 I1 侧、I2 
侧基准电流的相角，如图 13-9 所示。 

 
 

图 13-9   电流输出方式 
 

该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电流配置：选择 ABC 三相电流的输出方法，可选择扩展差动（6I）或分相差动（2I）。 
I1 侧接线：I1 侧电流的输出方式，即从测试仪的某路电流通道输出。对于扩展差动（6I）， 可选

择接测试仪 Ia1，Ib1，Ic1 或接测试仪 Ia2，Ib2，Ic2；对于分相差动（2I），则为接测试 

仪 Ia，但不能与 I2 侧接线相同。（可选项可视测试仪的虚拟通道而定） 

I1 侧电流相角：I1 侧电流的相角，该电流指流入差动继电器的差动电流，而非 CT 采 

集到的测量电流。 

I2 侧接线：I2 侧电流的输出方式，即从测试仪的某路电流通道输出。对于扩展差动（6I）， 
可选择接测试仪 Ia1，Ib1，Ic1 或接测试仪 Ia2，Ib2，Ic2；对于分相差动（2I），则为接测试 
仪 Ic，但不能与 I1 侧接线相同。 

I2 侧电流相角：I2 侧电流的相角，该电流指流入差动继电器的差动电流，而非 CT 采 

集到的测量电流。 
 

注： 

 



 
 

1、分相差动试验在进行比率制动试验时，对多绕组变压器的试验采取了简化方法，即： 
 

 
三绕变，三相双绕变，三相双绕变，ABC 分相试验 

 

 
在简化过程中，对 Y/△接线方式的变压器，为了消除分相试验时相互之间的影响，应注意保护侧的接 

线方式。 

 
 

13.2.5 动作接点 
 

“动作接点”页面用于设置作为保护动作判据的开入量 DI，及动作逻辑判断方式，如 

图 13-10 所示。 

 
 

图 13-10   开关量设置 
 

该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动作判据：设定差动动作情况由指定的开入量 DI 的状态变化情况决定，可设定一个 

或多个 DI 通道，多个 DI 通道可按“逻辑与”或“逻辑或”的方式决定状态的切换，“逻辑 
或”表示只要有一个被勾选 DI 发生翻转，那则表示动作，“逻辑与”表示要所有被勾选 DI 
发生翻转。 

 



 
 

13.3 电流补偿系数 KPi 设置 
 

“试验设置”中的“保护定义”页面，光标移动到“保护内部电流补偿系数”后，按  键
或直接点击可以进入设置页面设置电流补偿系数，如图 13-11 所示。 

 
 

图 13-11   电流补偿系数 KPi 设置 
 

该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I1 侧电流补偿系数 KP1：I1 侧绕组电流所对应的修正系数（CT 变比的不平衡补偿）。 

I2 侧电流补偿系数 KP2：I2 侧绕组电流所对应的修正系数（CT 变比的不平衡补偿）。 

除此之外，还可以按下“辅助计算”进入“辅助计算”页面，自动得出电流补偿系数。 

当保护类型为变压器或发变组保护时，根据不同的电流补偿系数计算方式，“辅助计算” 

页面如图 13-12、图 13-13、图 13-14 和所示，当保护类型为其他类型时，“辅助计算”页面 

如图 13-15 所示。 

各参数说明如下： 

计算方式：各侧绕组的电流补偿系数的计算方式，有 3 种：根据额定电压 Ue 和 CT 
变比归算至高压侧、根据额定电流 Ie 归算至高压侧和标幺值计算。 

变压器额定容量：变压器高中低压侧容量。 高、中、低压侧额定电压：

高、中、低压侧绕组的额定电压（铭牌电压）。 高、中、低压侧 CT 变比：

高、中、低压侧所安装的 CT 的变比。 高、中、低压侧额定电流：高、中、

低压侧绕组的额定电流。 基准电流：标幺值计算时各侧电流补偿系数的基准，

一般为 1A 或 5A。 

 



 
 

 
 

图 13-12   电流补偿系数 KPi 辅助计算 1 
 

 
 

图 13-13   电流补偿系数 KPi 辅助计算 2 

 



 
 

 
 

图 13-14   电流补偿系数 KPi 辅助计算 3 
 

 
 

图 13-15   电流补偿系数 KPi 辅助计算 4 

 



 
13.4 故障预览 

 

该页面用于显示指定测试点在相应的差动测试中故障时的两侧电流值。其中，比率制动 

测试的定点为（Ir，Id），谐波制动测试的定点为（Id，Ixb%），默认为当前测试项目的测试 

定点或者边界搜索测试的第 1 个测试点，测试点可修改，如图 13-16、图 13-17、图 13-18、 

图 13-19 所示。 

 
 

图 13-16   故障预览（比率制动测试，6I） 

 

 
 

图 13-17   故障预览（谐波制动测试，6I） 

 



 
 

 
 

图 13-18   故障预览（比率制动测试，2I） 

 

 
 

图 13-19   故障预览（谐波制动测试，2I） 

 



 
13.5 辅助电压 

 

“辅助电压”页面用于设置试验过程中 I1 侧、I2 侧的 A、B、C 三相电压的输出。主要 

设置电压的幅值、相角、频率和交直流属性，设定后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不变。其中频率 
 

与系统（基波）频率保持一致，不可编辑。在直流设置一列按   键可以选择直流或 

者交流，如图 13-20 所示。 

 
 

图 13-20   辅助电压 

 



 
13.6 SMV 映射表 

 

显示 SMV 报文采样值通道和 HDJB-6000S 内置的电压/电流虚拟通道的映射关系，与

手动 试验和状态序列中的基本一样，如图 13-21 所示。 

 
 

图 13-21   SMV 映射表 
 

13.7 开入映射表 
 

显示 GOOSE 接收通道与 8 个内置数字 DI 通道之间的映射关系，与手动试验和状态序 

列中的基本一样，如图 13-22 所示。 

 
 

图 13-22   开入映射表 

 



 
13.8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显示差动保护试验结果。对于不同类型的测试项目，其试验结果有所不同。 

相关页面均不可编辑。 

另外，“----”表示无效值或无测试结果。 
 

13.8.1 比率制动（边界扫描）测试结果 
 

比率制动（边界扫描）测试的试验结果如图 13-23 所示。 该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制动电流 Ir：需要进行边界扫描的制动电流 Ir 的测试点。 

动作边界 Id（整定）：对应 Ir 下的动作电流的整定值，根据“试验设置”的“定值” 

页面的设置得出。 

动作边界 Id（实测）：对应 Ir 下的能使差动保护动作且符合设定的搜索精度的动作电 

流。 

相对误差：动作边界 Id（实测）相对于动作边界 Id（整定）的误差。 

Kzd：（Ir，实测 Id）点对应的制动系数。根据“修改比率制动测试”中的不同的 Kzd 
的计算方式进行计算。 

 

 
 

图 13-23   试验结果——比率制动（边界扫描）测试 
 

13.8.2 比率制动（定点）测试结果 
 

比率制动（定点）测试的试验结果如图 13-24 所示。 该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制动电流 Ir：所测定点的制动电流值。 

动作电流 Id：所测定点的差动电流值。 

动作时间：（Ir，Id）下差动保护的动作时间，即从故障发生到保护动作的时间。 

 



 
 

 
 

图 13-24   试验结果——比率制动（定点）测试 
 

13.8.3 谐波制动（边界扫描）测试结果 
 

谐波制动（边界扫描）测试的试验结果如图 13-25 所示。 该页面

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动作电流 Id：需要进行边界扫描的动作电流 Id 的测试点。 

制动边界（整定）：对应 Id 下的谐波制动系数（动作电流谐波含有率的整定值），根 

据“试验设置”的“定值”页面的设置得出。 

制动边界（实测）：对应 Ir 下的能使差动保护闭锁且符合设定的搜索精度的动作电流 

的谐波含有率。 

相对误差：制动边界（实测）相对于制动边界（整定）的误差。 

 



 
 

 
 

图 13-25   试验结果——谐波制动（边界扫描）测试 
 

13.8.4 谐波制动（定点）测试结果 
 

谐波制动（定点）测试的试验结果如图 13-26 所示。 该页面各项参数说明如下： 

动作电流 Id：所测定点的动作电流（基波）。 

谐波含有率 Ixb%：所测定点的动作电流的谐波含有率。 

动作时间：对应（Id，Ixb%）下，从故障发生到差动保护闭锁的时间。 

 
 

图 13-26   试验结果——谐波制动（定点）测试 

 



 
13.9 导出报告 

 

保护试验完成后，按下“扩展菜单”，选中“导出报告”，即可导出 xlsx 格式的试验报 

告，该报告包含本试验的试验设置和试验结果信息，如图 13-27 所示。 

 
 

图 13-27   导出报告 
 

13.10 显示开入量 

在差动保护测试列表页面下方显示所映射的内置数字 DI 通道的状态，用于实时监测 

GOOSE 接收值，如图 13-1 所示。 

 



 
 
14. 同期试验 

 
14.1 同期试验概述 

同期装置通过测量两个电压的相角、频率和幅值，防止两个不同步系统并网操作。当发 

电机连接到网络时，同期继电器必须控制发电机的启动并在正确的时间及时将其并网。并网 

操作时，同期装置进行相差、压差、频差三个方面的检测。当三个电气量降低至整定的范围 

内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保持不变时，同期装置向断路器发送合闸信号。当任意一个条件不满 

足，同期装置向发电机的阀门调节器发送调整命令，使其满足整定条件。 

自动准同期试验主要用于同期继电器或自动准同期装置的测试，使用本装置可完成的测 

试项目包括：动作电压、动作频率、动作角度、导前角和导前时间、调压脉宽、调频脉宽、 

自动调整试验等。 

14.2 同期试验界面 

14.2.1 主界面 
 

设备启动后，从主界面点击同期试验进入同期测试功能，进入同期功能后主界面如图 

14-1 所示。 

 
 

图 14-1 同期试验主界面 
 

主界面分为几部分，上面是状态栏，显示 USB，SD 卡，电池电量，时间，对时的状态 

信息。中间为主要内容显示区域，下部为操作提示和快捷操作区域。右边为整体的菜单区域， 

根据所处的页面显示对应的菜单。 

主要内容区域显示已经添加的测试项目列表，每一行表示一个测试项目。测试项前的复 

选框用于标识此测试项目是否参加整体的批量测试。目前只有测试项目类型为自动的项目才 

能进行批量测试，测试启动方式为手动的只能进入具体单项测试页面进行手工测试。 

右部菜单显示常用的功能，扩展菜单点击打开会看到平时不常用的功能。 各个按钮的功

能如下所示： 

 



 
点击“开始实验”按钮，程序开始批量测试。从列表第一个符合自动测试的项目开始测 

试，测试结束后会自动切换到下一项的测试，所有测试项目测试完毕后，测试会自动停止， 

并显示测试结果。 

【添加】：点击“添加”按钮会在当前列表的末尾增加一个测试项。 

【删除】：点击“删除”按钮会删除当前列表中高亮选中的测试项。 

【清空】：点击“清空”按钮会删除列表中所有的测试项。 

【返回】：点击“返回”按钮会退出当前测试业务，回到主界面。 

【扩展菜单】：点击“扩展菜单”会显示出菜单内容，如图 14-2 所示。点击不同菜单项， 

会进入到对应的设置/查看页面。 

 
 

图 14-2 扩展菜单 
 

14.2.2 单项测试界面 
 

在测试列表页面点击一条测试项目，会进入单项测试页面，如图 14-3 所示。单项测试 

页面可以修改此测试项目信息，开始/停止测试项目。 

单项测试页面布局和同期试验主页面类似，页面内容显示区域上部显示系统侧和待并侧 

的电压幅值、相位、频率信息，下面是单项测试的设置信息，右部菜单控制试验的启动、停 

止，返回同期试验主界面。 

在试验开始之前可以修改系统侧 ，待并侧的幅值、相位、频率信息，试验开始后，系 

统侧的信息不可修改，待并侧信息可以修改并实时发送出去。 

差值一行的信息由程序自动进行计算 ，计算方法为待并侧的数据与系统侧数据的差值。 

 



 
 

 
 

图 14-3 单项测试 
 

测试类型：测试类型显示当前测试项目的测试内容，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的类型。 

目前支持的类型有：动作电压、动作频率、动作相位，导前角与导前时间、调压脉宽、调频 

脉宽、自动调整等 7 种类型。根据测试类型不同，测试项的设置信息可能不同。 

测试方式：测试方式用于设置测试的启动类型，分为手动测试和自动测试两种类型。自 

动测试是需要设置测试的起始值和终止值，点击“开始试验”后，程序自动根据步长，每步 

时间自动修改待并侧的数据进行的测试。手动测试是点击“开始试验”后，程序发送设置的 

系统侧和待并侧的数据，在试验过程中，手工修改待并侧数据进行的测试。当测试类型为自 

动测试时可以进行批量测试，其中导前角和导前时间，调压脉宽，调频脉宽，自动调整实验 

不能设置测试方式，但是可以进行批量测试。 

范围起始值/终止值：自动测试有效，设定自动测试时待并侧的数据变化范围，根据测 

试类型不同，变化量可能是电压，频率，角度值。 

步长：设定测试时，待并侧数据一次的变化量，根据测试类型不同，变化量可以是电压， 

频率，角度值。 

每步时间：设定测试时在每个测试值上发送数据的时间。 
 

注：1.自动测试时，测试在达到范围终止值后，程序使用范围的终止值 继续发送采样值数据，不会停 

发 ，直到测试终止。 

注：2.每步时间在系统侧和待并侧频率相同时有效，如果系统侧和待并侧频率不一致，程序自动使用 
 

 
t=1/|fg-fs|+1 作为每步时间。 

 
【开始试验】：点击“开始试验”按钮后，程序根据当前测试项目的设置信息，开始进 

行试验。点击之后，按钮变成“停止试验”按钮，点击“停止试验”可以将当前试验停止。 

试验停止后，自动显示当前测试结果信息。 

 



 
 

 
 

图 14-4 单项试验 
 

【返回】：点击“返回”按钮，回到项目列表页面。 
 

注：试验过程中，不能退出当前页面，只有在停止状态下可以退出当前页面。 
 

【扩展菜单】：“扩展菜单”按钮作用与测试列表页面的“扩展菜单”功能相同，打开扩 

展菜单，进入对应条目的设置项。 
 

14.2.3 配置界面 
 

在测试主界面或者单项测试页面点击“扩展菜单”，点击“试验设置”会打开同期测试 

试验配置页面。 

配置界面分为 5 页，内容分别如图 14-5-图 14-9 所示。 

 

 



 

 
图 14-5 同期设置-系统侧 

 
同期设置系统侧设置系统侧的电压映射的虚拟通道，系统侧电压，频率，相位的默认数 

据，单项测试的最大测试时间。 
 

 
 

图 14-6 同期设置-待并侧 
 

同期设置待并侧设置待并侧电压映射通道，默认电压 ，频率，相位数值。 
 

 
 

图 14-7 同期设置-开入通道 
 

开入通道配置页面配置同期装置发出的调节信号到本设备输入通道的映射，以便本设备 

根据同期装置的调节信号完成调整电压频率，幅值。合闸映射通道设置的通道用于检测同期 

装置的合闸情况，每次测试，接收到合闸信号会停止本次试验，记录测试结果。 

 



 
 

注：合闸通道的合闸判断依据是对应的 DI 通道数据发生变位。 
 

 
 

图 14-8 同期设置-开出通道 
 

开出通道设置本装置 DO 输出的同期装置复位信号。开始测试时，设置的通道处于闭合 

状态，在经过设置的延时后，同期装置将对应的 DO 设置为断开状态。 

 
 

图 14-9 同期设置-同期窗 
 

同期窗设置数据为程序添加/修改测试项目时，根据设置的同期窗范围，自动设置一个 

可以进行试验的系统侧/待并侧数据默认值。 

14.2.4 显示开入开出 

 



 
开入开出菜单是为了方便界面观察 GOOSE 的 DI/DO 通道当前情况而设置的一个开关。 

显示开入开出窗口界面如图 14-10 所示。在试验过程中，DI/DO 发生变化，会实时的通过窗 

口内开关状态反映出来。 

 
 

图 14-10 开入开出窗口 
 

14.2.5 辅助电压 
 

辅助电压设置是为了解决某些设备可能需要同时 ABC 相电压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同期设备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这里设置好辅助电压虚拟通道对应的值，在发送配置里将虚 

拟通道映射到相应的控制块数据通道，这样程序可以正常的发送其他通道的电压信息，让测 

试顺利进行下去。辅助电压通道设置如图 14-11 所示。 

 
 

图 14-11 辅助电压 

 



 
14.2.6 SMV 映射表 

 

SMV 映射表用于观察当前设置的采样值虚拟通道与控制块实际发送通道的映射关系， 

并可以根据映射不同的通道选择适合的通道变比。映射表图 14-12 如所示。 

 
 

图 14-12 SMV 映射表 
 

14.2.7 开入映射表 
 

开入映射表是为了方便查看当前设置的 DI 通道与实际 GOOSE 控制块通道的数据对应 

关系，界面如图 14-13 所示。 

 
 

图 14-13 开入映射表 
 

14.2.8 开出映射表 

 



 
开出映射表是为了方便用户查看当前 DO 输出与实际发送 GOOSE 控制块的通道对应关 

系，界面如图 14-14 所示。 

 
 

图 14-14 开出映射表 
 

14.2.9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会显示试验的测试状态，每次测试结束后，设备会自动显示测

试结果。 在批量测试页面，点击“扩展菜单”试验结果会显示测试结果列表信息，如

图 14-15 所 

示。点击列表中的某一行，会进入单项测试结果详细信息，如图 14-16 所示。单项信息右侧 

的菜单栏，根据当前的试验项目位置，可以选择“上一项目”，“下一项目”来查看其他测试 

项目结果信息。 

 
 

图 14-15 批量测试结果 

 



 
 

 
 

图 14-16 单项详细信息 
 

在单项测试页面点击“扩展菜单”，点击“试验结果”按钮会显示当前测试项目的结果 

详细信息，如图 14-17 所示 。单项测试结果右侧菜单没有“上一项目”和“下一项目”菜 

单，按“返回”则退回到单项测试页面。 

 
 

图 14-17 单项测试结果 
 

14.2.10 导出报告 

 
导出报告菜单会以 xlsx 文件格式将试验结果导出到 SD 卡。在单项测试页面的扩展菜单 

“导出报告”会导出本次测试的报告，在批量测试页面的扩展菜单点击“导出报告”会将试 

验列表中的多个测试的试验结果导出到一个文件中。 

 



 
 
15. 故障回放 

 
“故障回放”功能模块用于现场电网事故分析，也是保护开发过程中测试的得力工具。 

它导入、浏览和输出暂态数据文件，这些暂态录波数据为实际或模拟故障数据文件，一般来 

源于故障录波器或保护装置。 

导入暂态录波文件目前支持 COMTRADE 格式，COMTRADE 格式一般包含三个文件： 

CFG、DAT、HDR，其中 CFG 是描述通道及采样率配置文件，DAT 记录通道的采样点及时 

标数据，HDR 是数据相关文本（故障回放不需要用到该文件）。 
 

在主界面选择“故障回放”，按   键后进入“故障回放”页面，如图 15-1 所示： 
 

 
 

图 15-1   故障回放模块界面 
 

15.1 导入录波文件 

在“故障回放”功能界面中，按“加载文件”选择需要回放的录波文件，录波文件要提 

前放入 SD 卡或 U 盘中，如图 15-2 所示： 

 



 
 

 
 

图 15-2   选择要回放的录波文件 
 

导入完成后，将在界面上显示录波文件的波形预览图，预览图将文件中的所有通道罗列 

出来，按采样时间逐个采样点显示。用户可以通过触摸屏上下按键对预览图进行缩放、通过 

左右按键进行移动操作，以快速的浏览整个波形的概况，加快选点速度，如图 15-3 所示： 

 
 

图 15-3   录波文件波形预览图 
 

预览图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给用户截取要回放的区域。通常暂态故障持续的时间比较 

短，而录波文件可能录制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没必要对整个录波文件进行回放，而是针对性 

的对暂态的那一段波形进行回放。触摸屏幕可以选择回放区域，点击“T1/T2”按钮切换要 

移动的选择线，如图 15-4 所示： 

 



 
 

 
 

图 15-4   回放区间选择 
 

录波器厂家多采用压缩方式存储波形，即，录波触发后，经过一定的延时，录波文件内 

存储的不再是采样点，而是厂家自定义的某种格式（如有效值，或最大值），为保证 

COMTRADE 标准，回放软件一律作瞬时值处理，从而导致故障后电压电流显示为直流。为 

保证回放试验的正常进行，应通过回放区间终点的设置，放弃这一段不真实的录波。 

15.2 设置回放参数 

回放参数是设置测试仪发出的数据如何与录波文件的通道映射，以及控制整个回放过 

程，通过点击界面上的“扩展菜单”按钮，进入回放参数设置页面，如图 15-5 所示： 

 
 

图 15-5   回放参数设置页面 

 



 
15.2.1 回放通道映射 

 

通道映射页面设置测试发送的通道如何与录波文件的通道进行对应关联。由于测试仪有 

自己独立的虚拟通道，如 Ia1、Ib1、Ic1、Ua1…，这些虚拟通道就是测试仪输出的数据源（测 

试仪实际输出的控制块通道值是取自虚拟通道的值），而各种录波装置也有自己的录波通道 

定义，这两者并不是一一对应的，需要用户去手工配置建立合理的映射关系，这样测试仪可 

以回放出需要的波形数据。 

在本页面用户将需要回放的录波通道映射到指定的虚拟通道上，比如将录波通道“IA” 

映射到虚拟通道“Ia1”上，这样在测试仪实际发送报文的时候，Ia1 上反映的就是录波 IA 通
道的采样值。如果虚拟通道不需要输出，也可以选择不映射，这样该虚拟通道输出的就是 

0 状态。如图 15-6 所示： 
 

 
 

图 15-6   回放通道映射 
 

15.2.2 回放控制 
 

回放控制页面给用户设定回放的触发方式和开出量状态，如图 15-7 所示。由于录波回 

放可以模拟故障前状态和故障状态，所以需要用户设定什么时候从进行状态转换，以及模拟 

故障前的开出量和故障时的开出量状态。 

 



 
 

 
 

图 15-7   回放控制页面 
 

有如下参数可调： 
 

自动模拟故障前状态：选中，测试仪选择“回放区间”的第一周波数据，自动重复 

输出，以模拟故障前状态；否则，测试仪输出 0 状态； 

触发方式：设置故障前到故障中状态转换的触发方式，可选限时切换、开入量切换、 

手动切换、定时切换方式，同状态序列； 

故障前开出量：模拟故障前的开出量状态，可设置 DO1~DO6 状态； 

故障中开出量：模拟故障中的开出量状态，可设置 DO1~DO6 状态； 

15.3 试验过程及试验结果 
 

将回放区域、通道映射、回放控制都设置完成后，回到“故障回放”主页面，按“开始 

回放”按键，试验过程会一直输出 SV 信号，DO 信号，以及接收 DI 信号，DO、DI 的实时 

值会反映到界面上，直到用户按“结束回放”整个试验结束。 

试验结束后会自动显示试验结果页面，如图 15-8 所示，显示 DI 动作的时间，提供判 

断保护是否正确动作的依据。 

 



 
 

 
 

图 15-8   故障回放试验结果 

 



 
 
16. 延时测试 

 
 

在 HDJB-6000S 主界面选择“延时测试”，按   键或直接点击进入智能开关延时测 

试界面，如图 16-1 所示。界面上半部分显示为开入通道以及对应的的动作延时和动作状态， 

下半部分显示的是开出通道的动作状态。 

延时测试用于测试智能终端收到保护跳闸开关的动作延时，支持 GOOSE 转硬接点、硬 

接点转 GOOSE、GOOSE 转 GOOSE、硬接点转硬接点的传输延时测试，测试完成后自动生 

成测试列表。在测试前需要在参数配置页面中添加 GOOSE 发送控制块和 GOOSE 接收控制 

块，并且需要勾选开出映射和开入映射。 

 
 

图 16-1   延时测试页面 
 

界面元素描述如下： 动作延时：智能终端发送开出动作之后收到保护跳闸开关

的传输延时。 值：该通道保护跳闸开关状态。 按功能菜单“开始试验”进行延

时测试试验，如图 16-2 所示： 

 



 
 

 
 

图 16-2   延时测试试验页面 
 

 

点击下方的 DO 通道改变通道值，或者按   方向键选择控制的 DO 通道， 

然后按   键改变通道值。如果此时接收到开入量变化，那么界面上会显示出动作延 

时时间以及动作变化状态。 

按功能菜单“立即生效”会弹出选择“手动生效”和“立即生效”的子菜单，如图 16-3 
所示： 

 

 
 

图 16-3   延时测试试验页面 
 

选择“立即生效”，那么在试验的过程中，开出通道一有变化就会立即发送开关量，如 

 



 
果选择“手动生效”，那么在实验的过程中，开出通道变化，不会发送开关量，直到按菜单 

栏“修改生效”的功能键之后，才会发送一次开关量。 

按功能菜单“扩展菜单”会弹出“开出映射表”和“试验结果”子菜单。在试验过程中 

可以查看“开出映射表”，但是不能查看“试验结果”，“试验结果”只有在试验结束之后才 

可查看。如图 16-4 所示： 

 
 

图 16-4   延时测试试验页面 
 

 

按“开出映射表”选项，会进入到开出映射页面，按   方向键可以查看 

DO1-DO6 的通道映射信息。如图 16-5 所示： 

 
 

图 16-5   开出映射页面 

 



 
按功能菜单“停止试验”，则该次测试结束，自动进入到试验结果页面，标题显示“开 

关量动作列表[n/m]”，n 代表为当前状态计数，m 代表总共的状态数目。如图 16-6 所示： 

 
 

图 16-6   试验结果页面 
 

页面上半部分显示的开入量的动作列表。 界

面元素说明如下： 开入量：显示开入通道。 

动作次数：是该通道的变位次数， 

动作 1、动作 2、动作 3：三次动作状态以及延时，如果该通道动作大于三次，则显 

示最后的三次状态变化。 

页面下半部分显示的开出量的动作列表。 界

面元素说明如下： 开出量：显示开出通道。 

动作次数：是该通道的变位次数。 

动作：为该通道的状态变化。 按功能菜单“上一状态”或“下一状态”，查看上一个

动作状态列表或是下一个动作状 

态列表。 

 



 
 
17. SMV 接收 

 
“SMV 接收”功能模块接收并分析 9-1、9-2、FT3 的采样值报文，可对报文进行丢帧 

统计，遥测量可采用表格、波形、矢量图、序量等方式进行监测，也可以进行核相操作及互 

感器极性判断。 

进入“SMV 接收”功能前，需要先将测试仪接入相应的网络，可以通过测试仪顶部的 

光串口或光网口接入。在主界面选择“SMV 接收”，按   键进入“SMV 探测”页面， 

如图 17-1 所示： 
 

 
 
 
 

17.1 SMV 探测 

图 17-1   SMV 探测页面 

 

探测 SMV  报文，在该界面会显示测试仪所接入的网络中所有的控制块信息，通过 

“9-1/9-2”键或“FT3”键切换要探测的协议类型。 
 

用方向键   移动焦点，在需要监测的控制块按   键勾选该控制 

块，可同时勾选多个控制块以进行核相。勾选完成后按“进入”键进入详细的报文分析监测。 

 



 
 

17.2 有效值 
 

从“SMV 探测”进入的第一个页面就是“有效值”页面，如图 17-2 所示，显示该 SMV 
报文所有通道的信息，如 MU 固定延时、电压/电流通道有效值、相位。其中相位显示按第 

一个电压电流通道为基准相位，其余的通道显示与之的相位差。所有信息实时刷新，刷新周 
 

期约为 500ms。按方向键   可以翻页显示。 
 

 
 

图 17-2   SMV 接收有效值页面 
 

标题栏显示当前正在观察的控制块的 APPID，以及所属光口。如果在探测页面勾选了 

多个控制块，按“控制块”键可以切换当前观察的控制块。按“有效值”键可选择 SMV 接 
 

收的其它监测分析选项，如图 17-3 所示，可以通过方向键   选择，按  
键进入相应的项目。 

 



 
 

 
 

图 17-3   SMV 接收监测项选择 
 

在 SMV 有效值界面按功能菜单“暂停”对应的功能键，可暂停采样值刷新，便于仔细 

了解各通道详细信息，继续按，可重新实时刷新采样值。 

按“状态监视”功能键，进入状态监视页面，如图 17-4 所示。在本页面可以显示当前 

控制块所有通道的状态信息，以及是否同步等信息。通过方向键   可以翻页， 

按   键返回上一页面。 

 
 

图 17-4   SMV 接收状态监视页面 
 

在扩展菜单中选择设置，进入 SMV 接收的基本设置页面，如图 17-5 所示。在本页面可 

 



 
 
 

以设置 SMV 接收的基本参数，通过方向键移动焦点，按 键修改焦点所在项。 
 

 
 

图 17-5   SMV 接收基本设置 
 

SMV 基本设置主要设置显示电压/电流有效值为一次值/二次值/报文值，以及采样频率 

等参数： 

采样显示：设置 SMV 接收页面显示电压/电流有效值为一次值/二次值/报文值； 

采样频率：设置 SMV 接收采样报文的采样频率，可选 4000Hz/12800Hz，只有正确的 

设置采样频率，才能显示正确的有效值及相位等信息； 

采样点对齐方式：设置 SMV 接收页面同步分析多个控制块的采样通道时，采样点的 

对齐方式，可选时标对齐/序号对齐。比如核相操作需要同步分析两个控制块的波形。在 SMV 
采用点对点方式下，建议选用时标对齐，在 SMV 采用网络方式时，建议选用序号对齐。 

 
表 17-1   采样点对齐方式说明 

 
对齐方式 说明 

时标对齐 按 SMV  报文到达测试仪的时标对齐不同 SMV  报文采样值 

序号对齐 按 SMV  报文中所包含的序号对齐不同 SMV  报文采样值 

 



 
 

 
 

图 17-6   SMV 接收通道设置 
 

SMV 通道设置临时设置当前每个 SMV 报文通道属性，包括通道类型、通道相别、一 

次/二次额定值均可修改，修改这些参数会影响报文接收后的数据处理方式： 

通道类型：按照相关协议（9-1、9-2、FT3）的约定，不同的通道类型如电压、电流， 

从报文值到实际值的换算系数不同，修改通道类型会影响实际值的换算； 

通道相别：影响某些 SMV 接收页面中与相别相关的通道选择，如序量、功率、核相， 

这些页面需要明确的区分 ABC 三相电流电压，才能做相应的分析计算； 

额定一次二次值：影响页面上显示有效值的换算系数，按实际变电站的设定，SMV 
报文里面传输的可以是一次值或二次值，修改通道的额定一次二次值会影响有效值显示时的 

换算系数，如果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界面上显示的有效值有偏差。测试前建议先确定变电 

站中互感器的实际变比，然后做正确的设置。 

其他 SMV 报文监测界面操作与此“有效值”页面操作一致，以此类推，后面不再赘述。 

 



 
 

17.3 波形 

在 SMV 接收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波形”，显示当前 SMV 通道波形，如图 17-7 
所示。 

 

 
 

图 17-7   SMV 接收波形图页面 
 

 

可按方向键   翻页显示其他 SMV 通道。 
 

按“选择 / 缩放”功能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对 波形放大缩小，通过上 下方向键 

  缩放波形幅度，通过左右方向键   缩放波形的时间轴。 

 



 
 

17.4 相量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相量”，可选择显示当前 SMV 任意 4 个通 

道对应的相量图，如图 17-8 所示。 

 
 

图 17-8   SMV 接收相量图页面 
 

 

通道 1-4  可下拉选择当前 SMV 控制块通道，通过方向键   移动焦点， 

按   键选择需要查看的通道。 

按“选择 / 缩放”功能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对 波形放大缩小，通过上 下方向键  
 

  缩放相量的幅度。 

 



 
 

17.5 序量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序量”，可选择显示当前 SMV 控制块 3  相 

电压或电流对应的序量图，如图 17-9 所示。 

 
 

图 17-9   SMV 接收序量页面 
 

 

A、B、C 三相通道可下拉选择当前 SMV 控制块通道，通过方向键   移 

动焦点，按   键选择需要查看的通道。如果 A 相选择成组的三相电压/电流的 A 相， 

则 B/C  相自动成组选择对应的 B/C 相，实现三相电压/电流成组快速选择。 

按“选择 / 缩放”功能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对 波形放大缩小，通过上 下方向键 

  缩放相量的幅度。 

 



 
 

17.6 功率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功率”，可选择显示当前 SMV 控制块关联的 

三相电压、电流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总有功、总无功等信息，如图 17-10 所 

示。 

 
 

图 17-10   SMV 接收功率页面 
 

三相电压、电流通道可在当前 SMV 控制块通道中点击下拉选择关联的电压电流组别， 

也可选择监测单相或者两相功率，通过方向键移动焦点，按   键选择需要查看的通 

道。如果电压 A 相选择成组的三相电压 A 相，则 B/C  相电压自动成组选择对应的 B/C 相， 

电流通道选择也类似，实现三相电压/电流成组快速选择。 

 



 
 

17.7 谐波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谐波”，可选择显示当前 SMV 控制块电压、 

电流通道的直流、基波、谐波等信息，如图 17-11 所示。 
 

 
 

图 17-11   SMV 接收谐波表格页面 

 

 
 

图 17-12   SMV 接收谐波柱状图页面 
 

按功能菜单“含有率/有效值/柱状图”对应的功能键，可切换显示谐波表格与谐波频谱， 

可分析最高谐波监测次数为 21 次。 
 

在含有率和有效值页面，通过上下方向键   翻页显示 SMV 的通道，通 

过左右方向键   切换要显示的谐波次数。 

在柱状图页面，通过上下方向键   翻页显示 SMV 的通道，通过左右方 

向键   移动定位光标，详细显示当前光标所在的谐波含有率。 

 



 
 

17.8 双 AD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双 AD”，可显示当前 SMV 控制块中的双 

AD  通道信息（如有），如图 17-13 所示，显示双 AD 通道差值及绝对值差值信息。 
 

 
 

图 17-13   SMV 接收双 AD 页面 
 

 

可下拉选择当前 SMV 控制块的双 AD 通道，通过方向键移动焦点，按   键选择 

需要核查双 AD 的通道。 

 



 
 

17.9 核相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核相”，进入核相操作。 
 

 
 

图 17-14   SMV 接收核相图形视图 

 

 
 

图 17-15   SMV 接收核相表格视图 
 

HDJB-6000S 支持 2 个待核相的合并单元数据实现二次核相，也可是一个合并单元的

不同 通道组数据。选一路电压作为基准，显示待核相电压组的幅值、相位、频率及幅值差、

相位 差等信息作为核相参考，可检验同侧电压相序、有效值是否正确，不同侧电压有效值、

相位 关系是否正确。 

利用 HDJB-6000S 多光口同时接收数据的特性，可以将两条光纤同时接入两路光串口或

两 路光网口，对不同的合并单元的数据进行核相。需要注意的是，核相前需要在“SMV 探测” 

页面勾选好待核相的控制块。 

待核相的两个 SMV  控 制 块 及 其 A 、 B 、 C  三 相 通 道 可 下 拉 选 择 ， 通 过 方 向 键 

  移动焦点，按   键选择需要核相的 SMV 和通道。 

按“表格/图形”功能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切换显示待核相电压组的相量图和相量关系 

表格。在表格视图中，按“同相/相间”功能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切换同侧电压相间相量 

关系表和不同侧电压同相相量关系表格。 

 



 
17.9.1 MU 时间差分析 

 

HDJB-6000S 支持不同 MU 间的同步性测试，测试仪通过不同的光网口，接收两侧 MU 
发 送的 SV 报文，计算报文到达的时间差。在 SMV 接收核相页面按功能菜单“时间差”

可切 换显示两个 MU 的时间差信息，如图 17-16 所示。 

 
 

图 17-16   SMV 接收时间差页面 

 



 
 

17.10 极性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极性”，进入互感器极性校验操作，如图 17-17 
所示。“极性”功能模块主要用于光数字电压、电流互感器、变压器进行直流法极性测试。 

基本步骤如下： 

1) 按直流法接好现场测试接线，确保 HDJB-6000S 处于开机状态； 

2) 进入 SMV 接收，扫描 SMV 后在扫描列表中查找到欲校核极性的 SMV，选择欲校核极 

性的 SMV，进入极性测试界面； 

3) 按“极性参数”功能菜单对应的功能键，设置互感器的参数，零漂值代表互感器未接入 

电压电流时的测量出的抖动值，门槛值代表互感器能准确测量的最小电压电流值； 

4) 在直流法电池开关合上前按“重新开始”； 

5) 合上电池开关，HDJB-6000S给出极性测试结果； 

6) 如欲重做试验，再次按“重新开始”进行测试。 极性测试完成后，观察通道指针左右

摆动的情况，如果摆向“-”一端，则说明互感器 

是减极性；如果摆向“+”一端，则说明互感器是加极性；如果指针不摆动，则说明测试失 

败，需要重新检查互感器、测试方法、参数设置等。 
 

 
 

图 17-17   SMV 接收极性页面 

 



 
17.11 MU 延时 

 

HDJB-6000S 具有 MU 传输延时测试功能，只需要测试仪和 MU 有 B 码同步，测试仪

接收 MU 的 SV 报文输出即可。本功能适用于现场大量 MU 检查与测试用，可统计平均延

时、最 大延时、最小延时值。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MU 延时”进入 MU 延时页面可显示单个 

MU 传输的延时值信息，如图 17-18 所示。 
 

 
 

图 17-18   SMV 接受 MU 延时页面 

 



 
 

17.12 报文统计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报文统计”，可显示当前 SMV 控制块报文丢 

帧信息，如图 17-19 所示。 

 
 

图 17-19   SMV 接收报文统计页面 
 

按功能菜单“重新统计”对应的功能键，可以使所有统计信息归零并重新开始统计。 报

文统计信息说明： 

报文总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的总接收报文数量； 丢点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

前，两帧报文的采样计数器出现不连续，并且前一帧的采 

样计数小于后一帧的采样，统计出现次数； 
 

错序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两帧报文的采样计数器出现不连续，并且前一帧的采 

样计数大于后一帧的采样，归 0 情况除外，统计出现次数； 

重发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两帧报文的采样计数器出现不连续，并且前一帧的采 

样计数等于后一帧的采样，统计出现次数； 

失步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报文采样同步标志字段为 0 的次数，表明该帧报文丢 

失同步信号； 

品质无效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报文中有一个或以上的通道的品质因数 q 值为 

无效的次数； 

检修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报文中有一个或以上的通道的品质因数 q 值为检修的 

次数； 

发送抖动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统计这段时间内接收到所有报文的 UTC 时间偏 

差，接收报文间隔超过正常值的正负 10us 的报文，统计出现次数； 

报文离散度：从开始统计到当前，统计这段时间内接收到所有报文的 UTC 时间偏差， 

接收报文间隔超过正常值的报文帧数在各个超时区段所占百分比。0 区段代表与正常值没有 
偏差，1 区段代表与正常值偏差 1us 以内，依次类推，250 代表偏差在 250us 以内或超过 250us。 

 



 
17.13 报文监测 

17.13.1 SCL 配置与报文比较 
 

在 SMV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报文监测”，可进行录波及查看实时报文， 

如图 17-20 所示。 

 
 

图 17-20   SMV 接收报文监测页面 
 

在图 17-21 中显示的帧报文信息，红色一栏表明设备 SCL 配置的 AppID 与接收到报文 

的 AppID 不一致（帧报文其他节点也类似）。 

 
 

图 17-21   SMV 接收报文监测页面 

 



 
17.13.2 报文录波 按功能菜单“浏览文件”对应的功能键，可以选择查看之前记录的录波

文件。 按功能菜单“开始记录”对应的功能键，可进行报文记录，如图 17-22 所示。

本功能会 

将当前控制块的所有报文记录到默认存储器中 pcap 文件夹，直到用户按“停止记录”或录 

波文件达到 20MB。记录的时间取决于报文的采样频率、通道数目、ASDU  数目等，通常 

4000Hz 的 SMV 可录制 10 秒左右的报文。 
 

录波完成后，界面上会自动列出被记录的所有报文帧，通过方向键   移 

动焦点，按   键查看焦点所在的报文帧结构。 

按功能菜单“控制块”对应的功能键，选择要观察的控制块。 

按功能菜单“报文统计”对应的功能键，可以选择查看录波文件的报文统计信息。 

按功能菜单“波形分析”对应的功能键，可以选择查看录波文件的波形回放。 

 
 

图 17-22   SMV 接收录波 

 



 
 

 
 

图 17-23   SMV 接收录波结果 
 

 

按   键返回实时报文结构查看界面，如图所示。界面会以树形控件的方式展示 

最近一帧报文的帧结构，可按上下方向键 移动焦点，按左右方向键   

展开收缩节点，按“刷新”功能键刷新查看最新的报文帧。 

 
 
 
 
 
 
 
 
 
 
 
 
 
 
 
 
 
 
 
 
 
 
 
 
 

图 17-24   SMV 录波报文统计 

 



 
 

 
 

图 17-25   SMV 录波波形分析 
 

17.13.3 暂态录波 
 

HDJB-6000S 录波功能支持暂态录波，可设置不同的暂态条件进行触发录波，如图 17-
26 

所示，可设置七种不同的触发模式，包括： 

1. 丢帧触发； 

2. 错序触发； 

3. 品质无效触发； 

4. 丢失同步触发； 

5. 重发触发； 

6. 检修触发； 

7. 时间抖动触发。 

 



 
 

 
 

图 17-26   暂态录波设置 

 



 
 
18. GOOSE 接收 

 
“GOOSE 接收”功能模块接收并分析 GOOSE 报文，显示 GOOSE 通道值、GOOSE 

通道变位信息以及 GOOSE 报文帧信息。 

进入“GOOSE 接收”功能前，需要先将测试仪接入相应的网络，可以通过测试仪顶部 

的光网口接入。在主界面选择“GOOSE 接收”，按   键进入“GOOSE 探测”页面， 

如图 18-1 所示： 
 

 
 
 
 

18.1 GOOSE 探测 

图 18-1   GOOSE 探测页面 

 

探测 GOOSE 报文，在该界面会显示测试仪所接入的网络中所有的控制块信息，GOOSE 
的探测的时间会取决于控制块的 T0 时间。 

 

用方向键   移动焦点，在需要监测的控制块按   键勾选该控制 

块，可同时勾选多个控制块。勾选完成后按“进入”功能键进入详细的报文分析监测。 

 



 
 

18.2 实时值 

从“GOOSE 探测”进入的第一个页面就是“实时值”页面，如图 18-2 所示，显示该 

GOOSE 报文所有通道的信息，如通道描述、通道类型、通道值。所有信息实时刷新，刷新 
 

周期约为 500ms。按方向键   可以翻页显示。 
 

 
 

图 18-2   GOOSE 接收实时值页面 
 

标题栏显示当前正在观察的控制块的 APPID，以及所属光口。如果在探测页面勾选了 

多个控制块，按“控制块”功能键可以切换当前观察的控制块。按“实时值”功能键可选择 
 

GOOSE 接收的其它监测分析选项，如图 18-3 所示，可以通过方向键   选择， 

按   键进入相应的项目。 

 



 
 

 
 

图 18-3   GOOSE 接收监测项选择 
 

其他 GOOSE 报文监测界面操作与此“实时值”页面操作一致，以此类推，后面不再赘 

述。 

 



 
 

18.3 变位列表 
 

在 GOOSE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变位列表”，可按列表显示最新 20 次变位 

信息，如图 18-4 所示。左边的序号代表变位次数，中间是变位时间，右边是显示哪些通道 

发生了变位。 

 
 

图 18-4   GOOSE 接收变位列表页面 
 

按“绝对/相对”功能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显示每个通道变位的相对时间，该相对时间 

指当前变位相对于上一次变位的时间。 

按“过滤”功能菜单对应的功能键可过滤显示特定通道的变位信息，其他通道隐藏。 
 

通过方向键   移动焦点，按   键查看点所在的变位详细信息，如 

图 18-5 所示。详细信息显示控制块的每个通道的原值和当次变位后的新值，通过按“过滤” 

功能键过滤只显示发生了变位的通道，其他通道隐藏。 

 



 
 

 
 

图 18-5   GOOSE 接收详细变位信息 

 



 
18.4 报文统计 

 

在 GOOSE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报文统计”，可统计 GOOSE 报文的异常 

信息，如图 18-6 所示。 

按功能菜单“重新统计”对应的功能键，可以使所有统计信息归 0 并重新开始统计。 

报文统计信息说明： 

报文总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的总接收报文数量； 丢帧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

前，记录 SqNum 丢帧的次数。在 StNum 没有变化的情况 

下，SqNum 应当为一直递增加一，如果出现 SqNum 的值不连续（SqNum 依然处于递增趋 

势），则判断为一次 SqNum 丢帧； 

错序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记录 SqNum 错序的次数。在 StNum 没有变化的情况 

下，SqNum 应当为一直递增加一，如果出现前一帧 SqNum 的值大于后一帧的值，则判断为 
一次 SqNum 错序，归 0 情况除外； 

重发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记录 SqNum 重发的次数。在 StNum 没有变化的情况 

下，SqNum 应当为一直递增加一，如果出现前一帧 SqNum 的值等于后一帧的值，则判断为 
一次 SqNum 重发； 

StNum 丢帧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记录 StNum 丢帧的次数。在没有发生变位 

的情况下，StNum 一直保持不变，SqNum 连续加一。如果出现变位，两帧 StNum 发生不连 
续跳变，则判断为一次 StNum 丢帧； 

StNum 错序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记录 StNum 错序的次数。在没有发生变位 
的情况下，StNum 一直保持不变，SqNum 连续加一。如果出现前一帧 StNum 的值大于后一 
帧的值，则判断为一次 StNum 错序，归 0 情况除外； 

报文丢失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报文丢失的次数。两帧报文的时间间隔超过 

TimeAllowedToLive=T0 *2  ，则判断为一次报文丢失； 

通信中断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通信中断的次数。两帧报文的时间间隔超过 

TimeAllowedToLive * 2  ，则判断为一次通信中断； 

存 活 时 间 无 效 计 数 ： 从 开 始 统 计 到 当 前 ， 时 间 失 效 的 次 数 。 报 文 中 的 

TTL(TimeAllowedToLive) = 0，则判断为一次存活时间无效； 

时钟未同步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时间品质时钟未同步的次数。报文中的 Event 
TimeStamp 变位时间中，有一个时间质量的字段，里面标明了时钟是否未同步或时钟故障。 
当时钟未同步标志为 1 时判断为一次时钟未同步； 

时钟故障计数：从开始统计到当前，时间品质时钟故障的次数。报文中的 Event 
TimeStamp 变位时间中，有一个时间质量的字段，里面标明了时钟是否未同步或时钟故障。 
当时钟故障标志为 1 时判断为一次时钟故障。 

 



 
 

 
 

图 18-6   GOOSE 接收报文统计页面 

 



 
18.5 报文监测 

 

在 GOOSE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键选择“报文监测”，可进行录波及查看实时报文， 

如图 18-7 所示。 

 
 

图 18-7   GOOSE 接收报文监测页面 
 

按功能菜单“浏览文件”对应的功能键，可以选择查看之前记录的录波文件。 按功能菜

单“开始记录”对应的功能键，可进行报文记录，如图 18-8 所示。本功能会 

将当前控制块的所有报文记录到默认存储器中 pcap 文件夹，直到用户按“停止记录”或录 

波文件达到 20MB。 
 

录波完成后，界面上会自动列出被记录的所有报文帧，通过方向键   移 

动焦点，按   键查看焦点所在的报文帧结构。 

按功能菜单“控制块”对应的功能键，可以选择要观察的控制块。 

按功能菜单“报文统计”对应的功能键，可以选择查看录波文件的报文统计信息。 

 



 
 

 
 

图 18-8   GOOSE 接收录波 

 

 
 

图 18-9   GOOSE 接收录波结果 
 

 

按   键返回实时报文结构查看界面，如图 18-7 所示。界面会以树形控件的方式 

展示最近一帧报文的帧结构，可按上下方向键    移动焦点，按左右方向键 

  展开收缩节点，按“刷新”功能键刷新查看最新的报文帧。 

 



 
 

18.6 间隔监测 
 

在 GOOSE 报文任意监测界面按功能菜单选择“间隔监测”，进入“间隔监测”页面， 

如图 18-10 所示。 

“间隔监测”用图形化的方式显示 GOOSE 报文到来的时刻，并计算 T0、T1、T2 和 T3 
的最大值、最小值与平均值。 

 

 
 

图 18-10   GOOSE 接收间隔监测页面 

 



 
 
19. 对时 

 
“对时”功能模块显示 IEEE1588  报文及光 B  码报文对时时间，也可以进行 B 码或 PPS 

授时。 

19.1 对时功能 

进入“对时”功能前，需要先将测试仪接入相应的时钟源信号，可以通过测试仪顶部的 

光串口 RX1 或光网口接入。在主界面选择“对时”，按   键进入“对时”页面，如 

图 19-1 所示。缺省显示 B 码 时钟，按“B 码”或“1588”可切换显示 B 码与 1588 对时报 

文列表。 
 

 
 

图 19-1   B 码对时页面 
 

B 码对时页面实时显示时钟源的时间信息。 
 

在 1588 报文条目上按方向键   移动焦点，按   键，可进入焦点 

所在的 1588 时钟源时钟信息页面，如图 19-2 所示。1588 对时页面实时显示时钟源的时间 

信息。 
 

 
图 19-2   1588 对时页面 

 



 
19.2 授时功能 

用户也可以使用“授时”功能，给外部设备提供时钟源信号。 

在“B 码”功能页面按“B 码授时”功能键，即可通过光串口 TX1、光串口 TX2 同时 

发出本机的 B 码时间信号，本机就相当于一个 B 码时钟源。 

在“秒脉冲”页面，按“秒脉冲授时”功能键，即可通过光串口 TX1、光串口 TX2 同 

时发出 PPS 信号，本机就相当于一个 PPS 时钟源。 

 
 

图 19-3   PPS 授时页面 

 



 
 

20. 录波分析 
 

“录波分析”可以录制指定端口接收的报文数据，还可以查看之前记录的录波文件，并 

进行报文异常分析、报文统计、波形回放，提供故障分析的功能。 

在 HDJB-6000S主界面选择“录波分析”，进入“录波分析”界面，如图 20-1 所示。 
 

 
 

图 20-1   录波分析 
 

20.1 录制报文 

在页面中“录制端口”项选择端口，然后点击右侧菜单的“开始录制”将录制指定端口 

中接收的报文数据，如图 20-2 所示。 

 



 
 

20.2 加载文件 
 

点击右侧菜单的“加载文件”，可以浏览之前录制的报文数据从而进行观察分析，点击 

“控制块”选择具体要观察分析的控制块，HDJB-6000S 根据不同的报文类型提供相应的分

析 功能，包括异常分析、报文统计、波形回放等，如图 20-3 所示。录波分析的部分功能与 

SMV 和 GOOSE 的报文监测功能相同，详细请参照 17.13 和 18.5 小节。 

 
 

图 20-2   录制报文 

 

 
 

图 20-3   报文统计 

 



 
 

21. GMRP 
 
 

在 HDJB-6000S 主界面选择“GMRP”，按   键或直接点击进入 GMRP 功能界面。 

GMRP 是一种基于 GARP 的多播注册协议，用于维护交换机中的多播注册信息。 

GMRP 的基本原理是当一台装置想加入某一个多播组时，首先发出 GMRP 加入报文， 

交换机将接到 GMRP 加入报文的端口加入该多播组，并在 VLAN 中广播该 GMRP 加入报文， 

VLAN 中的多播源就知道了多播成员的存在。当多播源向多播组发送多播报文时，交换机只 

把多播报文转发给与该多播组成员相连的端口，从而实现了在 VLAN 内的多播过滤。 

本测试仪的 GMRP 模块总共分为“注册”、“发送测试”和“接收测试”三个功能。在 

进行实验之前首先需要将设备通过光电转换器接入到交换机。 

21.1 注册 
 

GMRP 注册是设备向交换机固定发送 JOIN IN 报文，让设备加入到交换机的组播组当 

中。这样从测试仪发送出来的数据，交换机都只会转发给同组内的其他设备，而没有加入到 

该组中的设备不会受到测试仪发送出来的数据。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GMRP 注册页面 
 

按功能菜单“注册”，可以自行切换到“注册”、“发送测试”和“接收测试”页面。 

按功能菜单“开启 GMRP”，设备开始发送 GMRP 报文，若此时返回主界面，后台将会 

继续执行发送命令。 

界面元素描述如下： 
 

组播 MAC：设置需要加入到交换机的组播地址。可以通过右侧菜单对组播地址进行添 

加，删除和清空操作，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组播地址编辑页面 
 

按功能菜单“添加 MAC”：添加一个组播地址到 GMRP 报文。 按功

能菜单“删除 MAC”：从 GMRP 报文中删除所选择的组播地址。 

按功能菜单“清空 MAC”：会弹出确认选择对话框，选择是，则清空所有的 MAC 地址， 

这样同时也会因为没有可以使用的组播地址关闭 GMRP 报文的发送。 
 

点击选中组播地址或使用   键移动焦点选中组播地址后按   键 

勾选需要发送的组播地址，并且可以按需要编辑组播 MAC 地址。 

发送端口：设置 GMRP 报文的发送端口，该设置的端口选择有“光网口 1”、“光网口 

2”、“光网口 3”和“光网口 4”共四个端口，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发送端口编辑页面 
 

 

可点击相应行勾选需要发送的网络端口号，也可以按   键进入到发送端口的编 

辑页面，使用   键移动焦点选择需要的发送端口，最后按   键勾选需 

要的端口号。 

发送间隔：设置 GMRP 报文发送的时间间隔。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发送间隔编辑页面 
 

 

可按   键进入时间间隔编辑页面，然后按   键编辑需要发送的时间间隔。 

 



 
默认时间间隔为 1000（ms），可以设置的范围时 500-1000（ms）。 

21.2 发送测试 
 

“发送测试”与“注册”页面的区别在于“发送测试”页面可以选择设置需要发送的 

报文类型，以及发送测试的时间间隔范围是 1-10000（ms）。并且该页面 GMRP 报文发送只 

能在当前页面发送，退出页面时不能发送。，如图 21-5 所示： 
 

 
 

图 21-5   发送测试页面 
 

界面元素描述如下： 
 

报文类型：设置需要发送的 GMRP  报文类型，可选类型有“LEAVE  ALL”、“JOIN 
EMPTY”、“JOIN IN”、“LEAVE EMPTY”、“LEAVE IN”和“EMPTY”共六种 GMRP 报文 

 

类型。可按   键进入编辑页面，然后按   键选择需要发送的报文类型。默认 

发送报文类型为“JOIN IN  ”。 
按功能菜单“发送 GMRP”，将发送配置好的 GMRP 报文，如图 21-6 所示： 

 



 
 

 
 
 
 

21.3 接收测试 

图 21-6   发送 GMRP 页面 

 

“接收测试”页面用于接收来自其他设备发送的 GMRP 报文。该页面会滚动显示接收 

到的报文，最多显示 100 帧 GMRP 报文，超过 100 帧会删除掉最旧的一帧报文，如图 21-7 
所示： 

 

 
 

图 21-7   接收测试页面 
 

界面元素描述如下： 报文序号：接收到

的 GMRP 报文计数。 报文类型：接收到 

GMRP 报文类型。 

 



 
源 MAC 地址：该帧报文中的第一个组播地址。 按功能菜单“清空”，可以清

空已接收的 GMRP 报文帧列表，重新开始接收。 

点击相应的一条帧报文可以查看详细的报文信息，或按   键移动焦点选 

择需要查看的一帧 GMRP 报文，此时接收页面会停止滚动，然后按   键进入查看选 

中帧详细报文信息，如图 21-8 所示。按   键返回接收页面，此时页面会重新开始滚 

动，显示最新的 GMRP 报文。 
 

 
 

图 21-8   GMRP 报文查看页面 

 



 
 
22. 网络压力 

 
HDJB-6000S 的“网络压力”功能可以进行网络压力测试与网络流量统计。 

22.1 网络压力测试 

网络压力测试的目的是向以太网端口持续发送一定量的数据，使得网络处于一定的负载 

状态，用以测试网络在该负载状态下的运行的稳定性。 

网络压力测试可以对发送的报文数据类型、以太网测试端口和压力等级进行设置，设置 

完成后点击侧边栏的“开始测试”即可进行网络压力测试，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压力测试 

 



 
22.2 网络流量统计 

网络流量统计的目的是分类统计以太网端口接收各种报文的数量，并计算除报文的字节 

流量与占用网络带宽的百分比。 

通过侧边栏的“端口选择”菜单设置需要进行流量统计的以太网端口号，然后点击“开 

始统计”即可进行网络流量统计，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流量统计 

 



 
 
23. 光功率 

 
“光功率”用于实时探测光口接收光信号的强度，并统计历史最小值和最大值。 

 

在 HDJB-6000S主界面选择“光功率”，按   键进入“光功率”列表界面，如图 23-
1 

所示： 
 

 
 

图 23-1   光功率 
 

界面元素说明如下： 端口：接收光信号的光口； 

波长：光信号波长； 

实际值：当前光信号的强度，同时使用 µW、dBm 两种单位显示，当光信号强度为 0µW 
时显示为 -∞dBm； 

最小值：历史最小光信号强度； 最大值：历史最大光信号强度； 

重新统计：可以使所有统计信息归 0 并重新开始统计。 

 



 
 
24. 多机协同 

 
多机协同用于同步两台 HDJB-6000S 设备发送 SMV 报文，可以将 SMV 发送定位到远

程端 口，相当于扩展 SMV 的发送端口。 

在多机协同中，可以把其中一台 HDJB-6000S 设备标识为主设备，另一台 HDJB-6000S
标识为 从设备。用通信线缆连接主从设备的光网口 4，作为从设备的 HDJB-6000S 在主界面

中打开“多 机协同”功能，让从设备进入等待命令状态，如图 24-1 所示。 

然后在主设备的 DT6000S“参数配置”中将 SMV 发送的控制块端口设置为“远程光网 

口 1”，如图 24-2 所示，这里的“远程光网口 1”对应的是从设备的“光网口 1”（其他远程 

端口同理）。 

最后进行报文发送时，主设备会将配置下载到从设备中，并在发送过程中实时控制从设 

备的数据发送。 
 

 
 

图 24-1   从设备进入等待命令状态 

 

 
 

图 24-2   主设备控制块选择远程端口，并进行报文发送 

 



 
 
25. CL 分析 

 
“SCL 分析”功能用于分析 SCL 文件中各 IED 的 SV、GOOSE 发送接收配置，可选择 

某一 IED，图形化显示各 IED 间的连接关系，并可查看该 IED 中 SV、GOOSE 发送接收的 

控制块的详细配置（包括控制块基本参数，通道列表，以及各通道与其他 IED 的虚端子连 

接等信息）。 
 

在主界面上选择“SCL 分析”，按   键进入“IED 列表”页面，如图 25-1 所示。 

该页面显示测试仪当前导入的 SCL 文件中所有 IED 的概要信息，即 IED 名称及其描述。 
 

在此页面，按   键遍历 IED；按   键可翻页；按   键 

可查看当前选中的 IED 的详细配置；按   键返回前一个页面。 

 
 
 
 
 
 
 
 
 
 
 
 
 
 
 
 
 
 
 
 
 
 
 
 
 

图 25-1   “IED 列表”页面 
 

该页面各功能菜单说明如下： 

加载 SCL：按功能菜单“加载 SCL” ，则进入“文件浏览器”页面，该页面会列举 

默认存储器中的 SCL 文件（包括 SCD、ICD、CID 等文件），选中某个 SCL 文件按  
会加载指定的配置文件； 

IED 过滤：按功能菜单“IED 过滤”，选择当前要查看的 IED 的类型后，IED 列表中则 
仅显示该类型的 IED，有“保护装置”、“测控装置”、“保护测控装置”、“合并单元”、“智能 
终端”、“其他装置”和“全部装置”7 个选项； 

查看：按功能菜单“查看”，可查看当前选中的 IED 的详细配置，包括“IED 连接”、 

“SMV 发送”、“SMV 接收”、“GOOSE 发送”和“GOOSE 接收”这 5 项信息。 

 



 
25.1 IED 连接 

从“IED 列表”页面进入，第 1 个页面即是“IED 通信连接示意图”页面，如图 25-2 
所示。该页面图形化显示所选 IED 与其他 IED 之间的通信连接关系。 

 

 
 

图 25-2   “IED 通信连接示意图”页面 

在此页面，按     键，可使示意图按指定方向进行偏移； 

点击底部栏图标                                                                 

  ，可使示意图按比例放大；点击底部栏图标 ，可使示意图按比 

例缩小；通过触摸屏点击 IED 之间的连接箭头，可图形化显示该连线详细的虚端子连接信 

息，如图 25-3 所示；按功能菜单“IED 连接”可选择查看 IED 配置的其他信息项，如图 25-4 
 

所示，可以通过方向键   选择，按   键进入相应的项目，比如选择“IED 
连接”，则进入“IED 通信连接示意图”页面。 

 



 
 

 
 

图 25-3   “虚端子连接示意图”页面 

 

 
 
 
 

25.2 SMV 发送 

图 25-4   IED 配置信息选择 

 

在 IED 配置信息的任意页面，按功能菜单“IED 连接”后选择“SMV 发送”，即可进入 

“SMV 发送控制块列表”页面，如图 25-5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发送的所有 SMV 控 

制块及其概要信息，比如控制块的 AppID、通道数，以及罗列接收该控制块的 IED 等。 
 

在此页面，按   键，可遍历所有的 SMV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查看” 

或按   键，可查看选中的控制块的详细配置信息（即控制块的基本参数、通道信息 

 



 
以及虚端子连接信息，分别如图 25-6、图 25-7 和图 25-8 所示）。 

 

 
 

图 25-5   “SMV 发送控制块列表”页面 
 

如图 25-6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发送的 SMV 控制块的基本参数，比如 MAC 地址、 

AppID、svID 等信息。 
 

 
 

图 25-6   SMV 发送控制块的基本参数信息 
 

如图 25-7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发送的 SMV 控制块所有通道的信息，如通道类 

型、通道相别及其描述信息。 

 



 
 

 
 

图 25-7   SMV 发送控制块的通道信息 
 

如图 25-8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发送的 SMV 控制块中各通道与其他 IED 的虚端 

子之间的连接信息，如所连接的虚端子的描述信息、所属的 IED、在 SCL 文件中的地址。 
 

 
 

图 25-8   SMV 发送控制块的虚端子连接信息 
 

25.3 SMV 接收 
 

在 IED 配置信息的任意页面，按功能菜单“IED 连接”后选择“SMV 接收”，即可进入 

“SMV 接收控制块列表”页面，如图 25-9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接收的所有 SMV 控 

制块及其概要信息，比如控制块的 AppID、通道数，以及该控制块所属的 IED 等。 

 



 
 
 

在此页面，按 键，可遍历所有的 SMV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查看” 
 

或按   键，可查看选中的控制块的详细配置信息（即控制块的基本参数、通道信息 

以及虚端子连接信息，分别如图 25-10、图 25-11 和图 25-12 所示）。 
 

 
 

图 25-9   “SMV 接收控制块列表”页面 
 

如图 25-10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接收的 SMV 控制块的基本参数，比如 MAC 地 

址、AppID、svID 等信息。 
 

 
 

图 25-10   SMV 接收控制块的基本参数信息 

 



 
如图 25-11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接收的 SMV 控制块所有通道的信息，如通道类 

型、通道相别及其描述信息。 
 

 
 

图 25-11   SMV 接收控制块的通道信息 
 

如图 25-12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接收的 SMV 控制块中的通道与该 IED 内部虚端 

子之间的连接信息，如所连接的内部虚端子的描述信息、在 SCL 文件中的地址。 
 

 
 
 
 

25.4 GOOSE 发送 

图 25-12   SMV 接收控制块的虚端子连接列表 

 

在 IED 配置信息的任意页面，按功能菜单“IED 连接”后选择“GOOSE 发送”，即可 

进入“GOOSE 发送控制块列表”页面，如图 25-13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发送的所有 

 



 
GOOSE 控制块及其概要信息，比如控制块的 AppID、通道数，以及罗列接收该控制块的 IED 
等。 

 

在此页面，按   键，可遍历所有的 GOOSE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查看” 

或按   键，可查看选中的控制块的详细配置信息（即控制块的基本参数、通道信息 

以及虚端子连接信息，分别如图 25-14、图 25-15 和图 25-16 所示）。 
 

 
 

图 25-13   “GOOSE 发送控制块列表”页面 
 

如图 25-14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发送的 GOOSE 控制块的基本参数，比如 MAC 
地址、AppID、goID 等信息。 

 



 
 

 
 

图 25-14   GOOSE 发送控制块的基本参数信息 
 

如图 25-15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发送的 GOOSE 控制块所有通道的信息，如通道 

类型及其描述信息。 
 

 
 

图 25-15   GOOSE 发送控制块的通道信息 
 

如图 25-16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发送的 GOOSE 控制块中各通道与其他 IED 的虚 

端子之间的连接信息，如所连接的虚端子的描述信息、所属的 IED、在 SCL 文件中的地址。 

 



 
 

 
 
 
 

25.5 GOOSE 接收 

图 25-16   GOOSE 发送控制块的虚端子连接信息 

 

在 IED 配置信息的任意页面，按功能菜单“IED 连接”后选择“GOOSE 接收”，即可 

进入“GOOSE 接收控制块列表”页面，如图 25-17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接收的所有 

GOOSE 控制块及其概要信息，比如控制块的 AppID、通道数，以及该控制块所属的 IED 等。 
 

在此页面，按   键，可遍历所有的 GOOSE 控制块；按功能菜单“查看” 

或按   键，可查看选中的控制块的详细配置信息（即控制块的基本参数、通道信息 

以及虚端子连接信息，分别如图 25-18、图 25-19 和图 25-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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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7   “GOOSE 接收控制块列表”页面 
 

如图 25-18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接收的 GOOSE 控制块的基本参数，比如 MAC 
地址、AppID、goID 等信息。 

 
 

图 25-18   GOOSE 接收控制块的基本参数信息 
 

如图 25-19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接收的 GOOSE 控制块所有通道的信息，如通道 

类型及其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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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9   GOOSE 接收控制块的通道信息 
 

如图 25-20 所示，该页面显示所选 IED 接收的 GOOSE 控制块中的通道与该 IED 内部虚 

端子之间的连接信息，如所连接的内部虚端子的描述信息、在 SCL 文件中的地址。 
 

 
 

图 25-20   GOOSE 接收控制块的虚端子连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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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L 对比 

 
“SCL 对比”功能用于分析两个 SCD 文件的差异，以树形列表方式直观的显示与统计 

SCD 差异内容：IED 差异、控制块参数差异、通道定义差异、虚端子映射差异等，方便用 

户及时了解 SCD 配置更新情况。 
 

在主界面上选择“SCL 对比”，按   键进入页面，如图 26-1 所示： 
 

 

 
 

图 26-1   SCL 对比页面 
 

26.1 加载待比较 SCD 文件 

预先在 SD 卡或 U 盘放入待比较的两个 SCD 文件，然后在“SCL 对比”页面上按“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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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1”和“SCL 文件 2”按钮，分别加载两个 SCD 文件，如所示： 

 

 
 
 
 

26.2 IED 对比 

图 26-2   加载待比较的 SCD 文件 

 

加载两个 SCD 文件后，进入 IED 对比页面，在该页面左右分屏显示两个 SCD 包含的 
所有 IED 装置，分类显示：SMV 发送、SMV 接收、GOOSE 发送、GOOSE 接收，自动对 
齐比较各自有哪些 IED 装置。对同样的 APPID 的装置可以选中“比较”进入下一个对比页 
面，比如控制块参数对比、通道定义对比、序端子对比，如图 26-3 所示： 

 

 
 

图 26-3   IED 装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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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控制块参数对比 

 

对同一个 IED 装置，可以分屏显示在两个 SCD 文件的控制块参数差别，不同的参数项 

会被标记成不同的颜色显示，如图 26-4 所示： 

 
 

图 26-4   控制块参数对比 
 

26.4 通道定义对比 
 

对同一个 IED 装置，可以分屏显示在两个 SCD 文件的通道定义差别，不同的通道配置 

会被标记成不同的颜色显示，如图 26-5 所示： 

 
 

图 26-5   通道定义对比 

206 

 



 
26.5 虚端子对比 

 

对同一个 IED 装置，可以分屏显示在两个 SCD 文件的虚端子定义与连线的差别，不同 

的虚端子配置会被标记成不同的颜色显示，如图 26-6 所示： 

 
 

图 26-6   虚端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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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CL 编辑器 

 
SCL 文件转换工具主要用于浏览 SCL 文件中的 SMV 和 GOOSE 的控制块及相应的通道 

配置信息，编辑控制块及通道配置，以及删减 SCL 文件，即只保留 SMV 和 GOOSE 的控制 

块及相应的通道配置信息。 

27.1 主界面介绍 
 
 
 

 

工具栏 

 
 
 
 
 
 
 
 
 
 
 
 

SMV/GOOSE 信息控制块视图区 

状态栏 

 
图 27-1   主界面 

 
如图 27-1  所示，SCL  文件转换工具的主界面自上而下分为 3  个区域：工具栏、 

SMV/GOOSE 信息视图区和状态栏。 

工具栏：提供快捷操作按钮，目前包括导入配置、导出配置、另存为、SMV 控制块、 

GOOSE 控制块和 IED 查找这几个按钮。 

SMV/GOOSE 控制块信息视图区：显示导入的 SCL 文件的 SMV/GOOSE 信息，通过工 

具栏的快捷按钮去切换查看信息。 

状态栏：描述当前的状态，比如对某项信息（AppID、Mac 等）编辑的错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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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SMV/GOOSE 控制块信息视图区 
 

SMV/GOOSE 信息控制块信息通过工具栏中的“SMV 控制块”和“GOOSE 控制块”进 

行切换。按钮图标如图 27-2 所示。 
 

 
 

图 27-2   “SMV 控制块”（左）和“GOOSE 控制块”按钮（右） 
 

27.2.1 SMV 信息视图 
 

如图 27-3 所示，该视图为一个 SMV 信息的报表，主要包括两部分：SMV 控制块配置 

信息和 SMV 控制块对应的通道信息。 

1. SMV 控制块配置信息 

SMV 控制块（SampledValueControl）配置信息，即采样值服务的相关配置信息，如图 

27-3 所示。 
 

 
 

图 27-3   SMV 信息报表 
 

表 27-1   SMV 控制块配置信息 
 

SMV 控制块配置信息 描述 

序号 当前控制块的序号。 

AppID SV 报文的应用标识，其范围为 0x4000~0x7FFF，应全站唯一。 

Mac 地址 SV 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前 4 各字节固定为“01-0C-CD-04”，后 2 个字节 

建议与 AppID 一致。 

通道数目 控制块所控制的数据集的成员数目，即 SV 报文中的通道数。 

IED 控制块所在的 IED 名称及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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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Ref 控制块所控制的数据集的索引，一般为“LDName/LNName$DataSetName”。 

svID 控制块的 ID，一般为“LDName/LNName.SMVCBName”。 

SmpRate 采样值服务的采样率。 

NofASDU SV 报文中的 ASDU 的数量 

Vlan ID SV 报文的虚拟以太网 ID，其范围为 0~4095。 

Vlan 优先级 SV 报文的虚拟以太网的用户优先级，其范围为 0~7。 

组播 表示 SV 报文是否组播发送。 

发送刷新时间 表示 SV 报文中是否含有刷新时间。 

发送采样率 表示 SV 报文中是否含有采样率。 

发送数据集索引 表示 SV 报文中是否含有数据集索引（dataSetRef）。 

发送采样同步标志 表示 SV 报文中是否含有采样同步标志。 

发送安全性信息 表示 SV 报文是否加密。 

dataSet 描述 控制块所控制的数据集的描述信息。 

svcbRef 控制块的索引，一般为“LDName/LNName$MS$CBName”。 

版本号 控制块的版本信息。 

 

注：LDName 为逻辑设备名称，为 iedName（IED 名称）+ldInst（逻辑设备实例号）；LNName 为逻辑 
 

 
节点名称；CBName 为控制块名称；DataSetName 为数据集名称。 

 
在视图中，SMV 控制块信息默认显示序号、AppID、Mac 地址、IED、DataSetRef、SmpRate、 

NofASDU、Vlan ID 和 Vlan 优先级这几项。其他项则隐藏。通过右击报表标题栏，在右键 
菜单中可选择显示或隐藏某一项。如图 27-4 所示。 

 

 
 

图 27-4   SMV 信息报表标题栏的右键菜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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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右键菜单中还可以选择设置报表数据的选中列的对齐方式以及长度匹配。如图 

27-5 所示。 
 

 
 

图 27-5   SMV 信息报表标题栏的右键菜单 2 
 

2. SMV 控制块对应的通道信息 

SMV 控制块所控制的通道信息如表 27-2 所示。 
 

表 27-2   SMV 控制块所控制的通道信息 
 

通道信息 描述 

序号 当前通道的序号。 

通道类型 分为--、时间、电流和电压 4 中类型，其中--表示未知类型。 

相别 表示电压/电流通道的相别。有--、A 相、B 相、C 相、N 相和 X 相 5 种。其 

中 N 相一般指中性点电压/电流；X 相一般指同期、母线或抽取电压/电流。 

LN 描述 该通道所属逻辑节点的描述信息。 

DOI 描述 该通道所属的数据实例的描述信息。 

DU 描述 该通道所属的数据实例中的 dU 的 val 值。 

27.2.2 GOOSE 信息视图 
 

如图 27-6 所示，该视图为一个 GOOSE 信息的报表，主要包括两部分：GOOSE 控制块 

配置信息和 GOOSE 控制块对应的通道信息。 
 

 

211 

 



 

 
图 27-6   GOOSE 信息报表 

 
1. GOOSE 控制块配置信息 

GOOSE 控制块（GSEControl）配置信息，即 GOOSE 服务的相关配置信息，如表 27-3 
所示。 

 
表 27-3   GOOSE 控制块配置信息 

 
SMV 控制块配置信息 描述 

序号 当前控制块的序号。 

AppID GOOSE 报文的应用标识，其范围为 0x0000~0x3FFF，应全站唯一。 

Mac 地址 GOOSE 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前 4 各字节固定为“01-0C-CD-01”，后 2 
个字节建议与 AppID 一致。 

通道数目 控制块所控制的数据集的成员数目，即 GOOSE 报文中的通道数。 

IED 控制块所在的 IED 名称及描述信息。 

DataSetRef 控制块所控制的数据集的索引，一般为“LDName/LNName$DataSetName”。 

goID 控制块的 ID，一般为“LDName/LNName.GOCBName”。 

gocbRef 控制块的索引，一般为“LDName/LNName$GO$CBName”。 

Vlan ID GOOSE 报文的虚拟以太网 ID，其范围为 0~4095。 

Vlan 优先级 GOOSE 报文的虚拟以太网的用户优先级，其范围为 0~7。 

变位报文最短时间间隔 通道数据发生变位后报文发送的最短时间间隔，单位为 ms。 

报文心跳时间 正常报文发送的时间间隔，单位为 ms。 

dataSet 描述 控制块所控制的数据集的描述信息。 

版本号 控制块的版本信息。 

与 SMV 信息视图类似，通过右击报表标题栏，在右键菜单中可选择显示或隐藏某一项。 

如图 27-7 所示。 
 

 
 

图 27-7   GOOSE 信息报表标题栏的右键菜单 
 

2. GOOSE 控制块对应的通道信息 

GOOSE 控制块所控制的通道信息如表 2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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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4   GOOSE 控制块所控制的通道信息 

 
通道信息 描述 

序号 当前通道的序号。 

通道类型 分为--、结构体、单点、双点、品质、时间标签、条目时间、INT8、INT16、 

INT24、INT32、INT128、UINT8、UINT16、UINT24、UINT32、单精度、 

双精度、八位位组字符串、可视字符串和 Unicode 字符串等类型，其中--表 

示未知类型。 

子通道数 该通道含有的子通道的数目，除结构体类型，其他均为 0。 

LN 描述 该通道所属逻辑节点的描述信息。 

DOI 描述 该通道所属的数据实例的描述信息。 

DU 描述 该通道所属的数据实例中的 dU 的 val 值。 

当 GOOSE 通道为结构体类型时，该通道含有子通道。其子通道信息如表 27-5 所示。 
 

表 27-5   GOOSE 通道的子通道信息 
 

通道信息 描述 

序号 当前子通道的序号。 

通道类型 通道类型，但结构体类型无效。 

27.3 导入 SCL 或 SCX 文件 

通过点击工具栏的“导入配置”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相应的文件，点击打 

开。如图 27-8 所示。其中，通过选择文件类型，可以选择要打开 SCL 文件还是 SCX 文件。 

之后，本工具会对选中的 SCL 文件或者 SCX 文件进行解析，提取其中的 SMV 和 GOOSE 
信息，并显示到相应的报表视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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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   导入配置 
 
 

注： 
 

 
SCL 文件包括 scd 文件、icd 文件、cid 文件和 ssd 文件。 

 

 
scx 文件是自定义文件，其文件格式与 SCL 文件格式一致，但只保留 SMV 和 GOOSE 部分的内存。 

 
27.4 导出配置 

通过点击工具栏的“导出配置”按钮，弹出导出配置对话框，选择文件所要保存的盘符， 

并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如图 27-9 所示。 

之后，本工具会将内存中缓存的 SMV 和 GOOSE 信息保存到指定盘符的命名为 SCL 的 

文件夹中，文件格式为 SCX 格式。 

由于 SCX 文件只保留了与 SMV 和 GOOSE 相关的信息，所以相当于对原 SCL 文件进 

行了适当的内容删减。 

214 

 



 
 

 
 

图 27-9   快捷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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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SMV/GOOSE 信息另存为 

通过点击工具栏的“另存为”按钮，弹出另存为文件对话框，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 

如图 27-10 所示。 

之后，本工具会将内存中缓存的 SMV 和 GOOSE 信息保存到新的 SCX 文件上。 

由于 SCX 文件只保留了与 SMV 和 GOOSE 相关的信息，所以相当于对原 SCL 文件进 

行了适当的内容删减。 
 

 
 

图 27-10   SMV/GOOSE 信息另存为 
 

27.6 SMV/GOOSE 信息切换 

通过工具栏的“SMV 控制块”和“GOOSE 控制块”这两个按钮来完成 SMV/GOOSE 
信息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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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编辑 SMV/GOOSE 信息 

用鼠标双击信息项，若该项允许编辑，则会进入可编辑状态。之后，用户在编辑框或下 

拉列表中进行编辑即可。 

下面就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1. 修改 AppID 

如图 27-11 所示。双击某一 AppID 后，会弹出一个编辑框，在其内可以进行相应的修改。 

但有点需要注意，对于编辑后的结果，本工具会进行有效性判断，若该 AppID 超出规定的 

有效范围或者已存在，则会恢复为原来的 AppID，即该编辑操作无效，并在状态栏显示提示 

信息。 
 

 
 

图 27-11   编辑 AppID 
 

与之类似有范围限制的项有，SMV 报表中的 Mac 地址、通道数目、SmpRate、NofASDU、 

Vlan ID 和 Vlan 优先级；GOOSE 报表中的 Mac 地址、通道数目、Vlan ID、Vlan 优先级、 

变位报文最短时间间隔和报文心跳时间。 
 

注：对 AppID、Mac 地址等，由于原始 SCL 文件中，部分控制块没有配置通信参数，本工具会设置 默

认的参数信息。其中 AppID 默认为 0xFFFF。默认值和原始数据值不进行有效性判断。 

2. 增/减通道 

通过修改通道数目的大小，可以达到修改增/减通道的目的。比如，修改某一 SMV 控制 

块的通道数目。 

如图 27-12 所示，是修改前的通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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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2   修改前的通道 
 

如图 27-13 所示，是减去 4 个通道后的情况，即将最后的 4 个通道删去。 
 

 
 

图 27-13   减少通道 
 

如图 27-14 所示，是重新增加 4 个通道的情况，即以最后一个通道为模板，复制 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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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4   重新增加通道 
 

3. 修改通道相别 

如图 27-15 所示，对图 27-15 中控制块的第 6 个通道的相别进行编辑。 选择某一相别后，

会对该通道的描述信息（LN 描述、DOI 描述及 DU 描述）的内容进 

行相应的同步更新，如图 27-16 所示。 

SMV 报表中的通道类型与之类似。 当然，也

可以对描述信息进行单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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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5   通道相别编辑 

 

 
 

图 27-16   通道相别编辑后 
 

27.8 查找 IED 
按下工具栏的“查找 IED”的按钮，会弹出如图 27-17 所示的对话框。 

 

 
 

图 27-17   “查找 IED”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输入 IED 的名称，按下图 27-17 中的“查找下一个”的按钮，则会在当前的 

信息报表中从第一项纪录开始，之后逐上往下查找 IED，并将焦点设置到 IED 名称相匹配 

的控制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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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使用示例 

 
28.1 示例 1——IEC60044-7/8 报文发送及 GOOSE 动作信号接收（手动试验） 

步骤 1：按图 28-1 所示连接示意图正确连接测试仪与被测装置，GOOSE 接收也可采 

用单纤方式。 
 

 
 

图 28-1 示例 1 连接示意图 
 

步骤 2：主界面下按“参数配置”功能键进入“参数配置”的“基本参数”页面，从 

默认存储器上选择全站配置文件，设置电压、电流缺省一/二次值及 MU 延时。 

步骤 3：在“参数配置”页面选择“SMV 发送”参数目录，设置 SMV 类型为“IEC60044-7/8 
（FT3）”，“采样值显示”方式根据需要设置，根据保护装置设置“采样频率”；按“添加 SMV” 

功能键，从全站配置文件中选择要发送的控制块，选中所选择的控制块并按“编辑”功能键， 

设置 FT3 报文及各通道的详细信息。 

步骤 4：在“参数配置”页面选择“GOOSE 接收”参数目录，添加 GOOSE 控制块， 

可选择“从扫描列表中选择 GOOSE”，也可从全站配置文件中添加，选中所添加的 GOOSE 
控制块，按“编辑”功能键进入“编辑”状态，设置 GOOSE 接收通道与内置数字 DI1~DI8 
通道的映射。 

 

步骤 5：按   返回“主界面”，选择“手动试验”功能模块，设置所需要输出的 

电压/电流有效值及相位；按“发送 SMV”开始发送 SMV 报文，开启开入量监测，让开入 

量 DI1~DI8 状态显示于界面中。可以实时/手动修改各电压、电流输出值，也可按“加”、“减” 

根据步长改变输出值。 

步骤 6：增加电压/电流输出值至保护装置动作，DI1~DI8 状态发生变化；试验完成后 

试验结果页面会自动弹出，也可在手动试验页面按“扩展菜单”选择“试验结果”查看测试 
结果，详细内容请参照 9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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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示例 2——通过交换机发 IEC61850-9-2，收 GOOSE 信号（状态序列） 
 

SMV 采样值与 GOOSE 不共网，测试中通过 3 口光交换机（需自备）进行测试，现场 

为保证 SMV 网与 GOOSE 网的物理隔离，必须在变电站停运时才能进行测试。具体步 
骤如下： 

 

步骤 1：按图 28-2 所示连接示意图正确连接测试仪与被测装置，IEC61850-9-1/2 接收 

也可采用单纤方式。 
 

 
 

图 28-2 示例 2 连接示意图 
 

步骤 2：主界面下按“参数配置”功能键进入“参数配置”的“基本参数”页面，从 

默认存储器上选择全站配置文件，设置电压、电流缺省一/二次值及 MU 延时。 

步骤 3：在“参数配置”页面选择“ SMV 发送”参数目录，设置 SMV 类型为 

“IEC61850-9-2”，“采样值显示”方式根据需要设置，根据保护装置设置“采样频率”；按 “添 
加 SMV”功能键，从全站配置文件中选择要发送的控制块，选中所选择的控制块并按“编 
辑”功能键，设置 IEC61850-9-2 报文及各通道的详细信息。 

步骤 4：在“参数配置”页面选择“GOOSE 接收”参数目录，添加 GOOSE 控制块， 

可选择“从扫描列表中选择 GOOSE”，也可从全站配置文件中添加，选中所添加的 GOOSE 
控制块，按“编辑”功能键进入“编辑”状态，设置 GOOSE 接收通道与内置数字 DI1~DI8 
通道的映射。 

 

步骤 5：按   返回，选择“状态序列”功能模块，添加状态（最多可添加 10 个 

状态），设置每个状态的电压电流输出值，在状态设置页面可设置各状态的切换方式，可选 
 

择“限时切换”、“开入量切换”、“手动切换”，设置完成后按   返回状态序列列表页 

面，开启开入量监测，按“开始试验”功能键，同时开入量 DI1~DI8 状态显示于界面中。 

步骤 6：监测各状态下 DI1~DI8 变化情况；试验完成后试验结果页面会自动弹出，也 

可在状态序列列表页面按“扩展菜单”功能键选择“试验结果”查看测试结果，详细内容请 

参照 10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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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示例 3——接收 IEC60044-7/8 报文 

步骤 1：按图 28-3 所示正确连接测试仪和被测装置。 
 

 
 

图 28-3 示例 3 连接示意图 
 

步骤 2：主界面下按“参数配置”功能键进入“参数配置”的“基本参数”页面，从 

默认存储器上选择全站配置文件，设置电压、电流缺省一/二次值及 MU 延时。 
 

步骤 3：按   返回，在主界面中选择“SMV 接收”功能模块，进入 SMV 扫描 

列表页面，按“FT3”功能键进入 FT3 探测界面，探测列表显示报文采样率、波特率、通道 

数目，LDName，报文端口信息，按“重新探测”功能键可重新探测。 
 

步骤 4：按   勾选关心的 FT3 采样值控制块，按“进入”功能键进入报文 FT3 报
文监测页面，按“有效值”功能键可切换显示有效值、波形、相量、序量、功率、谐波、 双 

AD、核相、极性以及报文统计和报文监测页面。在各监测页面按“设置”功能键，可设 

置采样值显示类型， 采样值显示类型可选一次值/二次值/报文值，详细内容请参照 17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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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示例 4——接收 IEC61850-9-1/2 报文 

步骤 1：按图 28-4 所示正确连接测试仪和被试装置。 
 

 
 

图 28-4 示例 4 连接示意图 
 

步骤 2：主界面下按“参数配置”功能键进入“参数配置”页面；在“基本参数”项 
中选择“SCL 导入”，从默认存储器上选择全站配置文件，设置额定通道类型、电压、电流 
缺省一二次值。 

 

步骤 3：按   返回，主界面中选择“SMV 接收”功能模块，进入 SMV 扫描列 

表页面，SMV 报文列表显示报文类型，APPID 及 SMV 描述，按“重新探测”功能键可重 

新探测。 
 

步骤 4：按   键标记选择选择所关心的 SMV 采样值控制块，按“进入”功能 

键进入 SMV 有效值监测页面，按“有效值”功能键可切换显示有效值、波形、相量、序量、 

功率、谐波、双 AD、核相、极性以及报文统计和报文监测页面。在各监测页面按“设置” 

功能键，可设置采样值显示类型及 9-2 报文的采样率（对 9-2 有效），采样值显示类型可选 

一次值/二次值/报文值，9-2 采样率可以选择 4k/12.8k，详细内容请参照 17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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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示例 5——接收 GOOSE 报文 

步骤 1：按图 28-5 所示正确连接测试仪和被试装置。 
 

 
 

图 28-5 示例 5 连接示意图 
 

步骤 2：主界面下按“参数配置”功能键进入“参数配置”页面；在“基本参数”项 

中选择“SCL 导入”，从默认存储器上选择全站配置文件。 
 

步骤 3：按   返回，主界面中选择“GOOSE 接收”功能模块，进入 GOOSE 扫 

描列表页面，GOOSE 报文列表显示控制块序号，APPID 及 GOOSE 描述，按“重新探测” 

功能键可重新探测。 
 

步骤 4：按   键标记选择所关心的 GOOSE 控制块，按“进入”功能键进入 GOOSE 
监测页面，按“实时值”功能键可切换显示实时值、最近 20 次变位信息、报文统计以及报 

文监测页面，详细内容请参照 18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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