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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规程依据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编制。 

本规程是以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JG596-2012《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为基础制

订的。 

本规程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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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安装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由公用事业部门集中管理的在用安装式交流电能表(以下简称电能表)的

使用中检查，对电能表批采用极限质量水平的方式进行检查以确定电能表的使用期限。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596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 

JJG 597 交流电能表检定装置 

JJF 1139-2005 计量器具检定周期确定原则和方法 

GB/T 2828.2-2008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2部分：按极限质量(LQ)检索的孤立批检验抽

样方案 

OIML G 20 基于抽样检查的在用公用事业表的监督（Surveilance of utility meters in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sampling inspection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概述 

本规程中在用电能表指由公用事业部门集中管理，采用直接接入或经互感器接入方式测

量居民、公建配套、小型工商业等用户电能的电子式单、三相交流电能表。 

4 计量性能要求 

4.1 基本误差 

电能表的基本误差用相对误差表示。在规定的参比条件下，电能表的基本误差限应满足

表1和表2规定。 

如果电能表应用于测量双向电能，则表1和表2中的规定适用于每一方向的电能测量。 

4.2潜动 

电流线路不加电流，电压线路加 115%的参比电压，电能表的测试输出在规定的时限内

不应产生多于一个的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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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起动 

在参比频率、参比电压和 cosϕ =1的条件下，电流线路通以表 3规定的起动电流（三相

电能表各相同时加电压和通起动电流），在规定的时限内电能表应能起动并连续记录电能。 

如果该电能表为用于双向电能测量仪表，则该试验应用于每一个方向的电能测量。 

表 1  单相电能表和平衡负载时三相电能表的基本误差限 

直接接入的电能表 经互感器接入的电能表
③
 准确度等级 

负载电流 I
①
 功率因数

②
 

1 2 
基本误差限（%） 

0.05Ib≤ I < 0.1 Ib 0.02In≤ I < 0.05 In 

cosϕ  

1 ±1.0 ±1.7 
0.1Ib ≤ I ≤ Imax 0.05In≤ I ≤ 0.05 Imax 1 ±0.7 ±1.4 

0.1Ib≤ I <0.2Ib 0.05In≤ I < 0.1 In 
0.5L ±1.0 ±1.7 

0.8C ±1.0 — 

0.2Ib≤ I ≤ Imax 0.1In≤ I ≤Imax 
0.5L ±0.7 ±1.4 

0.8C ±0.7 — 
注：①Ib—基本电流；Imax—最大电流；In—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的电能表额定电流。 

②角ϕ 是星形负载支路相电压与相电流间的相位差；L—感性负载，C—容性负载。 

③经互感器接入的宽负载电能表（Imax≥4 Ib）[如 3×1.5（6）A],其计量性能仍按 Ib确定。  

 

表 2  不平衡负载
①
时三相电能表的基本误差限 

直接接入的电能表 经互感器接入的电能表
③
 
每组元件功率因数

② 

cosθ 

 准 确 度 等 级 

负载电流 I 
1 2 

基本误差限（%） 

0.1Ib≤ I ≤ Imax 0.05In≤ I ≤0.05 Imax 1 ±1.0 ±2.0 
0.2Ib≤ I ≤ Imax 0.1In≤ I ≤Imax 0.5L ±1.0 ±2.0 

注：①不平衡负载是指三相电能表电压线路加对称的三相参比电压，任一相电流线路通电流，其余各相电流线路无电流。 

②角θ是指加在同一组驱动元件的相（线）电压与电流间的相位差。cosθ适用于有功电能表。 
 

表 3   电能表的起动电流 

类别 
准确度等级 

1 2 

起动电流 IQ(A) 
直接接入的电能表 0.004Ib 0.005Ib 

经互感器接入的电能表 0.002In 0.003In 

注：经互感器接入的宽负载电能表（Imax≥4Ib）[如 3×1.5（6）A],按 Ib确定起动电流。 

 

4.4时间准确度（适用于实施分时电价计费的用户） 

4.4.1时钟日计时误差 

在参比条件下，其内部时钟日计时误差限为±0.5s/d。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JJG（鲁）xxx - 2019 

3 

4.4.2时钟示值误差 

电能表的日期应准确。 

检定前经过校时的电能表，在参比条件下，电能表的时间显示与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间

(北京时间)的误差应优于 5s； 

检定前未经校时的电能表，在参比条件下，电能表的时钟示值误差应优于 10 min。 

4.5样本容量随动调节的电能表批的极限质量水平 

当能证明过程平均质量水平符合 GB/T 2828.2-2008 4.4时，可采用随动调节水平来判定

该电能表批的质量水平。 

根据按照一定规则选取的运行故障率、运行校准超限值率、使用环境对电能表产生显著

影响系数等对电能表使用期限的影响，计算得到电能表批的样本容量随动调节复合影响系

数，确定样本容量。 

本规程采用极限质量水平LQ=5%，使用方风险10%，并按6.5.6.4判定批的极限质量水平。 

5 通用技术要求 

5.1 标志 

——名称和型号； 

——制造厂名；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标志； 

——产品所依据的标准； 

——顺序号和制造年份； 

——参比频率、参比电压、参比电流和最大电流； 

——仪表常数； 

——准确度等级； 

——计量单位 

5.2 外观 

仪表外观完好，内部无杂物，按钮正常，显示清晰，封印应完好无损。 

6 计量器具控制 

6.1 检定条件 

确定计量性能时应满足的参比条件及其允许偏差不超过表 4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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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参比条件及其允许偏差 

参比条件 参比值 

有功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1 2 

允许偏差 
环境温度 参比温度 ±2℃ ±2℃ 

电压 参比电压 ±1.0% ±1.0% 
频率 参比频率 ±0.3% ±0.5% 

波形 正弦波 
波形畸变因数小于/% 

2 3 
参比频率的外部磁感

应强度
① 

磁感应强 

度为零 

磁感应强度使电能表误差变化（%）不超过下列值②
/% 

0.2 0.3 
注：① 磁感应强度在任何情况下应小于 0.05mT。 

 

6.2 其他影响量 

检定电能表时，其他影响量及其允许偏差不应超过JJG596中的有关规定。 

6.3 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 

检定电能表时，计量标准器及配套设备应符合JJG597中的有关规定。 

6.4 电能表检定项目 

1）外观检查； 

2）潜动试验； 

3）起动试验； 

4）测定基本误差； 

5）时间准确度（适用于实施分时电价计费的用户）； 

6）样本容量随动调节水平下电能表批的极限质量水平。 

6.5 检定方法 

6.5.1外观检查 

电能表应能够准确辨别必要的信息，能够准确读取电能读数。 

对于表壳损坏、封印损坏、接线柱无法接线及其他影响检定的电能表，应使用替换表。 

6.5.2潜动试验 

试验时，电流线路不加电流，电压线路施加电压应为参比电压的115％，cosϕ＝1，测

试输出单元所发脉冲不应多于1个。 

潜动试验最短试验时间△t见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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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级表：△t≥ [ ]min10600

max

6

ICmU n

×
； 

2级表：△t≥ [ ]min10480

max

6

ICmU n

×
                       (1) 

式中： 

C ——电能表输出单元发出的脉冲数，imp/kWh； 

nU ——参比电压，V； 

maxI ——最大电流，A； 

m——系数，对单相电能表，m =1；对三相四线电能表，m =3。 

6.5.3起动试验 

在电压线路加参比电压 nU 和 cosϕ＝1的条件下，电流线路的电流升到表 3规定的起动

电流 IQ后，电能表在起动时限 tQ内电能表应能起动并连续记录。时限按式（2）确定： 

Qt ≤1.2×
Qn ICmU

100060×
，（min）                   （2） 

6.5.4基本误差检定 

在cosϕ＝1条件下，电压线路加参比电压，电流线路通参比电流 bI 或 nI ，预热15min，

按负载电流逐次减小的顺序测量基本误差。 

6.5.4.1调定的负载点 

在参比频率和参比电压下，对电能表进行检定时，应按表5和表6规定的调定负载点，测

量基本误差。 

表 5  检定单相电能表和平衡负载下的三相电能表时应调定的负载功率 

类别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cosϕ =1 cosϕ =0.5L； cosϕ =0.8C① 

直接接入的电能表 1,2 Imax, 0.5Imax, Ib, 0.1Ib, 
0.05Ib 

Imax, 0.5Imax, Ib, 0.2Ib, 0.1Ib 

经互感器接入的电能表 1,2 Imax, In, 0.05In, 0.02In Imax, In, 0.1In, 0.05In 

注：① cosϕ =0.8C只适用于 1级有功电能表。 

 

表 6  不平衡负载时三相电能表分组检定时应调定的负载功率 

类别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cosϕ =1 cosϕ =0.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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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入的电能表 1,2 Imax, Ib, 0.1Ib Imax,Ib, 0.2Ib 

经互感器接入的电能表 1,2 Imax, In, 0.05In Imax, In, 0.1In 

 

6.5.4.2  用比较法检定电能表 

标准电能表与被检电能表都在连续工作的情况下，用被检电能表输出的低频脉冲控制

标准电能表计数来确定被检电能表的相对误差。 

被检电能表的相对误差γ（%）按式（3）计算。  

m
mm −

= 0γ ×100,（%）                    （3） 

式中： 

m——实测脉冲数； 

0m ——算定的脉冲数，按式（4）计算。 

  

0
0

L

C Nm
C

⋅
=                              (4) 

式中： 

N ——电能表低频脉冲数； 

0C ——标准表的脉冲常数（imp /kWh）； 

LC ——电能表的脉冲常数（imp/kWh）。 

算定脉冲数和实测脉冲数满足表 7的规定，同时每次测试时限不少于 5s。 

6.5.4.3  算定脉冲数和显示被检电能表误差的小数位数应满足表7的规定。 

  表 7  算定脉冲数和显示被检电能表误差的小数位数 

检定装置准确度等级 0.05级 0.1级 0.2级 

算定脉冲数 50000 20000 10000 

显示被检电能表误差的小数位数（%） 0.001 0.01 0.01 

6.5.4.4 重复测定次数原则 

每一个负载功率下，至少记录两次误差测定数据，取其平均值并修约后做为实测基本

误差值。如不能正确地采集电能表脉冲数，舍去测得的数据。如求得的相对误差等于 0.8～

1.2倍电能表的基本误差限，再进行两次测定，取各次测定数据的修约值计算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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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时间准确度（适用于实施分时电价计费的用户） 

6.5.5.1时钟日计时误差 

电压线路（或辅助电源线路）加参比电压 1h后，用标准时钟测试仪测电能表频率输出，

连续测量 3次，每次测量时间为 1min，取其算术修约值，试验结果应满足 4.4.1的要求。 

6.5.5.2时钟示值误差 

多费率表显示日期应准确，多费率表和标准时钟测试仪同时施加参比电压，记录其指

示时间，按式（5）计算多费率表时钟示值误差△T，即： 

△T= T ′- T                                   （5） 

式中： 

T   ——标准时钟测试仪的显示时刻，s； 

T ′  ——被检多费率表的显示时刻，s。 

测量时钟示值误差△T，试验结果应满足 4.4.2要求。 

6.5.6样本容量随动调节水平下电能表批的极限质量水平判定方法 

6.5.6.1 批的形成 

a)形成批的电能表具有相同的标称电压、电流、最大电流、准确度等级等特性； 

b)形成批的电能表应根据相同生产标准和技术要求生产； 

c)形成批的电能表检定年份相互间不应超过12个月； 

d)形成批的电能表安装使用条件应符合电能表生产厂制定的要求，而且运行环境应相

仿； 

e) 批的形成应符合表8的数量条件。 

6.5.6.2 抽样 

a)抽样必须遵循随机抽取的原则，根据过程质量控制参数计算归一化形式的电能表批的

样本容量随动调节复合影响系数 ( )zyxf ,, （推荐方法见附录C），选择表8所列的抽样方式对

在用电能表进行检定，按表9判定接受和拒收结果。 

表8 抽样的批、样本量及替换表数 

批量 样本量n  替换表数
①
 

300 to 500 50 ( )zyxf ,, ② 

0.2 n  501 to 1200 80 ( )zyxf ,,  

1201 to 3200 125 ( )zyx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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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 to 10000 200 ( )zyxf ,,  

10001 to 35000 315 ( )zyxf ,,  

35001 to 150000 500 ( )zyxf ,,  

150001 to 500000 500 ( )zyxf ,,  

500001以上 500 ( )zyxf ,,  

注：①依据 OIML G 20 8.3条；为抽样时最多的替换数量。 
② ( )zyxf ,, ：若不进行过程质量控制，则值取 1。 

 

表 9  抽样的样本量及接收数和拒收数 

样本量 不合格数 d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n ≤50 0 1 

50< n ≤80 1 2 

80< n ≤125 3 4 

125< n ≤200 5 6 

200< n ≤315 10 11 

315< n ≤500 18 19 

 

b)抽样时，必须考虑到以下情况： 

——电能表已损坏； 

——电能表的封印已遭人为破坏； 

——电能表因各种原因已无法拆下； 

——拆下后不能被正常检定的。 

考虑到拆除和运输对电能表的损坏的可能，抽样时必须考虑替换表的选取和替换。 

c)如果电能表有b)情况的，则启用替换表。 

6.5.6.3 电能表不合格数的确定 

电能表按照6.4的检定项目：外观检查、潜动试验、起动试验、测定基本误差、时间准

确度（适用于实施分时电价计费的用户）进行检定。电能表全部项目符合要求作为1个合格，

如有1个或多个不符合项目的作为1个不合格。 

将不合格累加得到电能表批的不合格数d。 

6.5.6.4 电能表批的合格判定 

当d≥Re，拒绝该批； 

当d≤Ac，接受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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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期限延长 

如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需根据电能表使用中检查结果调整检定时间间隔，根据 

JJF1139-2005《计量器具检定周期确定原则和方法》，采用统计抽样的方法判定电能表批的

极限质量水平是否符合第 4.5 条，合格的电能表批可申请延长检定时间间隔，一般不超过 

4 年；不合格的电能表批应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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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单只电能表检定原始记录格式 

单只电能表检定原始记录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检定日期：           
送检单位：                                                                    
仪器名称：                         型号：              出厂编号：             
制造单位：                         准确度等级：        接入方式：             
电压：            电流：           相线：              常数：                 
技术依据：                         温度：    ℃ 相对湿度：     % 频率：    Hz 
检定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 
名称：                       型号：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标准器具证书号：                    有效期至：                                
A.1 外观检查：               A.2 潜动试验：     A.3 起动试验： 
A.4基本误差：  

□正/□反向有功  □直接接入/□经互感器接入 
□单相/□三相平衡负载  基本误差(%) 

负载电流 
cosφ = 1 cosφ = 0.5L cosφ = 0.8C 
1 2 修约值 1 2 修约值 1 2 修约值 

Imax          
0.5 Imax          
Ib（In）          
0.2 Ib          
0.1 Ib（In）          
 0.05 Ib（In）          
0.02 In          
不平衡负载  基本误差(%) 

负载电流 
A相 B相 C相 
1 2 修约值 1 2 修约值 1 2 修约值 

cosθ = 1 
Imax          
Ib（In）          
0.1 Ib          
0. 05 In          
cosφθ = 0.5L 
Imax          
Ib（In）          
0.2 Ib          
0.1 In          
 
检定结论：符合/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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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电能表批的检定证书内页 

检 定 结 果 

B.1 批信息 

批 编 号                           批 数 量                              

电    压                           电    流                                

脉冲常数                           频    率                              

等    级                            末次检定日期                         

安装日期                                                     

B.2 抽样信息 

样品数：              只 

样品编号：  （可列附表）  

替换数：              只 

样品编号：            

B.3 检定结果 

样品合格数：             只   不合格数：               只 

不合格样品编号、项目及内容： 

A                                                                         

B                                                                         

┇ 

B.4 启用替换样品及其他情况说明： 

B.5 检定结论 

本批电能表        只，抽样数       只，备样      只。经检定合格数       只，

不合格数         只，不合格数不大于/大于规程第4.5条规定的接收数         只，该批

电能表符合/不符合规定，检定结论合格/不合格。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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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一种过程质量控制参数对样本容量随动调节系数的方法 

 

C.1概述 

本方法是一种适用于具备在线监测或用电信息采集的低压台区贸易结算用电子式交流

电能表（以下简称电能表）的运行质量监督方法。 

建立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过远程在线监测，基于表计实时电参数和时间数据，进行数

据关联分析，对电量异常、电压电流异常、负荷异常等计量功能进行智能诊断，针对每一只

在运电能表，发现计量功能异常（获取电能表运行故障率参数）。 

基于台区能量守恒定律，运用台区树形拓扑关系, 构建电能表运行误差分析模型，通过

每只电能表的定时冻结电量，计算每只电能表误差分布和动态变化趋势，进而发现计量误差

超出在线检测预警线的表计。通过及时退运计量功能异常和计量误差异常的表计，保证在运

表计的准确可靠。 

C.2质量控制方法 

C.2.1计量功能智能诊断 

通过采集的电能表运行数据，对电能表计量功能进行在线监测与诊断。当监测到电能表

出现表C.1中的计量功能异常事件，则判定为计量功能失效。 

表 C.1电能表计量功能失效诊断方法 

计量功能异常事件 判定方法 

电能表飞走 EF 
EF=E1/E2，EF＞1 

式中：E1：电能表日电量； 

E2：用户日可能最大用电量。 

电能表倒走 ED 
ED=E1-E2，ED＜0 

式中：E1：电能表日冻结正向有功总电能示值； 
   E2：前一天的电能表日冻结正向有功总电能示值。 

电能表示值不平 ES 

ES=|E-ΣEn|-m×0.01，ES＞0 
式中：E：电能表日冻结有功总电能示值； 

En：电能表日冻结有功费率为 n的电能示值； 
m：电能表费率数。 

 
C.2.2电能表运行校准 

基于台区能量守恒定律，运用台区树形拓扑关系, 构建电能表运行误差分析模型，以

台区总表作为标准器，利用台区总表与被校电能表的定时冻结电量，建立方程组并求解得

到电能表运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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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区拓扑结构如图 C.1所示。 

 
图 C.1台区拓扑结构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台区总表供电量”=“所有分表用电量之和”+“线路损耗”+“台区固
定损耗”，可得： 

  （C.1） 
式中： 

P——台区分表总数 

——计量周期 i供电总表供电量 

——计量周期 i分表 j计量值 

——分表 j的估计相对误差 

——台区线损率 

——台区固定损耗 

以台区总表作为校准装置校准台区各分表，则以台区总表的计量值 近似台区总供

电量 ，可得： 

 （C.2） 
当台区积累 n个周期的数据后，可由式(C1.C2)得到由 N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可得： 

 (C.3) 

 

方程组(C3)中，和 为已知量，共包括 n =N个方程，当数量大于或等于 P+2时，

可求解出未知量 , 和 ，从而得到台区各用户电能表运行误差。 

以上是通过计算得到电能表运行误差的过程。当电能表运行误差计算结果超过电能

表允许误差限（在线检测预警线），则判定电能表运行误差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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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样本容量随动调节的电能表批的极限质量水平计算方法 

对于在运电能表的某个批，通过过程质量控制，若具有更好的产品质量，对其的信任

度就可以更高，在判定该电能表批的质量水平时，其样本容量就可以适当减小。过程平均

质量水平可以从电能表在计量误差在线运行故障率、电能表运行校准超限值率以及使用环

境对电能表产生显著影响系数三个维度来近似表征，并根据评价结果对轮换抽检中样本容

量的随动调节。 

C.2.3.1  基本模型 

用运行故障率、电能表运行校准超限值率、使用环境对电能表产生显著影响系数作为过

程质量控制方法的因子。 

C.2.3.2  参数获取 

a)运行监控 

1）运行故障率 xp
。运行故障包含电量飞走、电量停走、电量倒走、电量异常等，通过用采

系统采集的运行电能表数据，用该批内出现上述故障的表计数除以批的总数，通过 C.2.1

获得，国网山东电力计量中心发布。 

2）运行校准超限值率 yp
。剔除故障表后，基于台区能量守恒定律，得到超过设定限值的电

能表数量，用该批内出现上述超限值的表计数除以批的总数，通过 C.2.2 获得，国网山东

电力计量中心发布。 

3）使用环境对在用电能表产生显著影响系数 zp 。 

b)权重设置 

按公式(C.4)计算各因素影响的权重 zyx kk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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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 

C.2.4 实施方法 

对于某个电能表批，获取在线运行故障率、运行校准超限值率、使用环境对电能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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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系数参量，并进行归一化。 

按公式（C.5）计算样本容量随动调节系数。 

( ) zkykxkzyxf zyx ∗+∗+∗=,,     （C.5） 

式中：  ——运行故障率的实值，查国网山东电力计量中心发布的数据（归一化形式）；  ——运行校准超限值率，查国网山东电力计量中心每年发布的数据（归一化形式）；  ——为内陆、沿海两种环境，内陆环境包含临沂市、潍坊市、菏泽市、德州市、济宁市、滨州市、
聊城市、济南市、泰安市、淄博市、枣庄市、莱芜市取值为0.05；沿海环境包含烟台市、青岛市、东营

市、威海市、日照市取值为0.1； 

( )zyxf ,,  —— 归一化形式的电能表批的样本容量随动调节复合影响系数。 

xp  ——运行周期内故障率 还原为置信度形式（%）； 

yp  ——运行校准超限值率 还原为置信度形式（%）； 

zp  —— 使用环境对电能表产生显著影响系数 还原为置信度形式（%）； 

xk  ——运行周期故障率的权重； 

yk  ——运行校准超限值率的权重； 

zk  —— 使用环境对电能表产生显著影响系数的权重； 

满足 1=++ zyx kkk ； 

利用样本容量随动调节模型，选择表8和表9所列的抽样方式, 计算该电能表批对应的

样本容量, 对电能表进行使用中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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