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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制修订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18 年 1 月，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8 年度第一批

湖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湘质监函【2018】36号），

批准立项制定《JJG（湘）X－201X 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地方检定规程。 

二、承担单位 

    根据湖南省地方计量技术法规制/修订计划，《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检

定规程制修订工作由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长沙天恒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等

承担。 

三、修订的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直流电能测量技术在工业

生产和科研实验中发挥着日益广泛的应用，直流电能计量越来越重要，直流电

能表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实现直流电能的量值溯源，多家电测厂家研制出各种

型号的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但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检定规程，因此迫切需

要制定一个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计量检定规程。使其有法可依，满足社会要求，

进而保证电动汽车、轨道交通、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领域的直流电能计量

的准确性，保证能源交易的公平公正，为实现清洁能源建设提供技术保障。 

四、修订的基本原则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湖南本地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生

产、使用的具体情况，各项要求科学合理，重点考虑操作的可行性及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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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借鉴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等技术文件，保持与相关直流电能表检定

装置相关技术文件的一致性、统一性。 

五、修订的过程 

前期征求了国内主要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生产企业（如深圳科陆、长沙

天恒测控、浙江涵普电力科技、深圳星龙、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等）

和使用单位（威胜集团、浙江正泰、重庆华虹、怀化建南、湖南省电力公司

科学研究院等）的意见，同时参阅了国内直流电能计量的相关标准、技术资

料。对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的检定进行了大量科研试验，获取大量试验数据，

对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几个重要的技术指标和参数进行评估和反复测算，进

而确定了装置的检定项目、检定方法。 

根据前期调研及试验情况，参照 JJG 597-2005《交流电能表检定装置》

检定规程，制修订工作组制订了《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讨论稿，

并于 2018年 4月在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组织该规程技术层面的讨论。 

   

同年 5月 11日在湖南省怀化市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讨论和意见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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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订的主要依据 

JJG 842-2017《电子式直流电能表》检定规程 

JJG 597-2005《交流电能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 

GB/T 33708-2017 《静止式直流电能表》 

 

七、制订内容 

1. 规程名称 

    确定规程名称为“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 

2. 范围 

规程适用于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3. 术语 

考虑到首次编制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本规程参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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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下几个术语和定义进行了说明：“纹波”、“纹波电压”、“纹波系数”。 

4. 概述 

按JJF1002-2010要求增加概述章节，新规程的概述简述了直流电能表检定
装置的工作原理、构造及分类。将装置按负载电流接入方式可分为电流直接

接入式、电压输入型电流间接接入式和两者兼具等三种类型。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基本误差 

（1）增加了对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的测量误差的要求，不同准确度等级的装置需满
足相应的要求。 

（2）装置的准确度等级按电能测量的准确度等级划分，规程给出了相应准确度等级
对应的装置的最大允许误差。 

（3）确定了准确度等级及误差限值：去除了对原有 1.5 级、2.5 级直流

电能表的相关要求，电流改变量引起的误差限中对负载电流要求范围更改为

0.01Ib~Imax，不同等级、不同电流规格对应的误差限值有所更改，测量时按照

负载电流由大到小的顺序测定。 

（4）增加了电压改变量引起的误差限的要求：电压在 0.1Un~1.1Un变化

范围内，对电能表有基本误差限要求，测量时按照电压由大到小的顺序测定。 

5.4装置的测量重复性 

    装置的测量重复性用实验标准差表征。 

5.5标准器 

    规定了装置配套使用的标准表准确度等级，及标准测时器（瓦秒法采用）

的允许相对误差。 

5.6电能的输出与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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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JJG597一致。 

5.7装置的输出 

对装置输出的直流纹波提出了明确要求。 

5.8多路输出一致性 

具有多路输出的装置，输出回路间基本误差最大变化值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

30%。 

5.9负载影响 

负载电压、电流在规定变化范围内变化时，需满足相应要求。其中电流

回路需考虑直接接入式和电压输入型两种情况。 

5.10稳定性变差 

包括短期稳定性变差和检定周期内稳定性变差。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结构及输出 

对装置的标志和结构做了规定和明示。 

6.2 装置的绝缘 

需进行工频耐压和绝缘电阻试验。对试验的条件、部位和试验电压做了

明确要求。 

7. 计量器具控制 

7.1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对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查进行了定义。 

7.2 检定条件 

明确了检定时的参比条件及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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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分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查。首次检定项目包括外

观检查、绝缘电阻试验、交流工频电压试验、通电检查、确定输出电压误差、

确定输出电流误差、确定调节细度、确定相互影响、确定纹波系数、确定功

率稳定度、确定基本误差、确定装置的测量重复性、确定多路输出的一致性、

确定负载影响、确定短期稳定性变差。 

7.4 检定方法 

7.4.1 直观检查 

直观检查包括检查装置及配套设备及查对技术文件。 

7.4.2 绝缘电阻试验 

选用额定电压为1kV的绝缘电阻表，按4.5规定的试验部位测量绝缘电阻，

电阻值应不小于5MΩ；对于工作电压低于50V的辅助线路，用额定电压为500V

的绝缘电阻表测量。 

7.4.2工频电压试验 

只对首次检定的电能表进行交流工频电压试验，绝缘电阻合格者，按6.4.1

条规定进行工频耐压试验。 

7.4.4 通电检查 

方法与 JJG 597-2005一致。 

7.4.5 确定输出电压、电流误差 

将电压、电流参考标准的电流测量回路串联在装置的电流输出回路，电

压测量回路并联在装置的电压输出回路。测量结果应符合5.2，5.3的要求。 

7.4.6 确定调节范围、调节细度、相互影响 

方法与 JJG 597-2005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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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确定输出电流、电压的纹波系数 

用6位半及以上数字万用表或带纹波测量功能的电能标准表进行确定。电

流纹波系数的测量亦可以将电流转换为电压后进行；将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

信号时可采用同轴分流器、交流标准电阻或磁调制器等。 

7.4.8确定输出功率稳定度 

方法与 JJG 597-2005一致。 

7.4.9确定基本误差 

按照表 11给出的试验量限进行。 

7.4.10 确定装置的测量重复性 

7.4.11多路输出一致性 

对多路(M路)输出且各电压回路间无电气隔离的装置选控制量限，各路接

相同负载，确定各路输出(检定时做不少于 路)的基本误差，符合5.3规定的

同时，其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应不超过对应最大允许误差的30%。 

对多路输出但各电压回路间、各电流回路间有电气隔离的装置，选控制

量限，须分别确定每路隔离输出的基本误差，并符合5.3规定。 

7.4.12确定负载影响 

多路输出的装置各路输出空载(不宜空载的接最小负载)，某一表位负载自

空载变化至在表7规定负载范围50%时，负载变化前后基本误差应符合5.3规

定，且误差的变化应不超过对应测试点最大允许误差的1/2。应对不少于 路

输出确定负载影响。对于隔离输出的表位应分别进行测试。 

7.14.13确定稳定性变差 

方法与 JJG 597-2005一致。 

7.5 检定结果的处理 

方法与 JJG 597-2005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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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检定周期 

方法与 JJG 597-2005一致。 

8. 附录 

附录 A～C 提供了检定原始记录格式及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模

板。 

八、与现行相关标准及计量技术法规的协调性 

本规程与现行相关标准及计量技术法规保持一致，没有冲突。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贯彻规程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制修订工作组成员包含我国直流电能表及其检定装置的标志性生产企

业，规程具备较高的权威性和普适性，拟在后期通过规程宣贯、产品演示、

技术交流等方式，实现该规程的贯彻实施。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直流电能表检定装置》地方检定规程制修订工作组 

20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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