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0A —
关键的测试和测量事项
6100A 是什么样的仪器？
6100A 为单机解决方案，可以为电能计
量仪器、电能质量分析仪和类似设备的
测试产生参考标准信号，具有足够的准
确度，可获得国际标准所要求的可重复
性结果。它由独立的电压和电流通道组
成，通道能够提供高于 1kV 和 20A 的
电压和电流，其典型准确度在 0.01% –
0.02%之间。它可以独立工作，用于单
相应用；或者作为模块化系统的核心，
提供驱动两相、三相和四相（三相加零
线）的输出，并提供了电流放大器选件，
可提供高达 80A 的电流。
6100A 不是一台交流电源（市场上已经
有足够的电源），而是一种参考级质量
的仪器，它将高度灵活的电压和电流源
以独特的方式组合在了一起。利用
6100A，可以在一个或两个输出通道中
轻松地增加闪变、谐波失真等现象，提
供了足够的灵活性，可以满足当今及可
预期未来的所有国际电能质量标准—
—包括自由组合电能质量现象的能力，
例如谐波和谐间波。
无论是单机工作还是作为多相系统的
核心，6100A 的可调“电压－电流”相
位角均可达到毫度级准确度，足以抗衡
相位标准。这种能力对于参考级的有功
功率和无功功率测量是至关重要的。在
此之前，工程师们为了校准电能和电能
质量仪器，不得不自己设计大量的信号
源和功率放大器；利用 6100A，则不再
需要这些难以检定的自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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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需要 6100A？
6100A 的主要用途在于校准和检定那些
直接测量电能和电能质量的仪器。这些
仪器包括从家用和工业用电度表到电
力质量分析仪的各种仪器，以及测量电
气参数（例如闪变）的更专业的仪器。
由于国际标准越来越严格地要求电气
和电子设备对电力线产生最小程度的
干扰，因此任何涉及到电力工作的研发
实验室（从家用电器到照明设备，再到
电机控制，以及更多其它设备）都总是
拥有一台功率分析仪，并且制造商的生
产和质量控制过程中都会采用类似的
设备来保证其产品满足设计参数。从大
的方面说，对任何生产电能计量仪器、
电能质量分析仪、UPS 以及这类仪器中
所用器件的生产商，凡是维护自身的
EMC 测试实验室的单位，都是 6100A
的潜在客户——特别是 IC 和电流变换
器领域。
由于法律要求凡是在欧盟销售的电气
和电子设备都必须获得 CE 认证，因此
在该区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
第三方专家测试机构。在该区域，国家
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认证机构（也就
是有资质评估不同类型设备的测试机
构）来从事 CE 认证的工作。任何提供
EMC 测试服务的测试机构都是 6100A
的潜在客户。在网站上都可以找到欧盟
测 试 机 构 的 清 单 ， 例 如
www.ce-marking.org。

国际标准还要求共用事业单位进行电
力质量测量，以确保提供合格的产品。
这方面适用于每个地区（每一地区都有
其自身的法令要求），使得发电和配电
方都成为 6100 的潜在用户。在该领域，
许多工业用户都测量供电质量，以确保
收到的电力是优质的。但更为重要的往
往是检查确认工厂没有产生不可接受
的电力干扰。工程工程师使用的也是便
携式的电能质量分析仪，例如 Fluke 430
系列。和其它用户一样，对用来检查电
能质量问题的仪器进行定期、可溯源的
校准是至关重要的，从而增加了采用
6100A 作为参考仪器的需求。

设备为什么必须校准？
像其它任何精密仪器一样，电能计量仪
器、闪变仪和电能质量分析仪都需要定
期校准，以确保获得可靠的测量结果。
虽然国际标准规定了不同测量的绝对
准确度要求，但是在特定国家用来证明
标准一致性的设备必须满足相应标准
的准确度参数，这几乎是法律要求。
在测量体系的顶层，维护功率测量的国
家标准实验室是 6100A 的首要用户。在
这种应用中，仪器非常适合于产生功率
参考所需要的高准确度和稳定度的相
位可控波形。在较低级别的测量中，该
仪器作为用于设计评估工作的波形发
生器也是极具价值的——尤其是在当
今世界快速增长的电气电子测量仪表
设计领域，普通的民用仪表已经接近传
统电能质量分析仪的准确度和测量能
力。

设备制造商必须符合这两个标准，从而
驱动了对稳定测量仪器及参考仪器的
需求。这些标准列出的主要测量方法
有：

z

IEC 61000-4-7：谐波和谐间波测
量及仪器指南

z

IEC 61000-4-15：闪变仪功能和设
计规范

z

IEC 61000-4-30：电能质量测量技
术

关于电能表的独立部分，适用于最普通
的使用：
z

IEC 62053-11：机电式有功电能表
的要求

z

IEC 62053-21：1 类和 2 类电子式
有功电能表的要求，

z

IEC 62053-22：0.2S 和 0.5S 类电
子式有功电能表的要求

您一直在谈论标准——那么
6100A 能够帮助用户满足哪些标
准呢？
正如每个看过标准的人感觉的一样，有
些国际标准是很难理解的。欧盟委员会
目前带头发布了其容易理解的型式认
证，规定凡是在该区域销售或使用的电
气和电子设备必须获得 CE 认证。请注
意，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类似的要求（在
很多情况下是严格相同的）。哪个标准
完全适用于哪类仪器要取决于设备的
类型及其应用。以下是 6100A 涉及到的
最常见规范，以及其影响的相应区域：

z

IEC 61000-3-2：吸收电流≤16A/每
相的设备的谐波辐射限值

z

IEC 61000-3-3：相关设备的闪变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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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EMC 兼容测试
谐波和闪变
IEC/EN 61000-3-2 和 IEC/EN 61000-3-3

支持测试和测量技术
IEC/EN 61000-4-谐波
IEC/EN 61000-4-15：闪变

电能质量测量技术
IEC/EN 61000-4-30

一些规范的例子
6100A 卓越超群的优点之一就是能够在
电压或电流信号、或者两者同时键入混
合和匹配谐波和谐间波。对电压的这种
能力是满足 IEC 61000-4-30 标准的关
键，该标准规定对于用来满足 A 类工作
标准的仪器（例如功率分析仪），绝对
电压不确定度≤0.1%。标准强调，被测
仪器在发生谐波、谐间波和闪变时要能
够维持其准确度——这意味着任何校
准源都必须能够产生远远优于≤0.1%不
确定度的合成波形，以保证在其本身和
被测仪器之间拥有足够的准确度余量。
6100A 完全满足这些要求，其典型准确
度在 0.01%～0.02%之间，在发生各种
畸变信号时也能保持这一准确度——
无论是独立干扰还是谐波和谐间波相
组合，可高达 100 次谐波频率。

能量计测试和测量技术
IEC/EN 62053-11：机电式电表
IEC/EN 62053-21：电子式电表（1 和 2 类）
IEC/EN 62053-22：电子式电表（0.5S 和 0.2S

图 1 所示为简化了的标准兼容性和参
考级测量能力需求之间的关系。

典型应用
现在的电能表和功率分析仪在功能上
没有明显区别，我们以功率分析仪为例
进行介绍。还需要牢记，6100A 非常适
合于测试闪变仪——测量短时间供电
电压波动的装置，这种短时间的电压波
动会造成灯泡发生明、暗闪烁，该测试
也同样适用于国际标准。在每种情况
下，一般会将 6100A 的电压输出连接到
被测仪器的电压输入，而在 4 线测量配
置中更合适，那样能最小化连接误差。

我们还将 6100A 的电流输出连接到测
试仪器的输入通道，通常从 6100A 的电
流高接线端子通过测试仪器的电流变
送器，然后再返回到 6100A 的电流低接
线端子。图 2 和 3 所示为典型的配置。

欧洲之外的情况怎样？
在每个地区也都有相类似的产品一致
性规范，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国家都具
有与欧盟相类似的产品测试要求，无论
是国内销售还是对外贸易。例如，澳大
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几乎严格遵循欧盟
的方法，而 IEC 规范则被远东地区所广
泛接受。在有些地方，在各方面都希望
达到“绿色”的迫切要求就是一个主要
的市场驱动力。许多日本公司，如索尼，
以自己能给消费者带来科技所能创造
的最和谐的电子器件而自豪。这些思想
延伸到了能源消费和电能质量方面的
影响。

美国情况怎么样？
由于工业的国际化特征，美国制造商对
IEC 规范很熟悉，但在民用上美国还没
有执行同样的标准。在国内，美国多使
用 IEEE 标准 1159-1995“IEEE 关于监
测电能质量的操作规程建议”来解决主
干网的干扰问题 ，包括谐波失真、闪
变、骤升和骤降、瞬变以及中断。很显
然，这一规范要求电压和电流测量达到
高达 100 次谐波（6100A 完全可以满
足），而 IEC 标准只要求测量到 40 次谐
波。

6100A 不适用于哪些情况？
图 2. 利用 Fluke 6100A 校准 Fluke 434 的一个通道的设置

图 3. 利用 Fluke 6100A 校准 LEM Norma 4000 的一个通道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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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开始所述，6100A 不是交流
电源。它能从电压端子提供高达 50VA
的功率，这种能力对于测试从交流供电
线上获得内部供电的电能表是至关重
要。这种仪表规定的最大电能消耗应在
2 VA 左右。所以对准确度的影响是很小
的，尤其是在 6100A 的四线测量模式
下。

但是，该设备不能从其电压端子提供
61000-4-x 标准规定的抗扰性测试中需要
的大电流。这些标准是为了确定被测设备
对静态电压变化、骤降和骤升、瞬变、短
期中断等现象的抵抗能力。也就是说，它
们要求的是发电设备，并不是 6100A 这类
用于校准的标准设备。这类电压源可从大
量的第三方制造商处购买，包括安捷伦
（Agilent）、California Instruments、EMC
Partner、EMV、Haefely EMC、Schaffner
和许多其它的制造商。
最重要的是，没有其他哪一款设备能提供
像 6100A 这样的功能，它为电力工程师的
工具箱增添了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

福禄克，助您与时代同步！
美国福禄克公司
中文网址：www.fluke.com.cn
英文网址：www.flu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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