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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测试配置图如图6所示：

对于合格的DUT，应能正确识别达到限值的总线隐性/显性状态。通过把总线电

平（U3）调整到显性下限值（0.9V），分别通过U2将CANH对地电压拉高至6.1V或

拉低至-2V情况下测试，通过CANScope分析DUT能否正常发送报文可判断DUT在

相应的显性限值条件下能否正常识别。

测试步骤：

如系统配置图连接状态，DUT和

CANScope正常通信；

断开电压源U2（共模电压调节电

源），调节电压源U3（差分电压调节电源），使空闲时刻Vdiff以0.1V步进从0.5V增大

到0.9V;

接入电压源U2并分别在输出电压为6.1V或-2V情况下测试；

CANScope侦测这个过程中DUT是否发送了错误报文(持续监控1min)，若无，则

测试通过。

3、测试结果
CANDT对DUT每项会进行上百次测试，将截图与测试结果可自动导出测试报表，

如图7所示：

图7 CANDT测试结果报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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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分布式光伏能源的发展，国家电网发布了《关于

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然而分布式光伏

这种新能源供电系统对电能计量提出新的要求，即要求能记录

并入电网的电能，又能记录从电网吸收的电能。鉴于普通单块

电表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光伏发电双向电表由此应运而生。 

目前，用户家中安装的电表一般都是单向电表。即无论用

户接线方式是正接或是反接，它都按正向计费。这种电表可以

弥补老式机械式电表的一些缺点，但应用在新式的光伏发电系

统中，却不够便利。在早先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计量中，一

般都采用两块单向电表的计量方式。即用一只表计量用户输给

电网的电能，用另一只表计量用户使用电网中的电能。具体应

用如下图如示： 

这种方式在早先的光伏计量应用广泛，但存在很多的不

足：一是使用成本高，需要两块电表；二是接线复杂、施工难

度高；三是维护困难。 

什么是双向电表？ 
双向计量电能表即能够同时计量用电量和发电量的电能

表，功率和电能都具有方向性。从用电的角度看，耗电算为正

功率或正电能，发电算为负功率或负电能。双向电表可实现电

能的正、反向分开计量、分开存储、分开显示，同时可通过电

表配有标准RS485通信接口，实现数据的远传。 

双向电表的应用 
双向电表主要针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站需要双向计量的用

户，由于光伏电站发出的电有富余时，输送给电网的电能需要

准确计量。此外，在光伏发电不能满足用户需求时使用电网的

电能也需要准确计量。而普通的单块单向电表不能满足这一要

求，所以需要使用具有双向电表计量功能的智能电表，实现电

能的双向计量。双向电表的应用如下图所示： 

在分布式光伏电站中，若想实现用电和发电的双向计量，

传统的方式是采用两块单向电表，分别计量发电量和用电量，

这样不但增加了使用成本和接线难度，且在日后的使用或维护

也变得复杂。 

而采用双向电表，只需用一块双向电表就可以实现馈入电

网的电量，和消耗电网的电量分开计量，相比以前采用两块单

向电表的方案，成本更低、施工难度更小、维护更方便、使用

也更简单，也为光伏电站的双向电能计量提供了最佳的计量应

用方案。

对于经常跟“电”打交道的工程师来说，“安全”永远

是放在第一位的保障因素。而万用表又是电工们必备的检测工

具，因此万用表的使用安全性对一线工程师来说，就显得格外

重要了。大家都知道，万用表在电流档位是有内置保险丝的，

目的是确保在测试电流时，将万用表串接到回路中，一旦回路

电流超标或存在危险电流时，保险丝能够及时分断，确保仪器

尤其是操作人员的安全。 

如何选择合适的保险丝？ 
为了保障仪表和使用者的安全，选择一款合适且安全的保

险丝就显得尤其重要。福禄克（FLUKE）万用表均配备高能、

超高速响应的原装保险丝，确保在发生意外时，仪表能够快速

地屏蔽掉可能造成的危险。福禄克原装保险丝一直以满足甚至

高于国际性安全标准的严格要求为设计准则。 

福禄克保险丝的优势： 
1.额定电压1000V，11A保险丝分断能力20KA。原装高能

保险丝不仅能在持续的额定电流下熔断，也会在很高瞬时电流

下立刻熔断，确保快速响应和安全 

2.陶瓷管封装,灭弧能力强,可靠性高。特殊设计的原装高能

保险丝内部充满沙子，当产生以致爆炸的能量和温度时，沙子

融化，吸收能量并隔离爆炸燃烧所需要的空气。

使用错误保险丝的危害：
仪表烧毁；表笔熔化；人员伤亡。 

宁愿不装保险丝，也不要安装一个普通的保险丝！ 

如何快速检测保险丝的好坏？ 
将万用表打到“Ω”档位，只用一根表笔即可，插头部

位插到Ω插孔，用笔尖分别伸进“A”和“mA/uA”的插孔，

若有读数则说明保险丝良好（“A”插孔读数应为0-0.5Ω，

“mA/uA”插孔读数应为10KΩ左右），若显示“OL”，则表

明保险丝烧毁。 

市电异常时会对正在运行的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会导

致设备的损坏，因此厂商一般会对交流供电设备的输入端口进

行模拟各种市电异常的测试，以保证整个供电单元的可靠性。

本文介绍如何模拟市电异常及其测试方法。 

交流市电是应用最广泛一种供电方式，但是交流市电供电

时会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例如临时停电，供电频率不稳定，

供电电压骤升骤降，电网持续欠压或者过压等，这会对正在运

行的网络设备、服务器、校准源等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损

坏。

通常可以采用UPS(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不间断

供电系统给这些精密设备进行供电。但是在市电异常时，UPS

设备内部需要切换到备用电源，在这个过程中由其所供电的设

备电源输入端等待几毫秒时间才能够切换到正常供电。因此仍

然需要能够对这些设备内部的AC/DC电源进行模拟市电异常测

试，判断AC/DC电源抗干扰能力，确保设备整体电源系统的稳

定及安全。

下图为市电异常测试的一个示意图，采用PWR2000W交

流变频电源来模拟市电异常，PWR2000W可以输出稳定交流

信号，也可以设置输出不同类型的异常波形。

图1 输入电源端口市电异常测试

PWR系列变频电源为模拟市电异常测试提供了一种简单

易用的操作模式：线路仿真模式。线路仿真模式应用在模拟供

电电压的停电、上升等异常状态。线路仿真模式下输出波形被

分为初始阶段、常规1、过渡1、异常、过渡2、常规2几个设置

步骤，其中执行从初始阶段开始，一次从常规1到常规2循环执

行；只有循环次数完毕后又进入初始阶段进行输出。其特点不

同阶段的输出波形为均为正弦波，可以设置初始、常规和异常

阶段电压、频率等参数，异常阶段可以根据测试要求设置为上

升、下降或者停电状态，如下图所示。

图2 线路仿真波形设置示意图，右图为一种实际输出波形

在EMC标准中也对市电异常测试做了严格的规定：针对设

备交流电源端口，IEC 61000-4-11标准规定了低压电网连接

的电气和电子设备对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试验方法和和优选的试验等级范围。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是由

电网、电力设施的故障或负荷突然出现大的变化引起的。电压

变化是由连接到电网的负荷连续变化引起的。如果设备能够通

过IEC 61000-4-11等EMC标准测试在市场上会具备更强的竞

争力，下图为IEC 61000-4-11标准的试验原理。

图3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试验原理

IEC 61000-4-11标准中定义了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

压变化相应的不同试验等级，需要根据试验等级设置输出电压

和持续时间，例如下图为电压暂降（70%电压暂降）正弦波波

形图，电压减少到 70%，持续 25 个周期，在过零处突变。

图4 IEC61000-4-11标准电压暂降示例

PWR系列变频电源可以通过 PWRController软件来进行

符合IEC 61000-4-11标准的试验，只需要选择标准中对应的

试验等级，并根据实际测试需求调整设置参数即可输出相应的

波形，简化了测试过程。

图5 IEC61000-4-11电压暂降等级2测试波形设置

目前 ZLG立功科技PWR系列交流变频电源提供了两种型

号：PWR1000L线性交流变频电源以及PWR2000W开关交流

变频电源，均可用于市电异常的模拟与测试。

为什么厂家在产品投入使用前，都必须要进行CAN节点

DUT的输入电压阈值测试呢？因为CAN总线设计规范对于CAN

节点的输入电压阈值有着严格的规定，若不符合规范，则组网

后容易出现各节点间出现通信故障。

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CAN节点设备在实验室测试通信

正常，当挂在现场总线上就出现CAN通信故障。那可能由于节

点电路设计不规范导致，当差分显性幅值处于0.9V临界值左右

时，CAN节点可能因为现场干扰导致幅值下降至0.9V以下，甚

至0.5V以下，造成位翻转，导致CAN总线错误，比如下面这种

情况：

一位用户反应说自己的设备在实验室测试时出现大量的错

误报文，经过帧统计成功率只有26.44%，如图1所示。

图1 帧统计截图

经过测试他的报文波形，发现他的信号幅值非常低！这会

严重导致位识别出错，出现通信故障，如图2所示。

图2 报文波形截图

排查故障发现，该用户各个节点都挂有终端电阻，终端

电阻阻值很小，幅值被拉低，导致无法正常通信。经过整改，

终端电阻减少为两个，挂在总线最两端，报文通信成功率达到

100%，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帧统计截图

报文波形图如图4所示。

图4 报文波形截图

所以测试通信电压阈值显得尤为重要！

通信电压阈值测试一般是使用ISO 11898-2输入电压阈值

标准，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ISO11898-2输入电压阈值标准

1、 隐性通信电压阈值测试
测试原理：

CAN节点集成电路协议设置为总线空闲时，可检测到的隐

性位输入阈值应通过图5的电路测量。其中I的值是指可以产生

使节点在隐性状态下检测到隐性位的最大差分输入电压的电流

值。电压源U的电压为：

V=V CAN_H 在隐性状态下最小的共模电压；

V＝V CAN_H 在隐性状态下最大的共模电压最大值-V diff 

在隐性状态下的最大值。

测试方法：

ZLG致远电子自主研发的CAN一致性测试系统输入电压限

值测试配置图如图5所示：

对 于 合 格 的

DUT，应能正确

识 别 达 到 限 值 的

总线隐性/显性状

态 。 通 过 把 总 线

电 平 （ U 3 ） 调

整 到 隐 性 上 限 值

(0.5V)，分别通过

U2将CANH对地

电压拉高至6.5V和拉低至-2V情况下测试，通过CANScope分

析DUT能否正常发送报文可判断DUT在相应的隐性限值条件下

能否正常识别。

测试步骤：

如系统配置图连接状态，DUT和CANScope正常通信，并

确保总线空闲；

断开电压源U2（共模电压调节电源），调节电压源U3（差

分电压调节电源），使空闲时刻Vdiff为0.5V；

接入电压源U2并分别在输出电压为6.5V和-2V情况下测

试；

CANScope侦测DUT是否发送了错误报文(持续监控

1min)，若无，则测试通过。

2、显性通信电压阈值测试
测试原理：

一个CAN节点检测到显性位输入阈值的测量方法见图7，

此节点应该循环发送数据。其中I的值是指可以产生使节点在隐

性状态下检测到显性位的最小差分输入电压的电流值。电压源U

的电压为：

V=V CAN_L 在显性状态下最小的共模电压；

V＝V CAN_L 在显性状态下最大的共模电压最大值-V diff 

在显性状态下的最大值。

测试方法：

ZLG致远电子自主研发的CAN一致性测试系统输入电压限

光伏发电双向电表的应用
适合分布式光伏新能源供电系统电能计量

如何快速测试万用表保险丝的好坏？

市电异常的模拟与测试

隐性及显性通信电压阈值的测试为什么重要？

图6 输入电压限值测试系统配置图

图5 输入电压限值测试系统配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