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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南京天正明日自动化有限公司是由上海天正明日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和自然人共同投资兴建的一

家国内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 3000万元，其中上海天正明日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控股 90%。 

上海天正明日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由天正集团与保护与控制领域的资深专家共同投资组建，资产

规模七千多万。经营团队核心为上市公司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公司的首任总经理程传玲先生，团队主要

成员均为电力自动化行业的高级研发人员，其中包括一名留美博士后、一名留美硕士在内的多名博士硕

士，公司同时拥有一支富有电力自动化系统工程经验的精英队伍。 

上海天正明日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研制的12000余台新一代信息化微机保护与400余套综合自动化

系统服务于输变电网，其中 110kV 综合自动化系统的优异表现获得电力用户的广泛好评。 

公司愿景目标：成为社会尊重、用户信赖、领导自动化发展潮流的国际知名企业。 

公司使命：公司是致力于自动化产品的供应商，我们为客户提供可靠、稳定的产品和全方位的专

业服务，努力成为一家可持续发展、不断创造价值的上市公司，并成为行业内的领导者。 

企业精神：乐观、诚信、团结、高效 

南京天正明日公司主要面向电网、电厂及工矿企业用户，提供高压微机保护、综合自动化、过

程自动化、故障录波测距装置、故障信息处理系统、网络记录分析装置等新一代的信息化自动化解

决方案。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以下 DR-89、本装置均表示同样含义）采用嵌入式的设计，装置运行可

靠、稳定，完全支持 IEC61850 数字化变电站的应用，是集常规录波器、数字化录波器为一体的装置。 

本装置在华东多位专家的精心设计、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受到多位专家的一致好评。 

 
 
 
 
 
 
 
   
注：关于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的所有技术和使用说明书的版权归南京天正明日自动化有限公司

所有，南京天正明日自动化有限公司保留对所有资料的修改和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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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应用范围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是采用先进的浮点 DSP，结合高性能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linux 而设计

的，适应电力系统发展需求的嵌入式电力故障录波分析装置。 

本装置包括以下四个系列： 

DR-89A 线路主变故障录波测距装置 

DR-89B 发变组故障录波装置 

DR-89C 便携式故障录波测距装置 

DR-89D 数字化故障录波测距装置 

 

 

 

 

 

1.2 技术特点 

1. 嵌入式设计，集中处理、支持大接入量： 

 常规模拟信号及硬接点采集插件（板卡）采用 DSP 架构。毎板卡可采集 16 路模拟量/32 路开

关量或 8 路高频/直流。多个采集板卡可以处理大量的接入信号，用户可根据现场情况选择不

同的采集插件。 

2. 无 Windows 操作系统： 

整装置均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任何部件均无 Windows 操作系统。为了满足部分客户的使用习

惯，后台在线波形分析单元使用 Windows 系统。 

3. 高精度时钟及采样同步： 

 相位一致性误差<0.02°；守时精度（无 GPS）120 小时误差<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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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记录： 

 暂态数据记录 稳态数据记录 

项目 指标 指标 

采样速率 1.6KHz~12.8KHz 范围内用户可设

定 

1.6KHz~12.8KHz 范围内用户可设定 

ABCD 段 可由用户设定是否采用 ABCD 方式  

录波方式 满足启动判据时生成 不间断录波 

数据格式 原始格式（含参数） 

COMTRADE 91 

COMTRADE 99 

故障通道录波文件（简化录波文件） 

原始格式（含参数） 

对用户检索的录波数据段自动转换成

COMTRADE 91 或 COMTRADE 99 

存储介质 电子盘（可选）+硬盘 电子盘（可选）+硬盘 

存储位置 录波单元 录波单元 

空间分配 电子盘【4G】分区：1G； 

硬盘分区：40G 

电子盘【4G】分区：2G； 

硬盘分区：100G 

存储时间 /文件个

数 

>200 次暂态录波文件 

>8000 次暂态录波文件 

>5 小时（12.8KHz 采样） 

>7 天（12.8KHz 采样） 

存储方式 当存储区域达到>80%时，最新故障

文件自动覆盖最旧的故障文件 

当存储区域达到>80%时，最新稳态数

据自动覆盖最旧的稳态数据 

故障前时长 可由用户设定（20~1000ms）；缺省

100ms 

 

故障时长 ◎用户选择定长录波： 

   可由用户设定（200ms~30s） 

◎用户选择不定长录波： 

   可由用户设定（200ms~10s）最

小录波长度，实际长度根据故障

动作情况 

 

故障简报 故障时根据用户模板生成故障简报

文件。模板项目可根据用户需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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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缺省模板内容包括： 

故障元件、动作时间、故障相别、

测距值、跳闸相别、故障时最大电

流、电压、SOE 等。 

上送方式 主动上送 24 小时连续不间断上送扰动简报 

查询方式 可根据动作线路、时间段、故障类

型、故障相别查询 

可根据线路+时间+检索时长 

线路+时间+检索时长+扰动类型查询 

数据导出方式 USB 插入智能识别；自动列出最近

20 个故障记录（最新在最前面），用

户可以在列表中选择导出及选择导

出格式。 

查询（线路+时间段+检索时长）数据

后，选择导出，并可以由用户选择文

件格式。 

数据管理 独立的数据管理进程根据用户设定

的存储策略管理数据 

独立的数据管理进程根据用户设定的

存储策略管理数据 

其他存储介质 可以在其他（以太网）存储介质，

如网络存储器，可以配置为主备存

储或镜像存储。 

可以在其他（以太网）存储介质，如

网络存储器，可以配置为主备存储或

镜像存储。 

5. 稳态录波与暂态录波的独立性或双重化配置： 

稳态录波与暂态录波互不干扰，且可以互为“备用”，即： 

 当暂态录波元件出现故障时，不影响稳态数据的录波功能；而当稳态数据元件发生异常时也不

会影响暂态录功能，录波单元采用了同一个数据采集，而相互独立的暂态、稳态处理元件。 

 可通过简单的配置，使稳态、暂态数据均上送到离线和在线处理单元，实现双重化配置。 

6. 板卡支持热插拔，维护更加方便： 

在背板上每个插入的板卡附近采用了开关方式，当更换某块板卡时，不需要把整台录波器

断电，而只需要关闭相应板卡的开关即可以更换板卡，这种方式比目前所谓“热插拔”的方式

（如长短针的方式）更加可靠。 

7. 录波数据分析的独立性，方便数据导出、回放： 

在原始格式中包含了参数设置信息，用户仅需导出录波文件即可进行分析，无需考虑参数

配置等。 

8. 采用 IEC61970 301 CIM 规范建立一二次设备模型及录波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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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网内唯一命名：录波器、录波器单元、板卡均采用电网唯一命名 URI。在出厂时已经设定。 

 建立一二次设备模型结构：对变电站中接入录波器的模拟量、开关量、数字化量以及关联关系

采用 SCD 文本文件完整的描述，并提供模型建立工具。在模型建立时，输入每个一次元件的

属性（如线路参数等）。 

9. 支持 IEC61850 等多种规约与后台的通讯： 

 每个录波单元均提供 4 个独立 MAC 地址的高速以太网口，可以独立与各种后台进行通讯或组

成 A、B 网进行通讯。 

 集中处理单元提供 6 格独立 MAC 地址的高速以太网口，可用于与各类后台通讯。 

 与后台通讯的模块化设计，开发了统一访问录波数据的接口，可以方便地实现与多种规约的后

台通讯，目前已经实现 IEC61850、华北 103、华东 103、南网 103 和 103 通讯。 

10. 功能强大的离线管理： 

离线管理软件提供了自动组网、手工组网功能，快捷方便的查询；信息全面的故障简报；

分析模块提供了诸如波形分析、阻抗特性分析、向量、序量、谐波等分析功能；以及诸多方便

分析的功能如保存模板、视图、区域截图、波形标注等功能。 

1.3 装置遵循标准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符合以下主要标准： 

DL/T553-94   220~500kV 电力系统故障动态记录技术准则 

DL/T663-1993  220~500kV 电力系统故障动态记录装置检测要求 

DL/T 873-2004  微机型发电机变压器组动态记录装置技术条件 

ＧＢ／Ｔ 2423.1      电工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Ａ：低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 2423.2      电工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Ｂ：高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 2423.3      电工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Ｃａ：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ＧＢ／Ｔ 2887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ＧＢ／Ｔ 7261       继电器及装置基本试验方法 

  ＧＢ／Ｔ 14598.9      电气继电器  第２２-3 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   

辐射电磁场骚扰试验 

ＧＢ／Ｔ 14598.10    电气继电器   第２２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 第４

篇：快速瞬变干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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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 14598.13      电气继电器   第２２-1 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     

１ＭＨｚ脉冲群干扰试验 

  ＧＢ／Ｔ 14598.14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   第２部分：静电放电试验 

GB/T14598.18-2007 电气继电器  第 22-5 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  浪涌干

扰试验 

GB/T14598.17-2005 电气继电器  第 22-6 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  射频传

导干扰试验 

GB/T14598.19-2007  电气继电器  第 22-7 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工频抗

扰度试验 

GB/T14598.16-2002  电气继电器  第 25 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磁发射试验 

ＤＬ／Ｔ 667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５部分：传输规约   第 103 篇：继电器保护 设备信

息接口配套标准  

ＤＬ／Ｔ 860．81    变电站通讯网络和系统 第 8-1 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映射到

MMS（ISO／IEC9506 第二部分）和 ISO／IEC8802-3         

ＤＬ／Ｔ 860．92    变电站通讯网络和系统 第 9-2 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通过 ISO

／IEC8802-3 传输采样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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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指标 

2.1 输入信号 

 
图 2.1-1 信号输入 

1) 数字化输入： 

 IEC61850 9-2 SMV 报文；  

 IEC61850 9-1 SMV 报文； 

 IEC60044-8  SMV 报文； 

2) 接入 GOOSE/MMS 网事件量： 

 IEC61850 GOOSE 报文。 

 IEC61850 MMS 报文 

2) 模拟信号及硬接点开入量输入： 

 每输入板卡可接入 16 路模拟量及 32 路开入量（可根据用户需求选择其他板卡）。 

 每台录波单元可插入 7 块采集板卡。 

3) 交流额定电压(PT 二次侧电压侧)：57.7V，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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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流额定电流(CT 二次侧电流)：1A 或 5A，50Hz； 

5) 模拟量线性工作范围： 

 交流电压回路：0.05V~240V(相电压回路)。  

 交流电流回路：0.01In~36In(In 电流额定值)。 

 直流电压回路：0.05V~1000V；耐压可根据用户要求设计。 

 直流电流回路：0.01mA~20mA； 

6) 高频信号：  

 输入频率：   0～5KHz 

 输入范围：   0～10V  

 可接入油温、压力等非电量信号。  

7) 过载能力： 

 交流电压回路：3 倍额定电压，连续工作； 

 交流电流回路：2 倍额定电流，连续工作；20 倍额定电流工作 10s，40 倍额定电流工作 1s。 

8) 开关量输入信号： 

 可支持空接点或 DC24、DC110V、DC220V 接点的接入。 

9) 支持 IEC61850 等多种规约与后台的通讯： 

 每个录波单元均提供 4 个独立 MAC 地址的高速以太网口。 

 均可用于与各类后台通讯。 

10) 采用 IEC61970 301 CIM 规范建立一二次设备模型及录波器配置。 

11) 供电电源间歇性断电<240ms，不影响装置运行。 

12) 启动录波后，突然断电，可完整保存启动时刻至断电时刻的录波数据。 

2.2 采样指标 

(1) 采样速率 1.6~12.8 kHz 可调； 

(2) 最大谐波分辨率 99 次； 

(3) 开关事件分辨率 0.1ms； 

(4) 25℃时，额定值下的电流、电压波形采样精度优于±0.05％； 

(5) 25℃时，额定值下的各路电压、电流之间的有效值测量相对误差小于±0.05％； 

(6)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测量误差不超过±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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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装置的各路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相互之间的相位测量误差≤0.03°； 

(8) 温度从-20℃至 60℃的变化引起的误差不超过满刻度的±1.0%； 

(9) 采用自适应技术调整零漂。 

(10)金属性短路的测距精度优于 2%； 

2.3 时钟及同步精度 

1) 具有三种对时方式：TTL 对时，软件串口对时，IRIG-B 码对时； 

2) 同步时钟精度≤2µs；IRIG-B 及脉冲方式≤-1µs； 

3) 装置自守时精度 120h 误差≤±1s； 

2.4 启动精度 

 定值条目 整定范围 整定精度 

1 相电压突变量启动 0.03—0.2Un 不大于± 0.5 % 

2 零序电压突变量启动 0.03—0.2 Un 不大于± 0.5 % 

3 正序电压越限启动 1.05—1.3 Un 不大于± 0.2% 

4 负序电压越限启动 0.02—0.2Un 不大于± 0.2 % 

5 零序电压越限启动 0.02—0.2Un 不大于± 0.2 %  

6 频率越限启动 50.2—52 Hz 不大于± 0.001 Hz 

7 频率变化率启动 0.01—1Hz/s 不大于± 0.005 Hz/s 

8 1.5s 内电流变差 10％启

动 
0.05—0.3In 不大于± 1%  

11 相电流突变量启动 0.02—0.3In 不大于± 0.8%  

12 相电流越限启动 0.5—1.3In 不大于± 0.2 %  

13 零序电流突变量启动 0.02—0.3In 不大于± 0.5 %  

14 零序电流越限启动 0.05—0.3In 不大于±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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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负序电流越限启动 0.05—0.3 In 不大于± 0.8 %  

 

2.5 启动定值 

定值整定及推荐值如下： 

名称  单位 出厂推荐值 备注 

相电压突变量启动 V 8%Un  

相电压高越限启动 V 110%Un  

相电压低越限启动 V 90%Un  

零序电压突变量启动 V 8%(3U0n)  

零序电压高越限启动 V 10%3U0n  

电压正序高越限启动 V 110%Un  

电压正序低越限启动 V 90%Un  

电压负序越限启动 V 8%Un  

相电流突变量启动 A 8%In  

相电流高越限启动 A 110%In  

相电流 1.5秒内电流变差启动 A 20％  

零序电流突变启动 A 8%In  

零序电流高越限启动 A 10%In  

零序电流 1.5秒内电流变差启动 ％ 20％  

电流负序越限启动 A 10%In  

直流突变量启动 V 20%Udn  

直流高越限启动 V 120%Udn  

直流低越限启动 V 80%U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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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频率高越限启动 50.5Hz 50.5Hz  

电压频率低越限启动 49.5Hz 49.5Hz  

开关量  判启动  

 

2.6 录波数据记录方式 

1）稳态连续录波方式： 

 采样频率可设，最高采样率为 12.8kHz。 

 全部为瞬时采样值。 

 标记扰动，生成 24 小时扰动简报，并主动上送后台。 

2）暂态数据记录： 

 采样频率可设，最高采样率为 12.8kHz。 

 可设定支持 ABCD 段或 ABCD 段为统一采样速率。 

 可设定为定长录波，设定故障前及故障后记录长度。 

 可设定为不定长录波，设定故障前及故障后最小记录长度。 

 满足启动条件启动并记录数据，生成故障简报。 

2.7 录波单元 

录波单元配备 160G 硬盘，可配置大容量 SSD 固态硬盘作为存储介质；主 CPU 板具有 4 个独立 MAC

一台网口；录波单元可直接与 4 个后台通讯。 

2.8 分布式存储 

1) 录波单元： 

 电子盘存储本单元的暂态及稳态数据。 

 硬盘存储本单元的（备份）暂态及稳态数据。 

2）其他存储介质： 

    可根据用户需要，直接支持网络存储器、磁带机或增加镜像硬盘作为数据存储。还可以通过网络把

数据上送给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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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数整定方式 

(1) 在线修改：录波器在线运行时，可直接修改运行定值及参数； 

(2) 远传修改：上级管理部门可通过远传修改； 

(3) 提供专用工具，建立一次设备模型、录波器配置、配线、整定定值。 

2.10 抗电磁干扰能力 

1) 能承受 GB/T14598.13 中３和４规定的衰减振荡波形干扰，振荡频率选１ＭＨｚ和 100ｋＨｚ。 

2) 能承受 GB/T14598.10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IV 级的快速瞬变干扰； 

3) 能承受 GB/T14598.14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IV 级的静电放电干扰。 

4) 能承受 GB/T14598.13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IV 级的脉冲群干扰； 

5) 能承受 GB/T 14598.9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III 级的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6) 能承受 GB/T 14598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III 级的浪涌干扰； 

7) 符合 GB/T 14598.16-2002 中 4.1 规定的传导发射限值和 4.2 规定的辐射发射限值； 

8) 能承受 GB/T 14598.17 中规定严酷等级为 III 级的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的抗扰度试验。 

9) 能承受 GB/T 14598.19 中规定严酷等级为 A 级的工频抗扰度试验。 

2.11 通讯 

支持标准 TCP/IP 协议和 IEC61850 规约、标准 103、南网 103、华北 103、华东 103、浙江 103 等。 

2.12 供电电源 

1) 交流电源： 

    额定电压：单相 220V，允许偏差-20%~+15%，频率 50Hz，允许偏差±3Hz； 

2) 直流电源： 

额定电压：220V、110V，允许偏差-20%~+15%，纹波系数：≤5%； 

2.13 外形尺寸及颜色 

1) 外形尺寸(高×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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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mm×800mm×600mm 

2260mm×800mm×800mm 

2260mm×800mm×550mm 

2360mm×800mm×600mm 

2360mm×800mm×550mm 

2) 颜色：按用户要求定制。 

3 工作原理 

3.1 总体结构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主要由录波单元、无源变换器单元和在线分析装置组成，录波单元由一块

32 位嵌入式 CPU 板和采集插件构成，32 位嵌入式 CPU 上运行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Linux，录波单元与

在线分析装置之间由以太网联接。 

   采集插件板完成数据采集、启动判别、录波数据传输等功能，它将故障数据存储在 CPU 板的电子盘

及硬盘中，CPU 板的电子盘为录波数据的第一级存储，当电子盘空间使用达 80%时，单片机自动将数

据导入硬盘，同时通过高速以太网以点对点方式将故障数据传送到集中管理单元。 

3.1.1 装置面板布置 

下图是装置的正面面板布置图。 

 

装置的正面面板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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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面板示意图 
 
指示灯说明  

电源 装置供电指示灯 

运行 装置正常为闪烁状态 
录波 录波指示灯，装置录波时会亮红灯 
告警 装置异常指示灯，装置出错亮红灯 
同步 多装置信号同步灯，同步信号正常亮绿灯 

 

按钮说明  

复归 除告警灯外，复位其余指示灯 

试验 手动录波按钮  
辅助 辅助按钮，只有和复归按钮同时按下才会生效 
复位 复位面板告警灯 

 

装置背面示意图 

 

3.1.2 组屏方式  

    在组屏时，录波单元、无源变换器单元和在线分析装置是必配组件。 

    如图 3.1.3.1 所示为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的组屏图， 装置的所有组成部分安装在一个标准机柜

内，机柜为全封闭结构，在机柜前面设有密封玻璃门。装置的进出线由柜底进出，柜内两侧端子排接模

拟量、开关量、告警信号、对时信号及电源输入等，详见屏后端子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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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组屏示意图 

3.2 装置硬件原理  

3.2.1 信号采集插件 

采用高性能单、低功耗、低成本的单 DSP 芯片设计方案，避免了传统 DSP+ARM 架构之间互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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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LAN LAN LAN 

模拟量信号 

开关量信号 

16bit 浮点

DSP 

PT/CT AD 

FPGA 

LAN 

据的通讯瓶颈。这颗主频为 400M 的 DSP 芯片集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任务调度、网络通讯于一体，

省去了多芯片之间传输带来的额外开销，也降低了数据传输中错误的概率。每块采集板插可以接入 16

路模拟量/32 路开关量或 8 路高频信号并完成信号的采集、启动计算、启动判断及数据传输。 

其结构框图如下： 

 

 

 

 

IEC60044-8 

IEC61850 9-1 

IEC61850 9-2 

GOOSE/MMS 

 

信号采集示意图 

3.2.2 录波单元 

录波单元由多块采集插件和 CPU 板以及大容量硬盘组成，采集插件完成信号的收集处理后将数据

打包传输给 CPU 板。 

录波单元中 CPU 板运行高可靠性的实时操作系统 Linux，实现故障录波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对外通

讯等功能，其结构框图如下： 

 

 

 

 
 

 

 

图 3.2.2-1  录波单元信号采集示意图 

采集插件 

采集插件 

采集插件 

采集插件 

交
换
机 

CPU（linux） 硬盘 

电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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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数据存储 

    本装置采用分布式存储机制，真正实现分布式设计，数据安全可靠。 

1) 录波单元： 

 电子盘存储本单元的暂态及稳态数据。 

 硬盘存储本单元的（备份）暂态及稳态数据。 

2）其他存储介质： 

       可根据用户需要，直接支持网络存储器、磁带机或增加镜像硬盘作为数据存储。 

3.3 装置软件原理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的软件系统包括三个完全独立的子系统，即录波单元中的 DSP 软件系统、

嵌入式软件系统和录波管理机软件系统。 

3.3.1  DSP 程序设计 

 DSP 中断服务过程主要实现数据采集和实时故障判据算法、录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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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设计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主要功能有：暂态、稳态录波功能、实时监测功能、离线分析功能、通信

功能、实验功能等；同时具有混合采集以及可视化分析融合功能，实现了传统录波与数字化录波的有机

结合。 

4.1 暂态及稳态录波功能 

1）稳态连续录波方式： 

 采样频率可设，最高采样率为 12.8kHz。 

 全部为瞬时采样值。 

 标记扰动，生成 24 小时扰动简报，并主动上送后台。 

2）暂态数据记录： 

 采样频率可设，最高采样率为 12.8kHz。 

 可设定支持 ABCD 段或 ABCD 段为统一采样速率。 

 可设定为定长录波，设定故障前及故障后记录长度。 

 可设定为不定长录波，设定故障前及故障后最小记录长度。 

 满足启动条件启动并记录数据，生成故障简报。 

4.2 启动量 

1) 电压突变启动 

2) 零序电压突变启动 

3) 电压越低限启动 

4) 电压越高限启动 

5) 负序电压越限启动 

6) 零序电压越限启动 

7) 电流突变启动 

8) 电流越限启动 

9) 负序电流越限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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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零序电流越限启动 

11)  3 次谐波电压启动 

12)  5 次谐波电压启动 

13)  7 次谐波电压启动 

14) 频率变化越低限启动 

15) 频率变化越高限启动 

16) 直流越限启动 

17) 差流越限启动 

18) 频率变化率越限启动 

19) 1.5s 内电流变差 10%启动 

20) 开关量变位启动 

21) 手动录波启动 

22) 远控录波启动 

4.3 在线分析实时监测 

在线实时监测主要用于录波装置或站内工作站中，它提供了波形、向量、谐波、通讯状况、系统资

源等实时监视功能；同时也提供了、波形分析、打印管理、数据检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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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通道显示设置 

 

点击“通道显示设置”按钮，在通道选择对话框中选择所要监视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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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按照模型通道来选择监视通道，也可以根据录波单元选择监视通道。 

“ ”删除所有已选通道。“ ”删除单个通道。“ ”添加单个通道。 

4.3.2 波形监视设置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设置”。通过波形监视对话框可以设置波形通道的刷新速度。 

 



 DR-89故障录波测距装置 
 

25 
  

天正明日 

4.3.3 工具标签栏 

1.最新故障文件/简报 
显示最新的故障简报，用户可以点击后面的“ ”来查看波形信息。 

 
 
2.事件记录 

显示装置的运行信息，包括录波单元的联机信息。 

 
 
3.连接记录文件 

显示录波单元正在访问的文件信息。 

 
 
4.系统信息 

显示集中管理单元和录波单元的资源占用情况，包括 CPU 的使用率、内存占用率、硬盘空间使用

率和网络流量等情况。 

 
 
5.历史数据检索 

用户可以通过时间检索录波单元或集中管理上的录波文件。 

 
 
6.录波文件 

用户可以通过此工具来查看录波单元和集中管理上的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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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常用功能按钮 

1.打印最新报告 
显示最近 100 条故障简报，选中后点击“打印”即可。 

 
 
2.查看最新简报 

显示最近 100 条故障简报，选中后点击“分析”即可打开波形分析软件加载该波形。状态栏显示“√”

表示该条简报已查看过。 

 
 
3.导出最新波形 

导出选中的故障波形。 

 
 
4.最近装置告警 

显示最近 100 条装置告警信息。 
 

5.最近录波列表 
显示最近 100 条录波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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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手动录波启动 

触发一次遥控录波。 

4.3.5 波形监测 

可实时监测接入装置的交流电压、电流，直流电压、电流波形及开关量状态，及交流电压、电流

基波有效值及相角。 

1.波形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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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量图实时监测 

 

 

3.序量实时监测 

   可任选三相电压或三相电流，实时显示正序、负序、零序有效值和相角。 

 

4.谐波实时监测 

   检测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实时显示 31 次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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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完备的通讯功能 

◆  提供 TTL、IRIG-B 码对时通信口 

◆  提供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  支持 TCP/IP 协议，支持 IEC61850 规约； 

◆  故障时故障录波数据和故障报告自动上报或远传； 

◆  远方整定定值和系统参数配置； 

◆  远方启动录波； 

5 安装调试 

装置内部的连线在出厂前已全部连好，除运输过程中有损坏外，不需要安装人员再次进行内部连

线。安装时，按照图纸进行外部接线，一般情况下装置可正常工作。 

 

5.1 装置的端子布置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的端子排一般分为左右两列，其具体的布置可以用户的要求进行排列。

端子排的布置一般有一下几点要求： 

1、端子排可以分成装置供电段、电流量输入段、电压量输入段、直流量输入端、高频、量输入段、

装置信号段、开关量段； 

2、每段有自己的段名。段名是根据用户提供的资料进行设计的，一般由汉字、数字和字母组成。 

5.2 装置安装及调试(常规装置) 

DR-89 型按照装置常规装置选用模拟量插件，采集电压、电流及开关量信息。 

5.2.1 通道修正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提供有快捷方便的模拟量通道精度修正手段，可以迅速修正模拟量采样

通道硬器件引入的系统误差。 

下面详细介绍通道修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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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修正通道零漂 

步骤如下： 

1） 零漂修正时将要修正的电压通道的接线端子短路，将需要修正零漂的电流通道的接线端子开

路。 

2） 在线分析装置上选择点击『幅值修正』按钮 

 

3） 幅值校正界面 

 

4） 点击『计算零漂』按钮，程序自动计算目前采集插件的通道零漂。 

5） 点击『覆盖零漂』按钮，会将新计算出来的零漂填入当前参数中。 

6） 点击『平均到零漂』按钮，会计算多次零漂并填入当前参数中。 

7） 点击『保存到配置文件』按钮，完成零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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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修正通道系数 

步骤如下： 

1） 将需要修正通道系数的通道接入相应的标准信号，一般可使用各通道的额定值，如交流电压通

道可接入 57.7V 的电压信号，交流电流通道可接入 2A 或 5A 的电流信号。 

2） 在线分析装置上选择点击『幅值修正』按钮 

3） 幅值校正界面 

 

4） 点击『计算系数』按钮，程序自动计算目前采集插件的通道系数。 

5） 点击『覆盖系数』按钮，会将新计算出来的系数填入当前参数中。 

6） 点击『平均到系数』按钮，会计算多次系数并填入当前参数中。 

7） 点击『保存到配置文件』按钮，完成系数修正。 

5.2.4 调试资料准备 

◆DR-89 故障录波测距装置操作说明书； 

◆装置组屏设计图纸； 

◆设计院有关该装置与其它外部回路连接的设计图册； 

◆上级部门下达的该装置的定值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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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试验仪器准备 

◆微机型继电保护试验仪(用于测试模拟量插件)。 

◆0.5 级电压表、0.5 级电流表和相位表，以便对交流量中的幅值和相位进行校核。 

◆万用表和常用工具。 

5.2.6 开箱检查 

   对照装置的装箱清单，检查装置、附件和备件是否齐全。 

5.2.7 安装打印机 

   按照打印机说明书，将随机打印机安放在打印机机架上，并接好电源线和打印电缆，同时装上打印

纸。 

5.2.8 试验通电检查 

1. 通电前检查 

1) 检查装置的型号及各电量参数是否与订货一致，尤其应注意直流电源的电压等级、电源正负极

及 CT 的额定值与现场是否匹配； 

2) 检查接线和端子  装置经过长途运输后，接线、接插件、端子螺钉可能会松动或受到损坏，因

此要检查装置的接线、接插件和端子螺钉是否正常； 

3) 检查 PT 二次回路不短路，CT 二次回路不开路； 

4) 检查输入回路的信号地与机壳地之间是否开路。 

2. 整机通电检查 

先合上交流电源开关，再合上直流电源开关，此时运行指示灯会亮，显示器会显示各种自检信息。

如果装置自检发现不正常，则会给出错误提示。 

以上检查如发现有故障，请按有关图纸修复，如不能修复，终止调试，与厂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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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录波器管理工具 

双击 图标，即可打开录波器管理工具的主界面如图 6.1。 

 

图 6.1 

6.1 菜单栏 

6.1.1 管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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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通讯 

 

 将本地定值文件或 IEC61850 配置文件上传到集中管理单元。 

 
从集中管理单元将定值文件或 IEC61850 配置文件下载到本地。 

 更改用户 

6.1.3 视图 

 

 

工具条 工具栏 是否在主界面显示工具栏 

运行模块 是否在主界面显示运行模块 

标题栏 是否在主界面显示标题栏 

自定义 用户可以自己定义菜单栏和标题栏 

 
保存文件 

 
另存文件 

 
打开配线界面 

 
单元配置管理界面。 

 用户预览定值，打印定值菜单 

 用户权限管理界面 

 
退出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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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样式 Office 2000 主界面按照 Office 2000 风格显示 

Office XP  主界面按照 Office XP 风格显示 

Office 2003 主界面按照 Office 2003 风格显示 

VisualStudio.NET 2005 主界面按照 Visual Studio.NET 2005 风格显示 

Windows XP 主界面按照 Office XP 风格显示 

6.1.4 帮助 

 

显示程序版本，程序版权，程序形成时间。 

 

6.2 工具栏 

用户可以通过工具栏按钮快捷的进入功能界面。 

 

 保存文件。 

 
另存为。 

 配线管理。 

 单元配置文件管理界面 

 上传文件。 

 下载文件。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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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预览。 

 关于。 

 

6.3 功能介绍 

6.3.1 配线管理 

配线管理主要目的就是使线路与录波单元的采集板关联。通过菜单“管理内容”->“配线”或者点

击工具栏“ ”图标。首先出现提示“您确定要下载定值文件吗？”，“是”下载单元定值文件并打开，

“否”打开本地定值文件，如图。 

 

打开后操作界面如图 

 

 

通道配置区 录波器实际所配置的模拟通道类型和数量以及开关量的数量。 

一次模型区 显示的是一次线路实际的交直流互感量以及开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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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通道配置区 

1． 录波器通道配置节点 

 

 

配线检测 检查一次模型区的互感量和开关量是否都已经和配置区的通道

关联。 

编辑全局变量 配置录波器的通讯、采样参数。 

重新编号 重新生成编号 

设置默认变比系数 设置 PT，CT的默认变比系数 

恢复默认变比系数 将所有的变比系数恢复成默认的变比系数 

切换采样值 切换一次，二次值 

整定单变比 设置整定单配置参数 

 

2． 录波器节点 

 
 

添加录波单元 添加一个单元。 

编辑站点 配置录波器的名称、URI、链路地址 。 

 

编辑站点的对话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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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名称 电站名称。 

站点 URI 变电站唯一编号。 

机器名称 机器命名。 

机器 URI 站内录波设备唯一编号。 

地区名称 所属地区 

链路地址 设备链路地址 

设备名称 设备命名 

 

 

3． 录波单元节点 

 

添加采集板 添加采集板。 

添加 60044-8采集板 添加 60044-8采集板 

修改定值 修改通道定值 

编辑录波单元 设置录波单元的内部和外部通信参数。 

删除录波单元 删除该单元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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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默认变比系数 将本单元恢复默认变比系数 

 
如图编辑录波单元对话框 

 
图编辑录波单元 

 

单元 ID 单元设备的唯一编号。 

单元名称 用户自己设置。 

单元 URI 默认为空，预留功能，暂时未用到。 

单元 IP 与集中管理单元通信时的 IP地址。 

单元私有 IP 与采样板通信时的 IP地址。 

是否常态录波  

 

4． 采集板节点 

 

 

编辑采集板 设置采集板信息和采集板所属通道类型以及数量 

删除采集板 删除采集板节点。 

 

编辑采集板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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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编辑采集板 

“板卡类型选择”默认有 7 种方式。“AU”代表交流电压、“AI”代表交流电流、“DU”代表直流电

压、“DI”代表直流电流、“S”代表开关量。默认方式若不满足用户需求，用户可直接修改编辑框。 

 

5． 通道节点 

除了可以通过编辑采集板选择板卡类型来自动添加通道外，还可以手动添加通道。选择“交流电压

通道”右击在弹出的下来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通道。“添加所有量”是指一次添加 4个通道。“删除交流电

压模拟量”是指删除所有通道。 

 

选中一个具体通道右击，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编辑”，可修改具体通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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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通道设置对话框如图 

 
通道设置 

 

线路 URI 通道配置区与一次模型区线路互感量关联时会自动将线路的 URI

填入此项。 

通道名称 通道配置区与一次模型区线路互感量关联时会自动将线路的通

道名称填入此项。 

通道 URI 通道配置区与一次模型区线路互感量关联时会自动生成。 

采样通道号 60044-8协议中对应的通道数据 

6.3.1.2 一次模型区 

1． 一次设备模型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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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击“一次设备模型”选择新建一次设备类型。 

 

2． 线路节点 

选中“交流线路 1”右击，即可弹出菜单选项。 

 

修改定值 设置录波器定值。 

编辑 设置详细线路信息包括一二次额定值、线路长度等。 

删除 删除线路节点。 

交直流互感，开关量 添加交直流互感量和开关量节点。 

修改定值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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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3.2.1 

模拟量通道定值： 

 
这三个下拉框依次为线路，类型，通道。 

录波单元 列出整个设备内的所有单元。 

采集板卡 列出所选单元下所有的采集板卡。 

通道 显示所选板卡下所有的通道。 

 

选择应用模板 把一次模型中的所有线路的 PT量和 CT量按照模版整定。 

屏蔽所有定值 使线路列表中的所有复选框置为无效状态。 

启用所有定值 使线路列表中的所有复选框置为有效状态。 

保存定值 保存文件。 

预览定值整定单 预览一次设备模型中的所有线路的定值。 

 
 使线路列表中的设置应用到通道列表。 

 线路列表中具有相同互感器类型的线路值都发生改变。 

 使选定行的复选框变为       状态。 

 使选定行的复选框变为       状态。 

开关量通道： 

开关量的状态只有“ ”和“ ”两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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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量启动： 

 
 

 选项生效。 

 选项无效。 

 选项不存在。 

 
编辑交流线路对话框如图： 

 

图 6.3.3.2.2 编辑交流线路 

3． 互感量节点 

 
编辑 设置互感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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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互感量节点 

移动到其他线路 将互感量移动到其他线路 

 
编辑互感量如图 

 
 

名称 互感量名称。 

是否启用 1为启用、0为不启用。 

URI 互感量唯一命名 

一次电压（电流）额定值 一次额定值 

二次电压（电流）额定值 二次额定值 

电压等级 互感量电压等级 

 
 
 

6.3.3.3 一次设备模型与通道配置关联 

一次设备模型与通道配置建立完成。此时一次设备未与录波器的通道关联如图。 

 
 

在一次设备模型区中选中“交流电压互感（PT）”拖放到录波器通道配置区中的“交流电压通道”

上，即可完成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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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关联后的界面如图 

 
 

数据对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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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下载文件 

下载文件就是把定值文件下载到当前程序目录中 

 
当用户打开“配线”界面时，此时点击“下载文件”就可以把录波单元里的定值文件下载到当前程

序目录中。 

当用户打开“单元配置文件管理界面”时，此时点击“下载文件”就可以把录波单元里的单元配置

文件下载到当前程序目录中。 

除上面两种情况外，此时点击“下载文件”就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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