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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本书目的 

本维护手册介绍了兰吉尔 ZQ 高精度结算关口电能表的维护信息，更多关于

设备功能、安装、设置、使用和维护的全面说明请参照《兰吉尔 ZQ 高精度

结算关口电能表用户手册》。 

 

目标读者 

本维护手册是为了管理和使用该电表的工程师及技术人员而编写。 

 

售后服务 

如在使用本产品时遇到有关技术的问题和疑问，或有参加培训课程的需要，

请致电兰吉尔服务热线 400-880-0668，将有专人进行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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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 

  这章将解析本维护手册所提到的安全信息、责任和必须遵守的安全规定。 

1.1 安全信息 

根据 ISO 指南 37，每个危险警告都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 危险等级：危险/警告/注意。 

• 使用适当的符号的图示。 

• 危险的描述。 

• 说明如果未能避免危险可能造成的后果。 

• 必须采取什么措施，避免危险。 

使用以下标识，使读者注意阅读内容： 

 

 
危险 

 

 

用于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严

重的身体伤害或死亡。 

 
警告 

用于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较

轻的身体伤害或设备损坏。 

 
 

 
注意 

 

用于一般的细节和其它有用的信息，以简化工作。 

 
 

其他的危险等级，安全信息也会描述其类型和原因，以及其可能的后果和预

防措施。 

 
 

1.2 责任 

表计的所有者 — 通常是供电公司，应对操作电表的人员负责。 

 保护操作人员 

 防止设备损坏 

 培训操作人员 

 

兰吉尔表计有限公司可提供上述培训课程。如果需要，请与有关办事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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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1.3 安全规则 

下面的安全规则、任何一项在使用或操作时都必须遵守： 

上电时不要打开电表 

当电表连接好并上电时，电表内部有带电部分，故带电时请不要打开电表。 

打开电表外壳前一定要断开电压回路和所有辅助回路 

导线上存在危险电压 

在与电表相连接的导线上存在危险的电压。 

接触带电导线，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 

当连接或断开与电表相连的导线时，导线不得带电。工作期间相关回路的保

险丝必须取下并放到安全地方，防止其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恢复。 

互感器上存在危险电压 

当电流互感器的次级回路断开，而初级回路有电流时，就会产生危险电压。 

接触带电互感器，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产生的高压会损坏互感

器。 

在拆卸电表前，必须将电流互感器的次级回路短路。 

互感器未接地 

如果中高压系统中的电压互感器的次级没有接地，次级就可能会产生危险的

高压值。 

电压互感器的次级通常接地。如果电压互感器没有接地，在与电表接触时，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还会损坏电表，且无法修复。 

如果电压互感器没有接地，在操作电表时，必须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 

电气绝缘 

测量回路和辅助电路（辅助电源、费率控制输入、同步输入、传送接点、通

信接口）必须确保电气绝缘。 

 

电压回路必须装有保险丝 

安装电表时，所有电压回路（测量电压和所有辅助电路，例如：辅助电源和

费率控制电压等）必须安装最大 6安的延时保险丝。 

 

危险 

 

危险 

 

危险 

 

 

危险 

 

 

危险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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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时出现危险废物 

Z.Q 表包括一个 LCD（液晶显示器），还可能包括一个锂电池，它们均是危

险的废物。 

这些部件若处置不当，可能会污染地面或散发有毒气体，这样可能会损害环

境，造成人身伤害。 

必须由具有资质的人员根据当地的法律和/或法规处置这些部件。 

灰尘、水、不正确清洁和操作的危害 

根据 IEC 529 的规定， IP51 (f6) 和 IP52 (f9)电表的外壳结构应当能阻挡灰尘

和水进入。 

如果电表遭受到流动的水或高压装置的侵害，如冲洗等，电表可能会损坏。

可以用湿布清洁电表。 

更换电池 

换上了错误型号或额定电压的电池，可能会损坏电表。 

只允许把电池更换为额定电压为 6 伏并与原电池（型号：CR-P2）结构相同

的锂电池。 

如果电表与供电网长时间断开，备用功率会耗尽。当备用功率耗尽时更换电

池，可能会产生无效的时间/日期信息，但不会产生相应的错误信息。 

在更换电池前，请把电表与测量电压或辅助电源相连接。 

校验铅封 

在强制检验的国家，检验机构封上校验铅封，保证电表符合当地规定，测量

性能正常。 

损坏校验铅封，会导致官方验证无效。根据通用交付条款的规定，损坏校验

铅封，还会导致保修无效。 

 

 

警告 

 

警告 

 

警告 

 

注意 



ZH 03 939                       兰吉尔 Z.Q 高精度结算关口电能表维护手册 7/16       

产品概述    

2 产品概述 

2.1 应用范围 

ZxQ表是精度等级为 0.2S高精度电子关口表，专门为以下领域电量计量而设计： 

 

• 发电厂/发电公司 

• 输/配电用户 

• 大型工商业用户 

• 其他重要的结算关口 

 

2.2 ZxQ 电表特性 

 

优异的 0.2S 级测量特性 

 

▪ 继承了兰吉尔关口表长期稳定可靠以及高精度特点（目前全球超过 90000 只兰吉尔

0.2S 级关口表在运行） 

▪ 满足并优于 IEC62053-22标准的所有要求。 

▪ 从起动功率到最大负荷双方向电量精确测量 

▪ 可忽略功率因素小于 1 时对计量精度产生的影响 

▪ 无功测量精度达 0.5级 

 
 

特殊的关口计量功能 

 

• 测量运算系统比工商业用表快 5 倍，可保证精确测量负荷频繁交换的电量 

• 若计量点和计费点不在一起时，可进行损耗测量 

• 方便的校表功能 

• 可与现有的处理器通讯，便于现有设备改造和扩充 

• 辅助电源可保证在系统停止运行时保持通讯，而且可以减少 PT与电表间的压降 

 
 

通讯 

 

• 标准 IEC62056 （DLMS）通讯规约 

• 模块化的通讯单元，计量系统与通讯系统完全独立 

 
 

传输接点 

 

可不选配、或配 4 个/8 个传输接点，脉冲输出频率最高为 50 imps/s，可配置两个接点同

时输出同一个测量值。 

 
 

安装方式 

 

有壁挂式和机架式两种，机架式支持热插拔功能，可向下兼容旧版本的机架式关口表，

易于进行现有设备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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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护 

根据我们长期的电表制造经验，电子式电能表在寿命期内不需要维护。 

3.1 电表测试 

按照国家规定，需周期性地对电表进行精确度检查（通常每 8 年一次）。 

测试电表时，测量环境和测量点必须符合 IEC电表标准。 

按照有关 Cl.0.2S级的规定，使用测试设备。 

3.1.1 测量时间 

 计量点 测量时间 

三相 1%In cos = 1 90 秒 

2%In cos = 0.5 90 秒 

100%In cos = 1 10 秒 

单相 100%In cos = 0.5 40 秒 

3.1.2 光测试输出 

绿色光测试输出 LED 提供光脉冲，光脉冲频率取决于连接的负载和电表常数

R。脉冲的上升缘对于测试总是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接通电压和电流后，等待 1秒钟，开始测试。 

在连接标称负载 Pn的情况下，脉冲频率在 4 至 6 赫兹之间。 

3.1.3 测试传送接点 

测试传送接点与光测试输出一样，用于精度测试时输出脉冲。 

3.1.4 测试模式 

 

通过选择测试模式，选择输出什么测量值（有功、无功、I2、U2）到光测试

输出。 

在显示中，您可以看到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值。显示寄存器的分辨率可以

提高，以加快测试，这取决于参数设置。 

1.  
选择测试模式 

 

测试模式 

2.  
输入测试模式 

 

第一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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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3.  
选择所需的值 

 

值 x 

4.  重复第 3步，获取

所有要检查的输

入。 

  

5.  
返回服务菜单 

 

测试模式结束 

 

示例 

第一个值和值 x 只是例子。真正的值在参数设置中确定，并与运行显示相

同。损耗与光测试输出一起显示，如下表所示： 

模式 显示寄存器 LED2 输出 LED1 输出 

正常模式 某类寄存器 |R| |A| 

测试模式 NLA 寄存器 

( 每相的变压器损耗 NLA1 、

NLA2、NLA3；总变压器损耗 

NLA) 

I2  

 RCU=1Ω 

U2  

 RFE=1MΩ 

OLA 寄存器 

(每相线路损耗 OLA1、 OLA2、 

OLA3；总线路损耗 OLA) 

U2  

 RFE=1MΩ 

I2  

 RCU=1Ω 

无功电量寄存器 |A| |R| 

有功电量寄存器或本表格中未提

及的一种寄存器。 

|R| |A| 

3.1.5 无负载测试 

测试电压 Up为 1.15 Un，测试电流为 0.3 ×初始负载。 

1. 断开电流至少 10秒钟。 

2. 接通测试电压 Up和电流 0.3×初始负载。 

能流箭头必须消失。绿色光测试输出必须为常亮。 

3. 测试 5 分钟。在测试过程中，电表发出的脉冲不得多于 1个。检查电量

读数的测试模式是否变化。显示的最后一个数字的增加不能超过 1。 

 

当地的规定 

在一些国家，要求的测试时间比较长，必须超过 5 分钟。请遵守当地的规

定。 

 
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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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有功电量的初始负载 

在 cos = 1 点施加负载电流，即标称电流 ln（其它值可以在参数设置中选

择）的 0.05%和电压 Un（在各情况中都是三相）。电表必须开始计量，绿色

的 LED光测试输出必须开始闪烁。 

3.1.7 无功电量的初始负载 

在 sin = 1 处施加负载电流，即标称电流 ln（其它值可以在参数设置中选

择）的 0.1%和电压 Un（在各情况中都是三相）。电表必须开始计量，绿色

的 LED光测试输出必须开始闪烁。 

 

3.2 设置时间和日期、ID 号、电池时间 

可以随时从服务菜单设置模式中更改以下值： 

• 日期和时间 

• 识别号 

• 电池的操作时间 

以下是怎样设置日期和时间的一个例子。 

 

按键： 

 
短时间按向下显示按钮(<2s) 

 
长时间按向下显示按钮(>2s) 

 
短时间按向上显示按钮 (<2s) 

 
长时间按向上显示按钮(>2s) 

 
短时间按向下显示按钮，直到显示“结束”，然后长时间按向下显示按

钮 

R
 

复位按钮（受用户铅封保护） 

 

  

 

运行显示 

1.  
所有的显示段都应

发光。 
 

显示检查 

2. 
R

 

输入服务菜单 

 

设置模式 

3.  
输入设置模式 

 

识别号 

4.   
选择所需的设置 

 

日期，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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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

 

选择要更改的数字 

 

数字闪烁 

 

6.  
更改数字的值 

 

数字闪烁 

7. 
R

 

选择要更改的数字 

 

下一个数字闪烁 

8.  对要更改的所有数字重复第 5到 7 步。 所有数字同时闪烁 

9. 
R

 

确认新的设置。 

 

日期，新值 

10.  重复第 3到 8 步可更改所有设置。  

11.  
向下显示，直到显示“结束”。  

12.  
返回服务菜单 

 

设置模式结束 

3.3 更换电池 

3.3.1 何时更换电池 

如果电表配备了一块电池，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必须更换电池： 

• 液晶显示器上显示  符号。 

• 在电表的正常校准周期内。 

• 电池电压显示低于 4.8 V（可以在服务列表中的 C.6.1 代码下读取）。 

 

 “BAT LOW” 符号“电池量低”的指示 

只有进行了参数设置的电表，才能在电池量低的情况下，显示电池符号

。 

没有电池，电表的所有功能都不会受到影响。 

 

3.3.2 怎样更换电池 

存在危险电压 

电池盒内的电池和电池触点可能存在危险电压。 

接触电池或电池触点，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 

在拆卸和更换电池时，必须连同现有的电池座一起拆卸和更换，不要接触触

点。 

 
注意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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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型号错误 

换上型号或额定电压错误的电池，会损坏电表。 

只允许更换为额定电压为 6 伏，结构与原装电池（型号 CR-P2）相同的锂电

池。 

 

在长时间不使用后更换电池 

 如果电表已经长时间断电，备用功率已经耗尽。当备用功率耗尽时更换电

池，可能会导致时间/日期信息无效，但不显示相应的错误信息。 

在更换电池前，重新把电表与测量电压或辅助电源相连接。 

 

更换壁挂式 f6型电表的电池 

 

1. 去除盖板上的铅封，打开盖板。 

2. 轻轻按下塑料电池座的弹簧锁，直到它松开，然后抽出整个电池座和旧

电池。 

  

3. 标注新电池的当前日期。 

4. 从电池座中抽出旧电池，插入额定电压为 6 伏的新的锂电池。 

 

 

5. 把电池座及电池推入电池盒中，直到弹簧锁关闭为止。 

6. 在设置模式中，把电池的操作时间复位到零，如果有必要，按照本章前

面所述更改时间和日期。 

7. 关闭盖板，并重新打上铅封。 

8. 按照当地的规定，把旧电池当作危险废物处置。 

 
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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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机架式 f9 型电表的电池 

 

1. 去除前盖上的铅封，打开前盖。 

2. 松开并取下两个电池座固定螺钉。把电池座从电表中抽出。 

3. 标注新电池的当前日期。 

4. 松开电池座背面的夹具的固定螺钉，取出电池。 

  

5. 把新电池插入到电池座内。拧紧螺钉，使夹具能固定住电池。 

6. 把电池座插入到电表中。拧紧两个固定螺钉。 

7. 在设置模式中，把电池的操作时间复位到零，如果有必要，按照本章前

面所述更改时间和日期。 

8. 关闭前盖，并重打上铅封。 

9. 按照当地的规定，把旧电池当作危险废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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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更换通信单元 

3.4.1 何时更换通信单元 

可以更换通信单元，满足不同的通信要求。 

3.4.2 怎样更换通信单元 

导线上存在危险电压 

在与电表相连接的导线上存在危险的电压。 

接触带电导线，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 

当连接或断开导线时，导线不得带电。 

只允许具有资质的电表安装人员安装和拆卸电表，并且必须严格遵照相关的

安全规定。 

 

当连接通信单元时，产生危险电压 

电表与通信单元的连接器上存在危险电压。 

接触连接器，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 

当更换/安装通信单元时，电表连接器上不得有电压。 

只允许具有资质的电表安装人员更换/安装通信单元，并且必须严格遵照相关

的安全规定。 

 

不要使用 CU-M./V22B 通信单元 

不要把任何 CU-M./V22B 型通信单元与 ZxQ 电表相连接。使用 CU-M./V22B

型通信单元，可能会造成通信不稳定。 

 
 

 
危险 

 
危险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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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壁挂式 f6 型电表的通信单元 

 

1. 断开电压。相位电压显示（L1 L2 L3）消失。 

2. 断开费率输入和同步输入，检查相应的指示器是否从显示器上消失。 

3. 断开辅助电源的电压。 

4. 检查所有连接器上没有电压。 

5. 去除端子盖上的两个用户铅封，拧下两个螺钉，拆下端子盖。 

6. 拆下通信单元（或虚设备）。 

7. 小心地插入新的通信单元，确保插头和插座充分啮合。 

 
8. 把连接线与通信单元的端子相连接。 

9. 按照相关的通信单元手册所述进行功能测试，确保它正常工作。 

10. 更换端子盖，关闭盖板，然后重新打上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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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机架式 f9 型电表的通信单元 

 

1. 拆卸电表。 

2. 断开电压，相位电压显示（L1 L2 L3）消失。 

3. 断开费率输入和同步输入。检查相应的指示器是否从显示中消失。 

4. 断开辅助电源的电压。 

5. 把电表从支架上抽出。 

6. 去除外壳背面的封条，拆下外壳。 

7. 拆下通信单元（或虚设备）。 

8. 小心地插入新的通信单元，确保插头和插座充分啮合。 

 
 

9. 把连接线与通信单元的端子相连接。 

10. 按照相关的通信单元手册所述进行功能测试，确保它正常工作。 

11. 更换外壳，然后重新打上铅封。 

12. 安装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