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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用 DP1000 直流功率表 

本手册为湖南银河电气有限公司产品 DP1000 直流功率表的用户手册，本手

册为用户提供安装调试、操作使用及日常维护的有关注意事项，在安装、使用前

请仔细阅读。本手册随产品一起提供，请妥善保管、以备查阅和维护使用。 

声明 

我们非常认真的整理此手册，但我们对本手册的内容不保证完全正确。因为

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持续的改良及更新，故我方保留随时修改本手册的内容而不另

行通知的权利。同时我们对不正确使用本手册所包含内容而导致的直接、间接、

有意、无意的损坏及隐患概不负责。 

安全操作知识 

 产品使用前，请您务必仔细阅读用户手册。 

 需对产品进行搬动时，请您务必先关机并将与之相连的所有连接线

缆等拔掉。 

 如果发现机壳、稳固件、电源线、连接线缆，或相连的设备有任何

损坏，请您立即将装置与电源断开。 

 如果对设备的安全运行存在疑虑，应立即关闭设备和相应附件，并

在最快时间内与本公司技术支持部门取得联系，沟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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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介绍 

DP1000 直流功率表是湖南银河电气有限公司在多年从事变频电量测试与

计量技术研究的基础上，研制的一种可以同时测量直流电路上的电流、电压和功

率、宽动态幅值范围的高精度数字表。 

作为一种先进的智能化、数字化的电力信号数据测量、校准装置，通过按

键可方便设置所选择电压和电流测试通道的测量量程，也可选择自动档位，由仪

器自动判定并选择合适的量程。测试结果由显示屏直接显示，也可通过设备的通

讯接口，配合上位机软件显示。 

DP1000 直流功率表集合了传统直流系统中的直流电流表、直流电压表、直

流功率表，且其测量精度高达 50ppm，产品体积重量小，极具便携性能，既可作

为直流监控产品，也可作为现场校准的标准表使用，是一种高性价比的直流数字

表。 

用户必须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 

二、应用领域 

 生产线检测及校准 

 直流电能能源管理系统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在线监测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冶金工业、电镀工业、电解工业 

 直流励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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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工作原理 

产品基本测试原理框图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产品测试原理示意图 

四、接口及按键定义 

1、接口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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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产品接口定义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定义 备注 

1 ON/OFF 产品电源开关  

2 电压 Hi 电压测量高端  

3 电压 Lo 电压测量参考端  

4 AC220V 产品工作电源接入端  

5 RS232C 产品校准通讯端口  

6 
 

产品专用接地端子  

7 200mA 信号输入端 
200mA及以下电流信号通过

香蕉座接入直接测量 
 

8 100A 电流测试穿心孔 100A 及以下电流测试穿心  

9 1000A 电流测试穿心孔 
100A 以上 1000A 以下电流

测试穿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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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键定义 

 

图 3 操作按键面板及定义( 

序号 按键名称 功能定义 备注 

1 自动/手动 电压量程自动/手动切换  

2 预留 预留按键，无明确定义  

3 200mA 手动选择电流测量量程为 200mA 
当被测电流信号从

香蕉座接口接入时 

4 100A 手动选择电流测量量程为 100A 
当被测信号从 100A

测量孔穿过时选择 

5 1000A 手动选择电流测量量程为 1000A 

当被测信号从

1000A 测量孔穿过

时选择 

6 10V 手动选择电压测量量程为 10V  

7 100V 手动选择电压测量量程为 100V  

8 1000V 手动选择电压测量量程为 10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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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显示界面 

 

图 4 显示界面 

五、外观结构 

1、产品尺寸：350mm*330mm*148mm（不含把手） 

 

图 3 产品尺寸图 



 

DP1000 直流功率表用户手册 V1.3 

6 

 

2、直流功率表实物图 

     

图 4 DP1000 直流功率表实物图 

六、技术指标 

项目 技术指标 

电流测量

精度指标 

电流档位 精度 
12 个月 

精度偏移 
温度系数 

1000A 
±0.005%FS

（50ppm） 
≤85ppm ≤2ppm/℃ 

100A 
±0.005%FS

（50ppm） 
≤85ppm ≤2ppm/℃ 

200mA 
±0.005%FS

（50ppm） 
≤85ppm ≤2ppm/℃ 

穿心孔径 1000A φ =80mm 

100A φ =2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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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测量 

精度指标 

电压档位 
精度 

12 个月精度

偏移 
温度系数 

10V 
±0.005%FS

（50ppm） 
≤85ppm ≤2ppm/℃ 

100V 
±0.005%FS

（50ppm） 
≤85ppm ≤2ppm/℃ 

1000V 
±0.005%FS

（50ppm） 
≤85ppm ≤2ppm/℃ 

体积 长*宽*高=350mm*148mm*330mm 

电流档位

偏差 
1000A 与 100A 档最大允许偏差 ±75mA 

电压档位

偏差 

10V 与 100V 档最大允许偏差 ±1.1mV 

100V 与 1000V 档最大允许偏差 ±11mV 

通讯接口 RS232C 

工作电源 AC220V@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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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通信协议 

(1) 总体描述 

直流功率表采用 RS232C 协议与上位机进行通信。串口通信数据位为 9 位（8

位有效数据位，1 位停止位），波特率固定为 115200bps。上传多字节数据时，

若未做特殊说明，先传低字节再传高字节。 

注：上位机只能接收数据，不能下发任何控制命令。 

(2) 通信协议 

串口通信协议如下表 1、表 2 所示，上位机只能根据协议接收数据。 

表 1：帧格式与内容协议 

帧格式 

帧头 1Byte 0x55 

长度 2Bytes 内容长度 

内容 见内容协议 

和校验 所有内容按字节求和（求和后取低八位） 

帧尾 1Byte 0xAA 

内容协议 

控制命令 1Byte 读操作 0x01 

起始地址 2Bytes 寄存器起始地址 

工作状态 1Byte 
0x00：正常 

0x01～0x09：故障（工作状态说明见表 3） 

数据长度 2Bytes 数据长度 

数据内容 见表 2 

(3) 协议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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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MCU 判断直流功率表正常时，MCU 会在与上位机建立连接后周期性上

传表 2 数据报文，报文长度为 37Bytes。 

表 2 数据报文 

偏移 

地址 
内容 长度 数据描述 说明 

0 电压平均值 
10Bytes 

 

ASCII 码 

（1）正常状态下：第 1

字节为符号位，第 2 至第

9 位为有效数字； 

（2）故障状态下：显示

内容见表 3 

先传高位，再传低

位 

10 电压单位 1Byte 8 位无符号整型 
0：上位机显示 V 

1：上位机显示 mV 

11 电流平均值 10Bytes 

ASCII 码 

（1）正常状态下：第 1

字节为符号位，第 2 至第

9 位为有效数字； 

（2）故障状态下：显示

内容见表 3 

先传高位，再传低

位 

21 电流单位 1Byte 8 位无符号整型 
0：上位机显示 A 

1：上位机显示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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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功率平均值 10Bytes 

ASCII 码 

（1）正常状态下：第 1

字节为符号位，第 2 至第

9 位为有效数字； 

（2）故障状态下：显示

内容见表 3 

先传高位，再传低

位 

32 功率单位 1Byte 8 位无符号整型 
0：上位机显示 kW 

1：上位机显示 W 

33 电压档位 1Byte 无符号 8 位整形 

0：10V 档位 

1:100V 档位 

2:1000V 档位 

34 电流档位 1Byte 无符号 8 位整形 
0：200A 档位 

1: 1000A 档位 

35 
电压自动/

手动档位 
1Byte 无符号 8 位整形 

0：自动档位 

1: 手动档位 

36 电流档位 1Byte 无符号 8 位整形 1: 手动档位 

(4) 工作状态说明 

表 3 工作状态 

序号 故障代码 液晶面板显示 故障说明 

1 E1 

（1）工作状态：E1 

（2）电压：OverFlow 

（3）功率：Abnormal 

电压量程 10V 超量程 

2 E2 

（1）工作状态：E2 

（2）电压：OverFlow 

（3）功率：Abnormal 

电压量程 100V 超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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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3 

（1）工作状态：E3 

（2）电压：OverFlow 

（3）功率：Abnormal 

电压量程 1000V 超量程 

4 E4 

（1）工作状态：E4 

（2）电流：OverFlow 

（3）功率：Abnormal 

电流量程 200mA 超量程 

5 E5 

（1）工作状态：E5 

（2）电流：OverFlow 

（3）功率：Abnormal 

电流量程 100A 超量程 

6 E6 

（1）工作状态：E6 

（2）电流：OverFlow 

（3）功率：Abnormal 

电流量程 1000A 超量程 

7 E67 

（1）工作状态：E7 

（2）电压：Abnormal 

（3）电流：Abnormal 

（4）功率：Abnormal 

电压和电流同时超量程 

8 E8 

（1）工作状态：E8 

（2）电压：空格 

（3）电流：空格 

（4）功率：空格 

仪器自检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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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用操作 

1、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25±10℃ 

 相对湿度：20%～85% 

 贮存温度：-20℃～70℃ 

2、安装与使用 

 电流测量时，请选择对应量程，按箭头指示方向将测量线缆穿过产品

电流测量孔； 

 严禁超量程使用； 

 产品配备专用接地端子，使用前须保证接地牢靠； 

 按产品工作电源和输入输出信号要求，对照接口定义，将线缆接入对

应接线端子； 

 仪表正常工作时，红色电源指示灯常亮，显示屏幕数据正常。 

九、注意事项 

 使用环境应无导电尘埃和无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气体存在。 

 更换测试工况时，一定要断开测试信号与设备的连接线缆。 

 直流功率表属于精密测量仪器，搬动或移动时，请轻拿轻放。 

十、售后及质保条款 

 设备正常使用，测试信号未超过安全范围，非人为损坏，质保期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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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质保期外，有偿维修。 

 因超出产品标称的输入电压或电流测试范围造成的损坏，不予保修。 

 产品贴有易碎标签，未经厂家许可不得擅自拆开，标签破碎，整个设

备不予保修。 

 对设备进行定期校准，校准周期建议为每年一次； 

 如屏幕提示工作状态为：故障，请及时与本司售后部门联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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