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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全概述 

1.1 符号解释 

 

 

安全符号 解释 

 危险 

本指示提示操作过程中存在安全危险，如不遵守此类警示信息，直接导致严重

人身伤亡事故。 

警告 

本指示提示操作过程中存在潜在危险，如果不遵守此类警示信息，可能导致人

身伤亡事故。 

注意 

本指示提示操作过程中存在潜在危险，如果不遵守此类警示信息，可能导致设

备损坏。 

 危险 

任何触摸设备内部与电网回路相连的铜排、触点、端子均可能导致燃烧或电击

致命！ 

● 请勿触摸与电网回路相连的端子和导体； 

● 注意任何关于和电网连接的指示和安全说明文件。 

警告-大漏电流 

● 在接入输入电源前，请务必可靠接地。 

● 设备的接地必须符合当地电气规程。 

警告 
当电源接入模块装置时，输入端口有直流电压，操作时请注意。 

警告 

设备内部可能有电击危险！ 

● 任何针对此设备的操作需由专业人员进行； 

● 注意所有安全指示和安装文件中列出的安全注意事项； 

● 注意用户手册和本设备其他文件列出的安全注意事项。 

注意 

● 所有设备内部维护及保养工作都需使用工具，并且应该由接受过相关培训的

人员执行。需使用工具才能打开的保护盖板后的器件为用户不可维护器件。 

● 操作前请先阅读用户手册。 

 

1.2 安全说明 

安装前应先阅读本手册。 

必须由厂家或其代理商指定工程师进行调试和维护。否则可能危及人身安全和导致设备故

障，由此引起的设备损坏，不属保修范围。 

只作商业/工业用途，不可用作任何生命支持设备相关联的节能设备。 

1.3 安全简要 

在对本仪器操作或维护期间必须注意下列一般性安全预防措施，若顾客无法遵守这些

预防措施或本手册中任何明确的警告而造成人员伤害或机器损坏，我们将不负任何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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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仅可使用所需额定电流、电压及特定形式的保险丝

（正常熔丝，时间延迟等）。勿使用不同规格的保险丝或短路保险

丝座，否则可能引起电击或火灾的危险。 

保护接地：开启电源前，请确定连接保护接地以预防电击。 

请勿拆掉仪器的外壳 

操作人员不可拆掉仪器的外壳。零件的更换及内部调整仅可由

合格的维修人员来执行。 

在使用前请务必详阅此手册，并请妥善保管。 

接上电源之前，请检查电源符合本仪器的额定输入值，并确认

开关处于断开状态。 

保护接地的必要性：请勿切断内部或外侧保护接地线或中断保

护接地端子的连接。如此将引起潜在电击危险可能对人体带来伤害 

请勿将产品用于手册描述之外的情形 

该产品仅限用于产品手册描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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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为使用错误电网输入而导致的产品损坏，则不在产品保修范围之

内。 

 

 

当电压电流设定完成，并启动输出时，输出端子为危险电压，任意碰触可

导致人员伤亡 

·产品更换位置时请关掉电源开关，并断开所有连线。 

·产品重量大于20Kg,重置位置时请两人以上操作，您可在产

品手册中找到产品重量。 

·产品搬运时请小心轻放，避免碰撞，高的产品易倒，请小心

操作。 

·产品重置位置时请一并附带产品手册。 

·检查确保交流输入电压设置与保险丝规格一致，电源线表面

无异常，检查前确保断开电源线或关闭电源开关。 

·若有任何异常或故障请立即停止使用，断开电源线或从配电

箱断开电源，产品维修好之前请勿使用。 

·输出或负载线缆请用过流能力较大的线缆。 

·请不要拆卸或更改产品，若必须更改，请联系斯康达电子有

限公司。 

·请勿让水滴或金属物进入该产品内部。 

 

请勿于易爆或腐蚀的空气下操作 

勿操作仪器于易燃瓦斯或气体或腐蚀环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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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备介绍 

2.1 功能介绍 

斯康达便携式直流充电桩测试计量综合仪PEV7002，具有国标规定的互操作性规范测

试、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以及计量检定测试功能。主要应用于新安装直流充电桩、维修

后充电桩、升级改型后充电桩的各项性能测试、通信协议测试、计量检定。综合仪具有精

度高、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等特点，可满足实验室及现场等多种场合计量检测与性

能测试。综合仪具有计量模块满足《JJG 1149-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计量检定规

程，软件功能模块实现《GB/T 34657.1-2017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 

供电设备》测试项目要求。软件功能模块实现《GB/T 34658-2017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

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测试项目测试需求。内置模拟车辆

BMS软件，软件符合《GB/T 27930-2015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

的通信协议》协议标准以及兼容GB/T 27930-2011版本规定的要求。配备2个250A充电枪

座，且符合《GB/T 20234.3-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3部分：直流充电接口》

规定。 

2.2 功能特点 

 综合仪具有计量检定、互操作性规范测试、协议一致性测试、BMS模拟测试功能。 

 配备4G、LAN、RS232、WIFI等多种通讯方式。 

 可通过4G网络上传测试数据到企业服务器。 

 具有电池外接端子，可满足外部供电需求 

 具有专用仪校端子，满足综合仪的实验室校准要求 

 具有桩端信号电压，电流，CC1，CAN，辅助电源，异常同步信号等引出端子，可接

入其他测试仪器对桩端信号测试及测试查验 

 计量时负载允许连接实车或任何模拟负载 

 具有检测环境温度功能，根据实际工作场景温度，计算温度带来的误差，判定计量结

果。 

 具有GPS对时功能，可对充电机进行北京时间对时误差测试。 

 具有充电时序测试接口，可接入K1K2继电器前端电压，枪反馈S信号，急停桩端信号 

 综合仪具有8路时序同步量测功能，可满足互操性测试相关时序测试，具体为T1，

T2，T3，T4，T4->T5，T6，T9，T10，T6->T10，T11，T12，T13，T11->T13，T14，

T15，T16，T17，T19等。 

 控制导引电压限值测试项目，控制导引线路符合《GB/T 18487.1-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

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中控制导引电路原理规定，内置K5、K6开关状态模拟功

能，内置R4电阻仿真模块，电阻调整范围400Ω～5000Ω，步进1Ω。 

 绝缘反接模块：可满足对充电机绝缘和反接测试，测试电压接入范围0V～1000V，绝

缘电阻调整范围10kΩ～610kΩ，步进5kΩ。 

 具有对直流充电桩电压、电流、辅助电源电压、CC1电压量测功能。 

 内部集成电池电压模拟器，电压范围0-1000V，用于充电桩启动时序流程测试。 



第二章 设备介绍                

5 

 

 可导出BMS通信报文，报文为EXCEL格式，并带有报文解析注释。 

 内建标准国标测试项目，组建程序自动测试及报表生成，方便国标项的变更升级。 

 具有测试报告生成模板功能，依据客户的排版格式生成测试报告格式，报告的格式可

为TXT、EXECL、XLC，WORD。 

 测试项目子模块化，网络数据接口，支持跨平台调用。 

 软件平台的测试模块输入输出标准数据结构化，解析调用方便。 

 具有10寸高清液晶触摸屏，方便用户触摸操作。 

2.3 外观及说明 

PEV7002的外观如图2-1所示，包含有充电桩端、负载端、充电时序测试接口、仪校接

口、计量接口、扩展通讯接口、电源接口、仪器通讯接口、内部通信接口等，具体说明如

表2-1所示。 

④ ⑤         ①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⑯⑮ ⑰ ⑱ ② 

 

㉟  ㉞ ㉝     ㉜ ㉛  ㉚ ③  ㉙    ㉘   ㉗  ㉖ ㉕㉔ ㉓ ㉒㉑ ⑳ ⑲ 

图2-1 便携式直流充电桩测试计量综合仪PEV7002外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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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PEV7002外观说明 

位置 名称 描述 

① 充电桩端 用于接入充电桩枪头 

② 负载端 用于连接负载连接线枪头 

③ 电脑 测试系统主机 

④ 脉冲输出 2芯计量模块脉冲输出接口 

⑤ DC+ 计量用DC+采样接口 

⑥ DC- 计量用DC-采样接口 

⑦ DC+ 测试用DC+采样接口 

⑧ DC- 测试用DC-采样接口 

⑨ A+ 测试用A+采样接口 

⑩ A- 测试用A-采样接口 

⑪ S+ 测试用S+采样接口 

⑫ S- 测试用S-采样接口 

⑬ CC1 测试用CC1采样接口 

⑭ CC2 测试用CC2采样接口 

⑮ PE 测试用PE采样接口 

⑯ GPS GPS模块及天线 

⑰ WIFI WIFI模块及天线 

⑱ 4G 4G模块及天线 

⑲ AC110V/220V AC110V/220V外接电源 

⑳ PE AC110V/220V外接电源PE端子 

㉑ 调试 计量模块RS232通讯接口 

㉒ USB 系统主机USB通讯接口 

㉓ RS232 系统主机COM1通讯接口 

㉔ CAN 控制盒CAN通讯接口 

㉕ LAN 系统主机LAN通讯接口 

㉖ 开关 系统开关机按钮 

㉗ DC48V-2A DC48V外接电源 

㉘ SIM Card SIM Card装载接口 

㉙ EPO EPO保护按钮 

㉚ 充电时序测试接口 10芯充电时序测试输入接口 

㉛ K12- VK12+时序测试输入接口 

㉜ K12+ VK12-时序测试输入接口 

㉝ 温湿度 4芯温湿度传感器接口 

㉞ 扩展通讯接口 4路扩展CAN通讯接口 

㉟ 脉冲输入 3芯计量模块脉冲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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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接口说明 

图例 接口名称 线序描述 

 

脉冲输出 
1.P_OUT_CH1 

2.RS_GND 

 

脉冲输入 

1.GRS_5V 

2.P_IN_CH1 

3.RS_GND 

 

 

1.+3.3V 

2.SHT25_SDA 

3.SHT25_SCL 

4.GND 

 

充电时序测试接口 

1.EPO-EN+ 

2.EPO-EN- 

3.RK12-EN+ 

4.RK12-EN- 

5.ELOCK-S+ 

6.ELOCK-S- 

7.TTL+ 

8.TTL- 

9.NC 

10.NC 

 

调试接口 

2.TX 

3.RX 

5.GND 

 

RS232接口 

2.RX 

3.TX 

5.GND 

 

CAN 
3.CANH 

4.C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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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本功能项目 

2.51 BMS模拟器 

序号 测试项目 

1 充电桩参数测量 

1、充电电压  

3、BMS辅助电源电压 

5、充电时间 

2、充电电流 

4、当前SOC 

6、当前充电状态 

2 BMS电池参数设置 

1、通讯协议版本  

3、最高单体电压  

5、电池标称总容量  

7、最高充电允许电流  

2、电池类型    

4、最高允许温度  

6、最高允许充电电压 

8、当前电池电压值 

3 充电参数设置 

1、充电模式  

3、充电请求电流  

5、充电结束SOC  

2、充电请求电压 

4、充电起始SOC 

6、充电总时长 

4 BMS状态模拟 

1、车辆接口状态模拟 

3、机械开关S状态模拟 

5、控制导引电路R4电阻模拟 

7、绝缘故障电阻值模拟 

2、车辆接口PE针状态模拟 

4、通讯状态模拟 

6、绝缘故障状态模拟 

5 BMS报文异常模拟 

1、单体电池电压过高 

3、电池SOC过低 

5、电池充电过电流 

7、绝缘状态不正常 

9、BMS主动终止 

11、高压继电器异常 

13、其他故障终止 

2、单体电池电压过低 

4、电池SOC过高 

6、电池温度过高 

8、连接器状态不正常 

10、BMS异常终止 

12、检测点 2 电压异常 

 

 

2.52 互操作性规范测试 

可以满足《GB/T 34657.1-2017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 供电设备》国

标规定的所有测试项目，具体如下表： 

序号 项目 测试编号 对应章节 PEV7002 

1 
充电控制状

态测试 

连接确认测试 D0.1001 6.3.2.1 √ 

充电机自检测试 D0.2001 6.3.2.2 √ 

充电准备就绪测试 D0.3001 6.3.2.3 √ 

充电阶段测试 D0.4001 6.3.2.4 √ 

正常充电结束测试 D0.5001 6.3.2.5 √ 

2 充电连接控制时序测试 D0.6001 6.3.3 √ 

3 
充电异常状

态测试 

通信中断测试 D0.4501 6.3.4.1 √ 

开关S 断开测试 D0.4502 6.3.4.2 √ 

车辆接口断开测试 D0.4503 6.3.4.3 √ 

输出电压超过车辆允许值测试 D0.4504 6.3.4.4 √ 

绝缘故障测试 D0.2501 6.3.4.5 √ 

保护接地导体连续性丢失测试 D0.4505 6.3.4.6 √ 

其他充电故障测试 D0.4506 6.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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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电控制输

出测试 

输出电压控制误差测试* D0.4101 6.3.5.1 √ 

输出电流控制误差测试* D0.4102 6.3.5.2 √ 

输出电流调整时间测试* D0.4103 6.3.5.3 √ 

输出电流停止速率测试* D0.5101 6.3.5.4 √ 

控制导引电压限值测试 D0.6002 6.3.5.6 √ 

 

2.6 技术规格及系统参数 

技术规格 

测量 

直流电压 

量程 1000V 

范围 1000V 

准确度 ±0.05%+0.05%F.S. 

分辨率 20mV 

直流电流 

电流量程 250A 

范围 250A 

准确度 ±0.1%+0.1%F.S. 

分辨率 5mA 

功率 准确度 ±0.2%+0.2%F.S. 

时序功能 

时序量测 

通道数 16 

范围 0.1s-300s 

精度 ±1ms（≤1000ms）；±（0.1%±10ms）（＞1000ms） 

分辨率 100us 

时序点 
电压、电流、CC1电压、CC2电压、EPO使能、电子锁信号、Relay使

能、CC CLOSE、CC OPEN等 

报文量测 

通道数 24 

范围 100us-1800s 

精度 
±0.3ms（≤10ms）；±1ms（10ms~1000ms）； 

±（0.1%±10ms）（＞1000ms） 

分辨率 10us 

时序点 

CHM、BHM、CRM、BRM、BCP、CTS、CML、BRO_00、

CRO_AA、CRO_00、CRO_AA、BCL、BCS、CCS、

BSM、BMV、BMT、BSP、BST、CTS、BSD、CSD、

BEM、CEM 

模拟 

电池电压 
范围 0-1000V 

精度 0.2%F.S. 

R4电阻 
范围 400-5000Ω 

分辨率 1Ω 

绝缘电阻 
范围 10k-610kΩ 

分辨率 5k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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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参数 

电源 
输入电压范围 85-264Vac @47-63Hz 

最大功耗 60VA 

外设接口 

USB 2 

RS232 1 

LAN 1 

WIFI 1 

4G网络接口 1 

人机交互  10寸触摸屏 

环境温度 

工作温度 -30℃～55℃ 

工作湿度 ≤95% 不结露 

存储温度 －40℃～70℃ 

预热时间 5 分钟 

尺寸重量 
尺寸（长*宽*高） 613*488*341mm 

重量 29kg 

 

2.7 选配功能项目 

2.71 直流充电桩计量 

可以满足《GB/T 34658-2017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

信协议一致性测试》国标规定的所有测试项目；可以满足《JJG 1149-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

充电机》计量检定规程，具体如下表： 

计量项目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定 

外观检查 + + + 

绝缘电阻试验* + + - 

工作误差 + + - 

示值误差 + + + 

付费金额误差 + + + 

时钟示值误差 + + - 

*绝缘电阻测试需要另外配置高压设备，测试数据通过手动输入。 

技术指标 

直流电压 

量程 30V、100V、300V、500V、1000V 

范围 (0~110%)RG 

准确度 ±0.05%RD(30V≤V≤1000V)  ±(5ppm*RD+5ppm*RG)/℃ 

分辨率 0.005%RG 

直流电流 

电流量程 250A 

范围 (0~110%)RG 

准确度 ±0.05%RD(5A≤I≤250A)  ±(5ppm*RD+5ppm*RG)/℃ 

分辨率 0.005%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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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 准确度 ±0.05%RD (30V ≤ U ≤ 1000V，5A ≤ I ≤ 250A) 

电能 准确度 ±0.05%RD (30V ≤ U ≤ 1000V，5A ≤ I ≤ 250A) 

电能脉冲输出 

输出常数 1-2000000000 

最高频率 160kHz 

脉冲类型 TTL/CMOS兼容电平输出 

电能脉冲输入 

脉冲常数 1-2000000000 

圈数范围 1-999999999 

最高接收脉冲频率 50kHz 

GPS对时 精度 ±1us 

时钟 准确度 ±0.1ppm 

温度测量 
准确度 ±0.3℃ 

分辨率 0.1℃ 

湿度测量 
准确度 ±4% 

分辨率 0.01 

 

2.72 协议一致性测试 

可以满足《GB/T 34658-2017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

信协议一致性测试》国标规定的所有测试项目，具体如下表： 

 

序号 测试项目 PEV7002 

1 

低压辅助上

电及充电握

手阶段 

测试例编号DP.1001 √ 

测试例编号DP.1002 √ 

测试例编号DP.1003 √ 

测试例编号DN.1001 √ 

测试例编号DN.1002 √ 

测试例编号DN.1003 √ 

测试例编号DN.1004 √ 

2 
充电参数配

置阶段 

测试例编号DP.2001 √ 

测试例编号DP.2002 √ 

测试例编号DP.2003 √ 

测试例编号DN.2001 √ 

测试例编号DN.2002 √ 

测试例编号DN.2003 √ 

测试例编号DN.2004 √ 

测试例编号DN.2005 √ 

测试例编号DN.2006 √ 

测试例编号DN.2007 √ 

测试例编号DN.2008 √ 

测试例编号DN.2009 √ 

测试例编号DN.2010 √ 

3 充电阶段 

测试例编号DP.3001 √ 

测试例编号DP.3002 √ 

测试例编号DP.3003 √ 

测试例编号DP.3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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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例编号DP.3005 √ 

测试例编号DP.3006 √ 

测试例编号DP.3007 √ 

测试例编号DN.3001 √ 

测试例编号DN.3002 √ 

测试例编号DN.3003 √ 

测试例编号DN.3004 √ 

测试例编号DN.3005 √ 

测试例编号DN.3006 √ 

测试例编号DN.3007 √ 

测试例编号DN.3008 √ 

测试例编号DN.3009 √ 

测试例编号DN.3010 √ 

4 
充电结束阶

段 

测试例编号DP.4001 √ 

测试例编号DP.4002 √ 

测试例编号DN.4001 √ 

测试例编号DN.4002 √ 

测试例编号DN.4003 √ 

测试例编号DN.4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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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软件操作说明 

3.1 主界面 

3.11 开启PEV7002系统软件 

当进入系统后，出现系统主页面如下： 

 

PEV7002系统主界面 

系统主页面由六个功能模块组成： 

BMS模拟：BMS模拟器，模拟BMS充电参数 

单机计量：直流充电桩计量功能 

程序测试：编辑测试程序与测试 

智能报表：编辑报表格式，输出各类型报表及统计分析 

帮助信息：查看帮助文档 

退出系统：退出测试系统 

3.12 主界面状态显示 

PEV7002综合仪软件右上角显示当前设备基础状态，表示灰色背景表示设备未检测到

此模块，绿色背景表示此模块工作正常，红色表示此模块故障。具体标识如下： 

电池标识： 

 

分别表示无电池模块，电池电量充足，电池亏电，需要立即充电。 

BMS模块标识： 

 

分别表示无BMS模块，BMS模块工作正常，BMS模块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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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标识： 

 

分别表示无硬件模拟器，模拟器工作正常，模拟器异常。 

负载模块标识： 

 

分别表示无负载模块，负载模块工作正常，负载模块工作异常。 

计量模块标识： 

 

分别表示无计量模块，计量模块工作正常，计量模块工作异常。 

功率模块标识： 

 

分别表示无功率模块，功率模块工作正常，功率模块工作异常。 

急停标识： 

 

分别表示无急停模块，急停模块正常未工作，急停被按下。 

3.2 BMS模拟 

3.21 开启软件 

点击BMS模拟，得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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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界面由四个功能模块组成： 

充电参数：设置充电电池参数和充电参数 

异常模拟：模拟互操作性硬体异常和报文异常 

负载控制：控制外接负载 

充电参数显示模块：显示当前充电参数及状态 

充电参数显示模块 

充电参数显示模块用于显示当前充电实时状态及充电参数，主要包括 充电电压、充电

电流、辅源电压、当前SOC值，充电时间，充电状态，CC1电压，CC2电压。测试值不可

以设置，实时根据充电状态进行更新。 

 

3.22 充电参数设置 

在主页面点击“充电参数”进入充电参数设置窗口，如下： 

 

电池参数设置 

电池参数设置共分为8个子功能部分，分别为通讯协议版本设置，电池类型设置，

最高单体电压设置，最高允许温度设置，电池标称总能量设置，最高允许充电电压设

置，最高允许充电电流设置。 

通讯协议版本设置可选择V1.0-2010和V1.1-2015分别代表老国标和新国标充电桩

协议，选择后下一次充电生效。 

 

电池类型设置可选择如下：铅酸电池，镍氢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锰酸锂电池，

钴酸锂电，三元材料电池，聚合物锂离子电池，钛酸锂电池，其他电池，选择后立即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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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单体电压设置，最高允许温度设置，电池标称总能量设置，最高允许充电电

压设置，最高允许充电电流设置为设置极限参数这设置，可根据实际电池参数进行修

改，修改后立即生效。 

 

当前电池电压设置：模拟器内建1000V电池电压模拟模块，可模拟实际充电时电

池电压，根据实际需要模拟电压值设置即可。 

 

 

充电参数设置 

充电参数设置共分为6个子功能部分，分别为充电模式，充电请求电压，充电请求

电流，充电起始SOC，充电终止SOC，充电总时长。 

充电模式设置可选择CC，CV两种充电模式，CC表示定电流模式充电，CV表示定

电压模式充电，修改后立即生效。 

 

充电请求电压和充电请求电流分别为当前充电的电压和电流请求值，修改后立即

生效，充电请求电压和电流不能超过电流的最大电压和最大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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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起始SOC和终止SOC为电池充电开始的电池容量比例和结束充电容量比例，

终止SOC不可以小于起始SOC。实际充电时当充电容量达到终止SOC时自动终止充

电。 

 

充电总时长为开始充电到结束充电的时间限制，最大值不可以超过600分钟，当充

电时间达到充电总时长而SOC没有达到终止SOC时也会停止充电。 

 

3.23 异常模拟 

在主页面点击“异常模拟”进入异常模拟窗口，分为BMS状态模拟和BMS报文异常模

拟两个异常模拟模块，如下图： 

 

BMS状态模拟 

BMS状态模拟分为车辆接口状态模拟，车辆接口PE针状态模拟，模拟机械开关S

状态模拟，通讯状态控制模拟，控制导引电路R4电阻值设置，绝缘故障状态模拟，绝

缘电阻值大小设置共7种状态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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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接口状态模拟可选择“闭合”和“断开”两种状态，“闭合”表示车辆接口连接

正常，CC1连接线为连接状态。“断开”表示车辆接口连接线CC1断开。 

 

模拟机械开关S状态模拟可选择“闭合”和“断开”两种状态，“闭合”表示机械

开关S状态模拟为闭合状态，“断开”表示机械开关S模拟断开。 

 

通讯状态模拟可选择“正常”和“中断”两种状态，“正常”表示BMS模拟正常

通讯状态，通讯正常。“断开”表示BMS通讯状态终止。 

 

控制导引电路R4电阻可以直接设置电阻值，电阻值范围为500~4000Ω，设置精度

为1Ω。设置后“Enter”确认输入即设置完成。当输入值超过范围时会修改为最大最小

规格。 

 

绝缘故障模拟可选择“无故障”、“DC+对PE”、“DC-对PE”、“DC+-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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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4种状态，“无故障”表示无绝缘故障，正常充电。“DC+对PE”表示模拟DC+

连接线对PE连接线绝缘故障。“DC-对PE”表示模拟DC-连接线对PE连接线绝缘故

障。“DC+-对PE”表示模拟DC+-连接线对PE连接线绝缘故障。具体绝缘电阻值可通

过绝缘故障电阻项进行设置。 

 

绝缘故障电阻可以直接设置电阻值，电阻值范围为10k~610kΩ，设置精度为5kΩ。

设置后“Enter”确认输入即设置完成。当输入值超过范围时会修改为最大最小规格。 

 

“异常恢复”按钮可以恢复所有故障为复位状态，点击后复位所有故障模拟。 

BMS报文异常模拟 

BMS报文异常模拟分为“单体电池电压过高”、“单体电池电压过低”、“电池

SOC过低”、“电池SOC过高”、“电池充电过电流”、“电池温度过高”、“绝缘

状态不正常”、“连接器状态不正常”、“BMS主动中止”、“BMS异常中止”、

“高压继电器异常中止”、“检测点2电压异常中止”、“其他故障中止”共13种报文

故障模拟。 

 

报文故障模拟多选，模拟不同异常，点击确认异常后异常一直存在，需要主动清除故

障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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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负载控制 

在主页面点击“负载控制”进入负载控制窗口，分为回读参数和设置参数两个窗口，如

下图： 

 

回读参数 

用于显示当前负载模块的电压电流值，仅显示不可以手动更改。 

 

设置参数 

设置参数用于设置当前负载模块的拉载电流值和拉载状态。电流值根据实际拉载需要

进行设置，拉载状态可选择“ON”或者“OFF”，分别表示拉载和不拉载。 

 

3.3 单机计量 

在主程序页面点击“单机计量”选项，进入单机计量页面。 

3.31 功能简介 

单机计量模块主要用于直流充电桩的计量、计量报表输出和计量模块的单机计量。 



第三章 软件操作说明             

21 

 

界面介绍 

界面如下： 

 

操作界面由9个功能页面组成，前7个功能页面完成直流充电桩整个计量过程。 

桩体信息：设置充电桩计量计量基础参数及资料 

设备信息：设置计量设备（本机）基础参数及资料 

外观检查：直流充电桩计量外观检查计量项目测试 

绝缘电阻：直流充电桩计量绝缘电阻计量项目测试 

工作误差：直流充电桩计量工作误差计量项目测试 

示值误差：直流充电桩计量示值和付费金额误差计量项目测试 

时钟误差：直流充电桩计量时钟误差计量项目测试 

报表导出：用于导出当次计量的计量结果报表 

单机计量：测量显示电压电流显示，用于本单机的计量使用 

直流充电桩计量操作流程 

直流充电桩计量操作流程为依次进行“桩体信息”“设备信息”“外观检查”“绝缘

电阻”“工作误差”“示值误差”“时钟误差”测试，每个测试项目可以重复测试，但仅

保存最后一次测试项目的结果。当测试项目没有进行测试时，当前测试项目显示 蓝色标

签。当测试项目测试通过时显示 绿色标签，测试项目测试失败时显示 红色标签。当

所有项目均测试通过时表示计量参数正常，计量结果合格。 

直流充电桩检定模式选择 

在主窗口顶部，检定类型选择可选择“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

定”，其中“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的检定项目相同，“使用中检定”不需要检定、

绝缘电阻、工作误差和时钟误差测试项目，根据实际检定需要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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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桩体信息设置 

在主页面点击“桩体信息”进入充电桩桩体信息设置窗口，如下： 

 

参数设置 

送检单位：送检单位完整名称信息 

委托单位：委托单位完整名称信息 

委托单位地址：委托单位地址信息 

产品名称：被计量充电桩名称 

制造单位：被计量充电桩制造单位名称信息 

规格型号：被计量充电桩型号信息 

出厂编号：被计量充电桩出厂序列号。 

技术依据：被计量充电桩设计技术依据标准 

最高电压：被计量充电桩最高电压 

最低电压：被计量充电桩最低电压 

最高电流：被计量充电桩最高电流 

最低电流：被计量充电桩最低电流 

有效期至：被计量充电桩有效期 

连接方式：被计量充电桩连接方式，具体分为连接方式A,连接方式B,连接方式C，

根据桩体实际进行设置。 

 

准确度等级：被计量充电桩精确度等级选择，具体可选择1级和2级两个等级，请

根据充电桩铭牌实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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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用于显示当前充电桩计量环境温度。 

湿度：用于显示当前充电桩计量环境湿度。 

费率设置 

点击“费率设置”按钮，弹出费率设置窗口，如下图： 

 

费率设定按照每星期7天，每天24个时段进行设置，可以双击表格栏位直接输入设置。

也可以选择某个或某几个时段进行整体设置,方法为在底部的输入栏位输入需要设置的费率

值，选择需要设置的栏位，点击“设置选择项”即可。如果需要整体更新，可以点击“设

置所有项”更新界面上所有时段的费率值为设定值。设定完成后点击“确认”按钮确定。 

温度测定 

点击“温度测定”按钮，开始进行当前温度和当前湿度进行测量，请按照窗口提示信

息： 

 

分别将温度探头放置于充电桩正面，左侧面，背面，右侧面四个非进出风口位置进行

温度测量，温度测试完成后会直接测试湿度值，显示于温度湿度显示栏位。 

当温度在-20℃之下或者在50℃之上时计量环境不满足，此项目会显示为红色。当温度

范围在-20℃~50℃之间时满足要求显示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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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体信息确认 

点击“确认”按钮，首先会检查序列号与原序列号是否有更改，如果有更改会提示保

存原序列号测试数据参数，提示如下： 

 

点击“是”保存测试报表，弹出保存路径窗口，存储为默认路径即可。点击“保存”。 

 

桩体信息窗口底部显示进度条窗口，等待保存报表进度条保存完成即可。 

 

点击“否”不保存测试报表，会更新当前计量参数，恢复计量参数为默认值，原序列

号计量参数将丢失，不能找回。 

3.33 设备信息设置 

在主页面点击“设备信息”进入充电桩桩体信息设置窗口，可观察检测设备信息和设

置计量参数，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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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信息显示 

此部分为设备信息显示，在设备出厂或检定时进行修改，在计量时不需设置。 

仪器名称：本设备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本设备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本设备仪器出厂序列号 

检定依据：本设备仪器检定依据标准 

测量范围：本设备仪器测量范围 

证书编号：本设备仪器计量证书编号 

检定地点：本设备仪器计量地点 

检定日期：本设备仪器计量检定时间 

有效期至：本设备仪器计量检定有效期 

准确度等级：本设备仪器计量检定等级 

参数设置 

批准人：计量的批准人 

核验员：计量核验人员名称 

检定员：计量检定人员名称 

常数：被计量充电桩脉冲常数 

最小电能变量：最小电能变量 

高频脉冲个数：计量使用脉冲个数 

计量模式：可选择为高频脉冲，低频脉冲和无脉冲三种方式，前面两种表示桩体具备

脉冲输出连接端口，无脉冲方式表示无输出端口，无法使用脉冲方式进行工作误差计量。 

 

负载类型：负载可配置为电子负载箱、电动汽车、简易负载三种方式，电子负载箱有

程序自动控制，不需要手动控制设置。电动汽车表示负载使用实车，具体负载由当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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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决定。简易负载为手动方式，提示检定人员手动进行负载操作。 

 

设备信息确认 

点击“确认”按钮确认输入信息。 

3.34 外观检查 

在主页面点击“外观检查”进入计量外观检查窗口，具体如下： 

 

外观检查计量 

异常判定充电桩外观是否满足计量要求，如满足要求在项目前勾选，如果不满足要

求，不要在项目前面勾选。当5个项目均检定完成后点击“确认”按钮进行结果判断。 

3.35 绝缘电阻 

在主页面点击“绝缘电阻”进入绝缘电阻计量窗口，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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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电阻计量 

使用绝缘电阻测试设备，对充电桩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将绝缘电阻测试绝缘电压和绝

缘电阻值设置到绝缘测试窗口后点击点击“确认”按钮进行结果判断，并记录计量结果。 

3.36工作误差 

在主页面点击“工作误差”进入工作误差计量窗口，具体如下： 

 

工作误差计量 

工作误差界面左半部分显示当前计量条件，右半部分窗口显示检定结果。工作误差按

照规程设置两个不同的检定点（最小电流，50%最大电流），每个检定点测试2次，分别记

录为误差1和误差2。平均值为误差1和误差2的平均值。点击“测试”按钮开始计量，在充

电桩为用脉冲输入情况下可以自动完成工作无检定。没有脉冲输入情况下需要每个检定点

的每次检定均需要重新开关充电机并手动输入充电电量。当没有配置电子负载箱时，计量

过程中会提示手动控制外部负载。 

工作误差计量完成后自动记录测试数据并判定计量结果，显示于当前页面页首标志。

当需要立即中止计量过程时，点击“强制终止”按钮可强制终止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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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示值误差 

在主页面点击“示值误差”进入示值误差和付费金额误差计量窗口，具体如下： 

 

示值误差和付费金额误差计量 

示值误差和付费金额误差计量过程一致，同时进行。示值误差界面左半部分显示当前

计量条件，右半部分窗口显示检定结果。示值误差按照规程设置一个检定点（最大负载条

件），点击“测试”按钮开始计量，记录标准电量，被检电量，应付金额，实付金额值，

计算示值相对误差和付费金额误差。每次检定均需要重新开关充电桩并手动输入充电电量

和应付金额。 

示值误差及付费金额误差计量完成后自动记录测试数据并判定计量结果，显示于当前

页面页首标志。当需要立即中止计量过程时，点击“强制终止”按钮可强制终止计量。 

3.38 时钟示值误差 

在主页面点击“时钟误差”进入时钟示值误差计量窗口，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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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示值计量 

时钟示值误差计量首先点击“GPS对时”按钮进行GPS对时，对时成功后顶部时

钟会实时显示当前时钟示值。观察充电桩计时，点击“停止”按钮，将停止时刻观察

的充电桩时间值输入到充电桩时间栏位，分别为时分秒。输入完成后点击“测试”按

钮计算时钟误差值。并判定计量结果，显示于当前页面页首标志。注意当GPS对时异

常时测试数据无效。 

3.39 报表导出 

在主页面点击“报表导出”进入报表导出窗口，具体如下： 

 

报表导出功能 

计量结束后，点击保存按钮，开始报表导出。弹出保存界面如下： 

 

报告名称前半部分为充电桩序列号，后半部分为计量种类，首次检定为0，后续检定为

1，使用中检定为2。默认存储路径为工具目录下Report文件夹。点击“保存”开始报表导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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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导出进度条开始运行，等待进度条达到100%状态，提示报告保存成功即可。 

3.310 单机计量 

在主页面点击“单机计量”进入单机计量窗口，具体如下： 

 

单机计量功能 

单机计量功能用于本设备自身的计量检定使用，实时显示当前设备测试的温度，湿

度，气压，电压，电流，功率参数。并显示当前设备版本号。 

3.4 编辑测试程序 

测试程序是由许多测试项目组合而成，包括系统测试项和用户自定义测试项。主要包

括四个步骤： 

（1）依照测试顺序选择测试项目。 

（2）编辑测试程序流程。 

（3）设定各项目参数。 

（4）运行测试程序。 

3.41 启动 

在主程序页面点击“编辑程序”选项，首先询问时新建或打开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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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测试程序 

若新增测试程序，直接进入程序编辑窗口。 

打开测试程序 

如果选择打开测试程序，会出现程序选择的窗口，如图3-1. 

 

图3-1 打开程序选择窗口 

发布版本：如果程序尚没有发布，可以再修改并存档为相同的名称。如果已经发布，

则此程序只能另存为其他名称。 

日期和时间：表示程序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信息。 

3.42 添加及编辑测试项目 

添加测试项目到测试程序中 

测试项目的加入是通过双击进行的，首先在左边的测试项目编辑框中选择需要插入的

位置，再在右边的测试项目列表中双击需要添加的测试项，这样此测试项被添加到选定的

位置。 

测试项目的剪切，复制，粘贴和删除 

为考虑使用者编辑项目的便利性，避免重复的输入费时，提供以下剪贴板功能如下：

如需要进行此功能操作，必须选择测试项。如需粘贴，必须首先有剪切和复制。 

 

编辑测试项目的执行流程 

在测试程序编辑窗口内，各栏位说明如下: 

可选项：程序序号及确认是否执行此测试项。 

分类：测试项目的类别。 

项目名：测试项目名称。 

别名：附件说明。 

标签：标签，用来配合后续跳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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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设定各测试项的参数 

桩体信息 

工具栏点击“桩体信息”进入桩体信息输入窗口，窗口如下： 

 

输入当前测试充电桩的桩体信息及连接负载硬体的负载信息。充电桩最小电流一般建

议设置为最大电流的20%，用于计量工作误差时使用，不建议设置太小，设置太小会导致

计量时能量累积慢，计量时间超长。输入完成后点击确认即可。 

编辑测试条件 

双击程序编辑界面的测试项目名称或点击工具栏的“项目设定”按钮，进入此测试项

的条件编辑界面。如图 

 

第一列：参数的序号 

第二列：参数的名称，不能修改。 

第三列：参数的实际设定值。 

参数的输入方式大致分为两种： 

（1） 编辑器：使用鼠标双击直接修改。 

（2） 下拉列项：使用鼠标左键下拉选择。 

部分参数是用来与测试结果进行规格比较使用，其设置值可以是[*]，表示不进行此项

的规格判定。 

3.44 存档 

要存储编辑好的测试程序，在菜单【文件】->【保存文件】或【另存为】保存测试程

序，不同在于另存需要指定不同的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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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程序测试 

调试主窗口 

在程序编辑主窗口中，工具栏中点击“调试程序”，首先弹出序列号输入窗口，如下

图： 

 

如果当前测试序列号与原序列号相同，不需要设置，直接确认接口。如果更换测试产

品更换序列号后请修改序列号后确认。确认后进入程序的测试页面。如图3-2。 

 

图3-2 测试主窗口 

在两种窗口下，均可以选择某行，通过工具栏上的【设置断点】【清除断点】【清除

所有断点】或双击行首进行断点的设置与清除。设置断点后，程序会暂停到断点位置，方

便调试。 

测试信息窗口显示程序的基本测试信息，如名称，测试进度等信息，测试时间表示程

序执行的时间。如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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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调试程序基本信息窗口 

 变量信息窗口显示当前测试结果变量的值，配置复选框使用，方便了解各测试项目变

量的值。如图3-4。 

 

图3-4 变量信息窗口 

3.46 执行测试功能选项 

程序调试工具栏控制程序的调试过程与停止，主要如下： 

 

运行：开始调试运行 

单项运行：执行选择的单个测试项目 

停止：停止程序运行 

暂停：暂时停止程序运行 

继续：与暂停配合使用，继续运行程序。 

3.5 智能报表 

3.51 智能报表主窗口 

在PEV7002系统平台主窗口，点击“智能报表”进入报表主界面，如图3-5，窗口主要

分为左侧的序列号列表窗口和右侧的报表内容显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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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报表统计主窗口 

3.52 查找报表 

点击工具栏的 搜索按钮，会弹出报表的查找窗口，如图3-6，选择需要导出报表的

程序名，如果“Search name”栏留空，会显示所有此程序的测试序列号报表。如果输入某

个序列号的关键字，会显示此序列号的测试报表。 

 

图3-6 程序报表搜索窗口 

点击搜索即在主窗口的左侧显示此次搜索到的序列号，并在右侧窗口显示此序列号对

应的测试报告。如图3-7点击左侧的序列号，在不同的序列号报表之间进行切换。 

 

图3-7程序报表显示窗口 

 

 

 



             第三章 软件操作说明 
 

36 

 

3.53 报表保存 

点击工具栏的 保存按钮，将显示的报告保存到相关文件。系统弹出文件保存对话

框，点击“保存类型”的下拉菜单，可以看到系统支持三种格式的报表，分别如下： 

TXT格式报表，如图3-8。 

 

图3-8 txt类型报表窗口 

报表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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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s格式报表，如图3-9。 

 

图3-9 xls类型报表窗口 

报告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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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c格式报表，如图3-10 

 

图3-10 xlc类型报表窗口 

报告形式如下： 

 

3.54 自定义报表保存 

点击工具栏的 保存按钮，将显示自定义报表导出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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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保存格式和保存路径，如果选择“保存单台”将保存当前选择序列号的自定义

报表，如果选择“保存所有”将保存搜索到的所有序列号报表到选择保存目录下。“取

消”则退出自定义报表保存界面。 

3.55 项目报表保存 

点击工具栏的 保存按钮，将显示高级项目报表导出窗口，如下图： 

 

 

点击选择表头格式文件，表格格式文件可自定义编辑，项目自定义报表格式也可以根

据需求进行自定义。 

自定义格式报表 

在程序平台目录下：ReportFormat文件夹下存在每一个测试项目的文件夹，文件夹包

括变量列表的txt文件和单个测试项目报表的格式文件，如果格式文件不存在则需要创建 

 

每个项目的测试报告格式为一个excel文件，此exel文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调整其

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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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格式范围定义，测试方法与标准说明，测试数据三个部分。 

格式范围：在格式的文件的第一个单元格指定此格式文件需要占用的列数和行数。 

主要用于在最终的格式文件中的快速的定位，加快导出报表速度。确保整体格式的一

致性。 

 

测试说明：主要用于说明此项目的测试方法说明，测试条件及测试结果的规格要求，

具体来源于测试要求文件或国标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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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将测试数据按照要求格式编辑导出格式型式：设置单元格合并，对齐方

式，单位等。在需要填入测试数据参数的地方将此参数的编号填写到设置位置。 

 

变量列表 

在报告格式默认保存路径下，每个项目对应一个报告格式文件夹，名称为：

Vartable.txt，如下： 

 

列表文件第一行为项目名称 

第二行为项目序号：项目序号根据报告格式中的总位置序号进行排序。 

第三行开始 $VC $编码为条件编码，即测试项目中的所有测试条件，比如产品设置电

压，设置电流等。结构为：编码，项目名，变量显示名称，变量名。 

最后部分开始 $RC $编码为结果编码，即测试项目中的所有测试结果，比如产品输出

电压，输出电流等。结构为：编码，项目名，变量显示名称，变量名。 

数组变量会依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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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导出 

报表导出回到报表页面，操作流程如下： 

1、选择选拨存储的序列号。 

2、选择报表头文件即报表抬头。 

3、选择报表项，对于不需要导出报表项次可以勾选掉或者不选择报表格式名称。 

4、选择报表保存目的目录。 

5、点击保存即可导出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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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统计报表 

PEV7002内建统计报表功能，直接在主界面点击工具栏的 统计保存按钮，弹出统

计选择窗口，如图3-11。 

 

图3-11 统计报表选择窗口 

平台默认选择所有的序列号和所有的测试项，如需要选择部分项及序列号统计，请点

击“Following…”项，并选择需要的序列号和测试项，按CTRL可以多选。点击“Sel…”

设置统计报表的保存位置，再点击save按钮，等待进度条停止，状态栏提示保存“Save 

excelfile OK!”即导出完成。如图3-12。 

 

图3-12 导出完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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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表格式为按单项进行分页统计，程序会自动计算统计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平

均值和均方差。如果此变量存在大小规格，程序会自动进行CPK等统计量分析，否则为

NULL。 

 

3.6 帮助信息 

在PEV7002系统主界面点击“帮助信息”，系统弹出此设备的帮助说明路径，例如下

图： 

 

 

3.7 退出系统 

在PEV7002系统主界面点击“退出系统”按钮，退出PEV7002测试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