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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警警 告告告告 

 

 

 

 

 

 

该设备使用和产生的电能等级都是非常危险的该设备使用和产生的电能等级都是非常危险的该设备使用和产生的电能等级都是非常危险的该设备使用和产生的电能等级都是非常危险的。。。。AFQ-4W 内部内部内部内部

电容器在断电后仍有可能处于充满电状态电容器在断电后仍有可能处于充满电状态电容器在断电后仍有可能处于充满电状态电容器在断电后仍有可能处于充满电状态。。。。断电后五分钟内请勿断电后五分钟内请勿断电后五分钟内请勿断电后五分钟内请勿

进行设备内部操作进行设备内部操作进行设备内部操作进行设备内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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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货到检测货到检测货到检测货到检测 

该手册用于帮助有源滤波器(AFQ-4W)的安装和维护。  

 

打开该设备包装后，检查 AFQ-4W 相应型号和尺寸是否与预定相同，货运过程中

未发生损坏。确认设备电网电压是否与设备特性相符（详见前面板后标签） 。 

 

 
Figure 1: 前面板后标签 

 

有源滤波器 (AFQ-4W) 须对应于需要滤除的谐波电流。AFQ-4W 额定电流必须至

少 20% 高于最大负载谐波电流。 

IN (AFQ-4W) = [1,2 � IMAX � THD(I) ] 

其中: IN (AFQ-4W): 有源滤波器标称电流 (AFQ-4W) 

  IMAX 对应最大负载电流 

THD(I) 对应负载电流谐波失真 

 

 

检查将连接的四线有源滤波器设备(AFQ-4W) 零相是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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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综述产品综述产品综述产品综述 

2.1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谐波谐波谐波谐波 

 

谐波是由电气设备诸如整流器，逆变器，发动机等产生的。这些负载产生一个表

现为基频率分量为 50 或 60Hz，一系列基本频率的倍数的叠加电流。 

 

 
Table 1: 各谐波频率 

 

谐波失真可导致设备过载，铜牌过热，激活磁场，损坏敏感负载# 

 

电流总谐波失真电流总谐波失真电流总谐波失真电流总谐波失真 THD(I) 

 

电流总谐波失真 THD(I) 是度量一个信号中的谐波失真与基频分量之间的关系 

(50Hz or 60Hz)。 

 

 
Formula 1: 电流 THD(I) 计算. 

       

 

n（谐波次数） 
电网频率 



  AFQ操作手册操作手册操作手册操作手册 

6-51 

2.2 工作原理工作原理工作原理工作原理 

 

有源滤波器目标是滤除谐波电流，包括零序电流（单相整流器产生三倍谐波），

相间及各相电流平衡，和无功电流补偿。 

 

有源滤波器工作原理是检测额定正弦波曲线与谐波影响下失真信号曲线之间的不

同，从而注入一个与两条波形均不同的电流。 

 
Figure 2: 负载，滤波器及主电流 

AFQ-4W 连接于电网线和并联负载的耦合点上。在负载侧测量电流（AFQ-4W 连

接点下游）。i 

 

 
Figure 3: 通用 AFQ-4W 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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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和接线安装和接线安装和接线安装和接线 

3.1 置放置放置放置放 

将 AFQ-4W 安装在室内环境，保持环境温度在 0ºC 到 40ºC 之间，AFQ-4W 柜体

及周围柜体与墙面之间的最小间距为: 

• 200 mm 间距间于 AFQ-4W 柜体和其他柜体或墙面。 
• 200 mm 间距间于柜体和天花板 。 
• 800 mm 前端间距便于开门。 
 

 
Figure 4: 安装间距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请将 AFQ-4W 安装于远离水，易燃液体，气体以及腐蚀性物质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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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接线接线接线接线 

 

AFQ-4W 外部接线要求如下： 

� L1, L2, L3, N – 电网线：3 相+零相。使用与电流相对应尺寸电线。不

同等级滤波器对应电线最小横截面积表格如下 。 

  L1, L2, L3 (mm
2
) LN (mm

2
) 

AFQ-4W 25A 10 25 

AFQ-4W 50A 16 50 

AFQ-4W 100A 35 95 

AFQ-4W 150A 70 2x95 

AFQ-4W 200A 95 3x95 

Table 2: 电线最小横截面积 

 

� S1/L1, S2/L1, S1/L2, S2/L2, S1/L3, S2/L3 – 电流互感器 (TI1, TI2, TI3) 

接线。这些互感器是用于达到测量和控制的目的。TC 或或或或 TCH 型互感型互感型互感型互感

器器器器，，，，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0.2s, 在该运用中比较推荐在该运用中比较推荐在该运用中比较推荐在该运用中比较推荐。。。。等级为 0.2, 0.5 或 0.5s 互感器

的使用会使 AFQ-4W 的行为有所衰减。但是谐波滤除响应仍可接受。 

 

� 地线地线地线地线 – 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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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滤波器 (AFQ-4W) 接线端子： 

 
Figure 5: AFQ-4W 接线点 

 

所有电网线以及负载电流测量均应从柜体底部穿入以确保 IP 并且使用户远离高压

部分。 

 

 
Figure 6: 柜体电线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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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有源滤波器接线有源滤波器接线有源滤波器接线有源滤波器接线 (AFQ-4W) 

根据 figure 4 检查接线。 

 
Figure 7: AFQ-4W 外部接线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确保 AFQ-4W 已经完全接地以避免电击危险。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电压及电流需连接到相应相。否则，有源滤波器将不能正常工作。  

 

请审查以下连接是否正确： 

� 电流互感器 1 (TI1) 需测量 L1，同时次级互感器线圈需连接到 S1/1L 和

S2/L1，在 AFQ-4W 柜体内。 

� 电流互感器 2 (TI2) 需测量 L2，同时次级互感器线圈需连接到 S1/2L 和 

S2/L2，在 AFQ-4W 柜体内。 

� 电流互感器 3 (TI3) 需测量 L3，同时次级互感器线圈需连接到 S1/3L 和 

S2/L3，在 AFQ-4W 柜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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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并联并联并联并联 2到到到到 8个有源滤波器个有源滤波器个有源滤波器个有源滤波器 (AFQ-4W) 接线接线接线接线。。。。 

连接 2 到 8 个 AFQ-4W 是通过并联在三相及零相上实现的。负载电流测量用串

联，所有滤波器采用相同连接方法。 

 

Figure 8 显示的是并联 2 个或更多 AFQ 到同一个负载。注意所有 AFQ-4W 使用

同一个电流互感器。 

 
Figure 8: 并联 2 或更多 AFQ-4W 连接 

 

检查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设置系统中的有源滤波器。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所有并联的有源滤波器 (AFQ-4W) 设置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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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将将将将有源滤波器有源滤波器有源滤波器有源滤波器连接连接连接连接到系统到系统到系统到系统 

当所有上述电气设备连接状态已经确认，打开断路器启动 AFQ-4W。当滤波器启

动 时 显 示 灯 将 点 亮 同 时 显 示 以 下 信 息 ： “ 无 初 始 条 件 （ NO INICIAL 

CONDITIONS）” 以及 “启动#（Starting#）” 

 
Figure 9: AFQ-4W 启动时初始页 

 

几秒钟后，将显示以下信息： “无初始条件（NO INICIAL CONDITIONS）” 以及 

“设置互感器变比” 

 

 
Figure 10: AFQ-4W 启动后初始页 

 

如果接线或电网出现问题，屏幕将显示其他信息。在本手册“4.6 报警描述” 节中

将描述所有发生故障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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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滤波器启动滤波器启动滤波器启动滤波器启动 

以下描述启动有源滤波器 (AFQ-4W)步骤。参数设置信息，请查阅本手册"4.3 屏

幕设置"一节。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在启动 AFQ-4W 前依据步骤设置设备。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1.     

安装负载电流互感器以及并联的模块数量。 
 

• 访问屏幕参数设置： 

 
 

• 依据负载互感器电流主次级关系设置互感器变比（RATIO TRANSFOR-

MER ）参数。 

o AFQ-4W 允许以下负载电流互感器变比： 40/5, 50/5, 60/5, 75/5, 

100/5, 125/5, 150/5, 200/5, 250/5, 300/5, 400/5, 500/5, 600/5, 

700/5, 750/5, 800/5, 1000/5, 1200/5, 1500/5, 1600/5, 2000/5, 

2500/5, 3000/5, 4000/5 and 5000/5.  

 
• 设置并联模块数量。如果只有一个 AFQ-4W，默认值为 (1) 。 
 

 
Figure 11: 步骤 1: 互感器变比以及并联模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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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2.     

设置 AFQ-4W 模块功能 

• 访问屏幕设置页面。 

 
 

• 可进行谐波滤除，平衡相和/或依据系统要求进行无功补偿。 

 

 
Figure 12: 步骤 2: 设置 AFQ-4W 功能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设置不当将严重影响 AFQ-4W 的表现。 

请技术人员依据系统的需求进行相应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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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3.     

检查电网电压和频率 
 
• 访问电压和电流页面。 
 

 

• 确保电压测量与系统实际电压相符。 

• 确保 AFQ-4W 频率测量与系统实际频率相符。 

• 确保负载电流测量与系统电流等级相符。 

 

 
Figure 13: 步骤 3: 检查网络电压与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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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4.     

检验有功和无功电能 

• 访问负载电能页面。 
 

 
 

• 确认负载有功电能测量与系统有功电能等级相符。 

 

• 确认负载无功电能测量与系统无功电能等级相符 

 

• 确认三相功率因数大于 0.70。如果功率因数非常低将会在相应相序上显示

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测电网接线以及电流互感器接线，详见"3.2.1 

有源滤波器 (AFQ-4W)接线"一节 AFQ-4W 的接线。 

 

 
Figure 14: 步骤 4: 检验有功和无功电能 

 

当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以及功率因数全部检验完毕，可回到主页启动有源滤波器

(AFQ-4W)。按下 “主菜单（MAIN）”按键以访问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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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5.     

启动有源滤波器 (AFQ-4W): 

 

当 AFQ-4W 没有连接和设置问题后，主页上将显示 “停止（STOP）” 。 

 

 
Figure 15: 有源滤波器待启动时显示信息 

 

按下 "启动（START）" 按键进行谐波中和，相平衡以及/或无功补偿。如果启动

正常， “运行（RUN）”信息将显示在主页上。按下 “浏览（VIEW）” 按键查看所

有电气参数。 

 

 
Figure 16:有源滤波器运行时显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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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AFQ-4W 接线或设置出现问题，将显示 "无初始条件（NO INITIAL 

CONDITIONS）"信息。本手册中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节包含了所

有故障原因及其解决方案。 

 

 
Figure 17: 有源滤波器不能启动显示信息 

 

如果有报警跳闸，将在主菜单显示错误描述信息。详见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节中报警描述。 

 

故障解除后按下 “报警复位（RESET ALARM）” 键重新启动 AFQ-4W 。 

 

 
Figure 18: 报警发生时显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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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显示面板显示面板显示面板显示面板 

 

4.1 功能流程图功能流程图功能流程图功能流程图 

 

 
 

 

Figure 19: 面板功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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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主主主屏幕屏幕屏幕屏幕 

主页上包含了滤波器的所有状态信息，启动/停止（START/STOP）控制按键，

报警恢复按键以及设置和浏览页面入口。 

 

Figure 20:主屏幕 

 

1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停止停止停止停止 START/STOP: 启动和停止控制键。启动有源滤波器时滤波器显示

需为 “停止 STOP”。 

2 报警重置报警重置报警重置报警重置 RESET ALARM: 报警复位按键. 使 AFQ-4W 从报警状态中恢复并将

其恢复至 “停止 STOP”模式。 

3 浏览浏览浏览浏览 VIEW: 访问可视页面。 

4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SETUP: 访问参数和设置页面。 

5 滤波器特性附加信息滤波器特性附加信息滤波器特性附加信息滤波器特性附加信息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f Filter performance: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节说明所显示的信息解释。 

6 滤波器状态滤波器状态滤波器状态滤波器状态 Filter status: 

a. 无初始条件无初始条件无初始条件无初始条件 NO INITIAL CONDITIONS: AFQ-4W 启动初始条件无

法履行。 

b. 停止停止停止停止 STOP: AFQ-4W 待运行。 

c. 运行运行运行运行 RUN:  AFQ-4W 正在运行。 

d.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ALARM: AFQ-4W 处于报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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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期和时间日期和时间日期和时间日期和时间 Date and time: 可视化时间与日期。 

 

 

4.3 设置页面设置页面设置页面设置页面 

 

设置页面允许用户访问 AFQ-4W 相关的设置页面。 

 

 
Figure 21: 主设置页面 

 

运行模式运行模式运行模式运行模式 Operation mode: 包含谐波滤除，相平衡，无功电流补偿和可选滤除

选项。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Parameters: 包含互感器变比，最小电流值，控制算法和并联模块数量选

项。 

滤波数据滤波数据滤波数据滤波数据 Filter data: 包含 AFQ-4W 系统信息。 

面板设置面板设置面板设置面板设置 Panel setup: 包含选择语言，设置日期和时间以及声音开启/关闭选

项。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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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运行模式页面运行模式页面运行模式页面运行模式页面 

 

用户可以在以下页面中更改谐波滤除，相平衡以及无功补偿或选择滤波。更改

AFQ-4W 参数时必须输入密码。  

 

详见第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 一节设置或清除密码。 

 

 
Figure 22: 运行模式菜单 

 

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 Function selection：：：：访问页面开启或关闭有源滤波器功能：滤波、无

功补偿和相平衡。 

选择滤波选择滤波选择滤波选择滤波 Seletive Filtering: 访问页面选择要滤除的谐波次数。 

启动报警启动报警启动报警启动报警 Enable alarm:访问页面开关报警。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页面。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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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 

 

 
Figure 23:功能选择页面 

 

谐波滤除谐波滤除谐波滤除谐波滤除 Harmonic filtering: 中和谐波。默认设置。 

相平衡相平衡相平衡相平衡 Phase balancing: 电流相平衡以及零相电流最小化。非默认设置。 

无功补偿无功补偿无功补偿无功补偿 Reactive compensation: 无功补偿。非默认设置。 

功能优化顺序功能优化顺序功能优化顺序功能优化顺序 Function priority order: AFQ-4W 设置优化顺序防止过载。当

“功能优化顺序”启动时，谐波滤除为第一顺序，相平衡与无功补偿为其次。当

“功能优化顺序”关闭时，第一顺序为相平衡及无功补偿，谐波滤除为防止过载

而排后。该选项非默认值。 

 功能优化功能优化功能优化功能优化 

P
R
IO
R
IT
Y

优
化

优
化

优
化

优
化
 

 

  
- 
  
  
  
+

 开启开启开启开启 ON 关闭关闭关闭关闭 OFF 

谐波滤除 相平衡 + 无功补偿 

相平衡 + 无功补偿 谐波滤除 

Table 3: 功能优化 

 

锁定锁定锁定锁定/解锁解锁解锁解锁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Lock/Unlock parameters: 按键用于锁闭/解锁设置参数。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屏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运行模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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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滤波选择性滤波选择性滤波选择性滤波: 

 
Figure 24: 选择性滤波页面 

 

独立谐波选择独立谐波选择独立谐波选择独立谐波选择:  

� AFQ-4W 控制算法设置 1 (默认算法控制): 

o 选择要抵消的独立谐波。  

 

� AFQ-4W 控制算法设置 2 (在供应商指导下选择该项). 

o 取消独立谐波，抵消总体谐波。 

o 除了所选择的独立谐波外，AFQ-4W 将抵消所有谐波。  

 详见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节控制算法设置。 

 

锁闭锁闭锁闭锁闭/解锁解锁解锁解锁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Lock/Unlock parameters: 按键用于锁闭/解锁设置参数。  

Main: 访问主菜单屏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运行模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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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报警启动报警启动报警启动报警: 

 

Figure 25: 启动报警页面. 

 

极性报警极性报警极性报警极性报警 Polarity alarm: 启动或关闭极性报警。 

当极性报警启动时，有源滤波器自动检测负载电流极性。如果存在再生负载短时

引入电能到电网中，极性报警将被激活。 

当极性报警被关闭时，AFQ 不检测负载电流极性。验证电流互感器极性，当负载

在电网中损耗电能时检测有功功率是否为正极。如果存在再生负载，当负载引入

电能到电网时，有功功率将为负极。仅当存在再生负载和有功功率为负极时，关

闭极性报警。 

 

访问可视化有功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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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为默认设置. 

注意 

在关闭极性报警情况下启动 AFQ 之前，检测测量互感器接线正确。 

 

低温报警低温报警低温报警低温报警 Low temperature alarm: 启动或关闭低温报警。该报警可避免柜体内

部温度低于 0ºC 或有故障的情况下启动有源滤波器。 

该选项为默认设置。建议不要关闭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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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参数页面参数页面参数页面参数页面 

 

该菜单包含了应在有源滤波器启动前修改的系统参数。修改 AFQ-4W 参数前应输

入密码。这些参数在滤波器运行后不能进行修改。  

 

详见 “4.3 密码” 节设定或清除密码。 

 

 
Figure 26: 参数页面 

 

互感器互感器互感器互感器变比变比变比变比 Transformers ratio: 负载电流互感器主级和次级变比。  

AFQ-4W 默认以下负载电流互感器变比： 40/5, 50/5, 60/5, 75/5, 100/5, 125/5, 

150/5, 200/5, 250/5, 300/5, 400/5, 500/5, 600/5, 700/5, 750/5, 800/5, 1000/5, 

1200/5, 1500/5, 1600/5, 2000/5, 2500/5, 3000/5, 4000/5 y 5000/5.  

最小电流最小电流最小电流最小电流 Minimum current: 启动 AFQ-4W 负载最小电流。当负载电流低于最小

电流，AFQ-4W 将停止运行。当负载电流高于最小电流，AFQ-4W 将启动。 

控制算法控制算法控制算法控制算法 Control algorithm: 选择谐波滤除计算。 

1 频率模式: 谐波滤除基于所选择的要抵消的谐波。频率模式是默认设置。 

2 瞬时模式: 谐波滤除基于要抵消的总谐波。 

当瞬时模式激活后， AFQ-4W 复位所有在"选择性滤波"中所选择的各次谐

波，执行总谐波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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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避免使用 2瞬时模式瞬时模式瞬时模式瞬时模式 除非供应商建议该系统使用。  

该方法可能在一些特殊系统中导致谐振。 

 

 

并联模块并联模块并联模块并联模块 Parallel modules: 访问设置系统中并联的 AFQ-4W 模块数量页面。 

锁闭锁闭锁闭锁闭/解锁解锁解锁解锁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Lock/Unlock parameters: 按键用于锁闭/解锁设置参数。  

Main: 访问主菜单屏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设置页面。 

 

 

并联模块设置并联模块设置并联模块设置并联模块设置 

 

Figure 27: 并联模块设置页面 

 

模块数量模块数量模块数量模块数量 Number of modules: 设置系统中并联的 AFQ-4W 模块数量。 

最高可达 8 个 AFQ-4W 并联安装在系统中。  

详见 “3.2.2 并联 2到 8个有源滤波器 (AFQ-4W) “ 节系统中安装 2 个或多

个 AFQ-4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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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滤波数据页面滤波数据页面滤波数据页面滤波数据页面 

 

该菜单包含有源滤波器系统信息。该页面信息由工厂设置不能被更改。 

 

Figure 28: 滤波器数据页面 

 

滤波器系列滤波器系列滤波器系列滤波器系列 Filter range: 各相额定补偿电流。 

序列号序列号序列号序列号 Serial number: AFQ-4W 识别。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Setup code: 设置操作内部代码。 

软件版本软件版本软件版本软件版本 Software version: AFQ-4W 软件版本。 

界面版本界面版本界面版本界面版本 Panel version: 界面软件版本。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页面。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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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设置界面设置界面设置界面设置界面页面页面页面页面 

 

该页面允许用户选择语言，设置日期，设置时间，开启或关闭声音。  

 

Figure 29: 设置界面页面 

 

语言语言语言语言 Language: 选择语言。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Date: .设置日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Time: 设置时间。 

声音声音声音声音 Sound: 开启或关闭声音。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页面。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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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FQ-4W 浏览页面浏览页面浏览页面浏览页面 

 

该页面允许用户访问可视化页面。  

 

 
Figure 28: 主浏览页面 

 

电压电压电压电压&电流电流电流电流 Voltage & current: 访问电压和电流页面。 

功率功率功率功率 Power: 访问功率页面。 

THD I:访问 THD(I) 页面。 

温度温度温度温度 Temperature: 访问温度页面。 

报警历史报警历史报警历史报警历史 Alarm history: 访问报警历史页面。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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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电压和电流页面电压和电流页面电压和电流页面电压和电流页面 

 

该页面显示三相 RMS 电压，三相 RMS 电流及电网频率。 

 

 
Figure 29: 电压和电流频率.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页面。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浏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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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功率功率功率功率页面页面页面页面 

 

该页面允许用于访问负载功率页面以及电网功率页面。 

 

 
Figure 30:功率页面. 

 

负载功率负载功率负载功率负载功率 Power load: 访问有功、无功以及视在功率负载页面。 

电网电网电网电网功率功率功率功率 Power mains: 访问有功、无功以及视在功率电网页面。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屏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浏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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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负载功率页面负载功率页面负载功率页面负载功率页面 

 

该屏幕显示负载侧各相有功、无功、视在功率以及功率因数。 

 
Figure 31: 负载功率页面.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屏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功率页面。 

4.4.4 电网电网电网电网功率页面功率页面功率页面功率页面 

 
该屏幕显示电网侧各相有功、无功、视在功率以及功率因数。 

 
Figure 32: 电网功率页面.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屏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功率页面。 



  AFQ操作手册操作手册操作手册操作手册 

35-51 

4.4.5 THD(I) 页面页面页面页面 

该屏幕允许用户访问总 THD(I) 页面、负载包含谐波页面和电网包含谐波页面。 

 

 
Figure 33: THD(I) 页面. 

 

 

负载侧包含负载侧包含负载侧包含负载侧包含 THD(I) content load: 访问负载侧电流谐波振幅页面。 

电网电网电网电网侧包含侧包含侧包含侧包含 THD(I) content mains: 访问电网侧电流谐波振幅页面。  

总总总总 THD(I) total: 访问各相总 THD(I) 柱状图页面。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页屏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浏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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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负载侧和负载侧和负载侧和负载侧和电网电网电网电网侧包含谐波页面侧包含谐波页面侧包含谐波页面侧包含谐波页面 

 

负载侧负载侧负载侧负载侧 (AFQ-4W 下游下游下游下游) 

 

1相相相相 

 
Figure 34: 显示相 1 负载侧电流谐波 

 

2相相相相 

 
Figure 35: 显示相 2 负载侧电流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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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相相相 

 

Figure 36: 显示相 3 负载侧电流谐波 

 

电网电网电网电网侧侧侧侧 (AFQ-4W 上游上游上游上游) 

1 相相相相 

 
Figure 37: 显示相 1 电网侧电流谐波 

 

2 相相相相 

 
Figure 38: 显示相 2 电网侧电流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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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相相相 

 
Figure 39: 显示相 3 电网侧电流谐波 

 

 

L1/L2/L3: 访问浏览其他相所含电流谐波。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主菜单页面。.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 THD(I)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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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总总总总 THD(I) 页面页面页面页面 

 

该页面在电网侧和负载侧显示三相总 THD(I) 。 

 

 
Figure 40: 在负载侧和电网侧显示三相总 THD(I).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菜单页面。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 THD(I)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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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日志页面日志页面日志页面日志页面 

 

该页面显示有源滤波器所有报警跳闸日志。 

 

 
Figure 41: 日志页面 

 

清除所有清除所有清除所有清除所有 Clear all: 清除所有信息。 

清除清除清除清除所选所选所选所选 Clear select: 清除所选择的信息。 

: 浏览上一页信息。  

: 浏览下一页信息。  

: 浏览上一行信息。 

: 浏览下一行信息。 

主页主页主页主页 Main: 访问菜单页面。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Back: 返回浏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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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密码密码密码密码 

 

所有设置选项均设有密码保护。要锁定或解锁密码保护，需按下“锁定/解锁参数

LOCK/UNLOCK PARAMETERS” 按 键 。 该 按 键 在 “ 功 能 选 择 FUNCTION 

SELECTION”, “选择性滤波 SELECTIVE FILTERING” “启动报警 ENABLE 

ALARMS” 和 “参数 PARAMETRES” 页面。 

 
Figure 42: 锁定/解锁按键 

 

当锁定生效时，显示解锁选项。  

 
 

当锁定未启用时，显示锁定选项。 

 
 

要锁定或解锁参数需要使用虚拟按键输入密码，当按下"锁定/解锁参数 LOCK / 

UNLOCK Parameters" 按键时虚拟键盘将会出现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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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3: 密码页面. 

 

默认密码为 1 – 2 – 3 – 4. 按下 “输入 Enter” 键密码生效。 “Esc” 键退出返回到上

一页面。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更改安装选项后再次锁定密码以避免误操作改变 AFQ-4W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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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以下章节说明所有可能出现在主屏幕上的信息描述以及恢复操作。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在 AFQ-4W 进行任何维修前需关闭总开关。断电后 5 分钟内请勿尝试

设备内部操作。 

 

 

该图表显示启动前可能出现在 AFQ-4W 上的信息 

无初始条件无初始条件无初始条件无初始条件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恢复操作恢复操作恢复操作恢复操作 

Starting# 

启动 

AFQ-4W is starting 

AFQ-4W 正在启动 

Wait until the AFQ-4W has finished  

the starting up. 

等候直到 AFQ-4W 启动完毕 

Setup 

transformer 

ratio 

设置互感器变比 

The transformer ratio of the load is 

not configured  

负载互感器变比未设置 

Check paragraph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to configure 

transformer ratio 

详见“¡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一节设置互感器变比 

 MIN. Load 

current 

过小负载电流 

Load current is lower than minimum 

current selected 

负载电流低于所选的最小电流 

Minimum current parameter can be 

modified in paragraph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最小电流参数设置更改详见“¡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一节 

MIN. Mains 

Voltage 

过小电网电压 

Mains voltage is too low 

电网电压过低 

Review voltage levels in mains 

检查电网电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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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DC Bus 

过小直流总线 

Not enough voltage in DC capacitors 

直流电容器电压不足 

Review voltage levels in mains. 

检查电网电压等级 

Frequency 

error 

频率错误 

No detection of network frequency 

未检测到电网频率 

Review network connections 

检查电网连接 

Polarity error 

极性错误 

Measure load current error  

测量负载电流错误 

Review transformers load current 

检查互感器负载电流 

DC bus 

unbalance 

直流总线不平衡 

DC link voltage is unbalanced 

直流线电压不平衡 

Reduce the number of harmonics 

to compensate 

减少补偿的谐波数量 

该图标显示所有报警信息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恢复操作恢复操作恢复操作恢复操作 

Temperature NTC1  

温度 NTC1 

NTC1 sensor over temperature. 

NTC1 传感器温度过高 

Check fans and turbines, of the 

higher part of the cabinet, are 

working properly 

确认柜体顶部散热片和涡轮工作正常 

Temperature NTC2  

温度 NTC2 

NTC2 sensor over temperature. 

NTC2 传感器温度过高 

Check fans and turbines, of the 

higher part of the cabinet, are 

working properly 

确认柜体顶部散热片和涡轮工作正常 

Temperature 

Inductor 

Inductors over temperature. 

指示器温度过高 

Check fans,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cabinet, are working properly 

确认柜体底部散热片工作正常 

MAX. DC Bus 

直流总线过大 

DC capacitor voltage is too high. 

直流电容器电压过高 

Review equipment connection and 

check voltage levels in mains 

检查设备连接并确认电网电压等级 

MAX. Positive DC 

Bus 

直流总线正极过大 

DC capacitor voltage is too high. 

支流电容器电压过高 

Review equipment connection and 

check voltage levels in mains 

检查设备连接并确认电网电压等级 

MAX. Negative DC 

Bus 

直流总线负极过大 

DC capacitor voltage is too high. 

支流电容器电压过高 

Review equipment connection and 

check voltage levels in mains 

检查设备连接并确认电网电压等级 

MAX. Current 

电流过大 

Current in the AFQ-4W is too high. 

AFQ-4W 电流过大 

Review equipment connections 

检查设备连接 

MAX. Mains Voltage 

电网电压过大 

Mains voltage amplitude is too 

high. 

电网电压振幅过高 

Check voltage levels in mains 

确认电网电压等级 

Desaturation 

饱和 

Problem related with the drivers. 

与驱动有关故障 

Review connections between 

control and driver boards.  

检查控制和驱动板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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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conditions 

error 

初始条件错误 

Reiteration of no initial conditions 

state 

重复无初始条件状态 

Review initial conditions 

检查初始条件 

Resonance alarm 

共振报警 

Harmonic resonance detection 

检测到谐波共振 

Verify filter operates on frecuencial 

mode. Check paragraph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更改滤波器运行模式，详见“¡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Error! No se 

encuentra el origen de la 

referencia.”. 

Contactor failure 

接触器故障 

Contactors or magnetic switches 

inside the cabinet are not working 

properly 

柜体内部接触器不能正常工作 

Review that wires are well 

connected to the contactors and 

the magnetic switches. 

检查互感器端子是否连接正常 

当报警消失或问题已解决后，在主页上按下 “报警复位 ALARM RESET” 按键恢

复有源滤波器。 

 

该图表显示运行时可能出现在 AFQ-4W 上的信息 

运行运行运行运行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恢复操作恢复操作恢复操作恢复操作 

MAX. Load 

负载过大 

Load harmonics are higher than 

nominal value of filter.  

负载谐波高于可滤除值 

The AFQ-4W is working properly 

but under satur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harmonics to 

compensate 

AFQ-4W 饱和前工作正常。建议减

少要补偿的谐波数量 

 

该图标显示设置时可能出现在 AFQ-4W 上的信息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恢复操作恢复操作恢复操作恢复操作 

End Setup 

结束设置 

Setup code is not correct. 

设置代码不正确 

Enter a valid value to all 

parameters in the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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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 Range 

Error 

滤波器系列错误 

Filter range is not correct. 

滤波器系列不正确  

在设置中输入所有参数有效值 

If any messages of configuration 

appears, contact the technical 

service 

若仍显示任何设置信息，请联系技

术服务 

Setup 

transformer 

ratio 

设置互感器变比 

Frequency range is not correct. 

频率范围不正确 

Parallel AFQ-

4W Error 

并联 AFQ-4W

错误 

Number of parallel AFQ-4W is not 

correct 

并联的 AFQ-4W 数量不正确 

Algorithm Error 

算法错误 

Number of the control algorithm is not 

correct. 

控制运算数量不正确 

Software 

version error 

软件版本错误 

The software version of the screen 

does not match the software version 

of the control board 

页面软件版本与控制板软件版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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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模块模块模块模块 

 AFQ_4W-25 AFQ_4W-50 AFQ_4W-100 AFQ_4W-150 AFQ_4W-200 

谐波相电流 25 A RMS 50 A RMS 100 A RMS 150 A RMS 200 A RMS 

谐波零相电流 75 A RMS 150 A RMS 300 A RMS 450 A RMS 600 A RMS 

谐波峰值电流 50 A PEAK 100 A PEAK 200 A PEAK 300 A PEAK 400 A PEAK 

 

电气参数电气参数电气参数电气参数  

额定电压 400 V ± 15% 

频率 50 Hz / 60 Hz  +/- 10% 

相数 3 相+零线 ( 4 线) 

 

滤波器特性滤波器特性滤波器特性滤波器特性 

电流谐波补偿 2 次到 50 次谐波 

可设定谐波 2 次到 25 次谐波 

负载电流平衡 是 

无功电流补偿 是 

控制器 数字, DSP 

瞬时响应时间 < 1ms 

电流限制 通过滤波器额定限电流值防止过电流 

图形显示板 LCD 显示屏, 5,7” 320x24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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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参照谐波标准 EN61000-3-4, IEEE519-1992 

参照设计标准 EN60146 

安全标准 EN50178 

电磁兼容性标准 
EN55011, EN50081-2, EN61000-4-2, EN61000-4-3, EN61000-4-4 

EN61000-4-5, EN61000-4-6, EN61000-6-2 

 

显示功能显示功能显示功能显示功能 

控制 启动，停止，报警复位，和滤波器状态说明 

设置 
设置所有滤波器参数包括：谐波滤除，负载平衡，无功补偿，负载互感器变比，最小电流，

控制运算和并联的 AFQ-4W 数量。语言，日期和时间以及声音。 

电气值显示 

电压和电流测量。 

有功，无功以及视在功率和功率因数测量。 

电流谐波和谐波频谱图。 

内部温度和报警历史。 

 

可选产品可选产品可选产品可选产品 

CVMk2 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 

Power Studio SCADA 软件用于在线读取瞬时和历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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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环境条件环境条件环境条件 

运行温度  +0ºC to +50ºC 

相对湿度 0 到 90% 不凝结 

运行海拔 < 2000m 

机械特性机械特性机械特性机械特性 

 AFQ_4W-25 AFQ_4W-50 AFQ_4W-100 AFQ_4W-150 AFQ_4W-200 

尺寸 (WxHxD) (mm) 500x830x450 655x1350x450 665x1800x457 1190x1900x620x720 1190x1900x620x720 

重量 (kg) 135 212 272 505 511 

 

     

Figure 46: AFQ-4W 尺寸(25A, 50A, 100A)   Figure 44: AFQ-4W 尺寸(150A, 2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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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护和技术支持维护和技术支持维护和技术支持维护和技术支持 

如有任何疑问或设备运行期间出现任何故障，请联系 CIRCUTOR, S.A. 技术协助

支持 

 

技术支持服务技术支持服务技术支持服务技术支持服务 

CIRCUTOR, S.A. 
Vial Sant Jordi, s/n 
08232 – Viladecavalls (巴塞罗那) 
Tel:  902 449 459 (西班牙) 
Tel: (+34) 937452900 (国际) 

email: sat@circu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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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da prohibida la reproducción total o parcial de esta publicación, sin para ello contar con la autorización previa y por escrito de CIRCUTOR, SA 

En caso de cualquier duda de funcionamiento o avería del equipo. 

Avisar al Servicio de Asistencia Técnica (S.A.T.) de CIRCUTOR 

 

ESPAÑA:                        902 449 459 

INTERNACIONAL:         (+34) 93 745 29 00 

email:                             sat@circutor.es 

CIRCUTOR, SA 

Vial Sant Jordi, s/n – 08232 – Viladecavalls (Barcelona) 

Tel. +34 93 745 29 00 – Fax: +34 93 745 29 14 

Web: www.circutor.com – email: central@circuto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