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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ETAP 作为世界上领先的最为受欢迎且最为强大的电气工程分析

和管理工具，其领先功能模块包括电力系统设计、分析及监控等功能

模块；很荣幸 ETAP 能作为您分析电力系统的工具，为此，我们推出

ETAP演示版作为我们持续致力于优质客户的支持的一部分。 

ETAP是一个运行在 Microsoft® Windows®2008 R2（SP1），2012 

/ R2,7（SP1），8 / 8.1,10 操作系统上的 64位程序。演示版是一个

相对比较开放的版本，支持更改单线图、运行系统进行仿真研究，其

结果显示与商业版的结果显示一样，均是以图表方式直观反馈我们的

研究结果。并且能够让您体验 ETAP 软件中的许多特性和功能，包括

弧闪，潮流，交流/直流短路（ETAP 演示版的具体功能，请参考 ETAP

演示版功能限制文档）。 

OTI 公司高度重视用户群体的满意度、支持和反馈。成千上万小

时的设计和工程经验已应用在软件的整体开发中，也是我们软件成为

一款优秀产品的有力保障之一。我们用最先进的软件开发经验与实际

上实用的工程知识相结合，创建用户友好型的智能工软件。它具有专

业工程师所需的复制功能，但新手工程师可以很容易地使用它。通过

我们的软件和经验，您可以切身体会到 ETAP 软件是怎样成为全球范

围内首屈一指的电力系统分析及管理工具的一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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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ETAP 是 一 个 图 形 化 的 电 力 系 统 分 析 软 件 ， 可 在

Microsoft®Windows®2008R2（SP1），2012 / R2,7（SP1），8 / 8.1,10

操作系统上运行。除了标准的离线仿真模块，ETAP 还可以利用实时运

行数据进行监控和仿真，优化以及高速智能减载。但是，ETAP演示版

中仅包含离线仿真模块。 

 

ETAP 是由工程师为工程师设计和开发的，目的是在一个具有多

个接口视图的集成包中处理电力系统的各种学科，例如交流和直流网

络、电缆跑道、地网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面板系统、保护装置协调

/选择和控制系统图。 

ETAP允许您创建和编辑图形化的单线图，地下电缆管道系统，三

维电缆系统，高级的时间-电流保护设备配合和选择画图，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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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三维接地网系统。程序根据以下三个关键概念进行设计： 

 

模拟现实操作 

程序操作最接近实际的电气系统操作。例如，当您打开或者关闭

断路器，停止运行某一设备，又或者改变电机运行转态时，其断电部

件便以灰色显示在单线图上。ETAP包含了许多革命性的新概念，可以

直接从单线图上决定保护装置的配合动作。 

全面的数据集成 

ETAP将系统设备的电气、逻辑、机械及物理属性都包含在一个数

据库中。例如，一条电缆不仅拥有电气属性和物理尺寸的数据，还载

有指示其电缆通道布线的信息。因此，一根电缆的数据既可用于潮流

或者短路分析（需要电气参数和连接方式），也可用于进行电缆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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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重新校核计算（需要物理布线数据）。数据集成提供了整个系统

数据的一致性，并且避免同一元件数据多次录入，极大地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 

 

简单的数据录入 

ETAP 对每个电气装置进行详细的数据跟踪。数据编辑器通过特

定研究，计算得到的数据，以此加速输入过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我我们以最符合逻辑的数据输入方式为不同类型的分析或设计建立

编辑器。 

ETAP单线图的许多特性可以帮助您建立各种复杂的网络。例如，

每个设备可单独的具有自身的方向、大小和显示模型（IEC或 ANSI）。

还可以再单线图的支线和母线之间安置多个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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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P提供了显示和查看电气系统的多种选择，暨显示图。在每个

图中，每个设备的可拥有不同的位置、大小、方向和模型。此外，在

任意显示图中，保护装置和继电器可以隐藏或显示。例如，在一个显

示图中所有的保护装置都可见，而另一个显示图中只有断路器可见。

（适用于潮流计算的布局） 

复合网络和电机是 ETAP 最强大的功能之一。复合网络允许任意

层次的嵌套。例如，复合网络可以嵌套复合网络，这一特点既可以保

证能建立复杂的网络，又能保持一个整洁、无干扰的显示图，显示您

想要强调的内容；下一级别系统的细节只需点击鼠标即可知晓。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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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P将一切尽在您掌控中。 

我们认为 ETAP 是电气系统最重要的集成数据库，可以对系统进

行多次仿真以用于不同的分析或设计目的。 

2.1 建模 

⚫ 虚拟操作 

⚫ 全面的数据集成（电气、逻辑、机械和物理属性） 

⚫ 环状和辐射状系统 

⚫ 无线孤立子系统 

⚫ 无限的系统连接 

⚫ 多重复合条件 

⚫ 子系统的多层嵌套 

⚫ 高级稀疏矩阵技术 

⚫ 用户存取控制和数据的有效性 

⚫ 多模块同时进行异步计算 

⚫ 阶段性的数据存储方式，避免因掉电引起数据丢失 

⚫ 基于Windows® 2008/2012/7/8/8.1/10 开发的真64位程序 

⚫ 三相和单项模型，包括配电板和子配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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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电缆阻、短路和潮流研究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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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程序功能 

⚫ 五级自动错误数据检测 

⚫ 动态帮助行和错误信息 

⚫ 用于跟踪程序使用和访问的消息记录器 

⚫ 多用户访问级别 

⚫ 自动创建单线图 

⚫ 自动设备连接方式 

⚫ 自动选择可用管脚 

⚫ 自动连接到最近的突出显示元件 

⚫ 自动断开和重新连接 

⚫ ODBC（开放式数据库连接）使用SQL 

⚫ 通过信息，备注和评论页面管理维护数据 

⚫ 单个工程项目的多用户管理 

⚫ 并行ETAP项目开发 

⚫ 母项目与子项目的独立快照 

⚫ 合并基础，版本数据和TCC视图 

⚫ 合并独立的ETAP项目文件 

⚫ 集成的单相、三相和直流系统 

⚫ 集成的单线图和地下电缆管道系统 

⚫ 综合的单线图和继电保护配合 

⚫ 通用数据库 

⚫ 简明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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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子系统和电机 

 

⚫ 用户可控制的自动保存和处理 

⚫ 用户可控制的设备默认值设置 

⚫ 电机，发电机，变压器，电抗器，调速器和激励器的典型数据 

⚫ 单个带载调压分接头时间延迟（初始和运行） 

⚫ 无电压等级限制 

⚫ 对连接于支路和负荷的保护和测量设备无特殊要求 

⚫ 单母线可连接无限多负荷 

⚫ 无频率限制 

⚫ 英制和米制单位 

⚫ 设备标识可由25个字符组成 

⚫ 制造商的原始数据输入 

⚫ 个别及整体的负荷调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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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缆电阻温度自动校正 

⚫ 设备浏览 

⚫ 等效负荷 

⚫ 负荷设备电缆，无需终端母线 

⚫ 通过标记数据编辑和检查 

⚫ 数据变更的事件记录 

⚫ 具有用户定义数据的智能编辑器 

⚫ 与分析相关的数据输入要求 

⚫ 多用户网络支持 

⚫ 与ETAP实时兼容的数据库，用于实时监控、仿真和监控 

⚫ 在ETAP运行时，工具条选择控件可进行优先选择修正 

⚫ 借用许可证 

⚫ ETAP许可证管理器配置程序 

⚫ 无钥匙网络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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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线图 

ETAP为构建单线图提供了一个易于使用的全图形用户界

（GUI）。您可以在这里以图形方式添加、删除、重新定位、连接元

件、放大或缩小、关闭或打开显示网格、更改元件大小、更改元件

方向、更改模型、更改设备颜色、创建个性化主题、隐藏或显示保

护设备、输入属性、设置运行状态等。 

 

当您创建新的单线图文件时，您最初处于编辑模式，设置状态

为正常即默认条件。电网和连续性检查均关闭。如果打开（运行）

现有的单线图时，它包含最后一次编辑后所保存的所有属性，即把

模式（编辑，潮流，短路，电机启动等），配置状态，显示选项，

视图大小和初始状态的视图作为初始条件。 

当创建新项目时，将会自动创建单线图，且其ID（名称）就是

单线图的ID，并赋予唯一编号。在现有的工程中创建新的单线图只

需点击工具栏上的新建演示图按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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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P电气系统图用单线图表示三相平衡系统。单线图是您研究

的起始点。您可以通过从单线图编辑工具栏中以任意顺序连接母

线，支线，电动机，发电机和保护设备，以图形方式构建电气系

统。您可以以图形方式将元件连接到母线（通过从设备元件拖动

线）或使用设备属性编辑器页面（双击元件并打开其属性编辑

器）。使用编辑器，您可以指定元件的工程特性，例如其额定值，

设置，加载，连接等。您还可以选择在将每个元件放入单线图之前

设置每个元件的默认值，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输入所需的时间。 

2.4 单线图功能 

⚫ 可生成无限多的单线图3 

⚫ 单相系统（2线和3线） 

⚫ 配电板系统 

⚫ 无限状态配置/方案（切换设备、电机、负荷等） 

⚫ 多工程属性（基础和版本数据） 

⚫ 三维（3-D）数据库 

⚫ 数据管理 

⚫ 综合接地网系统 

⚫ 多个装在类别（条件），具有单独的装在百分比 

⚫ 无限单线图嵌套（用于子系统，MC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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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观看不同单线图 

⚫ 同时观看不同系统配置 

⚫ 同时观看不同的分析结果 

⚫ 相位适配器可将三相转换为混合单相网络 

⚫ 单线图模板 

⚫ 自动建立单线图 

⚫ 自动母线/节点嵌入 

⚫ 电路追踪 

⚫ 从编辑器或项目窗口查找元件 

⚫ 图形自动选择 

⚫ 图形模型选择 

⚫ 基于结果的图形 

⚫ 元件分组/取消元件分组 

⚫ 单独或整体的改变设备的文本大小、模型、颜色、方向和对齐方

式 

⚫ 主题管理器 

⚫ 主题配色方案提供了单独定制每个单线图的灵活度 

⚫ 模型库 

⚫ Active X控件（可编程对象） 

⚫ 图形化显示故障/清除母线故障 

⚫ 可选择缩放至适合 

⚫ 最先进的内置图像化用户界面 



入门  产品介绍 

14 

 

⚫ 拖、拉、剪切、粘贴、撤销、恢复、缩放等功能 

⚫ 内置ETAP CAD系统 

⚫ XML数据交换 

⚫ 可通过dxf格式文件和源文件格式将单线图导出到第三方CAD系统 

⚫ 导入OLE对象（文本，图片，电子表格，GIS地图等） 

⚫ 导入ASCII工程文件 

⚫ 具有内置转换功能，适用于西门子PSS®E，EasyPower®，

SKM®Dapper®和CAPTORTM。 

⚫ 可执行外部程序 

⚫ 用户自定义的标识计算结果的图形化显示 

⚫ 用户自定义的标识铭牌数据的图形化显示 

⚫ 可选择IEC或ANSI设备符号 

⚫ 元件符号的多种尺寸及方向 

⚫ 多种颜色标记符号和标识 

⚫ 支持典型字体 

⚫ 在单线图上隐藏或显示保护设备 

⚫ 远程连接器，实现更整洁的单线图布局 

⚫ 可在单线图上操作开关设备 

⚫ 连通性检查将断电设备显示为半透明图像，以表示当前系统配置

情况 

⚫ 配置管理器可对所有开关设备的状态（开/合）进行比较 

⚫ 单线图上显示变压器带载或不带载调压分接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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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线图上直接进行继电保护装置整定 

⚫ 在同一个项目中构建原理图，并与单线图集成 

⚫ 全面的打印/绘图功能 

⚫ 可在图形上选择单一或者多个设备、对象及复合网络 

⚫ 对系统组件的列表管理（输入数据） 

⚫ 具有可查找功能的用户自定义输出报告（Crystal报告） 

⚫ Crystal报告的分类输出即报告管理器 

⚫ Access数据库输出报告 

⚫ Crystal报告使用数据库数据 

⚫ 全面的总结报告 

⚫ 用户可定义的输出图标 

⚫ 提供符合状态和保护设备位置的报告 

⚫ 系统回收站可存储和恢复曾被删除的设备 

⚫ 每一分析模块均有自己的工具条 

⚫ 键盘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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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D 数据库 

ETAP将电气系统综合到一个项目中，并创建了三个主要的系统组件： 

⚫ 显示 

代表任何用途的设计数据（如阻抗图、研究结果或平面图）的单

线图的无限独立图形表示。 

⚫ 配置 

无限制的独立系统配置，用于识别开关设备（打开和闭合），电

机和负载（连续，间歇和备用），发电机运行模式（平衡节点，

电压控制，无功功率控制，功率因数控制）和 MOV 状态（ 打开，

关闭，节流和备用）。 

⚫ 版本数据 

基础数据和无限制的版本数据 ID，用于跟踪元件的工程属性（如

铭牌或设置）的更改或修改 

这三个系统组件以正交方式组织，以便在构建和操作 ETAP 项目

时提供强大的功能和灵活性。使用这个表示，状态配置和版本数据的

这一概念，您可以创建多种不同配置和不同工程属性的网络组合，使

您可以使用一个数据库全面调查和研究电网的行为和特征。这意味着，

你不必复制你的数据库不同的系统配置，操作预演分析等。 

ETAP依靠三维数据库这个概念来实现显示，配置，基础及版本数

据。使用这个多维数据库的概念，您可以在同一项目数据库中独立选

择特定的显示方式，配置状态或版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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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择可以与多个加载类别和多个研究案例结合使用，以快速

有效地执行系统设计和分析，同时避免在使用单个项目文件的多个副

本来维护各种系统更改记录时产生的意外的数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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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显示图 

创建新项目时，将在 ETAP 窗口中创建名为 OLV（单线视图）的单

线图表示。在这里您可以建立一个电气系统的单线图。ETAP 支持创建

无限数量的单线图。这一强大的功能使您能够自定义每个单线图表示，

以生成不同的图形表示，如下所示。一个显示图可能会显示部分或全

部保护设备，而另一个显示图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布局，且该布局

最适合用来显示潮流结果等。 

 

单线图有以下特点： 

⚫ 图形显示设备和连接器位置 

⚫ 基于相类型（单相、三相）连接的图形化显示法 

⚫ 设备规格（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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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线规格（五种） 

⚫ 设备和连接器颜色 

⚫ 符号（用于交直流设备的ANSI和IEC标准符号） 

⚫ 设备分组（包含连接器） 

⚫ 设备方向（0,90,180,270度） 

⚫ 注释方向（-90，-45,0，45,90度） 

⚫ 用于开关和保护设备的可视选项（隐藏和显示） 

⚫ 注释的显示选项（结果，交流，交-直流和直流设备） 

⚫ 各种运行模式的显示选项（如编辑，潮流，短路） 

⚫ 网格显示和尺寸选项 

⚫ 连通性检车选项（开或关） 

⚫ 状态配置关联 

⚫ 打印选项（如打印规格，居中，打印机类型，纸张大小等） 

⚫ 独立于每个显示图的OLE对象 

⚫ 独立于每个显示图的Active X对象 

⚫ 主题外观 

另外，各显示图的会储存最后的配置，运行模式，缩放比例，

视图位置，打印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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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状态配置 

ETAP具有强大的配置功能，允许您设定项目单线图中包含的各

种电气元件的运行状态。断路器，熔断器和开关等电气元件可设置

为打开或关闭状态。负荷和电机可以连续，间歇地运行，也可以作

为备件分配。电源可以在平衡节点、电压控制，无功功率控制或者

功率因数控制模式下运行。此配置概念的实现，遵循以下准则： 

⚫ 当将配置附加到单线图时，该单线图中所有元件都会采用预定义

状态，就如同对应元件在该配置下保存。 

⚫ 每个配置都是独立于其他配置，且可以为每个配置单独设置每个

元件的状态。 

⚫ 任何配置都可以附加到任何单线图中。相反，任何单线图可以同

时附加到相同的配置下。 

⚫ 可以创建不限数量的配置。 

⚫ 将配置附加或关联到显示图中，首先确保显示图窗口处于运行转

态，然后在配置工具栏中选择配置状态。下图显示了从正常状态

更改为TS事件配置时的表示更改。 

通过使用状态配置功能，一个项目就不需要保持多个副本，便

于对不同配置进行电气系统研究。此外，当您修改工程特性或者向

单线图中添加新元件时，所有配置的更改都将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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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版本数据 

版本数据是ETAP提供的第三个正交系统组件。项目中与元件

关联的工程数据存储在项目数据库中。ETAP提供了与各元件相关

的无限种不同修订版本的工程数据。 

ETAP将修订版本level 0 作为基本版本参数。您可以随时分

配修订版本参数来区分单线图上的任意一个或所有设备相关的工

程参数，而不会影响或改变该基本版本参数。一个设备如果不存

在于基础版本中时，此设备同样不存在于修订版本中。ETAP限制

了您的项目一次只能使用一个修订版本，并且必须在基本版本中

添加或删除系统设备进行单线图的修改。当然，基础版本数据必

须处于激活状态（从修订数据中退出）才能保存或者关闭工程。 

使用操作预演分析 

修订版本参数的首要用途就是使您能对电气系统进行“操作

预演”分析计算，其中您可以更改网络组件的工程参数，并将这

些结果与基础数据或其他修订数据进行比较。例如，您可以在修

订数据中更改变压器的阻抗（保存基础数据不变），并将短路结

果与基础数据进行比较。 

修订版本数据还可以用于对将来创建的系统进行修改，并避

免更改您的基础版本数据。例如，您可以在已有的系统上添加新

的变电站，并且可以将所有修改的数据保留在修订数据中。在这

个例子中，基础数据代表您现有的系统，修订数据代表您的设计

以供将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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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例子进行深入剖析，首先将变电站中的新设备添加到

基础数据中，并将它们设置成退出运行状态，这样新增加的设备

不会影响到现有系统的研究结果。在修订数据中，将新增加的设

备设置成运行状态，并输入其所需的数据。当该新变电扎启用

后，将修订版本合并到基础版本中以执行并且保存该特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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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TAP 向导 

ETAP 包含了方便的工程管理工具——ETAP 向导，它允许您随时

记录和运行任何分析。ETAP 向导包括案例向导，分析向导和工程向

导。以下将进行详细描述 

三个 ETAP 向导在系统工具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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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案例向导 

案例向导运行用户将所有的分析选项集中一个地方。因此，案例

向导在任何您想记录一个已经完成分析是很有用。每个工程文件都包

含有一个案例。案例被自动创建并记录到案例向导中，它可以在任何

时候单独运行。一个工程可以有无数个案例。案例组成参数如下： 

⚫ 系统（网络分析或CSD分析） 

⚫ 显示图（如单线图，UGS或CSD） 

⚫ 版本数据（基础或修订版本数据） 

⚫ 配置状态（如正常，阶段1或TS事件） 

⚫ 分析模式（如潮流或短路） 

⚫ 分析案例（负荷和发电机系统的运行因子和解决方案参数） 

⚫ 分析类型（随着分析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 输出报告（随着分析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当案例在工程中运行时，此时会自动创建输出报告或者覆盖原有

的同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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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在案例向导中选择参数或记录您已经在单线图中分

析案例选择的选项等方法创建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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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分析向导 

宏减少了运行多个案例所需的时间。每个项目文件都包含一个研

究向导。使用研究向导可以将现有方案按顺序分组到研究宏中。必须

先创建要包含在研究宏中的方案，然后才能创建宏。使用方案向导创

建方案。（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上面的“案例向导”部分。） 

一个项目可能有无限个分析宏。运行分析宏时，所有案例都运行，

然后创建或者覆盖输出报告，就像单独运行案例一样。例如，您可以

将潮流或特定类型的潮流相关的方案分组到一个分析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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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向导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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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工程向导 

工程向导与项目无关，并保存在 ETAP 文件夹中。它使用户能够

将现有的分析宏分组到工程宏。当您有多个项目要同时运行分析宏及

其案例时，应该使用工程宏。此功能可自动打开和关闭项目文件，并

单独执行分析宏及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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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向导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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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输出数据比较程序 

输出数据比较程序（DB比较程序）是一个控制台，用于按照第三

个 SDF 文件（指令数据库）的指示比较两个 SQL Server压缩数据库

文件（SDF）文件。此控制台旨在与 ETAP 中的案例进行交互，以允许

将当前 ETAP 输出数据库结果与基准输出报告数据库的结果进行比较。

基准结果可以使用先前版本或相同版本的 ETAP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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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编辑器 

ETAP编辑器被称为“智能编辑器”，因为他们包含以下功能： 

⚫ 最少的输入数据需求 

⚫ 自动替换典型数据 

⚫ 数据多页面布局 

⚫ 检查所有可能相关的电气参数 

⚫ 自动检查范围内每个数据字段的正确性 

⚫ 优化和尺寸调整 

⚫ 用户自定义数据字段 

⚫ 导航、撤销和查找命令 

⚫ 跟踪每个数据字段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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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数据库 

ETAP根据厂家公布的数据提供用户可控的数据库 

⚫ 电缆（NEC、ICEA和厂家公布的数据） 

⚫ 电缆防火涂层（厂家公布的数据） 

⚫ 防火电缆（厂家公布的数据） 

⚫ 电缆防火包(厂家公布的数据) 

⚫ 电机铭牌 

⚫ 电机模型（单笼式和双笼式电机） 

⚫ 电机特性模型 

⚫ 电机负荷模型 

⚫ 继电器（厂家公布的数据） 

⚫ 重合闸（厂家公布的数据） 

⚫ 电子控制器（厂家公布的数据） 

⚫ 低压断路器（厂家公布的数据） 

⚫ 高压断路器（厂家公布的数据） 

⚫ 熔断器（厂家公布的数据） 

⚫ 过载加热器（厂家公布的数据） 

⚫ 谐波（IEEE和厂家公布的数据） 

⚫ 电机过载加热器（厂家公布的数据） 

⚫ 电池 

⚫ 可靠性指标库 

⚫ 中断成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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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多条保护装置时间-电流特性曲线 

⚫ 合并不同数据库的数据 

⚫ 使用报告管理器和Crystal报告将数据库数据导出到Microsoft 

Access文件 

 

高压断路器库选择器和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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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ODBC（开放式数据库连接） 

ETAP使用最新的行业标准 Microsoft®ODBC（开放式数据库连接）

组织和访问其数据库，允许 ETAP 使用任何可用的 ODBC 驱动程序的数

据库。 

⚫ 可在Microsoft Access、Oracle、SQL Server等中设置ETAP数据

库 

⚫ 可从第三方数据库管理器访问数据库 

⚫ 可将其他项目数据库集成到统一数据库中 

 

ODBC能够让您通过第三方软件（如 Microsoft Access）访问 ETAP

数据库。这有助于您管理数据，并提供数据从 ETAP 传输到其他媒介

的简单方法。您还可有将其他字段（连同 ETAP 提供的值）插入到 ETAP

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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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OLE 客户端 

OLE 是一种程序集成技术，用户程序之间共享信息。包括

Microsoft Office在内的许多 Windows程序都支持 OLE功能。在 ETAP

中，可以灵活地将地图、文本、电子表格和元文件等 OLE 对象嵌入单

线图中。 

. 

选择要放置在单线图上的 OLE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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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转换为 EMF、WMF 和 DXF 文件 

将 ETAP 单线图导出到增强型图元文件（EMF）、Windows图元文

件（WMF）、可扩展标记语言（XML）、原始图像格式（RAW）和 AutoCAD 

DXF 文件。这些文件可以导入到 AutoCAD、Microsoft Word等中。. 

 

由 ETAP 生成的 EMF文件&作为图片插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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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打印/绘制单线图 

以下选项适用于每个显示图，包括复合电机和网络： 

⚫ 打印选项 

⚫ 打印机设置 

⚫ 缩放打印区域 

⚫ 打印坐标和滚动 

⚫ 用户自定义打印预览 

⚫ 批量打印 

 

打印带有潮流结果和OLE对象的单线图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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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错误指示器 

ETAP 提供五级错误检测。当您运行一个缺失数据或数据错误的

研究时，错误指示器便会显示错误。双击每个单独的错误消息，自动

找到并打开与错误消息原因相关联的设备编辑器。 

 

双击错误后激活的转换器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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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应用程序消息记录器 

使用应用程序消息记录器跟踪 ETAP 的使用和访问。它跟踪谁打

开了一个项目，他们拥有什么级别的访问权限，以及他们在项目中的

时间。 

 

消息记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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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输出报告管理器 

为不同的分析案例提供超过 250 份 Crystal 报告，包括以下部

分： 

⚫ 完整报告 

⚫ 输入数据报告 

⚫ 结果报告 

⚫ 总结报告 

⚫ 用户自定义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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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Crystal 报告 

ETAP使用 Crystal报告程序来生成输出报告。Crystal 报告是一

种用户自定义报告模式和全彩显示质量的报告工具。ETAP 为各类分

析，数据库数据和列表提供大量不同报告模式。 

 

在 ETAP 中可用 Crystal 报告。用户可使用 Crystal 报告程序创

建报告格式并修改现有格式。Crystal 报告是 Business Objects 的

产 品 。 获 取 这 个 软 件 的 详 细 信 息 ， 请 前 往 ：

http://www.businessobjects.com。 

  

http://www.businessobjec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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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列表报告管理器 

根据 Crystal 报告，ETAP可根据如下不同选项，提供诸如母线，

支线，负荷和电缆等的报告： 

⚫ 基础版本和修订版本 

⚫ 通电/断电设备 

⚫ 回收站里的设备. 

 

电缆一览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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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P 演示版的功能特点与限制条件 

Etap演示版不同于商业版，它较于商业版有部分限制： 

⚫ 演示版的试用期为30天（可通过您的返回码与ETAP联系来延长试

用时间） 

⚫ 可创建（编辑）最多12条交流母线和10直流母线的工程 

⚫ 可观看入门视频，示例工程以及其他操作视频（需要网络访问） 

⚫ 演示版仅限5次TCC演示 

⚫ 演示版禁用工程保存功能与打开现有工程功能、 

⚫ 演示版仅支持打印输出原始示例工程报告 

⚫ 单线图与曲线图的输出结果基于修改后的工程进行输出 

⚫ 演示版禁用数据交换功能 

⚫ 可以将组件添加至单线图中或修改单线图中的组件 

⚫ 演示版在配电板上有部分限制，例如禁用摘要页面，报表管理器

打印，库快速选择窗口和固定数量的电路。 

⚫ 演示版提供样本工程库，但是禁用库中的添加与复制功能 

演示版在默认情况下可用的模块： 

⚫ 自动生成单线图 

⚫ 潮流 

⚫ 短路（ANSI标准，IEC标准，GOST标准） 

⚫ 继电保护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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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动作序列 

可在演示版中激活的附加模块 

可以通过请求新的演示版激活码来启用以下附加模块；返回码可

在 ETAP 演示版对话框中找到；每台安装 ETAP 演示版的计算机，其返

回码各不相同 

⚫ 交流弧闪 

⚫ 电机启动（动态和静态） 

⚫ 谐波（潮流和频率扫描） 

⚫ 暂态稳定 

⚫ 不平衡潮流/断相故障 

⚫ 优化潮流 

⚫ 负荷分析器 

⚫ 直流潮流 

⚫ 直流短路 

⚫ 直流弧闪 

⚫ 蓄电池容量计算及放电 

⚫ 可靠性评价 

⚫ 最佳电容器位置 

⚫ 风力发电机和光伏阵列元件 

演示版在不包含的模块 

⚫ 以下模块在演示中不起作用；了解有关ETAP完全功能版本请联系

sale@etap.com 

mailto:了解有关ETAP完全功能版本请联系sale@etap.com
mailto:了解有关ETAP完全功能版本请联系sale@et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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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弧闪故障-高压弧闪 

⚫ 电缆载流量 

⚫ 电缆管理器 

⚫ 电缆拉力 

⚫ 电缆尺寸优化 

⚫ 应急分析 

⚫ 控制系统图（CSD） 

⚫ 触电计算 

⚫ 实时电源管理系统 

⚫ 轨道牵引系统 

⚫ 故障模式分析 

⚫ 故障管理与服务恢复 

⚫ 地理信息系统（GIS） 

⚫ GIS接口 

⚫ 接地网系统 

⚫ 智能GIS 

⚫ 辐照度计算 

⚫ 参数估计 

⚫ 功率计算器 

⚫ 保护导体尺寸选择 

⚫ 小信号稳定性分析 

⚫ Star Auto™保护与协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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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优化 

⚫ 切换序列管理 

⚫ 模板 

⚫ 时域潮流 

⚫ 变压器 

⚫ 变压器抽头优化 

⚫ 输电线路载流量 

⚫ 输电线路的弧垂与张力 

⚫ UGS和Star规则手册 

⚫ 不平衡短路 

⚫ 地下电缆管道系统（UGS）/电缆热分析 

⚫ 用户定义的动态模型（UDM）图形逻辑编辑器 

⚫ 电压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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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TAP 演示版安装 

本快速安装文档旨在指导您完成 ETAP演示版的典型安装。 

ETAP 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64 位） 

Microsoft Windows 10 pro 

Microsoft Windows 8 和 8.1（标准版、专业版） 

Microsoft Windows 7（家庭高级版、专业版、旗舰版） 

Microsoft Server 2012&2012 R2（标准版） 

Microsoft Server 2008 R2（标准版）（SP1） 

其他软件要求 

IE 10 或更高版本（或操作系统指定的最低版本级别） 

ETAP 启动以下安装选项 

Microsoft.NET Framework 3.5 版（SP1）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0 版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5 版 

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3.5（SP2） 

Microsoft Windows 更新（KB2670838）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Express 本地数据库（x64）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本机客户端（x64） 

Microsoft SQL Management Studio 2012（x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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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配置要求 

64 位硬件 

DVD 驱动，10GB硬盘空间 

建议使用 19英寸监视器（强烈建议使用双监视器） 

建议显示分辨率-1920 x 1080 

建议显示字体大小-100%-125% 

推荐的硬件 

Intel Core i5 或更高版本–2.0 GHz或更高版本（或同等版本） 

4 GB内存 

ETAP 演示版安装 

安装 ETAP 演示版需要计算机管理员权限。 

1. 关闭所有应用程序并将 ETAP演示版 CD插入 CD-ROM驱动器或

从下载文件夹启动快捷方式。 

2. 点击 ETAP Demo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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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示版的安装和使用受 ETAP许可证授予和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的约束。在继续安装之前，必须接受这些条款。请单击“是”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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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 SQLite 安装卸载旧版本的 DB浏览器。 

 

5. 单击欢迎屏幕上的下一步。 



入门  教程 

52 

 

 

6. 输入 OTI 发送给您的代码。如果您没有收到或放错代码，您

可以拨打 949-900-1000 联系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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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窗口显示硬件和软件需求以及其他有用信息。单击“下一

步”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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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程序要求在硬盘上安装 ETAP演示版的目标文件夹的名称。

默认的目标文件夹是 C:\etap demo。要在其他位置安装程序，

请单击“浏览”按钮并选择或键入新的目标文件夹。 



入门  教程 

55 

 

 

9. 选择“安装”开始安装 ETAP 演示版。 

10. 单击“完成”，安装即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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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装完成后，ETAP演示版图标将放置在桌面上。 

 

12. 要从计算机中删除 ETAP 演示版，请使用“控制面板”中的

“添加或删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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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ETAP 演示版 

双击桌面 ETAP 演示版快捷方式启动软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sales@etap.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etap.com。



入门  教程 

58 

 

4. 演示版结构 

本节介绍 ETAP 演示版的结构。该演示版允许对 ETAP中的大多数

编辑和分析工具进行采样。 

ETAP 演示版工程编辑器 

运行 ETAP 演示版时将会显现这个窗口。并给您以下选项： 

 

ANSI 工程示例 

如果选择此项，将打开一个可运行 ETAP 所有模块的示例项目。

示例项目包含几个链接，允许您查看 ETAP 的入门文档。它还包含有

关单线图编辑功能的有价值信息。该工程所有符号和分析均基于 ANSI

标准。 

IEC 工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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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此项，将打开一个可运行 ETAP 所有模块的示例项目。

示例项目包含几个链接，允许您查看 ETAP 的入门文档。它还包含有

关单线图编辑功能的有价值信息。该工程所有符号和分析均基于 IEC

标准。 

新工程 

新工程选项允许您新建一个可以从头开始建立单线图的 ETAP 工

程。您构建的系统最多包含 12条交流母线和 10 条直流母线。您可以

对此新创建的项目执行所有已启用的分析，但无法保存所做的更改。

请参阅第 2 节，了解您可以执行或需要使用您的返回代码才能启用的

的分析列表。 

视频和教程 

您可以参考视频教程以开始操作 ETAP演示版。视频包括 ETAP 基

础，建模，分析，保护配合和弧闪。您可以在 ETAP 网站上找到更多

视频。 

解决方案概述视频 

这些视频向您展示 ETAP 应用于不同的行业，如发电，工业，低

压，输电，配电，运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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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界面图 

下面提供的图片描述了 ETAP 的一般结构和用户界面 

5.1 编辑模式 

您可以在这里以图形方式添加、删除、重新定位和连接元件、放

大或缩小、关闭或打开显示网格、更改元件大小、更改元件方向、更

改符号、隐藏或显示保护设备、输入参数、设置操作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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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栏包含菜单选项的综合列表。每个选项都会激活命令的下拉

列表，如运行文件、打印、数据库转换、数据交换、OLE对象、项目

标准、项目设置和项目选项、库、默认值、注释字体、基础和修订数

据等。 

工程工具栏  

 

工程工具栏包含为许多常用功能提供快捷的按钮。这些功能包括：

创建工程、打开工程、保存工程、打印、打印预览、剪切、复制、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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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平移、缩放、撤消、重做、文本框、网格显示、连通性检查、主

题、获取模板、添加到 OLV 模板、超链接、功率计算器、查找和帮助。 

主题工具栏 

 

主题工具栏包含的按钮允许您使用 ETAP 中的许多常用命令执行

快捷方式，以更改设备连接线、符号颜色和背景的颜色和线条样式。 

主题工具栏由以下命令组成 

⚫ 主题管理器 

⚫ 主题名称 

⚫ 主题颜色编码 

⚫ 正常颜色 

⚫ 客户颜色 

⚫ 启用轮廓 

工程视图 

工程视图是一个树状图，其中包括与工程相关的显示图、配置、

分析案例、数据库和组件。在这里您可以创建和操作以下显示图、配

置和分析案例： 

⚫ 单线图显示图 

⚫ U/G电缆管道系统 

⚫ 接地网系统 

⚫ 电缆牵引系统 

⚫ 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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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状态 

⚫ 分析案例 

 

您还可以访问工程中存在的所有文件库和设备。 

编辑工具栏 

当您进入编辑模式时，编辑工具栏将处于运行状态。您可以单机

或双击选择，拖放交流、直流和仪表元件到单线图上。此外，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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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功能： 

⚫ 查看和打印自定义的输出报告（文本和Crystal报告） 

⚫ 更改显示选项 

⚫ 访问计划报告管理器 

⚫ 添加新的接地网系统 

⚫ 添加复合网络和复合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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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分析模式 

 

ETAP直接从单线图中提供以下分析模式： 

1. 潮流分析 

2. 短路分析 

3. 弧闪分析 

4. 电机加速 

5. 分析 

6. 谐波分析 

7. 暂态稳定分析 

8. Star-保护配合分析 

9. 直流潮流分析 

10.直流短路分析 

11.直流弧闪分析 

12.电池尺寸和放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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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不平衡潮流分析 

14.时域潮流分析 

15.不平衡短路分析 

16.电压稳定性分析 

17.最优潮流分析 

18.可靠性评估 

19.最佳电容器位置 

20.开关优化 

21.FMSR分析 

22.切换顺序管理 

23.应急分析 

24.轨道牵引功率 

25.Star系统 

26.地下电缆管道系统 

27.接地网系统 

28.电缆牵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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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和接地网分析以及电缆牵引计算分别可从地下电缆管道系

统、接地网系统和电缆牵引系统研究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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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示例-电机加速模型 

电机加速分析案例编辑器包含解决方案控制变量，预启动负载条

件，电机启动事件以及输出报告的各种选项。该研究案例用于动态电

机加速和静态电机启动研究。“电机加速分析案例”工具栏根据所选

的“学习模式”进行更改。结果直接显示在单线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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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程. 

本章旨在简要概述 ETAP 的一些功能。通过本系列教程，您将熟

悉 ETAP 的许多关键概念和功能。每个部分都以交互格式提供，允许

您按照本章所揭示的那样可视化每个步骤。 

这些教程都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您不必担心一下子就被介绍到每

一个方面。只需选择你感兴趣学习的部分。各部分的细分如下所述。 

第 1 节：如何构建和操作单线图 

第 2 节：如何建立和运行潮流研究 

第 3 节：如何建立和运行不平衡潮流研究 

第 4 节：ANSI 和 IEC 短路研究简介 

第 5 节：如何设置运行弧闪分析 

第 6 节：如何设置和运行电机静态和动态启动研究 

第 7 节：系统谐波分析的简要概述 

第 8 节：如何模拟和分析暂态系统 

第 9 节：保护配合（STAR）模块基本操作概述 

第 10节：最佳潮流分析简介 

第 11节：如何设置和运行可靠性分析 

第 12节：直流潮流模块概述 

第 13节：如何进行直流短路研究并制作多个分析案例 

第 14节：电池尺寸和电池放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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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节：地下电缆管道系统模块概述 

第 16节：接地网系统的构建和运行研究 

第 17节：如何建立和建立电缆牵引系统 

第 18节：如何设置配电板系统并将其连接到现有网络 

第 19节：输出报告格式的详细说明 

第 20节：ETAP数据库概述 

双击桌面快捷图标开始运行 ETAP。 

 

第一个教程教您如何创建一个小系统。对于本节，当选择演示工

程窗口出现时您可以使用“新建工程”选项。对于其余的教程（star

除外），您应该使用“示例项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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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创建单线图 

本教程的目的是展示在 ETAP 中构建和操作单线图（OLD）的基础。

各种元件将添加到单线视图（OLV）中，并介绍设备编辑器。打开 ETAP

演示版选择“新建项目”选项开始此教程。 

➢ 在 ETAP 中，想要创建或编辑单线图必须先进入编辑模式。点

击模式工具栏上面的“编辑模式”按钮。 

 

➢ 在交流工具栏中，通过点击“等效电网”按钮选择等效电网。

然后将鼠标移到 OLV 中，光标将变成等效电网。在 OLV 中的

单线图的任意地方单击鼠标放置等效电网。 

➢ 按照相同的步骤，插入以下元件，直到单线图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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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通过将鼠标指针放在母线的任一端来拉伸总线，直到

出现一个双箭头。然后单击并拖动到所需长度。 

 

➢ 在单线图中连接元件。将鼠标指针放在元件的引脚上，它将

变为红色。然后单击并拖动到另一个元件的引脚。按照此步

骤连接一条线上的所有元件。在母线的情况下，整个元件图

形起连接点的作用。请注意，将电缆连接到变压器时，会自

动插入节点。 



入门  教程 

73 

 

            

 

➢ 打开单线图的编辑器可以访问任何元件包含的数据。双击

Cable1 打开“电缆编辑器”。您可以单击编辑器中的任何选

项卡打开其各自的页面并只能在白底字段中手动输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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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信息页上的“设备库”按钮以选择电缆。然后单击“确

定”退出“快速选取”窗口和“编辑器”窗口。选定电缆的工

程特性现在输入到编辑器中。 

➢ 您还可以改变单线图中元件的方向和外观。如果右键单击元

素图形，将显示选项列表。例如，您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它来

旋转电网或负载，选择“方向”，然后选择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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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右键单击元件图形，即可选择多种选项。 

➢ 填充复合网络与填充第一个单线图非常相似。要打开复合网

络，请双击其图形。该窗口的标题是 OLV1 => Network1。您

可以通过双击网络 OLV 内的任何位置或右键单击其图形并选

择“属性”来更改其名称。连接下面显示的元素以创建如前

所述的单线图。现在，为了使这个单线图看起来更整洁，您

可以右键单击并选择隐藏未连接的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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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在一个元件按钮上双击，可以多次拖动并在单线图上放置相同拖

动次数个该元件。当您想要更换元件放置时，只需按下“Esc”按钮

即可。 

通过单击项目工具栏中的相应按钮，可以放大 、缩小 和缩

放至适应 OLV 页面 。 

通过右键单击元件并选择要更改的属性，可以更改元件的尺寸大

小、方向和符号标准。 

使用复合网络有助于单行单线图的管理。 

 

在单线图中添加保护装置 

➢ 首先确保要添加保护装置的元件之间有足够的空间。在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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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添加保护装置并不需要删除连接元件的行，而是将保护

装置插入到您要插入的地方。保护装置将自动连接到线路。

按照此步骤添加其余的保护装置并在单线图中显示。 

          

➢ 要检查某个元件是否通电，请单击项目工具栏中的“连通性”

图标。所有未通电的元件将变成灰色。例如，打开连通性检

查，打开 CB4。如右图所示，CB4 和 CB4下面的元件显示成灰

色。 

 

➢ 在 ETAP 中创建单线图既快捷又简单。一旦完成，您就可以充

分利用 ETAP提供的所有强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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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潮流分析 

本教程的目的是向您介绍潮流分析模块的使用。它还将提供一个

如何使用变压器 LTC 调节总线电压以及 ETAP 如何标记过载情况的示

例。您可以使用“Example Project”选项来辅助本教程的学习。 

➢ 单击工具栏上的潮流分析按钮切换到潮流分析模式。现在，

您可以通过单击潮流工具栏上的运行潮流按钮来进行研究。

如果选择了“Prompt”，系统将提示您输入输出报告的名称。

稍后，您将学习如何通过更改潮流研究案例编辑器中的选项

来定制您的研究。 

 

➢ 研究结果可以在 OLD 上看到。在显示选项中，可以修改 OLD

上显示的信息。要获得更详细的结果，可以查看输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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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任何过载问题，只需单击潮流工具栏上的报警视图按

钮。将打开一个窗口，其中包含尺寸太小的设备列表。请注

意，ETAP 演示版禁用了警报视图按钮。 

➢ 注意，Bus1 的工作电压为 97.94％。这导致总线在警报视图

窗口中被标记为略微欠压。 可以在潮流分析案例编辑器中更

改标记条件的条件，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我们现在将使用

变压器编辑器的母线电压调节功能来更改我们的潮流结果。 

➢ ETAP允许应用自动 LTC设置来调节直接或间接连接到变压器

的母线。例如，我们可以使用变压器 T4 以 100％的额定电压

调节 Bus1。双击图形打开 T4 的编辑器。在分接头选项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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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选中）一次绕组上的 Auto LTC框。 

 

➢ 单击 LTC 框打开 LTC 设置窗口，然后将调节母线 ID 更改为

Bus1。单击确定以同时执行 LTC 窗口和“变压器编辑器”窗

口。 

➢ 现在，您可以再次运行潮流研究，同时注意 Bus1的电压。单

击潮流工具栏上的运行潮流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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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Bus1 的电压现在处于所需 100％调节值的分接步骤

内。这只是 ETAP 潮流模块的许多功能的一个示例。 

 

➢ 通过潮流结果分析器，您可以在一个屏幕中查看各种潮流研

究的结果，以便分析和比较不同的结果。您可以比较有关项

目的一般信息的结果或更具体的信息，例如潮流研究中的母

线，支线，负载或来源中包含的结果。潮流结果分析器是一

种节省时间的工具，允许您在同一目录中的单个显示中比较

和分析来自不同项目的不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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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不平衡潮流分析 

本教程的目的是向您介绍不平衡负载流分析模块的使用。它还将

提供一个关于大型单相负载如何影响平衡三相系统的示例。您需要使

用返回密钥代码联系 OTI，以便激活此模块。您可以使用“Example 

Project”选项来辅助本教程的学习。 

➢ 单击工具栏上的不平衡潮流分析按钮切换到不平衡潮流分析

模式。现在，您可以通过单击不平衡潮流工具栏上的运行不

平衡潮流按钮来进行研究。如果选择了“Prompt”，系统将提

示您输入输出报告的名称。稍后，您将学习如何通过更改潮

流研究案例编辑器中的选项来定制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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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可以在 OLD 上看到。在显示选项中，可以修改 OLD

上显示的信息。要获得更详细的结果，可以查看输出报告。

从显示选项中选择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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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任何过载或不平衡问题，只需单击潮流工具栏上的报

警视图按钮。这将打开一个窗口，其中包含尺寸太小的设备

列表以及具有不平衡条件的设备。请注意，ETAP演示版禁用

了警报视图按钮。 

➢ 请注意，系统平衡良好，从每相的电压和电流值可以看出。 

➢ 通过改变电机 Syn1（1250 Hp）从三相到单相的连接，将引入

系统不平衡。打开 Syn1 电机编辑器并进行如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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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运行不平衡潮流并检查结果；请注意，在系统的不同区

域存在电流和电压不平衡，这在最初的(平衡)潮流情况下是

不存在的。这只是 ETAP 不平衡潮流模块的许多特性的一个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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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短路分析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短路分析模块，并提供有关如何运

行 ANSI 和 IEC 短路计算的说明。此外，还将简要介绍研究案例编辑

器和报警视图功能。您可以使用“示例项目（ANSI）”选项来辅助本

教程的学习。 

 

运行短路分析 

➢ 从模式工具栏中，单击短路分析按钮选择短路模式。 

 

➢ 运行短路分析将生成输出报告。在分析案例工具栏中，您可

以选择输出报告的名称作为已定义的名称或 Prompt。如果选

择 Prompt，则在运行短路分析之前，系统将提示您输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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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 从分析案例工具栏中，单编辑分析案例按钮。将打开路分析

案例编辑器，允许您更改计算标准和选项。 在“息”页面中，

选择要发生故障的单母线或多母线。单击除 Sub3 之外的所有

母线，然后选择~Fault >>将它们置于非故障类别中。Sub3现

在应该单独出现在故障类别中。完成后单击确定。 

 

➢ 现在，您可以通过单击 ANSI 短路工具栏上的运行三相短路计

算按钮来运行短路分析。如果在分析案例工具栏中选择

Prompt 作为输出报告，系统将提示您输入输出报告的名称。 

➢ 除了可以在 ANSI 标准设置下执行的 3 相 ANSI 之外，还有四

种其他类型的研究。此外，可以执行根据 IEC 标准组的三项

研究。ANSI方法是短路研究的默认值，但这可在短路研究案

例编辑器的标准页面中更改。ETAP 支持符合 GOST R53745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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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短路计算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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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结果 

➢ 短路计算结果显示在单线图上。更改短路显示选项中的设置

可以修改单线图上显示的结果及格式。 

➢ 请注意，断路器 CB9 和 CB18 现在为洋红色。此标志表示已以

某种方式超出设备功能。单击 ANSI 短路工具栏上的警报视图

按钮以查看标记的设备（请注意，演示中禁用了警报功能）。 

 

➢ 要查看输出报告，请单击短路工具栏中的报告管理器，然后

转到结果页面并选择短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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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报警视图设置 

➢ 要查看或修改报警设置，请打开短路分析案例编辑器中的报

警页面。选中边缘框并将限制更改为 70%。此外，单击自动显

示按钮，然后单击确定。当选中边缘框时，所有已超过此限

制但仍低于 100%额定值的设备将显示在边缘类别的警报视图

中。超过 100%额定值的设备将始终被标记，并显示在报警视

图的关键类别中。 

 

➢ 现在按照上面使用的步骤再次运行相同的短路分析。请注意，

一旦计算完成，报警视图窗口将根据对短路分析案例编辑器

中报警页面所做的更改自动打开。请注意，其他保护设备条

件出现在边缘警报视图中。并且短路结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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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AP的短路和潮流模块的报警功能是在您选择合适设备规格

的快捷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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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弧闪分析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弧闪分析模块，并提供有关如何设

置弧闪（AF）计算的说明。 您可以使用“示例项目（ANSI）”选项来

辅助本教程的学习。 

有两种方法可以执行 AF 计算： 

⚫ 为所有母线运行全局 AF 计算（全局 AF 计算） 

➢ 单击模式工具栏上的弧闪分析按钮，切换到弧闪分析模式。 

 

在任何母线上使用快速事件能量计算器 

这是获得一些快速 AF 结果和制作标签的最简单方法。以下

步骤说明如何完成此操作： 

➢ ETAP电弧闪具有典型的设备间隙和 X系数，内置在母线的额

定值页面中。您可以利用这些典型值执行快速弧闪计算。打

开母线 1 的编辑器，转到总线的额定值页面，选择该总线代

表的设备类型。这可以是封闭设备，如 MCC、开关设备或露天

设备，即不封闭在盒子中。选择设备类型后，单击“典型数

据”按钮选择典型间隙和边界值。这将带来所有必需的间隙

和 x 因子信息以及 NFPA 70E 定义的接近边界。要更弧闪光分

析数据和冲击危险分析数据，请按数据选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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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弧闪页面并选择工作距离。根据电压水平和设备类型自

动填充该距离。工作距离定义为从人的躯干和面部到通电设

备的距离（对于低压设备通常为 18 英寸）。您还可以定义设

备馈线的系统接地配置，即变压器接地/电源接地，如固定接

地或三角形。如果您不知道系统接地，假设系统未接地将产

生默认结果。您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默认的用户定义系统



入门  教程 

95 

 

接地。ETAP还可以配置为自动确定系统接地。 

➢ 输入可用的用户定义螺栓故障电流。如果您知道保护装置清

除电弧需要多长时间，请在用户定义的电弧故障清除时间

（FCT）中输入此信息。 

➢ 从报表管理器中选择所需的弧闪标签模板，然后单击确定。

将打开 Crystal报告查看器窗口，其中包含可以打印的标签。

总母线弧闪页面允许您立即获得弧闪结果。 

 

设置和运行全局弧闪分析 

上一节描述了生成快速 AF 结果的简单方法。但是，母线计算器

已经过简化，当您需要对数百个故障位置进行分析时，母线计算器效

率不高。为此，您需要设置全局 AF 计算。 

如果您使用母线上的快速入射能计算器或使用全局 AF 计算，则

需要相同的输入数据;但是，在 ETAP中，有更快速，更简单的方法来

定义计算所需的输入数据。 

➢ 打开弧闪计算研究案例并转到 AF 数据页。在此页面中，您可

以全局定义设备导体之间的间隙、工作距离和全局 AF 计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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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其他 AF 参数。这将为您节省大量时间，因为您只需要

定义每个母线所代表的设备类型。下图显示了全局 AF 计算的

建议设置： 

 

通过访问项目\设置\弧闪\菜单，可以修改或查看每组输入数

据参数的全局定义，如下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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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使用 AF 数据页图像中显示的选项，因为它们可以使用

最新标准的典型值。 

➢ 在弧闪分析案例编辑器的信息页面上，选择要通过信息显示

故障的母线，如短路模块中所示。您也可以右键单击母线并

选择故障或非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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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从弧闪分析案例中选择分析方法。这可以是 NFPA 70E

附录 D.2、D.3 或 IEEE 1584。iEEE 方法是一个更精确的模

型，并被设置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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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需要选择电弧故障清除时间（FCT）。默认设置为从保

护装置（PD）的 STAR 保护装置时间电流特性（TCC）自动确

定 TCT。在大多数情况下，最保守的解决方案是只为主馈线 PD

选择一个 TCC，因为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运行。如果您没有

为总线选择 TCC，ETAP 将使用来自母线弧闪页面的用户定义

FCT。 

➢ 要选择的其余选项可以保留为默认值，并且是无需解释的。

例如，您可以选择将全局计算结果更新回母线的弧闪页。 

➢ 一旦从母线和弧闪页面选择了这些信息，您所需要做的就是

点击工具栏上的弧闪图标来启动计算。该程序将提供所有故

障母线的完整报告，以及每个保护装置位置和故障母线的所

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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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ETAP 中的所有不同配置，可以重复 AF 计算。场景和研

究向导可用于跟踪和重复不同的计算，如下图所示，其中执

行和记录了两个不同的 AF 计算： 

 

➢ 可以使用弧闪结果分析器查看弧闪计算结果。点击弧闪结果

分析器图标，可以从短路工具栏启动 ETAP 中的这个新工具。

弧闪结果分析器允许您查看多个研究的结果以进行比较，轻

松发现系统中的潜在问题，并确定最坏情况。同时，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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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生成和打印标签、工作许可证和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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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电机启动分析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电机启动模块。它将显示静态和动

态模型，可用于模拟真实的电机特性。将输入运行每种类型研究所需

的最小数据量。将显示电机起动输出图的示例。您需要使用返回密钥

代码联系 OTI，以便激活此模块。 

➢ 单击模式工具栏上的电机启动启动按钮，切换到电机启动分

析模式。 

 

➢ 从分析案例工具栏中，打开电机启动分析案例编辑器。在这

里您可以添加和修改条件状态。 

 

➢ 在事件页，将总模拟时间更改为 10 秒。输出的图形将显示 0

至 10秒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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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您可以添加无限数量的事件来模拟单个电机启动模拟

中的切换操作。可以分别使用“按负荷动作”和“按启动类别

动作”功能启动或关闭单个负荷或已分类的电动机组。您还

可以通过单击“负载转换”选项从一个加载类别更改为另一

个加载类别来更改操作负载。 

➢ 您可以通过选择事件页面并单击事件标题下的添加按钮来添

加事件。通过选择事件并修改相应的操作标题（按设备、按

起始类别、按加载转换），可以添加、修改或删除在每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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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发生的操作。单击确定保存所做的任何更改。 

 

➢ 双击 olv中的元素图形，打开 syn1 的编辑器。单击加载模型

选项卡。在加速时间（静态启动）字段中，输入 1 秒作为空

载加速时间，输入 3 秒作为满载加速时间。单击确定保存并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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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刚看到和改变的数据是进行一项简单的静态电动机起动

研究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数据。通过单击电机启动工具栏上

的运行点击静态启动按钮来运行研究。注：计算完成后，可

访问绘图和输出报告。绘图的一个例子将显示为动态研究。 

 

运行点击动态启动分析 

➢ 现在将使用与静态分析相同的分析案例条件和事件进行点击

动态启动分析。然而，动态分析还需要额外的数据。双击 syn1

元素图形以打开其编辑器，然后转到模型页。在动态模型标

题下，必须选择无以外的类别。单击典型数据按钮将根据铭

牌选项卡下指定的额定值填充必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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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转到加载模型页面查看加载模型。确保为此电机输入负

载模型。如果需要输入负荷模型，请单击负荷模型库按钮，

然后在出现的窗口中单击确定接受电机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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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惯性页，在电机惯性（H）字段中输入 0.2，然后单击确

定。电机 WR2 将自动更新。单击确定退出 syn1 同步电机编辑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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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您可以进行一个点击动态启动分析。单击电机启动工具

栏上的运行电机动态启动按钮开始分析。 

➢ 单击电机启动工具栏上的电机启动绘图按钮以查看分析结果

的图形。然后电机启动曲线窗口将会出现，您可以选择要显

示的曲线。选择你要查看的图像，或单击确定显示所有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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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AP的电机启动分析模块是模拟和研究电机启动情况的出色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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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谐波分析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谐波分析模块。将展示如何发现系

统内的谐振频率，以及如何确定谐波干扰的大小。您需要使用返回密

钥代码联系 OTI，以便激活此模块。 

➢ 单击模式工具栏上的谐波分析按钮，切换到谐波分析模式。

ETAP谐波分析模式中包含两种分析方法。 

 

➢ 打开谐波分析案例编辑器以更改研究的计算选项。在绘图页

上，您可以选择要在输出图和单线图上显示的元件。 

 

➢ 单击谐波分析工具栏上的运行频率扫描按钮。如果选择

Prompt，系统将提示您输入输出报告的名称。确保运行谐波

频率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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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频率扫描中计算的阻抗值显示在单线图上。您可以调整频

率滑块以不同的频率间隔显示阻抗值。要获得完整结果，请

查看输出报告或绘图。请注意，单线图上显示的结果仅适用

于在谐波分析案例编辑器中选择用于绘图的母线。 

 

➢ 通过单击谐波分析工具栏上的谐波分析图按钮，然后选择所

有先前选择的母线，可以查看频率扫描的图形结果。可以选

择一个或所有母线出现在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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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图可以轻松确定系统中是否存在任何共振条件。可以看出，

在 Sub3 母线的 21次谐波处似乎存在谐振点。 

 

➢ 要确定这种共振的严重性，可以运行谐波潮流分析。单击谐

波分析工具栏上运行谐波潮流”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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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单线图的结果显示，在母线 sub3 处的总谐波失真

很小。如前所述，单击谐波分析绘图按钮，可以打开一个图

形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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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AP的谐波分析模块可以让您知晓系统中任何谐波的严重性，

并在必要时决定如何纠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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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暂态分析 

本教程旨在介绍 ETAP 的暂态稳定分析模块。它将演示如何模拟

引起系统瞬变的事件和动作。您需要使用返回密钥代码联系 OTI，以

便激活此模块。 

➢ 点击模式工具栏上的暂态稳定分析按钮，切换到暂态稳定模

式。 

 

➢ 点击分析案例工具栏上的编辑分析案例按钮，打开暂态稳定

分析案例编辑器。从暂态稳定分析案例编辑器中，您可以添

加、修改和删除暂态导致事件。 

 

➢ 单击事件选项卡打开事件页面。已输入两个事件：事件 1，在

时间 t=0.5 秒时发生故障，以及事件 2，故障清除，发生在时

间 t=0.7 秒。您可以在此编辑器页面中添加，修改或删除这

些事件中的事件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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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事件至少需要一个动作。您可以通过单击编辑（操作）

按钮来修改事件操作。您可以从动作编辑器中选择任意数量

的选项。单击确定保存数据并退出动作编辑器，然后再次单

击确定以保存并退出暂态稳定分析案例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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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暂态稳定分析案例编辑器中，您可以选择在 Dyn 模型选项

卡上对感应和同步电机建模的方法。您还可以在绘图页面上

选择要在单线显示和绘图的设备。 

 

➢ 现在，单击暂态稳定工具栏上的运行暂态稳定按钮，对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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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运行暂态稳定分析。如果选择提示，系统将提示您输入输

出报告的名称。 

 

➢ 对于单线图上的选定元件，可以看到分析结果。暂态稳定时

间滑块工具可用于在选定的分析期间随时查看结果。 

 

➢ 利用暂态稳定绘图功能可以查看图形结果。单击暂态稳定工

具栏上的此按钮。通过选中出现在窗口右侧的适当框，选择

要显示的绘图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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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ETAP 的暂态分析模块，您可以轻松地创建多个暂态场景，

以便更好地评估系统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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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保护配合（star） 

本教程简要概述了 star 保护装置协调模块的基本操作。它将介

绍如何创建新的 Star 视图以及如何将新设备添加到现有 Star 视图。

您需要使用返回代码来联系 OTI，以便激活此模块。 

创建一个新的 star 视图 

➢ 启动 ETAP 演示版并选择“新建工程”选项。 

➢ 在模式工具栏中点击编辑模式。 

 

➢ 从编辑工具栏中点击过流继电器按钮并拖动至 OLV1 视图中。 

➢ 双击过流继电器打开继电器编辑器。 

➢ 进入 OCR 页面点击设备库按钮，然后将出现快速选择继电器

的窗口。选择选择制造商 GE Multilin 和 735/737 型号，然

后单击 OK。GE Multilin 735/737 继电器数据填充在 OCR 页

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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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输入页面。输入 CT变比（800:5）和接地 CT 变比（50:5）。

CT 变比可以直接在继电器编辑器中输入，其中没有 CT 连接

到继电器。在编辑模式下，您需要将 CT 放到单线图中，并在

运行计算之前将继电器连接到 CT，但查看 TCC曲线不需要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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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式工具栏中点击 star 保护设备配合按钮切换至 star 模

式。 

 

➢ 要生成 star 视图，首先选择继电器，然后点击右边 star 模

式工具栏的创建 star 视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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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打开一个新的 star TCC视图，其中包含选定的继电器 1

曲线。其他保护装置的星图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生成。在本

教程的下一节中保持 star1 打开。在与曲线关联的标签标记

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中“设置”选项。这将在标签标签

中显示与继电器设置相关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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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设备曲线添加至 star 视图 

➢ 切换至编辑模式然后将熔断器添加至 OLV1 视图的单线图中。 

➢ 双击熔断器符号打开熔断器编辑器。转到额定值页面，单击

设备库按钮以显示快速选择熔断器对话框。选择制造商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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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型号 SMU-20，最大电压 27 kv，标准速度和尺寸 13e。 

 

➢ 使用模式工具栏切换到 star模式。选择 Fuse1并单击 Append 

to Star View（附加到 star 视图）按钮以打开 star 视图选

择编辑器。选择 star1 将 fuse1 附加到 star1 视图，然后单

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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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Star1 视图，里面比之前添加了熔断器 1 曲线。单线图

上的元件或元件组可以类似的方式附加到一个或多个 star

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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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将新设备添加到 star 视图的更快方法是在单线图上选择

设备，按住 SHIFT 键，然后将其拖动到活动 star 视图。每条 TCC 曲

线的颜色可以通过点击右边工具栏的绘制选项按钮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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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将学习如何访问现有 ETAP 单线图的 star 视图 

1. 重启 ETAP 演示版，从演示版项目屏幕（第二幕）中，选择示

例项目（ANSI）。 

 

2. 从访问级别屏幕（第四幕）中，选择项目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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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单线图打开时，使用下拉列表切换到继电器视图。 

 

 

4. 使用工具栏切换至保护设备配合（star）模式。 

 

5. 从 star（保护设备配合）工具栏中单击运行/更新短路切除

KA。这将对故障母线进行半周期 3 相和线对地短路研究，并

相应更新所连接保护装置的限流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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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开 CB22 低压断路器编辑器并转到 TCC kA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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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上图所示，在低压断路器编辑器中更新短路电流和基本 kv

值。 

8. 点击系统工具栏上的 star 系统 

 

9. 在显示框选择 Bus1-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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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 曲线将出现，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从现有的单线图创建 TCC 曲线，正如上面所示，只需按照下面

所示的步骤： 

在现有的单线图中创新 TCC 曲线 

1. 高亮显示或 rubber-band创建 star视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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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star 工具栏中的“创建 star 视图”按钮 

 

下图所示 TCC 曲线将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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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击“TCC 绘图选项”工具或双击 star 视图背景，可以打开显

示选项以自定义颜色、线条样式、轴设置、图例、设备标签等。 

在本教程的下一节中，在 star模式打开继电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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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动作序列 

使用 ETAP Star，不仅可以处理时间-电流曲线，还可以简单地通

过在单线图上放置故障来确定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间。操作序列将自动

计算并列在事件查看器中，该查看器与单线图动态链接。此一步概念

利用智能单线图并执行一整套动作来确定所有保护装置的动作。这包

括基于单个故障贡献水平的每一次电流特性曲线的内部移位（标准

化）。 

1. 从 star（设备保护配合）工具栏单击插入故障（设备保护配

合），并将其放到 bus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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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 star（设备保护配合）工具栏中单击序列查看器。查看器

显示适用保护装置的动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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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最优潮流分析 

本教程旨在介绍 ETAP 的最优潮流分析模块。它将说明如何确定

系统变压器的最佳设置。您需要使用返回代码与 OTI联系，以便激活

此模块。 

➢ 点击模式工具栏上的最优潮流分析按钮切换至最优潮流分析

模块 

 

➢ 在分析案例工具栏里面点击编辑分析案例按钮打开最优潮流

分析案例编辑器。 

 

➢ 点击编辑器的目标选项页，打开目标页以输入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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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输入分析的约束和控件，请使用最优潮流分析案例编辑器

的其余页面。可以选择或取消选择符合条件的系统元件。 

➢ 在 OPF 工具栏点击运行最优潮流按钮开始运行最优潮流分析。 

 

➢ 最优潮流分析的结果将会出现在单线图上。要获得完整的结

果，请查看输出报告。可以在“显示选项”中更改旧版本上显

示的信息量。注：建议变压器 T2 采用新的抽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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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使用 ETAP 优化系统以适应一组指定的约束。最优潮流分析模块允许您

找到配置系统的最有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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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可靠性分析 

本教程旨在介绍 ETAP 的可靠性分析模块。它将展示如何进行分

析，输入设备可靠性数据，并查看分析结果。您需要使用返回代码与

OTI 联系，以便激活此模块。 

➢ 点击模式工具栏上的可靠性分析按钮切换至可靠性分析模块 

 

➢ 从“分析案例”工具栏中选择名为 RA的分析案例。要查看或

修改飞毛线哦条件，请单击编辑分析案例按钮打开可靠性分

析案例编辑器。 

 

➢ 可以在每个元件的编辑器中查看或修改系统中每个元件的可

靠性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从库中选择或手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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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可靠性分析工具栏上的运行可靠性评估按钮，运行可靠

性研究。如果选择 Prompt，则需要为输出报告输入一个名称。 

 

➢ 可靠性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单线图上。可以使用显示选项更改

显示的数据量。 



入门  教程 

142 

 

 

➢ 要查看系统的结果数据和索引，您可以通过单击分析案例工

具栏上的报告管理器按钮按钮打开输出报告。 

 

➢ 使用 ETAP 的可靠性评估模块可以准确地确定系统中不同点

的故障可能性。这可以得出如何提高系统整体可靠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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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直流潮流分析 

本教程旨在介绍 ETAP 的直流潮流分析模块。将对直流潮流分析

案例编辑器进行修改，并调查创建不同加载方案的好处。您需要使用

返回代码与 OTI联系，以便激活此模块。 

➢ 点击模式工具栏上的直流潮流分析按钮切换至直流潮流分析

模块。 

 

➢ 单击分析案例工具栏上的案例编辑器按钮打开直流潮流分析

案例编辑器。 

 

➢ 分析参数和限制在分析案例编辑器中指定。单击充电器/UPS

框更新充电器和 UPS 编辑器。现在，当直流潮流研究进行时，

充电器和 UPS 编辑器将反映计算出的运行负载。此外，检查

报告的临界和临界电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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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直流潮流工具栏上的运行直流潮流按钮，运行直流潮流

分析。 

 

➢ 潮流计算结果将在单线图中显示。注意，这里只显示直流元

件之间的潮流。使用显示选项可以修改单线图上显示的数据

量。使用输出报告可以获得完整报告。与交流潮流分析模式

一样，洋红色的母线表示略低于或超过电压的状态，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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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线表示临界电压状态。 

 

➢ 双击单线图上 charger1 图像打开编辑器。单击打开负荷。请

注意，由于在直流潮流研究案例编辑器中进行了更改，此处

也显示了单线图中显示的计算充电器负载。单击信息选项卡

返回信息页。单击停止服务框，断开充电器的连接。单击确

定保存并退出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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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元件图形，打开 UPS-1 的编辑器。在 UPS 编辑器信息页

单击退出运行框断开 UPS。目前电池是直流系统的唯一电源。 

 

➢ 如果您再次运行直流潮流分析，您将能够看到在这些条件下

将放置在电池上的负载。单击运行直流潮流分析按钮再次运

行分析意，这种情况会导致母线电压严重不足。创建这样的

场景可能会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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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模拟设施中的断电情况的示例。ETAP

允许您创造性地定制场景以满足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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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直流短路分析 

教程旨在介绍 ETAP 的直流短路分析模块。还将展示如何在同一

项目文件中创建和保存多个分析案例。您需要使用返回代码与 OTI联

系，以便激活此模块。 

➢ 点击模式工具栏上的直流短路分析按钮切换至直流短路分析

模块。 

 

➢ 只需右键单击总线并选择 Fault（故障）或 Don Not Fault

（不故障），就可以选择总线是否故障。也可以从直流短路

分析案例编辑器的信息页面中选择母线进行故障诊断。取消

选择 DC BUS1 作为要发生故障的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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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直流短路工具栏上的运行直流短路按钮，运行直流短路

研究。如果选择 Prompt，将提示您为输出报告输入一个名称。 

 

➢ 分析结果将在单线图上显示。在显示选项中可以更改显示的

数据量。完整的结果可以在输出报告中查看。 

 

➢ 您可以基于相同的单线图创建新的分析案例。使项目编辑器

成为活动窗口。然后，右键单击直流短路分析案例文件夹，

并选择新建。文件夹旁边会出现一个新编号，表示分析案例

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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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案例工具栏下拉选项菜单中选择新的分析案例。单击

分析案例编辑器按钮打开新的分析案例编辑器。 

➢ 在信息页面的分析案例 ID 字段中为新的分析案例命名。接下

来，通过选择所需的标准来设置分析案例条件。单击“确定”

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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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您可以使用新的研究案例运行一个直流短路分析，方

法是像以前那样单击直流短路工具栏上的运行直流短路分析

按钮。注意充电器故障电流的变化。 



入门  教程 

152 

 

 

➢ 使用 ETAP，您可以轻松地创建和保存许多不同的分析案例条

件，所有这些都在一个项目文件中。通过一个简单的下拉菜

单，可以快速地从一种情况切换到另一种情况，并且可以轻

松地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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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蓄电池容量和放电分析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电池尺寸和放电模块。在这个模块

中可以运行两个功能:您可以通过电池大小计算来确定系统所需的电

池大小，或者通过电池放电计算来分析现有电池的性能。您需要使用

返回代码与 OTI联系，以便激活此模块。 

➢ 点击模式工具栏上的蓄电池容量和放电分析按钮切换至蓄电

池容量和放电分析模块。 

 

➢ 单击编辑分析案例按钮，打开电池尺寸分析案例编辑器。这

将允许您选择要调整大小的电池，并建立您的调整标准。选

择电池 1，然后单击确定接受条件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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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蓄电池容量分析工具栏上的运行蓄电池容量按钮运行蓄

电池容量分析。如果选择 Prompt，将提示您为输出报告输入

一个名称。 

 

➢ 计算完成后，建议的大小调整数据将显示在单线图中。 完整

结果显示在输出报告中。 请注意，此计算使用来自内部潮流

计算的加载数据。 为方便起见，电池放电时间滑块允许您以

任何时间间隔查看功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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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可以基于负载求和方法运行研究。您可以在分析案例编

辑器的信息页面上更改该方法。若要修改某一设备的工作周

期，请打开元件编辑器并单击工作周期页面。占空比是一个

用户定义的字段，可以输入该字段来反映制造商或设计规范。

自动显示每个工作周期的图形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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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电池容量栏上的运行电池放电按钮，根据现有电池特性

运行电池放电研究。电池放电时间滑块可再次用于在任何时

间间隔查看来自电池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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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单击电池大小工具栏上的电池放电图按钮，可以查看放

电图。这些图表是分析结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 ETAP的电池大小和放电模块允许您有效分析最可靠的备用电

源。以数字和图形形式显示结果时，ETAP 的结果易于解释。 

 

 



入门  教程 

158 

 

6.15 地下电缆管道系统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地下跑道系统组件。它将展示如何

构建一个基本的系统，以及如何使用现有的系统执行计算。在演示版

本中禁用此模块 

➢ 通过单击屏幕顶部的窗口按钮，并选择适当的选项，切换到

项目视图窗口。 

 

➢ 右键单击 U/G 电缆管道系统文件夹以开始新的地下电缆管道

系统。单击此处选择新建。一个新的 UGS 窗口将出现，名为

UG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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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单击编辑工具栏上四种类型的管道按钮之一添加管道。 

 

➢ 通过单击编辑工具栏上的新建导管按钮，将新导管添加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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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管道。您的 UGS 视图现在应该如下所示： 

 

➢ 您可以继续以这种方式添加元件，直到系统完成为止。 

➢ 通过单击窗口并选择 UGS1 切换到现有的“UGS1”。 

 

➢ 要基于活动的地下电缆管道系统执行电缆降阻抗计算，请单

击模式工具栏上的“U/G 电缆管道”按钮。 

 

➢ 双击“土壤”(UGS窗口的背景)打开地下系统编辑器。在这里，

您可以输入您的计算将基于的哪个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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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回 U/G 电缆跑道，点击电缆降阻工具栏上的五个计算按

钮中的一个，运行电缆降阻计算(稳态温度)。 

 

 

➢ 要显示结果，请单击工具栏中的报告管理器图标，然后选择

摘要报告。 此处显示计算出的最佳电缆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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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接地网系统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地面网格系统组件。概述了如何建

立一个新的地面电网系统。在演示版本中禁用此模块。 

➢ 接地网系 ETAP 中的一个单独应用程序。通过单击 AC 编辑工

具栏上的接地网元件按钮，然后在 OLV 中单击以放置元件，

可以创建新的接地网，击 OLV 中的栅格图形以打开接地网口。

选择要开始的默认计算方法。 

 

➢ 接地网表示将出现在一个新窗口中。单击 IEEE 工具栏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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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选项，选择一个预定义的网络。单击窗口底部空白部分的

任何位置来放置网络。 

 

➢ 接地网显示窗口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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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从接地网中添加或删除接地棒或导体，请在 T 形内双击。

在导体页面上，您可以更改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均匀分布的

导体的数量。在接地棒页上，您可以选择接地棒配置。 

 

➢ 要查看接地网的三维显示，请使用接地网窗口左上角的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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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若要绕垂直轴自动旋转，请双击 3d 显示。 

 

➢ 您还可以修改您的接地网下的土壤层的电阻率和厚度。双击 

在接地网的右上角土壤部分的任何位置。将出现土壤编辑器。 

 

➢ 单击模式工具栏上的接地网研究按钮，切换到计算模式。单

击接地网工具栏上的此按钮运行接地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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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完成后，将显示摘要和报警窗口，通知您任何超出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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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电缆牵引系统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电缆牵引模块。将演示如何建模一

个拉动路径，以及如何进行计算以确定侧壁压力和总张力。在演示版

本中禁用此模块。 

➢ 要开始电缆牵引分析，请激活项目编辑器视图。双击电缆牵

引系统文件夹并选择任何现有的学习演示文稿。要创建一个

新系统，右键单击电缆牵引系统文件夹并选择新建。 

 

➢ 牵引的特征可以在分析案例编辑器中概述。若要打开此对话

框，请单击分析案例工具栏上的编辑分析案例按钮。设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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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条件，然后单击确定保存数据并退出编辑器。 

 

➢ 若要打开导管编辑器，请双击电缆牵引演示窗口右上角的导

管。设置管道的物理特性，或者保留默认值，单击确定保存

数据并退出。 

 

➢ 要向管道添加电缆，请单击新建电缆或现有电缆按钮，然后

单击管道。增加的电缆将出现在管道内。要设置电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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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双击电缆。将显示电缆编辑器。要从管道中删除电缆，只

需单击以选择电缆，然后按删除键。 

 

➢ 若要将导管的另一段添加到牵引路径，请单击“新建管道段”

按钮。 

 

➢ 布线本身的物理特性可以使用电缆牵引演示窗口下半部分的

字段输入。输入数据时，窗口左上角的三维显示将显示修改。 

 

➢ 现在绘制了牵引路径，可以运行计算来确定系统的最大张力。

单击“计算电缆拉力”按钮开始计算。可能会提示您输入输

出报告的名称 

 

➢ 如果超出研究中的任何指定条件，将显示摘要和报警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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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显示警报或警告消息。 

 

➢ 计算的更详细结果可以在输入路径数据下面找到。请注意，

超出的条件将显示为红色。 

 

➢ ETAP 的电缆牵引系统使规划或设计新的电缆布线变得容易。

详细的数据输入允许绘制复杂的拉动路径几何图形，从而获

得精确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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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配电板系统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配电板系统模块。将演示如何将配

电板连接到母线和其他配电板，以及如何将加载数据输入配电板计划

页面。注意，您不能在此演示版中添加新的配电板，但可以浏览示例

项目中的现有配电板。 

➢ 确保您处于编辑模式。双击打开复合网络 Sub3。 

 

➢ 将配电板连接到母线与任何其他单线图元件相同。每个配电

板的默认连接引脚都在顶部。注意配电板 11 是如何连接的。 

 

➢ 双击配电板 11 以打开配电板编辑器。在信息页面上，注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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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板是一个三相元件。在额定值页面上，您将看到额定电压

为 0.48kV，以匹配连接的母线电压。 

 

➢ 在“明细表”页上，可以通过单击相应的链接框并从下拉菜

单中选择一个选项来填充各个配电板插槽。如果要将插槽连

接到外部元素，请从四个 Ext-X 插槽中选择一个。注意连接

#2 和#8 被指定为外部连接。配电板明细表编辑器的摘要页详

细说明了配电板上的总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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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一个三相配电板，并且希望将三相负载连接到它，

则需要更改极数。因此，配电板中使用了三个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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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述步骤将另一个配电板添加到单线图。通过将鼠标移

动到新配电板的连接引脚上并将其拖动到现有面板（Ext-2）

的配电板明细表中指定的引脚，可以将此配电板连接到现有

配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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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潮流分析案例编辑器，可以在面板系统上执行潮流计算。

单击模式工具栏上的潮流分析按钮。然后单击分析案例工具

栏上的编辑分析案例按钮。选中标题为计算配电板系统的框。 

 

➢ 从这里开始，您可以在 ETAP 中的配电板系统上运行潮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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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潮流分析教程中所述。选择在右侧工具栏上切换配电板和

UPS 系统的结果以切换结果。注意电流流入和流出配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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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输出报告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中输出报告的功能。显示和打印水晶

报表的基本功能，以及将报表数据导出到其他程序和使用文本报表功

能等更高级的功能。 

➢ 在 ETAP 中打开项目文件并运行一个研究。出于本教程的目的，

使用了潮流分析。计算完成后，从分析案例工具栏的下拉列

表中选择一个报告，并单击报告管理器按钮来显示所选的报

告。 

 

➢ 或者，要同时显示单个或多个报告，单击当前分析工具栏上

的报告管理器按钮。(在本例中，它是潮流分析工具栏。) 

 

注意:报告管理器中每个选项卡最多可以显示一个报表。 

➢ 所选报告将自动显示在新窗口中。要浏览报告，请使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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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的箭头。要打印水晶报告，请单击窗口顶部的打印按钮，

并从生成的窗口中选择您的选项。 

 

➢ 输出报告的另一个有用功能是将结果数据导出到另一个程序

的选项。Adobe Acrobat Reader，Microsoft Excel 和

Microsoft Word 只是可以导出输出数据的一些程序。选择要

在“潮流报告管理器”中接收数据的应用程序。然后单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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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AP的输出报告和相关工具是组织分析结果的快速有效的方

法。通过这些文档可以显示您的发现，使准备演示文稿和摘

要文档变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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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设备库 

本教程的目的是介绍 ETAP 的设备库功能。将解释如何访问、修

改、导出和添加到设备库数据。演示版的设备库是商用版设备库的精

简形式。 

➢ 打开 ETAP 工程文件。在屏幕顶部，单击设备部按钮。根据项

目文件以前是否已连接到库，可能会显示警告消息。这只是

说明需要连接库。单击每条消息上的确定。 

 

➢ 通过浏览连接到项目库以查找位置并单击“打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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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有了与项目文件关联的设备库，就可以使用此设备库文

件中包含的数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访问使用设备库。 

➢ 访问设备库的一种方法是从各种设备编辑器。 双击 OLD中的

电缆等元素以打开设备编辑器。单击信息页面上的设备库按

钮以打开电缆库快速选择窗口。选择所需的电缆电压，类型

和大小，然后单击确定。所选电缆的库数据将自动传输到该

电缆的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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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打开具有编辑功能的设备库（前提是用户配置文件具有

编辑授权），请单击屏幕顶部的设备库菜单，然后选择要查

看或编辑的设备库。将显示选定的设备库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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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用设备库编辑器中的相应按钮，可以编辑、添加、删

除或复制设备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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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可以访问设备库数据的方法是使用 Crystal 报告格式。

单击屏幕顶部的设备库按钮，然后选择导出。通过单击相应

的按钮选择要查看的设备库，然后单击“确定”。请注意，

一次可以选择多个设备库。最后，从设备库报告管理器中选

择要查看的报告，然后单击“确定”。所选库将以 Crysta 报

告格式显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输出报告教程。此功能

在演示版本中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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