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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欢迎惠顾

衷心感谢您选用本公司的产品，您因此将获得本公司全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

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存以备今后使用参考。如果您在使用

过程中有疑问，请及时联系本公司。

关于本仪器

根据国家标准 GB／T1029－2008《三相同步电机试验方法》和 JB／T8446－2005《隐极

式同步发电机转子匝间短路测量方法》的要求，在静止状态下，对发电机转子采用交流阻

抗法进行测量。

本仪器采用顶开式结构机箱，体积小、重量轻、功能强、操作简便，专为现场测试人

员设计。仪器设计精巧，性能优越，功能强大，内部采用国内外最新型的单片机测试技术

及先进的 A/D同步交流采样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外部采用大屏幕液晶显示，中文菜单提

示，操作简单，配备高速热敏打印机，设计有存储功能，方便数据的打印和存储；可将数

据直接存储到移动 U盘中，同时移动 U盘中的数据，在电脑上可以直接以 TXT或 XLS的

文件格式打开。现场使用极为方便，大大减轻了试验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安全提示

☆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试验接线和操

作。

☆ 使用前请将仪器面板上的接地端就近可靠接地。并按相关规程做好其它常规

安全措施。

☆ 本测试仪推荐与超低谐波隔离型调压器配套使用，在给被试设备升压（升

流）前，测试仪的屏幕上虽有“请将调压器置零位”的明确提示，但仍强调

操作者必须在检查调压器确实在零位后，方可按“确认”键! 以防被试设

备和仪器遭受高电压、大电流的冲击。

☆ 本测试仪不允许非专业人员随意打开机箱插拔、调整内部元器件，以防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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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发电机转子交流阻抗测试仪是我公司推出的最新款增强型交流阻抗测试仪，具有连续

监测发电机转子的转速和交流阻抗、显示和打印转速与交流阻抗特性曲线、及 U盘存储等

功能。

该仪器采用当今最先进的超高速微处理器，功能更强大，性能更优越，使用更方便。

具有工作可靠性高、操作简便、测试精度高等特点。

二 、功能与特点

1、采用高速同步测量技术，全自动采集、测量、显示、存储、打印所有测量参数及转

速与阻抗特性曲线（转速、电压、电流、阻抗、功率、频率、设备编号、时间、曲

线等）。

2、电压电流超大量程，最高转速可设置，能连续监测、全自动、手动测量发电机组在

动、静态下膛内、膛外的转子的转速和交流阻抗及其特性曲线。

3、内置大容量存储器，连续监测模式下可存储 50万组测试数据，全自动和手动模式下

可存储 1000组测试数据。

4、具有完善的过压、过流保护功能，其中过流过压保护值是根据试验参数的设置情况

自动调整，既简便又能确保被试设备的安全。

5、大屏幕图形 LCD，全中文菜单界面，简单、方便；实时显示测试数据和曲线，曲线

坐标自动缩放，读图更加清 晰。

6、具有 U盘存储功能，便于数据的采集，保存。

7、自带微型打印机，可实时打印测量参数和转速与交流阻抗特性曲线。

三、 性能指标

1、交流阻抗 0～999.999Ω 0.5%

2、交流电压 0～600V 0.2%±2字

3、交流电流 0～120A 0.2%±2字

4、有功功率 0～72kW 0.5%±2字

5、频 率 45～65Hz 0.1级

6、转 速 0～5000r/min 1%

7、工作电源 220V±10％ 50HZ

8、体 积 385×265×160 mm

9、重 量 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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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面板结构和功能说明

图 1 面板结构图

1．测试回路的输入端，接试验调压器的输出端钮。本机采用专用的大电流快速接

头，接入和拆除时应稍加旋转。

2．测试回路电流测量端， 量程 0～120A。

3．测试回路电压测量端， 量程 0～600V。

4．安全接地端。

5．微型高速打印机。

6．液晶显示屏。

7．按键。

8．仪器（220V）工作电源开关。

9．仪器（220V）工作电源输入插座。

10．RS232标准工业通讯接口。用于仪器和 PC机联机实现试验数据下载、生成和编辑测

试报告。（注：仪表具有转速测量功能时，RS232的第 6和 9脚分别连接转速输入信

号的正、负端。）

11．显示屏对比度调节孔（侧面）。一般不须调整，必要时可在充分预热后用小钟表起子

插入小孔内微调，调到最佳视觉效果即可。

12．U盘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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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操作说明

（一）连续监测

图 2 转子交流阻抗试验接线图

1、接线无误后接通“工作电源开关”，仪器经自检后屏幕显示主菜单。

2、 用光标选定“连续检测”按“确认”键进入，进入后屏幕显示“连续监测参数设

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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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编号――是用于区分不同设备、不同试验性质、次数。以便于在历史数据中查找

和技术管理。

最高输出电压――是指试验中需要测试的最大电压值，范围（0～600V），其设定值

的 1.1倍为仪器默认的过压保护动作值。

最大输出电流――是指试验中需要测试的最大电流值，范围（0～120A），其设定值的

1.1倍为仪器默认的过流保护动作值。

测试间隔――对输入电压和电流采样，相邻的时间间隔。

80ms、0.5S、1.0S、1.5S和 2.0S。

最高转速―― 准确输入最高转速设置非常重要。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读取转子的转速。

最高转速通过计算得到。

最高转速 = n*16/(Im-4) ；

n 为已知的转速，Im 为已知转速所对应的电流。

例如，已知 2400 rpm,对应电流为 16mA。

最高转速 = 2400*16/(16-4) = 3200 rpm

转速偏移量―― 当连续采样时，相邻转速大于转速偏移量后，才被保存。

阻抗偏移量―― 当连续采样时，相邻阻抗大于阻抗偏移量后，才被保存。把

阻抗偏移量设置为 00%时，连续采样的数据都被保存。

3、 根据试验需要将以上参数设置好，移动光标选择“测试”后再按下“确认” 键，屏幕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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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确认”键后试验开始，屏幕显示连续监测界面：

按“退出”键，停止测试。

（二）自动测试（推荐使用）

按图 2接线（注意：转速输入不用）

1、接线无误后接通“工作电源开关”，仪器经自检后屏幕显示主菜单。

2、 用光标选定“自动测试”按“确认”键进入，进入后屏幕显示“自动测试参数设

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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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编号――是用于区分不同设备、不同试验性质、次数。以便于在历史数据中查找

和技术管理。

电压步长――是指在以电压为基准进行各参数数据采集时，每次采集数据之间的间隔

电压数值的大小；范围（5～50 V）。

最高输出电压――是指试验中需要测试的最大电压值，范围（0～600V），其设定值

的 1.1倍为仪器默认的过压保护动作值。

最大输出电流――是指试验中需要测试的最大电流值，范围（0～120A），其设定值的

1.1倍为仪器默认的过流保护动作值。

提示：本仪器每次最多能测试 50 组数据，当最大输出电压与电压步长之比大于 50时，

仪器将判断参数设置无效。

3、 根据试验需要将以上参数设置好，移动光标选择“测试”后再按下“确认” 键，屏

幕提示：

4、按“确认”键后试验开始，屏幕显示自动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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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此界面下调节调压器升压仪器将自动采集、显示所有参数在各测试点的测量数值。

直至到最大设定电压值，仪器蜂鸣器发出提示音，提示数据测量完毕。此时应迅速将

调压器回零。

提示：当出现误操作使输出电压或电流有一项超过设定最大值的 1.1倍时，仪器的保护电

路都将动作，切断测试回路。

6、也可以移动光标选择“曲线” 按“确认”键，将屏幕显示切换到曲线坐标界面下进行

测试操作。（曲线坐标的大小是根据试验设置的参数大小对应自动生成）在曲线坐标

界面下仪器自动测量采集并动态描绘所有测试点，生成一条点状曲线（点状曲线有助

于查找对应的电流、电压值）。直至到最大设定电压或电流值，仪器发出提示音，提

示数据采集完毕。此时应迅速将调压器回零。调压器回零后，移动光标可随意选择在

“数据”和“曲线”两个界面下查看测试结果；在“数据”界面下按“打印”键。仪

器将打印“交流阻抗测试报告”；在“曲线”界面下按“打印”键。仪器将打印“交

流阻抗特性曲线”。

(三)手动测试

1、按图 2接线。

2、接线无误后接通“工作电源开关”，仪器经自检后屏幕显示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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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动光标选定“手动测试”按“确认”键进入，进入后屏幕显示“手动测试参数

设置”界面。

设备编号――是用于区分不同设备、不同试验性质、次数。以便于在历史数据中查找

和技术管理。

最大电压――是指在试验中需要测试的最大电压值，范围（0～600V），其设定值的 1.1

倍为仪器默认的过压保护动作值。

最大电流――是指在试验中需要测试的最大电流值，范围（0～120A），其设定值的 1.1

倍为仪器默认的过流保护动作值。

4、 根据试验需要设置以上各参数，按“确认”键，屏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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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确认”键后试验开始，屏幕显示手动测试界面：

6、在此界面下调节调压器升压，当即时值出现需要的电压（或电流）测试点时把光标

移到确定按“确认”键仪器将自动采集、显示一组在此测试点下各参数的测量数

据；以此类推……直至将所有需要的测试点测试完毕，然后将调压器回零。

提示：当出现误操作使输出电压或电流有一项超过设定最大值的 1.1倍时，仪器的

保护电路都将动作，切断测试回路。

7、调压器回零后，移动光标可随意选择在“数据”和“曲线”两个界面下查看测试结

果；在“数据”界面下按“打印”键。仪器将打印“交流阻抗测试报告”；在“曲

线”界面下按“打印”键。仪器将打印“交流阻抗特性线”。

（四） 监测数据

主要是对“连续检测”所保存的数据进行处理。按“确认”键后，屏幕显示连

续监测的历史数据界面：

1、按“↑”键或“↓”选择第几次测试。

2、按“确定”键后进入此次测试数据具体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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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删除”键，删除此次测试的所有数据。请谨慎操作！！！

4、按“清空”键，清空所有的测试数据。请谨慎操作！！！

5、按“数据导出”键，所有的数据按 EXCEL格式导出到 U盘。注意：先插入 U

盘。

6、按“返回”键，退出。

7、在此次测试数据具体操作界面下，按“确定”键，进入此条数据的详细信息界

面。

8、在此次测试数据具体操作界面下，按“曲线”键，进入此次测试数据的“交流阻

抗与转速特性曲线”界面，按“方向”键进行上升与下降曲线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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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查看历史数据

1、在主菜单下移动光标选择“历史数据”，按“确认”键，仪器将显示所有保存的历

史数据（以时间先后为序）。

2、根据试验的时间和设备编号，移动光标选择“ ↑ ”或“ ↓ ”来查找需要的历史

数据，找到后用光标选中并按“确认”键，仪器将显示此次试验的所有测试数据和

特性曲线。

3、如果要使用 U盘导出数据，将 U盘插入后，选中复制到 U盘按“确认”键，所有

的历史数据将导入 U盘。（注：应在系统设置菜单把 USB设置为 U盘⊙）。

（六） 系统设置

1、在主菜单下移动光标选择“系统设置”，按“确认”键，仪器将显示“系统设

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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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 ← ”和 “ → ”键选择修改对象，选中后按“确认”，再用

“ ↑ ”和“ ↓” 键修改数据大小。

3、U盘接口：如果要使用 U盘导出数据，应把 USB设置为 U盘⊙。

如果从通讯切换到 U盘仪器要重新开机才有用。

4、全部修改完毕后移动光标选择确定按下“确认”键，仪器将更新并保存刚才的设

置，如果按返回所有的不会改变。

六、使用注意事项

1、仪器使用前，应认真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2、试验时正确接线。在检查接线正确无误、联接可靠后方可通电。

3、在测试钳的两根导线中，稍粗的导线为电流线（I1、I2），稍细的导线为电压线

（U1、U2）。本仪器采用专用大电流快速接头，插拔时应稍加旋转。

4、正确操作，测试时调压器在测试点附近应缓慢升压，以确保数据采集的可靠性。

5、试验中如出现保护动作，必须查明原因排除异常后方可继续试验，不可盲目操作，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七、维护保养和售后服务

1、平时仪器应放置于干燥、通风的地方，防止因受潮而损坏内部元件。

2、仪器平时应保持清洁，面板和机箱可用干净的潮湿毛巾擦拭；严禁用酒精、汽油、

香蕉水等溶剂擦拭面板，否则会造成不良后果。

3、仪器搬运和安放过程中应小心谨慎，避免剧烈震动和摔落。

4、正常情况下不允许打开机箱，插拔内部机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5、本产品保修期为一年，终身维修，一年内若发生质量问题，由我公司负责免费修理

或更换。


	一、概述
	二 、功能与特点
	三、 性能指标
	四、 面板结构和功能说明
	五、 操作说明
	（一）连续监测

	测试间隔――对输入电压和电流采样，相邻的时间间隔。
	80ms、0.5S、1.0S、1.5S和2.0S 。
	最高转速―― 准确输入最高转速设置非常重要。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读取转子的转速。最高转速通过计算得到。
	                     最高转速 = n*16/(Im-4) ；
	n 为已知的转速，Im 为已知转速所对应的电流。
	例如，已知 2400 rpm,对应电流为 16mA。
	              最高转速 = 2400*16/(16-4) = 3200 rpm
	转速偏移量――   当连续采样时，相邻转速大于转速偏移量后，才被保存。
	        阻抗偏移量――   当连续采样时，相邻阻抗大于阻抗偏移量后，才被保存。把
	                                     阻抗偏移量设置为 00%时
	3、 根据试验需要将以上参数设置好，移动光标选择“测试”后再按下“确认” 键，屏幕提示：
	按“退出”键，停止测试。
	（二）自动测试（推荐使用）
	(三)手动测试
	（四） 监测数据
	（五） 查看历史数据
	（六） 系统设置

	六、使用注意事项
	七、维护保养和售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