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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电力设备的接地引下线与地网的可靠、有效连接是设备安全运行的根本保障。接地引下线是电力设

备与地网的连接部分，在电力设备的长时间运行过程中，连接处有可能因受潮等因素影响，出现节点锈

蚀、甚至断裂等现象，导致接地引下线与主接地网连接点电阻增大，从而不能满足电力规程的要求，使

设备在运行中存在不安全隐患，严重时会造成设备失地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及电力设备

预防性试验规程》DL/T475-2006，本装置可用于对电力设备接地引下线与接地网或相邻设备之间导通电

阻值的精确测量。

本仪器可以测试接地引下线的直流电阻。仪器体积小、重量轻、功能强、操作简便，专为生产及

现场测场测试人员设计。大屏幕中文液晶显示，可编辑用户信息，测试记录可保存、打印。可配置

PC 联机通讯及测试功能。

仪器内置充电锂电池及快速充电电路，具有充电指示及过充电保护功能，方便野外无市电环境测试

需要。

安全提示

☆ 本仪器应由具有经过资格认证的相关专业人员操作，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 仪器开机状态下，不得触及测量回路、控制输出回路及与之相连接的导体。

在连接本仪器的输入或输出端前，请务必将仪器可靠接地。

☆ 尽量使用本仪器提供的专配测试线与配件。

☆ 避免在潮湿、易燃、易爆的环境下使用。

☆ 仪器使用后应充满电存放。

☆ 每隔 2个月左右应给仪器充电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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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板

1． 接线柱：电流输出 I+、I-接试品电阻外端；电压输入 V+、V-接试品电阻内端。

2． 接地柱：仪器保护接地。

3． 电源插座：AC220交流电源输入（内置备用 1OA保险丝）。

4． 电源开关：交流电源通断。

5． 对比度：旋转孔内一字槽，调整显示屏对比度。

6． 键钮：左键(上键)、右键(下键)、确认键：调整光标位置、数值、确认操作。

7． 液晶屏：设置、显示、保存测试数据。

8． 打印机：打印测试数据。

9． 显示屏右下角， 表示电池供电和电池容量。AC表示交流供电。

二 接线与操作

1．连接方法：红色 50米线大叉子接在红色接线柱 I+，小的

叉子接在红色接线柱 V+，黑色 5 米线大叉子接黑色接线柱

I-，小叉子接在黑色接线柱 V-。

2．先找出与地网联接合格的引下线作为基准点。

3．测量线（50米、5米）一端插入仪器接线座，带有测试钳

的一端夹到基准点和被测点（其中黑色测试线夹在基准点，

红色测试线夹在各个被测试点上）。

4．为了使测出数据的正确性，请尽量处理好被测点的接触面

的干净。

5．连接好线后，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

三 操作说明

1.开机界面后进入主菜单界面：

按上下键选择项目,按确认键进入项目菜单。

直阻测量: 包括电流档位选择和开始测试命令。

历史数据：最大存放 200条记录。可以查询、打印和删除历史

数据。

系统设置：编写设备编号、测试人员和测试地点。时间和日期

校准。出厂设置。

帮 助：注意事项和电流档位的测试范围。

主菜单界面下方显示日期和时间。

电池工作模式时，仪器屏幕下方提示电池电量

交流电源工作模式时，仪器屏幕下方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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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阻测量界面

按上下键选择电流档位、开始测试和返回。

电流档位上按确认键，再用上下键选择电流档。

可选：10A、5A、1A档位

开始测试上按确认键，进入实测加载界面。

实测加载界面

仪器开始加载电流。

稍后,测试电阻值稳定后，过度到实测界面。

按确认键，关电流退出。

实测界面：

显示屏上方 10A 为电流档位显示。

实测电阻：当前所测的电阻值；

实测电压：当前所测的电压值；

实测电流：当前所测的电流值；

载流时间：连续测试的时间。

实测时，按确认键关电流，进入测试结束界面。

2.测试结束界面

此状态下：可以用左右键选择测试、保存、打印和返回功能。

测试上按确认键，重新测试，并进入实测加载界面。

保存下按确认键，对当前显示值进行保存。

打印下按确认键，对当前显示值进行打印。

返回下按确认键，回到直阻测量界面。

打印和保存的数据是:电阻值、测试电流、设备编号、测试人员、

测试地点和测试时间。

3.历史数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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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左右键选择导出、清空、和↑。其中导出功能暂不用。

在清空上按确认键，把整个存储空间的数据清空。

在↑上按确认键，进入选择历史资料界面。

数据信息是:电阻值、测试电流、设备编号、测试 人员、测试地

点和测试时间。

注意：数据存满 200条后，要及时清除无用数据。否则，不能再

存数据。

选择历史资料界面：

按上下键选择历史资料。光标在编号 000 上按向上键退到历史

数据界面；光标在最后一条有资料的编号上按向下键也退到历史

数据界面。

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列显示，从最近保存的资料开始到最前保

存的资料结束。在资料对应的编号上按确认键，进入历史资料查

询界面。

历史资料查询界面:

在查询界面中，可以打印和删除当前的显示资料。

返回上按确认键，回到选择历史资料界面。

退出上按确认键，退出到历史数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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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设置界面

按上下键选择设备编号、测试人员、测试地点、时间校准和出厂设置。

设备编号、测试人员和测试地点由 0,1…9,a,b…z,A,B…Z任意 8个组成。在打印时和保存数据时用。

在设备编号上按确认键，输入和修改设备编号。按确认键选择

位置，按上下键改变当前位置的内容。

在测试人员上按确认键，输入和修改测试人员。按确认键选择

位置，按上下键改变当前位置的内容。

在测试地点上按确认键，输入和修改测试地点。按确认键选择

位置，按上下键改变当前位置的内容。

在时间校准上按确认键，输入和修改：年、月、日和时、分、

秒。按确认键选择位置，按上下键改变当前位置的内容。出厂设

置由厂家设置和修改。

在背光设置上按确认键，调整背光关断时间，5秒—60秒可选，

电池供电时，在设置时间内不对仪器进行操作，自动关断光屏背光。背光也可选择常亮或常暗。交流供

电时，背光常亮。

5.帮助界面

帮助项目包含：仪器测试的注意事项和电流档位的测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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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技术指标

1.构形式与尺寸

◇型式：便携式

◇外形尺寸及质量：

款型 外形尺寸（mm） 重量（kg）

铁主机箱 330×218×150 6

ABS机箱 415×319×168 6.7

2.电源

◇工作电源：电压 AC220V±10%，频率 50Hz±10%

◇电压输出：DC15V

◇电流输出：恒流 1A、5A、10A

3.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20℃～50℃；相对湿度：≤80%

◇工作方式：连续

4.测试范围：

电流档位 测量范围

10A 1mΩ-1Ω

5A 1mΩ-2Ω

1A 100mΩ-10Ω

◇准确度： 0.2%读数±2字

◇最高分辨率：0.1μ

5.储数量：200条

五 附配件

装箱单

1．主机 1台

2．电源线 1根

3．测试线 1套

4．保险丝管 2只

5．说明书 1本

6．打印纸 2卷

7.标准电阻 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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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标准电阻为 75A , 1mΩ左右。可以用来检测仪器的基本功能。

标准电阻和测试线按下图连接。需要注意：测试线的夹子夹住标准

电阻时，电流线必须同时向上或向下。

六 故障分析与排除

七 售后服务

本产品为带电池仪器，保修期一年。

本仪器内置电池，建议每3个月充放电维护一次充放电步骤：放完电量→充满电量→放少许电量后存

放(因未定期充放电维护出现问题的，恕不享受电池免费维修服务)

自行拆卸仪器后果自负，本公司不再负责维修！

八 规程要求接地线直流电阻值

a)规程要求接地线直流电阻值，平均每米应小于以下参考值

截面积（mm2） 参考电阻值（mΩ） 截面积（mm2） 参考电阻值（mΩ）

10 1.98 50 0.40

16 1.24 70 0.28

25 0.79 95 0.21

35 0.56 120 0.16

b)接地引下线导通测试仪参考电阻建议（参考数值如下）：

接地引下线导通状态参考值

（见下表） 导通电阻值

小于50 mΩ 大于500 mΩ 大于1Ω

状态 良好 异常 严重异常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备注

开机无任何显示

1)电源未接通 接通电源 更换保险管应更换同

型号保险管不能用其

它型号代替

2)仪器10A保险管未安装好

或断路

重新安装保险管或更换

保险管

无电流输出

1)待检设备开路
检查设备

排除故障

2)试验回路有开路故障
检查试验回路，排除开

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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