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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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仪器是一款集直阻测试、消磁的二合一产品，既可以测试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电

机等感性负载的直流电阻。同时针对大型电力变压器互感器直流电阻试验后剩磁危害，也具备消磁试

验模式，对保护电力变压器互感器免受励磁涌流冲击，和安全投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仪器具备自动消磁

模式，用户不必重复操作。消磁时间上最快几分钟即可！

主要特点

仪器采用缓降式直流变频衰减，只对任意一相消磁就能达到消磁的目的。

一机多用，集直阻测试、消磁，自动、手动电流可选，快速消磁。

适用于 35KV及以上电力变压器及互感器投运前消除剩磁。

大屏幕液晶显示，全中文菜单，测试结果可保存，打印。

产品选型 测试电流 测试电压 工作电源

□05 5A

DC28V 交流□10 10A

□20 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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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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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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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弧灯：指示消弧状态，显示屏另有消弧电压显示和消弧蜂鸣提示。

4．电源插座：AC220交流电源输入（内置备用 10A保险丝）。

5．电源开关：交流电源通断。

6．对比度：旋转孔内一字槽，调整显示屏对比度。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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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急停消弧键：停止测试并消弧退出。

9．液晶屏：设置、显示、保存测试数据。

10．U盘接口：存储历史数据。0

11．打印机：打印测试数据。

二 、接线说明

1、 直接测试法：将仪器可靠接地，连接试品测试线，连接交流电源。

2 、助磁法快速测试：如何接线见附录。

3、消磁：输出端子 I+、I-（V+、V-不需要接）接变压器高压侧线圈的两端，消磁输出不分正负。如

果是单相变压器接 A和 X，如图所示；如果是三相变压器只接 B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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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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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接位置选择和开始测试命令。

温度折算：包括绕组材料选择，测试温度设定，折算温度设定

和折算功能的开与关。

历史数据：最多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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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磁：进入消磁操作界面。

帮 助：注意事项和电流档位的测试范围。

1、直阻测量：

按上下键选择电流档位、分接位置和开始测试。

电流档位上按确认键，再用上下键选择电流档。

其中自动档按电阻值范围自动选择电流，10mA 档必需用手动

档。

分接位置上按确认键，再用上下键选择分接位置，

分接位置范围 1---20。

开始测试上按确认键，测试开始并进入实测加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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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弧退出。

在测试间，按急停消弧键，停止测试并消弧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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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界面：

显示屏上方 10A 为电流档位显示，04 为分接位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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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分接点的连续测试的时间。

实测时，按确认键进入暂停界面。

右上角显示 AL和 T, 说明温度折算功能已打开。

AL 为绕组材料，T 为温度。

注意：测试前，检查温度折算功能开关，否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暂停界面：

此状态下：测试电流继续发送。实测电阻显示值是暂停前的测试

值。可以用左右键选择消弧退出、复测、保存、打印和分接功能。

复测下按确认键，回到实测状态 ，分接点自动加 1。

消弧下按确认键，关闭发射电流，进入消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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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接下按确认键，选择分接位置，从 1---20循环翻转。

消弧界面：

消弧键：消弧灯亮，蜂鸣器响，消弧电压显示由大到小。消弧干

净后，消弧灯灭掉，蜂鸣器不响，消弧电压显示为 0，进入测试

结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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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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下按确认键，重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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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折算界面

此状态下：按上下键选择绕组材料、测试温度、折算温度和折算功能。

绕组材料上按确认键，选择铜和铝。

测试温度上按确认键，进行当前环境温度调节。用左右键选个

位数、十位数或正负号位置；用确认键改变个位数、十位数数字

或正负号 。

折算温度上按确认键，进行折算温度大小调节。用左右键选个

位数、十位数或正负号位置；用确认键改变个位数、十位数数字

或正负号 。

折算功能上按确认键，选择温度折算开或关。默认状态为关。

温度折算公式： R2 = R1*（T + t2）/(T + t1)

其中： t1 ---绕组温度 ；T --- 电阻温度常数，铜:235，铝:225；t2 --- 换算温度

(如 75℃)；R1---测量电阻值；R2 --- 换算电阻值。

2、消磁试验：

消磁方式：仪器采用缓降式直流变频衰减，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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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置电流档位下降幅度与电流下降幅度。

电流档位下降幅度：前后档电流下降的幅度。

电流下降幅度：每档电流下降的幅度。

消磁操作界面

充电电流 显示仪器的发送电流值。

消弧电压 每次关断电流后，消弧时的电压。

消磁进度 消磁时，大概显示消磁进度。

消弧方式上按确认键选择下列消磁方式：标准消磁、

快速消磁、自定义消磁和自动消磁。

档位选择上按确认键选择消磁电流：10A、5A、3A、1A、0.1A。

开始上按确认键，开始消磁。

设置仅在‘自定义消磁’方式下使用，用于设置电流下降间隔。

正在消磁界面

正在消磁时，按上键或下键选择停止，

再按确认键 , 可结束本次消磁。

自动消磁界面

自动消磁按 5A、1A和 0.1A顺序自动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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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磁结束界面

选择退出按确认键回到上一层菜单。

3、历史数据

按左右键选择导出、清空、和↑。

清空上按确认键，把整个存储空间的数据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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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接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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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好 U盘，在导出上按确认键，把历史数据存储到 U盘上。

存储过程中不许拔出 U盘，所有的历史数据用一个文件按 TXT格式存到 U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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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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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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下按确认键，对当前显示信息进行打印。

删除下按确认键，删除当前显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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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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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编号、测试人员和测试地点各组由 8位数据组成， 按确认

键选择位置，按上下键编辑当前位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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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下键编辑当前位置的内容。

出厂设置由厂家设置和修改。

返回上按确认键，回到主菜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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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环境组别：属GB6587.1-86《电子测量仪器环境试验总纲》中的Ⅲ组仪器（即可在野外环境使用）。

2．结构形式与尺寸

◇型式：便携式

◇外形尺寸及质量：

款型
外形尺寸（mm） 重量（kg）

10A及以下机型 20A机型 10A及以下机型 20A机型

铁主机箱 330×218×150 380×262×150 6 7

ABS机箱 415×319×168 6.7 7

3．使用电源

◇工作电源：电压 AC220V±10%，频率 50Hz±10%

◇测试电压：DC28V

◇电流输出：恒流 10mA 、100mA、1A、5A、10A（10A机型）、20A档（20A机型）

用户可根据需要，选用不同的型号的仪器。

4．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20℃～ 50℃，相对湿度：≤80%

◇工作方式：连续。

5．测试指标

◇测试范围：

电流档位 测量范围

20A 200μΩ--1Ω

10A 300μΩ--2Ω

5A 1mΩ--4Ω

1A 100mΩ-20Ω

100mA 10Ω-200Ω

10mA 100Ω-20k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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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 0.2%读数±2字，最高分辨率：0.1μΩ

6．存储数量：200条

7. 消磁电流：自动、手动 10A、5A、3A、1A、100mA可选

8. 消磁时间：3-30分钟/次左右（不分电压等级和容量）

9. 消磁方式：缓降式直流变频衰减消磁，可调整电流档位下降幅度和电流下降幅度。

标准消磁：电流档位下降幅度： 0.05% , 电流下降幅度： 0.05%

快速消磁：电流档位下降幅度： 0.3% , 电流下降幅度：0.3%

自动消磁：电流档位下降幅度：0.2% , 电流下降幅度：0.2%

自定义消磁模式：可以根据设备不同和消磁效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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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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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故障分析与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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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保险丝管应

与原型号相同2) 保险丝管坏
重新安装保险丝管或更

新保险丝管

无输出
1) 待测设备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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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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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开机光屏无

显示
对比度调节电位器有变动

调整面板上对比度电位

器的范围

无法打印
1) 无打印纸 更换打印纸

2) 打印纸方向反 更换打印纸方向

若以上方法仍无法解决，请将仪器发回厂家维修．

七 、售后服务

本产品自出售之日三年内，若出现质量问题予以免费保修，终身维护。

八、 附录（助磁法快速测试接线图）

助磁法快速测试接线图：

九、关于剩磁

由于铁磁材料固有的磁滞现象，在对电力变压器进行电压比、直流电阻测量等操作后会在铁芯中残

留剩磁。由于剩磁的存在，当变压器投入运行时铁芯剩磁使变压器铁芯半周饱和，在励磁电流中产生大

量谐波，这不仅增加了变压器的无功消耗，而且可能引起继电保护器误动作，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主

要危害如下：

1、引发变压器的继电保护装置误动，使变压器的投运频频失败。

2、变压器出线短路故障切除时所产生的电压突增，诱发变压器保护误动，使变压器各侧负荷全部停电。

3、 A电站一台变压器空载接进电源产生的励磁涌流，诱发邻近其他 B电站、C 电站等正在运行的变压

器产生“和应涌流”(sympathetic inrush)而误跳闸，造成大面积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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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励磁涌流会导致变压器及断路器因电动力过大受损。

5、诱发操纵过电压，损坏电气设备。

6、 励磁涌流中的直流分量导致电流互感器磁路被过度磁化而大幅降低丈量精度和继电保护装置的正

确动作率。

7、励磁涌流中的大量谐波对电网电能质量造成严重的污染。

8、造成电网电压骤升或骤降，影响其他电气设备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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