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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选购我公司的过电压保护器综合测试装

置，本仪器可完成无间隙型过电压保护器及氧化锌避

雷器的直流 1mA 参考电压试验，通过外接试验变压

器可实现对有间隙型过电压保护器的工频放电电压

试验，测试项目全面，同时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精

度高、使用方便等优点。 

请您在使用本仪器之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内

容，并着重关注“安全指导”部分。   

  如果您已经阅读完本说明书，建议您将此说明

书妥善保管，以便在将来的使用过程中进行查阅。 

如果您在使用中出现问题，或者对本仪器的某些

功能的使用存在疑问，且无法在本手册中获得帮助，

请咨询仪器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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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指 导 

 

※ 阅读并理解说明书中的所有指导内容 

※ 确认仪器与被测设备连接好才可开始校验 

※ 严禁用手或金属物体触碰输出端子，以免造

成电击事故 

※ 仪器内部有高压，请勿随意拆卸 

※ 充电只可使用附带的专用电源充电器充电 

※ 使用时请勿将仪器放置在不稳定的架子或桌

子上，避免摔落损坏 

※ 勿将仪器置于过热、过湿的环境存放 

※ 勿使用液体或气体清洁剂清洁仪器，可使用

干燥布料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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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作为电力系统中一种新型过电压保护装置，三相组合式

过电压保护器已大量应用于 35kV及以下电力系统中，用以限

制雷电过电压、真空断路器操作过电压以及电力系统中可能

出现的各种暂态过电压，可有效地保护电动机、变压器、开

关、电容器、电缆、母线等电力设备的绝缘不受损害，对相

间和相对地的过电压均能起到可靠的限制作用，是传统的避

雷器所不具备的。 

对过电压保护器的试验，应该符合《DL/T 474.5-2006》

现场绝缘试验实施导则第 5 部分:避雷器试验要求。三相组合

式过电压保护器主要分为有带串联间隙过压保护器和无间

隙过压保护器两大类，其试验项目内容要求分别使用高压工

频交流和高压直流电源，试验时需要直流高压试验设备及交

流耐压试验设备各一套，设备体积大、件数多，且试验现场

需要提供 220V供电电源才可使用，试验接线测试较为繁琐，

工作效率低下。国内尚无可覆盖有间隙和互无间隙过电压保

护器的专用仪器。为此我公司开发了一款适用于 10kV 电压

等级及以下的三相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综合测试装置，用于

三相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调试及试验项目，以期及早发现设

备内部绝缘受潮及阀片老化等危险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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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特点 

1.仪器主机采用高强度、高绝缘、耐磨硬塑密封箱，具有外形

美观，坚固耐用，防震性能好，绝缘等级高，方便现场搬运

等特点； 

2.仪器可用多种供电方式，可直接使用 220V 市电供电，也可

使用内置大容量可充电电池供电，可连续使用 8 小时以上，

能满足各类试验现场。 

3.周到的安全设计：仪器设计有高压输出开关，置于 OUT 后

硬件电路才可接入高压输出电路，可有效避免因界面误操作

导致输出高压，而对试验人员造成伤害的隐患；仪器一旦有

高压输出会发出声光报警提示，对现场使用人员有良好的提

示作用。 

4.仪器主机内置 32 位高速处理器，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5.全中文简体液晶显示，人机界面良好，操作简单直观。 

6.仪器功能全面配置灵活，主机可直接输出直流高压用于测试

无间隙三相过电压保护器及氧化锌避雷器，也可配置试验变

压器用于有串联间隙过电压保护器的工频放电试验，一套仪

器即可完成所有过电压保护器的测试项目。 

7.试验参数包括有串联间隙过电压保护器交流动作电压试验

和无间隙过电压保护器及氧化锌避雷器的直流 1mA参考电压

试验，数据可信、精度高。 

8.附件配置齐全，能满足各类过电压保护器的试验现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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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指标 

3.1 工频放电试验 

⑴输出电压（AC）： 0.00～30.0kV  

⑵分辨率：  0.1kV 

⑶测量准确度：±1%±2个字 

⑷测试间隔时间：≥15S 

⑸测试完毕自动计算三次平均值并具有可选打印功能 

3.2 直流 1mA 参考电压试验 

⑴额定输出(DC)：电压 0-30kV  电流 0-1000μA   脉动不

大于±1.5% 

⑵测量范围：电流 0-1000μA   电压：0-30.0kVdc 

⑶分辨率：电流 1uA   电压：0.1kV 

⑷测量准确度：±1%±1个字 

⑸具有残压自动泄放功能 

3.3  其他参数 

⑴电源供电方式：铅酸电池 12V/7Ah 

⑵环境温度： -10℃～+50℃ 

⑶相对湿度：  RH ≤80％  

⑷海拔高度： ＜1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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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外形尺寸：主机：380×280×210 mm 

       试验变压器：255×150×255mm 

⑹重量：主机：5.8kg 

   试验变压器：8.7kg 

4 使用方法 

4.1 仪器面板图 

 
              图 1  仪器面板布局图 

1. 仪器外箱：高强度 ABS 密封箱； 

2. 航空插座：可外接试验变压器； 

3. 直流端子：直流高压正输出端子； 

4. 接地端子：直流高压负输出端子，同时用作接地端子，试

验时必须可靠接地； 

5. 充电接口：内置电池充电口，必须使用附配的专用充电器； 

6. 高压输出开关：置于 OUT 时允许再测量时输出高压，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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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OFF 时禁止输出高压； 

7. 工作电源插口：仪器可外接 220V 市电作为供电电源； 

8. 保险管座：用于安装市电方式工作时的保险管； 

9. 工作开关：仪器工作电源开关； 

10. 高压输出声光报警提示：当仪器输出高压时发生声光报警

提示现场操作人员； 

11. 按键：仪器操作按键； 

12. 液晶屏：仪器工作与测试状态显示。 

4.2 仪器现场接线及使用 

注意：试验前应将过电压保护器所有接线拆除，保持 A、

B、C 三相及地线均为悬空状态！！ 

交流输出、直流输出线选用高耐压材料，均可拖地使用。 

a有串联间隙过电压保护器试验接线（以 A 相-地接线为例） 

 

图 2 有串联间隙过电压保护器试验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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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无串联间隙过电压保护器试验接线（以 A 相-地接线为例） 

 

图 3 无串联间隙过电压保护器试验接线图 

4.2.1 开关机 

将电源开关打至“ON”状态。仪器显示屏上显示开机

画面（如图 4）；将电源开关打至“OFF”状态，仪器关闭。 

 

 

 

 

图 4 开机 

4.2.2 测量功能选择页面 

等待 2 秒钟，仪器进入“功能选择”页面（如图 5）。

有三个菜单选项： 

第一个菜单项为“有间隙 TBP”测量功能，用于有间

隙过压保护器的工频放电电压试验。 

第二个菜单项为“无间隙 TBP ZnO 避雷器”测量功能，

欢迎使用 

过压保护器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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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无间隙过压保护器或 ZnO 避雷器的直流 1mA 参考电压

试验。 

第三个菜单项为“时间设定”，可用来设定仪器的日期

和时间。日期和时间掉电不丢失，重新上电后无需重新调整。 

页面底部左边是“选择”字符，指显示屏下方左边的按

键为“选择”功能，按下后将在上述三个菜单项间循环切换。 

页面底部右边是“进入”字符，指显示屏下方右边的按

键为“进入”功能，按下后将根据菜单项功能进入对应的功

能页面。 

 

 

 

 

图 5 功能选择 

 

4. 3 “有间隙 TBP”测量功能 

   当菜单项在“有间隙 TBP”项时，按“测试”键将进入

“有间隙 TBP”测量功能（或简称为“交流测量”），显示

页面如图 6 所示。按左边“选择”键为退出“交流测量”功

能，按下将返回“测量功能选择”页面；按右边“测试”键

进入“交流测量确认页面”。 

 

功能选择 

有间隙 TBP   

无间隙 TBP ZnO避雷器 

  选择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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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交流测量 

4.3.1 “交流测量确认”页面 

    在“交流测量”页面按“测试”键进入“交流测量确

认页面”，显示页面如下图 7 所示。 

    按左边“选择”键退出测量，返回“测量功能选择”

页面 

    按右边“测试”键将输出工频高压，开始“工频放电

电压试验”，或简称“交流测量” 

    注意：1、在开始测量前应将面板上的“高压输出”开

关打至“OUT”状态，否则仪器无法输出高压。2、开始测

量前，应确认接线正确，接地良好，以免发生电击事故。 

3、10 秒内无操作，仪器自动返回上一页面“有间隙

TBP”测量功能页面。 

 

 

 

 

图 7 交流测量确认 

交流测量 

有间隙 TBP 

动作电压 

  退出            进入 

确定加交流高压？ 

请确认接线正确 

 

  退出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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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交流测量”页面 

   在“交流测量确认页面”按“测试”键后进入“交流测

量”页面，开始输出交流高压进行测量，显示页面如图 8

所示。测量输出高压时，仪器有 LED 发光以及蜂鸣器声响

提示。测量完毕，显示测量结果，即三次的测量数据及平均

值。在测量过程中可以按“测试”键中止当前的测量。 

 

 

 

 

图 8 交流测量 

4.4  “无间隙 TBP  ZnO 避雷器”页面 

当菜单项在“无间隙 TBP  ZnO 避雷器”项时，按“测

试”键将进入“无间隙 TBP  ZnO 避雷器”测量功能（或

简称为“直流测量”），显示页面如图 9 所示。按左边“选择”

键为退出“直流测量”功能，返回“测量功能选择”页面；

按右边“测试”键进入“直流测量确认”页面。  

 

 

 

 

图 9 直流测量 

动作电压           交流 

                   测量 

                   A-N 

                 中止 

直流测量 

无间隙 TBP  ZnO 避雷器 

泄漏电流 

  退出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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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直流测量确认页面” 

    在“直流测量”页面按“测试”键进入“直流测量确

认”页面，显示页面如下图 10 所示。 

    按左边“选择”键退出测量，返回“测量功能选择”

页面按右边“测试”键将输出直流高压，开始“直流 1mA

参考电压试验”，或简称“直流测量” 

    注意：1、在开始测量前应将面板上的“高压输出”开

关打至“OUT”状态，否则仪器无法输出高压。2、开始测

量前，应确认接线正确，接地良好，以免发生电击事故。 

3、10 秒内无操作，仪器自动返回上一页面“无间隙

TBP  ZnO 避雷器”测量功能页面。 

 

 

 

 

 

图 10 直流测量确认 

4.4.2  “直流测量”页面 

       在“直流测量确认页面”按“测试”键后即进入“直

流测量”页面，开始输出直流高压进行测量，显示页面如下

图 11 所示。测量输出高压时，仪器有 LED 发光以及蜂鸣器

声响提示。测量完毕，显示测量结果，即直流 1mA 下的电

确定加直流高压？ 

请确认接线正确 

 

  退出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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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及 0.75 倍电压下的电流值。 

       在测量过程中可以按“测试”键中止当前的测量。 

 

 

 

 

图 11 直流测量 

 

4.5 “时间设定”功能 

       当菜单项在“时间设定”项时，按“测试”键将

进入“时间设定”功能，显示页面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时间设定 

      按“选择”键可在时间的各参数项间切换；按“测

试”键可修改被选中的时间项目的数字，最后按“选择”键

保存当前设定时间并返回最初的页面。时间具有掉电运行功

能，无需每次开机都设定。 

 

 

U1mA =25.3kV       直流 

I1mA =1000uA       测量 

U0.75=19.0kV       A-N 

I0.75=2.6uA       中止 

时间设定 

      2015 年 1 月 1 日 

      00：00 

  选择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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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现场使用注意事项： 

1.测试前应保证试品与高压断开； 

2.测试前将仪器可靠接地； 

3.检查试验接线无误后再开机； 

4.测试时应注意：高压输出置于 OUT 方可输出，测试完毕

应将高压输出置于 STOP 后，才能进行接换线操作； 

5.拆线时应先拆除试品端接线再拆除仪器端接线，接地线应

最后拆除； 

6.仪器配置内置电池的应使用附配的专用充电器充电。 

5 服务和支持 

本公司对销售的产品严格执行“三包”，自发货之日起一年

内，凡用户遵守运输、贮存和使用规则，而质量低于产品标

准规定，公司负责免费维修。 

维修记录 

日期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案 维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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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附录 A  仪器装箱清单 

名称 数量 

过电压保护器综合测试装置 1 台 

试验变压器 1 个 

专用铅蓄电池充电器 1 个 

直流输出线 1 套 

交流输出线 1 套 

交流输入线（航插线） 1 条 

接地线 1 条 

附件箱 1 个 

用户使用说明书 1 份 

合格证 1 份 

附录 B  贮存及日常维护 

贮存过程中注意防潮，以免降低仪器绝缘强度，发生故障。 

使用前请先充电。 

长期不用，请充满电并每隔 1~2 个月充一次电，以免影响电

池寿命。 

如户外使用过程中遭遇雨雪等天气，应立即停止使用。 

附录 C 免责声明 

为提高产品的品质，我们会对产品进行升级，如有调整，恕

不另行通知。 

仪器内部有高压，非专业人员不可擅自打开。 

本公司不承担由于用户操作不当所引起的事故和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