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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条件

本设备应在下列条件使用：

1． 安装高度不超过海拔 1000 米。

2． 周围介质温度不高于 +40 ℃，不低于 –5 ℃。

3． 空气相对湿度不高于 85%。

4． 没有导电尘埃与破坏金属及绝缘的腐蚀性气体场所。

5． 没有爆炸危险的场所。

6． 没有振动且垂直倾斜不超过５º的场所。

二、检查接线板上的接线是否正确，

接线柱的连线之间及连线与地之间是否有短路现象（即由测试台到被

试品的连线的相与相之间是否有短路现象）。

三、合上三相闸刀，“三相电源指示”的三个灯亮

若有一、两个灯不亮，应停电检查是指示灯坏了还是缺相（注：三相闸刀

上的保险丝要适当，绝不允许用非保险丝代替）。试验台正常通电后，可旋转“三

相电源切换”来监视“电源指示”，查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试验要求三相电源

电压尽可能平衡。

四、打开“控制电源总开关”（即钥匙开关）控制电源灯亮。

若调压器不在零位，则自动回零。调压器回零后，即可按以下顺序进行

试验：1. 变比组别试验；2. 直阻试验； 3. 工频耐压试验；4.感应耐压试验；

5.10KV 空负载试验；6.35KV 空负载试验。

五、做试验前请详细阅读变压器空载负载特性测试仪说明书；

直流电阻测试仪说明书；全自动变比组别测试仪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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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试验方法

A.变比试验：旋动“试验项目转换”至“变比组别试验”信号灯亮的位置。

1． 正确接线：即控制台接线柱所标高低压侧与被试变高低压侧必须一致，且相序一

致，即“A”接“变比 A”；“B”接“变比 B”；“C”接“变比 C”；“a”接“变比 a”；

“b”接“变比 b”；“c”接“变比 c”.

2． 详细阅读全自动变比组别测试仪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程序后方可操作，否则可能造

成设备损坏人身安全事故。

注：只有按复位后，关闭电源，才可拆除变压器上的连线，否则可能造成

事故。

B.直阻试验：旋动“试验项目转换”至“直阻试验”信号灯亮的位置。

1. 正确接线：即控制台接线柱所标直流电阻 U+、直流电阻 I+接被测直阻的一端，直

流电阻 U-、直流电阻 I-接被测直阻的另一端。

2. 详细阅读直流电阻测试仪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程序后方可操作，注意：试验完后消弧放电

C.感应耐压试验：旋动“试验项目转换”至“感应耐压试验”信号灯亮

1.将“拖动电机输入 A”、“拖动电机输入 B”、“拖动电机输入 C”分别接于倍频机组拖

动电机的输入端；“励磁电机输入 A”、“励磁电机输入 B”、“励磁电机输入 C”分别接于倍频

机组励磁电机的输入端；“励磁调节 A”、“励磁调节 B”、“励磁调节 C”分别接于倍频机组的

励磁调节盒； “感应耐压输出 A” 、“感应耐压输出 B” 、“感应耐压输出 C”接被试变压

器低压侧。

2.设置“耐压计时”至“40”；调节“感应耐压电流”表头的保护电流至适当大小，请

非试验人员撤离被试变。按下“拖动电机启动及指示”和“励磁电机启动及指示”按钮，

“主电路启动及指示”按钮回路接触器吸合并自锁，按设“升压”按钮开始升压，监视“感

应耐压电流”表，当“感应耐压电压”表显示为所需值时，即停止升压，开启耐压计时开

关，开始自动计时，被试变压器即进行感应耐压试验，若被试变压器无缺陷，那么计时

40 秒后，感应耐压试验通过，若被试变压器有缺陷，那么在升压过程中会出现异常声响

或倍频回路过流保护跳闸，蜂鸣器报警等现象。如在升压过程中有异常声响，说明变压器

油或变压器高压线包匝间，匝间绝缘有缺陷，应立即停止升压。

D.工频耐压试验： 旋动“试验项目转换”至“工频耐压试验”信号灯亮的位置 。

1． 将“工频耐压”接线柱分别接于配套试验变压器的输入端，“工频耐压仪表”接于

试验变压器的仪表线圈。试验变压器的高压尾应保护接地。

2． 将试验变压器高压输出端接至被试变压器高压端（A、B、C），调节“工频过流继电

器”至适当大小，非试验人员撤离被试变。

3． 按“主电路启动”按钮，再按“工频耐压启动”按钮试验回路主接触器吸合并自锁，



武汉国电华美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0-935-230 官网：www.gdhmdq.com4

按“升压”按钮，在升压过程中密切注视被试变，工频耐压电流和调压输出电压。

“耐压电压”升至规定值时停止升压，打开时间继电器，若正常，计时 60 秒后，

调压器自动回零。

4． 按“工频耐压停止”和“主电路停止”按扭，耐压试验结束。

5． 注意事项：

a.升压时应从零均匀升压至规定值。

b.“工频过流继电器”调节应适当（一般应规定为试验变压器额定电流的 1.3—1.5

倍）。

c. 进行耐压试验时，被试变压器的高压（A、B、C）应短接，低压（a、b、c）与中

性点（O）短接并可靠接地。

E. 10kV 空负载试验：旋动“试验项目切换”至“10kV 空负载试验”信号灯

亮的位置。

1. 空载试验：将“输出 A”，“输出 B”，“输出 C”分别接于被试变压器对应的低压侧

（a、b、c）,高压侧开路，注意相序不能有误。

a.按照被试变压器的容量设置好变压器电参数测试仪数据。

b.按下“主电路启动”和“10KV 空负载启动”按钮，“10KV 空负载试验”信号灯亮，

表示空载试验回路主接触器吸合并自锁，非试验人员撤离被试变压器。

注：根据被试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选定标准 CT 档位。即 5A/5A、10A/5A、20A/5A、

50A/5A、100A/5A、150A/5A、200A/5A，变比分别为 1、2、4、10、20、30、40，其选择

原则是：由小到大。如：S7 型 200KVA，10KV/0.4KV 变压器，国标规定其空载电流百分比

数不大于 2.1%，低压侧的额定电流 I=288.7A，则空载电流 I=6.0627A，那么标准 CT 应该

选择大于 6.06A 的档位，可选 10A/5A 档，设置互感器 10/5。

注意：标准 CT 不得带电切换，否则设备将损坏。

C.按下“升压”按钮，调压器开始升压，当跟随电压显示为被试变压器的低压侧额

定电压时，即停止升压。按下锁定键，再按打印键，锁定的内容在打印机上打印出来。在

升压过程中，必须严密监视三相电流，当三相电流中某一相或二相上升异常时，说明被试

变压器有异常（三相电流大小有些不一致是正常的），应降压停电检查。

d. 按“降压”按钮，使调压器回零，然后按“10KV 空负载停止”和“主电路停

止”按钮，方可更换连线。

F.短路试验：旋动“试验项目切换”至“10KV 空负载试验”信号灯亮的位置。

即可进行短路试验，其试验程序与空载试验相似，区别在于：

a. “输出 A”，“输出 B”，“输出 C” 分别接于被试变压器所对应的高压侧（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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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将被试变压器低压侧短路，高压加压。

b. 将变压器参数测试仪打到负载试验显示屏，标准 CT 档位选择是根据被试变压器高

压侧的额定电流来选择，方法与空载试验一样。

c. 升压过程中监视的是三相电流，一旦三相电流分别等于高压侧的额定电流应立即

停止升压，锁定、打印与空载试验一样，按“降压”按钮，使调压器回零 ，再按

“10KV 空负载停止”和“主电路停止”按钮，拆除连线。

G.35KV 空负载试验：旋动“试验项目切换”至“ 35KV 空负载试验”信号灯

亮的位置。即可进行试验，其试验程序和 10KV 空负载试验相似，

a. 控制台的“中间变输入 A”；“中间变输入 B”；“中间变输入 C”端子分别接中

间变压器的输入 A，B，C；中间变压器的输出 A，B，C 分别接到被试变压器所对应

的低压侧（a,b,c、）。将被试变压器高压侧开路。

b.按照被试变压器的容量设置好变压器参数测试仪各屏幕的数据。

c.按下“主电路启动”和“35KV 空负载启动及指示”按钮，“35KV 空负载试验”

信号灯亮，表示空载试验回路主接触器吸合并自锁，非试验人员撤离被试变压器。

d.按下“升压”按钮，调压器开始升压，当跟随电压显示为被试变压器的低压侧额

定电压时，即停止升压。按下锁定键，再按打印键，锁定的内容在打印机上打印出来。在

升压过程中，必须严密监视三相电流，当三相电流中某一相或二相上升异常时，说明被试

变压器有异常（三相电流大小有些不一致是正常的），应降压停电检查。

e. 按“降压”按钮，使调压器回零，然后按“35KV 空负载停止”和“主电路停

止”按钮，方可更换连线。

H.短路试验：旋动“试验项目切换”至“35KV 空负载试验”信号灯亮的

位置。即可进行短路试验，其试验程序与空载试验相似，区别在于：

a. 将中间变压器输出端分别接于被试变压器所对应的高压侧（A、B、C）。将被试变压

器低压侧短路，高压加压。

b. 将参数测试仪放在做负载试验显示屏，标准 CT 档位选择是根据被试变压器高压侧

的额定电流来选择，方法与空载试验一样。

c. 升压过程中监视的是三相电流，一旦三相电流分别等于高压侧的额定电流应立即

停止升压，锁定、打印与空载试验一样，按“降压”按钮，使调压器回零 ，再按

“35KV 空负载停止”和“主电路停止”按钮，拆除连线。

当所有试验都通过后，关掉钥匙开关，拆去被试变压器上的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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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供货成套性

1．电力变压器综合测试台 一台

2．变压器空载负载特性测试仪 一台

3．直流电阻测试仪 一台

4. 全自动变比组别测试仪 一台

5．配线 一套

6．产品说明书 一套

7．产品合格证，保修卡 一套

八、电路图、面板图（见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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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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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图 2 操作控制区域面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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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放置区域面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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