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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ETCR3000 双钳多功能接地电阻测试仪是一种手持式的接地测量仪。仪器配

备有测试所必需的附件。操作简单、直观，操作者只需要阅读说明书而不必参

加专门的培训就能够操作。

该仪器用于接地电阻的测量，并在此基础上评价接地质量。该仪器是基于

我们多年接地电阻和电气安装测试设备的生产和开发经验设计并制造。

优良的接地系统是电力、电信、电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保证。接地

电阻大小是接地系统品质优劣的评判依据。精确、快速、简捷、可靠的接地电

阻测量方法，已成为防雷接地领域内技术进步的迫切需要。ETCR3000 双钳多功

能接地电阻测试仪适用于电信、电力、气象、机房、电力配电线路、铁塔输电

线路、加油站、工厂接地网、避雷针等。

该仪器除了具有传统打辅助地极测接地电阻的功能外，还具备了无辅助地

极测量的独特功能，改变了测试接地电阻传统的测量原理和手段：采用双钳口

非接触测量技术无需打辅助地极，也无需将接地体与负载隔离，实现了在线测

量。在单点接地系统、干扰性强等条件下，可以采用打辅助地极的测量方式进

行测量。

第二章：主要特点

1．双钳法/地桩法双重测量方式：适合任意接地场所，多点或单点接地，

都可正常测试。

2．抗干扰能力强：自产生高频电流，从而过滤市电中 50Hz、100Hz 等谐波

干扰电流，即使在 500KV 变电站环境下，也能精确测量。

3．测量范围广、分辨率高：量程从 0.01Ω～200Ω，分辨率 0.01Ω，对

0.7Ω以下接地电阻，也能准确测量。

4．大钳口设计：钳口直径 50mm（标准配置），满足用扁铁/钢作接地引线

的情况，特殊钳口尺寸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5．大容量数据存储：可储存 200 组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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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操作简单，单人作业：全中文操作界面、体积小、重量轻，防爆便携

箱，野外测量携带方便。

第三章：技术指标

1．接地电阻测量范围：

双钳法：0.01Ω～200Ω

地桩法：0.01Ω～200Ω

2．准确度:

双钳法：±3%±2 个字

地桩法：±2%±2 个字

3．最小分辨率：0.01Ω

4．钳口尺寸：Φ50mm

5．存储容量：200 组数据

6．工作温度：0ºC ～ + 50ºC

7．供电方式：8节 5号镍氢充电电池或普通 AA 电池

8．重 量：0.8kg(含电池)

9．尺 寸：265×130×6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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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面板功能简介

1．按键功能

本机共设七个按键，具体功能如下：

“电源” ：电源开关键；在开机后，5分钟不做任何操作会自动关机。

“双钳法▲” ：在多点接地的接地网中，用这种方式进行测试；另外，在

其它功能时，此键为向上光标或增加键。

“地桩法▼” ：按此键采用打辅助地桩的方式测量接地电阻，另外，在其

它功能时，此键为向下光标或减小键。

“ ” ：光标左移键。

“ ” ：光标右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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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在双钳法或地桩法测量时，按此键开始测量。

“确认”：按此键进入选定的功能。

2．测试端口（见图 1所示）

图 1 面板接线柱

该仪表与外界连接的接口有两组：双钳法使用上部的“接收”和“发射”

两个航插；地桩法使用下部的“C2”、“P2”、“P1”和“C1”四个插孔。

充电插孔位于仪器的左下方，当仪表显示屏左上角的电量指示变低时，请

用本公司配套的地阻仪专用充电器进行充电。该充电器为智能充电器，当电池

充满时，即充电器指示灯熄灭时，自动停止对电池进行充电，有效防止电池过

充。

注意：仪表长期不用时，应定期对电池进行充电（如两个月），避免电池

过度放电而损坏。用普通电池时切勿充电。

第五章：测量原理及使用方法

1．双钳法

（1） 测量原理

此方法的优点在于：一是操作简单。可以在不断开待测设备电源，在其正

常工作时进行测试，不必插入测量探头，也不必将被测电极分开，只需要双钳

夹着接地导体就可以测出其接地电阻。二是精度高。其精度可以达到 0.01Ω。

三是抗干扰能力强。可以滤出各种工频谐波。四是可以作为打地桩方式的补

充。在很多条件下（如房屋密集或铺满水泥的地区），很难甚至不可能采用打

桩的方式对接地电阻的测量，使用双钳口测试原理，可以不用打接地桩进行测

量。该测量原理的唯一的不足是：不能够直接对单点接地系统的测量。在单点

接地系统中应慎用钳形地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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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测量原理简述如下：本仪表配有两个钳口：电压钳和电流钳。

如图 2所示，电压钳在被测回路中激励出一个感应电势 E，并在被测回路

产生电流 I，仪表通过电流钳可以测得 I值。通过对 E、I的测量，由欧姆定

律：R=E/I，即可求得 R的值。

图 2 测量原理

（2）多极并联接地电阻的测量

对多点接地系统（例如输电系统杆塔接地、通信电缆接地系统、某些建筑

物等），它们通过架空地线（通信电缆的屏蔽层）连接，组成了接地系统。如

图 3所示：

图 3 多点接地系统地阻的测量

当用钳表将两个钳口钳入被测接地线上，两个钳口的间距为 30cm 左右，发

射钳夹插入“发射”航插孔，接收钳夹插入“接收”航插孔，两航插孔不可互

换，（如上图测量时）， 其等效电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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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等效电路

则 RT =Rx+ R0

其中：

RT：仪表测量出的值

Rx：待测接地电阻

R0：所有其它杆塔的接地电阻并联后的等效电阻。

虽然，从严格的接地理论来说，由于有所谓的“互电阻”的存在，R0 并不

是通常的电工学意义上的并联值（它会比电工学意义上的并联值稍大），但

是，由于每一个杆塔的接地半球比起杆塔之间的距离要小得多，而且毕竟接地

点数量很大，R0 要比 R1 小得多。因此，可以从工程角度有理由地假设 R0=0。

这样，我们所测的电阻就应该是 RX 了，即 RT≈Rx。

多次不同环境、不同场合下与传统方法进行对比试验，证明上述假设是完

全合理的。

非接触测量法（即双钳法）是一种先进的测量技术，具有诸多优点。不

过，测试仪测得的电阻是包括被测接地电阻在内的整个回路的电阻。使用中必

须牢记这一点，以利对测量结果的分析。注意：发射钳夹，接收钳夹不可互

换。

（3）双钳法测独立接地体的方法

a、双钳法在测试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闭合回路。解决的办法是找

一个辅助接电极，将被测接地体与接地良好的辅助地（如自来水管等）用连接

线连在一起，将二个钳口钳入连接线上，（图 5所示）：二者间距 30cm 左右，

此时按“双钳”键，进行双钳法测量界面，再按“测试”键直接显示测量结

果。测试独立接地体接地电阻时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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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机房处于低楼层时（一、二层）可采用地桩测试方法，直接测出接

地电阻。

c、机房处于较高楼层时，（二层以上），可采用“独立接地体”测试方

法此种方法是基于将自来水管网的接地电阻理论上认为是零欧姆，但实际上是

有电阻值的，此时测试分为二步：第一步，按“独立接地体”测试方法测出

RA；第二步，单独在一楼将自来水管的接地电阻按“地桩”测试方法测出 RB

（此时自来水管看作独立接地体），（RA－RB）即为机房接地装置的实际接地

电阻。

图 5独立接地体地阻测量

d、双钳法测电阻时，如果测量值显示溢出，则说明被测电阻已超过本仪表

的测量范围或说明钳口没有钳绕任何金属导体或被测接地线。

2.地桩法

采用图 6的连接方法。此时按“地桩”键，进入地桩法测试界面。再按

“测试”键可更精确地测量出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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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地桩法测量

3.存储

每次测量后，可存贮测量结果。按左移键或右移键，将光标停在“存储”

上，按“确认”键进入存储功能。输入要存储或查看的目号，然后按“确认”

即可存储，例如要将测量数据存储到第 7组内，则将目号调整至 007。再按

“确认”键，进行确认，即可完成存储。如该目号已存有数据，则原数据被覆

盖。继续测试，按“确认”键，返回测试状态。本机可存储 200 组数据。

4.查看/删除

在双钳法和地桩法测试界面，将光标移到“返回”上，再按“确认”键，

即右进入主菜单，再按“▲”、“▼”键，选择 “查看历史数据”或“删除历

史数据”。再按“确认”键，进入相应的功能。按“ ” 、“ ”左右调整，

按“▲” 、“▼”调整数字，按“确认”键进行确认，即可查阅存储数值或删

除存储的数值。

5.保持

在双钳法，地桩法测试过程中，由于环境影响及外界干扰等因素，可能会

出现数值不稳定的现象。在双钳法、地桩法测试界面，当光标停留在“保持”

上时可以按“确认”键对测量数值进行锁定，便于测量者进行记录和读取数

值。此时屏幕上“保持”变为“解除”，再按一下“确认”即可解除锁定功

能。

第六章：注意事项

1. 钳口和主机为配套使用，出厂前已按要求配好。为避免测量误差，本主

机所配钳口不得用于其他主机上。

2. 任何时候都要保护钳口铁芯接触面的清洁，被污染的钳口会降低仪表的

测量准确度。

3. 测试时，要保持钳口闭合良好，不可出现卡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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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装箱清单

1. 主机（包含 8节充电电池） 1台

2. 校验环 1个

3. 测试线 1套

4. 绕线架（20 米黑线，40 红线） 1套

5. 地桩 2根

6. 充电器 1个

7. 测试钳 2把

8. 铝合金外箱 1个

9. 说明书 1本

10. 合格证 1张

11. 出厂报告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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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利克电力 ● 精准测量

武汉优利克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Wuhan Ulke Power Equipment Co.,Ltd.

技术咨询： 027-87999528，158 2737 2208

E-mail： 617030669@qq.com QQ：617030669

公司官网：www.whulke.com

公司地址：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33 号光谷芯中心文昇楼三单元 407

mailto:61703066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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