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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

说明书

武汉优利克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Wuhan Ulke Power Equipment Co.,Ltd.

使用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本说





仪器在不使用的情况下，请及时关闭电

源！

如果长期不使用仪器，请定期进行充、

放电，电池应至少每月充、放电一次。

严禁亏电使用，亏电将严重缩短电池寿

命，甚至使电池报废，当仪器欠电时，应马

上关闭电源，进行充电。避免因电池放电时

间过长而导致电池失效。

充电灯：充电器上的充电灯在充电过程

中亮红色；充电完成后亮绿色。

用户不得私自拆卸仪器并更换电池，仪

器或电池故障时请返厂处理。





目录

1 简介........................................................................1
2 包装内容................................................................1
3 功能特点................................................................2
4 技术指标................................................................3
5 调整腕带................................................................3
6 对电池充电............................................................3
7 倾斜手持式测试仪................................................4
8 产品外观................................................................5
9 操作使用说明........................................................7
10 注意事项.............................................................13





1

1 简介

手持式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是一款创新

型产品，产品体积小巧，手持式操作，更加轻

便，便于携带。

产品不仅适合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等

感性试品的测量， 而且适合铜排、导线、开关

触点等阻性试品的测量，仪表测试速度快、准

确度高。

2 包装内容

收到货运包装箱后，打开包装箱并检查是

否有损坏。如果货运包装箱已损坏，或衬垫材

料有压痕，请通知货运公司和离您最近的力兴

销售处。

请检查您是否在手持式直阻包装中收到下

列物品：

标配：

√1 台手持式测试仪

√1 套测试线（红、黑各一条）

√1 个充电器（16.8V）
√1 个腕带（连接到手持式测试仪）

√1 份印刷版用户手册

√1 份合格证及出厂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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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

√1 个外置打印机（附打印连接线）

√1 个无线测温模块（附 2 个胶棒天线）

√1 个充电器（4.2V）
3 功能特点

 锂电池供电或者 220V 交流供电自适应，

一次充电，可连续进行上百台变压器直

流电阻测试，测试过程简单、方便。

 输出六档电流，最大输出 10A 电流，最

大输出 25V 电压，并且可自动选择电流，

方便快捷。

 量程宽、精度高，500uΩ～50KΩ。

 具有电阻温度换算功能，且可选配无线

测温模块，实时测量现场试品温度，以

确保电阻折算值的准确性。

 具有反电动势保护、断线保护、断电保

护、过热报警等多种保护功能。

 5.6 寸超大工业级高亮度彩色液晶屏，在

强阳光下显示依然清晰可见。

 配备外置式打印机，便于数据打印。

 具有本机存储和优盘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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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指标

5 调整腕带

为了更好地抓握，可剥开带子，调整粘扣

带，如下图所示。

6 对电池充电

在首次使用手持式仪器之前或长时间存放

之后或电池电量低时，请使用其随附的充电器

对电池至少充电 2 小时，并且充电时可继续使

用手持式测试仪。电池完全充满后，充电器指

示灯由红色变为持续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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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倾斜手持式测试仪

为了在操作期间方便拿取仪器或露出侧面

接口，可使手持式测试仪倾斜，如下图所示。

抬起倾斜座

并向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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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产品外观

顶视图

前视图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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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说明

测试接线区 红、黑两色接线座，分别对应

I+、U+、U-、I-，测试线另一端

有红、黑两色测试钳，对应接

被测试品。

天线座 请接专用的胶棒天线，用于无

线测温信号的接收。

显示屏 5.6 寸超大工业级高亮度彩色

液晶屏，显示操作菜单和测试

结果。

按键 操作仪器用。 “↑↓”为“上

下”键，选择移动或修改数据；

“←→”为“左右”键，选择

移动或修改数据；“确认”键，

确认当前操作；“取消”键，放

弃当前操作。

电源开关 整机电源开关，开机时拨到开

位置，关机时拨到关位置。

RS232 接口 连接外置打印机。

充电接口 使用仪器专用充电器进行充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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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说明

USB 接口 外接优盘用，用来存储测试数

据，请使用 FAT 或 FAT32 格式

的 U 盘；在存储过程中，严禁

拨出优盘。

9 操作使用说明

 测试接线

测试线的红、黑测试钳接被测试品的两

端；测试线另一端按颜色接仪表的红、黑接

线柱。

 智能电量管理

仪器在长时间未操作时，自动调暗液晶

背光，以节省电量；仪器带低电量充电提示

功能、过放保护功能；仪器电量低时可插充

电器充电，并可在充电过程中正常使用仪器。

 打印机使用说明

打印机按键和打印机指示灯是一体式。

打印机上电后，正常时指示灯为常亮，缺纸

时指示灯闪烁。按一次按键，打印机走纸。

打印机换纸：扣出旋转扳手，打开纸仓

盖；把打印纸装入，并拉出一截(超出一点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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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牙齿)，注意把纸放整齐，纸的方向为有药

液一面(光滑面)向上；合上纸仓盖,打印头走

纸轴压齐打印纸后稍用力把打印头走纸轴压

回打印头，并把旋转扳手推入复位。

 使用操作

所有测试线接好以后，打开电源开关，

仪器初始化后进入“主菜单”屏，如下图所示。

编号 说明

1 显示日期时间。

2 显示外设和当前操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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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优盘时显示此图标。

插入打印机时显示此图标。

编号 说明

有蓝牙设备连接时显示此图标。

测温模块连接时显示此图标。

测试过程中显示此图标。

仪表内部温度过热显示此图标

3 电量显示，电量低时此图标闪烁。

4 仪器主菜单操作区，通过上、下键

选择相应功能，按“确认”键进入

相应功能菜单。

直流电阻测试功能，可测变压器、

互感器、电抗器等感性试品和铜排、

导线、开关触点等阻性试品。

查询测试过程中保存的各组数据；

在存储查询屏可以进行数据打印、

转存优盘等操作。

设置仪器的日期、时间。

需要密码操作，不对用户开放。

5 SV：显示仪器当前的软件版本号；

HV：显示仪器当前的硬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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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出厂编号。

选择 菜单进入直流电阻参数设

置屏，如下图。

编号 说明

1 一级操作目录，通过“上下”键选

择这些功能，当这些功能被选定

后，按“左右”键选择对应功能的

参数。

小提示：光标在一级操作目录

下，可按“确认”键将光标快速跳

转到 按钮，可快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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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测试温度 设置所测试品的当前温度，温度数

值从-99℃～+99℃。本装置可通过

外部无线测温探头实时监测试品

编号 说明

测试温度 内部油温，也可手动设定温度值。

当外部无线测温探头连接时无法

手动设定，需关闭探头，才能手动

设定。

折算温度 设置测得的电阻值需要折算的温

度值，折算温度数值从 0℃～

+255℃，此数值关系电阻折算值的

准确性。

绕组材料 设置试品的绕组材料，可选铜、铝，

绕组材料关系到电阻折算值所用

的折算系数。

测试电流 选择测试电流档位，可选 1mA、
10mA、0.1A、1A、5A、10A 和自

动。

2 二级操作目录，对应一级操作目录

的设置参数，通过“左右”键移动

光标， “上下”键修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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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光标在二级操作目录

下，可按“确认”或“取消”键将

光标快速跳转到一级操作目录。

编号 说明

3 当前所选测试电流的测量范围。

4 光标在此处时，按“确认”键启动

测量。

5 对所选功能的解释说明。

“直阻测试结果”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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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1 实际测量的电阻值。

2 测试该相绕组时的试品温度。

3 需要折算到的温度数值。

4 绕组材料。

编号 说明

5 温度折算后的电阻值。

6 菜单选择区域。

按“左右”键移动光标选择相应功

能，按“确认”键执行当前所选功

能，按“取消”键返回上一屏。

仍按当前的设置参数重新测试。

将当前的测试结果通过连接外置

打印机打印。

将当前的测试结果保存到本机或

保存到外接优盘。

小提示：保存到优盘的数据为

WORD 格式，可直接用 OFFICE 打

开进行编辑或打印。

10 注意事项

 测试无载调压绕组，不允许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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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或未放完电时切换无载分接

开关。

 在测试过程中或放电过程中不允许

拆除测试线和切断电源开关。

 在测试变压器过程中，变压器未测

量侧绕组必须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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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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