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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警告 危险：当您发现有以下不正常情形发生，请立即终止操作并切断电源线。

立刻与登丰电力销售部联系维修。否则将会引起火灾或对操作者有潜在触电危险。

● 仪器操作异常。

● 操作中仪器产生反常噪音、异味、烟或闪光。

● 操作过程中，仪器产生高温或电火花。

● 电源线、电源开关或测试线损坏。

● 杂质或液体流入仪器。

安全信息

警告 危险：为避免可能的电击和人身安全，请遵循以下指南进行操作。

免责声明

仪器接地 为防止电击危险，请连接好接地线。

不可 不可在易燃易爆气体、蒸汽、多灰尘及潮湿的环境下使用仪器。在此类

在易爆及潮湿环境使用仪器 环境使用电子设备，都是对人身安全的冒险。

不可 非专业维修人员不可打开仪器外壳，以试图维修仪器。仪器在 机

打开仪器外壳 后一段时间内仍存在未释放干净的电荷，这可能对人身造成电击危险。

不要 如果仪器已经损坏，其危险将不可预知。请断开电源，不可再使用，也

使用已损坏的仪器 不要试图自行维修。

不要 如果仪器工作不正常，其危险不可预知，请断开电源，不可再使用，也

使用工作异常的仪器 不要试图自行维修。

不要

超出本说明书指定的方式 超出范围，仪器所提供的保护措施将失效。

使用仪器

用户在开始使用仪器前请仔细阅读以下安全信息，对于用户由于未遵守下列

条款而造成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登丰电力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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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电阻测试仪

1 概述

1.1 功能特点

1) 手持便携式设计，体积小，重量轻，外壳采用绝缘 ABS材料。

2) 内置锂电池供电，支持快充模式。

3) 支持手动单次测量和自动测量模式。

4) 输出电流大，测量次数多，测试速度快，测量精度高。

5) 带背光广视角段式液晶屏，满足强暗光场合。

6) 保护功能齐全，具有过流、短路、过热及电池过放保护功能。

7) 语音播报功能（选配），测试完毕后自动播报测量结果。

8) BLE4.0协议蓝牙数据传输（选配）。

1.2 测试注意事项

1) 使用本仪器前一定要认真阅读本手册；

2) 仪器的操作者应具备一般电气设备或仪器的使用常识；

3) 本仪器户内外均可使用，但应避开雨淋、腐蚀气体等场所使用；

4) 仪器应避免剧烈振动，摔打；

5) 对仪器的维修、护理和调整应由专业人员进行；

6) 测试完毕后一定要等放电报警声停止后再关闭电源，拆除测试线；

7) 测试过程中，禁止移动测试夹；

8) 仪器主机内携带大容量电池，请勿拆机，由此可能带来爆炸风险；

9) 请使用电工专用绝缘手套进行接线操作，防止感应电危及人身安全。

1.3 遵循的标准

《DL/T 967-2005 回路电阻测试仪与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检定规程》

《GB/T 6587-2012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DL/T 596-2005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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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器简介

2.1 仪器外观

回路电阻测试仪外观样式如图 1和图 2所示。

图 1 整体外观

图 2 正面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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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面板介绍

2.2.1 显示面板与按键介绍

图 3 液晶面板

图 3 液晶面板图 3为液晶面板图，液晶显示内容包括中间的电阻测量值，

右上角的电流档位和时间档位，左上角的电池电量与测量状态指示，底部测量信

息。

图 4 按键面板

图 4图 3 液晶面板为按键面板图，按键包括“测试”，“电流”，“时间”。功

能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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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按键：

 在关机状态下，单击显示历史记录，再次单击显示下一个历史记录，

长按开机；

 在开机状态下，如测试时间为 1s档时，双击可在自动模式、手动模

式间切换，默认为手动模式；单击开始测量，再次单击停止测量。

 非测量状态下，长按关机；

 电流按键

 非测量状态下，点击电流按键可以在 50A挡和 100A挡之间循环切

换。

 时间按键

 非测量状态下，点击时间按键，可以在 1s，5s，10s，30s， 60s间

循环切换

2.2.2 接口面板介绍

图 5 接线座子面板

图 6 侧面接口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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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正电流接线端子 I+：仪器电流测试线（功率线）正接线端子；

2) 2正电压接线端子 U+：仪器电压测试线正接线端子；

3) 3负电压接线端子 U-：仪器电压测试线负接线端子；

4) 4负电流接线端子 I-：仪器电流测试线（功率线）负接线端子；

5) 5充电孔：仪器电池充电孔，带短路保护，请使用配套专用充电器；

特别说明

1) 请使用配套专用充电器，避免损伤电池；

2) 请使用配套测试线材，如需加长请根据电流档位选择线材长度和线径。

2.3 档位介绍

1) 电流档位

 50A：仪器最大输出 50A，该档位为默认档位；

 100A：仪器最大输出 100A。

2) 时间档位

 1s：仪器测量时间 1s，该档位为默认档位；测量时，仪器通电

时间会略超过 1s，请勿在开始测量后和结束测量前蜂鸣器提示

音之间触碰测量系统带电体；该档位下双击测量按键，可切换

手自动模式。

 2s~60s：仪器测量时间 2s~60s，测量时可以手动终止测量；

2.4 模式介绍

1) 手动模式：按设定电流档位，时间档位，测量一次，该模式为默认模式；

2) 自动模式：按设定电流档位，测量时间 1s，自动连续测量 3次，每次测

量会有 6s冷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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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装箱清单

回路电阻测试仪包括下表中的所有装置。

表 1 装箱清单

序号 规格/型号 数量 备注

1 主机 1台

2 充电器 1台 定制参数

3 电压测试线 1套 红黑各1根，单根5米

4 电流测试线 1套 红黑各1根，单根5米

5 标准电阻器 1只 300微欧

6 仪器箱 1只 防震抗摔

7 产品说明书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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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技术参数

表 2 技术参数

主要性能指标

测试电流 50A/100A可调

量程 5mΩ（100A）；10mΩ（50A）

分辨率 0.1μΩ

测量时间 1s/5s/10s/30s/60s可选

测量精度 （示值×0.5%+0.2μΩ）

测量次数 ≥400次（100A/1s模式，满电量）

数据存储 自动存储数据，最多可存储 100组历史数据

保护功能 具有短路/过流/过热/电池过放保护功能

高级应用 BLE4.0协议蓝牙传输（选配），数据语音播报（选配）

供电、重量及外形尺寸

供电方式 内置锂电池供电，支持快充模式

主机外壳 绝缘 ABS材质，无需接地

主机重量 0.8kg（不含线缆）

主机尺寸 178mm（长）×106mm（宽）×55mm（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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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说明

3.1 接线及测量步骤

1、按四线测量法，用专用测试线（电压测试线和电流输出线）将被试品连

接至仪器。

2、关机状态下短按按键，液晶背光亮，显示历史记录序号，紧接着显示历

史记录电阻值，显示时间 10秒；在 10秒内单击左右按键，可以按时间倒序查询

前 100次的电阻测量值（查询保持时间 10秒）。

3、关机或历史记录查询状态下长按测量按键，蜂鸣器长鸣一次，仪器开机，

进入开机画面。

4、开机后默认测试状态为 50A电流测试 1s，短按时间按键和电流按键可以

切换时间档位和电流档位，短按测量按键，蜂鸣器长鸣一次，液晶显示“正在测

量”，按设定测量电流和测量时间测量一次，测量结束蜂鸣器长鸣一次，液晶显

示电阻值。

5、在时间档位为 1s时，双击测量按键可以切换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液晶

显示“自动”，测量期间蜂鸣器会持续短鸣，长鸣一次，测量一次。自动测量 3

次后自动退出，液晶显示“手动”。

6、开机非测量状态下长按按键，蜂鸣器长鸣至按键松开，进入关机画面，

仪器关机。

3.2 测试过程注意事项

由于仪器内部采用大容量功率型电池作为储能元件，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尤

其是测试完成后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使用仪器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不可撞击、倒放或放置重物在仪器上面；

2) 在每次使用仪器前（前往现场之前），应先确保仪器电池电量充足，以

防电池电量不足，影响测试进度；

3) 请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测试步骤进行各项操作；

4) 连接或拆卸测试线前，必须确保设备处于关机状态；

5) 电压线不要直接连接在电流测试线上，否则测量结果将计入电流测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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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阻和电流测试线与变压器端子的接触电阻；

6) 在测试过程中如需停机，请单击测试按键。

7) 测试完成后，仪器有 6s冷却时间，期间单击测量按键蜂鸣器短促鸣叫

两声；

8) 测试完成后整理好功率线和测试线，并将仪器和线装入线箱以免遗失。

3.3 故障信息

回路电阻测试仪发生故障时，仪器会迅速停机，同时液晶屏幕上会显示具体

故障代码，对于低电量故障，表示此时电池电量将耗尽，此故障不可以恢复，需

要尽快充电，接线故障只需重新接好线即可恢复，对于其他故障，排除故障后建

议关机重启。

表 3 故障信息屏幕显示

序号 错误分类 液晶提示错误代码 声音提示

1 接线故障 E01 测量错误

2 过流保护 E04 测量错误

3 电量不足 E08 电量低，测量错误

4 冷却保护 无 测量错误

5 待机提示 无 蜂鸣器 3鸣

3.4 查看历史测试记录

仪器在关机时会自动存储最大 100条历史记录。关机状态下，单击测试按键，

显示电池电量，再单击档位按键显示最新一条历史记录，再次单击档位按键显示

次新一条历史记录以此类推，可循环查看历史记录；也可以单击模式按键回退查

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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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补充说明

4.1 注意事项

1)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仪器使用说明书；

2) 使用仪器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不可撞击、倒放或放置重物在仪器上面；

3) 测试前确保被测设备已经停电，且各个开关、刀闸和地刀处于正确状态，

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4) 请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测试步骤进行各项操作；

5) 仪器应放置于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

6) 请不要私自拆卸、分解或改造仪器，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7) 请不要私自维修仪器或改造、加工仪器，否则仪器不在质保之列。

4.2 开箱检查

1) 开箱前：请确定设备外包装上的箭头标志应朝上。

2) 开箱时：请注意不要用力敲打，以免损坏设备。

3) 开箱后：取出设备，并保留设备外包装和减震物品，并依照装箱单清点

设备和配件。如发现缺少配件，请立即与本公司联系，我公司将尽快及

时为您提供服务。

4.3 运输

1) 减震措施：设备在运输时，建议使用本公司仪器包装箱和减震物品，以

免在运输途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坏，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堆放：设备在运输途中不使用木箱时，不允许堆码排放。使用本公司仪

器包装箱时允许最高堆码层数为二层。同时在运输途中，仪器不能倒置。

4.4 贮存

设备应放置在干燥无尘、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在没有木箱包装的情况

下，不允许堆码排放。设备贮存时，不能倒置。并在设备的底部垫防潮物品，防

止设备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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