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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使用本公司产品。在您初次使用该仪器前，请您详细地阅读本使用说明

书，将可帮助您熟练地使用本仪器。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公司的产品，因此您所使用

的仪器可能与使用说明书有少许的差别。如果有改动的话，我们

会用附页方式告知，敬请谅解！您有不清楚之处，请与公司售后

服务部联络，我们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由于输入输出端子、测试柱等均有可能带电压，您在插拔测

试线、电源插座时，会产生电火花，小心电击，避免触电危险，

注意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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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重保证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发货之日起三个月内，如产品出现缺陷，实行包换。

一年（包括一年）内如产品出现缺陷，实行免费维修。一年以上如产品出现缺陷，

实行有偿终身维修。如有合同约定的除外。

 安全要求

请阅读下列安全注意事项，以免人身伤害，并防止本产品或与其相连接的任

何其它产品受到损坏。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本产品只可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

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可执行维修。

—防止火灾或人身伤害

使用适当的电源线。只可使用本产品专用、并且符合本产品规格的电源线。

正确地连接和断开。当测试导线与带电端子连接时，请勿随意连接或断开测试导线。

产品接地。本产品除通过电源线接地导线接地外，产品外壳的接地柱必须接地。为

了防止电击，接地导体必须与地面相连。在与本产品输入或输出终端连接前，应确

保本产品已正确接地。

注意所有终端的额定值。为了防止火灾或电击危险，请注意本产品的所有额定值和

标记。在对本产品进行连接之前，请阅读本产品使用说明书，以便进一步了解有关

额定值的信息。

·请勿在无仪器盖板时操作。如盖板或面板已卸下，请勿操作本产品。

使用适当的保险丝。只可使用符合本产品规定类型和额定值的保险丝。

避免接触裸露电路和带电金属。产品有电时，请勿触摸裸露的接点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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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可疑的故障时，请勿操作。如怀疑本产品有损坏，请本公司维修人员进行检

查，切勿继续操作。

请勿在潮湿环境下操作。

请勿在易爆环境中操作。

保持产品表面清洁和干燥。

－安全术语

警告：警告字句指出可能造成人身伤亡的状况或做法。

小心：小心字句指出可能造成本产品或其它财产损坏的状况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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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告
感谢您购买了本公司的 HY9000 系列高低压钳形电流表，为了更好地使用本产品，请一定：

——详细阅读本用户手册，操作者必须完全理解手册说

明并能熟练操作本仪表后才能进行现场测试。

——严格遵守本手册所列出的安全规则及注意事项。

 任何情况下，使用本仪表应特别注意安全，尤其测量超过 AC100V 及以上电压线路的时候。

 若被测线路电压超过 600V 必须连接绝缘杆使用。

 由于高压线路很危险，操作者必须经严格培训并获得国家相关高压操作认证才能使用本仪表进

行现场测试。

 严禁用本仪表测试没有绝缘的导线或汇流母线。

 注意本仪表面板及背板的标贴文字及符号。

 请勿于高温潮湿，有结露的场所及日光直射下长时间放置和存放仪表。

 更换电池，请注意电池极性，长时间不用本仪表，请取出电池。

 拆卸、维修本仪表，必须由有授权资格的人员操作。

 若本仪表的钳头及其他部件有损伤，请禁止使用。

 避免冲击钳头，定期保养本仪表，不能用腐蚀剂或粗造物清洁，须用软布（如眼镜布），沾清

洁防锈除湿类的润滑剂（如 WD-40），轻轻擦试仪表即可。

 由于本仪表原因，继续使用会带来危险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马上封存，由有授权资格的机

构处理。

 仪表及手册上的“ ”危险标志，使用者必须依照指示进行安全操作。

 仪表及手册中的“ ”极其危险标志，使用者必须严格依照指示进行安全操作。

 建议本仪表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绝缘强度测试。（AC40kV/rms 绝缘杆与钳芯之间）

 手册中带“*”号的仅限 B 型（无线传输数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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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HY9000 系列高低压钳形电流表突破传统结构，专为测量高压电流而精心设计制造的，采用最

新 CT 技术及掩膜数字集成技术，由专用钳形电流表配高压绝缘杆组成，其 B型——无线传送测试

数据，配备无线接收器，能直线 30 米内接收被测数据。若不使用绝缘杆，还可以当作高精度低压

钳形电流表、漏电流表使用，能准确测出 0.1mA 的电流或漏电流。

HY9000 系列高低压钳形电流表钳头与引导区创新的一体化设计，确保了常年无间断测试的高

精度、高可靠性、高稳定性。

HY9000 系列高低压钳形电流表连接绝缘杆，可用于 23KV 以下的高压线路电流测量，在线电流

测量，还具有峰值保持、数据保持、数据存储、无线传输等功能，其专用钳形电流表通过按压或退

拔绝缘杆能方便钳夹或撤离被测导线，省时快捷，广泛应用于变电站﹑发电厂﹑工矿企业以及检测

站﹑电工维修部门进行电流检测和野外电工作业等。也可以取代高低压变比测试仪，即分别测出一

次回路与二次回路的高低压电流，再计算就能得出高低压的变比。绝缘杆轻便，具有防潮﹑耐高温

﹑抗冲击﹑抗弯﹑高绝缘、可伸缩等特点。

二．电气符号

极其危险！操作者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则，否则有电击危险，

造成人身伤害或伤亡事故。

危险！操作者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则，否则有电击危险，造成

人身伤害或伤亡事故。

警告！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则，否则造成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

交流（AC）

直流（DC）

三．系列型号

型 号 量 程 分辨力 钳口尺寸 说 明

HY 9000A 0.1mA-1000A 0.1mA φ48mm 基础型

HY 9000B 0.1mA-1000A 0.1mA φ48mm 无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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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规格

功 能
高压交流电流测量，低压交流电流、漏电流测量，在线交流

电流监测

电 源 DC6V 碱性干电池（1.5V AAA×4）

测试方式 钳形 CT，积分方式

*传输方式 B型：无线传送，直线传输最大距离约 30m

显示模式 4位 LCD 显示，背光功能，适合昏暗场所

LCD 尺寸 47mm×28.5mm

仪表尺寸 宽高厚：76mm×255mm×31mm

钳口尺寸 φ48mm

采样速率 约 2次/秒

测量范围 0.1mA～1000A（50/60Hz 自动）

分 辨 率 0.1mA

换 档 0.1mA～1000A 全自动换档

测试精度

（23℃±

5℃，80%RH

以下）

0.1mA～299mA: ±1%±3dgt

0.30A～49.9A: ±1.5%±5dgt

50.0A～199.9A: ±2%±5dgt

200A～600A: ±3%±5dgt

601A～1000A: ±4%±5dgt

数据存储
99 组，存储过程中“MEM”符号指示， “FULL”符号闪烁显

示表示存储已满

PEAK 保持
自动保持高处的测试值，通常测试模式下按 PEAK 键， PEAK

灯亮，即开启 PEAK 保持功能，再按 PEAK 键取消此功能

技术规格（续表）

线路电压 23KV 以下线路测试（带绝缘杆操作）

数据保持
通常测试模式下按 HOLD 键保持数据，“HOLD”符号显示，再

按 HOLD 键取消

数据查阅 “MR”符号指示，能上下翻阅所存数据

溢出显示 超量程溢出功能：“OL A”符号显示

*无信号指

示
当接收器没有收到发射信号时动态显示“no- -”符号

自动关机 开机约 15 分钟后，仪表自动关机，以降低电池消耗

电池电压
当电池电压低于 4.8V 时，电池电压低符号“ ”显示，提

醒更换电池

仪表质量
检测仪：约 335g（含电池），仪表总质量：约 2.5Kg（含绝缘

杆和电池）

工作温湿度 -10℃～40℃； 80%Rh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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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温湿度 -10℃～60℃； 70%Rh 以下

绝缘杆尺寸 φ32mm，1m/节（5节）

绝缘强度 AC 40kV/rms (绝缘杆与钳芯之间)

结 构 防滴漏Ⅱ型

五．结构

1. 钳头（含引导区） 2. HY9000A 检测仪

3. LCD 显示器 4. PEAK 测试指示

5. PEAK 键 6. POWER 键

7. HOLD 键 *8. HY9000B 接收器

9. 绝缘杆连接头 *10.POWER 指示

*11.HY9000B 检测仪

HY9000A HY9000B 9000B 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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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液晶显示

1．液晶显示屏

⑴. 交流符号

⑵. 电池电压低符号

⑶. 数据存储符号

⑷. 数据查阅符号

⑸. 2 位存储数据组编号数字

⑹. 单位符号 ⑺. 数据锁定符号

⑻. 十进制小数点 ⑼. 4 位 LCD 数字显示

2．特殊符号说明

⑴. 电池电压低符号，当电池电压低于 4.8V，此符号显示，请及时更换电池。

⑵.“OL A”符号，表示被测电流超出了仪表的上量限。

⑶.“MEM”存储模式，数据存储过程中显示。

⑷.“FULL”符号，当内存数据已满 99 组，闪烁显示“FULL”符号，不能再继续存储数据。

⑸.“MR”查阅数据符号，在查阅数据时显示，同时显示所存数据组的编号。

⑹.“End”退出符号，退出过程中显示。

⑺.“dEL”数据清除符号，清除过程中显示。

*⑻.“no- -”无接收信号指示，动态显示，可能检测仪没有处于测试模式，或调整接收位

置及距离。

3．显示示例

⑴.——被测电流为：0.002A (2mA)

⑵.——锁定显示数据

——该数据自动存储为第 03 组

——被测电流为：160.5A

⑶.——被测电流为：571A

——电池电压低符号显示，

请更换电池。

⑷.——查阅所存第 03 组数据

——被测量的电流为：16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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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FULL”闪烁显示：

存储已满 99 组

——必须清除内存才能再存储

⑹.——数据清除指示“dEL”

⑺.——退出功能指示“End”

*⑻.——“no- -”动态显示：

无接收信号

七．操作方法
使用前先仔细检查仪表所有部件是否有损

坏，没有任何损坏才能使用。

按手册说明安装电池。

（一）检测仪操作

1．开关机

按 POWER 键开机，LCD 显示，进入通常测试模式。若开机后 LCD 显示较暗，可能电池电压

偏低，请更换电池。仪表开机 15 分钟后 LCD 持续闪烁，提示仪表将自动关机，LCD 持续闪烁

30 秒后自动关机，以降低电池消耗。若 LCD 持续闪烁时，按 POWER 键仪表能继续工作。

在 HOLD 模式下，按 POWER 键关机。

在通常测试模式下，按 POWER 键关机。

在 PEAK 测试模式下，按 POWER 键关机。

在数据查阅模式下，先长按 HOLD 键退出数据查阅模式，返回通常测试模式，再按 POWER

键关机。退出数据查阅过程中会显示“End”符号。



- 12 -

2．通常测试

高压，极其危险！必须由经培训并取得授权资格的人员操作，

操作者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则，否则有电击的危险，造成人身

伤害或伤亡事故。

危险！不能用于测量超过 23KV 的电压线路，否则有电击危险，

造成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

危险！不能用于测量超过 1000A 的线路。否则有电击危险，造

成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

通常测试：测试过程中 LCD 实时显示被测电流的大小，LCD 数据随电流大小变化而变化，

当检测仪撤离被测导线后，不保持测试结果，LCD 显示归零。

通常测试模式适合近距离测量，方便直接读取 LCD 数据的线路测试。

测试前，先连接绝缘杆，绝缘杆连接必须到位，

最后连接检测仪，避免仪表与地面冲击。

务必使用专配的绝缘杆连接该仪表。

测试完毕收杆时应顺势倾斜绝缘杆，先拆检测仪，再拆卸绝缘

杆，避免检测仪与地面冲击。

正常开机后，让导线处于钳头引导区的的中部，如图 A。仪表引导区垂直于导线，前推仪

表钳住被测导线，LCD 显示测量结果。若显示“OL A”，表示被测导线电流超出了该档位的上量

限。请选高档位或更高量限的仪表。后拉即可将仪表撤离被测导线，如图 C，撤离时也尽量保持仪表引导区

垂直于导线。

在 HOLD 模式下，按 HOLD 键返回通常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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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查阅模式下，按 HOLD 键退出数据查阅模式，返回通常测试模式。

在 PEAK 测试模式下，按 PEAK 键退出 PEAK 测试模式，返回通常测试模式。数据清除后自动返

回通常测试模式。

注意！为了安全，测试完毕后，请将仪表移离被测导线。

3． PEAK 测试

PEAK 测试：最大电流测试。测试过程中仪表自动比较被测电流的变化，保持当前时间段线

路的最大电流值，当仪表撤离被测导线后，测试结果会一直保持，适合不易直接读取 LCD 数据

的线路测试。

在通常测试模式下，按 PEAK 键，PEAK 指示灯亮，进入 PEAK 测试模式。即仪表显示并自动

保持测试中的最大电流值。

在其他模式下，必须先返回通常测试模式下，再按上述操作进行 PEAK 测试。

按 PEAK 键退出 PEAK 测试模式，返回通常测试模式，退出过程中显示“End”符号。

4．数据保持

在通常测试模式下，按 HOLD 键，可以保持 LCD 显示，“HOLD”符号指示。再按 HOLD 键解

除数据锁定，返回通常测试模式，“HOLD”符号消失。

5．数据存储

在通常测试模式下，按 HOLD 键保持数据的同时，仪表自动编号并存储当前保持的数据，

存储过程中“MEM”符号闪烁显示一次。本仪表能存储 99 组数据，若存储已满，“FULL”符号

持续闪烁显示，必须清除内存后才能再存储。

6．数据查阅

在通常测试模式下，按 PEAK 键+POWER 键进入数据查阅模式，显示“MR”符号，同时自动

显示存储的第 01 组数据，再按 PEAK 键或 POWER 键可以向上或向下循环翻阅所存储的数据，当

翻阅到存储的最后一组数据时，自动返回第一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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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 HOLD 键退出数据查阅模式，返回通常测试模式。退出过程中显示“End”符号。

7．数据清除

在数据查阅模式下，按 PEAK 键+POWER 键清除存储的所有数据，并返回通常测试模式。数

据清除过程中显示“dEL”符号。

*8．数据传输

B型：无线传送测试数据功能，当仪表处于测试模式，检测结果就通过无线方式传送给接

收器，接收器实时显示，一目了然。只有在测试模式下才发射信号，若接收器没有收到发射信

号则动态显示“no- -”符号。

B型：无线传送测试数据，直线距离约 30 米，能穿透楼层接收数据。

*（二）接收器操作

1．开关机

按 POWER 键开机，LCD 显示，进入接收数据模式。若开机后 LCD 显示较暗，可能电池电压

偏低，请更换电池。接收器开机 15 分钟后 LCD 持续闪烁，提示即将自动关机，LCD 持续闪烁

30 秒后自动关机，以降低电池消耗。若 LCD 持续闪烁时，按 POWER 键接收器能继续工作。

在 HOLD 模式下，按 POWER 键关机。

在数据查阅模式下，先长按 POWER 键（超过 3秒）退出数据查阅模式，返回接收数据模式，

再按 POWER 键关机。退出数据查阅过程中会显示“End”符号。

2．数据接收

接收器正常开机后即处于接收模式，若有发射数据，接收器会实时显示测试结果。若没有

接收到信号，接收器会不断搜索信号，动态显示“no- -”符号。

3．数据保持

在接收数据模式下，短按 HOLD 键，可以保持 LCD 显示，“HOLD”符号指示。再短按 HOLD

键解除数据锁定，返回接收数据模式，“HOLD”符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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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存储

在接收数据模式下，按 HOLD 键保持数据的同时，接收器自动编号并存储当前保持的数据，

存储过程中“MEM”符号闪烁显示一次。本接收器能存储 99 组数据，若存储已满，“FULL”符

号持续闪烁显示，必须清除内存后才能再存储。

5．数据查阅

在接收数据模式下，按 HOLD 键+POWER 键进入数据查阅模式，显示“MR”符号，同时自动

显示存储的第 01 组数据，再按 HOLD 键或 POWER 键可以向上或向下循环翻阅所存储的数据，当

翻阅到存储的最后一组数据时，自动返回第一组数据。

长按 POWER 键（超过 3秒）退出数据查阅模式，返回接收数据模式。退出过程中显示“End”

符号。

6．数据清除

在数据查阅模式下，按 HOLD 键+POWER 键清除存储的所有数据，并返回接收数据模式。数

据清除过程中显示“dEL”符号。

八．电池更换
警告！电池盖板没有盖好的情况下禁止进

行测试，否者有危险。

注意电池极性，否则损坏仪表。

不能新旧电池混用。

1．当电池电压低于 4.8V 时，仪表显示“ ”符号，表示电池电量不足，请更换电池。

2．关机，确认仪表处于关机状态，松开电池盖板的两枚螺丝，打开电池盖板，换上全新合格的

电池，特别注意电池规格极性，盖好电池盖板，拧紧两枚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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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 POWER 键检查仪表能否正常开机，若不能开机，请按第 2步重新操作。

九．装箱单

检测仪 1台

*接收器(HY 9000B 专配) 1 台

绝缘杆 （1米/节） 5节

仪表箱 1个

电池（碱性干电池 AAA） 4 个（*或 8个）

用户手册/保修卡/合格证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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