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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使用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初次使用该仪器前，请您详细地阅读使

用说明书，将可帮助您正确使用该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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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若有改动，我们不一

定能通知到您，敬请谅解！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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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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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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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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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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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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介绍

1.1 概述

本产品是根据国家标准 GB-86《绝缘油介电强度测定法》研制而成，仪器 LCD 显示屏可以实现试验过

程和结果显示，内置EEPROM存储器最多可以保存50组试 验数据和结果，所有的人机交互操作都由旋转鼠

标完成，微型打印机可以随时打 印试验结果，测试仪操作简单，功能强大，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极强，试验过

程 中无死机现象发生。

1.2 名词定义词定义

1.搅拌时间:搅拌时间是指试验过程中，仪器控制油杯中的磁振子搅拌“被 试油样”的时间。

2.静置时间:静置时间是指试验过程中，仪器输出电压为 0kv，“被试油样” 置于油杯中等待下一步试验操作

所经历的时间。

3.初始静置时间:初始静置时间是指试验操作人员选择开始试验后，等待

“初始静置时间”后仪器才开始升压。

4.升压速率:试验过程中，输出电压的电压上升速率。

5.击穿试验:击穿试验的流程是，仪器输出电压由 0kv 以 2kv/s 的速度上升， 直至“被试油样”发生击穿为

止。

6.耐压试验:耐压试验时，仪器升压至耐压值，停止升压，停留一段时间检 查是否发生击穿。

7.平均值:仪器在进行击穿试验时，“被试油样”发生预置次数的击穿后， 所得到的击穿电压平均值。

8.耐压时间:耐压试验时，仪器升至耐压值，所停留的时间。

1.3 技术指标

1. 输入电压：AC 220V±10%

2. 输出电压：AC0～8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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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杯，B杯，C杯可任意选择和组合

4. 升压速率：2KV/s±10%

5. 精度等级：3级

6. 连续试验次数：1～6 次

7.搅拌时间：0～99秒

8.静置时间：0～9分59秒

9. 可存储数据:50组

10. 限压设定：20KV～70KV

11.耐压时间：0分钟～10分钟

12. 环境温度：5～40℃

13. 相对湿度:≤80%RH

14.体积：420×380×410(mm)

15. 重量：28kg

1.4 仪器面板结构

仪器面板如图 1.1 所示，仪器中各部分功能为：

1. 显示屏： LCD显示屏为仪器的操作界面，显示试验过程，试验参数和试 验结果。

2. 选择鼠标：具有左转，右转和确定三个功能键，用于完成仪器的参数设 定，试验控制的人机交互操作。

3. 复位键：复位整个设备。

4. 背光调节：可以调节 LCD 显示屏的背光强度。

5. 打印机：微型打印机，用于打印试验结果。

6. 校准：仪器进行计量检测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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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试仪面板

第二章 操作使用方法

2.1 操作方法

1．试验操作流程 使用测试仪进行试验时，需要按照如下流程进行操作： 1） 将仪器可靠接地。

2） 断电状态下，将磁振子置于验油杯中。

3） “被试油样”必须在不破坏原有贮装密封的状态下，于试验室内放置一 段时间，待油温和室温相近后方可揭

盖试验。在揭盖前，将试油轻轻摇荡，使内 部杂质均匀，但不得产生气泡，在试验前，用试油将油杯洗涤 2-3 次。

4） 断电状态下，将被试油样装入油杯试油注入油杯时，应徐徐沿油杯内壁流下，以减少气泡，在操作中，不允
许用手触及电极、油杯内部和试油，试油盛 满后必须静置 10-15 分钟，方可开始升压试验。

5） 断电状态下，罩上电极罩，盖好高压仓。

6） 合上电源开关，仪器出现欢迎界面后，自动转入主界面如图 2.1 所示。

7） 通过旋转鼠标可以选择进行击穿试验，耐压试验，查看历史数据，时间 设定和PC通信等操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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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击穿试验

图2.1仪器主界面

进入击穿试验后，仪器显示如图 2.2 所示界面，击穿试验的操作方法为：

1）进行试验参数设置，设置的项目包括，初始静置时间，试验次数，静置时间和搅拌时间，油杯选择。初始静

置时间的范围是 0 秒-9 分 59 秒，静置时间的设置范围是 0秒-9 分 59 秒，搅拌时间的设置范围是 0秒-99

秒，三个油杯状 态可以“已选”或“未选”。

2）选择开始试验，进入图 2.3 所示画面，点击运行后仪器按照先升压至击穿，搅拌，静置，再升压至击穿的顺
序循环进行，直至达到设定的试验次数为止， 蜂鸣器鸣叫，试验停止。

3）击穿试验完成后，仪器的显示画面如图 2.4 所示，显示的试验结果包括的击穿电压，击穿电压平均值。 4）
操作人员还可以根据需要将试验结果保存和打印。

注意：

a) 试验过程中，如果高压仓被打开，仪器将切断高压回路，终止此次试 验。

b) 仪器通电后有高压输出，严禁打开高压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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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击穿试验主界面

图2.3击穿试验操作界面

图 2.4 击穿试验结果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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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耐压试验进入耐压试验后，仪器显示如图 2.5 所示界面，耐压试验的操作方法为：

1）进行试验参数设置，设置的项目包括：设置电压，耐压时间和油杯选择。

2）选择开始试验，进入图 2.4 所示画面，点击运行后仪器按照先升压至耐 压值，如果升压过程中，发生击穿

现象则试验直接结束，如果升压至耐压值过程中没有发生击穿，则在耐压值电压停留“耐压时间”所设定的时间

长度。

3）耐压试验完成后，仪器的显示画面如图 2.6 所示，显示的试验结果包括耐压值，耐压时间和试验结果（合

格为 ok/不合格为 no）。 4）操作人员还可以根据需要将试验结果保存和打印。

图2.5 耐压试验主界面

图 2.6 油耐压试验完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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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a) 试验过程中，如果高压仓被打开，仪器将切断高压回路，终止此次试验。

b) 仪器通电后有高压输出，严禁打开高压仓。

4． 查看历史数据

在仪器主界面中选择查看历史数据后，进入图 2.7 所示画面：

图2.7查看历史数据

画面中显示的内容有当前所保存的试验总组数，当前所选择组的序号和存储时间等，历史数据查看的操作有：

1）将光标移至确认则会进入试验结果查看画面，击穿试验的结果查看画面如图 2.8，耐压试验的结果画面如图

2.9，在这些界面中可以打印或删除该组数据。

2）光标移至返回，点击确认后，返回至仪器主界面。

3）移至删除全部数据后，点击确认将清空仪器中存储的所有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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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击穿试验

结果显示

5. 时间设定

图2.9 耐压试验历史数据

在主界面中选择时间设定选项，可进入时间设定界面，调整仪器内置时钟的 时间。由于系统对试验数据的

记录和查询是以仪器内置的试验时间为标准的，所 以推荐在试验之前校准仪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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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注意事项

3.1 注意事项项

1.劣质油试验易损坏仪器 回收的未经过滤加工处理的油介称劣质油，含有相当多的水分和杂质，它的绝缘抗电强

度多在 12KV 以下。特别是含水分较多的劣质油，有的用户为知其劣 到什么程度，亦用测高绝缘强度的仪器进

行测试，结果对本仪器的高压测试系统 易造成损坏，损坏的原因如图 3.1 所示。

图 3.1 雾柱和杂质构成导电介质将两半球连通形成高压回路

正常情况下，高压电极间被绝缘油介填充。测试时两电极间的电压不断加大， 不同绝缘强度的油介能承受不

同值的高压电场，这个不断上升的高压电场致使绝 缘油介不能承受时则被突然击穿，击穿时的瞬变大电流被仪器

采集并立即断闸失 去高压转入降压运行。当测试含水分较重的劣质油时，两半球电极间的电压不断升高，同时

油介中 的水微粒在高压电场的作用下被吸附到球隙间形成淡白色的雾状水柱，由细变 粗，水阻越来越小。

这种水阻变小，高压变压器电流增大（而无击穿突变放电） 的瞬变过程致使仪器受到损坏，限流电阻，保险管

烧断甚至会烧毁仪器高压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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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耐压油介的测试

这种油介通常在 15~35KV，油介中即使含有微量的水分和杂质，仪器也能正常测试，仅表现在升压过程中个别气

泡微粒（或杂质）被吸附到球隙间产生放电，气泡被击散挤出球隙间，補充过来的是油，故仍继续升压到油介的最

大承受点被 击穿，这种测试数据仍是可靠的。

3. 对劣质油的测试 对回收待过滤处理的油介如用肉眼能看到的水珠或杂质，最好不要强行用仪器作试验。凡经

24 小时以上存放的劣质油介中，大的水滴沉在油底层，微粒气泡浮在油的上面。用户需采用无水污染的器具抽

出中间部分的油样，在试验中密 切观察升压（从升压的起始期开始）时是否出现细丝线般的雾柱，如一经发现应

立即关断电源，停止测试。或者在升压过程中出现多点持续放电，仪器不能自动 断闸，用户也应立刻关断电源，

停止试验。

4. 试验结果判别 试验中，其火花放电电压的变化有四种情况：

1）第一次火花放电电压特别低，第一次试验可能因向油杯中注油样时或注 油前油杯电极表面不洁带进了一些

外界因素的影响，使得第一次的数值偏低。这 时可取 2-6 次的平均值。

2）六次火花放电电压数值逐渐升高，一般在未净化处理或处理不够彻底而吸有潮气的油样品中出现，这是因为
油被火花放电后油品潮湿程度得到改善所 致。

3）六次火花放电电压数值逐渐降低。一般出现在试验较纯净的油中，因为 生成的游离带电粒子、气泡和碳屑

相继增加，损坏了油的绝缘性能，另外还有的 自动油试验器在连续试验 6 次中不搅拌，电极间的碳粒逐渐增加，

导致火花放电 电压逐渐降低。

4）火花放电电压数值两头偏低中间高。这属于正常现象。 如果遇到耐压值离散性很大的情况，比如:按

预防试验方法进行的试验中 6次试验有 1次数值偏离其它值很多，可不计算此次数值，或重新取油样试验，离 散

性大可能是油质本身不好或游离碳分布不均造成。由于油耐压试验结果离散性较大,如果每次击穿电压偏高

(接近 80KV)或者每 次结果都一样,说明仪器可能已损坏请与制造厂家联系。

5. 仪器保养

1）油杯和电极需保持清洁，在停用期间，必须用盛新变压器油的方法进行 保护。对劣质油进行试验后，必须以

溶剂汽油或四氯化碳洗涤，烘干后方可继续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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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油杯和电极在连续使用达一个月后，应进行一次检查。检验测量电极距 离有无变化，用放大镜观察电极表

面有无发暗现象，若有此现象，则应重新调整 距离并用麂皮或绸布擦净电极。若长期停用，在使用前也应进行

此项工作。

3）如果长时间不用仪器，请在一个月内通电一次，时间为 1 小时。

4）仪器工作不正常时请检查保险是否已熔断，更换同一型号保险后方可继 续试验。

3.2 常见故障处理

1. 仪器无显示

处理方法：

1） 检查有无电源。

2） 检查保险是否熔断，一处保险位于电源插座里，另外二处位于面板上。

2. 显示“运行”后不升压，也不报警 处理方法：面板上保险熔断，重新更换一个 5A 保险。

3. 打印时字体很小，不走纸

处理方法：打印纸卷的太紧，打开打印机面板，将打印纸松开几圈即可。 4. 打印字迹很不清楚

处理方法：更换打印。

3.3 PC 数据上传应用程序使用说明
1.串口设置

测试仪使用 RS232 方式与 PC 机通信，要实现 PC 机与测试仪通信，上传试验 结果，PC 机的

COM1 必须是可用的，如果 PC 机本身带有串口，则可使用 RS232 连接线将仪器连接至 PC 机的

COM1 口，如果 PC 机无串口，则使用仪器配套的 USB-to-RS232 连接线连接仪器和 PC 机。

使用 USB-to-RS232 上传数据的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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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连接线一头连接至 PC 机的 USB 接口，另一段连接至仪器的 DB9 接口。

2）为 USB-to-RS232 安装驱动程序，在计算机上虚拟一个 COM1 口。 3）在驱动盘中找到“USB to

RS232 1.1\window”文件夹，双击“setup.exe”安装驱动。最后提示要重新启动，重启后按照步骤 2 重新连

接即可。

图5.1 USB to RS232连接线驱动程序

4）鼠标右键点击到“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出现“系统属性”对话框 如图 5.2所示。

5）在图 5.2所示画面中点击“硬件”中的“设备管理器”，弹出对图 5.3所 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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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系统属性对话框

图5.3硬件管理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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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双击图中变蓝的选项，出现图 5.4，选择每秒位数 19600，数据位 8 位， 奇偶校验无，停止位 1 位，

流控制无

图5.4 串口属性设置

7） 在图 5.5中双击“高级”，在“com端口号（P）”处选择“com1”按确 定键即可。

图 5.5 串口高级属性设置

2. 数据上传应用软件安装

1）将安装光盘放到电脑的光驱内，打开光驱内内容，如图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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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试验机应用软件安装光盘

2）双击“试油机通信程序”进入图5.7所示画面，双击Setup.exe启动软 件安装程序。

图 5.7 试验机应用软件安装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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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试油机应用程序安装

3）进入安装程序后，画面如图 5.8，点击”安装”按扭,稍微等待安装程序 复制文件等操作，安装过程中全

部选择下一步，直至安装完成进入图 5.9 所示画 面。

图 5.9 试油机应用软件安装完成画面 4）点击“完成”后，试油机数据上传应用程序安装过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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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桌面和任务栏“开始”的“所有程序”里将分别出现程序运行的快捷 方式。

3. 数据上传应用程序操作 双击桌面上“试油机通信.exe”图标或“所有程序”中的“试油机通信”，即可以打开通信

程序界面如图 5.10 所示。

图5.10数据上传应用程序主界面 1）在串口线已经连接的状态下，点击接收数据按钮，存储在仪器上的

历史数据都将被传输到计算机。传输完成后，程序会提示用户将上传的数据存储为 WORD文档，用户

可以打开WORD文档进行编辑和打印。

2）点击历史数据”按扭，查看所有已上传的历史数据。

3）点击删除所有历史数据按钮，将删除所有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历史数据。

4) 点击生成 Word 文档，将会将当前选中的数据转换成 WORD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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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装箱清单

1. 仪器主机 1 台

2. 线包 1 个

3. 油杯 3 个

4. 电源线 1 根

5. 接地线 1 根

6. 数据线 1 根

7. 232 串口线 1 根

8. 打印纸 2 卷

9. 保险管 2A 3 只

10. 保险管 3A 3 只

11. 保险管 5A 3 只

12. 搅拌粒子 3 个

13. 光盘 1 张

14. 说明书 1 本

15. 检验报告 1 份

16. 合格证 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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