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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使用本公司的产品。在您初次使用设备前，请您详细地阅读本使用

说明书，将可帮助您熟练地使用我公司设备。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公司的产品，因此您所使

用的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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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试验设备均有可能带电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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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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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内如产品出现缺陷，实行免费维修。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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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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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备连线处联机状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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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本产品做联机试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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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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在无产品盖板时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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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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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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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智能控制台用于高低压电气生产厂家对所生产的高低压产品进行工频耐压

老化试验。它能提供自动、手动两种工频耐压方式，便于用户操作，提高工作

效率。 

该产品控制系统采用高可靠性工业控制 PLC 可编程自动控制，使其达到了

稳定、可靠、操作方便等性能，以及高效率工业嵌入式 PC 控制，全程测试可提

前进行设置，全中文界面，操作简单明了。更好的达到了手、自动两种操作方

式的兼容。 

二、设备外形图： 

1、智能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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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控制屏： 

 

三、软件界面： 

 

四、主要特点 

1、全新一代工业嵌入式 PC 机，使用高性能硬软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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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台采用自动、手动控制两种方式，两种功能独立分级管理，互不干

扰； 

3、全中文界面，操作简单明了，适用面广； 

4、本测试系统所有测试参数均可根据要求任意设置，操作简单明了，测试

速度浏畅，显示数据清晰直观； 

5、所有测试参数可提前进行设置，能达到高压电压放电击穿电压准确记忆、

储存、复位一系列功能；自动扫描时间设定，自动存储电老化过程中的时间、

电压、电流等详细记录，方便用户查看； 

6、本测试系统手/自动控制均配有累加计时功能，并能独立进行启动、暂

停、清零； 

7、本测试系统采用了红外电子防护围栏集声光报警为一体的安全装置，大

大提高了产品的安全性； 

8、采用硬、软件抗干扰技术相结合，性能稳定，抗干扰性强。 

五、主要技术参数 

本测试系统由：主控制台+主控制柜组成 

1、电源电压：AC 380V±10% 50Hz 

2、测量范围： 

l 高压电压：0～150KV（可调） 

l 高压电流：0～2A 

l 输入电流：800A 

l 仪表电压：150V 

3、测量精度: 

l 电流：±0.5 ％FS 

l 电压：±0.5 ％FS  

六、连线说明 

1、控制台——控制屏：A、B、C、N、电流 1、电流 1、电流 2、电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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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5、8、9、11、12、19、21、31、32、34、35、38、48、0、00、1 分、

2 分 

2、控制台——调压器：A、B、C、U、V、W、3、13、40、23、6、7、-24V、

X4、X5 

3、控制台——隔离箱：电流 3、电流 3、电源、电源、a1、b1、x、y、z、

2、36、46、15 

4、隔离箱——变压器：电流 3、电流 3、a1、b1、x、y、z 

5、隔离箱——红外栅栏：电源、电源、2、36、46、15 

七、手动控制 

1、手动操作说明 

1）按要求接好相关场地及控制台、控制柜、移圈调压器、试验变压器之间

的所有设备连线，打开总电源开关，将面板电源锁打开，转换开关旋转至手动

状态，方可进行手动测试。 

2）打开控制系统电源后，红外电子防护系统即时启动。 

3）面板上的急停开关用于试验过程中出现故障时紧急停止。 

4）接通电源后，智能控制屏面板上的电压表显示电源电压，电流表则显示

输入电流，且电源灯亮、一次分闸灯亮、二次分闸灯亮。 

5）主控制台上电源灯、下限位灯、一次分闸灯、二次分闸灯亮。以上状态

显示正确后，即可进行测试。 

6）将面板上的转换开关调至手动状态，则代表当前为控制系统手动测试状

态（自动测试则无法工作），依次按下一次合闸按钮、二次合闸按钮，主接触器

吸合，控制屏和控制台上的一次分闸和二次分闸灯灭，一次合闸和二次合闸灯

分别亮起，进行升压测试。 

7）点按升压按钮，下限位灯灭、升压灯亮——表示系统正在升压；点按降

压按钮，降压信号灯亮起表示系统正在降压。 

8）面板上的速度设定，可调整电机的升压速度；升压至目标电压后，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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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按钮开始计时（累时器详细操作见 8-2 累时器使用说明）。 

9）在升压至上限时，控制台面板上限位灯亮，提示调压器已工作至上限。 

10）在升压的过程中，并密切注视电压值和电流值。当电压升至所需目标

电压值时，如需计时可按下计时按钮开始计时，计时完成后可按下降压按钮，

直至回到零位。 

11）按下控制台面板上的报警按钮，声光报警系统启动开时工作。 

12）控制台高压电压表自带保持功能，可按电压表右侧清零按钮进行清零

复位。 

13）在升压或耐压试验过程中，如发生过压、短路、闪络、击穿等过流时，

电压、电流继电器会动作，过压、过流一、过流二、过流三状态灯会根据测试

情况发生变化，使调压器自动断电，表示被试品不合格。此时调压器将自动回

零。并切断电源，以便下次操作。 

14）每次做完试验后必须关闭电源开关后，再打开电源开关做试验即可。  

注意:试验之前一定要先设定好正确的参数，并严格按照说明进行测试。非

专业人员请勿随意修改参数，否则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2、累时器使用说明 

1）累时器功能： 

l 间断时间累加。累计时器起动后，开始计时，当断电或启动信号消失时，

自动保存最后的计时时间，下次启动时，计时时间在上次计时值上累加。 

l 双层数码管显示：上层显示累计总时间，下层数码管显示当前单次计时

时间，参数设置时作为设置窗口。 

l 计时器输出类型为继电器式，计时期间不动作，当计时到设定值时，计

时停止，输出继电器动作，报警蜂鸣器响 10 秒。 

l 累时器面板有电源、计时、暂停、输出等指示灯指示累计时器的工作状

态，内部有报警蜂鸣器。 

2）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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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功能 默认值及设置范围 

HI 计时设置值高 4位 9999（0～9999 小时） 

LO 计时设置值低 4位 59.59（0～59 分钟：59秒） 

C0 密码 0000（0～9999） 

C1 密码保护选择 0（0：无效，1：有效） 

C2 控制来源选择 1（0：面板控制，1：接线端子远程控制） 

3）设置步骤： 

设置及相关操作，必须将面板下面护盖板打开，可以看到一个  设置窗口

和 4 个按键： 

l “SET”为设置键 

l “▲”为增加键，按一下，相应数字加 1，0～9 依次循环，可点动和连

动。 

l “

▲

”为右移键，按一下，设置位右移。 

l “ESC”为复位键，参数设置时作为退出键，手动控制方式下，亦作为启

动/暂停键。  

l  每按一次“SET”键，数码管依次显示上表参数名称，按“

▲

”键，设

置窗  口显示该参数值，再利用“▲”和“

▲

”键修改参数值，按“SET”键保

存修改值并进入下个参数的修改，按“ESC”键不保存退出。如果只想修改某一

个参数，可连续按“SET”键，寻找该参数名称，再按“

▲

”键进入设置状态。 

l  如设有密码保护，按“SET”键后，数码管显示“————”，再利用“▲”

和“

▲

”键输入密码，然后按“SET”键，如密码正确，显示参数名称，如不正

确，将显示“F”。 

4）面板操作说明 

l  点动“ESC”按键，累计时器启动计时，同时“计时”指示灯亮，再次

点动“ESC”键时停止计时，“暂停”指示灯亮。 

l  累计时器正常工作时，上面窗口显示总累计时值的后四位，高四位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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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键切换查看；下面窗口显示当前单次计时值的低四位，高四位可通过

“

▲

”键切换查看 

l  长按“ESC”键 3秒，累计时器将复位(若设置密码保护，必须先输入密

码)，蜂鸣器有提示音，当前计时时间和总累计时间清零。 

八、自动控制软件说明 

1、开机状态 

将电脑开机，双击电脑桌面图标 打开自动测试软件，如下图所

示： 

 

2、软件说明 

1）系统参数：此部分出厂已进行设置，请勿随意更改参数  

2）试验曲线：方便用户按时间查看储存的测试波形图  

3）退出：退出软件测试界面  

4）状态灯显示：当前测试状态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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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过流保护——指调压器电流超过额定值； 

l 高压过流——指变压器电流超过额定值； 

l 高压过压——指变压器高压超过设定值； 

l 下限位——指调压器处在零位； 

l 上限位——指调压器已达到上限； 

l 警铃指示——勾上警铃则表示警铃工作 

l 栅栏指示——勾上栅栏表示锁定栅栏（栅栏不工作）。 

5）读数窗口：升压过程中请密切注视此部分的显示 

 

6）测试时间：显示单次测试时间以及所有测试累积时间（上限为 2000h） 

 

7）输出位置：调压器输出状态 

 

8）参数设置：测试参数可提前进行设置，测试过程中无法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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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复位和暂停：此两项功能操作均需输入密码 0011  

10）故障复位：软件通讯出现故障时点击复位，以便重新测试  

11）急停：测试出现紧急状况需断开所有测试连接  

12）高压输出：升压过程中此灯亮  

13）系统状态：显示当前测试的回路示意图以及试验曲线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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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始测试 

1）按要求接好相关场地及控制台、控制柜、移圈调压器、试验变压器之间

的所有设备连线，打开总电源开关，将面板电源锁打开，转换开关旋转至自动

状态，方可进行软件自动测试。 

2）联机正常后，软件通讯灯（表示电脑和控制台联机正常）和下限位灯亮

（如调压器不在零位，无法进行合闸测试），此时可进行自动测试。 

3）依次点击 和 按钮，控制屏内主接触器吸合，根

据用户需要可以选择自动升/降压 和手动调速升/降

压。 

   

注：自动升压——设置好参数后自动升压，直至达到目标值开始计时，计

时完成后自动降压。 

降压/分闸——是在测试中未达到目标值，但要降压可点击此按钮自动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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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闸。 

手动调速升/降压——点动升降压，是根据用户选择调压速度和调压时间进  

行升/降压。 

4）升压过程中各状态显示会发生变化，软件会根据试验前的设置，完成所

有试验，并准确无误的进行记录储存。见测试状态区显示： 

 

5）如需其它操作，请认真查看软件说明一章。 

九、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0--40℃ 

2、海拔高度：<100M 

3、相对湿度：<85% 

4、使用场地内应无严重影响绝缘的气体、蒸气、化学性尘埃及其它爆炸性

和腐蚀性介质。 

十、注意事项 

为了您和设备的安全，请操作人员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1、试验时机壳必须可靠接地。 

2、试验时不允许不相干的物品堆放在设备面板上和周围。 

3、开机前请检查电源电压:交流 380V±10%  50Hz。 

4、更换保险管和配件时，请使用与本仪器相同的型号。 

5、本仪器注意防潮、防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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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验完成后请确认被测设备已断电，并与其它带电设备断开。 

7、开机前请检查输出旋钮是否在零位。 

十一、运输、贮存 

1、运输 

设备需要运输时，建议使用本公司仪器包装木箱和减震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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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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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设备途中，面板应朝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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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应朝上。并在设备的底部垫防潮物品，防止设备受潮。 

十二、开箱及检查 

1、开箱注意事项 

开箱前请确定设备外包装上的箭头标志应朝上。开箱时请注意不要用力敲

打，以免损坏设备。开箱取出设备，并保留设备外包装和减震物品，既方便了

您今后在运输和贮存时使用，又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 

2、检查内容 

开箱后取出设备，依照装箱单清点设备和配件。如发现短少，请立即与本

公司联系，我公司将尽快及时为您提供服务。 

十三、其它 

本产品整机保修一年，实行“三包 ” ，终身维修，在保修期内凡属本公

司设备质量问题，提供免费维修。由于用户操作不当或不慎造成损坏，提供优

惠服务。 

我们将期待您对本公司产品提出宝贵意见，请收到设备后，认真填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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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反馈卡”及时寄回本公司。公司将对您所购买的设备建立用户档案，以便给

您的设备提供更快更优质的服务。 

如您公司地址和联系方式变更请及时通知，以便让我们给您提供及时的跟

踪服务。  

十四、产品附件 

1、智能控制台                                   1 台 

2、智能控制屏                                   1 台 

3、隔离箱                                       1 台 

4、智能控制系统说明书                           1 份 

5、变频器说明书                                 1 份 

6、移圈调压器说明书                             1 份 

7、试验变压器说明书                             1 份 

8、电气原理图                                   1 份 

9、产品合格证                                   2 份 

10、出厂检验报告                                3 份 

11、通讯线 232                                  1 根 

12、电缆线 6 芯                                  10m 

13、电缆线 24 芯                                 20m 

14、电缆线 12 芯                                 50m 

15、电缆线 7 芯                                  50m 

16、屏蔽线 2×1m2                                                                 180m 

17、屏蔽线 3×1m2                                                                  50m 

18、屏蔽线 3×0.3m2                                                                     110m 

19、光纤                                        50m 

20、工具箱                                      1 套  

21、电子防护围栏装置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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