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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欢迎您使用 ETCR3440 系列智能绝缘电阻测试仪。为了您的安全和保障仪

表正常使用，请先仔细读完此说明书，再进行操作。

一、产品简介

近年来随着电力事业的飞速发展,大容量设备的使用不断增加，用普通的兆欧表无法检

测其绝缘性能。ETCR3400 系列智能绝缘电阻测试仪采用先进的单片机控制流程，自动计算

吸收比和极化指数，内设等电位保护环和四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抗干扰能力强，输出电流大短

路电流大于 5mA，克服了普通型兆欧表短路电流小，测试不准确、易受干扰等弊端。仪器应

用于电缆、电机、发电机、变压器、互感器、高压开关、避雷器等大型设备的绝缘电阻测试。

仪器还带有充电功能可离线工作，是试验人员的最佳选择。

仪器主要特点

1．高分辨率液晶，全中文操作界面，读书清晰方便。

2．自动计算吸收比和极化指数，并自动储存 15 秒、1 分钟、10 分钟的每分钟数据便于分

析。

3．输出电流大，短路电流大于 5mA。

4．抗干扰能力强，能满足超高压变电站现场操作。

5．测试完毕自动放电，并实时监控放电过程。

6．内附可充电电池和充电器，当不使用背光灯时，充满电可连续使用 6～12 小时。

二、型号类别

型号 绝缘电阻量程 最大试验电压 短路电流 吸收比和极化指数

ETCR3440A 0.1M～400GΩ 5KV >5mA 有

ETCR3440B 0.1M～1000GΩ 10KV >5mA 有

三、主要技术性能

型 号 ETCR3440A ETCR3440B

功 能 测量绝缘电阻值 测量绝缘电阻值

准 确 度 ±(10%+5 字) ±(10%+5 字)

测量范围 0.1M～400GΩ 0.1M～1000GΩ

试验电压
设定范围： 0.5KV～5KV；
准确度： 5%±10V

设定范围： 0.5KV～10KV
准确度： 5%±10V

短路电流 >5mA

自动计算吸收比
和极化指数

有

充电功能 有，充满电可连续使用 6～12 小时

测量时间 1 分钟～10 分钟（与测量方式有关）

充电电源 180～270VAC，50Hz/60Hz±1% (市电或发电机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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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尺寸 35cm(长)×28cm(宽)×18cm(高)

仪器重量 5kg (不含电缆包)

工作温湿度 -10℃～50℃；80%rh 以下

存放温湿度 -20℃～60℃；70%rh 以下

绝缘电阻 50MΩ(1000v)(测量线路与外壳间)

耐 压 AC 3KV 50Hz 1min(测量线路与外壳间)

抗干扰能力 5000v 感应电

四、操作部件功能

1.L 接线端

“L”为高压输出端，称为线路端，由高压电缆引至被测线端，例如接至电机绕组、电缆线

芯。

2.G 接线端

“G”称为屏蔽端，用于三电极法测量绝缘材料或电缆的体积电阻，它接至三电极的保护环

端。

3.E 接线端

“E”称为地端，接至被测物的地、零端。例如电机外壳金属、变压器铁芯、电缆屏蔽层。

五、注意事项及其它

请注意安全，L为高压端！E 为地端,必需接大地！1T=1000G 1G=1000M

六、操作方法

（一）打开电源进入开机界面，如下图

（二）两秒后自动进入初始设置界面，如下图

绝缘电阻测试仪



4

1、光标在“常规”处，按“增大”“减小”键，分别显示：常规 / 吸收比 / 极化指数

选择“常规”时：默认测试时间 15 秒

选择“吸收比”时：默认时间 60 秒

选择“极化指数”时：默认时间 10 分钟

2、光标在“10KV”处，按“增大”“减小”键选择测量电压，分别显示：0.5KV /1.0KV /2.5KV

/5KV 四挡

3、光标在“设置”处，点击确定键进入，设置时间日期

进入设置 。

（1） 按启动键，进入时间显示与设置画面

时间显示与设置画面

（2） “退出”键 处于选中状态 ，按“启动”键 回到初始设置画面（图一）

（3） “设置”键 处于选中状态 ，按“启动”键 会在日期、时间下面出现小光标

按“增大”“减小”键修改日期时间。

（4） 修改完毕，按“启动”键 ，页面返回到开机界面

（5） 按“功能键”可以使 “设置” 与“退出” 循环处于选中状态。在修改日期时间时

候，循环移动小箭头

4、 光标在“查询”处，点击确认键，查看储存的数据

（三）点击“启动”进入测量界面，如下图

阻值 300MΩ
0.5KV U=498V I=250uA

2525S 80% 80%

常规 默认 15 秒

5KV
…………………………………………

设置 查询 启动

2016-05-24 08:39:15

退出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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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界面的上边有刻度尺显示阻抗值

阻值 300MΩ：是测试中瞬间阻值

0.5KV :是选择电压

U=498V :是实时电压

I=250uA :是实时电流

进度条中的“25s”：是测试时间

（四）测试完毕进入 常规测量结果界面，如下图

2016-09-01 00:00:00

常规 阻抗 R 0.5KV

……………………………………………

R 1.00MΩ
U = 498V I = 250uA

打印 存储 退出

吸收比测量结果界面

2016-09-01 00:00:00

吸收 K 10KV

……………………………………………

吸收比 PI 1.04

R15S 430 GΩ U 5030V

R60S 1.05 TΩ I 250uA 打印 存储

K 1.16 退出

极化指数测量结果界面

2016-09-01 00:00:00

极化 PI 5KV

……………………………………………

吸收比 PI 1.04

R15S 430 GΩ K 1.16

R60S 1.05 TΩ U 5030V 打印 存储

K 1.16 I 250uA 退出

K :是吸收比

PI :是极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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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过程按启/停键，或测量结束，显示放电画面

放电画面

150V 放电过程的瞬时电压。释放到 0V，界面转到测量结果界面

在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接触试品和测量线！
等放电完毕，建议用户对试品进行人工放电

七、参考接线图

（一）变压器接线

（二）套管接线

释放残电

15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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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缆接线

八、仪器原理简介

（一）结构

测量电压

数控调压器

0~5V DC-DC

0-5KV 分压

电路

测量电路

控制器 试品输入

液晶键盘

（二）各部分功能

液晶键盘： 负责键盘、显示。

数控调压器： 采用 PWM 电路高效率产 0-5V 标准输出。

DC-DC 0-5Kv：采用升压变压器，高效转换，输出 0-5kv 的直流高压。具有短路保护功

能

分压电路： 0-5KV 的高压，转换成 0-5 付，便于 AD 采集。

测量电路： 负责数据采集，电流变换等。

控制器 ： 将所有上述模块连接，完成测量。

（三）标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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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50150-200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中国电力行业标准“DL/T 595-2005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中吸收比定义为：在同一次

试验中，60s 时的绝缘电阻值和 15s 时的绝缘电阻值之比。

标准值

极化指数：

定义为：在同一次试验中，10min 时的绝缘电阻值和 1min 时的绝缘电阻值之比。

（四）常见被试设备绝缘电阻测试要求：

1.同步发电机及调相机

测量定子绕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及极化指数。

①各相绝缘电阻的不平衡系数不应大于 2.

②吸收比：对沥青浸胶及烘卷云母绝缘不应小于 1.3；对于环氧粉云母绝缘不应小于 1.6.

对于容量 200MW 及以上机组应测量极化指数，不应小于 2.0.

2.交流电动机

1000v 及以上的电动机应测量吸收比。吸收比不应低于 1.2，中性点可拆分的应分相测量。

3.电力变压器、电抗器及消弧线圈

绝缘电阻不低于产品出厂试验值 70%。当测量温度与产品出厂试验温度不同时，可以换算到

同一温度下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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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变压器电压等级为 35kv 及以上，且容量在 4000KVA 及以上时，应测量吸收比。②吸收比

与产品出厂值相比应无明显差别，在常温下应不小于 1.3，当 R60 大于 3000MΩ时，吸收比

可不做考核要求。

③变压器电压等级为 220kv 及以上且容量为 120MVA 及以上时，宜用 5000v 兆欧表测量极化

指数。侧得值与产品出厂值相比应无明显差别，在常温下不小于 1.3；当 R60 大于 10000M

Ω时，极化指数可不做考核要求。

4.互感器绝缘电阻测量

①测量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及外壳、各二次绕组间及其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值；不宜低于

1000MΩ.

②测量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段间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不宜低于 1000MΩ，但由于结构原因

而无法测量时可不进行。

③测量电容式电流互感器的末屏及电压互感器接地端（N）对外壳（地）的绝缘电阻，不宜

小于 1000MΩ。

5.电力电缆绝缘电阻测量

测量各电缆导体对地或对金属屏蔽层间和各导体间的绝缘电阻，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耐压实验前后，绝缘电阻测量应无明显变化；

②橡塑电缆外护套、内衬套的绝缘电阻不低于 0.5MΩ/km；

③测量绝缘电阻用兆欧表的额定电压，宜采用如下等级：

0.6/1kv 电缆：用 1000v 兆欧表。

0.6/1kv 以上电缆用 2500v 兆欧表；6/6kv 及以上电缆也可用 5000v 兆欧表。

橡塑电缆外护套、内衬套的测量：500v 兆欧表。

6.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绝缘电阻测量

①35kv 以上电压用 5000v 兆欧表，绝缘电阻不小于 2500MΩ。

②35KV 及以下电压用 2500v 兆欧表，绝缘电阻不小于 1000MΩ。

③低压（1kv 以下）：用 500v 兆欧表，绝缘电阻不小于 2MΩ。

④基座绝缘电阻不低于 5MΩ。

九、影响电阻或电阻率测试的主要因素

a．环境温湿度

一般材料的电阻值随环境温湿度的升高而减小。相对而言，表面电阻(率)对环境湿度比

较敏感，而体电阻(率)则对温度较为敏感。湿度增加，表面泄漏增大，体电导电流也会增加。

温度升高，载流子的运动速率加快，介质材料的吸收电流和电导电流会相应增加，据有关资

料报道，一般介质在 70C 时的电阻值仅有 20C 时的 10％。因此，测量材料的电阻时，必须

指明试样与环境达到平衡的温湿度。

b．测试电压(电场强度)

介质材料的电阻(率)值一般不能在很宽的电压范围内保持不变，即欧姆定律对此并不

适用。常温条件下，在较低的电压范围内，电导电流随外加电压的增加而线性增加，材料的

电阻值保持不变。超过一定电压后，由于离子化运动加剧，电导电流的增加远比测试电压增

加的快，材料呈现的电阻值迅速降低。由此可见，外加测试电压越高，材料的电阻值越低，

以致在不同电压下测试得到的材料电阻值可能有较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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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导致材料电阻值变化的决定因素是测试时的电场强度，而不是测试电

压。对相同的测试电压，若测试电极之间的距离不同，对材料电阻率的测试结果也将不同，

正负电极之间的距离越小，测试值也越小。

c．测试时间

用一定的直流电压对被测材料加压时，被测材料上的电流不是瞬时达到稳定值的，而

是有一衰减过程。在加压的同时，流过较大的充电电流，接着是比较长时间缓慢减小的吸收

电流，最后达到比较平稳的电导电流。被测电阻值越高，达到平衡的时间则越长。因此，测

量时为了正确读取被测电阻值，应在稳定后读取数值或取加压 1 分钟后的读数值。

另外，高绝缘材料的电阻值还与其带电的历史有关。为准确评价材料的静电性能，在

对材料进行电阻(率)测试时，应首先对其进行消电处理，并静置一定的时间，静置时间可取

5分钟，然后，再按测量程序测试。一般而言，对一种材料的测试，至少应随机抽取 3～5

个试样进行测试，以其平均值作为测试结果。

d．测试设备的泄漏

在测试中，线路中绝缘电阻不高的连线，往往会不适当地与被测试样、取样电阻等并

联，对测量结果可能带来较大的影响。为此：

为减小测量误差，应采用保护技术，在漏电流大的线路上安装保护导体，以基本消除

杂散电流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高电压线由于表面电离，对地有一定泄漏，所以尽量采用高绝缘、大线径的高压导线

作为高压输出线并尽量缩短连线，减少尖端，杜绝电晕放电；

采用聚乙烯、聚四氟乙烯等绝缘材料制作测试台和支撑体，以避免由于该类原因导致

测试值偏低。

e．外界干扰

高绝缘材料加上直流电压后，通过试样的电流是很微小的，极易受到外界干扰的影

响，造成较大的测试误差。热电势、接触电势一般很小，可以忽略；电解电势主要是潮湿试

样与不同金属接触产生的，大约只有 20mV，况且在静电测试中均要求相对湿度较低，在干

燥环境中测试时，可以消除电解电势。因此，外界干扰主要是杂散电流的耦合或静电感应产

生的电势。在测试电流小于 10-10A 或测量电阻超过 1011欧姆时；被测试样、测试电极和测试

系统均应采取严格的屏蔽措施，消除外界干扰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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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装箱清单

名称 数量

主机 1 台

测试线 3 根

电源线 1 根

工具包 1 个

说明书、合格证 1 份

本公司不负责由于使用时引起的其他损失。

本用户手册的内容不能作为将产品用做特殊用途的理由。

本公司保留对用户手册内容修改的权利。若有修改，将不再另行通知。

广州市铱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彭上致富路 4号 F栋 3楼

邮 编：510440

网 址：www.etcr.cm.cn

传 真：020-62199550

销售直线：020-62199551 62199552 62199553 62199554

售后直线：020-62199557

技术直线：020-62199558 6219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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