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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1 引言 

    TH2773A型电感测量仪是一种易操作、智能化的电感参数测量仪器，它运用 

先进的测量原理，其优越的功能设计使操作过程最简化，仪器价格低廉，测试 

速度快（可达８次／秒）,能在不同测试频率下对不同范围的电感进行测试，为 

广大使用单位的电感器进货检验和生产线快速分选提供了最佳选择。 

     仪器突出了其简单实用的分选功能,这种功能的参数设置简便易行,结果指 

示直观,同时可以选择讯响信号以供辨别。 

1.2 主要技术指标 

1.2.1   测量参数:  

        电感量 L, 品质因数 Q 

1.2.2   测量频率: 

        1kHz±0.02％ 

        100Hz±0.02％ 

1.2.3   基本测量精度: 

        L: ±[1uH+0.3％(1+0.2mH/L+L/20H)](1+1/Q) 

        Q: ±0.2% 
1.2.4   测量范围: 

        L: 0.1uH～100H 

        Q: 0.1～999.9 

1.2.5   测试电平: 0.3Vrms(空载) 

1.2.6   测试速度: 约 8次/秒 

1.2.7   预置范围: (拨盘开关) 

        标称电感量     0.01uH～990H 

        电感量误差极值  -99.9～99.9％ 

        品质因数极值        0～99.9 

1.2.8   温度: 0°C～40°C 
        湿度: ≤80％RH 

1.2.9   电源电压: 220V±10％    频率: 50Hz±5％ 

        功耗: ≤30W 
1.2.10  体积和重量 

        体积  270×130×300 
        重量  约 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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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功能 

1.3.1.  显示方式: 双显，电感量 L (或百分比误差 Δ％ )、品质因数( Q ) 

        同时显示 

1.3.2   频率: 转换开关按下为 100Hz , 弹出为 1KHz 

1.3.3   清零: 操作清零键可进行仪器的短路清零 

1.3.4   分选功能: 

        当 Q、Δ％均满足极值要求时, PASS灯亮, 并发出合格讯响(可开关) 

        当 Q不合格时, QNG 灯亮 

        当 Δ％ ≥ 上极值时, 上超灯亮 

        当 Δ％ ≤ 下极值时, 下超灯亮 

1.3.5   仪器具有较强的抗冲击保护能力。 

1.4 仪器前后面板说明 

序号 名      称 说     明 功        能 

1 电源开关  按至 ON , 电源打开 

2 商标、型号   

3 显示 四位半数字显示   显示 L、△% 

4 显示 四位数字显示 显示 Q 的值 

5 生产公司   

6 琴键开关 选择清零显示为 L-Q、△

%-Q 

选择频率 

 

L:显示结果为直接电感量值: 

△%显示百分比误差 

 L，△% 皆弹出为拨盘检测 

CLR: 进行短路清零 

f: 按下 100Hz  弹出 1KHz 

7 拨盘开关 8、4、2、1BCD码 四组分别为电感极限、品质因

数极限和电感量上、下限 

8 LED 指示  根据分选结果指示合格、上 

超和下超差状态、Q超差 

9 测试端 HD、HS、LD、LS 

信号测试端 

HD: 电压激励高端 

HS: 电压取样高端 

LS: 电压取样低端 

LD: 电压激励低端 

10 接地端 接地线端 用于外接被测电感器的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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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前面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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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后面板示意图 

 

 

 

  后面板说明: 

序号 名    称 说      明 功        能 

 

１ 

 

讯响开关 

 

二档开关 

当处于 ON 时,电感器合格,PASS灯亮 

时,讯响器鸣叫,其它状态不鸣, 当处 

于 OFF 时, 切断讯响器           

   ２ 电源插座 

   ３ 保险丝座 １Ａ 保险丝  

   ４ 铭  牌 

 

 

 

 

 

220V 50Hz 
制造日期： 1998年 5月   编号： 98008  

常州同惠电子有限公司 

2 

4 3 



TH2773A  型电感测量仪使用说明书 

第 5 页 共 14页 

第二章    仪器操作及说明 

2.1 注意事项 

2.1.1  仪器开箱后按照仪器装箱单,检查是否相符。 

2.1.2  在对仪器进行操作前,首先应详细阅读本说明书, 或在对本仪器熟悉的人 

       员指导下进行操作,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疑问。 

2.1.3  电源输入的相线 L ,零线 N 应与本仪器电源插头上的相线、零线相同。 

2.1.4  将测试所用夹具或测试电缆连接于本仪器前面板标为 HD、HS、LS、LD四 

       个测试端上。使用测试电缆时应将 HD与 HS短结, LD与 LS短结。对具有屏 

       蔽外壳的被测件,应把屏蔽层与仪器地"⊥"相连。 

2.1.5  仪器应在技术指标规定的环境中工作, 仪器特别是连接测试件的测试导 

       线应远离强电磁场, 以免对测量产生干扰。 

2.1.6  仪器测试完毕或排除故障需打开仪器时, 应将电源开关置于 OFF 位置并 

       拔下电源插头。 

2.2 操作步骤 

2.2.1  电源 

       插上电源插头, 将面板电源开关按至 ON , 显示窗口应有数字显示, 否则 

       重新启动电源。预热 15分钟, 待机内达到热平衡后, 进行正常测试。 

2.2.2  连接被测电感 

       根据实际测试件, 选择合适的测试夹具或测试电缆。选用测试电缆应保 

       证 HD、HS,  LD、LS在末端短接。被测件引线应清洁, 与测试端保持良好 

       接触。 

2.2.3  显示 

2.2.3.1按下琴键开关, 选择显示方式为电感量(L)、百分比误差(Δ％)。 

           直读 L状态, 仪器在使用者将被测件插入后所获得的测量值并不直接 

       送显示,而是判断该次测量是否选择了最佳量程, 当在最佳量程时才将 

       数据送交显示。仪器以四位半显示电感量，以四位显示品质因数 Q  。 

           百分比误差Δ％状态, 仪器根据面板拨盘上所设定的数值而确定 

       量程,则每次测量后即可输出结果, 这样仪器的测试速度较快, 为指标所 

       定的 8 次/秒, 此状态实用于成批快速测试, 输出结果以三位百分比误 

       差显示，以四位显示品质因数 Q 。设标称值为 L, 测量值为 Lx, 则: 

       Δ％=[(Lx-L)/L]×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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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Δ％状态进行测量时,标称电感量的设置方式为 L×10n  uH 
       例:设置标称电感量 47mH,则: 
 
                 47mH=47×103  uH=0.47×105  uH 
      拨盘开关按至下述状态: 

        设定值应转化为小数两位有效数字和权位一位有效数字。 

2.2.3.2若同时弹出 L和Δ％开关, 仪器进入拨盘检测状态。分别显示所设置的电 

       感量标称值(L)、上限值(L- )、下限值(L- )和品质因数极值(ｑ- )。此时 

       只须按下 L或Δ％方式键,仪器完成本次检测后将会自动进入测试状态。 

2.2.4  分选功能 

2.2.4.1在电感器生产和进货检验时, 常常需对大量同规格的电感器进行测试, 以 

       判定该批电感器的质量情况。这种情况无需知道元件的具体数值, 而仅需 

       得知其参数是否存在于某一特定范围, 即分选。对于仪器的要求便是能快 

       速简便地获得所需结果。TH2773A型电感测量仪提供了一档电感量分选和品 

       质因数合格分选的功能。在电感量直读 (L)、百分比误差(Δ％)、品质因 

       数(Q)状态时, 分选功能皆有效。 

2.2.4.2百分比极值、品质因数极值的设置 

       档限设置时, 拨盘开关数据所表征的电感量合格档极值为百分比形式,且 

      上限默认为正值, 下限默任为负值。 

             例:   设置电感量档限 -12.3％～45.6％  则 

 

             例:   设置品质因数极值 10.2   

 

 

     品质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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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选判别流程见图 2-1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图 2-1 分选判别流程 

 

           将电感量和品质因数极值设置完毕后, 使用者只需插入电感, 观察 

       面板指示灯即可判别电感是否合格。若将后面板上的讯响开关打开, 则  

       PASS 信号输出时, 仪器内部蜂鸣器将发出声响。 

Qx≥Q— QNG灯亮 QNG灯灭 

∆％≤L— 

∆%≥L— 

OVER灯亮 

DOWN灯亮 

Qx≥Q— 

PASS灯亮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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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短路清零功能 

      TH2773型仪器具有短路清零功能。将仪器测试端处于短路状态，按放清零键

CLR，仪器测量出短路分布参数LO， 在接上被测电感LX后，仪器用测试结果减去分布

参数即得到被测电感的实际值(LX = LX′-LO)。 
2.2.6  误差说明 

     按仪器的环境条件与电源条件见 1.2 节, 仪器满足 L 基本精度 0.3%、Q  

基本精度 0.2%  的范围是有限的,若需准确评价仪器对某种电感量的电感器的误 

差,应遵循 1.2.3 节。在不同频率下满足基本精度的范围如下:(此时按 1.2.3 节, 

应视 Q 为理想状态无穷大 ) 

         1KHz  : 100 uH  ～ 1  H 

         100Hz : 1 mH    ～ 10 H 

    上面忽略了误差因子(1+1/Qx), 所实现测量电感器之 Q 值较小, 还应考虑 

 Q 的影响。如按公式所得 L 精度为 0.8% , 而 Q=100, 则实际精度应为 0.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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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维护及修理 

3.1 用户维修 

3.1.1 注意事项 

3.1.1.1 本仪器维修需有一定经验的专门人员进行维修 

3.1.1.2 维修时请不要擅自更换仪器内部的标准频率和电阻器件,不能擅自调整 

        可调电位器, 对上述部分更动后, 仪器需重新对标, 以免影响测试精度 

3.1.1.3 由于用户盲目维修,更换仪器部件, 造成仪器重大损失者不属保修范围, 

        由用户承担维修费用 

3.1.2 仪器性能检查 

3.1.2.1 按动显示转换键, 仪器功能应能准确改变,拨盘数据输入正确 

3.1.2.2 正常运行, 仪器已检查了全部工作电路, 仪器无需重新调校,因为仪器 

        的频率标准和电阻标准是很稳定的, 根据用户实际情况, 可用以下器件 

        粗略检查仪器工作情况 。1mH、10mH、1H 三只标准电感进行测量, 把 

        量结果按前述误差公式进行计算, 若计算结果在误差范围内, 仪器正常 

3.1.2.3 数据有效性 

         根据仪器显示数据的跳动情况检查仪器的正常与否是用户经常采用的 

         方法之一。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a:开机预热十五分种后进行观察 

    b:选择测量的电感器应是稳定的,最好使用标准电感器 。 

    c:跳动数字范围的判定, 本仪器尾数跳动范围以其精度的三分之一为允许 

      范围(被测电感器应是稳定的)。例 1KHz 时测 10mH 电感,其允许误差为 

      ±0.3% , 其允许跳动的范围为 ±9～10 个字, 其数字可在 9.990 至 

      10.010mH 间。又如 100Hz时 100H 电感器查其精度为 1% , 则可跳动的范 

      围为 99.66～ 100.33 H 。 

3.1.3  故障分析 

3.1.3.1  注意事项 

  a:须打开仪器进行开箱检查时, 首先应断开电源。 

  b:维修前应首先了解仪器的工作原理、框图、电原理图和装配图。 

  c:仪器中, 数字信号电平应为低电平, 低于 0.5V, 高电平高于 3 V , 或是在 

    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快速转换脉冲信号。 

  d:某一数字信号源不正常, 常会在信号线上产生约为+2V 的电流电平。 

  e:下述故障分析主要针对仪器信号产生、测量、处理等方面故障, 若仪器微机 

    部分出现故障, 一般请送回当地维修点或本公司维修,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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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常见故障分析 

  a:开机后死机, 此种情况可开、关电源数次,若无法使仪器恢复正常,一般检查  

    A1 控制板 R101、C101有无损坏。+5V 电源是否正常。 

  b:由于电感带了较高电压而加于测试端, 可能损伤 V205～V208,此时可能仪器 

    读数错误, 或数据跳动加剧, 一般判断为 R213(3Ω 1W)开路或阻值加大, 另 

    继电器 K202 可能损坏。 

  c:电感量读数正常, 品质因数 Q 明显增大, 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1.测试端接触 

     不良或夹具不清洁。2.N207(CD4052)性能变差。 

  d:某一量程测试正常,而某一量程读数出错, 可能是 N206(BU4053)有问题。 

  e:显示板错误: 1. 若整个显示板无显示, 检查主机。3. 某一段不亮, 则该数码 

    管坏。 

3.1.4  仪器信号检查 

       仪器故障根据 3.2.3.2 不能解决或不属以上问题之一, 则需对仪器进行 

       更深一步的检查分析。以下检查未指出问题所在, 但各点信号检查于本 

       手册不符则在该部分进行检查。 

3.1.4.1  电源 

       在出现任何故障进行检查前, 首先应检查电源部分是否正常。 

引出脚号 标  准 电       压 功       能    

X105-1 +5V +5V±0.3V 供数字电路 

X105-3 DGND 0V 数  字  地 

X204-1 +5V +5V±0.3V 供模拟电路 

X205-1 AGND 0V 模  拟  地 

X205-2 -8V -8V±0.4V 供模拟电路 

X205-3 +8V +8V±0.4V 供模拟电路 

3.1.4.2 测试信号产生 

        此部分分为两个方面  a.频率信号  b.正弦信号产生 

  以下各信号均用示波器进行检查。 

a.检查 A1 板 

  1、D111(74LS04) 之 10脚为 7.68MHz时钟信号 

  2、D112(74LS93) 之 3 脚为 1.536MHz时钟信号 

  3、D113(74LS93) 之 3 脚为 256KHz  方波信号 

  4、D114(74LS93) 之 2 脚为 25.6KHz 方波信号 

  5、D117 之 1～7 脚应有基频为 1KHz 或 100HZ 的倍频信号 

b. A2 模拟板 

  1、N206 的 6 脚应有 10 Vp_p (峰-峰) 的阶梯正弦波 

  2、R213 一端应有 0.3Vrms (有效值)或 0.8V(峰-峰)的正弦波, 此信号经过 

     限流电阻后加至被测电感上。 

3.1.4.3 差分放大及鉴相 A/D 信号检查 

     流过被测电感上的电流信号及电压信号由 N207 切换, 经 N208 差分放大 

  后送至鉴相器。 

     检测 N208 之 7 脚输出, 应有两个幅度不同、不断交替变换的正弦波信号, 

  这两个信号即为经过差分放大后的电压、电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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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测试端被测件去掉后, 上述电流信号将为 0 电平。 

     检测 N208 之 8 脚输出, 此为鉴相输出, 此信号交流成分为测试信号的两倍, 

 且为阶梯形式, 并有一定的直流成分, 每组有八个, 即电流、电压信号在 00 、 

 900 、1800 、2700  各进行一次鉴相。信号形式如下: 

 

                   图 3-1 鉴相信号形式 

                   图 3-2 鉴相信号波形 

 

     检测 N210 之 7 脚输出, 此信号即为“电荷平衡”A/D 转换器之积分输出,  

  输出波形见 图 3-7 

     由于 A/D 转换器在微处理器控制下形成一闭环系统, 若 A/D 控制部分微机 

  控制电路发生故障, 一般请送回本公司或当地维修点进行维修, 此处不再详述。 

 

     上述信号在检查时若有误, 则可在本级进行排除。 

 

3.1.5  基准 

      模拟信号的定标、发生及 A/D 转换、比较均与仪器内一基准有密切的关系, 

  本系列仪器由稳压管 V223、三极管 V224 及外围电路组成 +5V 基准。 

     用示波器观察 V224 的 e 脚应为 +5V 直流信号或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应为 

  精确的 +5V 直流电压。 

 

    *****   注意   ***** 
 

    在本系列仪器中, 模拟信号地和数字信号地(分别标为 AGND 、DGND) 是绝对 

    分开的,仅在电源进行一点连接, 维修时切忌将此两点连接, 否则将产生意想 

    不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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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套及保修 

4.1 成套 

     仪器出厂时应具备以下几相内容: 

     1>  TH2773A型电感测量仪                                    1 台 

     2>  五端测试电缆                                           1 付 

     3>  三芯电源线                                             1 根 

     4>  保险丝                                                 2 只 

     5>  使用说明书                                             1 份 

     6>  产品合格证                                             1 张 

     7>  保修卡                                                 1 张 

     8>  装箱单                                                 1 张 

     9>  测试报告                                               1 张 

     用户收到仪器后, 开箱检查应核对上述内容, 若发生遗缺, 请立即与本公司 

  或经营部门联系。 

4.2 保修 

     保修期:使用单位从本公司购买仪器者, 自公司发运日期起计算, 从经营部门 

  购买者, 自经营部门发运日期起计算, 保修期十八个月。保修时应出具该仪器的 

  保修卡。本公司对所有发外仪器实行终生维修的服务。 

     保修期内, 由于使用者操作不当而损坏仪器者, 维修费由用户承担。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