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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校验及校正声明 

深圳安规检测设备有限公司特别声明，本手册所列的仪器设备完全符合本公司一般型录上所

标称的规范和特性。 本仪器在出厂前已经通过本公司的厂内校验。 本公司校验用的所有

仪器设备都已委请中央标准局认可的检验中心作定期校正，校验的程序和步骤是符合电子

检验中心的规范和标准。 

 

产品质量保证 

深圳安规检测设备有限公司保证所生产制造的新品仪器均经过严格的质量确认，

同时保证在出厂两年内，如有发现产品的施工瑕疵或零件故障，本公司负责免费给予修复。

但是如果使用者有自行更改电路、功能、或径行修理仪器及零件或外箱损坏等情况，本公

司不提供免费保修服务，得视实际状况收取维修费用。如果未按照规定将所有地线接妥或

未按照安全规范操作仪器而发生异常状况，本公司恕不提供免费保修服务。 

 

本保证不含本仪器的附属设备等非深圳安规检测设备所生产的了附件。 

在两年的保固期内，请将故障机组送回本公司维修中心或本公司指定的经销商处，本公

司会予以妥善修护。 

如果本机组在非正常的使用下、或人为疏忽、或非人力可控制下发生故障，例如地震、

水灾、暴动、或火灾等非人力可控制的因素，本公司不予免费保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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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全规则 

1.1 一般规定 

1． 手册内容若有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2． 本手册若有不详尽之处，请直接与本公司总部联系。 

3． 使用测量仪前，请认真阅读该用户手册，按用户手册要求使用。 

4． 测试仪电源必须安全接地。 

1.2 维护和保养 

1.2.1 使用者的维护 

为了防止意外触电的发生，请不要自行打开机器的盖子。如果机器有异常情况发生，

请寻求公司或其指定的经销商给予维护。所附的方块图仅供参考之用。 

1.2.2 定期维护 

本接地电阻测试仪、输入电源线、测试钳和相关附件等每年至少要仔细检验和校验一

次，以保证使用者的安全及测试仪的精确性。如果测试仪是用于生产现场或其它恶劣条件下，

必须缩短检验周期。 

1.2.3 使用者的修改 

使用者不得自行更改机器的线路或零件，如被更改，机器的保证则自动失效且本公司

不负责更改产生的责任。使用未经公司认可的零件或附件也不予保证。如发现送回检修的机

器被更改，公司会将机器的电路或零件修复为原来设计，并收取维修费用。 

 

第二章    安规介绍—交流接地电阻测试 

2.1 测试的重要性 

在消费意识高涨的现今社会，每一个电气和电子产品的制造商，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将

产品的安全做好。每一种产品的设计必须尽其可能，不让使用者有触电的机会。纵然是使用

者发生错误操作也不应有触电可能。为了达到一般公认的安全要求，必须使用“接地电阻测

试仪”。 

下列各种状况必须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产品的安全性能： 

设计时的功能测试------确定设计的产品能达到要求的条件。 

生产时的规格测试------确认生产的产品能达到要求的标准。 

品保时的确认测试------确认产品的品质能符合安规的标准。 

维修后的安全测试--- --确认维修后的产品能符合安规的标准。 

2.2 交流接地电阻测试 

接地电阻测试主要测量器具接地线与机壳之间的接触点的电阻。测量的方式是依照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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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在接触点上流过一个电流，然后分别测量电流和接触点的电压值，再依照欧姆定律计

算出电阻值。通常是流过一个较大的电流，模拟器具发生异常时所出现的异常电流状况，做

为测试的条件。如果器具上接地线的接触电阻能通过这种恶劣条件的测试，在正常使用的条

件下，这台器具应该较为安全。 

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技术规格，基本上安规规范要求在接触点上流过一个恒定的电

流，这个电流必须维持一段规定的时间。假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接触点的电阻保持在规定的

范围内，就可以确定若在正常条件的状态下运转，器具应该较为安全。适当的设计和妥善的

施工，可以让使用者免受意外触电的威胁。 

测量接触电阻虽然可以使用一般电阻表测量，但是电阻表所能输出的电流通常很小，

不符合安规规范的要求，无法被安规检验机构认可，必须使用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

一般使用者会经常触摸到的器具，其接地电阻测试规格除了 CSA 的规范要求 30 安培外，大

多数的安栓机构都要求 25 安培，而接触点的电阻值必须低于 100mΩ，同时电流必须持续 60

秒，而接触点的电阻值必须持续低于 100mΩ。对于使用者不易触摸到的器具的规格，通常

比较宽松，一般要求电流为 10 安培，而接触点的电阻值需低于 500mΩ，但是时间仍为 60

秒。国际上仍然有些规格高于上述的标准，而以器具的额定输入电流的 5 倍为测试的标准，

而接触点的电阻值仍要求低于 100mΩ，测试时间为 60 秒。这些产品大多数为电机类的器具，

其危险性较高，所以规格的要求会较一般性的器具为高。 

在目前世界上的安规规范中，有些要求要先测量接地线的接触电阻，接触点的电阻必

须符合规定后，才能进行绝缘耐压测试。这主要在防止因接地线未接妥，而误以为绝缘或耐

压良好。 

接地测试器有交流和直流输出形式，形式都能正确测量出接触点的电阻值，但这两种

形式对于不良接触点的实验结果有着显著的不同。因为电阻值的计算基准为电压和电流的有

效值，而直流的有效值和波峰值相同，然而交流的波峰值为有效值的 1.414 倍。所以交流在

波峰时，其电流值同样为直流的 1.414 倍。以交流的波峰点为两者对于接触点所产生的能量

比较时，依照功率的定理（功率=电流的平方*电阻）计算时，交流波峰瞬间对于接触点所

产生能量为直流的 2 倍。 

目前安检机构虽然允许两种形式的接地测试器可以使用，但是在选择接地电阻测试仪

规格中却特别推荐使用交流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其次，一般的器具大多是以市电做为电源供

应，而市电本身就是交流电，所以用交流的接地电阻测试器做为测试的标准，完全符合实际

的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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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概述 

3.1 产品简介 

AG9600 系列智能型全自动接地电阻测试仪，具有恒流 10~30A 输出，电流输出频率

50Hz、60Hz 可设置，可测 500 mΩ 范围内的接地电阻。具有同类仪器最高的分辨率：0.１mΩ

及最高的准确度：２.０％。本仪器将优越的性能和简便的操作结合在一起，既能适用生产

现场流水线测试检测的需要，又能满足实验室高准确度测量的要求。仪器具有 RS-232C 串

行通讯及遥控接口，可实现仪器与计算机的通讯和自动化测试。 

    本系列测试仪所提供的测试线路符合 GB4706.1 家用或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性能检测原

理通用要求，GB4706.2— GB4706.16、GB5956、GB9706.1 家用、医用或类似用途电器的特

殊检测要求（一），及家用电器的国家检测标准。 

3.2 测试原理 

测试仪以 Intel 16 位微控制器为核心，由数字波形发生器产生标准测正弦波信号，通

过线性功放输出 10—30A 恒流，电流信号由 A/D 转换器采集处理后与设定电流进行比较，

微控制器根据比较结果自动调节正弦波信号的幅值，最终使输出电流稳定在设定输出的电流

值上；该恒流输出电流流过被测（接地）电阻后，产生的电压信号也被采集到，经过信号处

理及相关计算后，得到被测（接地）电阻的阻值。通过显示电路将测量结果显示出来。 

3.3 产品优点 

1、 全数字正弦波发生器，无触点线性功放直接恒流输出 

2、 恒流输出稳定、不失真，测试准确度相应大幅度提高 

3、 输出无升流变压器，整机体积、重量大大降低，可靠性提高 

4、 输出回路自动检测功能 

5、 四端子测试，分辨率 0.1mΩ 

 

第四章 技术指标 

 

4.1 整机规格 

项目                 型

号 

AG9613 

工作电源 AC  220V±10%，50HZ±5% 

整机空载功耗 约 20W 

使用环境 温度：20±10℃； 相对湿度：≤60%  RH  

外型尺寸          393(mm)长×305(mm)宽×116(mm)高 

重量 约 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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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参数 

项目                型号 AG9613 

 

输出电流 交流 10~30A 

输出电流频率 50Hz/60Hz 

输出电流误差 ±（2%设定值） 

电阻测量范围 
11~30A 档，1~120 mΩ 

10A 档，5—500 mΩ 

电阻测量精度 ±（2%读数值+2mΩ） 

时间设置范围 1~999S 

显示方式 数码管（LED） 

4．3 测量接线方式 

四线式测试 

4．4 预置功能 

   可预置输出恒流电流值、测量电阻合格上限值、测试时间、输出频率等数值，并可自动

保存。 

4．5 报警功能 

4．5．1 若时间设为 0，即连续测试情况下，报警功能如下： 

测试时，若测试输出回路开路（接地电阻很大或恒流输出线故障），无电流形成时，测

试仪不合格灯亮，同时蜂鸣器发出“嘀—嘀—嘀”提示报警音，测试继续进行。 

当实测电阻值大于合格上限值时，测试仪不合格灯亮，同时蜂鸣器发出持续的提示报警

音，测试继续进行。 

4．5．2 若时间设置不为 0，则测试结束后，才进行报警处理：    

测试结束时（时间归零），若测试输出回路开路或当实测电阻值大于合格上限值时，测

试仪不合格灯亮，同时蜂鸣器发出持续的提示报警音，测试停止。 

4．6 回路自动检测功能 

启动测试后，测试仪自动检测外部接地电阻回路，若存在接地电阻，则自动输出设定的

恒流值，如不存在接地电阻回路，则停止恒流输出。整个测试过程中，不须进行按键操作。 

 

第五章 使用安装 

5．1 拆封和检查 

接地电阻测试仪是包装在一个内部使用泡棉保护的纸制包装箱内。如果收到时的包装

箱有破损，请检查机器的外观是否有无变形、刮伤、或面板损坏等。如果有损坏，请立即通

知公司或其经销商，并请保留包装箱和泡棉，以便了解损坏发生的原因。我们的服务中心会

为您修复或更换新机。在未通知公司或其经销商前，请不要立即退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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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意外触电的发生，请不要自行打开机器的盖子。如果机器有异常情况发生，

请寻求公司或其指定的经销商给予维护。所附的线路和方块图供参考之用。 

5．2 使用前的准备 

接地电阻测试仪使用 AC220V±10%，50HZ±5%的单相电源。同时必须使用正确规格的保

险丝(F5A)。在更换保险丝前，必须关闭输入电源，拔下电源线，以避免危险。 

在接上工作电源前，必须先确认所使用的电源插座是否带有地线。接地电阻测试仪是

使用三芯电源线，当电源线插到具有地线的插座时，即已完成机壳接地。 

5．3 储存和运输 

5．3．1 周围环境 

接地电阻测试仪可以在下列的条件下储存和运输： 

   环境温度：—20℃到 55℃； 

   必须避免温度的急剧变化，温度急剧变化会使水气凝结于机器内部。 

5．3．2 包装方式 

5．3．2．1 原始包装 

请保留所有的原始包装材料，如果机器必须返回维修，请用原来的包装材料包装。且

提前与公司的维修中心联系。送修时，请务必将电源线和测试线等全部的附件一起送回，并

请注明故障现象。另外，请在包装上注明“易碎品，请小心搬运”等字样。 

5．3．3．2 其它包装 

如果无法找到原始包装材料来包装，请按照下列说明来包装： 

1） 先用塑料布将机器包好； 

2） 再将机器置于可以承受 10公斤的纸箱中； 

3） 机器的周围必须使用可防震的材料填充，厚度大约为 30 到 40 毫米，机

器的面板必须先用厚泡沫塑料保护。 

4） 妥善密封箱体。 

5） 注明“易碎品，请小心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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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面板结构及显示 

6．1 、AG9613 面板结构 

6．1．1 前面板说明 

     2        3            8           9             10          11     11 

 

 

 

 

 

 

 

 

 

 

     1                      4         5      6       7           12     12 

1．电源开关 

标有国际标准“1”（ON）和“0”（OFF）符号的开关，作为输入的电源开关。 

2． 停止键 

红色的无锁按钮，内部同时含有指示灯。在测试进行时，可关闭报警声进入等

待状态，在测试进行中，也可以作为中断测试的开关。在待测物未能通过测试

时，报警声响起，这个红色指示灯会亮。按此开关可停止报警，进入等待状态。

红色 LED 指示灯，测试结束后，测试失败时点亮，同时报警声响起，报警时间

出厂设置为长鸣。 

3． 启动键   

绿色的无锁按钮，内部同时含有指示灯，可作为测试的起动开关。绿色 LED 指

示灯，测试结束后，通过测试时亮，表示合格。 

4． 设置键 

进入设置状态；在设置状态选择设置参数。 

5． 减键 

在设置状态，作为参数数值输入键。 

6． 增键 

在设置状态，作为参数数值输入键。 

7． 退出键 

离开设置状态功能键，并且保存设置数据。 

8． 电流显示窗口 

在等待状态显示０．０，在设置态显示输出设定电流数值，在测试态显示输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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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9． 电阻显示窗口 

在等待状态显示０．０，在设置态显示报警电阻上限数值，在测试态显示测试

接地电阻。 

10． 时间显示窗口 

在等待状态显示０．０，在设置状态显示时间设置数值，在测试状态显示时间

倒计时。 

11．黑色端子为电阻电压测试端子。 

12．红色端子为交流电流输出端子。 

6．1．2  后面板说明 

输入电源插座、保险丝座，散热孔位于测试仪后面板。 

 

6．2 各工作状态说明 

 AG9613 各状态说明 

（１） 等待状态显示 

开机时，测试仪进入等待状态，等待状态显示全为 0。等待状态有两种操作： 

A． 可以按预置键，进入设置状态 

B． 可以按启动键，进入测试状态 

 

０．０       A  ０．０      mΩ             ００       s 

                                                

（２） 参数设置状态 

     在等待状态下按“设置”键即进入参数设置状态，图中所列参数按“设置”键时可依

次闪动，按“∧”或“∨”键可改变闪动处的参数数值。设置完各测试参数后，按“停

止”键，可返回等待状态，显示回复为全零。 

（３） 测试状态 

     当仪器处在等待状态时，按“启动”键可进入测试状态，此时电流输出端子可输出设

置的测试电流，各显示窗口显示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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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测试参数设定 

7．1 一般说明 

 按“设置”键即可进入参数设定状态，每按一次“设置”键，会转到下一个设定项目，

设定值可自动存入记忆内存，即使关掉输入电源后也不会被清除，除非再经过下一次设置。 

在参数设置状态，“∧”或“∨”键是参数数值的输入键。连续按住“∧”或“∨”则

自动转为快速输入模式。 

在参数设置过程中，如果只需改变个别参数的设置，则可以在此参数设置完成后按“停

止”键，退出参数设置状态，转入等待状态。 

7．2 设置准备工作 

打开前面板电源开关，测试仪进入等待状态。 

7．3 参数设置 

AG9613 参数设置 

（1） 按一下“设置”键，进入参数设置状态，电流显示窗口显示闪动的设置电流值，

按“∧”或“∨”键可改变输出电流设置数值。 

（2） 再按动“设置”键至电阻显示窗口数值闪动，用“∧”或“∨”键改变接地电

阻报警上限设置值。 

（3） 再按动“设置”键至时间显示窗口数值闪动，用“∧”或“∨”键改变输出时

间设置值。输出时间设为 0时，可控制测试启动为连续输出。 

（4） 再按动“设置”键，可重复（1）--（3）步。 

（5） 按“停止”键，可退出参数设置状态，回到等待状态。显示全为 0，此时，测

试参数已保存至记忆内存。 

 

第八章   操作方法 

8．1 外部接线 

     本仪器随机附带测试钳两把，测试前应先将测试钳与测试仪连接，然后其中一把测试钳

夹住待测电器的电源线接地端，另一把测试钳夹住电器的金属外壳，此时可启动仪器进行测

试。 

8．2 使用方法 

1．仪器使用单相 220V/50Hz 市电电源，使用前请检查供电插座须有可靠接地端子，然后方可

使用单相三线电源线连接本仪器和电源插座。 

2．将两把测试钳的香蕉插头与仪表面板上的四个接线柱按照颜色对应连接。 

3．任一把测试钳夹住待测电器的电源线接地端，另一把测试钳夹住电器的金属外壳。 



 

 11 

4．如果要重新设定测试参数，请按“设置”键，进行参数设定，设置步骤请参阅第七章。 

5．参数设置完成后，请按“停止”键回到等待状态。 

6．如果要进行测试，请按“启动”键，此时仪器进入测试状态，启动灯亮，计时窗口开始到

计时，输出端子输出设定电流。 

7．测试过程中，若测试钳从待测电器上移走，则测试电流自动停止输出，此后直到测试结束

前，测试仪启动自动回路检测功能，此时若测试钳重新夹住接地电阻，则测试仪可自动启动电

流输出，重新开始测试。 

   测试结束后，测试仪自动关闭输出，同时绿色合格灯点亮，以表示通过测试，若要继续测

试可再按“启动”键。 

若测试进行中要中止测试，请按“停止”键，测试仪可立即停止输出。回到等待状态。 

若要继续进行测试，请按“启动”键，将重新开始测试。 

8．如果待测接地电阻超过报警上限值，测试时间结束后，测试仪停止输出，蜂鸣器持续报警，

显示器显示失败时的电阻值，同时红色“不合格”灯亮。此时可以按“停止”键退出报警，回

到等待状态，如要继续测试请按“启动”键。 

9．若时间设为 0，即连续测试情况下，报警功能如下： 

测试时，若测试输出回路开路（接地电阻很大或恒流输出线故障），无电流形成时，测试仪

不合格灯亮，同时蜂鸣器发出“嘀—嘀—嘀”提示报警音，测试继续进行。 

当实测电阻值大于合格上限值时，测试仪不合格灯亮，同时蜂鸣器发出持续的提示报警音，

测试继续进行。 

10．如果测试电阻超出测试量程，则电阻显示“--—”。 

 

 第九章 维护指南 

9.1 日常维护 

（1）本测试仪使用环境应通风良好，干燥、无粉尘、无强电磁干扰。 

（2）测试仪若长时间不使用，应定期通电。通常每月通电一次，通电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3）测试仪长时间工作后（24 小时）应关电 10 分钟以上，以保持仪表良好的工作状

态。 

（4）测试钳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或断路现象，应定期检修 

 

9.2 简单故障处理 

故 障 处 理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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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无显示，按键无响应。 
 检查测试仪后面板上的保险丝是否熔断。若熔断，

请更换 F5A 保险丝 

按启动键后，输出电流显示为 0.00A 请检查测试钳粗线是否开路，待测电阻是否开路 

按启动键后，测试电阻显示为---- mΩ 请检查测试钳细线是否开路。 

仪器与计算机无法通信 

1、检查是否用串口线正确连接计算机与接地电阻

测试仪 

2、检查是否正确安装通信软件 

3、检查选择的串行口是否正确 

若以上故障不能及时排除，请尽快与公司联系，我们将及时为您提供服务。 

9．3 品质保证 

公司保证所生产制造的产品均经过严格的品质确认，出厂产品质量保证期为十二个

月，在此期间出现的产品制造缺陷或故障，均免费给予修复。 

对于用户自行修改电路、功能或超过质量保证期的产品，视实际情况酌收维修费用。 

 

 

附录：接地电阻测试仪校准方法 

1  校准所需仪器 

电参数测量仪(40A,0.5 级)   

   20—500mΩ标准电阻 

2  校准准备 

设置 AG9613 的电阻报警值为 500mΩ，设置后可以实现量程范围内的电阻校准，而不会

出现测试电阻过大报警导致测试停止的现象。 

3  校准接线图 

(1) 输出电流误差实验原理 

 

直接法校准输出电流误差 

1、接地电阻测试仪输出端子    2、数字测量仪电流测量端子 

 

(2) 接地电阻测试误差试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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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电阻测试误差试验线路 

               1、接地电阻测试仪         2、标准电阻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