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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耐压绝缘测试仪使用说明书 
编写人：龙从玉    审核人： 熊帮新 

一 . 设备名称：自动耐压绝缘测试仪 

二．规格/型号：CS2676E 

三．厂家：南京长盛仪器有限公司 

四. 安全规定与使用注意事项！！！ 

安全规定： 
1.使用本仪器前，请先了解本测试仪所使用的相关安全标志。 

 
 
1.1 危险标志，可能会有高电压存在，请不要接触。 
1.2 高电压警告符号。请参考手册上所列的警告和注意说明，以避免人员或仪器受

损。 
1.3  仪器机体接地符号。 
2. 工作台的位置选定必须使非工作人员远离工作台。特别标明“高压测试工作区"。

如果高压测试工作台与其他工作台非常靠近时，必须标明“危险!正在高压测试，非工

作人员请勿靠近"。 
3.安全要点： 
3.1 确保不合格的操作人员和不相关的人员应远离高压测试区。 
3.2 本测试仪输入电源为 AC 交流电源。电源范围为交流(AC)220V 士 10％，电源

频率为 50Hz。 
3.3 在高压测试进行中绝对不碰触测试物件或任何与待测物有连接的物件。 
3.4 万一发生任何问题，请立即关闭高压输出和输入电源。 
3.5 在直流耐压测试后，必须先妥善放电，才能进行拆除测试线的工作。 
4. 防触电：在使用本测试仪前，请先戴上绝缘的橡皮手套，脚下垫绝缘橡皮垫再

从事与电有关的工作，以防高压电击造成生命危险。 
5. 仪器处于测试状态：当测试仪处于测试状态下，测试线、待测物、测试探头和

输出端都带有高压，请不要触摸。     
6. 更换待测物时，请务必确认： 
  ◆  测试仪处于“复位"状态。 
  ◆  测试灯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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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更换待测物时，请不要用手触摸高压探头!! 
7、开启或关闭电源开关： 
一旦电源开关被切断时，如再度开启时，则需等几秒之后，千万不要把电源开关

连续做开与关的动作，以免产生错误的动作损坏测试仪。尤其是当正有高压输出的状

态下连续做电源的开与关是非常危险的。    ．     
开启或关闭电源，高电压输出端不可连接任何物品以免因不正常高压输出造成危

险。不要使本测试仪的输出线、接地线与传输线或其它连接器的地线交流电源线短路，

以免测试仪整体带电。     
8、急时处理：为了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下，如触电、待测物燃烧或主机燃烧时，以

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请按以下步骤处理：    
·首先切断电源开关。 
·将电源线的插头拔掉。 
9、发生问题时 
在下列情况下，所产生的问题都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按下复位键，其输出端仍有

可能有高压输出，因此必须非常小心。     
·当按下复位键，测试灯仍持续亮着。 
·电压表没有电压读值，但测试灯仍亮着。 
当发生上述情况时，请立即关掉电源并拔掉电源插，不要再使用，此故障是非常

危险的，请返回本公司或办事处进行维修处理。     
10、其他注意事项： 
10.1 仪器必须可靠接地； 
10.2 切勿将输出地线与交流电源线短路，以免外壳带有高压，造成危险； 
10.3 进避免高压输出端与接地端，以防发生意外； 
10.4  仪器空载调整高压时，漏电流指示表头,有起始电流，均属正常，不影响测

试精度 
10.5 在连接被测体时，必须保证高压输出“0”及在“复位"状态； 
10.6 测试灯、超限灯、一旦损坏，必须立即更换，以防造成误判；    
10.7 使用绝缘部份时，必须预热 30 分钟后方能测试，对湿度大的地区预热时间需

相应延长。当湿度大于 90％时，仪器必须放置在烘箱内 1--2 小时后方可使用(烘箱温度

放置在 50 C ) 
10.8 耐压部份的漏电流预置电位器和绝缘部份的绝缘电阻预置电位器，不能设定

到逆时针方向的最小位置，否则仪器会自动报警，请用户必须注意； 
10.9 耐压与绝缘工作的转换应在复位无高压情况下转换工作状态，以免高压冲击，

引起不必要的损坏；  
10.10 仪器不要在高温、潮湿、多尘的环境中使用或存放；仪器使用一年后，必须

按照国家技术监督部门要求送计量部门或回厂检定合格后可继续使用。 
 

五  使用说明和操作步骤 
CS2676E 面板各部分名称及使用说明(见图-1)    

1．电源开关。    ： 
2．电源指示灯。 
3．测试启动钮：按下此钮仪器为工作状态，产生高压。 
4．测试复位钮：按下此钮为仪器复位状态，耐压／绝缘均不在工作状态。 
5．绝缘／耐压测试转换键：按下时为绝缘测试，常态时为耐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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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置／测试转换键：按下时为预置状态，常态为测试状态。 
7．定时键：按下时“TIME"定时状态指示灯亮、60s 内任意调节，弹开时时间继电

器不工作。 
8．自动／手动转换开关：按下为自动转换，常态为手动转换，当仅此键按下后，

“W”，“I”、“TIME”、“W—I”、“I—W"状态指示灯均不亮。 
9．耐压输出调节钮：顺时针调节电压增大，反之减小。 
10．直流电压输出端子、直流电压输出端子与绝缘电阻测试端子。 
11．交流电压输出端子、交流电压输出端子与绝缘电阻测试端子。 
12．接线柱：测试接地端，此端与机壳绝缘，请勿与大地相连。 
13．耐压定时关：耐压定时时间到，此绿灯闪一下，仪器复位 
14．耐压测试时间调节旋钮：顺时针调节时间增长，反之缩短。 
 

 
图-1  CS2676E 自动耐压绝缘面板操作显示说明图 

 
15．耐压定时开指示灯：“定时键”按下，按下“启动键"后此红灯亮。 
16．耐压电压表指示表头。 
17．耐压一到绝缘的状态指示灯：当“定时键”、“手动／自动键”同时按下时，且

“耐压／绝缘转换键”弹开时，“W—I”绿灯亮，表明自动测试时测试顺序为从耐压到

绝缘。 
18．绝缘一到耐压的状态指示灯：当“定时键”、“手动／自动键”同时按下时，且

“耐压／绝缘转换键"按下时，“I—W"绿灯亮，表明自动测试时测试顺序为从绝缘到耐

压。 
19．定时状态指示灯：“定时键”按下后，“TIME’’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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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绝缘测试灯：当“耐压／绝缘转换键”按下，处于绝缘状态时，按下“启动键”，

“I-TEST”亮。表明该仪器处于绝缘工作状态。 
21．绝缘不合格灯：绝缘测试不合格时，“I-NG"红灯亮。 
22．耐压／绝缘合格灯：耐压／绝缘测试合格时，“GOOD"灯亮。 
23．耐压不合格灯：耐压测试不合格时，“W-NG"红灯亮。 
24．耐压测试灯：当“耐压／绝缘转换键”弹开，处于耐压状态时，按下“启动键”，

“W-TEST”绿亮。表明该仪器处于耐压工作状态。 
25．绝缘状态指示灯：当“耐压／绝缘转换键”按下时，“I”灯亮，表明仪器处于

绝缘状态。 
26．耐压状态指示灯：当“耐压／绝缘转换键”弹开时，“W”灯亮，表明仪器处

于耐压状态。 
27．绝缘电阻测试电压：按下为 1000V，常态为 500V。 
28．绝缘电阻倍率选择开关×l00 档。 
29．绝缘电阻倍率选择开关×l0 档。 
30．绝缘电阻倍率选择开关×1 档。 
31．绝缘电阻／漏电流指示表头，即 MΩ／mA 表。 
32．绝缘定时关：绝缘定时时间到，此绿灯闪一下，仪器复位。 
33．绝缘测试时间调节旋钮：顺时针调节时间增长，反之缩短。 
34．绝缘定时开指示灯：“定时键”按下，按下“启动键”后此红灯亮。 
35．AC／DC 转换键：弹开时为 AC 耐压，按下时为 DC 耐压。 
36．耐压量程转换开关：按下为 5kV，常态为 3kV。 
37．耐压部分漏电流 100mA 选择键：按下为 100mA。 
38．耐压部分漏电流转换开关：按下为 20mA，常态为 2mA。 
39．漏电流报警设定预置调节钮。 
40．绝缘电阻报警设定预置调节钮。 
41．绝缘电阻 OO 校准电位器。 
42．绝缘电阻满度校准电位器。 
43．遥控接口：接遥控测试枪。    
 

六  仪器工作原理和方框图 
自动绝缘耐压测试仪由控制部分、绝缘电阻测试、耐压测试三部分组成,控制部分

是整个仪器的核心，其控制整个仪器的启动、复位、声光报警、定时、自动循环测试等

功能。 
绝缘电阻测试是由高压直流电源、绝缘电阻预置电路、放大器、比较器和指示仪表

组成，高压直流电源提供施加于被测对象的试验电压，分为 500V 和 1000V 两档。绝缘

电阻预置电路可以任意设定被测对象的绝缘电阻值。测试时，被测对象与放大器的输入

电阻串联，并跨接于高压直流电源上，放大器将其输入电阻上的信号经放大后一路输出

至指示仪表，由指示仪表直接读出被测对象绝缘电阻的电阻值，另一路输出送至比较器

与预置的电阻进行比较，通过控制部分判断被测对象的合格与不合格。 
绝缘电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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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绝缘电阻测试电路框图 

 
耐压测试仪由高压升压回路、漏电流检测回路、漏电流比较电路、指示仪表组成，

高压升压回路能够调整输出到被测对象所需要的试验电压，漏电流检测回路能够检测被

测对象的真实的漏电流。其实测漏电流通过漏电流比较电路与设定保护漏电流相比较，

通过控制部分，判断出被测对象的合格与不合格，指示仪表直接读出试验电压值和漏电

流值(检测的试验漏电流或设定保护电流值)。在试验中，样品在要求的试验电压作用下

达到规定的时间时，仪器自动或被动切断试验电压；一旦出现击穿，漏电流超过设定的

击穿(保护)电流，能够自动切断输出电压岁并同时报警，以确定样品能否承受规定的最

高耐压强度实验。 
耐压测试部分： 

 
图-2 耐压测试测试电路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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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CS2676D (AC) CS2676E(AC/DC) 
耐压电压 
测试范围 

0.3—3KV±5％ 
0.3—5KV±5％ 

0.3—3KV±5％ 
0.3—5KV±5％ 

耐压漏电流

测试范围（误

差为满度值） 

0.1—2mA±5％ 
2—20mA±5％ 
20—100mA±5％ 

0.1—2mA±5％  (AC/DC) 
2—20mA±5％   (AC/DC) 
20—100mA±5％ (AC) 

耐压漏电流

报警值预置

范围（连续设

定） 

0.3—2mA±5％ 
2—20mA±5％ 
20—100mA±5％ 

0.1—2mA±5％  (AC/DC) 
2—20mA±5％   (AC/DC) 
20—100mA±5％ (AC) 

绝缘测试电

压 
DC：500V  ±5％                  DC：1000V  ±5％ 

DC：500V              绝缘电阻： 
                      0.5~5（不含 5）MΩ（×1×10×100 倍率）

±5％ 
                      5~10 MΩ（×1×10×100 倍率）±5％ 
                      （可连续任意设定报警值） 

绝缘电阻测

试范围 

DC：1000V           绝缘电阻： 
                      0.5~5（不含 5）MΩ（×1×10×100 倍率）

±5％ 
                      5~10 MΩ（×1×10×100 倍率）±5％ 
                      （可连续任意设定报警值） 

报警误差 ≤±10％ 
定时范围 耐压：1—60s  （单独连续设定和手动） 

绝缘：1—60s  （单独连续设定和手动） 
测试顺序 耐压—绝缘 

绝缘—耐压 
测试结果表

达方式 
不合格：蜂鸣器报警    耐压：耐压不合格灯 W—NG 亮 
                      绝缘：绝缘不合格灯 I—NG 亮 
合  格：GOOD 灯亮 

变压器容量 750W （CS2676B/D/E） 
输出波形 50Hz，正弦波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0—40 C  
相对湿度 ≤75％ 
大气压力 ≤101.25KPa 
体积    430×210×340mm 
重量 20Kg 
供电电源 220V±10％ 
 
七  操作步骤及使用方法 

注意：  在测试前请先将该仪器的机壳可靠接地。   
进行按键转换及连接被测物时必须在复位无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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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动测试 
耐压部份： 
1. 交流耐压测试：(AC) 
1.1 连接被测物体时须在电压表指示为“0”，测试灯熄灭状态下操作，被测物分别与

“AC 高压输出端子"(11)和“接线柱”(12)相连。   
1.2 将“AC／DC"键(35)弹开使之处于 AC 耐压状态。 
1.3 选择“漏电流量程”。 
1.4 按下“预置/测试试键”(6)，调节“耐压预置电位器”(39)，设置相应被测试物

的报警值，然后将该按键弹开，使之处于测试状态。 
1.5 手动测试： 
a.“绝缘／耐压测试转换键”(5)弹开时，“w”，指示灯亮，处于耐压状态，将“定

时键” (6)为“关”状态，按下“启动钮”(3)，“W-TEST”(24)亮，将“电压调节钮旋

"(9)到需要的指示值。按下“复位钮”(4)，测试结束，仪器自动切断高压输出。 
b.如果被测物体超过规定漏电流值，则仪器自动切断输出电压，同时蜂鸣器报警，

“W-NG”(23)指示灯亮，此时被测物为不合格，按下“复位键”(4)，即可清除报警声。 
1.6 定时测试： 
a.将“定时键”(7)按下为“开”状态，“TIME”定时状态(19)指示灯亮，调节“耐

压测试时间调节旋钮”(13)设置耐压测试时间。 
b.按下“启动键”(3)，耐压测试灯“W—TEST”(24)绿灯亮。“定时开”(15)红灯

亮，开始测试，调节“耐压输出旋钮”将电压调到所需值。定时时间到，“定时到”(14)
绿灯一闪，测试电压被切断，被测物为合格，“GOOD”(22)亮。若电流过大，“W-NG”

(23)红灯亮，蜂鸣器报警，被测物为不合格。 
2.  直流耐压测试：   

2.1. 连接被测物体是在确定电压表指示为“O”测试灯熄灭，被测物分别与“DC
高压输出端子”(10)和“接线柱子”(12)相连。 

2.2．将“AC／DC 键”(3 5)按下，使之处于直流耐压状态。 
2.3．其它操作步骤同交流耐压测试操作步骤。 

3.  绝缘部份： 
3.1 按下“绝缘／耐压测试转换键”(5)，“I”(25)指示灯亮，使之在绝缘电阻状态。 
3.2 根据相应被测对象，选择好适当的测试电压，此电压为 DC：500V、1000V。 
3.3 根据被测对象相应标准，选择好适当的倍率，×1 档(500V：0.5MΩ ~1 0MΩ；

1 000V：1MΩ ~20MΩ )，×10 档(500V：5MΩ ~100MΩ；1000V-10MΩ -200MΩ )， ×
l00 档(500V：50Mr2~1 000Mr2；1000V：100MΩ ~2000MΩ )。 

3.4 为保证测试的精度，测试前应先进行校准，校准步骤如下： 
a．首先将“预置／测试键”(6)按下，调节“预置电位器" (40)，将绝缘电阻顺时针

预置到最小。 
b．然后将“预置／测试键”(6)弹开，按下“启动键”(3)后，绝缘测试灯“I—TEST”

绿灯(20)亮，调节“∞校准"(41)电位器，使指针指在∞位置。 
c．然后按下“复位键”(4)，将相应“倍率的校满度电阻”分别与该测试仪器的“交

流高压输出端子”(11)和“接线端子”(12)接好或将相应“倍率的校满度电阻”分别与

该测试仪器的“直流高压输出端子”(10)和“接地端子”(12)接好，连接好后再次按下

“启动键”(3)，绝缘测试灯“I—TEST”(20)绿灯亮，调节“满度校准"(42)电位器，使

表针指示为满度值。 
d．在每换一次倍率档时请重新校准“∞校准”(41)电位器和“满度"(42)电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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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电解电容时，请注意选择好适当的倍率档，并注意电解电容的充放电因素。 
上述工作完成后，按下“复位键”(4)，切断高压输出，取下“校满度电阻”，将被

测对象分别与仪器的“交流高压输出端子”(11)和接线端子(12)接好或将被测对象分别

与仪器的“直流高压输出端子”(10)和接地端子(12)接好，按下“启动钮”(3)，绝缘测

试灯“I—TEST”，(20)绿灯亮，此时，绝缘测试电压加上，即可对被测件进行绝缘测试，

当表头指针稳定即可读出被测对象绝缘电阻值。 
 

注意：读数时，应将表头上实际指示值与所选择的倍率相乘，所得出的结果即为负

载的实际阻值。     
  
例如，当选择测试电压为 1000V，倍率为×100 时，表头指示值为“3"，所测负载

的实际阻值就是 3×100=300MΩ，此时表头指示值应该读取 MΩ／mA 表指示栏中最

上面第二行的数值。当选择测试电压为 500V 时，应该读取 MΩ／mA 表指示栏中最上

面第一行的数值。 
（二）自动测试 

注意：进行自动测试时，必须同时按下定时键和自动测试键，然后根据需要设置定

时时间，选择测试顺序。    - 
“AC／DC 键"弹开时，测试顺序：    - 
   “耐压／绝缘转换键"弹开为先测 AC 耐压后测绝缘，     
   “耐压／绝缘转换键"按下为先测绝缘后测 AC 耐压     
  “AC／DC 键"弹开时，测试顺序：     
   “耐压／绝缘转换键"弹开为先测 DC 耐压后测绝缘，     
   “耐压／绝缘转换键"按下为先测绝缘后测 DC 耐压     
整机预热时间 30 分钟(高温、高湿地区需延长预热时间)。     
3. 自动测试 
3.1  测试前的设定与校准(取下被测试物) 
a．弹开“耐压／绝缘”选择钮(5)、“定时键”(7)、“自动键" (8)使处于手动耐压状

态。 
b．根据被测产品的相应标准，选择其漏电流的量程，按下“预置／测试键”(6)处

于预置状态，调节“耐压预置电位器"(39)设定相应的报警值。 
c．弹开“预置／测试键”(6)处于测试状态，按下“启动键”(3)，耐压测试灯“W

—TEST”(24)绿灯亮，调节“调压器旋钮”(9)，使电压表指示相应的电压值，然后按

下“复位键"(4)，使仪器处于复位状态，切断高压输出。 
d．按下“耐压／绝缘"  (5)选择钮，使之仪器处于手动绝缘状态。 
e．根据被测产品的相应标准，选择相应绝缘测试电压及倍率档。 
f．首先将“预置／测试键”(6)按下，调节“绝缘电阻预置电位器”(40)，将绝缘

电阻顺时针预置到最小。 
g．然后将“预置／测试键”(6)弹开，按下“启动键”(3)后，调节“∞校准电位器”

(41)，使指针指在∞位置，然后按下“复位键"(4)，切断高压输出。 
h．将相应倍率的“校满度电阻”分别与该测试仪器的“交流高压输出端子”(11)

和“接地端子”(12)接好，或将相应倍率的“校满度电阻”分别与该测试仪器的“直流

高压输出端子”(10)和“接地端子”(12)接好，连接好后按下“启动键”(3)，绝缘测试

灯“I—TEST”(20)绿灯亮，调节“满度校准”(42)电位器，使表针指示为满度值。反

复几次校准“∞”与“满度”。然后按下“复位键”(4)，取下“校满度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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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按下“预置／测试键”(6)，调节“绝缘电阻预置电位器”(40)预置绝缘电阻

报警值。 
3.3  弹出“预置／测试键"(6)，使仪器处于测试状态。 
3.4  如果是进行交流(AC)耐压与绝缘电阻的自动转换，则将“AC／DC 转换键”

(35)弹开，将被测物分别与“交流高压输出端子”(11)和“接地端子”(12)接好 
3.5  如果是进行直流(DC)耐压与绝缘电阻的自动转换，则将“AC／DC 转换键”

(35)按下，将被测物分别与“直流高压输出端子”(10)和“接地端子”(12)接好。 
3.6  按下“定时键”(7)，根据相应标准的要求，分别设定耐压的测试时间与绝缘

的测试时间。 
3.7  按下“手动／自动”(8)键，通过“耐压／绝缘" (5)选择钮来选择相应的测试

顺序。    ． 
3.8  按“启动键”(3)进行测试，第一项测试结束后，合格灯“GOOD”(22)灯亮，

间隔 1 秒钟进行第二项测试，合格灯“GOOD”(22)灯熄灭，测试结束后，合格灯“GOOD”

(22)灯亮，如果有任何一项参数不合格，仪器发出报警切相应测试项的不合格指示灯亮，

整机复位，不再进行测试。 

 
八  应用举例 

    对一台仪器进行耐压(AC)，绝缘两个参数进行测试。 
1．手动测试 
1.1 电器整机电气强度(耐压强度)试验 

按图四将耐压仪与被测整机连接，接通被测整机电源开关，根据被测整机产品标准

设置漏电流报警值，然后再按操作步骤及使用方法中耐压测试步骤进行测试。如若被测

整机产品标准没有规定具体漏电流报警值，则推荐按下式计算： 
ZI = PK  (U／R)…………(1)式中： 

   ZI ——漏电流报警值，A； 
    U——试验电压，V； 
    R——允许最小绝缘电阻值，Ω； 
   PK ——动作系数，一般取 1.2～1.5 

例如：某电器规定其最小绝缘电阻值为 2×106Ω，试验电压为 1500V， 
    按(1)式，则 
    ZI = PK  (U／R)=(1.2～1.5)×(1500／2× 610 ) 
    =(1.2～1.5) × 0.75 × 310− ≈0.9～1.25 × 310−  (A) 
    取 l mA 
     

1.2 仪器绝缘电阻试验： 
 例如：被测对象的绝缘电阻大于 4M，(设定前、取下被测试物。) 
a．按下“耐压／绝缘转换”(5)，使之在绝缘电阻状态。 
b．根据绝缘电阻阻值，选择测试电压为 1000V，倍率×1。 
c．首先将“预置／测试键”(6)按下，调节绝缘“预置电位器"  (40)，将绝缘电阻

顺时针预置到最小。 
d．然后将“预置／测试键”(6)弹开，按下“启动键”(3)绝缘测试灯“I—TEST”

(20)绿灯亮，，调节“∞校准”(41)电位器，使指针指在∞位置，按下“复位键"(4)，切

断高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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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将相应倍率的“校满度电阻”分别与该测试仪器的“交流高压输出端子”(11)
和“接地端子”(12)接好，连接好后，再次按下“启动键”(3)调节“满度校准”(42)电
位器，使表针指示为满度值。反复几次校准“∞”与“满度”，然后按下“复位键"(4)，
切断高压输出。取下校满度电阻。 

f．然后再按下“预置／测试键" (6)，将绝缘电阻报警值预置为 4MΩ。弹出“预置

／测试键”(6)，按下“复位键"(4)，使仪器处于复位状态。 
g．将被测物与该测试仪器两端接好，按下“启动键”(3)开始测试，若绝缘电阻阻

值小于 4Mr'2，仪器发出报警且绝缘不合格指示灯“I—NG”(21)红灯亮，即绝缘电阻

不合格：反之绝缘电阻合格。合格灯“GOOD”灯亮(22)。 
   
注意：在测试过程，每测试完一个参数，首先要对整机复位，然后进行功能选择，

进行下一个参数的测量。     
2．自动测试 
2.1 测试前的设定与校准(取下被测试物) 

 a．弹开“耐压／绝缘”选择钮(5)、“定时键” (7)、“自动键" (8)使处于手动耐压

状态。 
 b．根据被测产品的相应标准，选择其漏电流的量程，按下“预置／测试键”(6)

处于预置状态，调节耐压“预置电位器”(39)设定相应的报警值。 
 c．弹开“预置／测试键”(6)处于测试状态，按下“启动键”(3)，耐压测试灯“W

—TEST”(24)绿灯亮，调节“调压器旋钮”(9)，使电压表指示相应的电压值，然后按

下“复位键"  (4)，使仪器处于复位状态，切断高压输出。 
 d．按下“耐压／绝缘”(5)选择钮，使之仪器处于手动绝缘状态。 
 e．根据被测产品的相应标准，选择相应绝缘测试电压及倍率档。 
 f . 首先将“预置／测试键”(6)按下，调节“绝缘电阻预置电位器”(40)，将绝缘

电阻预置到最小。 
 G. 然后将“预置／测试键"(6)弹开，按下“启动键”(3)，绝缘测试灯“I—TEST”

(20)绿灯亮，调节“∞校准电位器”(41)，使指针指在∞位置，然后按下“复位键"(4)，
切断高压输出。 

 h.将相应倍率的“校满度电阻”分别与该测试仪器的“交流高压输出端子”(11)
和“接地端子”(12)接好，连接好后按下“启动键”(3)，调节“满度校准”(42)电位器，

使表针指示为满度值。反复几次校准“∞”与“满度”。然后按下“复位键”(4)，取下

“校满度电阻”。 
2.2  按下“预置／测试键”(6)，调节“绝缘电阻预置电位器”(40)预置绝缘电阻

报警值。 
2.3  弹出“预置／测试键”(6)，使仪器处于测试状态。 
2.4  如果是进行交流(AC)耐压与绝缘电阻的自动转换，则将“AC／DC 转换键”

(35)弹开，将被测物分别与“交流高压输出端子”(11)和“接地端子”(12)接好。 
 2.5  如果是进行直流(DC)耐压与绝缘电阻的自动转换，则将“AC／DC 转换键”

(35)按下，将被测物分别与“直流高压输出端子”(10)和“接地端子”(12)接好。 
2.6  按下“定时键" (7)，根据相应标准的要求，设定耐压的测试时间与绝缘的测

试时间 
2.7  按下“手动／自动"”(8)键，通过“耐压／绝缘”(5)选择钮来选择相应的测试

顺序。 
2.8  按“启动键”(3)进行测试，第一项测试结束后，合格灯“GOOD”(22)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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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 1 秒钟进行第二项测试，合格灯“GOOD”(22)灯熄灭，测试结束后，合格灯“GOOD" 
(22)灯亮，如果有任何一项参数不合格，仪器发出报警切相应测试项的不合格指示灯亮，

整机复位，不再进行测试。 
3、遥控测试： 

3.1  测试前的设定与校准(取下被测试物) 
a.弹开“耐压／绝缘”选择钮、“定时键”、“自动键”使之处于手动耐压状态。 
b.根据被测产品的相应标准，选择其漏电流的量程，按下“预置／测试键”处于预

置状态，调节“漏电流预置电位器，，设定相应的报警值。 
c.弹开“预置／测试键”处于测试状态，按下“启动键”，调节“调压器旋钮"，使

电压表指示相应的电压值，然后按下复位键，使仪器处于复位状态，切断高压输出。 
d.按下“耐压／绝缘"选择钮，使之仪器处于手动绝缘状态。 
e.根据被测产品的相应标准，选择相应绝缘测试电压及倍率档。 
f．首先将“预置／测试键”按下，调节“绝缘电阻预置电位器”，将绝缘电阻顺时

针预置到最小。 
g．然后将“预置／测试键”弹开，按下“启动键”后，调节“∞校准电位器”，使

指针指在∞位置，然后按下“复位键"，切断高压输出。 
h．将相应倍率的“校满度电阻”分别与该测试仪器的“高压输出端子”和“接地

端子”接好(如图三所示)，连接好后，按下“启动键”，调节“满度校准”电位器，使

表针指示为满度值。反复几次校准“∞”与“满度”。然后按下“复位键”，取下“校满

度电阻"。 
3.2   按下“预置／测试键”，调节“绝缘电阻电位器”，预置绝缘电阻报警值。 
3.3  弹出“预置／测试键"，使仪器处于测试状态。 
3.4  将被测物分别与“高压输出端子”和“接地端子”接好。 

           3.5  按下“定时键”和“自动测试键"，根据需要选择定时时间和测试顺序。 
3.6  将遥控测试附件与仪器连接好，将遥控测试枪与被测物体连接；按下高压枪

上的启动开关进行测试，到测试结束时松开此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