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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D 系列 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 
 

一、安全措施 

1、 使用本仪器前一定要认真阅读本手册。 

2、 仪器的操作者应具备一般电气设备或仪器的使用常识。 

3、 本仪器户内外均可使用，但应避开雨淋、腐蚀气体等场所使用。 

4、 仪表应避免剧烈振动。 

5、 对仪器的维修、护理和调整应由专业人员进行。 

6、 测试完毕后一定要等放电报警声停止后再关闭电源，拆除测试线。 

7、 测量无载调压变压器，一定要等放电指示报警音停止后，切换档位。 

8、 测试过程中，禁止移动测试夹和供电线路 

 

二、功能特点 

1、整机由高速单片机控制，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  

2、仪器采用全新电源技术，电流档位多，测量范围宽，可根据负载自动

选择电流，适合中小型变压器和电压互感器的直流电阻测量。 

3、护功能完善，能可靠保护反电势对仪器的冲击，性能更可靠。  

4、具有声响放电报警，放电指示清晰，减少误操作。 

5、响应速度快，可在测量状态直接转换有载分接开关，仪器自动刷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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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6、智能化功率管理技术，仪器总是工作在最小功率状态，有效减轻仪器

内部发热，节约能源。  

7、320X240 点阵的超小像素点的 65K 真彩色液晶，强光下清晰显示 

8、仪器自带掉电存储，可存储 1000 组测试数据，可随时查阅 

 

三、技术指标 

1、 输出电流：ZRD-2 :<5mA、40mA、200mA、1A、2A、自动 

             ZRD-10 :<5mA、40mA、200mA、1A、2A、10A、自动 

2、 分辨率：0.1μΩ 

3、 量程： 100Ω-20KΩ   （<5mA 档） 

            1Ω-200Ω     （40mA 档） 

100mΩ-40Ω    (200mA 档) 

5mΩ-6Ω (1A 档) 

1mΩ-3Ω (2A 档) 

0.5mΩ-200mΩ (10A 档) 

4、 准确度：2‰ 

5、 工作温度：0～40 

6、 工作湿度：<90%RH，不结露 

7、 外形尺寸:长 325mmX 宽 240mmX 高 2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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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介绍 

仪器的面板见下图  

 

电 源 开 关   仪器工作电源，交流 220V。 

复  位  键   按下此按键本机处于初始状态，可对输出电流进行预置。 

循  环  键   按此键光标在主菜单循环滚动 

选  择  键   本机复位后，按此键进行电流预置。 

启  动  键   输出电流选择完毕后按下此键，微机控制实现全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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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I+、 I-       输出电流接线柱，I+为输出电流正，I-为输出电流负。 

V+、V-       电压采样端，V+为电压线正端，V-为电压线负端。 

充 电 插 座  插上充电器后可电池充电，打开电源开关，用于交流供电  

 

五、测试与操作方法 

A： 单相测量法，见下图： 

  

1、 开机页面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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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I+ 

I- 

被

测

试

品

测试仪 O

V+ 

V- 

a b c 

选择电流  10A 

绕组温度  00.0 

换算温度  75 

数据查询 

参数设置 

按循环键光标可在选择电流、绕组温度、换算温度、数据查询、参数

设置等包含的选项之间移动，按选择键可对上述六项主菜单包含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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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循环选择，当光标在绕组温度时，按启动键可使光标在三个数据位

之间滚动显示，选择键可使每个数据位的数据在 0-9 之间循环显示，

选定测试电流后，当前选项为除绕组温度之外的任何选项时按启动键

可启动测量。 

2、 在开机状态下将光标移动到查询数据菜单，然后按选择键进入数据

查询 

 

 
001 

测试电流    2 A 

测试电阻 0.9998 mΩ 

 

 
换算电阻 0.9998 mΩ 

 

3、 当选好电流后，按下确认键开始充电。液晶显示“正在充电”过几

秒钟之后，显示“正在测试”这时说明充电完毕，进入测试状态，几

秒后，就会显示所测阻值，如下图。当选择自动测试时，仪器会根据

试品情况自动选择合适的电流进行测试。 

 
测试电流    2 A 

测试电阻 0.9998 mΩ 

换算电阻 0.9998 mΩ 

 

  

4、 测试完毕后，按“复位”键，仪器电源断开，同时放电，音响报警，

液晶恢复初始状态，放电音响结束后，请一定稍等 5 秒钟左右，重新

接线进行下次测量，或拆下测试线与电源线结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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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项 

1. 打开电源开关之前，应先将电流调节钮按逆时针调至“零位”。 

2. 仪器应放置于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 

3. 请不要私自拆卸、分解或改造仪器，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4. 请不要私自维修仪器或自主改造、加工仪器，否则仪器不在质保之         

列。 

5. 为发挥本产品的优秀性能,在使用本公司产品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

书。 

6. 必须要等放电结束，报警声停止后，再进行拆线，否则危险。 

7. 在测量无载调压变压器时，倒分接前一定要复位放电，报警声停止后，

方可切换分接点。 

8. 选择电流时要参考技术指标栏内量程，超量程时，由于电流达不到预

设值，仪器一直处在“正在充电”状态，此时应按复位键让仪器复位，

重新选择较小的电流档位。欠量程时，显示“电流太小”，当出现此

两种状态时要确认量程，选择更大的电流进行测试。 

9. 测试完毕后，按“复位”键，仪器电源将与绕组断开，同时放电，音

响报警，电流表回到零位，这时显示屏回到初好听状态，放电音响结

束后，可重新接线，进行下次测量或拆下测试线与电源线结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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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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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面板应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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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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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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