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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检定及钳形表配合电容电感测试仪 

特别使用说明 

 

   一、本仪器输出交流电压 20V/2V，功率 500W，主要用于现场补偿电

容器和电抗器的测量,在试验室使用标准电容/电感检定时，请确认标准

电容/电感的负载能力、额定电流。否则将损坏标准电容/电感或者检定

结果不准(电感较小时要特别注意,有些计量院的电感标准的额定电流都

较小,只有零点几安培, 造成误差较大)。仪器检定时应良好接地。 

   二、电压输出红色线按钳形表箭头方向穿过到试品。 

   三、测量小于 5mH 电感/1Ω电阻时，务必使用小电感/小电阻方 

       式。 

   四、单相测量时只需连接红色和黑色线，此时红色线插入黄色插座 

（UA），黑色线插入黑色插座（UN），只需要接 A相的电流钳, 三 

相测量时, 需要连接黄色、绿色、红色、黑色线, 黄色线插入 UA，绿色线插

入 UB，红色线插入 UC，黑色线插入 UN。此时需要接 A、B、C三个电流钳，

电流钳要插入相应编号的航空插座里。 

   五、请将钳形表放在测试仪远端，尽量远离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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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X-500A 全自动电容电感测试仪 
 

一、概述 

三相电容电感测试仪是针对变电站现场测量电容器的电容值时

存在的问题而专门研制的，它着重解决了以下问题： 

(1) 现场测量电容器需拆除连接线，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易损坏电

容器； 

(2) 电容表输出电压低而导致故障检出率低。 

该仪器具有测量工作量小、快捷简便、性能稳定、测量准确、故

障检出率高等特点。 

    (3) 测量电抗器电感量。 

 

二、技术参数 

1、 仪器测量范围及精度： 

a. 电容测量 

（1）可测电容范围：0. 1μF ～ 3,300μF 

（2）可测容量范围：5 ～ 20,000kvar 

（3）测 量  精 度：±(1.0% 读数+0.02μF) 

（4）分辨率：0.001μF         

b. 电流测量 

（1）电流测量范围：0～20A 

（2）测 量  精 度：±(3.0%读数+0.05A) 



  
 ZNX-500A 

 
武汉智能星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3 号光谷芯中心文创楼   4 

传真：027-87678758              电话：027-87678728   15872398130                             

Website：www.whznx.com          E-mail：whznx188@163.com   

（3）分辨率：0.01A 

 c．电感测量 

（1）电感测量范围：小电感方式 200μH～5mH 

                 大电感方式 5 mH～10H 

（2）感抗测量范围：100mΩ~20KΩ 

（3）测 量  精 度：±(3.0% 读数+0.05mH) 

（4）分辨率：0.01 mH 

 d. 电阻测量范围： 

           （1）电阻测量范围：小电阻方式 50mΩ～1Ω  

大电阻方式 1Ω～20KΩ 

           （2）测 量  精 度：±(3.0% 读数+0.05Ω) 

           （3）分辨率：0.01 Ω 

2、 工作电源： 

a. 额定电压：工频 220V±10% 

b. 额定频率：50Hz 

c. 额定输出：2V/20V/500VA 

3、 仪器的正常工作条件： 

a. 环境温度：-10℃ ～ +50℃ 

b. 相对湿度：≤90% 

4、 显示打印方式 ：液晶显示屏全汉字显示 

面板式高速打印机 

5、 外 形 / 重 量 ：370×260×220 mm / 15 kg 

6、 工作原理（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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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容电感测试仪采用桥式电路结构，标准电容器和被试电容器

作为桥式电路的两臂。当进行电容器电容值测量时，测试电压同时施

加在标准电容器和被试电容器上，处理器通过传感器同采集流过两者

的电流信号并进行处理后得也被试电容器的电容值。 

由于采用标准电容器、被试电容器同步采样技术，可不受电源电

压波动的影响；加之测量过程是全自动进行的，避免了手动操作引起

的误差，因此具有稳定性好、重复性好，准确可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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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仪器面板及说明 

 

图 2 

电压输出端子输出低压测量电压 

电流输入插头为试品测量回路电流采样 

【↓】 和 【↑】 键可用于改变光标的上下位置。 

【退出】 键表示否定光标的提示,【确认】 键表示肯定光标的提示。  

四、接线方法 

进行测试前，应按使用要求正确连接电源线及信号电缆。（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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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电压电缆一端接到电压输出端子上,  

2、测试电流信号电缆插在电流输入插头上，  

3、接好电容电感电源线。 

4、将测试电压电缆分别夹在被试电容器组两极的连接母线上，钳

形表卡在所需测量的单台电容器的套管处。 

注意：一定要将电压输出红端线从钳形表正面穿过后再接到需测量的

单台电容器（电抗器）的套管处，接反时测量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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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仪器操作方法 

使用本仪器前应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检查接线无误, 仪器接地良

好, 防止触电事故。 

开机后屏幕显示主菜单画面。 

测量方式 

电压等级 

开始测量 

数据查询 

时间设定 

             

 

 

 

选择测量方式:测电容时可选单相电容、三相△、三相 Y，三相 Yn, 

三相 III,测电抗器电感时可选择大电感、小电感方式，小于 5mH 时只

能选择小电感方式，测电阻时可选择大电阻、小电阻方式，小于 1Ω

时只能选择小电阻方式。注意:选错可能损坏仪器! 

选择电压等级:380V ,6.6kV ,10 kV, 35 kV   

380/ 3 V, 6.6/ 3 kV ,10/ 3 kV ,35/ 3 kV  

选择电压等级用于计算电容的千乏数，千乏数计算公式为： 

千乏数（Kvar）Q=U*U*2*3.14*f*C 

U:电容的电压等级； 

f:测量电压的频率； 

C：电容值 

在上述设定完成后，将箭头指向开始测量,按【确认】键, 稍后结

果就会出现在显示屏上，所测数据自动记录,按【确认】键,打印数据, 

按【退出】键回到开机主菜单,进行下一次测量，选择数据查询可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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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前 40 次所测电容值或电感值，按上、下键翻页，在数据查询时按

【确认】键可进入历史数据打印菜单，此时按【确认】键打印本次数

据，按下键打印全部 40 组历史数据。需要调整系统时间时,请将光标

移到“时间设定”按【确认】键进入时间设定菜单,将光标移到要调整

的“年”、“月”、“日”、“时”、“分”、“秒”上，按【确认】

键，此时光标前进一步，再按【上】、【下】键调整，完成后按【退

出】键回到时间设定菜单，全部调完后将光标移到“存”上，按【确

认】键将数据存入仪器，再按【退出】键回到主菜单。 

下面解释测量结果的意义： 

           C：被测电容器的电容 

           L：被测电抗器电感 

           LZ：Q 值很高或接近理想电感时电抗器的电感 

           Φ：被测电容器的电容量与阻性分量之间的夹角,测电抗器

电感时为电压超前电 

           流的角度 

           U：加在被测电容器的交流电压 

           I：通过被测电容器的交流电流 

           F: 测量电压频率 

           Z：试品回路上的阻抗 

           X: 电抗器的感抗 

           Q：对应电压等级下电容的无功功率 



  
 ZNX-500A 

六、测试接线 

（1）单相电容的测量： 

单相电容测试时，将红测试线一端接在 Ua 上，另一端测试钳接在一条

母线上，黑测试线一端接在 Uo 上，另一端接在另一条母线上，钳形 CT

输出线接到仪器Ia端，钳形CT夹在与红测试钳相连母线的电容引入端，

连线时要注意电流钳上标有“P”的一端朝向电容方向夹在电容器上，

否则测试的相位角不正确。 

如果电容器组有多个单相电容需要测试，可以在测试完第一个电容值后

按返回键，电压测试线不用动，直接将测试电流的电流钳打开然后夹到

下一个电容上按确认键进行测试，这样可大大的提高测试速度，这才是

本仪器的最大特色。 

 

 

 

 

 

 

 

图 4 

（2）三相△型电容的测量： 

图 5是三相△形电容测量接线方法，测量线由仪器测量输出端按颜色对

应接好，将黄色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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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夹在母线排 A相上、绿色夹子夹在母线 B相上，红色夹子夹在母线 C

上，然后将三个电 

流测量线分别对应插在仪器 Ia、Ib、Ic 上拧紧、钳形传感器对应套在

高压电容器组 A相、 

B 相、C 相引入线上，要注意各钳型电流互感器的方向是否正确，否则

会造成所测电容的相 

位角错误。 

               �

                              图 5  △形联接被试电容接线图 

（3）三相 Y型电容的测量： 

三相 Y型电容与△形联接电容器的接线方法一样，只是测量时选择三相 Y

型电容测量。这 

里不再做具体介绍。 

（4）三相 Yn 型电容的测量： 

图 6是三相 Yn 型电容测量接线方法，测量线由仪器测量输出端按颜色

对应接好，将黄色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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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夹在母线排 A相上、绿色夹子夹在母线 B相上，红色夹子夹在母线 C

上，黑色夹子夹在 

母线 N上，然后将三个电流测量线分别对应插在仪器 Ia、Ib、Ic 上拧

紧、钳形传感器对应 

套在高压电容器组 A相、B相、C 相引入线上，要注意各钳型电流互感

器的方向是否正确， 

否则会造成所测电容的相位角错误。 

�

图 6  Yn 形联接被试电容接线图 

（5）三相 III 型电容的测量： 

图 7为三相Ⅲ型电容器测量接线方法，测量线由仪器测量输出端按颜色

对应插好，将黄色 

夹子夹在母线排 A 相上，将绿色夹子夹在母线排 B相上，将红色夹子夹

在母线排 C相上， 

黑色夹子夹在 A’线上，将 A‘B’C‘短接，然后将三个电流测量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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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应插在仪器 Ia、 

Ib、Ic 上拧紧、钳形传感器对应套在高压电容器组 A 相、B相、C相引

入线上，要注意各钳 

型电流互感器的方向是否正确，否则会造成所测电容的相位角错误。 

 

图 7  三相Ⅲ型联接被试电容接线图 

（6）电抗器电感的测量： 

电抗器电感测试时，将红测试线一端接在 Ua、ua 上，另一端测试钳接

在电抗器一引出端 

上，黑测试线一端接在 Uo、uo 上，另一端接在电抗器另一引出端上，

钳形 CT 输出线接到仪器 Ia 端，钳形 CT 夹在与红测试钳相连电抗器引出端，

连线时要注意电流钳上标有“P”的一端朝向电抗器方向夹在电抗器上，否

则测试的相位角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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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七、参考接线方法 

三相集合电容器接线法（如图 9）： 

 

图 9 

注：如果刀闸接地使三相连通，请将刀闸接地脱开，否则无法测量

单相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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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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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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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仪器应在原包装条件下, 放室内贮存。其环境温度为 -10～60℃,相

对湿度 ≯ 90 ％ ,室内不应含有足以引起腐蚀气体。仪器周围无剧烈的机

械振动和冲击。无强烈的电磁场作用。运输条件参照贮存条件。 

 

    ■贮存 



  
 ZNX-500A 

 
武汉智能星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3号光谷芯中心文创楼   16 

传真：027-87678758              电话：027-87678728   15872398130                             

Website：www.whznx.com          E-mail：whznx1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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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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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