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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203 氧化锌避雷器带电测试仪 

一、产品用途 

     LCD203 氧化锌避雷器带电测试仪是用于检测氧化锌避雷器电气性能的

专用仪器，该仪器适用于各种电压等级的氧化锌避雷器的带电或停电检测，

从而及时发现设备内部绝缘受潮及阀片老化等危险缺陷。 

仪器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测量全过程由微机控制，可测量氧化锌避雷

器的全电流、阻性电流及其谐波、工频参考电压及其谐波、有功功率和相位

差，大屏幕可显示电压和电流的真实波形。仪器运用数字波形分析技术，采

用谐波分析和数字滤波等软件抗干扰方法使测量结果准确、稳定，可准确分

析出基波和 3～7 次谐波的含量，并能克服相间干扰影响，正确测量边相避

雷器的阻性电流。 

二、产品特点 

1. 仪器标准配置不带高能锂离子电池，可选配内置。 

2. 5.7 寸 320×240 液晶显示器,高速热敏打印机；图文显示，界面直观，

便于现场人员操作和使用。 

3. 适用于避雷器带电、停电或试验室等场所使用。 

4. 电流、电压传感器完全隔离，安全可靠。真正做到三相电流、三相电压

同时测试，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支持单相测试或二相测试，选择方便。 

5. 四种试验方式。支持三相电压或 B相电压基准信号取样方式；支持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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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方式，通过软件计算找到电压基准；还可以选配感应板方式，通过 B相感

应电场强度来找电压基准。 

6. 仪器可连续测试，显示电压电流曲线，并可快速打印数据和曲线。 

7. 内部配置存储器，可掉电存储 200 组试验数据。 

8. 选配 RS232 通讯接口，可通过上位机进行试验，导出试验数据。 

9. 可进行抗干扰计算，补偿 A、C两相电流受 B 相偏差。 

10. 高速的采样频率，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抗干扰性能强，测量结果

精度极高。 

11. 选配置内带高能锂离子电池，特别适合无电源场合。仪器内部只带弱电，

电压不超过 12V，充电状态亦可工作。 

12. 采用防尘、防水、防腐工程塑料密封箱，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 

三、技术指标 

1. 工作电源：AC220V/50Hz；若选配内带高能锂离子电池，内部电池供电，

充电时间>3 小时，连续工作时间>8 小时。 

2. 测量范围： 

泄漏电流:0-10mA（可扩展）；  

电压:30-100V（可扩展）。 

电场强度输入范围：30kV/m~300kV/m（选配）。 

3. 测量准确度： 

电流：全电流>100μA，±5%读数±1个字； 



  
 ZLCD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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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传真：027-87678758              电话：027-87678728   1587239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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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基准电压信号>30V 时，±2%读数±1个字； 

4. 测量参数： 

泄漏电流全电流波形、基波有效值、峰值。 

泄漏电流阻性分量基波有效值及 3、5、7次有效值。 

泄漏电流阻性分量峰值：正峰值 Ir+  负峰值 Ir-。 

容性电流基波，全电压、全电流相角差。 

电压有效，避雷器功耗。       

5. 电压基准信号取样方式：20 米（可扩展） 

6. 仪器尺寸： 主机 360mm×260mm×140mm   

7. 仪器重量： 主机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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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器面板介绍 

 

图 2 

PT 信号航插：接 PT 二次电压信号或感应板信号。 

氧化锌避雷器泄漏电流按有效值分为 0-2mA / >2mA 两个档。 

电流航插：接氧化锌避雷器泄漏电流信号。 

接地端：接地端必须接地，泄漏电流通过接地端流向大地。 

打印机：打印机是热敏打印机，当试验完成后按键盘上的“打印”按钮打

印试验结果。 

RS232：RS232 是与计算机相连的串口通信接口，是用户选配接口。 

LCD 对比度：因为液晶显示屏在温度和光线有所不同时稍有些变化，可能

过 LCD 对比度调节背光到适合亮度。 

液晶： 320X240 像素点阵白色背光液晶，在阳光和黑暗环境下都十分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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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由上、下、左、右、确定、打印、保存、退出 8 个键组成，是用户

和设备交互的终端。 

电源开关：一般接 AC220V 外部电源，并带保险切断\闭合外部电源；若选

配内带高能锂离子电池，切断\闭合供电电池电源。 

充电端：若选配内带高能锂离子电池，仪器带此端子，接入充电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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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方法 

1．方式一：现场带电试验接线方法(接 PT 二次电压信号基准) 

图 3  

如图 3所示，请先将仪器可靠地线，再接电流测试线（三芯线的黄、绿、

红线，分别接 A、B、C三相氧化锌避雷器计数器上端），最后接电压测试线（四

芯线的黄、绿、红、黑线分别接 PT 的 A、B、C、N相）。接电流测试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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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电流大小，接电流测试线到主机端 0-2mA 或>2mA 量程档上，再将另一

端接到计数器的上端。接电压测试线的方法，也是先接仪器这一端再去接 PT

端，一定要小心谨慎接线以避免 PT 二次或试验电压短路。做单相测试或二相测

试时，只接相应的测试线，其它线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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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式二：现场带电试验接线方法(只取 B 相电压信号基准) 

图 3B  

如图 3B 所示，请先将仪器可靠地线，再接电流测试线（三芯线的黄、绿、

红线，分别接 A、B、C三相氧化锌避雷器计数器上端），最后接电压测试线（四

芯线的绿、黑线分别接 PT 的 B、N 相；黄线、红线悬空）。接电流测试线的方

法，首先根据电流大小，接电流测试线到主机端 0-2mA 或>2mA 量程档上，再将

另一端接到计数器的上端。接电压测试线的方法，也是先接仪器这一端再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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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端，一定要小心谨慎接线以避免 PT 二次或试验电压短路。 

 

 

 

 

3．方式三：现场带电试验接线方法（用感应板）（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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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带电接线方法如图 4所示，请先将仪器可靠地线，再接电流测试线（单根

红线接计数器上端），最后接感应板信。接电流测试线的方法，首先根据电流

大小，接电流测试线到 0-2mA 或 >2mA 量程档上，再将另一端接到计数器的上

端。接感应板的方法，要求水平放置线框向上，感应板的柄端带有强力磁铁，

可吸附在 B相 MOA 的底座上，最好处于 B 相避雷器母线正下方，A、C 两相通过

软件推算电压基准。做单相测试时（无论 A、B、C哪一相），请用 B相绿色线

和接地线接此计数器，感应板置于此相正下方，其它线悬置，测试数据为仪器

界面上的 B相通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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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式四：现场带电试验接线方法（无电压方式） 

 

图 5  

带电接线方法如图 5所示，请先将仪器可靠地线，再接电流测试线（单根

红线接计数器上端）。接电流测试线的方法，首先根据电流大小，接电流测试

线到 0-2mA 或 >2mA 量程档上，再将另一端接到计数器的上端。PT 信号航插不

接任何信号。做单相测试或二相测试时，只接相应的测试线，其它线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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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式五：实验室测试接线方法 

 

图 6  

在变压器停电状态下，实验室三相接线方法如图 6 所示，请先将仪器可靠

地线，再接电流测试线（三芯线的黄、绿、红线接 A、B、C相氧化锌避雷器下

端），最后接电压测试线（四芯线的黄、绿、红线并在一起和黑线接变压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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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绕组，注意方向，相角差不为 83°左右时，可以对调此两芯线）。接电流

测试线的方法，首先根据电流大小，接电流测试线到主机端 0-2mA 或 >2mA 量

程档上，再将另一端接氧化锌避雷器下端。接电压测试线的方法，也是先接仪

器这一端再去接变压器测试绕组。检查正确接线后，慢慢升压到氧化锌避雷器

的额定电压，然后操作仪器开始试验。做单相测试或二相测试时，只接相应的

测试线，其它线悬置。 

6. 仪器软件使用 

(1)开机使用 

开机处于主界面，如图 7： 

 

图 7 主界面 

图中显示“进入试验”、“历史数据”，“功能管理”三个菜单项，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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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钟，若选配内带高能锂离子电池将显示电池状态。 

根据键盘的示图 8，按上↑、下↓、左←，右→可以切换“进入试验”或

“历史数据”或“功能管理”，选中“进入试验”按“确定”键后进入试验界

面 1或试验界面 2，如图 9 或如图 10： 

 

 图 8 键盘界面 

 

图 9 试验界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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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试验界面 2 

按“↑”键可以切换试验界面 1 和试验界面 2，试验界面 1 显示试验波形

和关键试验数据，试验界面 2 不显示试验波形而显示全部试验数据。 

试验数据显示三相电压、功耗、全电流有效值、相角差、阻性电流有效值、

容性电流有效值、全电流峰值、阻性电流正峰、阻性电流负峰、阻性电流三次

谐波有效值、阻性电流五次谐波有效值、阻性电流七次谐波有效值。 

试验波形按幅度从大到小显示电压波形、全电流波形、阻性电流波形。 

试验前，首先要选中“设置”按“确定”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下一节中

具体陈述。 

选中“开始”按“确定”键将进行试验，不断重复采集、计算、显示过程，

一个周期 3秒钟左右，如选择了抗干扰计算，时间稍长一点。一段时间稳定后，

可以按“退出”键退出试验，显示为最后一次的试验数据。 

按“打印”键，可以直接打印试验数据和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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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保存”键，可以保存试验数据到存储器中。注意，开机状态下多次试

验保存总为一个试验数据；如试验前打开一个历史试验数据，试验后保存数据

只会刷新此数据。如试验前没有打开历史数据，试验后保存数据将会增加一个

历史数据。 

如果想增加一个新的历史数据，必须按要求在试验前，先关机再连线，然

后进行试验保存数据。如果想刷新一个历史数据，必须按要求在试验前，先关

机再连线，打开此历史数据，然后进行试验保存数据。 

(2)设置参数 

在试验界面，选中“设置”按“确定”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如图 11： 

 

图 11 设置界面 

试验方式：有电压、无电压、感应板（选配）、B相电压四种选择。 

a) 有电压方式时，对应接线方式一和方式五；必须设置“PT 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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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无电压方式时，对应接线方式四；必须设置“电压等级”和“移

相角度”。 

c) 感应板方式时，对应接线方式三，必须设置“电压等级”。 

d) B 相电压方式时，对应接线方式二；必须设置“PT 变比”。 

电流量程：根据全电流大小选择不同的电流量程，要求面板上接线和这里

是一致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请选择 0-2mA 档。 

PT 变比：接线方式一和接线方式二要求设置 PT 变比，接线方式四要求设

置为变压器的测量变比。 

电压等级：接线方式三和接线方式四要求设置该避雷器的电压等级。 

移相角度：接线方式四时，要求人为设定相角差，多数默认可设定为 83.5

°。 

抗干扰计算：选择此项时，三相计算时补偿 A 相、C 相泄漏电流受到 B 相

电压的影响。 

补偿角度：在启用抗干扰计算方法时，用此值来修正相角差，默认设置为

0。 

显示方式：试验界面显示为试验界面 1或试验界面 2。 

键盘按“←”键、“→”键切换位置，按“↑”键、“↓”键切换值。 

 (3)历史数据管理 

在主界面，选中“历史数据”按“确定”键进入历史数据管理界面，如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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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历史数据管理界面显示历史数据的列表，序号，测试时间。信息行中显示

历史数据的条数、每页 9 条、当前选择页、当前选择记录。按“←”将清除当

前及以前的历史数据。按“↑”将上选前一条历史数据，按“↓”将下选后一条

历史数据。按“→”键打开当前的历史数据，显示在试验界面，可以进行打印

或重新做试验刷新此历史数据。 

(4)功能管理 

在主界面，选中“功能管理”按“确定”键进入功能管理界面，如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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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功能管理界面显示“系统日历时钟调整”、“试验操作注意事项”两个菜

单。进入“系统日历时钟调整”，可以设置当前的日历时钟，如图 14。进入“试

验操作注意事项”，可以看到部分试验操作注意事项，如图 1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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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7．上位机软件使用 

   仪器的标准配置不提供ＲＳ232 接口和上位机软件。根据客户的申请，

公司可以提供简单的上位机软件和通讯协议。上位机操作方法略。 

六、避雷器测量原理和性能判断 

1．避雷器测量原理 

判断氧化锌避雷器是否发生老化或受潮，通常以观察正常运行电压下流过

氧化锌避雷器阻性电流的变化，即观察阻性泄漏电流是否增大作为判断依据。 

阻性泄漏电流往往仅占全电流的 10%～20%，因此，仅仅以观察全电流的

变化情况来确定氧化锌避雷器阻性电流的变化情况是困难的，只有将阻性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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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从总电流中分离出来。 

本测试仪依赖电压基准信号，高速采集基准电压和避雷器泄漏电流，通过

谐波分析法，进行快速傅立叶变换，分别计算阻性分量（基波、谐波），容性

分量等。 

阻性电流基波 = 全电流基波•cosφ，φ为全电流对电压基波的相角差。如

图 17： 

 

图 17 

 

2．避雷器性能判断 

（1） 阻性电流的基波成分增长较大，谐波的含量增长不明显时，一般

表现为污秽严重或受潮。 

（2） 阻性电流谐波的含量增长较大，基波成分增长不明显时，一般表

现为老化。 

（3） 仅当避雷器发生均 劣化时，底部容性电流不发生变化。发生不

均 劣化时，底部容性电流增加。避雷器有一半发生劣化时，底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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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电流增加最多。 

（4） 相间干扰对测试结果有影响，但不影响测试结果的有效性。采用

历史数据的纵向比较法，能较好地反映氧化锌避雷器运行情况。 

（5）  避雷器性能可以从阻性电流基波判断，也可以从电流电压相角

差Φ判断更有效，因为 90°-Φ相当于介损角。如果规定阻性电流小于

总电流的 25%，对应的φ为 75°： 

性能 <75° 75°～ 79° 79°～ 83° 83°～ 89° 

Φ 差 中 良 优 

 

3．相间干扰 

现场测量时，一字排列的避雷器，中间 B 相通过杂散电容对 A、C 泄漏电

流产生影响，使 A 相φ减小，阻性电流增大，C 相φ增大，阻性电流减小甚至

为负，这种现象称相间干扰。 

 一种方法是补偿相间干扰：假设 Ia、Ic 无干扰时相位相差 120°，假设 B

相对 A、C 相干扰是相同的； 

仪器的参数设置中加了“抗干扰计算”，软件自动完成。 试验室测量时不

必考虑相间干扰。 

七、注意事项 

 检查仪器、安装等性能发现异常及时反馈，确认完好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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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接线，接线顺序必须 是仪器首先可靠接地，再来接其他的线。 

 仪器必须可靠接地，保证人和仪器的安全。  

 PT 二次取参考电压时，应仔细检查接线以避免 PT 二次短路。 

 电压信号输入线和电流信号输入线务必不要接反，如果将电流信号输入线接

至 PT 二次侧或者试验变压器测量端，则可能会烧毁仪器。 

 在有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的情况下，切勿插拔测量线，以免烧坏仪器。 

 本仪器不得置于潮湿和温度过高的环境中，试验完毕或人员离开必须断电。 

 仪器损坏后，请立即停止使用并通知本公司，不要自行开箱修理。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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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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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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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品用途
	二、产品特点
	三、技术指标
	四、仪器面板介绍
	五、使用方法
	6. 仪器软件使用
	(1)开机使用
	(2)设置参数
	 (3)历史数据管理
	(4)功能管理

	7．上位机软件使用

	六、避雷器测量原理和性能判断
	1．避雷器测量原理
	2．避雷器性能判断
	3．相间干扰

	七、注意事项
	八、运输、贮存
	九、售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