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DF-10 

多倍频感应耐压试验装置 

 

 

使 

用 

手 

册 
 
  

  

武武汉汉智智能能星星电电气气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ZD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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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传真：027-87678758              电话：027-87678728   1587239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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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一、概述..................................................... 2 

二、技术参数................................................. 3 

三、装置特点原理及容量确定................................... 3 

四、面板介绍................................................. 4 

五、使用说明................................................. 5 

七、注意事项................................................ 10 

八、运输、贮存.............................................. 11 

九、售后服务................................................ 11 

 

 

 

 

 

 

 

 

 

 

 

 

 

 



  
ZDF-10 

ZDF-10 多倍频感应耐压试验装置 

一、概述 

变压器和互感器的感应耐压试验是保证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一项重

要试验。变压器绕组的匝间，层间，段间及相间的纵绝缘感应耐压试验，则

是变压器绝缘试验中的重要项目。纵绝缘试验需要通过倍频电源装置，施加

试验电压，进行耐压试验。 

ZDF-10 电子式多倍频试验装置是为满足上述要求而设计制造，经过广大

用户使用证明：其操作简单，性能可靠，能较好地满足变压器、互感器感应

耐压试验的需要。 

产品图片 

 

 

图 8  产品示意图（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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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参数 

1. 装置容量：10kW。 

2. 输入电压：AC，三相，380V±10%。 

3. 电源频率：50Hz。 

4. 输出电压：0 ～ 400V  

5. 输出频率：50Hz，100Hz，150Hz，200Hz（可选）。 

6. 波形畸变率：<3%。 

 

三、装置特点原理及容量确定 

1、特点及原理 

该装置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内部核心部分使用变频调节器。参数预置、

保护设置、频率选择、电压调节控制等，全部采用数字控制技术。内置计算

机，8寸彩色液晶显示，数据存储可达到 200 组。 

采用触摸式操作方式，可预置 50Hz、100Hz、150Hz、200Hz 的试验频率

（可选），触摸方式调节电压（步长可以实时调节，选择 1V、2V、5V、10V），

可实现本装置的多倍频试验电压输出。 

由于摒弃了传统的三相五柱式三倍频发生器的产生原理，由此带来了如

下几个优点： 

1. 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便于大功率化。 

2. 不只是产生三倍频，还能产生 1、2、3、4倍频的试验电压输出。 



  
ZDF-10 

3. 操作、接线简单，对现场试验电源容量的要求，有很大程度的降低。 

2、装置容量确定 

35kV 互感器感应耐压试验装置容量确定： 

1、若二次侧保护绕组电压为 U=100V，按照感应耐压试验为不小于两倍的低

压电压三倍的额定频率，则低压加压 U 低=200V，频率=150Hz； 

2、U 试=76kV；(一次侧出厂试验值的 80%) 

3、I 试==2πfCU 试=6.28*150*0.0001*76*10
-3A=0.07A； 

4、I 低=0.07A*（35000V/√3）/100V=14.1A； 

5、装置容量 P=UI/0.6=400V*14.1A/0.6=9.3kW； 

按配套型号查询，则装置容量定为 10kW/400V。 

可兼顾 10kV 互感器感应耐压试验： 

 

四、面板介绍 

 

                      图 1  面板介绍（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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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三相 380V/50Hz 电源，输入接线柱 A、B、C； 

2：输出 0～400V  ，50、100、150、200Hz 输出接线柱； 

3：接地桩；            4：复位键； 

5：高压指示灯；        6：急停按键； 

7：电源开关；          8：USB 接口； 

9：触摸显示屏； 

 

五、使用说明 

本装置的电源、控制为一体式设计，即电子式多倍频试验控制箱。并

设有过流、过压保护；其构成框图如图 1 所示。(其中“LC 滤波装置”内置

于操作箱内，“补偿电感”为选配件，本套装置不含。) 

 

 

图 2  构成框图 

（一）主界面 

 开机的主界面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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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开机主界面 

 主界面菜单一共有四个，三个功能菜单和一个记录编号菜单。 

功能菜单有“文件管理”、“参数配置”、“耐压试验”。 

“记录编号”菜单的作用是输入要保存到内存的数据记录编号，便于关

机后的数据保存和未来的数据检索和打印。 

（二）参数配置 

 在主界面下，点击“参数配置”菜单后，弹出如图4所示的界面。 

 

图 4  参数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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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如下： 

 1. 试验参数： 

 （1）试验电压： 

    设置期望达到的输出电压，是指接入被试品绕组上的电压，单位为 V，

只有当电压大于等于此设定值后，才容许耐压计时启动。 

 （2）耐压时间： 

   设置保持试验电压的时间长度。 

 2. 保护参数： 

 （1）过压保护：设定需要保护的极限低压电压值，超过此限值，装置自

动关断输出； 

 （2）过流保护：设定需要保护的极限电流值，超过此限值，装置自动关

断输出； 

 （3）闪络保护：升压及稳压计时过程中，低压瞬间变化值达闪络保护值，

超过此限值，装置自动关断输出； 

（4）过压保护 2：设定需要保护的极限高压电压值，超过此限值，装置

自动关断输出； 

 （5）闪络保护 2：升压及稳压计时过程中，高压瞬间变化值达闪络保护

值，超过此限值，装置自动关断输出； 

 3. 试验频率： 

设定要进行试验的电源频率。可供选择的值为：50Hz、100Hz、150Hz、200Hz。 

（三）耐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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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界面下，点击“耐压试验”菜单后，弹出如图 5所示的界面。 

 

图 5  耐压试验界面 

 1. 显示参数： 

 （1）f:   0.00 Hz：当前要进行试验的电源频率。 

 （2）I:   0.0 A ：流过被试品的电流值。 

 （3）U 端口:     0 V：变频器输出的端口电压，不是加在试品上的电压。 

 （3）目标电压    0.0 V：设定保护的极限电压值。 

 （4）过压保护  410.0 V： 设定的低压保护电压值。 

 （5）过流保护   25.0 A ：设定的保护电流。 

 （6）过压保护 2    0.01 V ：设定的高压保护电压值。 

    （7）耐压时间 00：00：00：试验电压达到目标值后，点击“开始计时”，

显示耐压进行的时间。 

 2. 功能菜单： 

   （1）开始计时: 按下此键,开始耐压计时。 

 （2）开始试验：按下此键，装置开始工作，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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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升电压 ：开始试验后，按此键可操作。按设定的升、降压步长，

点击一次，升高步长设定的电压（U 端口）。 

（4） 降电压 ：开始试验后，此键可操作。按设定的升、降压步长，点

击一次，降低步长设定的电压（U 端口）。 

（5）故障复位：装置发生保护后，点击此键，恢复到常态，不然，所有

工作按键不能工作。 

（6）紧急停机：发生异常，点击此键，装置快速关断输出。 

（7）降压停机：计时时间到，试验完成，点击此键，降压完成试验。 

（8）打印数据：试验完成后，点击此键，弹出打印列表，可进行打印操

作。 

（9）保存数据：试验完成后，点击此键，弹出保存操作界面，可进行保

存数据的操作。 

 (10)  退出  ：试验完成后，点击此键，回到主界面。 

（四）文件管理 

在主界面下，点击“文件管理”菜单后，弹出如图 6所示的界面。 

 

                     图 6  文件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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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1）已有记录：告知保存数据的组数。 

     （2）序号：记录保存的顺序号。 

     （3）数据标识：试验前输入的数据记录标识符。 

     （4）时间标签：试验时的年、月、日、时、分、秒。 

     （5）数据记录数大于 10 时，左边的箭头键可上、下翻页。 

     （6）删除已有记录：相当于内部存储空间的格式化。 

     （7）“序号”和“数据标识”之间的箭头，选中后，“打开文件”

的上面会出现被选中的记录号，点击“打开文件”，将显示选中记录的数据

内容，并可以打印输出。如图 7所示。 

 

图 7  打开文件界面 

六、注意事项 

1. 仪器应放置于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 

2. 请不要私自拆卸、分解或改造仪器，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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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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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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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试验前，请做好一切安全措施。本设备请置于通风干燥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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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