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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频串联谐振控制箱的详细介绍 

1、技术参数 

 输入电源: 

电压： 220V±10%(10kW以上) 

频率： 50/60Hz 

 输出电压：0-250V； 

 输出波形：正弦波 

 频率调节范围：30-300Hz 

 频率分辨率：0.01Hz 

 频率稳定度：0.1% 

 频率步进值：5Hz,1Hz，0.1Hz，0.01Hz 

 电压分辨率：0.1kV 

 电压测量精度：1.5% 

 电压步进值： 1%，0.1%，0.01% 

 运行连续工作时间：60分钟 

2、功能描述 

变频电源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波形为脉宽电压调节的正弦波。 

 内部由 ARM控制，操作功能得到优化,操作简单。 

 自动扫频，寻找谐振点.频率范围 30-300Hz,可设置扫频范围，扫频

最大耗时 40秒钟(全频扫)， 频率分辨率 0.01Hz。 

 自动试验，用户可设置试验程序，试验程序分为 5 段，系统自动按

设置的程序完成试验过程。 

 耐压时自动跟踪电压，电压正常波动时自动调整电压到目标电压，

异常波动时提示用户电压异常波动，由用户根据试验情况进行操作。 

 实时显示试验状态，用户可根据试验状态进行相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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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的保护功能：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和闪络保护，过热保护，高

压异常保护，软/硬件同时保护，保护响应时间不大于 5微秒，确保

安全。 

 试验数据保存，可即时打印试验数据，也可将数据保存以备下次打

印。 

 数据查询功能,根据试验日期查询以往的试验数据。 

二、系统硬件说明 

1、面板外观（如下图） 

 

（注意： 电源接入变频电源插座且面板上空开合上时，变

频电源输出插座上已经带电，此时严禁碰触此插座金属部

分。应在合空开前接好所有试验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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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电缆试验原理图 

 

 

 

现场电缆试验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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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变压器试验原理图 

 

 

 

现场变压器试验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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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动/自动试验 

2、手动试验 

检查试验线路,确保线路无误后，合上电源开关。仪器显示如下图： 

 

 

 

（1）按【确定】键进入试验参数设置.（见下图）包括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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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电压】试验过程中要升到的目标电压值。 

【耐压时间】试验过程中的耐压时间，时间到自动停机（最大 9999 秒）。 

【分压变比】高压分压器的分压比（分压变比是根据当前分压器的实际变

比值填入，注意不能填错，否则高压测量数据出错。） 

【过压保护】试验过程中的最高电压，默认为目标电压 1.1 倍，用户可自

己设置，但不能超过 1.1 倍。试验电压超过此设定值则保护停机 

【过流保护】试验过程中的最大电流设定值，超过则保护停机 

      注意；参数修改操作说明： 
1. 按上下移位键选择需要修改的参数（方框内为选中）。 

2. 按电压调节旋钮可循环选择需要修改的数据位（阴影反
显的数字为当前可以修改的数据位）。 

3. 顺时钟旋转电压调节旋钮为数据加。 

4. 逆时钟旋转电压调节旋钮为数据减。 

5. 按下电压旋钮光标左右移动 

            

     （2）按【确定】键进入试验确认界面。（见下图） 

 

 

 

 

 

 

 

 

 

 

 

 

 

 

 

按【确定】键仪器充电合闸进入试验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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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手动试验中手动调频手动升压；此时调节频率旋钮寻找谐振点（寻找扫

频过程中某一点的最高电压值，并且“测频”的频率值应与试验频率接近）谐振

点找到后调节电压旋钮开始升压。 

（3）按【计时】键开始计时。（见下图中耐压时间数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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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使用---2.2 手动试验中自动调频手动升压(简称半自动试验)  

如图 

 

按下扫频键后 40 秒钟自动找到谐振点如下图 

 

提示手动升压和试验电压变成黑块及可以旋转电压旋钮升压到所需要的目标值， 

到了目标值按下计时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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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结束后控制箱会自动降压停机。 

上图中各显示项说明如下： 

1.  LCD 屏上部阴影部分为当前试验状态及类型提示。 

2. 【试验电压】 试验时被试品上高压值。本仪器为峰值/√2（等                                  

同于纯正弦波时的有效值）。 

3. 【试验频率】 仪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值。 

4. 【目标电压】 试验过程中的高压目标值。 

5. 【耐压时间】 按【计时】键后的耐压计时秒数。 

6. 【电流】     仪器的输出电流值。 

7. 【调压】     仪器的电压输出百分比（最大 99.99%）。 

8. 【测频】     高压测量信号的频率值。 

9. 【Q 值】     谐振系统的品质因数。 

10. 【过压】    高压的最大保护值。 

11. 【过流】    仪器输出电流的最大保护值。 

12. LCD 屏下部分别为电压和频率调节的步进值，可按对应的调节

旋钮改变（循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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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手动控制加压，不能快速旋转调压，调频旋钮，并选择适当的步进值以

免系统高电压快速变化，产生过压，对被试品，试验系统产生危害 

试验结束如下图： 

 

备注：任何情况下可按【返回】键返回上一界面或开机界面。 

2、自动试验 

（1）按【确定】键进入试验参数设置.（见下图）包括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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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电压】试验过程中要升到的目标电压值. 

【目标电压】试验过程中要升到的目标电压值。 

【耐压时间】试验过程中的耐压时间，时间到自动转入下一阶段或停机 

   说明： 

        1.目标电压及耐压时间最多可设置 5个阶段，前一阶段耐压时间到

并且下一阶段不为零时调整电压至下一阶段目标电压值继续耐

压，否则降压停机。 

        2.目标电压的设置不能超过系统的最大电压值。 

        3.目标电压或耐压时间有一个设置为零不允许进入下一阶段进行

设置，并且认为此阶段以及后面阶段均无效。 

4.目标电压及耐压时间至少有一个阶段不全为零，否则在开始试验

时出现如下提示界面： 

（2）按【确定】键进入其他试验参数设置.（见下图）包括以下参数： 

 

 

 

 

 

 

 

 

 

 

 

      【扫频范围】 自动试验寻找谐振点时的频率输出范围，在已知被试品容

量的情况下可计算出谐振频率，根据计算频率加减 20Hz

作为扫频范围，节省试验时间。 

       其它参数设置  与手动试验参数设置相同。 

      参数修改操作与手动试验参数修改相同。 

 （3）按【确定】键直到进入试验界面（各显示项与手动试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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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扫频如下图 

            

 

 

 

 

 

 

 

 

 

 

 

 

扫频找到谐振点后开始升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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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查询/报表 

需要查询以往的试验报告，选择【数据查询】（下图）。 

 

 

 

根据试验日期选择查询序号（最多 50组数据），按【确定】按钮，显示试验报告

如下图： 

 

 

 

 

 

 

 

 

 

 

 

 

 

 

 

 

按【打印】键可进行打印。 

按【返回】键返回上一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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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设置 

1.【时间设置】  

选择【时间设置】，按【确定】键可进行时间设定，修改后按【确定】

键时间设定才生效。 

用电压调节旋扭进行数据移位和修改。 

 

          2.【数据清除】  

                   选择【数据清除】，按【确定】键可清除所有已保存的试验数据。 

六、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 

1、高压试验请注意安全，严格按照高压试验的规范来操作。检查/修改试验

接线时，请先关闭本系统，并切断电源。 

2、本系统支持的最高电压为 800Kv，实际能够升到的高压由激励变压器决

定，请根据试验电压调换合适的激励变压器。 

3、如果开机后发现变压器发出非正常声音，请立即关闭本系统并切断电源，

检查变压器接线是否正确。 

4、正常“停机”采用逐步降压停机的方式，保护停机直接快速停机，遇到

紧急情况可以直接断开空开直接关机。 

5、如果自动扫频失败，请检查接线或重设扫频范围。 

6、本系统试验电压为峰值采样（国标要求），如果系统显示的高压跟万用表

显示的高压差别大，请检查“试验参数”中的“分压变比”是否正确填写。 

  

 

 

第五章 常见故障排除 

5.1通用注意事项 

1.本试验设备应由高压试验专业人员使用，使用前应仔细阅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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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明书，并经反复操作训练。 

2.操作人员应不少于 2人。使用时应严格遵守本单位有关高压试

验的安全作业规程。 

3.为了保证试验的安全正确，除必须熟悉本产品说明书外，还必

须严格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程进行试验操作。 

4.各联接线不能接错，否则可导致试验装置损坏 

5.本装置使用时，输出的是高电压或超高电压，必须可靠接地，

注意操作安全。 

5.2 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 

1.自动调谐不能完成，找不到谐振点： 

现象： 

调谐完成后仪器提示高压异常 

原因： 

回路接地不好，试验回路接线错误，装置某一仪器开路，高压测

量线短路或者开路，高压测量红黑线头插反 

排除方法： 

1）检查接地装置可靠，接地连接线是否有断开点； 

  2）检查励磁变压器的高低压线圈的通断； 

  3）检查每一只电抗器的通断； 

  4）检查分压器的信号线的通断； 

  5）检查分压器的高低压电容臂的通断； 

  6）装置自身升压时没有谐振点，还需要检查补偿电容器的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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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部件正常，依然没有谐振点，请和厂家联系，不可拆卸

仪器！ 

3 不能升压到试验电压 

现象： 

1）；改换激励电压到较高的电压接头 

2）被试品部分有避雷器没有打开连线 

3）谐振点没有找准，偏谐； 

原因： 

1）电抗器与试品电容量不匹配，没有准确找到谐振点； 

 2）试品损耗较高，系统 Q值太低； 

 3）励磁变压器高压输出电压较低； 

  4）高压连接线过长或没有采用高压放晕线 

排除方法： 

1）将补偿电容器并接入试验回路，加大回路电容量； 

 2）尽可能将多只电抗器串联，提高回路电感量； 

 3）提高励磁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4）干燥处理被试品，提高被试品的绝缘强度，减少回路的有功

损耗； 

   5） 一般在设备较高电压输出时，采用高压放晕线，或将普通

高压输出线改为较短的连线，一般不超过 5米。 

如果全部处理完后，依然不能解决问题，请和厂家联系，不

可拆卸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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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相关资料 

6.1相关省份电缆试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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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谐振装置容量选择 

试验电流： I=2πfCU×10-3 (A) 

频率的选择(HZ) 

1、发电机―――50HZ，取 50HZ 

2、变压器―――45~65HZ，取 50HZ 

3、GIS、开关、母线―――30~300HZ，取 45HZ 

4、电力电缆：30~300HZ，取 35HZ 

电压的选择(KV) 

 按照规程要求，确定最高试验电压。 

电容量的选择(uf) 

 根据被试品最大电容量确定 

装置最大容量：P=UI×1.25 (K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