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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一、概述 

  MLJB-III 型继电保护测试仪是在原有 MLJB-II 的基础上，新开

发的高智能化，多功能继电保护校验仪器。  

   本仪器采用单片微机技术，由自动同期数字毫秒表，逻辑控制

单元，多功能数显单元，高精度数据采集及处理单元，电流、电压
输出单元，过载及超量程保护单元等部分组成，自动打印及显示，

测试过程全自动，大大提高测量精度及工作效率。  
   该仪器还具有外形美观，性能可靠，操作简便，功能较齐全等  

优点，是校验继电保护装置理想的仪器。  

二、功能 

1. 本机可测试各种交直流、电流、电压、中间、自保持 , 信  
号等多种单个继电器及整组继电保护屏，可测试各种继电器的吸合

电压（电流）值 ,释放电压（电流）值，各种触头（常开、常闭、
转换、延时）的吸合时间和断开时间，均自动测试三次并储存数，

并自动计算三次均值的返回系数且打印 , 可重复显示及打印测试  
结果。  

2. 本机可方便地测试重合闸继电器的各项参数。  
3. 本机附有测频、测相功能，可测量电流，电压的频率 (显  

示一个周期的时间，即周期 )及二个信号之间的相位差（时间）。  
4. 本机设有两个独立的通道，均与本机其它输出绝缘，可方  

便地测量带电接点，满足继电器的在线测试，接线简单，安全。  
5. 本机采用了精密的计时基准 (１０微秒 )及长达 100 小时的  

计数器  ，所以可单独作为精密毫秒计取代传统的秒表。  

三、特点 

1. 由于本机采用了微机控制，  面板上仅有 16 个触摸开关，  
就可方便的完成各种测试功能，改变了老式继保仪必须关断电源，切

换多个开关，才能转换电源种类的弊病，操作简单。本机还设有自检，
报错功能，极大地方便了检查、维修。  

2. 本机设有全面的自检，自我保护功能，开机后本机立即投  
入自检，在过载和过量程时，保护电路将快速切断输出并发出声、光

提醒，极大地降低了因误操作带来的不必要损失。  
    3. 本机智能化程度高，仅按一个键，即可测出通用继电器的全

部参数，并自动打印全部数据，使您从繁锁的测试操作中解脱出来。 
4. 本机显示屏有功能显示单元，从显示屏上能清楚的反映本  

机的工作状态。  

    5. 本机打印的数据全部使用汉字，如“吸合电压”、“断开电

压”、“常开吸合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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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量交流“带电接点”，本机由微机通过特殊电路判断是  

交流过零还是触头动作，使测试准确无误。  

 

 

 

四、面板说明  

  
              ( 图   1 ) 面板示意图     

  (1) 通道Ⅱ带电、空接点选择开关  

  (2) 通道Ⅱ插座，外接被测信号或触点  

  (3) ACV 输出接线柱  

  (4) DCA 输出接线柱，红色为“＋”、黑色为“－”  

  (5) DCA 电流调节，推拉开关拉出，输出电流 0～ 5Ａ，推拉开关推

入，输出电流 0～ 200mA，旋钮顺时针方向旋转，电流由小至大。  

  (6) DCA 开关  

(7) 微型打印机  

  (8) 功能操作键盘  

  (9) DCV 110V 或 220V 固定输出选择开关。  

  (10) 电源开关。  

  (11) DCV 固定输出接线柱，红色为“＋”，黑色为“－”。  

  (12) 电源插座 (AC 220V) 

  (13) ACA 100A 输出接线柱  

  (14) ACA 50A、 100A 公共接线柱  

(15) ACA 50Ａ输出接线柱  

  (16) 保护接地接线柱  

  (17) 调压器保险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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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整机电源保险 (5A) 

  (19) DCA 保险  (6A) 

  (20) 外测提示灯  

  (21) 降压（流）提示灯  

  (22) 升压（流）提示灯  

  (23) 讯响提示灯  

  (24) 直流毫安和毫秒提示灯  

  (25) 数字显示窗口， 7 位，其中功能显示 2 位，数字显示 5 位。  

  (26) 通道Ⅰ插座，外接被测信号或触点    

  (27) 通道Ⅰ带电、空接点选择开关  

  (28) DCV 输出接线柱，红色为“＋”、黑色为“－”  

  (29) ZCH 输出接线柱，在 DCV 档时常有输出，不受“合闸”、“分

闸”控制。    

五、主要技术参数 

  １、交流电压输出  

    0～ 250V 连续可调，最大输出容量 600VA,过量程保护 260V，

误差为±1％。  

  ２、交流电流输出  

    0～ 50A， 0～ 100A 连续可调，误差为±1％。  

    0～ 50A 时，开路电压 10V。  

    0～ 100Ａ时，开路电压 5Ｖ。过载保护动作电流 120A。  

  ３、直流电压输出  

    0～ 250V 连续可调，最大电流 2A，过量程保护 260V,过载保

护动作电流 2.1A±5%。纹波系数 S≤ 0.1％   

  ４、直流电流输出  

    0～ 200mA 0～ 5 A 连续可调，误差为±1％。  

    0～ 200mA 时，开路电压 48V，过载保护动作电流 230mA。  

    0～ 5A 时，开路电压 24V,过载保护动作电流 5.2A。  

  ５、直流电压固定输出  

     单独输出 110V 或 220V 时 ,电流可达 2.5A，但和交流电压电

流，直流电压同时输出时。其总容量不能超过 600VA。  

  ６、数字毫秒表  

    最大量程： 100 小时  

    分辨率： 0.1 毫秒  

    精  度： 0.1％±1 个字  

  ７、仪表准确度采用四位半 A／ D 转换 ,精度 0.1％读数±1 个字  

８、整机测量精度：≤ 1% 

９、体积： 440×320×280ｍｍ  

   １０、重量： 18K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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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操作键说明 

    １、 AC／ DC 键：交直流变换，显示屏上有字符提示所处状态。  

  ２、 A／ V 键：电流、电压转换。显示屏上有字符提示所处状态。  

３、自动键：按此键可自动完成继电器的吸合、断开电压 (电流 ) 

值及吸合、断开时间的测试，并直接打印出数据，不须人工干预 (DCA

状态除外 )。  

  ４、外测键：此键可完成带电继电器 (在线继电器 )的吸合、  断

开时间测试；外接信号的周期及相位差测试。  

５、“快升”、“快降”键：以 4.5 转 /分的速度，使输出电压  

(电流 )自动上升或下降 (不含 DCA)。  

６、“慢升”、“慢降”键：以 2.4 转 /分的速度，使输出电压 (电

流 )上升下降 (不含 DCA)。此两键为点动键 ,按下动作 ,松开停止 , 

且不切断输出。以便准确调整到所需输出电压 (电流 )值 . 

  ７、“测值”键：自动测试继电器的吸合、断开电压 (电流 )值， 

重复测三次。  

  ８、“测时”键：把电压 (电流 )调整到额定值时，  按此键自动

测量继电器吸合断开时间三次。  

  ９、打印键：测试结束后，可用此键打印测试数据。  并可重复

打印多次。  

  １０、显示键：测值、测时结束后，可用此键显示测试数据，每个

数据显示 2 秒。其中，功能显示的第一位数显示 U、A、S 分别表示电

压、电流、时间；第二位显示 1、2、3 分别表示测试次数。第一遍显

示吸合值（时）第二遍显示断开值（时）。  

 １１、合闸键：按此键使电压（流）输出，同时显示。  

 １２、分闸键：按此键切断电压（流）输出，同时锁存显示数据。  

 １３、停止键：此键可停止调压器的上升、下降，并同时分闸， 锁

存显示数据。在自动、测值、测频、测相位的过程中，可用此键终止

执行。  

 １４、复位键  ：按此键微机复位，切断所有输出 ,微机恢复初始

状态，显示（Ｐ）。调压器自动下降到零。显示改为（Ｙ），此时  

可用０ -９键输入试验日期。若开机时已输入日期，或不需打印日期，

则复位时不用再输入。  

七、测试方法 

打开电源开关，显示屏显示 (P)，微机自检，同时指挥调压器  

回零。微机自检正常后，显示屏出现 (ｙ )字符，此时可输出测试日  

期，如不输入日期，5 秒钟后会自动将显示返回 (P)，等待操作，(也

可不等 5 秒钟直接按停止键返回 (P))。在没输入日期时，打印时将不

打印日期 ,但不影响正常操作。输入日期方法 :              

   先输入年，如 1995 年则输入 95,后输入月，如 8 月，则输入 8，

最后输入日期，如 8 日，则输人 08，例：1997 年 2 月 12 日，则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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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212，日期输人后，按停止键，微机会记忆并返回 (P)等待操作。

只要输入了日期 ,则以后的测试在打印时均会在结尾处打印日期备查 ,

即使复位也不会清除日期。 0--9 数字键由 AC/DC--测时等九键代替。 

  然后，应根据所测继电器的种类，用ＡＣ／ＤＣ和Ａ／Ｖ二键选

择测试电源的类型，使状态显示与被测继电器种类相对应。并将继电

器线圈接入相应的电源输出接线柱，继电器触头接入ＣＨＩ插孔内。

根据触头是否带电，将带电、空接点开关拨到相应位置，准备测试。 

１、自动测量：当按下“自动”键时，本机自动完成下列各项内

容：（不包括ＤＣＡ）  

(1) 分闸、调压器回零。  

  (2) 快升找到吸合值 (继电器吸合 )。在此基础上再上升 37%。(3) 

慢降，测第一个断开值，并记忆。在此基础上再下降 37%。  

   (4) 慢升，测第一个吸合值，并记忆。在此基础上再上升 37%。  

    (5) 重复第 3、 4 项 ,测试三次。  

    (6) “合闸”、“分闸”测出吸合，断开时间各三次。  

  (7) 打印全部测试数据。  

  以上各步骤进行的同时，显示屏均相应显示数据，便于监控。 在

进行第二次测试前，上次所测数据均被微机记忆下来，可重复显示和

打印。  

  ２、手动测值（不包括ＤＣＡ）按“测值”键，本机将自动测吸

合，断开电压（流）值三次（同“自动”测试的１～５项）然后， 可

按“显示”或“打印”键输出数据。  

  ３、手动测时（不包括ＤＣＡ）用“上升”或“下降”键找出被

测继电器的额定值，然后按“测时”键，本机自动分、合闸测三次吸

合，断开时间。结束，可按“显示”或“打印”键输出数据。  

  ４、ＤＣＡ的测试  

  ＤＣ电流的升、降由面板上的电位器调节，顺时针旋转，电流由

小到大，逆时针旋转，电流由大至小。量程由电位器上的推拉开关转

换，拉出时为０～ 5Ａ档，用于较低阻抗，较大电流负载的试验。推

入时为０～２００ｍ A 档，用于较大阻抗，小电流负载的试验，当处

于２００ｍ A 档时。ｍ A 灯亮；  

ＤＣＡ设有开关 (13),当置于０ＦＦ位置时，可用ＡＣ／ＤＣ和

Ａ／Ｖ键选择ＤＣＡ档，此时由本机控制输出并显示输出电流值，   

可测量电流继电器的吸合，断开值及动作时间，并能用“打”“显

示”键输出测试数据。  

  ＤＣＡ开关 (13)在ＯＮ位置时， DCA 常有输出，不受本机控制，

不显示其输出值 ,此时 ,它可和其它电源同时输出 ,供需多种电源的继

电器校验用，如重合闸继电器等。  

  （１）   测值：  

   Ａ、将开关置ＯＦＦ位置，电位器逆时针旋转至零。  

   Ｂ、选择所需的ＤＣＡ档 (5Ａ档或 200ｍＡ档 )。  

   Ｃ、按测值键，此时显示屏显示电流值。  

   Ｄ、顺时针缓慢旋转电位器，听到“滴”的一声响，表示继电

器已吸合，显示屏锁定并记忆吸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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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逆时针旋电位器，听到“滴”的一声，表示继电器已断开，

显示屏锁定并记忆断开值 . 

   Ｆ、重复Ｄ、Ｅ操作，直到听到“嘀、滴”二声提示铃响，表

示已测完并记录好数据，此时可用“显示”键或“打印”键输出数

据。  

  （２）测时  

   Ａ、按“合闸”键，此时显示输出电流。  

   Ｂ、旋转电位器，调到继电器额定电流值。  

   Ｃ、按“分闸”键。  

   Ｄ、按“测时”键，将自动“合闸”、“分闸”，测三次吸合

断开时间。  

   Ｅ、用“打印”或“显示”输出测试数据。  

  ５、重合闸继电器测试  

  （１）按图  2 接好线  

  （２）输出选择到ＤＣＡ，并根据输出大小选择量程。  

   
        图  2 重合闸继电器接线图  

      （３）测自保持：按“合闸”键，此时显示电流值，调整Ｄ

ＣＡ调节旋钮，按住ＪＺ衔铁于动作位，使流过ＪＺ电流线圈的电流

约等于０ .９倍额定电流，然后将手松开，此时ＪＺ应能自保持。  

    （４）测充电时间：  

  Ａ、输出选择“ＤＣＶ”档，置“ＤＣＡ”档开关（１３）于Ｏ

Ｎ位置，按“上升”键，此时显示电压值，接近额定电压时按“停止”

键，  此时重合闸装置指示灯ＸＤ亮。  

  Ｂ、输出选择“ＤＣＡ”档，短接重合闸③、⑥端子放电，  再

将输出选择置“ＤＣＶ”档，经１５～２５Ｓ后，再按“合闸”，Ｊ

Ｚ应可靠动作并自保持。  

    C 、输出选择“ＤＣＡ”档，“ＤＣＡ”开关置０ＦＦ位，此

时继电器复原位，短接继电器③、⑥端子放电。再将输出选择“ＤＣ

Ｖ”档，经 13 秒合闸，继电器应不动作。  

  （５）测重合闸时间  

  Ａ、置ＤＣＡ开关于０ＦＦ  

  Ｂ、输出选择“ＤＣＶ”档２５Ｓ后，按“测时”键，按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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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到“嘀嘀”声响再松开，即可测出三次重合闸时间。  

  Ｃ、按打印键，打印测试结果。  

  （６）按复位键，待调压器回零后，关电源开关。  

  注：此测试步骤是针对ＤＨ─１重合闸继电器，其它型号继电器

用户自行掌握，只需明白“ＺＣＨ”、“ＤＣＶ”、“ＤＣＡ”各自

用途。  

  ⒍过电流继电器的测试（此方法适用于 GL 系列过电流继电器）  

手动观测测值方法：  

Ａ、按要求接好电源线与信号线，输出选择“ AA” ; 

  Ｂ、观察 GL 继电器铝盘的带螺杆的轴与扇形齿轮，按“慢升”

键，当扇形齿轮与轴的螺杆相咬合时，松开慢升键，此时显示的值为

继电器的吸合值。  

    Ｃ、按“慢降”键，当扇形齿轮与轴的螺杆断开时，松开慢降

键，此时显示值为继电器的断开值。  

    Ｄ、重复以上三项操作即可测得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值。  

    GL 系列继电器的时间测试：  

    Ａ、按要求接好电源线与信号线，输出选择“ AA”。  

    Ｂ、调整好继电器的电流与时间后，按“快升”键找到所需电

流值后，按“停止”键停止，然后再按“测时”键，此时本机将自动

测试其吸合与断开时间各三次。  

    Ｃ、按“显示”键显示其三次的测试结果或按“打印”键将其

打印出来。如无需显示或打印，则按“复位”键复位。  

八、通道１（ＣＨ１）通道２（ＣＨ２）使用方法 

  ＣＨ１、ＣＨ２在继电器测试时，接入信号用，开关分带电及空

接点两档。在带电档时可输入交直流电压，可靠动作范围为  25Ｖ～

２５０Ｖ。外电为３８０Ｖ时请接入１００Ｋ／２Ｗ电阻即可测试。

空接点时供电严禁接入电压，以免损坏本机。  

  注意：ＣＨ１、ＣＨ２通道彼此绝缘，并与本机其它输出绝缘。

故用带电输出时可不考虑共地问题。但用带电接点时，请先插好通道

插头，再接通在线电源，严禁在带电情况下拔 (插 )通道插头，以免使

电源短路，损坏本机及外接设备。  

  使用方法：  

  １、带电档的接入方法可如图  3（ａ）所示连接。当外接电压过

高时，请串入保护电阻Ｒ。  

  空点接入方法，可如图  3（ｂ）所示连接。转换触头可参考图

3(C)。  

２、使用本机电源测试继电器时，只能使用ＣＨ１。  

３、在线测试继电器吸合，断开时间。  

   （１）线包按图  3（ａ）方法接入ＣＨＩ，开关置带电位置。（２）

触点按是否接有电源，分别用图  3（ａ）或（ｂ）方式接入ＣＨ

２，注意置好相应开关位。  

    (３ )按外测键，置功能显示为“Ｆ”。此时可接通外接电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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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按（除外测、停止、复位打印外）任意键，本机启动测试   

                    
                     图 3 

   （５）接通（断开）被测继电器电源， 显示屏显示被测继电器

触头的动作时间。  

  （６）用打印键可打印此数据。  

  （７）若需继续测试，可重复（４）、（５）、（６）操作。若改变

外接继电器时 ,请断开外接电源 ,以保证本机及人身安全 . 

  （８）测试完毕，断开外接电源后，用复位键返回初  始状态

“Ｐ”。  

注意：外测功能显示共有两档，“Ｃ”“Ｆ”，连续按外测键可依次

转换。  

４、测转换触头的动作时间  

  （１）按图４接好线，开关均置空点位置。  

  （２）按外测键，置功能显示为“Ｆ”。  

  （３）按（除外测、停止、打印、复位外）任意键启动测试显示

"0"。  

  （４）接通（断开）被测继电器的线包电源，显示屏将显示转换

触头由常闭到断开（常开到闭合）的动作时间。  

  （５）用打印键，可打印测试数据。  

  （６）若需多次测试，可重复（３）、（４）项、（５）项。  

  （７）测完，按复位键返回。  

５、测两个交流电压信号的相位差。  

  （１）将两个电压信号分别接入ＣＨ１、ＣＨ２，开关置带电位

置。  

  （２）用外测键，置功能显示为“Ｆ”。  

  （３）接通两信号电源。  

  （４）按（除外测、停止、打印、复位键外）任意键开始测试， 

显示时间，为ＣＨ１状态变化到ＣＨ２状态变化之间的时间，如图  4

所示。  

    （５）可用打印键打印。  

  （６）需多次测试可重复（４）、（５）操作。  

    (７）测试完，切断外接电源，复位返回。  

 注意：  

在“Ｆ”状态下，ＣＨ１信号启动计时，ＣＨ２信号结束计时，

启动、停止、以状态变化为准，即上跳沿、下跳沿均可作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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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测试   ｔ显示时间  

                   图  4 

动、停止信号。  用户可灵活使用此功能作多种测试，如在ＣＨ１、

ＣＨ２接入按键开关可作精密计时器使用。在启动计时后也可使用本

机停止键，停止计时。  

６、测交流信号频率  

   （１）将信号接入ＣＨ１。开关置带电位置。  

   （２）用外测键，置功能显示“Ｃ”。  

   （３）接通信号电源。  

（４）按（除外测、停止打印、复位键外）任意键启动测试，

显示交流信号的周期（时间）。如交流 50HZ 电源 ,显示 20. 

00ms。  

   （５）可用打印键打印。  

   （６）需多次测试，可重复（４）、（５）操作。  

   （７）测试完毕，断开测试信号，按复位键返回。  

  注意：在“Ｃ”状态下，本机以下跳沿为启动停止基准。由于本

机计时基准为此 10μ s,故被测信号频率应小于 10KHZ。  

九、几点说明 

  １、功能显示  

  “Ｐ”：微机上电及复位时进行自检，正常后显示。复位时， 调

压器会自动回零，回零后，听到“滴”一声响，可开始正常操作。  

     “ＡＡ”  ＡＣＡ交流电流档。  

    “ＡＵ”  ＡＣＶ交流电压档。  

       “ＤＡ”  ＤＣＡ直流电流档。  

    “ＤＵ”  ＤＣＶ直流电压档。  

    “Ｆ”  测相；带电继电器动作时间测量。  

    “Ｃ”  测频。  

  2、时间显示  

  一秒内按毫秒显示  ×××. ××ｍＡ灯亮   ９９９ .９９毫秒  

  一分以内按秒显示  ××. ×××        ５９ .９９９毫秒  

  一分以上按分、秒显示  ×× ××        ５９分５９秒  

  小时显示在功能位上  ×× ×× ×× ９９小时５９分５９秒  

  注意：受显示位限制，时分秒显示时无小数，但在打印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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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后一位。  

  3、出错显示及处理方法：  

      Ｅ４  ＣＰＵ  ＲＡＭ写不进 "1"。   更换 8032   

    Ｅ５  ＣＰＵ  ＲＡＭ写不进 "0"。   更换 8032 

    Ｅ６  ＤＣＶ过流。按任意键返回，请检查负载连接。  

    Ｅ７  超量程。  

  本机量限：   ＡＣＡ           120Ａ  

         ＤＣＡ  200 ｍＡ档   230ｍＡ  

              5 Ａ档      5.2Ａ  

ＡＣＶ          260Ｖ  

         ＤＣＶ          260Ｖ  

  当输出超过上述量限时，本机自动切断输出，显示Ｅ７。  此时

可按任意键恢复操作。  

  ５、音讯  

  （１）应答声：“滴”一短声。  

     表示按键确认及正常操作。  

  （２）提醒声：“滴”、“滴”二长声  

  表示下述情况：  

  α、一个正常的操作完成时。如自动、测时、测值等测试完成时。

ь、按动了不该操作的键。如ＤＣＡ时，按动上升、  下降键；ｃ、

调压器上升到最高位或下降到最低位。   

  （３）警告声：“滴……”连续声  

  表示过载保护，量程超限及检测路线出错等。  

  ６、关于小电流继电器的校验问题  

  我厂生产的继电保护测试仪，  其交流电流输出有两档，即０～

５０Ａ档和０～１００Ａ档；６０Ａ和１２０Ａ为极限值。其中  

０～５０Ａ端口最高电压为１０Ｖ，０～１００Ａ端口最高电压为５

Ｖ，大电流输出靠调节电压来调整。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往往遇到这样的问题：即测试１０Ａ以下电流

继电器的动作值与返回值时，读数相差太大，而且数据不准确，其原

因如下：              

  (1)继电器动作时，调压器转动角度很小，即电流的上升率很陡，

有时不到  

１秒的时间。  

  (2)有时调压器没有到真正的零位。  

  (3)已经开始调压，但数据采集还没有开始（发调压指令后，延

迟一段时间才开始采集数据）。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起始段的盲区，

就跟指针表起始部份分辨不出的情况类似。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电

流上升速率平缓一些，而且使调压器转过１／３满度的位置，这样测

试的数据比较准确， 而且输入电压的波动对电流影响较小， 电流得

到了相对的稳定。  

  测试方法如下：  

  (1)0～ 5Ａ交流电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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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 0～ 100Ａ档（端口电压 5Ｖ）串入 0.6Ω／ 16W 电阻，（ 8 个

1,2Ω× 2W 电阻，每四个并联，然后串联 )然后接继电器，测试值非

常准确。  

   (2)0～ 10Ａ交流电流输出：  

使用 0～ 100Ａ档，串入 0.3Ω／ 30W 电阻 (16 个 1.2Ω／ 2W 电  

阻串并联 )然后接继电器 . 

   ７、内阻较大的信号继电器的校验。  

由于仪器直流电流输出端口的最高电压只有 48Ｖ左右， 因此继

电器内阻较大时，难以提供电流，因此建议使用ＤＣＶ档，串入毫安

表测试。  

  ８、本机打印机电源由微 -机控制开、关。在没有测到数据时，

微机将拒绝打印。只有在测试结束后，按打印键微机才会打开打印机

电源，同时打印测试数据。〔一次测试未全部完成不在此例〕  

  注意事项：  

  １、使用前，请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以免操作失误。  

  ２、开机前请可靠接地，以保证人、机安全工作。  

  ３、做完一次试验后，按“上升”、“下降”或“合闸”键， 本

机将显示并同时输出调压器所处位置的电压（流）值，  此值可能大

大高于下次被测继电器的电压（流）值，从而损坏本机及被试装置。

为此，再接入下一被试装置前，请将调压器调整到适当位置，或者使

用“复位”键以及“测值”、“自动”键，  仪器都将切断输出回零

后等待或重新上升输出。  

４、本机交、直流电压直接取自市电，接入交、直流电压输出  

端的被试装置不得带电或接大地 ,亦不可并结输出 ,否则可能造成短

路事故损坏本机。  

  ５、本机的各路电源不得作永久性电源使用；本机电源间歇使用，

大电流输出持续时间不得超过５分钟。  

  ６、 CH1、 CH2 在空接点状态时，绝不允许接入带电被试装置，

否则将损坏本机。  

  ７、本机出现异常时请及时关断电源或按“复位”键。  

  ８、接入或切断被试装置时，输出端可能带电，请注意安全。  

               

 

继电保护测试仪装箱单 

 
使用说明书              1份       

打印机说明书             1份       

交流 10A以下电阻盒          1个 

   电阻盒测试线（短）          2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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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A电流线              2根 

测试线                2根 

测试信号线              2根 

电源线                1根 

3A保险                2只 

5A保险                2只 

6A保险                2只 

 

 

 
所有上述资料，包括图纸、图示和图表设计均反映我们当前的理解，并且也是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

认为是正确而可靠的。但是，用户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评估每种产品的适用性。在任何情况下，本说明书不

能构成保证书。此类保证仅在产品规格说明书或者产品的购买合同中将予以规定。我们对产品的责任将在

标准销售合同条款上作具体的规定。 
 

 

生产部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光工业园 5-1号 

市场部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231号 2209室 

网  址：http://www.mldqkv.com 

电  话：027-59840338 59840339 

传  真：027-5952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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