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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ZZC-III-20A 型直流电阻测试仪 

 

一、概述 

该直流电阻测试仪，以高速微控制器为核心，采用高频调制大功

率电源、高速 A/D 转换器及程控电流源技术，实现了可达 100A 的大

电流输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测量效果及高度自动化测量功能，具有

精度高，测量范围宽，数据稳定，重复性好，抗干扰能力强，保护功

能完善，充放电速度快等特点。该仪器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

是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的最新一代产品。直阻测量新观念！ 

 

二、主要功能及特点： 

1、采用高速 16 位 A/D 转换器，测量数据稳定，重复性好。 

2、自动程控电流源技术，既可手动选择典型值输出电流也可由内

部微控制器自动控制输出电流，电流源内部共设 2000 个电流档

位，在自动状态下，由内部微控制器根据被测电阻自动控制，

从而达到比较宽的测量范围和最佳的测量状态。 

3、实时动态显示，响应速度快，可在测量状态直接转换分接 

开关，仪器会自动提示，新的电阻值很快就会显示出来，无须

重新启动。 

4、高度智能化设计，功能设置巧妙先进，可自动判断测试线虚接、

断线等故障。 

5、保护功能完善，能可靠保护反电势对仪器的冲击，具有自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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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指示功能。 

6、可显示测量电流和测量时间。 

7、智能化功率管理技术，可有效减轻仪器内部发热。 

8、可储存 250 次测量数据，掉电不丢失。 

9、全部汉字菜单及操作提示，直观方便。 

10、内置微型打印机，可打印测量结果和内存记录。 

11、不掉电日历，时钟功能。 

 

三、主要技术指标： 

1、主要技术指标见下表： 

型号 测量范围 输出电流 测量精度 体积( mm ) 重量 kg 

20A 500-50 0-20A 0.2%±2 字 380×250×130 7.5 

30A 500-40 0-30A 0.2%±2 字 380×250×130 7.5 

40A 200-25 0-40A 0.2%±2 字 380×250×140 8 

50A 200-20 0-50A 0.2%±2 字 380×250×140 8 

100A 100-10 0-100A 0.2%±2 字 400×270×160 9 

2、最高分辨度： 0.1 

3、工作电源： AC220V±10% 

4、环境温度：-10~40°C 

四、按键设置 

1、该测试仪共设六个按键，现说明如下： 

光标移动键“▲”、“▼”、“►”：  在菜单选择状态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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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移动光标选择所需菜单项，在参数设

置状态下，用于使当前输入位加 1、减

1、右移。 

2、“取消”键：在菜单选择及测量状态

下，用于取消当前操作，回到上级菜

单。在参数输入状态下，用于取消当

前输入位，直至退出输入状态。 

3、“确定”键： 用于确认当前选择或确   

认当前输入数据。 

4、“复位”键：在任何状态下，按此健

将使整机复位回到初始状态。 

五、操作方法： 

1．电阻测量： 

仪器开机或按复位键后，进入 

初始状态(1)。使光标指针指向“电阻测

量”，按“确定”键进入状态(2)，显示

电流选择列表。不同电流档的测量范围见

下表,可参考选择,自动档可达到技术指

标中对应型号所列的整个测量范围,自动

选择电流的原则是尽量使用较大的电流。

使光标指向所需要的输出电流，按“确定”

键进入状态(3)，显示变化的充电电流和

电阻测量 

参数设置 

查看内存 

(1) 

自动  0.5A  1A    

2A      5A 

10A     20A 

#SUPERMAN-MN 

R=XX.XXm 

I= XX.XA 

(3)           

XXXS 

正在放电！ 

请稍候 

请注意：该画面消 

失表示放电结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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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间，#SUPERMAN 是默认的设备编号,

用户可任意输入,MN 表示该被测设备测

量次数,充电完成后自动显示电阻值，此

时每按一次“确定”键则储存一次测量

结果（带打印机的机型同时打印出测量

结果）,测量次数 MN 加 1。按“取消”或

“复位”键退出电阻测量，进入状态(4)，

显示正在放电。放电结束后，自动回到

初始状态(1)，完成一次电阻测量。 

电流挡 测量范围 电流挡 测量范围 

0.5A 800m～40 1A 500m～8 

2A 200m～3 5A 100m～1.5 

10A 50m～750 m 20A 25m～400m 

小于上述测量范围的电阻请使用最大或自动量程 

1． 参数设置： 

 编号设置 

设 备 编 号 

SUPERMAN 

当 前 时 间 

10:20:30 

当 前 日 期 

05.06.12 

(5) 



                        上海来扬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www.shlydq.com 

电话：021-56774665，56653661 

传真：021-56774695 

5 

   输入设备编号有助于数据区分及

内存数据的查找，在初始状态(1)，

使光标指针指向“参数设置”按“确

定”键进入状态(5)，显示当前设备

编号和时间日期,使光标指针指向

“设备编号”，按“确定”键进入状

态(6)，提示输入新设备编号，此时

按“▲”或“▼”键可使当前输入位

从‘0’到‘9’，再从‘A’到‘Z’

循环显示，按“►”键输入下一位，

按“取消”键取消当前输入位，直至

退出输入状态，输入字符不能超过 8

个,输入完毕按“确定”键回到状态

(5),显示新输入设备编号。输入新设

备编号后,被测设备测量序号自动置

1。 

 时间日期 

时间和日期设置的输入方法同设

备编号,但必须输入合理的六位数字,

如日期输入“050612”。 

2． 内存操作： 

在初始状态(1)，将光标移至“查看内存”按“确定”键进入状态(7)， 

内存记录总数 XXX 

（7） 

“▲”或“▼”-

查看 

“确定”-------

打印 

“▲”+“▼”--

清除 

设 备 编 号 

SUPERMAN 

当 前 时 间 

10:20:30 

当 前 日 期 

05.06.12 

输入>ABCD12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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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前存储器记录总数及操作提示，此时按“▲”或“▼”键可进

入状态(8) ，按时间顺序查看存储器记

录内容，ABCD1234 表示该记录设备编号，

MN 表示该设备第 MN 个电阻值，

2005.06.12-10:20 表示该次测量时间

（年月日时分），按“确定”键可打印

当前数据，同时按“▲”和“▼”键将

清除存储器全部数据，按“取消”或“复

位”键退出内存操作返回状态(1)。存储

器最多可存储250次测量结果，超过250次以后最老的记录将被覆盖。

存储器内容在断电条件下可长期保持不丢失。 

五、注意事项： 

1． 由于本设备输出电流范围较大，在测量之前一定要考虑电流选

择不要超过被测设备承受范围，过大的电流会导致被测电阻因

电流热效应而发生阻值逐渐变化。 

2． 自动电流挡的输出电流是尽量使用较大的电流，可能输出从 0

到最大值的各种电流。 

3． 同一个测试钳的两条线要分别接到同颜色的电流和电压接线

柱。 

4． 每次测试完毕后，等待放电指示结束后再拆测试线，操作者应

注意安全。 

5． 存储器最多可存储 250 次测量结果，超过 250 次以后最老的记

#ABCD1234-MN 

2005.06.12-10:20 

R=XX.XXm 

I= XX.X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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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将被覆盖。 

6． 测量过程中若出现异常情况，请按复位键或关机，若无法恢复

正常请和本公司联系，不得自行拆卸。 

六、售后服务： 

    本产品自出售之日起一年内，若出现质量问题予以免费保修，终

身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