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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 NDBC-VII 多功能变压器变比组别测试仪。在您初次使用该仪器前，请您详细地阅

读本使用说明书，将可帮助您熟练地使用本仪器。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公司的产品，因此您所使用的仪器可能与使用说

明书有少许的差别。如果有改动的话，我们会用附页方式告知，敬请谅解！您有不清

楚之处，请与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络，我们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由于输入输出端子、测试柱等均有可能带电压，您在插拔测试线、

电源插座时，会产生电火花，小心电击，避免触电危险，注意人身安

全！  

安全要求  

请阅读下列安全注意事项，以免人身伤害，并防止本产品或与其相连接的任何其

它产品受到损坏。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本产品只可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 

为了防止火灾或人身伤害，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可执行维修。 

使用适当的电源线。只可使用本产品专用、并且符合本产品规格的电源线。 

正确地连接和断开。当测试导线与带电端子连接时，请勿随意连接或断开测试导线。 

产品接地。本产品除通过电源线接地导线接地外，产品外壳的接地柱必须接地。为了防止电击，接地导体

必须与地面相连。在与本产品输入或输出终端连接前，应确保本产品已正确接地。 

注意所有终端的额定值。为了防止火灾或电击危险，请注意本产品的所有额定值和标记。在对本产品进行

连接之前，请阅读本产品使用说明书，以便进一步了解有关额定值的信息。 

请勿在无仪器盖板时操作。如盖板或面板已卸下，请勿操作本产品。 

使用适当的保险丝。只可使用符合本产品规定类型和额定值的保险丝。 

避免接触裸露电路和带电金属。产品有电时，请勿触摸裸露的接点和部位。 

在有可疑的故障时，请勿操作。如怀疑本产品有损坏，请本公司维修人员进行检查，切勿继续操作。 

请勿在潮湿环境下操作。 

请勿在易爆环境中操作。 

保持产品表面清洁和干燥。 

 

警告：警告字句指出可能造成人身伤亡的状况或做法。 

小心：小心字句指出可能造成本产品或其它财产损坏的状况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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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BC-VII 变压器变比测试仪是我公司于 2012 年新推出第二代专业变比测试设备，可用于电力系统

的三相变压器测试，特别适合于 Z 型绕组变压器、整流变压器和平衡变压器测试。仪器采用了大屏幕液晶

显示，全中文菜单及汉字打印输出，人机界面友好，功能完善，操作方便，是电力系统、变压器生产厂家

和铁路电气系统进行变压器变比、组别、极性、以及角度测试的理想仪器。 

一、功能特性 

1、 仪器自带锂电池，现场无需外接电源即可进行变比测试，一次充电至少可满足 100 台变压器测

试； 

2、 仪器内部集成幅值稳定、相位恒定的单相、三相标准电源。 

3、 内部标准电源输出功率大，最大 5A 输出，特别适合低压变压器测试、以及 CT 和 PT 制造过程中

半成品的匝数测试。 

4、 精确快速测试电流互感器(CT)和电压互感器（PT）的匝比，匝比误差和相位差。 

5、 测试单相或者三相变压器，适合于 Z 型绕组变压器、整流变压器和铁路电气系统的斯科特、逆斯

科特、平衡变压器测试。 

6、 测试精度高，仪器采用 16 位高精度 AD、及高速 DSP 处理器，有效的保证了测量精度及抗干扰能

力。 

7、 仪器采用无局放调压输出，调压、测量速度快，只需 5 秒钟即可完成升压与测试； 

8、 仪器自动判断当前分接的额定变比：在多分接变压器测试时，只需输入一次分接开关调压比即可

进行测试，无需输入当前分接号，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9、 内部具有过流保护、检查接线功能。 

10、 320x240 大屏幕、高亮度的液晶显示，全汉字菜单及操作提示实现友好的人机对话，旋转鼠标使

操作更简便。 

11、 自带实时电子钟，自动记录试验的日期、时间利于实验结果的保存、管理。 

12、 面板式热敏打印机，可现场快速打印试验结果。 

13、 数据具备掉电存贮及浏览功能，可以存储 1000 组实验结果，能与计算机联机传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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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技术指标 

1、环境条件 

温度：－5C～40C 

相对湿度：<95%（25C） 

海拔高度：<2500m 

外界干扰：无特强震动、无特强电磁场 

供电电源：160VAC~280VAC，45Hz~55Hz 

2、测量范围 

变比测试范围：0.5~10000 

组别测试范围：1~12 

角差测试范围：0~360° 

3、测试精度 

变比测量精度：+0.1%(0.5~1000) 

+0.2%(1001~2000) 

+0.3%(2001~4000) 

+0.5%(4001~10000) 

角差测量精度:：0.5 级 

4、绝缘强度 

1) 电压、电流输入端对机壳的绝缘电阻≥ 100MΩ。 

2) 工作电源输入端对外壳之间承受工频 2KV（有效值），历时 1 分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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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板说明 

 

面板结构布局 

上面一排从左至右为： 

保险、接地柱、充电端口、通讯接口、电源开关、高压接线柱、低压接线柱； 

下面一排从左至右为： 

液晶显示屏、打印机、旋转鼠标； 

四、操作说明 

1、旋转鼠标使用方法 

在数字输入模式下，向左或者向右旋转可以改变数字，向下键选择当前的移位，在菜单选择模式下，

向左或者向右旋转可以实现光标的移动，向下为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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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界面介绍 

主界面如下图所示，由 4 个模块组成。 

全功能变比测试仪

变比测试 数据浏览 系统设置 厂家设置

进行变比测试
自动判断分接,组别

2013/10/16 10:23:10

+ 12.1V - 12.0V

 

开机主界面 

1) 变比测试：在该菜单中可以测定单相变压器、三相变压器的变比、误差、角差。 

2) 数据浏览：对存储的数据进行浏览、打印、删除等管理。 

3) 系统设置：设置当前的系统时间、系统参数等。 

4) 厂家设置：该功能为厂家生产调试用。 

在主界面中实时显示当前系统的电量电压，因系统里用到了两块电池，所以界面中分正电压和负

电压电量显示，当仪器电量不足时界面会提示“电量不足请充电！”，此时应关机并及时充电。 

3、变比过程介绍 

1) 根据测试面板或使用说明书中对应的接线图进行正确接线。 

2) 在主界面中选择变比变比，则显示变比测试设置界面如下图： 

编号 100000000     类型  三相    

高压接法  D        低压接法  yn     

额定分接  3            每档  5.0%    

额定变比 25.000          

2013/10/16 10:26:10

测量 退出

 

变比测试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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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保存上次试验时的设置值，检查、修改该页面中的设置值使其与当前试验变压器一致。 

编号：被试品的编号，用于被试品的管理与测试记录的保存识别。 

类型：被试品的类型，有三相、单相、斯科特和逆斯科特等变压器的选择，对于对于电压互感器

变比测试选择单相即可。 

高压和低压接法：当选择三相变压器时会出现该选择项，该项只作为显示和打印组别的辅助项，

不影响测试结果。 

额定分接：变压器的额定分接档位数，用于自动判断当前测试档位。 

每档：变压器的调压百分比，用于自动判断当前测试档位。 

额定变比：变压器在额定档位时的标准变比，这个设置项若设置的不对会影响测试的比差结果，

以上参数设置时请参考变压器铭牌。 

3) 在上图中，光标选择“测量”，按确认键进入如下变比测试自动升压页面： 

编号 100000000     类型  三相    

高压接法  D        低压接法  yn     

额定分接  3            每档  5.0%    

额定变比 25.000         

2013/10/16 10:26:10

测量 退出

正在测试,请稍后...

 

变比测试自动升压页面 

    在此升压界面中，仪器会根据变压器的变比自动升至合适电压，并测试变比、误差、角差，此过程会

在 10 秒钟以内完成，如果测试过程中出现错误会提示错误信息，测试完成会出现如下图所示限测量结果

页面。 

编号 100000000     类型  三相    

高压接法  D        低压接法  yn     

额定分接  3            每档  5.0%    

额定变比 25.000        

2013/10/16 10:26:10

重测 退出

变比    误差%   角差    组别
AB/ab:  25.023      0.092       -30.05      Dyn11

AB/ab:  25.055      0.220       -30.11      分接

AB/ab:  24.993     -0.028       -30.09        3

打印 保存

 

测量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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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面的“保存”把当前的结果保存到随机的存储器上；“打印”则通过打印机打印当前的测试结

果。 

注意：此时的误差是实测变比与当前变比之间的误差。 

 

在上图中按“重测”则将重新对被试品进行测试，按“退出”则退回到上一系统功能的主界面。 

4、数据浏览说明 

1) 在主界面中选择“数据浏览”，如果设备内存储的有测试结果则显示下面的数据浏览界面： 

编号 100000000     类型  三相    

高压接法  D        低压接法 yn      

额定分接  3            每档  5.0%    

额定变比 25.000         

2013/10/16 

上一条 退出

变比    误差%   角差    组别
AB/ab:  25.023      0.092       -30.05      Dyn11

AB/ab:  25.055      0.220       -30.11      分接

AB/ab:  24.993     -0.028       -30.09        3

打印 删除上一条

数据浏览 1/6 

 

数据浏览界面 

2) 在此界面中所有存储的数据按照时间由新到旧的顺序存放，浏览的过程中可以按：“上一条”、“下

一条”翻页，“打印”可打印当前显示的测试结果，无用的数据可以按“删除”进行删除操作。 

5、系统设置说明 

1) 在主界面中选择“系统设置”，择显示下面的界面： 

日期: 2013/10/16 

确定取消

系统设置

时间: 11:08:39 

清空记录

 

系统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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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上图中可以修改系统的日期时间，修改完成后按“确定”可保存当前设置，“清空记录”可以把当

前仪器存储的所有记录全部删除。 

6、电池使用及充电注意事项 

1）、仪器内部使用锂电池供电，锂电池充电需要使用我司提供的配套专用充电器； 

2）、充电过程中充电指示灯为红色表示正在充电，为绿色表示充电完成； 

3）、仪器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充满电后储存在 5-25°C 的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并每两个月进行一

次充电； 

 

注意：锂电池禁止亏电长期存放，否则导致寿命大大缩短。 
 

 

五、常见故障排除 

 开机无显示：请先进行充电；若充电器指示充电完成，仍然无法开机请检查保险管 FUSE、FUSE2； 

 测量及运算结果不正确：检查外部接线，是否按说明书操作，是否有接触不良或接错线；相关参数设

置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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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测试接线图 

1、 测试三相变压器变比接线 

测试仪
高压侧 低压侧

三相变压器
a

c

A

C

B b

UC       Uc

UB       Ub

UA       Ua

 

2、 测试单相变压器（PT）变比接线 

测试仪
高压侧 低压侧

单相变压器
a

A

X x

UC       Uc

UB       Ub

UA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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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斯科特变压器变比接线 

测试仪
高压侧 低压侧

斯科特变压器
α

β

A

C

B o

UC       Uc

UB       Ub

UA       Ua

 

4、 测试逆斯科特变压器变比接线 

测试仪
高压侧 低压侧

逆斯科特变压器
a

c

Α

B

O b

UC       Uc

UB       Ub

UA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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