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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尊敬的用户： 

您好！感谢您选用的 RDYD-A 系列试验变压器操作箱产品。为了正确使用本

仪器，请您在使用本仪器之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特别是“安全注意事项”部分。 

 如果您已经阅读完本说明书全文，建议您将此说明书进行妥善的保管，与仪

器一同放置或者放在您随时可以查阅的地方，以便在将来的使用过程中进行查

阅。 

 

安全注意事项 

1. 为了保护设备及人身安全，做试验前请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严格按说明书

操作。 

2. 勿将本仪器置于不平稳的平台或桌面上以防仪器跌落受损。 

3. 仪器侧面的风扇、通风孔为通风散热而设，为保证仪器正常工作，请勿堵塞。 

4. 本仪器是精密电子仪器，请在室外使用时注意防止烈日暴晒等高温环境，注

意做好遮挡烈日及通风工作，以防仪器过热或导致测量精度下降。 

5. 作为安全措施，该仪器配有保护接地端子，试验前应将装置侧面的接地端子

可靠接地。 

6. 装置工作电源为 220V（50/60Hz）交流电源，应选用 10A 及以上的电源线。  

7. 不要让任何异物掉入机箱内，以免发生短路。 

8. 运输时请在仪器外面铺垫海绵等缓冲保护物，以免振动颠簸损坏仪器或降低

仪器精度。 

9 .请勿随意删除主机保存的历史试验记录，避免造成试验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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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本系列操作箱（台）是根据高压试验变压器独特的使用范围而设计生产的，其功能

有： 

过流保护 

计时声光报警； 

高压电压直读； 

耐压试验时间自由设定（数显） 

A、 移动式结构（台式） 

二、 工作原理： 

本系列操作箱（台）是由接触式调压器（50kVA 以上为电动柱式

调压器）及其控制、保护、测量、信号电路组成。它是通过接入 220V

或 380V 工频电源，调节调压器（即试验变压器的输入电压），以获

得所需要的试验高压电压值。其工作原理见图 1： 

 

 

 

 

 

 

 

 

 

 

 

图 1：操作箱（台）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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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参数、规格及选用配套 

该操作箱（台）的容量是与调压器是与调压器的容量而标称，

如果和试验变压器（短时 30min 以内工作制）配套工作，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DL474.4-92”之规定：P0=0.75P

选配。式中 P0—试验变压器容量；P—调压器容量。如用于电器

专业工厂产品作批量试验，调压器容量应等于试验变压器容量，

即：P0=P。 

 

操作箱（台）的技术参数如表 1 

 

规  格 
容量

（kVA） 

电    源 输    出 
外型尺

寸（mm） 

参考重

量（kg） 
相

数 

电压

（V） 

频 率

（Hz） 

电压

（V） 

电流

（A） 

HV-PL-02-20-600-3 3 1 220 50 240 13.6  17 

HV-PL-02-20-600-5 5 1 220 50 240 22.7  20 

HV-PL-02-600-10 10 1 220 50 240 45.5  40 

HV-PL-02-600-15 15 1 
220 

380 
50 

240 

430 

68 

39 

 
50 

HV-PL-02-600-20 20 2 380 50 430 52.6  55 

HV-PL-02-600-30 30 2 380 50 430 78.9  79 

HV-PL-02-600-50 50 2 380 50 430 131.5   

 

 

 

四、 操作指南 

在操作之前应根据不同被试品的容量、电压等级，先计算好

最大工作电流，并调整电流保护器。其试验接线应参考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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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 1或试验变压器中相关的连接示意图，接地端应良好接地（以

下视耐压试验为例）。 

1、连接电源（箱式为插座式电源，台式为接线柱式电源），

并将调压器自动降压旋至零位处，零位开关闭合，零位指示灯（红

灯）亮，（也称调压器零位输出状态指示）； 

2、按下启动按钮（绿色），接触器吸合，调压器受电，同时

工作指示灯（緑灯）亮； 

3、当主回路启动送电后，按下升压按钮电机顺时针缓慢均匀

地旋转调压器，电压器有电压输出。并密切注视仪表读数，当升

到所需高压电压值时，应按下降压按，并及时按下计时按钮（黄

色），此时，数显时间继电器顺计时显示时间（计时单位为“s”，

秒），当到达设定的时间，控制箱（台）内发出声光报警，及时

将调压器手柄反方向旋转，直至调压器回零为止，解除计时按钮; 

4、在升压或耐压试验过程中，如出现短路、闪络、击穿等过

电流时，电流继电器保护跳闸，调压器自动断电，表示被试品不

合格，此时应将调压器回零，切断电源，检查被试品。 

 

五、 使用与维护 

1、开箱验收时，应检查主控回路接线是否松动，调压器电刷

是否接触良好； 

2、长期不用时，使用前应用 500V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其

阻值不低于 0.5MΩ； 

3、电源电压应符合箱（台）铭牌上的输入电压值； 

4、本箱（台）设有过电流保护，出厂已调整为额定电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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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用于小负载时，应根据被试品的额定容量电流重新设定； 

5、使用完毕后，应关好箱（台）门盖，以保持箱（台）内部

清洁。 

 

六、 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0—40℃； 

2、海拔高度：＜1000m； 

3、相对湿度：＜85%； 

4、工作场所应无严重影响绝缘的气体、蒸汽、化学性尘埃及

其它爆炸性和腐蚀性介质。 

 

七、 随机附件 

1、 产品合格证 

2、 使用说明书 

3、 电源线（台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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