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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产品概述 

 

1. 概述 

  手持式二次负荷在线测试仪采用 32位微处理器为控制核心，外加高精度，

高分辨率的信号采集芯片，能够精确测量微小电压，微小电流，测试速度快，

精确度高，仪器内置大容量锂电池，现场测试无需外接电源，采用彩色液晶

显示屏，图文显示，操作方便，手持式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测

试准确等优点。  

1.1 手持式二次负荷在线测试仪具有如下功能及特点： 

● 可单相或三相同时测量互感器二次负荷； 

● 在线测量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电导，电纳，导纳； 

● 在线测量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电阻,电抗，阻抗； 

● 内置 SD卡，可海量存储数据记录，掉电不丢失； 

● 通过 SD卡升级应用程序； 

● 小电压，小电流幅值相位精确测量，测试范围广； 

● 工业级工作温度范围: -20 ~ 50℃ 

 

2. 技术指标 

2.1 测量范围及误差 

1、 电压测量范围:0.1V-420V, 误差:0.5% x 读数 +5个字 

2、 电流测量范围:0.001A-6A, 误差:0.5% x 读数 +5个字 

3、 PT二次负荷阻抗：0.1 – 50Ω，误差:1%+ 2个字 

4、 CT二次负荷阻抗：0.1 – 50Ω，误差:1%+ 2个字 

2.2 工作条件 

工作温度：-20 ~ 50℃， 

相对湿度：0 ~ 95%无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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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源 

 内置 3.7V/6000mAH锂电池，开背光的情况下，最长连续工作 10小时（开启

背光关闭功能，待机时间更长）。也可以使用仪器配备的 5V/3A 交流电源适配器

供电。 

 

3. 产品配置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ZC-106A测试终端 1 台 

2 电流钳 3 把 

3 电压测试线 4 条 

4 电压测试用鳄鱼夹 4 个 

5 5V/3A电源适配器 1 个 

6 SD卡（8G） 1 个 

7 3.7V,6000mAH锂电池 1 块 

8 使用说明书 1 份 

9 合格证 1 份 

10 包装箱 1 个 

 

 

第二部分 仪表操作说明 

3.1 测量接线 

3.2 3 线 PT 负荷测试接线 

在 PT侧进行测试。PT侧 A、B、C相电压线分别接到测量终端的 U1、Un、U3

端子上；用 A、C(分别接到测量终端的 I1，I3上)两把钳形电流互感器分别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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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侧 A、C相上，注意：相别一定要对应，否则测试结果不正确。接线图如下所

示： 

 
 

 

 

 

 

3.3  4 线 PT 负荷测试接线 

在 PT侧进行测试 ，PT侧 A、B、C、N相电压线分别接到测量终端的 U1，U2，U3，

UN端子上；用三把钳形电流互感器分别卡到 PT侧各相上，注意：相别一定要对

应，否则测试结果不正确。 

接线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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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T 负荷测试接线 

在 CT 端测试，其中电压用 A 相电压通道测量（接到测量终端的 U1，UN 上），电

流用 A相钳形电流互感器测量（接到测量终端的 I1上）。 

接线图如下所示: 

 

 

 

4. 基本操作说明 

4.1  仪表开机 

仪器在关机状态下，长按 键约 3 秒钟，仪表上电。仪表首先显示“开机界

面”约 8秒，然后会切换到“主菜单页面”,如下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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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4.2 仪表关机 

  仪器在开机状态下，长按 键约 3秒钟，仪表关机。 

 

4.3  SD 卡插拔 

SD 卡插入 

在仪表下侧写有 SD卡的位置，将 SD卡有铜触电的一面朝下，轻轻插入，用大拇

指的指甲向内顶 SD卡，在 SD 卡正好没入卡槽，并听到微弱的“嗒”声后，标示

SD卡插入完成。 

 

SD 卡拔出 

用大拇指的指甲相内顶 SD卡，在听到微弱的“嗒”声后，将手指移开，SD卡会

自动从插槽弹出，再将 SD卡从仪表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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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状态下插拔 

插拔的方法与上面讲的相同。在 SD卡插入之前，仪表的 SD卡图标显示为  ，

表示仪表没有检测到 SD 卡，当 SD 卡插入后大约 1 秒钟，仪表的 SD 卡图标会变

为 ，表示仪表已经检测到 SD 卡。 

 

 

4.4  使用外接 DC 电源 

仪表处于开机或关机状态都可以使用外接 DC 电源，开机状态下，使用外接 DC

电源可以给仪表供电的同时，给电池充电。仪表关机状态下，使用外接 DC 电源

则只给电池供电。充电状态下，仪表电源插孔旁的发光二极管点亮。 

 

接入 DC 电源 

将电源线的一端插入仪表下部标有 DC 5V的插孔，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交流插

座。 

 

断开 DC 电源 

将电源线连接交流插座的一端拔出。将电源线插入仪表的另一端拔出。 

 

4.5   测量功能的选择 

仪表所具有的功能如图 1所示，有 PT二次负荷测试，CT二次负荷测试，历史记

录，系统设置四个功能选项。 

仪表开机后，进入“主菜单”页面。在“主菜单”页面下使用←，→方向键，将

屏幕上的选择框移动到需要的功能前，按 ENTER键进入该功能。 

 

5 界面导览 

下面以“PT负荷测试”功能中的页面为例进行说明，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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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功能指示： 

上图中界面左上角的“PT负荷测试”表示当前处在何种测量功能。 

 

状态图标指示： 

上图中界面中上部共有两种状态图标，分别表示 SD卡状态，以及电池电量状态。 

 

时间指示： 

上图中界面右上部为时间显示区域，表示当前的时间。 

 

功能键提示： 

上图界面的底部是功能键提示区域，指示代表 F1，F2，F3，F4 这四个按键的功

能，如果某个按键对应的区域为空，则表示，该按键在本界面不起作用。如本界

面下，F1键表示开始测试，F2 键功能未定义，F3键表示保存当前测量结果到内

部存储器，F4键表示返回主界面。 

 

显示操作区域： 

 上图界面的中部为显示操作区域，在该区域显示测量结果，更改参数设置等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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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状态图标说明 

SD 卡状态说明： 

表示未检测到 SD卡， 表示检测到 SD卡。  

 

电池电量状态说明： 

， ， ， ， 分别表示电池电量由低到高。如果当前处在充电状态，

则快速依次显示 ， ， ， 。 

 

5.4  按键使用说明 

仪表共有 11 个按键，分别为 F1，F2，F3，F4 四个功能键， MENU 键，ENTER 键

和↑，↓，←，→四个方向键， 键电源开关键。下面分别说明： 

   

F1，F2，F3，F4 功能键 

四个功能键的定义在每个界面下可能不一样，具体的定义在液晶屏对应的区域有

文字提示。 

   

MENU 键 

该键的功能是仪表返回“主菜单”界面。不论当前仪表处于何种状态，触发该键

后仪表均会进入“主菜单”界面。用户可在该界面下重新选择需要的功能进

行操作。 

 

ENTER 键 

该键的功能为确认输入或确认选项。该键的使用会在各功能使用说明中具体说

明。↑，↓，←，→方向键分别为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键，这些键用来改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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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参数设置值和翻页等，这些键的使用请参考各功能使用说明中具体说明。 

 

键电源开关键 

该键为仪表电源控制键。在关机状态下，用户长按大约 3秒钟，仪表会上电开机。

在开机状态下，用户长按该键大约 3秒钟，仪表会断电关机。 

 

6 PT 二次负荷测试 

6.1 功能说明 

该功能用来测量三相三线 PT或者三相四线 PT的二次负荷。界面如下图 3所示： 

 

         图 3 

 开始测试之前需要设置测试环境参数，包括测试点编号，当前温度，当前湿

度，PT二次额定电压，额定二次负荷.通过“←”，“→”键移动到需要更改的选

项，然后用“↑”，“↓”更改。更改完成后， 按下 F1键进入下一界面，如下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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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6.2 操作说明 

开始测试功能 

按下 F1 键开始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在页面上，其中 U%表示 实际电压与额定二

次电压的比值。 

  

保存数据功能 

按下 F3 键，将当前测量结果以及当前测量环境参数保存到内部存储器中。 

 

返回到测试环境参数界面 

按下 F4 键，界面返回到“PT负荷测试参数设置”界面。 

 

切换到主界面 

按下 MENU 键，仪表切换到主界面。 

 

7 CT 二次负荷测量 

7.1 功能说明 

该功能用于测试 CT的二次负荷，界面如下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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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开始测试之前，需要设置测试环境参数，包括测试点编号，当前温度，当前湿度，

CT二次额定电流，额定二次负荷.通过“←”，“→”键移动到需要更改的选项，

然后用“↑”，“↓”更改。更改完成后， 按下 F1 键进入下一界面，如下图 6

所示: 

 

    图 6 

7.2 操作说明 

开始测试功能 

按下 F1 键开始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在页面上，其中 I%表示 实际电流与额定二

次电流的比值。 

  

保存数据功能 

按下 F3 键，将当前测量结果以及当前测量环境参数保存到内部存储器中。 

 

返回到测试环境参数界面 

按下 F4 键，界面返回到“CT负荷测试参数设置”界面。 

 

切换到主界面 

按下 MENU 键，仪表切换到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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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置 

8.1 功能说明 

参数设置界面，可以设置当前的日期，时间，电池供电时的液晶背光亮度，外接

电源时液晶背光亮度，关液晶背光时间（电池供电时），降低电池供电时的液晶

背光亮度和减少关液晶背光时间可以大幅提高仪表的电池待机时间。界面如图

15所示。 

 

8.2  操作说明 

用←，→键移动到需要更改的项目，并用↑，↓键更改项目选项。需要注意的事

更改日期时间后，按 F4保存，更改其它参数后，按 F3保存。 

 

设置日期，时间 

用←，→键移动光标到需要更改的日期或时间处，用↑，↓键更改数值，更改完

成后，按 F4键保存时间设置。 

 

更改背光亮度和关液晶背光时间 

用←，→键移动光标到需要更改处，用↑，↓键更改选项，更改完成后，按 F3

键保存设置。 

 

 

切换到不平衡度界面 

 按 F1 键，仪表跳转到三相不平衡度测量界面。 

 



卓亚电力公司|电力、电气预防性试验设备生产制造企业 

卓亚电力（认证）官网：http://www.power-kva.com  编辑：公共信息部 

 

     图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