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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移相器是由变压器式移相器，数字式相位显示仪，电压电流数显表、输出

电压调节、移相细调及电源等单元组成注新一代便携式电工仪器，本产品将变

压器移相技术与数字测量技术进行了有机结合，移相调节精度高，读数准确直

观、电压输出可调。本机结构牢固可靠，全密封、携带方便，便于在野外和现

场使用。 

 

第二章：用途和适用范围 

移相器能在 0～360 度范围内达到任意角度的超前或滞后移相目的。 

本移相器采用三相三芯柱变压器，Y0 接线方法，每相均有四个等边绕组，交叉

连线形成不同夹角，形成对角线相连的六边形，六个边共高十二个抽头，即十

二档，每档 30 度，三相同步调节，细调由三只同轴自耦变压器与电容组成，使

输出三相在 0～360 度范围内同步调节，以保证三相输出的平衡。 

本移相器具有操作方便、体积小、噪音低、输出波形好等特点，能满足较高国

度的单相及三相交流功率、相位等仪表的测试校验，也能用于电度表的检定装

置之中。 

 

第三章：主要技术指标 

1. 输入电压：三相四线 3×380(220)V    50Hz 

2. 输出电压：三相四线 3×(0～380) / (0～220)，三位半数字显示，精度：3 级 

3. 最大输出容量 3×300VA 

4. 三相粗调：00 ～3600，每步 300 进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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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相细调：-30～180，120～330，四位数字显示，精度 1.0 级 

6. 电压波动：粗调≤1.5%，细调≤2.0% 

7. 波形失真：输出波形失真度≤输入波形失真度 

8. 温升：＜60 ℃ 

9. 绝缘电阻：≥22MΩ  

10.耐压试验：1.0kV/min 

11.使用环境：温度-10℃～40℃，湿度＜80% 

12. 外形尺寸：480×360×230mm3 

13. 重量： 35kg 

当顺时针调节移相粗调旋钮相位表头递减移相时，请任意调换输入三个相序即

可。 

 

第四章：基本原理 

本移相器是采用变压器移相原理设计制造的，其基本工作原理如下方框图： 

 

 

第五章：操作指南 

1．移相器面板示意图及说明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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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移相显示表头，四位数字显示 00～3600 相角。 

A2、输出Ｖ相负载电流显示表头，3 位半数字显示。 

A3、输出间 U、W 电压显示表头，3 位半数字显示。 

A4、移相粗调旋钮，依面极刻度旋转移相。 

A5、相位表头复位键。按此键后可显示移相角度。 

A6、相位表头锁存键。调好移相角度不需变化时，按此键可锁表头数字。 

A7、电源开关，此键可切断或接通整机内部电源。 

A8、输出功能选择开关，开关拨向电压输出则输出三相电压 U﹑V﹑W 对应输

入 A、B、C 电源移相；开关拨向电流输出则可输出 AC 0～20A 电流，对应 B

相输入移相。 

A9、移相细调选择按钮，根据标记可选择-30～180，120～330 细调范围。 

A10、输出电压调节旋钮、输出 U﹑V﹑W 三相由此旋钮一起同步调节，其中

U、W 之间电压由表头显示 0V～380V。 

A11、移相细调旋钮，此旋钮配合 A9 可实现 30º范围移相调节。 

B1、输入三相四线接线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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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机壳接地柱。 

B3、F1、F2、F3 是分别对应输入 C、B、A 三相的保险座。 

B4、输出三相四线接线柱。 

B5、F4、F5、F6 是分别对应输出 W、V、U 三相的保险座。 

B6、电流输出接线柱 

2. 使用方法 

1）检查面板 B3、B5 各保险管是否完好。 

2）关断本机电源开关 A7，将电压调节旋钮 A10 调至最低位，再接上面板 B1

三相四线 A、B、C、O 输入电源。 

3）接上面板 B3 电压输出 U、V、W、N 所需加负载，但负载功率不能超出本

机最大输出功率。 

4）合上外部闸刀，打开本机电源开关 A7，A1、A2、A3 三表头也均应点亮。 

5）通电预热约半分钟后调节电压输出旋钮 A10 至所需值，三相移相电压输出

U、V、W、N，其中 U、W 间电压由 A3 表头显示，V 相负载电流由 A2 表头显

示。 

6）调节移相粗调旋钮 A4 至所需移相角度大致档位，再调节移相细调旋钮

A11，配合细调选择开关 A9（开关拨向上方，移相细调旋钮 A11 顺时针调节 1

圈移相 150，开关拨向下方，移相细调旋钮 A11 逆时针调节 1 圈移相 150），每

当调节移相粗调旋钮 A4 后，要将细调选择开关 A9 拨向上方，移相细调旋钮

A11 顺时针调节相位表头显示相位增加。每档移相粗调，可实现 00～300 范围

移相连续细调，其中可通过复位按钮 A5，由 A1 表头显示移相角度，当调至所

需移相角度时可按锁存 A6 锁住 A1 表头显示之值，当需重新显示移相角度时，

按复位按钮 A5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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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注意事项 

1. 本机输出 N 点不准与输入零线连在一起使用。 

2. 本机使用时保持强电状态，须注意安全，机壳接地柱必须接地。 

3. 本机所使用保险的熔丝均为 5A，作为短路和过载的保护，使用时必须符合规

定。 

4. 当环境干扰较大时，如让移相器无输出而 A2、A3 表头不为 0，记下此数，

在 测定结果中减去此值即可。 

5. 打开电源开关后，若无任何显示，应立即断电，请先检查输入保险是否完

好，再检查外部输入的三相四线是否连接好，如还无任何显示，请与本公司联

系。 

6. 本产品保修期为一年，在保修期内质量、技术问题、免费修理，用户操作不

慎造成损坏，提供优惠服务。 

 

第七章：保养、维修 

1. 验证设备的可用性 

仪器在使用前首先观察仪器外观是否有破损。通电后检查仪器表头是否有显

示，显示是否完整，对长期没有使用的仪器还应检查其输出部分接线柱是否锈

蚀、老化现象，否则应及时清理完好再使用。使用时请参照“使用操作”方

法。 

2. 设备的保养 

每次完成试验后，清整仪器接线柱上的连线，关闭电源，断开电源插头，盖上

机箱盖，放置在干燥无尘、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 

3. 保险管的更换方法 

仪器的保险管与仪器的电源插座连为一体，更换时首先应拔掉电源线，用小一

字改锥从上方拨出保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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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运输、贮存 

1. 运输 

设备需要运输时，建议使用本公司仪器包装木箱和减震物品，以免在运输途中

造成不必要的损坏，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设备在运输途中不使用木箱时，不允许堆码排放。使用本公司仪器包装箱时允

许最高堆码层数为二层。 

设备运输时，面板应朝上。 

2. 贮存 

设备应放置在干燥无尘、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在没有木箱包装的情况

下，不允许堆码排放。 

设备如果长期不使用，放置时在设备的底部垫防潮物品，以防止设备受潮。 

设备贮存时，面板应朝上。 

 

第九章：装箱清单 

 

 

 

 

1. 仪器主机 1 台 

2. 电源线 1 根 

3. 插座 1 个 

4. 说明书 1 本 

5. 报告 1 份 

6. 合格证 1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