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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感谢您购买了本仪器，在你初次使用该仪器前，为避免发生可能

的触电或人身伤害，请一定：详细阅读并严格遵守本手册所列出的安

全规则及注意事项。

任何情况下，使用本仪表应特别注意安全。

测量时，移动电话等高频信号发生器请勿在仪表旁使用，以免引

起误差。

注意本仪表机身的标贴文字及符号。

使用前应确认仪表及附件完好，仪表、测试线绝缘层无破损、无

裸露、无断线才能使用。

测量过程中，严禁接触裸露导体及正在测量的回路。

确认导线的连接插头已紧密地插入仪表接口内。

请勿在易燃性场所测量，火花可能引起爆炸。

仪表在使用中，机壳或测试线发生断裂而造成金属外露时，请停

止使用。

请勿于高温潮湿，有结露的场所及日光直射下长时间放置和存放

仪表。

给定位仪电池充电时，请确认测试线已移离仪表，仪表处于关机

状态。

定位仪显示电池电压低符号“ ”时，应及时充电。

注意本仪表所规定的测量范围及使用环境。

使用、拆卸、校准、维修本仪表，必须由有授权资格的人员操作。

由于本仪表原因，继续使用会带来危险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

马上封存，由有授权资格的机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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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保障

感谢您使用我公司产品！

我公司生产的所有产品均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造，从

我公司或经销商发货开始的两年期间不会出现材料或工艺上的缺陷，

如果产品在保修期内确有缺陷，则我公司将按照完整的保修声明所

述，提供维修或更换服务。但对间接的、特殊的或使用不当的损坏将

按具体情况收取适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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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条例

在正常操作使用情况下(非人为因素) 未经拆卸而出现故障的产

品，自购买日起壹年内享受免费维修，终身维护；

在仪器使用寿命内，我公司将终身提供仪器的维护、使用培训等

相关服务；

如在使用中出现产品故障而又无法现场解决问题的可与我公司

联系，我公司服务部将在 24 小时内根据现场情况做出优佳维修方

案，保证用户利益不受影响。

由经销商售出的我公司产品同样适合以上服务条例；

以下原因造成产品损坏的我公司不负责无偿服务：

私自拆卸产品导致仪器内部损坏；

没有按照产品手则的要求使用而导致仪器损坏的；

没有妥善保管仪器的，如受潮、暴晒、不恰当的运输等；

凡遇到不可抗拒力因素，如自然灾害等导致产品损坏的。

如果在使用中发现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我们将根据情况

采取便捷、快速的方式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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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根据反措的要求，“220KV 及以上变电站应安装双套直流系统,
正常应开环运行”。但是由于变电站/所施工改造、设备大修、人员误

操作等因素，有可能发生将两套直流系统错误合环的现象。由于环网

前后的电压状态量没有变化，导致目前站内安装的直流监视装置不能

对合环报警。但两套直流系统环网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主要包括。

1、接地故障街区灵敏度下降和保护误动作机会增加。2、引起两套直

流系统同时接地故障告警，一段正极接地,另一段负极接地。3、造成

该负荷“失压”，即没有工作电源，可能引起相关拒动。4、缩短蓄电

池寿命。5、引起直流系统火灾等。后果不堪没想。

通过本装置能实现实时检测正极环网、负极环网、两极环网、异

极环网。彻底消除站内的环路隐患，大大缩短站内直流非正常运行的

时间，大大提高变电站抵御系统事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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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特点

1、可快速查找环网故障（包括正极环网故障、负极环网故障、

两级环网故障、异极环网故障等），测试结果能清晰显示；

2、标准正弦波形显示，使查找环网更快捷，更直观；

3、分析仪、定位仪双层抗分布电容设计，完全消除分布电容影

响；

4、解决了绝缘状态不好的虚接地，高阻接地、多点接地、单点

接地、小电阻接地、直接接地、混线接地、环路接地、电容接地、交

流窜电接地、晶体管隔离接地等所有故障；

5、完全排除直流系统接地故障,不受现场分布大电容的干扰,准
确无误地将故障锁定在较小范围内并定位；

6、准确指示接地信号电流方向，快速查找接地故障点；

7、信号输出功率：＜0.01W，内设限流保护，对继电保护、自

动化装置、操作回路没有任何影响，使用安全；

8、准确指示接地信号电流方向，快速查找接地故障点；

9、智能电流钳，自动检测电流钳开、闭状态，大、小钳口通用；

10、20V-220V直流系统通用；

11、不用安装，不用停电，不甩线、不解线、不用摇绝缘，快速

定位接地故障；

12、人性化的智能触控界面，操作简单，豪华外包装，携带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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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3.1 分析仪

工作电压 20V-220V

屏幕 全触摸 RGB屏

测量母线电压 0-300V 精度 0.5%

测量交流电压 1-250V 精度 2%

测量正负对地电阻 0-9999.9kΩ，分辨率 0.01kΩ，精度 5%

信号功率 <0.01W

信号频率 0.8Hz 不可调

“醉”大信号电流 <800uA

外型尺寸（长×宽×高） 320*250*140（mm）

重量 3kg

适应温度 -10℃-+50℃

3.2 定位仪

工作电源 3.7V 4000mAh锂电池

屏幕 全触摸 RGB屏

测量支路对地电阻 0-300kΩ（默认测量到 300kΩ，“醉”大可修改到 999.99kΩ）

测量支路接地电流分辨率 0.1uA

支路抗分布电容 <4uF

报警方式 图形、数据、接地方向

语言提示
支路环网状况、环网故障点方向、接地电阻、接地方向、交

窜方向

环网波形显示 标准正弦波

“醉”大信号电流 <800uA

钳形互感器数量 口径（Ф40）和口径（Ф8）各一个

可连续工作时间 可连续工作 10小时

外型尺寸（长×宽×高） 180*100*40（mm）

重量 1.5kg

适应温度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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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器外形

分析仪 定位仪

分析仪 I段输出线 分析仪 II 段输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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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仪电流钳 （Ф40） 定位仪电流钳（Ф8）(小钳子需订货时确定)



WZJ-B 直流带电解环仪

6

五、操作说明

5.1 分析仪接线

分析仪共配有两段连接插头，其中 I段是一条三芯连接线，包含

红、黑、绿三种颜色线分别代表正极、负极、大地；II段是一条两芯

连接线，包含红、黑两种颜色线分别代表正极、负极。

如图 5.1所示，将配备的红、黑、绿三芯连接线插座一端插入分

析仪 I段插头处；

断开电源开关，将红、黑、绿三条连接线的另一端按如下述接入：

将红色连接线的红夹连接到第 I段母线的正极处；

将黑色连接线的黑夹连接到第 I段母线的负极处；

将绿色连接线的黄夹连接到第 I段母线的地；

如果要检测直流互窜，需将配备的红、黑两芯线按下述接入装置

与系统；

将红黑两芯连接线插座一端插入分析仪 II段插头处；

将红色连接线的红夹连接到第 II段母线的正极处；

将黑色连接线的黑夹连接到第 II段母线的负极处；

图 5.1 分析仪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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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定位仪接线

如图 5.2所示为定位仪外壳部分，将电流钳航空插一端与定位仪

插座相连接、拧紧。

图 5.2 定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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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仪器功能菜单

6.1 分析仪

6.1.1 开机

按下电源开关，仪器开机，液晶屏显示图 6.1进入欢迎界面，显

示欢迎使用。

图 6.1 欢迎界面
等待 3 秒后进入界面跳转后，完成开机如图 6.2 所示。界面左

侧包括：环网分析、参数设置、出厂设置、关于本机。在屏幕上方

显示产品名称、温湿度、时间。

图 6.2 环网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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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环网分析

左边选项选择环网分析，进入环网分析界面，如图 6.2所示。在

屏幕下方点击“开始测试”按钮进行测试（设备第一次开机会自动进

行一次测试），测试过程中下方测试结果均会显示成测试中，如图

6.3所示，测试完成后会显示测试结果。

图 6.3 测试中界面

当分析出故障时，对应故障会显示红色，并且在屏幕“醉”上

方，会显示“当前存在报警”，如图 6.4、6.5、6.6所示。

图 6.4 接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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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环网故障

图 6.6 交窜故障

点击上方“当前存在告警”按钮，会弹出如图 6.7所示的弹框。

该弹框会显示当前所有报警。

图 6.7 报警弹框

点击对应报警，再弹出如图 6.8所示的的弹框中，选择确定，进

入排查模式，然后打开定位仪进行配对即可开始排查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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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排查弹框

如图 6.9所示，排查过程中，点击停止排查即可退出排查模式。

图 6.9 排查模式

6.1.3 参数设置

左边选项选择参数设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如图 6.10所示。

图 6.10 参数设置



WZJ-B 直流带电解环仪

12

报警门限：在点击的弹框中填入要设置的值，点击确定，即可设

置成功。当在接地电阻小于该值时，界面会提示报警。

日期：点击日期所在行，在弹出的窗口的输入框内填入当前日期，

点击确定，即可设置成功。

时间：点击时间所在行，在弹出的窗口的输入框内填入当前时间，

点击确定，即可设置成功。

6.1.4 出厂设置

如图 6.11所示，出厂设置为厂家出厂调试使用，用户无需使用。

图 6.11 出厂设置

6.1.5 关于本机

左边选项选择关于本机，进入关于本机界面，如图 6.12所示。

该界面主要显示本机相关参数，如设备名称、型号、软件以及屏幕版

本号、屏幕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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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关于本机

6.2 定位仪

6.2.1 开机

按下电源开关，仪器开机，液晶屏显示图 6.13进入欢迎界面，

显示欢迎使用。

图 6.13 欢迎界面

等待 3秒后进入界面跳转后，完成开机如图 6.14所示。在屏幕

上方无线连接状态、钳子连接状态、电池电量、时间。界面下方包括：

环网分析、参数设置、出厂设置、关于本机。（提示：下方可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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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环网分析界面

6.2.2 环网分析

下方选项选择环网分析，进入环网分析界面，如图 6.14所示。

无线未连接时，屏幕会显示“请将分析仪进入排查模式”。

当分析仪进入排查模式，屏幕上方无线会显示成连接状态，并且

界面会根据分析仪选择的排查类型，自动进行界面切换。

接地排查：

图 6.15 接地排查界面

如图 6.15所示为接地排查界面，点击开始测试按钮，等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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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界面会显示如图 6.16所示的波形曲线图、接地电阻、接地

电容、以及接地方向。

图 6.16 接地排查测试结果

环网排查：

图 6.17 环网排查界面

点击开始测试按钮，等待测试完成后，界面会显示如图 6.17所
示的波形曲线图以及环网方向。

交窜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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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交窜排查界面

点击开始测试按钮，等待测试完成后，界面会显示如图 6.18所
示的波形曲线图以及交窜方向。

6.2.3 参数设置

下方选项选择参数设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如图 6.19所示。

图 6.19 参数设置

报警门限：在点击的弹框中填入要设置的值，点击确定，即可设

置成功。当在接地电阻小于该值时，会提示报警。

日期：点击日期所在行，在弹出的窗口的输入框内填入当前日期，

点击确定，即可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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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点击时间所在行，在弹出的窗口的输入框内填入当前时间，

点击确定，即可设置成功。

6.2.4 出厂设置

如图 6.20所示，出厂设置为厂家出厂调试使用，用户无需使用。

图 6.20 出厂设置



WZJ-B 直流带电解环仪

18

6.2.5 关于本机

下方选项选择关于本机，进入关于本机界面，如图 6.21所示。

该界面主要显示本机相关参数，如软件以及屏幕版本号、屏幕分辨率。

图 6.21 关于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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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装置清单

直流带电解环仪（分析仪） 1件

直流带电解环仪（定位仪） 1件

测试线 2条

红色测试夹子 2个

黑色测试夹子 4个

绿色测试夹子 1个

接地电阻（10k） 1个

（Ф40）电流钳 1 个

（Ф8）电流钳（需订货时确定） 1个

充电器 1个

合格证 1份

说明书 1份

保修卡 1份

装箱单 1份

出厂检测报告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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