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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超人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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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电子

公司概况
保定市超人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力测试设备及电力自动化系统开发、生产、销售的专
业化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1 年，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园，属于高新
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并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
SM33 系列（1-100A）直流电阻测试仪
SM333 三回路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
SM40 系列回路电阻测试仪
SM500 系列变压器损耗参数测试仪
SM501 系列线路参数测试仪
SM502 变压器损耗线路参数综合测试仪
SM503 变压器短路阻抗测试仪
SM504 电抗参数测试仪
SM505 三相交流参数测试仪
SM506 变压器容量分析仪
SM509 交流参数综合测试仪
SM63 系列变压器变比测试仪
SM90 系列接地引线导通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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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504B 电抗参数测试仪
一、 概述：
电容器是电力无功补偿及改善供电质量的关键设备，电容器的运行状态关系到电网的安全经
济运行，在电气装置交接和预防性试验规程中也规定了电容器的测量及判断标准。SM504B 电抗
参数测试仪是本公司 SM500 系列产品之一,可以和 SM500 系列中任何型号功能组合成为多功能复
合型测试仪.也可以单独设置为专用型 SM504B 电抗参数测试仪，主要适用于电力电容器电容量
和电抗器电感量的测量, 该仪器电路设计精巧，思路独特，接线操作简单方便，给试验人员提
供了先进有效的试验手段。

二、 主要功能与特点：
1. 内置锂电池及充电电路，既可以用交流电源工作，也可以用内部电池工作。
2. 内置低失真程控交流电源发生器,既可外加试验电源,也可内部输出交流试验电源。
3. 本装置配带钳型交流互感器,可不拆接线进行测量。
4. 根据电压和电流相位自动判断电容和电感测量。
5. 接线操作简单方便，适合现场使用。
6. 可显示每次测试的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等参数。
7. 可储存 100 次测量结果，本仪器内置不掉电存储器，可长期保存测量数据。
8. 内置微型打印机可打印全部测试结果或存储记录。
9. 大屏幕液晶显示，全部汉字菜单及操作提示，直观方便。
10. 不掉电日历，时钟功能。

三、 主要技术指标：
1． 电压输出范围：
2． 电容测量范围：
3． 电容测量精度：
4． 电感测量范围:
5． 电感测量精度：
6． 电压测量范围：
7． 电流测量范围：
8． 工 作 温 度：
9． 环 境 湿 度：
10． 体
积：
11． 重
量：

（内电源）AC 0~6V 或外加试验电源
1~2000μF
1%±3 字
1mH~20H
1%±3 字
ＡＣ０~ 450Ｖ
ＡＣ０~ 5Ａ
-１０℃~４０℃
１０%~８５%
380×260×160mm
7Kg (不包括测试线)

四、 按键设置：
本仪器共设有 16 个按键，作用分述如下。
1. 数字键“0-9”
： 在菜单选择状态下用于选择菜单项，在参数输入状态下，用于输入数据。
2. 小数点键“.”
：在参数输入状态下，用于输入小数点。在内存查看状态下，用于清除全部内
存记录。
3. 光标移动键“▲”
，
“▼”： 在菜单选择状态下，用于移动光标选择所需菜单项。在设备编
号输入状态下，用于选择 0-9 直到 A-Z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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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消”键：在菜单选择及测量状态下，用于取消当前操作，回到上级菜单。在参数输入状
态下，用于取消当前输入位，直至退出输入状态。
5. “确定”键： 用于确认当前选择或确认当前输入数据。
6. “复位”键：在任何状态下，按此健将使整机复位并回到初始菜单状态。

五、 操作方法：
1. 液晶显示屏分为两部分，上部显示菜单及测量数据；下面两行为反白字体，显示下一步操作
提示。
2. 打开电源后进入状态（1）。该状态下可按“▲”
，
“▼”键调节液晶显示对比度，仪器自动存
储调节最后的对比度值。按确定键进入主菜单状态（2）。进入状态（2）以后除关机之外不能再
回到状态（1）
。状态（2）菜
（1）*******************************
*

超人电子

（2）

*

1-电抗参数测量

*0312-5907510,5907511,5907512,5907513*
电池指示
04．06．05-10 ：20 ：30
按▲对比度调深 按▼对比度调浅
按“确定”
：进入主菜单
电容参数测量
1-外加电源测试
2-内部电源测试
3-设置辅助参数
4-设置时间日期
5-查看内存记录
按▲或▼选择菜单项
按确定或直接按数字键进入下级菜单

按▲或▼选择菜单项
按确定或直接按数字键进入下级菜单
（3）

（4）
1-设备编号 R04050610
2-电压变比 1.000
3-电流变比 钳型

按▲或▼选择菜单项
按确定或直接按数字键设置选定参数

单为功能选择菜单，对于复合功能型号，在该菜单下选择所需功能，按“确定”或直接按数字
键进入选择功能子菜单（3）。之后应该看所选择功能对应的专用说明书，根据说明书继续后续
操作。
3. 设置辅助参数
在启动测量之前请确认输入正确的辅助参数，在状态（3）
，将光标指向“设置辅助参数”
，
按“确定”键或直接按数字键“3”进入状态（4）,显示当前辅助参数值。
各参数说明如下：
设备编号：可输入最多九位数字或英文字符（如出厂编号），用于标识被测设备，初始值根据
当前年月日时自动生成。
电压变比：使用外电源并且外接电压互感器时，输入电压互感器变比。使用内部试验电源时
设置为 1，初始值为 1。
电流变比：使用外电源并且外接电流互感器时，输入电流互感器变比。设置 0 既使用钳型互
感器，初始值为钳型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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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日期：是当前实时时间，设置日期和时间时必须输入六位数字。
如果要修改参数，可移动光标至对应项，按“确定”键或直接按数字键进入输入状态(5)，
在屏幕下部提示区显示输入数据格式为“输入：>ABC123<”，按“▲”
，
“▼”键可使最后输入位
按顺序显示数字和字母，如按错了按键，可按“取消”键重新输入，输入数据后按“确定”键
确认输入，屏幕显示修改后的数据。除多功能型仪器功能切换之外输入数据不会丢失。按“取
消”键回到状态（4）
。
（5）

内部电源测试
1-设备编号 R04050610
2-电压变比 1.000
3-电流变比 钳型

按数字键或▲或▼键输入 按确定键数据有效
输入> ABC123<

（6）

1- 电抗参数测量

按▲或▼选择菜单项
按确定或直接按数字键启动测量
(7) 有效值
相别 电压 V
AO
XXX.X
三相
频率

平均值
电压 V
XXX.X

电流 A
XX.XX

XX.XXHz 功率因数 X.XXX

功率 W
XX.XX

相位 XX.XX

C = XXX.XμF

按“确定”
：储存数据
按“取消”或“复位”
：退出

4. 试验电源选择
本仪器内置程控交流电源，测量时既可使用内部电源测量（按图 1 接线）也可外加交流试
验电源（按图 2 接线）
，在状态（3）可选择外加试验电源或内部电源测试，按“确定”键进入
状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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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抗参数测量
确定试验电源并接好线以后，可以启动测量，在状态（6）按“确定”键启动测量，进入状
态（7），显示各相电压有效值、电压平均值、电流、功率，状态（7）为 SM500 系列通用格式。
仪器根据电压和电流相位自动判断电容和电感测量，显示相应测量结果，如果测试结果不对，
只需调换一下电流测试钳的方向即可使电容和电感测量互换，按“确定”键可储存数据，再按
确定键可打印测量结果。
6. 内存操作：
内部存储器最多可存储 100 次测量数据，超过 100 次后最老的记录将被覆盖。内部存储器可
在掉电状态下长期保存数据，不会丢失。内存操作方法如下，在状态（3）将光标指向“查看内
存记录”，按“确定”键进入状态（7）。按“▲”或“▼”键逐个显示记录信息和状态（5）参
数，按”确定”键可打印当前记录数据,按“.”键将清除全部内存记录。按“取消”键将结束内
存操作，回到状态（3）。内存查看状态下显示时间为该数据测量时的时间，格式为年，月，日，
时，分，秒。
7. 锂电池及充电：
仪器内置锂电池和充电电路，只要接通交流 220V 工作电源，仪器就处于交流电源状态，内
部电池接受充电。在无交流工作电源时，仪器处于电池工作状态，开机第一屏显示电池现有电
量，在工作过程中如果电池电量不足，仪器将自动关机，防止锂电池亏电。给仪器插上交流 220V
电源即开始充电，充电指示灯亮，充电时无需打开仪器工作电源。电池充满后仪器自动停止充
电，充电指示灯灭。使用完后应及时关闭电源，长期不用时应每两个月给电池充电一次。

六、 注意事项：
1． 使用仪器时请按本说明书接线和操作。
2． 测试前请对电容器进行安全放电，以保证操作者人身安全。
3． 在内部电源工作状态下，请不要施加外部试验电源，否则将导致仪器烧毁！
4． 钳型互感器的方向决定测量结果是电容还是电感，如不正确可调换电流测试钳的方向。
5． 对于电容值较小的电容器和电感值较大的电抗器，由于内部输出电压较低，所以推荐使
用外加交流试验电源。
6． 接地端子应就近可靠接地。
7． 内存最多可储存 100 次测量结果，超过 100 次时最老的记录将被覆盖，请注意及时打印
或抄录。
8． 若仪器出现故障，请及时和本公司联系，不要自行拆卸。

七、 售后服务：
本产品自出售之日起保修二年，终身维护。
自行拆卸仪器后果自负，本公司不再负责维修！
保修条件：
1. 开机第一屏显示“超人电子”字样。
2. 具有本公司的产品合格证。
各地办事处及售后服务网点如下：
公司本部：0312-5907510,5907511,5907512,590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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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办事处：13833019971
长春办事处：13833019973
武汉办事处：13833019976

西安办事处：13833019972
重庆办事处：13833019975
南京办事处：1383120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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