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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63 变压器变比测试仪
一、 概述：
SM63 变压器变比测试仪，是专用于变压器变压比测试的仪器，该仪器电路设计精巧，思路
独特，使得其性能优越，功能完善，体积小，重量轻。该仪器内部采用电子式标准互感器作为
测量基准，保证测量精度长期稳定可靠，该仪器具有全自动测量功能，无需设置任何参数即可
自动完成三相变比的测量。

SM63——变比测试新观念！！！
二、 接线及注意事项：
1． 使用仪器时请按本使用说明书接线和操作。
2． 接地端子或电源线中的接地端应就近可靠接地。
3． 接线时请注意高压侧和低压侧引线不能接反。
4． 请注意高压侧有黄、绿、红三色测试线分别对应变压器的 A、B、C 接线端，低压侧有黄、绿、
红三色测试线分别对应变压器的 a、b、c 接线端，不要接错。对于单相变压器的测量，使用
高压侧 A、B 和低压侧 a、b 测试夹。
5． 测试前请输入正确设置参数，组别标号和被测变压器必须一致，如不能确定，可使用组别分
析或自动测量功能。
6． 在测试菜单中“普通型”指一般 Y/y、Y/d、D/d、D/y 普通联接组变压器，菜单选择和被测
变压器必须一致。
7． 若不输入额定变比，测试结果可正确显示被测变比值，误差不正确。

三、 主要功能与特点：
1． 全自动变比测量功能，无需设置任何参数即可自动完成三相变比、和组别标号的测量，轻松
操作，一按即可。
2． 可自动测量、三相连续测量、单相测量变压器变压比，并可计算变比误差。
3． 可测量 Y/y、Y/d、D/y、D/d 等各种联结组别的变压器。
4． 可测量变压器组别标号，尤其适用于未知组别变压器测量。
5． 完善的保护功能，具有定量输出过载保护及过电压保护。
6． 在激磁电流较大时可自动降低输出电压，以适应低额定电压和大激磁电流的变压器。
7． 自动跟踪测量有载开关分接位置，无需重复输入参数。
8． 体积小，重量轻，测量准确，速度快。
9． 可存储或打印全部测量结果，本仪器内置不掉电存储器和微型打印机，可长期保存测量数据
并可随时查阅和打印。
10． 具有 RS-232 接口，可以和计算机通讯,增强数据统计管理功能。
11． 不掉电日历，时钟功能。

四、 主要技术指标：
1． 变比测量范围： 0.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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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比测量精度： 0.1%±2 字（0.8—1000）
0.2%±2 字(1000—2200)
3． 测 试 电 压： AC20Ｖ—220Ｖ
4． 工 作 温 度： -１０℃—４０℃
5． 环 境 湿 度： １０%—８５%
6． 体
积： 380×260×160mm
7． 重
量： 6Kg (不包括测试线)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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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数输入状态下，用于输入数据。在内存查看状态下，“0-3”键用于选
则查看一项内存记录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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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于四
个菜单项的菜单选择状态下还具有自动翻屏的作用。在测量状态下，用于翻屏显示不同的测
量数据结果。在设备编号输入状态下，用于选择 0-9 直到 A-Z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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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操作方法：
1. 按本说明书接线及注意事项中 2、3、4 条要求接好电源线、测试线和接地线，打开电源后进
入状态（1）。
2. 测量之前必须进行参数设置，组别不确定时也可使用自动测量或组别分析功能。在状态（1）
将光标指向“参数设置”， 按“确定”键进入状态（2）。

变比测量
参数设置
查看内存
时间设置

（1）

10：21：32

设备编号
组别标号
额定变比
分接总数
分接间距
当前分接

SM63
0
0.000
1
0.000
1

（2）

3. SM63 具有参数记忆功能,修改参数或自动测量及组别分析后,参数可自动储存,关机后不丢
失,各参数说明如下：
设备编号：可输入最多八位数字或英文字符（如出厂编号），用于标识被测设备和区分
内存记录。
组别标号：用时钟法表示的联接组标号（0—11）。
额定变比：被测变压器额定分接点变压比，若不输入额定变比，测试结果将不能正确显
示变比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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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接总数：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开关分接点总数，若不是等分接调压变压器，分接总数
应设为 1。
分接间距：每一级分接变压比调整的百分比，如（2.5）。
当前分接：当前分接开关分接点所在位置，分接 1 对应变压比最小的分接点，SM63 根据
测量结果自动计算并修改当前分接值，无需输入。
设备编号 SM63 （3）
组别标号 0
额定变比 0.000
请输入> <

设备编号 SM63 （4）
组别标号 0
额定变比 0.000
请输入>6.2857<

如果要修改参数，假如修改额定变比，可移动光标至对应项，按“确定”键，进入状态（3），
按数字键及“▲”和“▼”键输入所要的数据（如 6.2857），如按错了按键，可按“取消”
键重新输入，输入数据后进入状态（4），按“确定”键确认输入，回到状态（2）,显示修改
后的数据。修改参数后,参数可自动储存,关机后不丢失。按“取消”或“复位”键回到状态
（1）。
4. 设定参数全部正确后，可以进行变比测试，在状态（1）使光标指向“变比测试”，按“确定”
键进入状态（5），移动光标至所需的测量项目（如自动测试），如外部接线完毕按“确定”
键进入状态（6），显示测量结果。此时按“▲”或“▼”键可在状态（6）（2）切换显
三相测试（普通型）（5）
自动测试（普通型）
组别分析（普通型）
单相测试（PT）

KAB=xxx.xx_+x.xx%（6）
KBC=xxx.xx_+x.xx%
KCA=xxx.xx_+x.xx%
分接 3

示。测量结果显示格式说明如下：
KAB 表示 AB 相变比测量值。KBC、KCA 与此类同。
xxx.xx_+x.xx%：表示变比测量值和对应相的变比误差百分比。
最下面一行显示当前分接位置和接线组别及组别标号。
各种测试方式说明如下：
三相测试：三相测试可用于本仪器允许的各种联接组别的三相变压器变比的测试，可连
续测出三相变比及误差，测试开始前应输入正确的组别标号，也可用组别分析功能测出组别
标号，测试结果按状态（6）格式显示三相变比和对应误差。
自动测试：自动测试可用于本仪器允许的各种联接组别的三相变压器变比的测试，无须
输入任何参数即可自动测出三相变比，测试完毕后接线组别和组别标号设置为实际变比测量
值。
单相测试：单相测试用于单相变压器或电压互感器变比的测试，无须输入组别标号，测
试结果显示变比、误差和极性。
组别分析：组别分析用于三相变压器接线组别和组别标号的测量，测试结果显示组别标
号，并自动按测试结果修改设置参数中的组别标号。
5. 在状态（6），按“确定”键可进行储存和打印操作，测量结果被储存于内部存储器，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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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测试完毕后输出电源自动断开。

内存记录总数 xx（7）
“▲”或“▼”---查看
“确定”---------打印
点“.”----------清除

记录 xx 123456（8）
2001．06．22-15．33
▲或▼-------查找记录
“0-2”-----记录内容

6. 内存操作：
内部存储器最多可存储 160 次测量数据，超过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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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光标指向“查
看内存”， 按“确定”键进入状态（7）。“xx”表示存储器保存的记录个数，下面三行为操
作提示，按“.”键将清除全部内存记录。按“▲”或“▼”键逐个显示记录信息。按“取
消”键将结束内存操作，回到状态（1）。在状态（7）按“▲”或“▼”键可进入状态（8）
显 示 一 项 记 录 内 容 ，“ xx ” 表 示 内 存 记 录 总 数 ，“ 123456 ” 表 示 设 备 编 号 ，
“2001．06．22-15．33” 表示测量时间（年月日时分），按“0-2”键可按（6）（2）格式
显示该记录的各项数据。按“▲”或“▼”键可继续查找其它记录。按“确定”键可打印该
项记录内容。按“取消”键将结束内存操作，回到状态（1）。
7. 时间设置：
在状态（1）将光标指向“时间设置”， 按“确定”键进入状态（9）。如设置日期，可在状
态（9）将光标指向“当前日期”， 按“确定”键进入状态（10）。此时可按数字键输入六位
数字，再按“确定”键可使输入生效，并回到状态（9）。设置时间的方法与此步骤相同。按
“取消”键将结束时间日期操作，回到状态（1）。
（9）
当前日期 00.11.22
当前时间 15:33:44

设置日期>请输入<（10）
当前日期 00.11.22
当前时间 15: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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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办事处：13833019971
西安办事处：13833019972
长春办事处：13833019973
重庆办事处：13833019975
武汉办事处：13833019976
南京办事处：1383120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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