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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产品介绍 
1.1 概述 

 
HYGK-303 高压开关动特性测试仪是我公司为适应现场测试

高压开关动作特性的需要，开发研制的专用仪器。它以单片机为

核心进行采样，处理和输出，其主要特点是采用汉字提示以人机

对话的方式操作，汉字显示结果并打印输出，具有智能化、功能

多、数据准确、抗干扰性强、操作简单、体积小、重量轻、外观

美等优点，适用于各种户内、户外少油、多油开关、真空开关、

六氟化硫开关的动特性测试。 
 

1.2 主要测试项目及功能 
 

1．12 个断口的固有分、合闸时间； 
2．重合闸时间； 
3．分、合闸最大不同期性； 
4．刚分、刚合速度； 
5．弹跳时间及幅度； 
6．开关开距及开关超行程（真空开关预置开关行程）； 
7．分、合闸平均速度； 
8．显示、打印速度—距离曲线 
 

1.3 主要技术指标 
 

1．时间测量 
同时可测量断口数：≤12 个 
测定过程整定时间：10ms—6 秒 
分辨率：0.1ms 

2．开关开距、开关超行程、弹跳幅度测量 
     量程：< 1000mm 
     分辨率：1mm  
3．测量误差 

时间测量误差：±1% 
行程测量误差：±1%.  

4、速度测量范围：0—20m/s 
 

5．内置电源 
 

输出电压：20V—230V  误差：1% 
6．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AC220V±10 % 
频率：50Hz 
功耗：≤6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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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境温度：0∼40°C 
使用环境湿度：≤90%RH 

体积：400×350×200  mm3     重量：7kg 

1.4 术语定义 
刚分、刚合速度：动静触头刚分后、刚合前 10ms 触头运动的

平均速度（为油开关定义）。 
平  均  速  度：开距除以时间等于平均速度。 

开关开距： 动触头从分闸位置到刚合位置

之间（测合闸速度时得到此数据）。 
开关超行程： 动触头从动作开始到刚分

闸位置之间的距离（测分闸速度时得到此数

据）。 
总    行    程：开关开距+开关超行程。 

 
 
 
 
 

第二部分：面板介绍 

2.1 面板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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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时间测试端口 

 
面板左上角插座为时间测试端口。 
将时间测试线一端插入面板左上角时间测试端口另一端连

接被测仪器 A 相 B 相 C 相。接线如上右图。 
公共端插口连接测试线至各相断口动触头(动触头相互短路

连接汇合)。 
约定:  A1 端口对应端口安装传感器。 

 
 
2.3 交流电源输入 

 
请用本公司提供的电源线连接到仪器侧面的电源插口,打开

电源开关仪器便可以正常工作,如连接好后仪器不能工作请检查

保险丝。 
电源要求∶现场交流电源应符合 220V±10%,50Hz 工频电源。 

   使用时最好将仪器接地。 
 

2.4 直流电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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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后可请选择内电源或外电源,如选择内电源触发则由本

仪器合闸控制或分闸控制提供正电源,公共端提供负电源(如上

图),如选择外电源则本仪器不提供电源,而由外部提供电源。 
当画面进入“预置实验时间”项便可调节输出相应的操作电

压,运行结束后仪器将自动关闭操作电源。 
警告∶1. 外置电源时,电源接 K+。 

          2. 内置电源时,电源接 K—。 
  3. 内置电源时,系统直流电源断开。 

 
2.5 采样尺介绍 

 
将配件中的采样传感器接口一端接到采样输入(如上图)。采

样支架安装见“采样尺安装”。 
2.6 功能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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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键：可使光标移至需要操作项或修该位。 
 

 

 
[认可]键：认可当前光标提示项。 
[预置]键：预置参数或时间。 
[运行]键：启动分、合闸。 
[退出]键；从下级菜单返回到上一级菜单。 
[触发]键：选择触发方式。 
[复位]键：计算机复位。 
 

第三部分： 仪器操作说明 
 

   仪器操作项以中文菜单形式显示，采用人机对话方式进入

所选项，开机后显示屏显示；开关类型选择 

        1   油 开 关

        2   真 空 开 关

        3   六氟化硫开关

   
友情提示：请在此界面下选择“内置电源”或“外置电源” 

[开关类型选择]： 
开关类型选择用 [ ↑ ]、[ ↓ ]键移动光标至需测量的开关

类型后，按[认可]键进入下级菜单。 
如果选择六氟化硫开关，屏幕显示：请预置刚合（分）

时间。（B3 型有此项视测量参数定）测试仪器已定 10ms 为计

算刚合（分）的时间，用户根据需要修改此参数，用[←]、[→] 
键移动光标至需要修改位上，用[预置]键修改参数，按[认可]
键进入下级采单。 
   如果选择真空开关，按[认可]键后，用[←]、[→]移动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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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需要预置或修改的位置上，用[预置]键预置真空开关的开距，

然后按[认可]键进入下级菜单 （此时仪器选择外触发方式，

如真空开关不测速度请选择内触发方式），此时显示屏显示： 
 
 
 
 
 
 
 
 

 
用[ ↑ ]、[ ↓ ]键移动光标至所需项按[认可]键后进入所需

菜单。 
下面按项进行说明 

[测试项目选择]： 
主要功能：选择试验项目、试验过程、试验结果及打印

选择。 
选择此项按[认可]键后显示： 

        1   合闸试验

        2   分闸试验

        3   重合闸试验

        4   返回

 
 

用[ ↑ ]、[ ↓ ]键移动光标至所需项按[认可]键进入试验时

间预置项，如需退出按[退出]键或[认可]返回项。 
[预置试验时间项]： 

 
友情提示：如果是内置直流操作电源，请调节相应的操

作电压，运行结束后仪器将自动关闭操作电源。 
用[预置]键预置试验时间，可根据需要预置“0—6”秒，

        1   测试项目选择

        2   断口状态检查

        3   校正试验日期

        4   测试结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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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开关检测为 1 秒，重合闸试验时的无间流时间根据被测

开关的技术要求而设定。预置后按[运行]键，仪器将自动完成

试验。试验结束后，显示试验结果菜单： 

 

        1   测试结果

        2   断口状态检查

        3   坐标图

        4   打印结果

 
[测试结果]： 

用[ ↑ ]、[ ↓ ]键移动光标选择测试结果项。按[认可]键后

显示各项试验结果，由于此项是页面显示，用[ ↓ ]键进行翻页，

循环显示。按[退出]键回到试验菜单。 
[坐标图]： 

按[认可]键，显示一距离曲线（安装采样器后才有此曲

线），按[退出]键回到试验结果菜单。 
[打印结果]： 

按[认可]键，显示： 
       
       

        1   数据打印

        
        2   坐标图打印

         
 

按[ ↑ ]、[ ↓ ]键选择所需打印结果，按[退出]键返回试验

结果菜单。（没有参数时，打印机不打印）。打印结果可以做

完“分”、“合”闸试验后一次打印，打印的结果都为最后一

次试验结果。 
油开关的最大速度、平均速度、弹跳幅度只作参考，不

打印。 
 [速度详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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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显示详细结果

        2   打印详细结果

        3   返回

 
用[ ↑ ]、[ ↓ ]键选择所需项，按[认可]键进入所选项。按

[退出]键或返回项，返回结果菜单。 
用[ ↓ ]翻页观看 3~24ms 速度的变化打印项可将 3~24ms

速度打印出来。 
[断口状态检查]： 

主要功能：用于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调试开关不同期性。 
选择此项按[认可]键，此时显示各断口状态，按[退出]

键回上一级菜单。 
1. 检查接线 
安装好采样器后，将开关置“分闸状态”，此时观看接线

的断口状态是“分”状态，反之亦然。如果是“合”闸状态，

可能采样器没装正，有短路现象，此时可微调采样器的位置

或杠杆手动开关动触头，直到开关端口状态与显示断口状态

相同为止。 
真空开关安装外触发装置后，将开关“分闸”状态此时

显示断口状态是“分”，如果是“合”状态，请将开关的动触

头和静触头与测试仪的连线互换。 
2. 调试开关的不同期性 
将开关置“分闸”位置，用杠杆手动“合闸”移动开关

触头，观看此时断口状态来调整不同期性。用此法代替了原

来的灯泡法调试 
 [校正试验日期]： 

 选择此项按[认可]键后，用[←]、[→]移动光标至需预置

或修改的位置，用[预置]键修改日期，该日期主要是打印需要，

按[退出]键返回上级菜单。 
 [测试结果选择]：     

按[认可]键进入试验菜单，操作方法同上。 
 

第四部分：开关接线案例 
要求：采样器安装的断口与仪器面板上“A1”断口相连 

4.1 接线操作方法 
当内置电源时：“合闸控制”、“分闸控制”接线柱的接法：

“合闸控制”接操作柜内的⑧接点；“分闸控制”接操作柜内

的⑦接点，仪器上公共端接“-KM” 操作柜内的保险去掉。

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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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置电源时：“合闸控制”、“分闸控制”接线柱的接法：

“合闸控制”接操作柜内的⑧接点；“分闸控制”接操作柜内

的⑦接点，仪器上公共端接“+KM” 
如图 1 

 
        +KM                                              -KM 
              合闸控制 
                                                      HC 
 
             5     8                         。 。 
                         LD                  DL1 
             11    10 
 
                         HD 
             16    13 
 
             6     7                         。 。 
             +                               DL2 
                                                      TQ 
        +HM    分闸控制                                   -HM 
 
                     Hc          HQ   Hc 
 
 
 
 
                                      图（1） 

 
 

4.2 .油开关采样尺的安装： 
打开灭弧室上盖将传动杆插入灭弧室，旋入动触头螺孔

上固定紧，传动杆的另一端与采样尺联接，尺能在滑槽内上

下滑动，尺座与灭弧室固定。 
采样器信号引线插头接于面板上“采样输入”接口，安

装采样的采样杆时，必须保持采样尺的清洁和线性度。采样

尺有油污和灰尘时，必须用汽油或酒精洗干净，否则，测试

结果将有很大的离散性。 
接线：开关各动触头用导线联在一起接开关仪上的接地

端，再与大地可靠相连，开关定触头端分别接开关仪的 A、B、
C 断口。  （请参看图 3 ） 

 
 
 
 



华英电力 – 中国电力测试设备供应商 400-027-0098 
   

  

参考网站：www.hy-dl.cn 

                 1                               2 
 
                                                      3    

 图（2） 
如（图 2）拆去 1、2、3 号件为 10KV 采样尺，原图为

110KV—220KV 采样尺。 
 

 

 

图(3) 
 
 
 
 
 
 
 
4.3 真空开关传感器的安装及接线： 

使开关处于分闸位置，将传感器装入开关下部的固定架

上，调节弹簧的压力使探头刚好接触到动触头，用导线将探

头与开关仪外触发端孔联接，其它接线同油开关相同。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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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图 5） 
 
 
 

                                                              
                  图（4） 

 
 
 
4.4 六氟化硫采样尺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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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拆下提升杆室的玻璃窗，将装有红外感头的固定板固定

在室内相应的螺孔上，采样尺固定夹具安装在提升杆相应的

位置，调节各紧固件，使采样尺在传感头滑动槽中上下滑动。 
接线与其它开关一样。   （请参看图 5） 

 
 
 

 

第五部分：注意事项 
1、 初次使用时，请用手动调整开关，使采样尺下端（尺



华英电力 – 中国电力测试设备供应商 400-027-0098 
   

  

参考网站：www.hy-dl.cn 

与采样杆连接处）在做分、合闸试验时，不至碰到光电取样

块（必要时可锯断采样连接杆上端）。 
2、 如果液晶显示器出现字不清楚或屏幕背景太黑，请

用一字小改刀调整下方的“背光调节”电位器，便可改善显

示效果。 
3、 当机器出现死机时，请按[复位]键。 
4、 当打印机出现不正常打印时，请关机后约半分钟再

开机。 
 

第六部分：产品清单 
主机                        1 台 
采样器                      1 套 
HYGK-303 使用说明书        1 份 
微型打印机使用说明书        1 份 
测试线                      1 套 

 
 

第七部分  售后承诺 

        本公司所售产品若有质量问题，实行一年包换、三年免费

维修、终身维护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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