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Y3696 型阻波器、 

结合滤波器自动测试仪 

使 使 用 用 说 说 明 明 书 书 

ZY2.761.011SS 

南京中仪电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目 录 

1．概述………………………………………1 

2．电气和机械结构性能……………………2 

3．技术特性…………………………………3 

4．面板布置…………………………………5 

5．使用方法…………………………………7 

6．一般故障处理……………………………20 

7．售后服务…………………………………20 

8．测试注意事项……………………………21



1 

1  概述 

ZY3696型阻波器、结合滤波器自动测试仪，采用矢量 

检测、对数压缩、数字直接合成（DDS）等国际先进技术， 

专为测量阻波器、 结合滤波器的高频特性而设计的智能型、 

全数字化仪表，比传统的电桥法测量，具有快捷、准确、 

操作简便等特点。产品性能符合 Q/3201GK182007。 

测量结合滤波器线路侧或电缆侧的回波损耗 （Ar1、 Ar2 ） 

和工作衰减（Ac1 、Ac2 ）时，测量模式电路自动配置，耦合 

电容器（C′）、线路侧标称阻抗（Z1 ）和电缆侧阻抗（Z2 ） 

等测量参数自动接入，测量误差自动校正，避免了现场测量 

时杂乱的接线和繁琐的连接转换，实现了全自动测量。 

机内自备可重复充电锂电池，连续工作时间约  4 小 

时，微处理器自动监测电池状态。仪表功能齐全，且体 

积小，重量轻，便携式结构极方便于现场测试，若架在 

电力线上的被测阻波器不吊下来时，可将仪表直接带至 

高空测量，既缩短了测试引线，保证了测量精度，又极 

大地降低了劳动强度。 

仪表采用高清晰彩色屏幕液晶显示器（LCD），汉字 

图形显示，界面友好的菜单式操作，测试数据自动储存， 

历史数据、特性曲线可随时查询，并通过  RS232C 接口 

上传  PC 机，以标准文本和图形曲线打印输出。还可以 

通过仪表上的 USB 口，将这些数据直接转储到 U 盘上。 

产品特点： 

Ø 全数字化，高清晰彩色液晶显示器（LCD），汉字 

图形显示，菜单式操作。 

Ø 数字直接合成器（DDS），可选择点频或扫频方式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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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测量阻波器的阻塞阻抗(Zb)、阻塞电阻 Rb、电抗分 

量 Xb。 

Ø 测量结合滤波器线路侧或电缆侧的回波损耗（Ar1、 

Ar2）和工作衰减（Ac1、Ac2）。 

Ø 耦合电容器 （C’） 可选择 3.3nF、 3.5nF、 4.5nF、 5.0nF、 

6.6nF、7.5nF、8.0nF、10nF、15nF 或 20nF。 

Ø 线路侧标称阻抗（Z1）可选择 240Ω、300Ω、320Ω 

或 400Ω。 

Ø 电缆侧标称阻抗（Z2）可选择 75Ω、100Ω。 

Ø 测量模式电路自动配置，测量参数自动接入，测量 

误差自动校正。 

Ø 内置可充电电池，并自动检测电池状态， 

Ø 具有计时功能，并自动录入测试时的日期和时间。 

Ø 扫频测试结束发“嘟、嘟、嘟”提示音。 

Ø 测试数据自动储存和查询，并通过 RS232C接口上传 

PC机，以标准文本和图形曲线打印输出。 

Ø 仪表配有 USB口，方便数据转储。 

2  电气和机械结构性能 

2.1 电气性能 

2.1.1 本套仪表均采用两种供电方式，即交直两用。 

（1）交流供电：外置＋9V/2.5A AC/DC 电源适配器（交 

流电源 220V±10％  50Hz±5％） ； 

交流供电时，仪器自动给内置锂电池充电。 

（2）直流供电：内置可充电锂电池，标称电压 7.4V, 

2.1AH； 

电池供电时，功耗小于 2W，连续工作时间大于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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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仪表设有电量显示和低电量提示。 

2.2 电磁兼容性及其它 

2.2.1 电磁兼容性符合 GB∕T18268-2000的规定。 

2.2.2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符合 GB6587.1中Ⅱ组的要求。 

2.2.3 可靠性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3000小时。 

2.2.4 本套仪表达到工作特性的预热时间为 10分钟。 

2.3 机械结构性能 

本套仪表外形设计均为手持式结构，内部电路采用了 

三层叠式结构，模块化设计，层间采用针式链接。所以仪 

表体积小、重量轻、可靠性高，便于携带，适合各种条件 

和环境使用。 

外形尺寸：200mm×100mm×60mm 

质 量：0.75kg。 

3  技术特性 

3.1 信号源 

3.1.1 频率范围：40 kHz～500 kHz，最小频率间隔（Δf） 

1kHz；可选择点频或扫频工作。 

3.1.2 频率误差：±1×10 －6 ±1 Hz。 

3.1.3 频率  100  kHz， 75Ω  阻抗匹配时，输出电平 

+4dB±0.25dB。 

3.1.4 以 100 kHz频率为基准，频响误差±0.35dB。 

3.1.5 谐波衰减不小于 4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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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阻塞阻抗(Zb) 

测量范围：40Ω～4kΩ。 

3.2.1 阻塞电阻（Rb） 

电抗分量 （Xb） 不大于 10倍阻塞电阻 （Rb） 时， 误差±5%。 

3.2.2 电抗分量（Xb） 

阻塞电阻 （Rb） 不大于 10倍电抗分量 （Xb） 时， 误差±5%。 

3.3  回波损耗（Ar） 

测量范围：  0dB～14dB，误差±0.5dB； 

>14dB～20dB，误差±1dB； 

>20dB～26dB，误差±2dB。 

3.4 工作衰减（Ac） 

测量范围：0～12dB，误差±0.25dB； 

3.5 测量模式与测量参数 

3.5.1  测量模式电路自动配置，测量参数自动接入，测量 

误差自动校正。 

3.5.2  耦合电容器 （C’） 可选择 3.3nF、 3.5nF、 4.5nF、 5.0nF、 

6.6nF、7.5nF、8.0nF、10nF、15nF或 20nF。 

3.5.3  路侧标称阻抗（Z1）可选择 240Ω、300Ω、320Ω 或 

400Ω。 

3.5.4  电缆侧标称阻抗（Z2）可选择 75Ω、100Ω。 

3.5  计时功能 

3.6.1  可显示年、月、日、时、分，可对日期/时间进行设 

定或修改。 

3.6.2  历史数据可查询， 并自动录入测试时的日期和时间。 

3.6.3  扫频测试结束发“嘟、嘟、嘟”提示音。 

3.7    RS232C串行口 

与 PC机连接：9针 RS232C串行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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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传输速率：9600 bit/s。 

3.8  测量稳定度 

基准条件下，电源电压变化以及连续工作期间不经校 

正，用 400Ω 标准电阻器、4000pF 标准电容器和短路线， 

在点频 100kHz分别测量阻塞阻抗（Zb）和工作衰减（Ac） 

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稳定度要求 

试验项目 
阻塞阻抗(Zb) 

显示值变化 

工作衰减（Ac） 

显示值变化 

电源电压变化±10%  ±1.5%  ±0.15dB 

连续工作 8h  ±3%  ±0.25dB 

连续试验 8h 结束，经校正，阻塞阻抗 Zb 和工作衰减 

Ac 测量误差应符合 3.2、3.4的要求。 

3.9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符合 GB/T 182682000的规定。 

4  面板布置 

4.1 前面板布置见图 1 

4.1.1 显示器 

3.5″（LCD）彩色显示器。LED背光，汉字图形显示， 

仪表设有亮度，对比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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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Y3696型阻波器、 

结合滤波器自动测试仪前面板布置图 

4.1.2 键盘 

前面板上键盘共有按键 23个，分数字键、光标键、功 

能键和电源开关键。 

功能键有功能键、校正键、启动键、返回键、清除键、 

确认键和+/键共 7个。 

数字键 0、1～9 和小数点键共 11 个，用来设置测量 

频率、日期时间设定或修改、输入被测件的编号，输入过 

程中，若出错可按“清除”键，此时，显示保留最低位为 0， 

等待重新输入新的数据。当输入完一组数据，并确认无误 

后，应按“确认”键，才能更新频率或数据。 

光标键（↑↓←→）共四个，用于移动光标。在光标处 

按“确认”键，则进行该项设置或进入指定的功能。 

4.1.3 测试插座和电源开关 

所有测试插座都安装在仪表的顶端。 

阻波器测试插座两个，通过测试引线，连接阻波器。 

结合滤波器测试插座两个，分线路侧和电缆侧。通过 

测试引线，线路侧红色线接结合滤波器高压端，黑色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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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接地端子。电缆侧红色线接结合滤波器的电缆芯，黑色 

线连到电缆地。 

RS232C插座，用于连接 PC机。 

电源适配器插座，用于交流供电和给机内的锂电池充电。 

USB接口，用于将测试数据保存到 U盘上。 

电源开关在前面板的右下角。按一次，电源接通，再 

按一次（按住 2～3秒），电源关闭。 

充电灯指示电池充电状态，充电时亮，电池充满时灭。 

交、直供电自动切换。 

4.2 顶端测试插座布置见图 2。 

图 2    ZY3696型阻波器、 

结合滤波器自动测试仪顶端测试插座布置图。 

5  使用方法 

使用前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 

5.1 通电检查 

将电源线插入仪表后面板上电源插座，再接入交流 

220V±10%、50Hz 的电网，此时红色充电指示灯点亮，表 

示电池处于快速充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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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电源键，电源接通，显示“正在校准”，仪表处于 

自动校正状态， 约 10秒钟自动校正结束， 屏幕显示主菜单。 

显示如下： 

注意：校正时不要接被测件。 

主菜单 

在主菜单移动光标到对比度，并按“确认”键，屏幕显 

示如下。按←、→键调整对比度。 

对比度调整 

在主菜单移动光标到时间设置，并按“确认”键，屏幕 

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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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设置 

按←、→键可向左或向右地移动光标，用数字键输入 

修改光标所在位置的值，按“确认”键保存设置，修改完 

毕按“返回”键返回主菜单。 

5.2 阻波器测量 

5.2.1 测试接线 

阻波器测试时， 测试引线尽可能短， 仪表备有一对 12m 

长（红、黑）的测试线，一端插到仪表阻波器测试插座， 

另一端鳄鱼夹连接到被测阻波器。见 P21 页注意事项，阻 

波器测试。 

阻波器不吊下来测试，可直接带到高空测试。 （应在停 

电条件下进行） ，解开阻波器线路侧和母线接头，即可进行 

测试。若仪表在地面测试，可将阻波器线路侧解开，母线 

侧通过地刀接地，用一对红、黑线（12m 长）把阻波器两 

端引下来接入仪表，红、黑线应拉直，自然下垂，不绞合， 

避免测试误差过大。测试时仪表用电池供电。 

5.2.2  阻波器阻抗测量 

在主菜单中移动光标先指向“阻波器阻抗测量”，按“确 

认”键，进入点频测量，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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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点频测量设置 

点频测量频率用数字键一位一位输入，输入完毕按“确 

认”键更新频率。输入若超出频率范围，则默认为频率的上 

限值（500kHz）或下限值（40kHz） 。 

按“启动”键单次测量结果随即显示出来。屏幕显示如下： 

阻抗点频测量结果 

在点频测量设置界面上按→键，进入扫频测量。需要 

设置器件编号、起始频率、终止频率和频率间隔。移动光 

标，用数字键更改光标所在位置参数，输入完毕按“确认” 

键。频率间隔最大范围为100kHz，器件编号提供8位数字输 

入。 扫频参数设置无误后，按启动键测量，测量结束发“嘟、 

嘟、嘟”提示音，测量结果自动储存，并以列表形式显示出 

来。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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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超出测量范围 （>10kΩ） 时， 屏幕显示溢出标记“－ 

－－－－－”。 

阻抗扫频测量设置 

阻抗扫频测量结果 

5.3 结合滤波器测量 

5.3.1 测试接线 

仪表备有2对2m长的测试线，严格按线路侧、电缆侧 

接上结合滤波器，测试线一端插到仪表滤波器测试插座， 

另一端鳄鱼夹连接到被测滤波器。线路侧红线接高压端， 

黑线接地线（或外壳）。电缆侧红线接缆芯，黑线接电缆 

地。见P21页注意事项，结合滤波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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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回波损耗测量 

在主菜单中移动光标先指向“滤波器回波损耗测量”， 

按确认键，进入点频测量设置屏幕显示如下： 

回波损耗点频测量设置 

首先要设置结合滤波器参数 （耦合电容、 电缆侧阻抗、 

线路侧阻抗），用+/键、↑、↓键和确认键进行选择，测量 

频率的范围和设置同阻波器阻抗测量。 

按启动键进行回波损耗测量，测量结果，随即显示出 

来。屏幕显示如下： 

回波损耗点频测量结果 

在点频测量设置界面上按→键， 进入扫频测量。 按“启 

动”键进行回波损耗扫频测量。测量结束发“嘟、嘟、嘟”提 

示音，测量结果自动储存，并以列表形式显示出来。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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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如下： 

回波损耗扫频测量设置 

回波损耗扫频测量结果 

5.3.3 工作衰减测量 

在主菜单中移动光标指向“滤波器工作衰减测量”，按 

确认键，进入点频测量屏幕显示如下： 

具体操作和显示方式同回波损耗测量。 

工作衰减超出测量范围（>14dB）时，屏幕显示溢出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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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衰减点频测量设置 

工作衰减点频测量结果 

工作衰减扫频测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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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衰减扫频测量结果 

5.4 查询和删除 

5.4.1 扫频测量结果是按时间顺序自动储存，阻波器阻 

抗测量、 结合滤波器回波损耗和工作衰减分别可存 99条记 

录。若超出储存空间或记录条数，会将时间排序最早的测 

量记录自动删除。 

5.4.2 在主菜单按移动光标，指向“数据查询”，按确认 

键，进入查询操作界面。屏幕显示如下： 

数据查询 

5.4.3 阻波器阻抗测量结果查询 

进入查询界面后移动光标键，选择阻波器测量结果， 

按确认键，根据需要查询的记录，移动光标键，可选择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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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形式显示阻抗测量结果或者以曲线形式显示阻抗测量结 

果，也可以将测试记录通过 RS232口逐条上传到 PC机。 

阻波器阻抗测量结果查询菜单 

阻抗测量列表 阻抗测量曲线 

在阻抗测量结果查询菜单中，对不需要保存的记录， 

按清除键可以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记录。 

5.4.4 结合滤波器测量结果查询 

结合滤波器测量结果查询分为：回波损耗测量结果查 

询和工作衰减测量结果查询。查询方法和对不需要保存记 

录的删除均与阻波器阻抗测量结果查询相同。回波损耗测 

量结果查询，界面操作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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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波损耗测量结果查询菜单 

回波损耗测量列表 回波损耗测量曲线 

工作衰减测量结果查询，界面操作如下。 

工作衰减测量结果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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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衰减测量列表 工作衰减测量曲线 

5.5 数据下载 

在主界面移动光标到“数据下载”，按确认键，进入数 

据下载。将测试结果，从仪表导入 U盘。移动光标选择项 

目，并按确认键，进行数据下载。屏幕显示如下： 

数据下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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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与 PC机通信 

本仪表提供 PC机软件（光盘一张）：GK3696型阻波 

器、结合滤波器自动测试仪数据分析系统，可在 

Windows98、Windows2000、WindowsXP操作系统上安装， 

通信方式支持标准 RS232接口，波特率 9600bps。 

当 RS232串口电缆连接正确，通信正常后，三组测量 

数据可分别上传  PC 机，并整理成表格或图形曲线打印输 

出。具体操作见 PC机软件帮助文件。 

5.7 电池管理 

仪表内有可重复充电锂电池和智能化充电管理电路， 

插上电源适配器，无论电源开关与否，面板上充电指示灯 

（绿）亮，即为电池快速充电，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 

灯亮，仪表可在交流供电下边操作边充电，电池充满后， 

充电指示灯自动熄灭，快速充电时间约 4小时。 

用电池供电进行测试时，只要拔掉电源插头，断开交 

流电，打开电源开关即可，电池供电连续工作时间约 4 小 

时。当屏幕上电池图标闪烁显示，表明电池电压低，应关 

掉电源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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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故障处理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见表 2。 

表 2  常见故障及处理 

序号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内置锂电池电量耗尽 充电 

外置 AC/DC 适配器坏向生产厂家订购 

内电路损坏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1  开机无显示 

显示屏无背光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阻波器插座连接电缆 

线脱焊 2 
阻波器不能正常测 

量 内电路损坏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滤波器插座连接电缆 

线脱焊 3 
结合滤波器不能正 

常测量 
内电路损坏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7  售后服务 

7.1 产品使用保修期为一年。在此期间内，凡用户遵守 

运输、贮存和使用规则，仪表损坏由生产厂免费修理；保 

修期过后损坏生产厂负责修理，按规定收取修理费。 

7.2 本仪表为精密贵重仪表，电路复杂、结构紧凑，如 

发生故障要及时和生产厂取得联系，请不要私自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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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Y3696阻波器、结合滤波器现场测试注意事项 

● 阻波器测试： 

⒈ 必须在线路停电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⒉ 拉开阻波器与母线的连接开关，使阻波器与母线断开。 

⒊ 将阻波器靠母线端的接地刀闸，接地。 

⒋ 拆开阻波器与线路的连接端子，使阻波器与线路断开。 

⒌ 把测试线夹头夹在阻波器两端 （可借助检修班组常用的 

接线杆），就可进行阻波器测试了。 

测试接线如图 3所示： 

图 3  阻波器测试接线图 

⒍ 测试阻波器时，测试线不要缠绕，自然下垂；测试线的 

夹头尽量靠近阻波器，夹头应接触可靠，以免测试误差过 

大。 

⒎ 当发现阻波器测试结果不合格或异常时， 检查测试线是 

否接触可靠，换一下测试线夹头的部位，多测试几次，以 

确定测试结果。 

● 结合滤波器测试： 

⒈ 必须在线路停电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⒉ 拆开结合滤波器高压端与线路的连接线。 

⒊ 拆开结合滤波器与高频电缆的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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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将测试线（2对）按图 4连接，注意线路侧、电缆侧不 

要接错接反。 

⒌ 按仪器的提示正确输入结合滤波器的参数 （参见结合滤 

波器的铭牌参数：耦合电容、线路阻抗、电缆阻抗、工作 

频率范围）。便可开始对结合滤波器进行测试。 

测试接线如图 4所示： 

图 4  结合滤波器测试接线图 

● 国家标准中对阻波器、结合滤波器的要求 

⒈《电力线载波结合设备》GB/T 73291998 中要求： 

① 工作衰减： 

通 信＜2dB 

继电保护＜1.3dB 

② 回波损耗： 

通 信＞12dB 

继电保护＞20dB 

⒉《交流电力系统阻波器》GB/T 73301998 中指出： 

对阻塞电阻的要求： “相当于阻塞电阻为输电线特性阻 

抗的  1.41 倍”。若线路阻抗为  400Ω，则：阻塞电阻  R 为 

57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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