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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产品。在您初次使用该仪器前，请您详细

地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将可帮助您熟练地使用本仪器。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公司的产品，

因此您所使用的仪器可能与使用说明书有少许的差

别。若有改动，我们不一定能通知到您，敬请谅解！

如有疑问，请与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络，我们定会满

足您的要求。

由于输入输出端子、测试柱等均有可能带电压，

您在插拔测试线、电源插座时，会产生电火花，小心

电击，避免触电危险，注意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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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重保证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发货之日起三个月内，如产品出现缺

陷，实行包换。一年（包括一年）内如产品出现缺陷，实行免费

维修。一年以上如产品出现缺陷，实行有偿终身维修。

 安全要求

请阅读下列安全注意事项，以免人身伤害，并防止本产品或

与其相连接的任何其它产品受到损坏。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危

险，本产品只可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

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可执行维修。

—防止火灾或人身伤害

使用适当的电源线。只可使用本产品专用、并且符合本产品规格

的电源线。

正确地连接和断开。当测试导线与带电端子连接时，请勿随意连

接或断开测试导线。

产品接地。本产品除通过电源线接地导线接地外，产品外壳的

接地柱必须接地。为了防止电击，接地导体必须与地面相连。在

与本产品输入或输出终端连接前，应确保本产品已正确接地。

注意所有终端的额定值。为了防止火灾或电击危险，请注意本产

品的所有额定值和标记。在对本产品进行连接之前，请阅读本产

品使用说明书，以便进一步了解有关额定值的信息。

请勿在无仪器盖板时操作。如盖板或面板已卸下，请勿操作本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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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适当的保险丝。只可使用符合本产品规定类型和额定值的

保险丝。

避免接触裸露电路和带电金属。产品有电时，请勿触摸裸露的

接点和部位。

在有可疑的故障时，请勿操作。如怀疑本产品有损坏，请本公

司维修人员进行检查，切勿继续操作。

请勿在潮湿环境下操作。

请勿在易爆环境中操作。

保持产品表面清洁和干燥。

－安全术语

警告：警告字句指出可能造成人身伤亡的状况或做法。

小心：小心字句指出可能造成本产品或其它财产损坏的状况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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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特高压电力生产的 SGB-C 系列交直流数字高压表作为高电压测量之理想设

备，主要用于电力系统及电气电子设备制造部门测量工频交流高电压和直流高电

压。

SGB-C 系列交直流数字高压表由高压分压器和低压显示表两部分组成，两者

采用配套电缆连接使用。

二、性能特点

1．精度高：采用精密高压薄膜电容和精密高压玻璃釉电阻，输入阻抗高，

降低了测试电流，功耗小，提高了仪器的测量精度和稳定性。

信号处理部分，采用高性能 OP 进行信号放大，运用双积分式 AD 采样技术，

四位半液晶显示，最高分辨率达到 0.001kV，是高压静电电压表的更新换代产品。

2．抗干扰性能好：采用特殊屏蔽技术。铝合金材料的均压球表面光滑亮泽，

有效地改善了均压球周围的电场分布，防止出现顶端放电，提高测量数据的抗干

扰能力。低压显示仪表采用全金属封闭结构屏蔽，高压分压器和低压显示表采用

高品质同轴电缆连接，减少高压对示值的影响，从而实现高稳定度，高线性度。

3．安全可靠：SGB-C 系列交直流数字高压表是由高压分压器和低压显示仪

表构成，高压分压器采用美国杜邦填充材料，特种工艺灌封，结构更小，重量更

轻，内部局部放电量降到最低，可靠性更高。不存在漏油问题。工作时高压分压

器和低压仪表采用同轴电缆连接，高低压部分距离较远，工作安全可靠。

4．操作简单：采用拨码开关切换高低压、交直流，方便快捷。四位半液晶

直接显示测量结果，简单直观。为现场的检测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5．携带方便：采用便携式结构，整机用铝合金包装箱作机壳，可方便地拆

装。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使用十分方便 。

三、技术指标

1. 分压器分压比：1000:1

2. 绝缘介质：美国杜邦干式介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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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流测量方式：真有效值测量

4. 环境条件：

温 度：0～40℃

湿 度：≤85%RH

5. 规格参数：

型 号 电压等级 精 度 量 程
阻 抗

(MΩ)

信号线

长度

外形尺寸

(mm
3
）

质 量

（kg）

SGB-50C
AC:50kV

DC:50kV

AC:1.0%

DC:0.5%

Low:0-20kV

High:0-50kV
600 5m 180*180*620 6

SGB-100C
AC:100kV

DC:100kV

AC:1.0%

DC:0.5%

Low:0-20kV

High:0-100kV
1200 5m 180*180*900 8

SGB-150C
AC:150kV

DC:150kV

AC:1.0%

DC:0.5%

Low:0-20kV

High:0-150kV
1800 8m 250*250*1100 15

SGB-200C
AC:200kV

DC:200kV

AC:1.0%

DC:0.5%

Low:0-20kV

High:0-200kV
2400 8m 250*250*1330 17

SGB-300C

AC:300kV

DC:300kV

AC:1.5%

DC:1.0%

Low:0-20kV

High:0-300kV
3600 10m 250*250*19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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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量原理

图 1 测量原理图

SGB-C系列交直流数字高压表采用阻容分压法测量高压交直流，如图1所示。

左侧是高压部分，采用阻容分压电路，由阻抗 Z1 和 Z2 两部分组成。高压 Ui 从

上端均压球处输入，从阻抗 Z2 处输出低压取样信号 Uo；右侧是低压显示表，用

于处理低压取样信号 Uo。低压取样信号 Uo 经整流滤波放大处理后送入低压显示

表显示。高压 Ui 和 Uo 关系式如公式（1）所示：

2
21

Z
ZZ

UiUo



（1）

五、仪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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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是由高压分压器和低压显示仪表两部分构成。

1．高压分压器部分

图 2 高压分压器

 面板功能介绍：

1 - 均压球 2 - 分压器绝缘筒 3 - 接地柱

4 - 信号采样输出 5 - 分压器底座

2．低压显示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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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低压显示表

 面板功能介绍：

1 - 液晶显示表头 2 - 信号采样输入 3 - 电源开关

4 - 交直流选择 5 - 高低档位切换

六、测量前准备

1. 本仪器属于高压设备，请务必在空旷场地做试验。

2. 仪器正常使用应满足：环境温度 0~40℃，湿度≤85%RH。

3. 打开低压显示表“Power”开关，观察液晶显示表头显示是否清晰，若没

有显示，或显示“BAT”，表示显示表内部电池欠压，需更换新电池。

七、测量操作

1．正确接线

按图 4所示接线方法正确接线。高压输入接均压球顶端接线柱，接地柱通

过仪器配套接地线连接到大地，高压分压器和低压显示表通过仪器配套同轴电

缆连接。连接好后，检查连线，确认无误后，选择相应的档位和量限即可开始

测量。

注意：本产品配有配套接地线，高压分压器底座上装有专用接地柱，每次

使用前都必须将接地柱可靠接地。高压测试线尽量用耐高压导线，测试线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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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不得拖地或离地面太近。高压分压器和低压显示表至少相距两米以上，

测试人员做试验时，一定不得靠近高压分压器（安全距离两米以上）。

图 4 接线图

1 - 高压输入 2 - 接地线

3 - 信号线（采用原装配套电缆线）

2．工频高压测量

正确接线后，打开低压显示表“Power”开关，将功能开关切换至 AC 档，选

择 High 档，即可测量工频高压，液晶示值即为被测工频高压值。如测量电压低

于 20kV，可将功能开关切换至 Low 档，以获得更高的测量精度。测试完毕后，

切断高压，等低压显示仪表归零后方可进入现场。（交流测试时，仪表会缓慢回

零，但高压电源可能已经没有电了。）

3．直流高压测量

正确接线后，打开低压显示表“Power”开关，将功能开关切换至 DC 档，选

择High档，即可测量直流高压，液晶示值即为直流高压值。如测量电压低于2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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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功能开关切换至 Low 档，以获得更高的测量精度。测试完毕后，切断高压，

等低压显示仪表归零后方可进入现场。注意：在测量直流时，因有滤波电容存在，

测试完毕必须先放电才可靠近高压分压器。

4．高压分压器单独使用

特高压电力为了满足客户的实际要求而设计，高压分压器可以独立使用，

用市面上普通的万用表即可代替低压显示表。高压分压器分压比是 1000:1，万

用表示值乘以 1000 就等于被测高压电压值。即万用表示值的单位换成 kV 即可。

八、更换电池

打开低压显示表，若发现液晶显示表无显示，或显示“BAT”，说明该仪器内

部电池电压偏低，需要更换。具体步骤如下：

1. 按 Power 开关关闭低压显示表电源；

2. 把低压显示表面板上的四个螺丝拧下，把面板提起；

3. 把电池盒上的螺丝拧下，电池盒盖打开，更换 9V 电池。（注意电池正负

极性）

九、注意事项

1．本设备使用时周围不得有任何杂物，以免影响测量精度。

2．严格注意保持操作距离，确保操作安全。

3．检查各部位连接可靠，特别是地线的牢固连接。

4．测量完毕后直至仪表显示为零方可进入现场。

5．直流高压测量完毕后，仪器必须放电。

6．严禁超压使用，并注意表面的清洁。

7．轻拿轻放，切不可碰撞、挤压等。

十、维护与保养

1．不使用该仪器时应把仪器装箱封闭好，放在阴凉干燥处。

2．每年至少应送上级计量检定部门校准一次，或者返厂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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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故障现象及排除

故障现象 故障排除

开机后无反应，液晶屏无显示 更换低压显示表内电池

测试结果偏差太大 检查同轴电缆是否连接良好

测量时有较明显的放电声音

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高压分压器可能受潮，用干抹布擦拭高

压分压器壳体，然后用干燥吹风机至上

而下吹五分钟

十二、装箱清单

1. 分压器 1台

2. 显示仪表 1个

3. 信号线 1根

4. 接地线 1根

5. 使用说明书 1本

6. 检验报告 1份

7. 合格证 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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