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  质  保  证  书

※在保修期间，按照说明书的使用方法正确使用的情况下，若万一出现故障时，
根据背面的品质保证规定，公司提供无偿保修服务。请将产品与此品质保证

书一起，交送由上记供应商或海理精密计测器（东莞）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

※购入年月日由供应商记入。若无供应商名称及印章时，品质保证书将视为无
效，购买时请注意。

                             
                            海理精密计测器（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镇华威科谷工业园第二栋第十层B区
电话 0769-8187-0936   

1. 确认产品包装

使用前

本产品包装内容包括以下内容。若发现型号或数量有误，请与我们的经

销商或本公司联系。

感谢您购买海理精密计测器（东莞）有限公司的手持式微电阻检测仪

SK-3800。为了充分并安全地使用本产品，请在详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后使用本产品。

－ 1 － － 2 － － 3 － － 4 －

                                     购入店及地址

品质保证期间         年          月         　日起一年间

型号   SK-3800 序列号：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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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说 明 书

　手持式微电阻检测仪

SK-3800

此标示是IEC规格及ISO规格所认定标示，此标示表
示需在认真阅读此说明书的基础上使用本产品。

此标示表示，若不按照警告内容进行操作，有可

能会引起死亡，重伤等事故。

此标示表示，若不按照注意内容进行操作，有可

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者物品的损坏。

警告

注意

为了安全使用本产品!!
为了防止触电事故，安全使用本产品，请在详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的情况下进行使用。尤其需要注意手持式微电阻检测仪的本体及说
明书中带有      标示的地方，非常重要。

①SK-3800本体（已装着硅胶保护套）

②100-71测试线

③1035便携包

④备用保险丝F22（0.5A / 600V）（本体内部收纳）

⑤1.5V R6P（单3）电池

⑥使用说明书

1台

1组

1个

1根

8节

1册

2-2.测定规格(23℃±5℃、80％RH以下、无结露）

1. 电阻（Ω）
                  量程

40.00mΩ

400.0mΩ

4.000Ω

40.00Ω

400.0Ω

4.000kΩ

40.00kΩ

   分解能
10μΩ

100μΩ

1mΩ

10mΩ

100mΩ

1Ω

10Ω

※开放端子电压：5V以下
※放射性无线周波电磁界的影响3V／m时15％

 测定电流

200mA

2mA

1mA

20μA

10μA

最大外施电力
1.7mW

17mW

17μW

170μW

420μW

1.7μW

4.2μW

            测定精度

±0.3%rdg±3dgt

±0.3%rdg±2dgt

显示屏（LCD）：4199字节、文字高12mmLCD

　　　　　　 单位及标识：

动作原理：Σ⊿型

量程切换：手动量程

超量程显示：4200字节以上时显示 "OL" 

（比较器模式时4000字节以上显示 "Hi"）

电池消耗显示：电池残量在60％以上时 "　   "标识显示

电池残量在30％以上、59％以下时 "　   " 标识显示

电池残量在10％以上、29％以下时 "　   " 标识显示

电池残量未满10％时 "　   " 标识显示

２．规格

1.

2.

3.

4.

5.

2-1.一般规格

在使用手持式微电阻检测仪进行测定时，为了防止触电事故及对万
用表的损坏，请严格遵守以下事项，进行安全检测。

３．安全测定及使用上的注意

3-1.防止触电事故

警告
■检查手持式微电阻检测仪本体及测试线
   在每次测试先检查本体外壳是否有裂纹，损坏或潮湿以外，还  
   需要使万用表一直保持干燥清洁的状态。测试线是否有断裂或
   有绝缘不良的情况也是日常点检的必要内容。 

■严禁检测有电压的部分。

   在用测试夹与测定回路接触之前，要关闭被测对象的电源。若

   测定有电压的回路的电阻值，有可能会发生触电事故或引起本

   产品的故障。

■断开检测探针接触后才可开始进行

测定量程变更，需要更换电池，保险丝等需打开电池后盖时，一

定要断开检测探针与被检测品的接触。

４．各部分名称及机能

注意
■不可连续使用超过30分钟。

■本产品没有防水功能，不可湿水。

■本产品为精密仪器，不可有强烈的震动或冲击，并避免在车

内或高温多湿的地方保存。

■避免摩擦万用表本体，避免用轻油精，酒精等溶剂擦拭万用

表本体。  

■在长时间不使用万用表时，将电池从本体中取出。若不取出

电池而长期放置，电解液的渗漏有可能腐蚀万用表内部。

■避免在磁场较大的场所使用本产品。

图-1

4-1. 显示屏（LCD）

图-2

图-3

■本体

输入端子

■测试线

：显示固定时点灯

：测定时点灯

：电池消耗显示

：使用比较器机能时点灯

：比较器机能上限值

：比较器机能下限值

：测定值为比较器范围内时点灯

：测定单位

：负值
HIGH

LOWDH

MEA

mkΩ
COMP

GOOD

HIGH LOWDH MEA

m k Ω
COMP

GOOD

,

, , , , ,

, , , ,

及小数点

动作电压范围：约8.5V以上12.8V以下

取样速度：2回／秒

显示屏固定： 按押"显示固定／解除" 键固定显示值。

比较器： 按押"比较器"键设定

零调整：按押"０Ω调整" 键调整

使用温 ・ 湿度：0 ～ 40℃、80％RH以下（无结露）

保存温 ・ 湿度：－20 ～ 60℃、70％RH以下（无结露）

温度系数：23℃±5℃时的精度×0.1 ／℃

电源：单三电池（1.5Ｖ LR6或R6P ）8节

消费电流：最大300mA（mΩ测定时）

自动关闭电源：约10分后自动关闭电源

连续测定时间：3分内自动关机

测定次数（测定时间3分内）：

mΩ量程： 约40次（使用碳锌电池时）

Ω/kΩ量程 ： 约250次（使用碳锌电池时）

保险丝：速断型 0.5A / 600V（φ6.3×32mm）1根（型号：F22）

安全基准：CE标识认证（EN61326-1）

测试线长度：约1250mm（不含端子部分）

尺寸：140mm（H）×130mm（W）×60mm（D）

重量：约600g（不含电池）

附属品：硅胶保护套（已着装）、100-71测试线、1035便携包、

1.5V R6P（单3）电池 8节、使用说明书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测定键
量程
开关旋钮

显示锁定键0Ω
调整键

选择键

向下键

向上键

背景灯光键

输入插头

测试夹

设定键

调节此旋钮到各测定量程电源自动开启。

※测定结束后务必关闭电源。

4-2. 量程开关旋钮

按押此键（　　点灯），开始进行测定。（最长3分后测定自动完成）

测定中按押此键测定结束（　　消灯）。

4-3. 测定键

结束测定后、LCD上　　　　 会持续15秒点灭显示。

到　　　　 常亮为止，无法进行下次测定。

测试夹在短路状态下，打开测定开关，按押此键，LCD的显示值调整为零。

0Ω调整在每次测量前进行。

※微电阻测量需要一定的精度，务必在短路状态时将测试夹按要求放置，

否则会由于热电动势，手或环境温度影响无法正常清零。

※0Ω调整方法详见：5-2. 电阻测定（Ω）中

4-4. 0Ω调整键

按押此键、LCD的背景灯光打开。（最长30秒后自动熄灭）

背景灯光开启时按押此键，背景灯光将被关闭。

4-5. 背景灯光键（背景灯机能）

MEA

MEA

显示屏（LCD）

硅胶保护套
按押此键、LCD的显示将被锁定。（　　点灯）

解除：再次按押此键。（　　消灯）

4-6. 显示锁定键（显示锁定机能）
DH

DH

长按此键1秒以上，进入比较器设定模式。

设定比较器时，按押此键可切换设定值的内容。

4-7. 设定键

设定比较器时按押此键，切换选择　      （上限值）         （下限值）。

4-8. 选择键
HIGH LOW

设定比较器时按押此键，可改变设定数值。

4-9. 向上键／向下键

在进行最后操作约10分后，电源会自动关闭。（不可解除）

4-10. 自动关机机能

警告
■无电力测定知识或经验者及儿童不可使用。

3-2.使用上的注意

警告
■在裸足或赤裸上半身的情况下进行测定十分危险，有触电的
危险。

■不可私自分解或改造。

■不可在双手潮湿的状态下使用本产品，有触电的危险。

③ 进行零调整及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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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检测箱的插头插入本体的输入端子。

6. 保养维护②旋转量程开关旋钮，将其调节到适合测定对象的量程。

④用测试夹夹住被测对象。
　例）夹住油电混合汽车发电机缆线端子。

■比较器机能是︖
比较器就是用蜂鸣音确定测定对象的优良状态。本体内已经事前设置

了测定对象优良状态判定的基准值，测定值在此基准值范围内蜂鸣提

示。

无需确认LCD的测定值而可瞬间判定被测对象的优良状态。在工厂生
产线等需要大量测定时非常有利。

■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正确理解此检测仪的测定规格及各项机能。尤其是「3. 安全测定及使
用上的注意」，详细阅读理解后进行安全的检测。

■电池
测定前，在参照「6-1.电池及保险丝的交换」后、将1.5V R6P（单
3）8节电池放入检测仪本体中。需要交换电池时也参照此方法进行。

■保险丝
本质品由0.5A/600V保险丝进行保护。交换方法参照「6-1. 电池及
保险丝的交换」。

■比较器的设定
例）135.0mΩ以下80.0mΩ以上时蜂鸣

①上记画面时，按押向上键／向下键，调节最高位数值到期望设定的数字。
②按押设定键，点灭的数位向右移动。
　按押向上／向下键选取数字。
③用同样的方法设定完成最后一位数值，按押设定键。
④　　  点灭、数字常亮、上限值得设定完成。

■使用比较器的设定
进行上记设定时、测定值在135.0mΩ以下80.0mΩ以上时蜂鸣器蜂鸣
提示、LCD上显示GOOD。
・ 测定值超过135.0mΩ时︓LCD上显示Hi。
・ 测定值未达到80.0mΩ时︓　　 与下限值点灭。

5. 测定方法
5-1. 测定准备

5-3. 比较器机能

5-2. 电阻测定（Ω）

6-1. 电池及保险丝的交换

警告
■为了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务必在结束测定之后再进行电池或 
保险丝的交换。

■量程旋钮开关务必调节至关闭状态。
■保险丝务必要使用指定定格产品。保险丝座绝不可短路使用。
　保险丝定格︓速断型0.5A/600V（φ6.3×32mm）（型号︓

F22）

进行以上点检后，确认产品发生故障时，请联络维修服务。联络维
修服务时，可以与经销商联系，若希望缩短修理时间，亦可送往弊社
的售后服务部。直接送交本公司售后服务部时，请先确认是否在品质保
证书中已详细记入购买日期，经销商及所在地或添附购买时的购物凭
证，在品质保证规定中记入故障的症状及原因。剪下品质保证书，与要
修理品一起寄至我处。
请注意，无品质保证书的产品，无法提供修理服务。
在邮送包裹上，请注明「内有修理品」，同时清楚记入住址，姓名，电话
等。
修理完成后，返送。

检测仪无法正常工作而需要送修时，请先进行以下点检确认故障。

6-3. 修理

为了安全地使用检测仪并得到正确的检测结果，定期的点检，校正十分
必要。
此检测仪，在通常使用的情况下，按照使用1年以上而维持在允许误差
内的精度标准而制造。但是，为了安全，正确地测量，至少应该保持每
年一次的定期点检·校正。点检·校正请联系生产商进行。

6-2. 定期的点检・校正

1.
2.
3.
4.
5.
6.

电池是否接触不良？电池的极性有无安装错误？

保险丝是否已断或者脱落。

开关旋钮是否根据测定调节到正确的位置。

使用环境是否可以确保测定精度。
检测仪本体和测试线是否有裂纹，割伤，断线等损伤。
使用本检测仪的环境是否有强电磁波。

①从本体取下硅胶保护套（附在本体上的硅胶套）。
②将本体后部三个位置的螺丝拧下后打开电池盖。
③取出旧电池，在确认极性后放入8节1.5V R6P（单3）电池。
④需要交换保险丝时，取出已断保险丝放入指定的定格保险丝。（有1
根备用保险丝已收纳在本体内部，可在第一次交换保险丝时使用。）

⑤安装电池后盖，拧好螺丝。
⑥将硅胶保护套安装到本体。

－ 5 －

品  质  保  证  规  定
在保修期间，按照说明书的使用方法正确使用的情况下，若万一出现故障时，
公司提供无偿保修服务。
但是，下列情况而导致的故障，破损等不包含在无偿保修服务内。公司可提
供有偿维修服务。

修理日期 年　　　　　　月　　　　　　日
             故障症状
                    故障原因
                    （若知道）

没有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管理或使用而出现的故障。

没有经过供应商或本公司售后服务部门而自行修理或改造而产生的

故障。

由于运输或摔落而产生的故障。

由于火灾，水灾，地震等非人为因素而产生的故障或破损。

消耗品（如电池）等的补充或交换。

无品质保证书或持有无效保证书。

其它与本公司无直接责任的故障。

本证书只在中国国内有效。

1.

2.

3.

4.

5.

6.

7.

8.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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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严禁检测有电压的部分
   在用测试夹与测定回路接触之前，要关闭被测对象的电源。若

   测定有电压的回路的电阻值，有可能会发生触电事故或引起本

   产品的故障。

注意
■不可连续使用超过30分钟。

■避免在磁场较大的场所使用本产品。

③进行零调整。将红色(红色缆线在上）及黑色(黑色缆线在上）测试夹
的先端进行短路连接，按押测定键开始测定（　　亮灯）。

　此状态下按押0Ω调整键、LCD的显示数值调整为0Ω。
MEA

黄
色

黑
色

绿
色

红
色

⑥按押测定键，关闭测定。（　　灭灯）。
　结束测定时，将开关旋钮调节至关闭。

MEA

⑤读取LCD上显示的测定值。

连续测定最长为3分钟。测定开启状态（　　点灯）持续3分钟，
测定会自动关闭。

MEA

※测定值为4200字节以上时，LCD上显示 "OL"、"OL" 显示持续10秒后
测定会自动关闭（　　灭灯）。MEA

结束测定后，LCD上显示的　　　　 会持续15秒点灭。
　　　　 变为常亮前无法进行下次的测定。

LCD的电池消耗显示为　　时、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电池交换。

备用保险丝
电池后盖

电源开启状态时，1秒以上长按设定键，转换为比较器设定模式，　　  
与最高位数值点灭。

HIGH

HIGH

上限值

保险丝
0.5A / 600V

HIGH 与最高位
  数值点灭

下限值

（比较器设定的初始画面）

上限值
135.0mΩ

下限值
80.0mΩ

（设定完成）

HIGH （上限值）的设定

①完成上限值的设定后，按押选择键切换到下限值的设定。　　  与最
大数位数值点灭。

②用与上限值设定的同样方法设定完成最后一位数值，按押设定键。
③　　  点灭、数字常亮、下限值得设定完成。
④1秒以上按押设定键，　　 点灯、COMP灭灯。
⑤比较器设定完成。

（下限值）的设定LOW

LOW

LOW

LOW

LOW

1.5V R6P(AA) 1.5V R6P(AA)

1.5V R6P(AA)1.5V R6P(AA)

1.5V R6P(AA) 1.5V R6P(AA)

1.5V R6P(AA)1.5V R6P(AA)

F0.5A
600V

1.5V R6P（单3）
电池8节

拧开3处的螺丝

红色和黑色测试夹的先端
短路连接

显示值
变为零

按押测定键后再按押零调整键

读取
测定值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包裹本体、保护和防滑的硅胶素材。

4-11. 硅胶保护套（已着装）

■总 公 司　　
〒386-0156 長野県上田市林之郷422

TEL(0268)35-1600 / FAX(0268)35-1603

凱世
www.kaise.com

■中国公司
〒523812 东莞市大岭山镇华威科谷工业园

第二栋第十层B区

TEL 0769-8187-0936

Email kaise_sales@haily.com.hk

QQ 2561803925

海理精密计测器（东莞）有限公司

红色缆线 黑色缆线

需要保证红色缆线
和黑色缆线在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