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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080 电热丝地暖故障测试仪 
 

第一部分 遥控一体式高压脉冲发生器10KV/35KV 
 

1、描述    

1.1 产品介绍     

遥控一体式高压脉冲发生器10KV/35KV用来通过产生10KV及以下高压脉冲，

利用声磁同步时间差法进行电缆故障的精确定点。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遥控

一体式高压脉冲发生器首先对内部的冲击电容器进行充电，然后通过一个可

自动控制的放电间隙，在放电的一刹那，产生声音较大的高压脉冲。在故障

点处，该放电信号同时发出电磁场和声波两路信号，被精确定点仪拾取，由

于声音信号传播速度慢，电磁场信号传播速度快，因此二者总有时间差。该

时间差被声磁同步精确定点仪精确地测得，可精确定点各种电缆或通讯、控

制电缆故障。 

本仪器具有超大电容 4微法，放电声音响亮，精确定点快速、简单的突出优

点。 

警告： 

遥控一体式高压脉冲发生器 20KV/35KV 是高压检测仪器，因此必须按《电力

安全工作规程》操作。这些条款祥见本说明书的第 3页的段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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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参数 

高压脉冲输出电压              :    0-10KV/0-35KV 

输出功率                      :    1000 焦耳/1800 焦耳 

高压脉冲自动控制间隙频率      :    单次脉冲或 1.5 至 6 秒可调 

电源                          :    220V/240V, 50-60Hz 

电流                          :    2.5A(平均植) 

电压表                        :    0-20KV(直接测量)/0-35KV 

重量                          :    15 千克 

尺寸                          :    455×370×315mm 

标准附件                      :   a) 电源线             1 根     

                                  b) 接地线             2 根 

                                  c) 高压测试电缆       1 根 

                                  d) 操作手册           1 本 

特制附件                      :   10Kv 放电棒  

 

 

1.3  设计 

遥控一体式高压脉冲发生器 10KV/35KV 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仪器, 它

可单独操作而不需要任何附加的单元来操作。四个主要的部件控制单元, 高

压发生器, 冲击电容, 操作放电间隙放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 使您操作更

方便，确保精确定点更快、更轻松。 

内嵌的千伏表显示冲击电压及直接在不同的电容层上测试高电压的值。 

所有的操作及指示仪表都设计在仪器的上面板上。电源线的连接插座、接地

电缆插座和高压电缆输出插座设计在在仪器的面板上。 

仪器的高压侧用 2m 的高压线带高压插座连接到故障电缆。确认接地端与大

地连接可靠,否则仪器为保证安全，将不能操作。 

1.4 电源 

遥控一体式高压脉冲发生器10KV/35KV额定电压为50Hz频率,220V交流电源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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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     

2.1 安全 

        遥控一体式高压脉冲发生器 20KV/35KV 操作危险的接触电压， 因

此仪器必须要经过专业指导或培训的人员来操作。 下面的安全措施必

须遵守： 

     

Para.2.1.2.      仪器的可靠接地 

Para.2.1.3.      连接故障电缆 

Para.2.1.4.      打开电缆末端的连接 

Para.2.1.5.      选择合适的冲击电压 

Para.2.1.6.      安全条款 

    

2.2 仪器的接地 

    

       在仪器操作前仪器必须接地。 因此,提供的接地导线要连接到仪器

的接地端(7). 从接地导线中提供的保护接地, 主电源线中是没有提供

的。 

    

2.3 连接故障电缆 

    

       在仪器没有工作情况下高压连接线的插头连接到高压插座(5)（OUT

端）上并确认以保证安全，现在仪器内的电源开关（4）关闭, 可促使仪

器的主电源(3)准备连接上。 

       

       在故障电缆被分开并确认没电后, 高压连接线夹钳（红色）方可被

连接，该线的夹钳要连接好故障相导体并确保连接可靠。 外护套 GROUND

接地端(6)夹钳（黑色）要在有故障的电缆外铠装铅皮夹紧。除此以外,

在故障电缆中的任何一个故障相电缆必须连接到外护套夹上。如果是塑

料电缆没有铠装, 必须要系统接地。 

 

2.4  打开电缆末端并隔离 

     

        高电压脉冲加在有故障缺陷的电缆上会出现危险的电压数值, 电缆

的末端必须隔离好以符合电力行业电缆测试标准, 以免有安全事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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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如果有必要的话, 必须分开电缆终（末）端以至避免在连接处或终

端盒上出现放电闪烙。 

2.5 选择冲击电压 

    

       冲击电压数值大小的调节选择依赖于故障电缆的类型及放电装置间

隙的大小。 1mm 的放电球间隙相当于冲击电压的 2500V, 事实上输出的

冲击电压由放电装置间隙的大小来控制输出(一般电缆故障类型，该仪器

冲击电压均值在 5000V 方可击穿)。 脉冲电压在电缆中产生的冲击电压

反射不会破坏好的电缆故障相, 这个已经在电力测试的规程中考虑到。 

   

2.6 安全规程 

    

2.6.1 准备仪器的电源连接 

        电源开关指示灯亮(4) 

        电源线连接好 

        仪器没有工作 

 

2.6.2 准备操作    

        绿色的工作指示灯亮(8)   

        仪器开始工作       

        红色的紧急指示灯（E-STOP）灭 

没有高压           

        输出接地           

 

2.6.3 准备开启  

小心:高压启动 

红色的紧急指示灯（E-STOP）亮         

         仪器工作. 危险!         

 

注意 

    如果绿色的指示灯亮了,红色的指示灯没有亮,冲击电压没有输出。只有

将电压调节旋钮回到零位直到红色指示灯亮，仪器方可准备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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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电源连接 

    

   电源线连接到插孔(3). 电源应是 220-240V, 频率为 50-60Hz. 

 

2.8 设置冲击电压及输出 

     

想要的冲击电压由旋纽(10)和放电球隙装置（12）来选择: 

 

               0 — 10KV 可调，0 — 600 Ws 

 

                   3KV    180Ws     

4KV    240Ws     

5KV    300Ws     

 

2.9 开启仪器 

  先决条件:  a)  仪器的可靠接地 

             b)  连接故障电缆 

             c)  电源连接就绪(电源开关指示灯) 

             d)  手动/自动（MT/AT）开关切换(11)连接 

  自动遥控操作 

自动（AT）切换开关（11）连接。遥控器正常（遥控器按键按动时，

遥控器指示灯同步闪烁） 

 

启动 

   按遥控器启动按键，工作（WORK）绿色指示灯(8)亮 ,准备开始操作。 

放电装置间隙调节 

  按动分球按键到所需电压间隙 

分球：按动增大放电间隙 

    合球：按动减小放电间隙 

电压调节操作 

   按动升压（先点动后连续）按键到所需电压，其放电装置闪络，冲击

高压输出。 

         工作状态:  准备开启或高压连接 

         指    示:  工作（WORK）绿色指示灯(7)亮 ,红色（E-STOP）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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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指示灯亮 

     电 压 表:  0-10KV 仪表显示放电电压 

提示：如果绿色的指示灯亮了,红色的指示灯没有亮,冲击电压没有输

出。只有先按动降压按键到红色指示灯亮，方可升压！ 

 

 停止 

按动停止键，工作（WORK）绿色指示灯(7)灭，按动合球键将放电装

置间隙回到接触状态，高压停止输出。用放电棒触碰放电装置和被连接

电缆，充分放电。 

 

启动 

   按工作（WORK）绿色指示灯(8)亮 ,准备开始操作。 

 

电压调节操作 

   缓慢顺时针旋转调节旋钮（10）到所需电压，其放电装置闪络，冲击

高压输出。 

         工作状态:  准备开启或高压连接 

         指    示:  工作（WORK）绿色指示灯(8)亮 ,红色（E-STOP）指

示灯（9）亮 

     电 压 表:  0-10KV 仪表显示放电电压 

提示：如果绿色的指示灯亮了,红色的指示灯没有亮,冲击电压没有输

出。只有将电压调节旋钮（10）回到零位直到红色指示灯亮，方可电

压调节！ 

 

 停止 

依次按（E-STOP）红色指示灯（9）灭，工作（WORK）绿色指示灯(8)

灭，电源开关指示灯灭。用放电棒触碰放电球隙装置和被连接电缆，充

分放电。 

 

     切记：每次停止工作时，用放电棒触碰放电球隙装置和被连接电缆，

充分放电。 

 

2.10 设置脉冲频率（自动遥控操作时，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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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AT）开关（11）连接。先将放电装置间隙按动分球键调至最大（右

边）， 当升压到所需电压时, 按动停止键，自动的脉冲频率会关闭，

按动合球键使放电装置闪络（单次脉冲）。如果不按停止键, 脉冲频率

能持续不断的放电。 最短的脉冲频率为 0.5 秒，最长的脉冲频率可为

10 秒，根据使用需求可调节。 

 

2.11 单次脉冲 

     

    为了使用单次脉冲功能,用遥控操作,放电装置间隙调节在最大（右边）, 

当升压到所需电压时, 按动停止键，自动的脉冲频率会关闭。因此，按动合

球键可实现一次单次脉冲。 

     

3、关机 

    

   在完成测试后, 按下电源开关键到 OFF 位关闭仪器, 控制单元及高压发

生器都关闭. 同时,仪器放电装置间隙和连接电缆同时放电，电压 KV 表

的指针指示为零. 

 

 

  注意: 

      在拆开电缆测试端时, 分离高压和外护套（Ground）连接线前, 两者

的连接点和放电球隙装置都要与接地放电棒接触以确保一次“可视”的充

分放电与接地。 

 

 

 

 

 

 

 

 

 

 

 



  
 

4、操作连接面板的描板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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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电压 KV 表:0-10KV/0-35KV 

2 电流表:0-100MA 

   3 保险丝电源电路:8A/220V 

4 电源开关指示灯:220V, 45-60Hz 

(红色)亮:显示“电源连通” 

5 高压输出:为高压连接线 

6 连接插孔:接地连接线 

7 接地端:电源接地 

8 按纽(绿色)亮:指示“开始操作” 

      (绿色)灭:指示“停止操作” 

9 按纽(红色)亮:指示“高压开启” 

          (红色)灭:指示“高压停止” 

   10 旋纽调节:0-10KV 

   11 切换开关:切换显示“手动/自动“ 

   12 放电球隙装置:调节放电电压脉冲频率 1.5-6 秒/脉冲单次脉冲 

       

＊注意: 

  按纽 8/9/11 和放电球隙装置 12 具有双重的功能: 

             

            1.按动按纽来操作 

            2.指示灯指示切换的工作状态 

            3.放电球装置间隙调节放电电压，脉冲频率 

 



  
 

第二部分 DGC-DC 型同步定点仪 

定点仪作为电缆故障测试仪的配套设备，在故障点的精测时用到。因为闪测

仪对电缆故障点进行测量时，由于仪器的本身误差，人们眼睛的读数误差，以及

距离的量取误差、特别是电缆在地下埋设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等等。所以单凭

闪测仪来完成对故障点的探测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借助定点仪，利用其对电

缆故障点高压放电具有非常灵敏的接收能力，在粗测距离的一定范围内，沿着电

缆的走向找出高压放电信号最强点来精确地定位。 

1﹑定点仪的工作原理 

定点通道框图：    

 

 （图一） 

 

路径通道框图：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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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仪器工作在定点时，电缆故障点高压放电的声音信号经过探头里的压

电陶瓷片转换为电信号，经低噪声前置放大器将其放大，然后通过有源低通

滤波器滤波，将输入信号中的噪声及干扰有效地抑制掉，再经过放大器放大

后输出到高阻耳机及光柱表头。 

当工作于路径时，路经仪发出 15KC 的信号，接入电缆后以电磁波形式在电

缆周围向外发射，电磁波通过磁棒转换为电信号，经低噪声放大器放大，与晶体

振荡器产生的 15.625KC 信号差波成 625HZ 的低频信号，再经低通滤波及放大后

输送给高阻耳机和表头显示。 

探头在定点时，用来把微弱的冲击振动波转换为电信号，是个声-电转换器，

原理与话筒相同。 

仪器工作于路径时，用来把微弱的电磁波转换为电信号，是个磁电转换器，

具有和收音机天线一样的工作原理，它有一定的方向性，我们正是利用这一特性

对电缆的埋设深度可以进行探测的。 

2﹑定点仪性能指标 

① 测试灵敏度      < 10uv 

② 信号增益        > 100db 

③ 输入阻抗        > 1.2k 

④ 工作环境温度  -20℃～40℃ 

⑤ 耳机 2×2200 

⑥ 最大不失真输出 >3V（有效值） 

3﹑定点仪的测试原理及其方法介绍 

   我们说定点仪为电缆故障测试仪的精测设备。定点就是利用高压设备给



  
 

故障电缆连续冲高压使电缆故障点不停放电，在粗测范围内利用定点仪完成对电

缆故障点的精确定点。由于在冲击高压下，故障点放电时既发出电磁波，又有振

动波，因此，利用探头可接收振动波，也可在“路径”工作位时，利用磁棒接收

故障点发出的电磁波（此电磁波在电缆走向附近的任何地方都存在）。下面我们

主要分析，如何利用定点仪来对故障点进行精测的问题。 

⑴ 根据电缆故障性质来分定点可分为 

A﹑低阻及接地故障点的定点：用低压脉冲法粗测后，再给被测电缆冲高压

使故障点放电如图三所示，然后用 DGC-DC 定点仪在粗测范围内进行定点。对于

这类故障，由于放电声音比较小，这时我们用耳和眼观察都无济于事，这时我们

可以采用一些措施，想办法使故障点的放电声音增大。 

a﹑因为 P=1/2CV2，如果电容对故障点释放的能量较大，那么其放电声音就

较大，因此在冲击电压极限情况下，可增大电容器，这样做，对设备也有好处。 

 

 

调压器

0~250V

高压PT

0~50KV

DV

50KV/100MA

C

2UF/40KV

R

~220V

（图三）  

b﹑如果上述方法还不行，我们可以对故障点进行“烧穿”或冲击一段时间，

使其故障点电阻值（相同相，或相地间）增大，然后再进行定点。这种措施足使

故障点阻值增大。同时对于多相对地的低阻故障，我们可选取对地电阻较高相加

冲击高压进行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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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开路故障点的定点：如图四，在故障相的一端加冲击高压，把故障相的

另一端接地，其它两相接地，然后到粗测的位置进行定点。 

调压器

0~250V

高压PT

0~50KV

DV

50KV/100MA

C

2UF/40KV
~220V

（图四）  

C﹑高阻故障的定点：如图五，直接定点 

调压器

0~250V

高压PT

0~50KV

DV
50KV/100MA

C
2UF/40KV~220V

（图五）  

⑵ 根据定点仪的功能来分，可分为 

A﹑振动波接收法：对电缆故障进行粗测后，加冲击高压到电缆故障相，在

高压较高的条件下，故障点放电产生“啪啪”的有节奏的振动声波，由于 DGC-DC

定点仪的探头具有接收并放大微弱振动波的功能。因此，在故障点放电的情况下，

在粗测的范围内，顺着电缆的路径，用眼看表头的指示，用耳听声音的方法同步

观察，接收到最大的振动的位置，便是电缆故障点所在。找“最大点”的方法为

定点仪找到“啪啪”振动波信号后，逐步减小定点仪的音量旋纽，以缩小听测范

围，最后集中到一个最响点，便是埋地电缆的故障点。 

B﹑同步接收法：如果故障点在噪声干扰较大的地方，很难辨清接收到的是

否是故障点高压放电声音，这时我们可以利用故障点放电时，即发出声波信号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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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电磁波信号这一现象。将定点仪打在“同步”档，将高阻耳机插入定点仪的

输出 1口。同时观察定点表头和路径表头，当听道的声音和表头摆动同时进行。

那么听到“啪啪”的声就是电缆故障点放电声音，然后按照前面讲步骤找出最响

点，即为故障点所在。 

4﹑特殊位置故障点的定点 

A﹑故障在始端头附近的定点问题：若粗测知故障点在始端头附近（或始头

上），如果按图三的接线图进行定点，由于球间隙的放电声淹没了故障点的放电

声，因此是无法定点的。这时我们可以把球间隙放到终端如图四所示，通过好相

（或并行电缆）对故障电缆进行高压冲击。然后利用定点仪在始端找出故障点。 

调压器

0~250V

高压PT

0~50KV

DV

50KV/100MA

C

2UF/40KV

R
~220V

（图六）

放电球

 

B﹑中间接头故障的定点问题：中间接头故障多为封闭性故障，故障点在冲

击高压下，打火声音泄漏不出来，同时有些无故障的中间接头在冲击高压下，也

有打火声音传出，因此给我们定点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根据闪测仪粗

测距离及无故障的接头的振动能够传播距离较远来区别，从而准确的判定电缆中

间接头故障。 

除此之外，如故障点电阻较高，且在测试端，这时测试用的水阻管可能发热。

接头故障在冲击电压的时间过久时也会发热等等。为了准确地查到故障，科学的

分析故障的原因是很重要的。电缆的埋设档案，接头位置，电缆路径上的障碍物

的处理，及电缆埋设后的破坏性施工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寻测故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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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找电缆铺设路径及电缆铺设深度 

（1）查找地下电缆铺设路径： 

在实际工作中不时会遇道有些电缆因为埋设时间过于久远；单位人事变

动；铺设电缆档案不全不细等等原因，使现场工作人员谁也不清楚电缆的去

向。这时候，就会用道定点仪与路径仪来查找电缆走向。仪器具体连接如图

七所示： 

（图七）

路径仪

15KC

接收线圈

地平线

埋设电缆

电磁波

定点仪

 

给电缆加上适当大小的 15KC 断续信号，把耳机插入定点仪的输出 2口，定

点仪的功能开关置于“路径”档，适当调节“音量”旋钮，这时候在电缆附近应

当听到“嘟嘟”的声音。如果听到的“嘟嘟”声音太小，可以把路径仪输出线的

两个夹子相互交换一下位置，正常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 

将定点仪包提在手里（路径探棒置于定点仪机壳里边如图八所示），在电缆

附近能够找到两个声音最大点和它们之间的一个声音最小点。与定点仪包对应的

这个声音最小点下面就是电缆轴心。按照这样的办法向前走，不断找出这样的声

音最小点，就会得到地下埋设电缆的准确路径。 

（图八）

屏蔽盒

定点仪上面板

定点仪下底板

接
收
线

圈

定点仪内部结构示意图

接收线圈

地平线

埋设电缆

电磁波

定点仪
最小

地平线

埋设电缆

电磁波

定点仪接收信号

最大 最大
接收信号与线圈
位置变化曲线

 
 

武汉智能星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3号光谷芯中心文创楼   15 

传真：027-87678758              电话：027-87678728   15872398130                             

Website：www.whznx.com          E-mail：whznx188@163.com   



  
 

当然，也可以将定点仪包转 90 度，如图九（A）按照找出声音最大点的办法，

也可以探测到地下埋设电缆的准确路径。 

（图九）

接收线圈

地平线

埋设电缆

电磁波

定点仪

 45
o
h

h

接收线圈

地平线

埋设电缆

电磁波

定点仪接收信号与线圈
位置变化曲线图

最大点

A B

 

(2)地下电缆铺设深度探测： 

在电缆故障测试中，因为人们修路、基建等等原因引起地形地貌的变化，开

挖前谁也不知道电缆埋在地下有多深，这时候就需要用我们的定点仪和路径仪来

进行测试。 

首先给测试电缆加上适当大小的 15KC 断续信号，把耳机插入定点仪的输出

2口，定点仪的功能开关置于“路径”档，适当调节“音量”旋钮，这时候在电

缆附近应当听到“嘟嘟”的声音。如果听到的“嘟嘟”声音太小，可以把路径仪

输出线的两个夹子相互交换一下位置就行了。 

将定点仪包提在手里，在电缆附近能够找到两个声音最大点和它们之间的一

个声音最小点。与定点仪包对应的这个声音最小点下面就是电缆轴心。然后再将

定点仪包转 45 度，沿着电缆一边垂直方向贴近地面移动，又得到一个声音最小

点。如图九（B）所示，这两个声音最小点的地面距离既是地下电缆埋设深度。 

6、DGC-DC 定点仪特点 

DGC-DC 定点仪是根据对其他定点仪深入研究及其实际工作情况，特别是针

对 DGC-DA 定点仪在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仪器的结构、电路、工艺等等

方面都有很大改进。它的主要特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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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GC-DC 定点仪的定点通道输出电平显示用光柱表头取代机械表头，使其

具有电平显示精确、美观；表头反应速度快等优点。 

(2) DGC-DC 定点仪的前置放大器采用国外进口优质仪表放大器，使其具有电

路性能稳定、增益高、噪音小的优点。特别是电路增益的大范围控制非常方便可

靠，使 DGC-DC 定点仪使用起来不管电缆故障点放电声音大还是电缆故障点放电

声音小都得心应手，都能迅速准确地找到电缆故障点。 

（3）DGC-DC 定点仪的定点通道和路径通道完全独立，并且将前置放大器置

于前端探头内，彻底解决了定点通道和路径通之间的串音干扰问题。 

（4）DGC-DC 定点仪的路径通道内的差波振荡器采用晶体振荡，产生的信号

频率非常稳定可靠，使其在查找电缆路径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5）DGC-DC 定点仪的定点通道和路径通道都大大改进了 50HZ 陷波器电路，

使 DGC-DC 定点仪的抗 50HZ 工频干扰能力大大加强。 

7﹑测试中的注意问题 

（1）在电缆故障测试中，仪器地线要与大地相连接。绝对不能与高压设备地

线相连后再接电缆钢铠； 

（2）对电缆冲击放电定点时，应拆去仪器电源和输入同轴电缆，以免高压击

坏仪器； 

（3）在定点的时候，尽量不要让人来回走动和大声讲话。一个安静的环境对

电缆故障的定点过程非常重要。 

（4）要充分相信闪测仪所测数据，尽可能准确地在粗测范围内进行定点，定

点的时候必须细心认真，还要非常地耐心。 

（5）DGC-DC 定点仪使用时音量不宜开的太大，以利抑制外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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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定点仪暂时不用应随时关机，以减少能耗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7）当仪器长期不用时，最好将电池取出以防电池漏液损坏仪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