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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134 电缆识别仪 

电缆识别仪是用于将某一特定电缆从一束电缆中识别出来的专用仪器。

它是一小型化手提式，紧凑型仪器，装在铝合金箱内，由一个信号发生器，

一个带传感器的接收机及连线构成。 

一、工作原理简介 

  为了可靠准确地识别电缆，需要给被识别电缆加一特殊的信号，该信号

要被专用接收机接收，利用这一特性便能识别出要找的电缆。 

该仪器按下述原理工作： 

发生器将周期性的单极性电压脉冲馈入要识别的电缆中，该电缆需要在

远端接地，以保证有足够大的电流流过电缆。该系统要设计成返回电流不要

从同一电缆中返回，能做到这一点，馈入电缆中的脉冲电流的方向可做为一

明显的识别标准，流出去的电流仅从这一根电缆通过，所有其它邻近电缆中

流过的都是返回电流，但它们的极性相反。除了电流方向这一实际差异外，

电流幅度也是一识别特征，流出去的电流仅通过一根电缆、而返回电流可通

过几根电缆、这意味着流出去的电流比流过其它电缆的返回电流大。 

  接收机的任务是探测流过电缆电流方向以及它的大小。为达到这一目

的，电流传感器被用作传感器，它带有一放大器并串联在电路中，传感器钳

住被测电缆，电流流过电缆产生的磁场在传感器的线圈中感应出电压，该电

压极性由电流方向和传感器线圈的方向决定。为了得到明显有电流方向的电

压极性，对一束电缆中所有电缆进行测试都采取相同正确的方向。传感器线



  
 

圈中感应的电压在表头中显示出来，如果传感器按上述方式连接，指针摆动

方向可显示电流方向，即只有电流流出的这根电缆指针向一边偏，这根就是

要找的电缆。所有其它电缆只流过返回电流，指针向另一边偏、或无脉动电

流，指针不偏转。接收机上的放大调节器可调整信号强度。 

二、仪器外型及功能介绍 

电缆识别仪面板如图 1 所示 

        

图 1 识别仪面板 

识别仪主机各部分功能如下： 

1. 电源开关：控制整机电源通断。 

2. 电源输入插座：用仪器所配专用电源线，输入 50HZ、220V 交流电

源。仪器使用时，应独立使用三孔电源插座，插座接地线就近直接接地。 

3. 保险座：仪器使用 10A 保险芯，损坏时应换同规格保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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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接线柱：测试时，用配套黑色测试线（Ф4 插头）插入此插孔，

另一端测试夹接系统地。 

5. 红接线柱：测试时，用配套红色测试线（Ф4 插头）插入此插孔，

另一端测试夹接被测电缆芯线。 

6. 表头：指示输出电流大小。 

接收机各部分功能如下： 

1. 电源开关：接收机电源接通与关断。 

2. 灵敏度调节：顺时针旋转，接收机电表指示值增大，逆时针旋转，指

示值变小。 

3. 表头：指示输入信号幅度大小与极性。 

4. 电源指示灯：电源开关接通时，指示灯亮。 

三、工作方法 

电缆识别仪信号发生器由交流电源供电，它对已断电的、要识别的电缆

加上固定周期单极性的直流脉冲。发生器输出线连在电缆芯线和接地点或地

钉上，该电缆线铠装与大地断开，芯线在远端与接地点或地钉相连，该回路

可传导脉冲电流，它可由识别仪上的表头读出，电流大小由环路电阻决定，

环路电阻应尽可能小。识别仪接线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识别仪接线图 

发射机与接收机开始正常工作后，传感器线圈中感应的电压在接收机表

头中显示出来，表头指针摆动方向可显示电流方向，即只有电流流出的这根

电缆指针向右偏并且摆幅较大，这根就是要找的电缆。所有其它电缆只流过

返回电流，指针向左偏并且摆幅极小。接收机上的输出调节旋钮可调整信号

强度。 

1. 仪器供电 

电缆识别仪主机由交流 220V 供电。 

传感器 

传感器是一电流变换器，钳口内部尺寸为 120mm。当电流流过测试电缆，

在传感器内感应出电压，电压幅度由电流强度决定，其极性由电流方向决定。 

2. 安全测试 

一定要进行以下安全测试，以避免造成人员伤亡或损坏电缆识别仪及其

它设备。使用电缆识别仪时，要对被测电缆进行带电检查，并确保该电缆处

于无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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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仪器接入被测电缆前，要对其附近末加保护的仪器或电缆进行安全检

查，并将这些带电部分用绝缘材料进行安全保护。 

四、准备测试 

1. 主机准备 

连接： 

（1） 在进行测试工作之前，将被测电缆断电，其周围环境应处于安全状

态。 

（2） 发生器与被测电缆相连，红色夹子与被识别电缆的一根芯线或几根

芯线連到一起。将黑色夹子与地钉相連。 

（3） 将电缆远端的芯线与地钉相連。 

（4） 将电缆两端的铠装与地线断开。 

（5） 将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 

开机： 

（1）  打开主机电源开关，对主机供电。 

（2） 主机开始间断向电缆发出脉动直流信号，输出脉动电流信号为 30A

左右。 

2. 接收机准备 

（1） 缓慢调节灵敏度旋钮，使电表开始指示。 

（2） 注意传感器插入电缆的方向及接收机表头摆动幅度的大小。 



  
 

五、测试 

1.设置测试回路 

为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应注意设置测试回路。 

将红色输出插孔与要识别的电缆的芯线相连，将黑色输出插孔与地相连 

，将电缆芯线在远端与地相连。如图 3 所示 

      

输出电流

返回电流

发生器 远端

 

图 3 基本电路 

输出电流在电缆线中沿箭头方向流向远端，通过大地返回发生器，将被

识别电缆的所有芯线连到一起，能得到较清楚的信号。 

2.仪器校准 

校准接收机时，要在始端处用传感器卡住电缆（接近发生器），箭头指

向电流方向，即指向电缆远端，然后在需要检测处用相同的接收灵敏度进行

检测，用传感器将每一根电缆都卡一遍，箭头方向指向电缆远端，当卡住需

要识别的电缆时，接收机表头显示读数为 4-6 格，且向右偏摆。 

所有其它电缆要么没有读数，要么读数极小且电流方向相反，即向左偏

摆。 

3.测试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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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由于电缆屏蔽层通常与地相连，如果电缆束中，其它电缆也接到公共地

上，发生器上黑色输出插孔可連到公共地上，返回电流在几根电缆屏蔽层进

行分配，将返回电流分成许多支流，意味着被识别电缆的差值电流较大，有

用信号较清楚， “差值”的意思是输出电流和其分得的返回电流在同一通

道内。如图 4 所示，图 4 中有 5 根电缆，4 号电缆是我们需要识别的，要识

别的电缆中“输出电流”为 20A。假设返回电流在所有电缆的屏蔽层中平均

分配，在要测的电缆中应有 4A 的返回电流，要识别的电缆中的差值为：20A

（输出）－4A（返回）＝16A（差值）  

      

发

射

机

 

图 4 返回电流的分配 

    实例 2 

如果被测电缆的屏蔽层从系统地中断开，其差值将会得到改进，在该电

缆的屏蔽层中，没有返回电流。如图 5 所示 

       

发

射

机

 

                             图 5  差值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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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有 5 根电缆，4 号电缆是我们需要的电缆，要识别的电缆中“输出

电流”为 20A。由于电缆屏蔽层与地断开，在其余 4 根电缆中分得的返回电

流为：20A/4＝5A，要识别电缆的电流差值为：20A－0＝20A 

实例 3 

用作返回电路的屏蔽层数量越少，从差值法中得到的读数越小，极限情

况是仅有两根电缆的情况。如图 6 所示 

发

射

机

 

                       图 6  两根电缆的差值场 

在图 6 中有两根电缆，1 号电缆是要识别的电缆，要识别的电缆中输出电

流为 20A，返回电流在两根电缆的屏蔽层中分配，因此每根电缆的屏蔽层的

返回电流为 10A，产生的电流差为：20A－10A＝10A 

将电缆屏蔽层从公共地上断开，改善发生器的接地状况，在电缆远端加

一地钉，差值电流会得到改善。如图 7 所示 

        

发

射

机

 

图 7  将电缆屏蔽层与系统地断开 

图 7 中有两根电缆，1 号电缆是要识别的电缆，要识别的电缆中输出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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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A，返回电流在 2 号电缆屏蔽层中为 10A，产生的 值电流为：20A－

0A＝20A 

实例 4 

如果没有屏蔽层来构成返回电路，返回电路可通过地钉来实现，此时需

要两个地钉，一个地钉在电流远端与电缆芯线相相连，另外一个与主机黑色

输出插孔相连，如图 8 所示 

发

射

机

 

            图 8  通过地钉的回电路 

图 8 中有两根电缆，1 号电缆是我们要识别的电缆，要识别电缆的输出电

流为 20A，返回电流通过地钉经大地回到发生器。 

为保证环路电阻的阻抗尽可能低，地钉与地之间要保证接触良好（将地

钉附近的地方弄湿）。 

警告：为确保人身安全，对已确定的电缆，在维修开锯前，一定要进行

扎钉试验。 

六、售后服务 

本产品保修一年，实行“三包 ” ，终身维修，在保修期内凡属本公司设

备质量问题，提供免费维修。由于用户操作不当或不慎造成损坏，提供优惠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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