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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SD-10KV 电缆交流耐压及振荡波局放测试系统 

声明 

   为更好地使用本系统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以备日后使用。本

公司保留更改本说明书内容的权利和产品更新导致的表述差异。 

 

安全事项 

1、绝缘电阻测试时电缆对侧需专人看守，严禁测试期间电缆头及被测电缆本体或附近处有作业

现象； 

2、切断被测电缆电源，防止再次通电，确定被测电缆上已无电压，隔离附近带电设施； 

3、试验接线时，应先用放电棒放电并挂地线后再触碰电缆头，确保人身安全。 

4、升压试验时应在电缆头和试验设备四周装设网状围栏，悬挂“高压，危险！”标示牌，试验

现场四周应派专人监护，禁止与试验无关人员靠近； 

5、升压时控制台操作人员应站在绝缘垫上，防止高压反击危及人员安全； 

6、加压过程中应注意观察电压是否波动、数据是否异常，并呼唱报时，发现有异常情况立即降

压，直到查明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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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简介 

1、概述 

目前对电力电缆检修的管理，主要是依据《电力设备交接和预防性试验规程》所规定的项

目和试验周期，定期在停电状态下进行绝缘性能试验。其中变频串联谐振试验由于试验状况接

近电缆的运行工况，因此成为国内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试验方法。 

但大量试验及经验表明，串联谐振耐压试验无法对电缆整体绝缘的状态进行定量评估，一

些通过串联谐振耐压试验的高压电缆在短期内仍有放电击穿的现象。经过长期对高压电缆的研

究试验和实践，认为局部放电是电缆绝缘故障的先兆，有效检测局部放电是提高电缆状态检修

水平的一种重要途径。 

振荡波电缆局放诊断与定位系统是电力电缆“状态检修”的一种新方法。此方法是先对 XLPE

电缆施加直流电压，利用形成的阻尼振荡波条件下的局放进行诊断与定位。可以可靠地发现电

缆及电缆接头的微弱绝缘缺陷，并且可以准确定位。 

此装置为一体化式试验设备，小巧便于携带，现场连线非常简单，对于电缆试品的长度适应

性也非常广泛。可以快速且精准的进行电缆局部放电诊断与定位。 

2、系统试验原理 

 

图中，通过 DC升压源进行升压，当电压升至测试电压时，闭合电子开关，使谐振电抗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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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电缆形成逐渐衰减的阻尼振荡，通过专用分压器进行测量和反馈控制，使用专用软件可以

将被测电缆及其接头的绝缘薄弱环节所发生的局部放电信号有规律的显示出来。通过波形数据

分析，可以测出局部放电的放电量值及定位局部放电点的准确位置。并且通过软件可以控制阻

尼振荡波形多次重复，从而可以更可靠验证被测电缆的绝缘缺陷。 

3、系统的性能及特点 

1）适用于新电缆（投运前）交接试验及老电缆（停电后）预防性试验。 

2）遵循 IEC60270标准测量电缆局放量。 

3）对电缆局放点进行距离测量。 

4）测量电缆接头位置及全长距离。 

5）一体式主机可以根据国网的相关规程设定电压自动升压，笔记本系统自动采集数据，简单方

便。 

6）采用硬件和软件相结合抗干扰技术,可有效去除外部干扰。 

7）软件专家系统，同时显示局部放电波形、放电量和测试电压等参数，对测试数据进行实时保

存、生成测试报告及打印等功能。    

 

4、10kV 测试系统主要技术参数 

 最大输出电压：3~30kV 

 试品电容量：≤5μF 

 阻尼振荡波频率范围：30~1000Hz 

 局放测试范围：5pC～100nC 

 局放定位精度：0.1 米 

 通讯协议：USB2.0 和 串口 

 环境温度：-5~55℃ 

设备的组成部分： 

1、 高压电缆局放测试系统软件(笔记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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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体式震荡波局放测试主机 

1） 高压发生装置 

 输入电源:  AC220V±10﹪ 

2） 谐振电抗器 

 线圈电感:  0.8H 

3） 专用局放数据滤波采集装置 

 采样频率：125MHz 8bit 

 软件：专家诊断系统 

4） 局放校准器(50pC ，100pC, 200pC, 500pC, 1nC ，2nC， 5nC ，10nC，20 nC) 

二、操作说明 

1、被测电缆要求及测试前准备 

1）局放测试前，将电缆断电、接地放电，两端悬空，布置好安全围栏； 

2）电缆头擦拭干净，电缆头与周边接地部位绝缘距离足够； 

3）收集电缆型号、长度、接头位置等电缆参数； 

电缆全长必须准确，以用于校准； 

中间接头测量尽量准确和详细，有利于最终判断局放位置； 

4）电缆长度：一侧测量方式：100m≤L≦≤3k，必要时可采用两端测量的方式。 

2、绝缘电阻测试 

电缆主绝缘电阻测试：采用 2500V（35kv电缆用 5000V摇表）绝缘摇表进行测试；主绝缘

电阻应大于 50MΩ才可以进行下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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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缆振荡波局部放电试验 

3.1 电缆局放的校准 

高压测试前首先使用校准器进行局部放电量的校准，并测量电缆长度。 

首先按照以下接线图联接好设备。测试前检查校准器电池，不足应更换。 

 

 

校准步骤： 

1）校准器 Q9测试线的红色线夹连接被测电缆线芯，黑色线夹接电缆接地。； 

2）校准 100pc—2nc六档，输出接 OUT×1接口。5nc-20nc三档，输出接 OUT×10接口。 

3）选择相应的档位，打开校准器电源。 

4）打开变频主机的电源，准备好笔记本电脑进入测试软件界面。 

 

打开软件后，首页即是『电缆校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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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预设参数：已知被试电缆的长度时，请在『校准判定基准』中选择『长度优先』，并在『预

设电缆长度』栏中输入电缆长度；如不确定被试电缆的长度时，请在『校准判定基准』中选择

『波速优先』，并在『预设电缆波速』栏中输入电缆波速。 

注：电缆波速与电缆类型有关，典型值见下表，请根据实际情况输入相应的数值。 

电缆绝缘材料 典型波速值（m/μs) 

油浸纸 160 

不滴流纸 144 

聚苯乙烯 184 

交联聚乙烯 172 

聚氯乙烯 142 

天然橡胶 190 

乙丙橡胶 200 

丁苯橡胶 195 

丁基橡胶 200 

 

系统参数：选定与校准器一致的『校准器输出值』，调节『触发阀值』、『通道增益』和『滤波设

置』，使校准信号波型尽量稳定清晰且刚好不溢出（发生溢出时，『通道增益』栏会标红以示警

告）。 

 

 当校准器输出值是正脉冲时，请向正方向（上）持续调节『触发阀值』（黄色虚线），

直到信号波峰稳定（不会出现上下起伏）；当校准器输出值是负脉冲时，请使用相同的

方法向负方向（下）持续调节『触发阀值』。 

 

 当环境电磁干扰非常严重导致信号波形难以辨认时，调高『滤波设置』的取值通常会有

比较明显的改善效果，除此之外，建议保持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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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操作： 

 点击『停止』或『刷新』以捕获当前的校准信号波形。 

 使用鼠标左键定位入射信号（左侧，红线），使用鼠标右键定位回波信号（右侧，绿线）。

当校准器输出信号为正脉冲时，应点选使红线和绿线分别穿过入射信号波形和反射信号

波形的波峰位置；当校准器输出信号为负脉冲时，则应点选使红线和绿线分别穿过入射

信号波形和反射信号波形的波谷位置。可以使用鼠标左键从左向右划动放大局部波形来

辅助定位。 

 点击『确认』，完成本次『校准器输出值』所关联的校准。可以切换更多的『校准器输

出值』继续进行校准，每一个不同的『校准器输出值』状态下完成校准时都需要点击『确

认』来保证本次校准的有效性。 

 点击『重置』，可以清空已确认的校准值。 

 点击『保存』，生成电缆校准文件。 

 

离线状态数据修正：本系统特别支持在离线状态下对已保存的原始校准数据进行复核，对现场

处理时可能存在的失误操作和判断进行修正，以确保得到更准确的试验结果。点击『加载』，可

以读取已保存的历史校准数据文件。使用与上述在线校准同样的操作方法，可以对原始数据进

行修正。如果进行了修正，请注意点击『保存』覆盖原有的校准文件，或点击『新建』另存项

目。 

 

其他： 

 点击『历史数据分析』，可以直接读取已保存的完整的电缆局放检测试验数据文件。当

数据量很大时，读取过程可能需要耗费一段时间，并非软件异常，请耐心等待读取完成。 

 电缆接头：如果已知被试电缆中存在接头，可以添加接头位置信息，用于电缆校准时分

析波形的参考。 

 

*5）校准完毕，关闭校准器，从被测电缆中取下校准器。 

3.2 振荡波局放测试 

1）按上面电缆局放试验的连接图连好设备并检查无误，打开“升压软件”。正常情况下，应出

现下图提示“端口打开成功”，点击『确定』，进入升压软件界面。若出现“端口打开失败”

提示，需要检查 USB连线与一体式主机连线，并重新打开“升压软件”，直到提示“端口打

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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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验电压』中输入：希望一体式主机升压的数值； 

 点击『启动』一体式主机将自动开始升压； 

 点击『停止』一体式主机将立刻停止升压，降压并复位； 

 在升压过程中，『实时电压』将显示实时的高压端的输出电压；『激励源』将显示

一体式主机的功率输出百分比；『升压指示灯』将变为绿色； 

 

 

2）笔记本电脑进入测试软件，在完成电缆校准或载入已保存的电缆校准数据后，在电缆校准界

面点击『电缆检测』进入电缆检测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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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压完成前，点击『开始』进行局部放电信号与震荡波信号的采集，点击『取消』可以终止

此过程。 

 

观察： 

 请按照交流震荡波高压试验电源此时设置的输出电压值填写进『试验电压』一栏中。 

 鼠标左键在主视图中选中局部放电样本（红/蓝），在子视图中即可观察相应的局部放

电样本的具体波形。 

 

收集局部放电样本： 

 点击『全部接受』，将此次采集中获取的所有有效局放样本添加到待分析的数据库中。 

 在子视图的局部放电样本的波形中，使用鼠标的左/右键定位局部放电的初始波形和反

射波形，并点击『接受』，可以将此样本单独添加到待分析的数据库中。 

 点击『清空』，可以将已接受的所有局放样本从待分析的数据库中删除。在两次使用『全

部接受』之间，建议点击『清空』，避免无效数据叠加。 

 点击『保存』，生成电缆检测数据文件。当数据量很大时，保存过程可能需要耗费一段

时间，并非软件异常，请耐心等待保存完成。 

离线状态数据修正：本系统特别支持在离线状态下对已保存的原始校准数据进行复核，对现场

处理时可能存在的失误操作和判断进行修正，以确保得到更准确的试验结果。点击『加载』可

以读取已保存的电缆检测数据文件，通过调整参数（相位窗/宽容度）、重新进行样本的选取，

以及样本信息修改等操作，都可以实现在离线状态下对已保存的原始检测数据进行修正。如果

进行了重调，请注意点击『保存』生成新的电缆检测数据文件。 

其他： 

 『局放范围』和『采样时长』在采集信号之前设定，信号采集完成后不能修改。 

 『相位窗』、『宽容度』和『电量窗』用于调节局放样本数量和范围，可根据数据分析

的结果进行反复调节。 

   

 

3）数据分析 

 

在完成电缆校准或加载已保存的电缆检测数据之后，在电缆检测界面上点击『当前数据分

析』即可进入数据分析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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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视图显示每个局放样本（红色三角）的放电量和放电点距离被试电缆近端的位置，以

及每个位置上的局放样本数量的分布情况（绿色阴影）。 

 鼠标左键点选主视图上的局放样本，可以在子视图中观察相应局放样本的具体波形信

息。 

 点击『剔除当前样本』可以将子视图所显示的样本从所有样本中删除。 

 点击『保存』可以生成数据分析文件。当数据量很大时，保存过程可能需要耗费一段时

间，并非软件异常，请耐心等待保存完成。 

 点击『加载』可以读取已保存的历史数据分析文件。当数据量很大时，加载过程可能需

要耗费一段时间，并非软件异常，请耐心等待加载完成。 

 

 

4）编写报告 

在完成数据分析或者加载了已保存的历史数据分析文件之后，点击数据分析界面的『生成报

告』按钮，即可进入报告编写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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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编写过程中，可以直接输入相应信息，也可以留空打印后手动填写。 

 数据分析中的“基本试验数据”、“局部放电分布图”和“局部放电分布信息”会自动

附在试验报告中。 

 点击『生成报告』，可以保存并查看报告文件的预览。当数据量很大时，生成报告过程

可能需要耗费一段时间，并非软件异常，请耐心等待报告自动生成。 

 报告文件默认保存在“我的电脑/D盘/电缆局放数据/Report”文件夹下。 

4.专家知识与经验 

1）电缆局部放电信号判断几条准则 

 一般来说，局部放电信号的脉冲数会随着电压升高而增多。 

 若三相均出现的十分相似的分组脉冲信号，则该信号来自被测电缆本身的可能性不大，

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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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在电缆中的传播，其脉冲宽度会不断变宽。距离测试端越远，脉

宽越宽。 

 电缆局部放电信号必然具有在工频周期一、三象限聚集的工频相位分布特性，可通过

PRPD图判断。 

 电缆局部放电信号必然具有在电缆某些位置聚集的位置分布特性，可通过脉冲幅值-电

缆长度分布图或脉冲数-电缆长度分布图判断。 

2 ）干扰信号的排除 

 由于升压测试时，外部噪声干扰、连接电缆与被测电缆接头处、振荡波测试仪内部均可

能导致检测到脉冲信号。这些脉冲信号具有典型的特征，根据上述四条准则，可在分组

阶段将其排除。 

 尽量减小环境噪音干扰，如有施工可要求暂停； 

 尽量减小来自地线的干扰如电晕等； 

 为排除高压测试电缆与被测电缆之间的连接不好而造成的人为干扰，高压电缆与被测电

缆的连接需要严密接触完整。 

5.电缆振荡波局放诊断评价 

电缆局部放电量： 

当电缆的以下部件出现下列的局放量超标情况，应视为缺陷情况： 

1）电缆本体：＞300pC； 

2）电缆终端：＞5000pC； 

3)电缆中间接头：＞500pC。 

电缆振荡波局放量超标异常情况处理措施 

1)带电情况下采用超声波、地电波、红外等手段进行状态监测； 

2)保供电期间缩短带电测试周期； 

3)必要时更换局放量超标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