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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1.1  产品用途 

本仪器可用于地埋电缆路径的精准探测，仪器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探测电缆的精确走向

和深度，发射机采样市电供电，接收机采用 9V干电池供电增强了使用的灵活性，双频率的设计

使得抗干扰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1.2  工作原理 

1.2.1路径探测原理 

路径仪由信号发生器、功率放大器、接收器等部分组成。当电缆路径测试仪输出的正弦波信

号加到电缆上时，在电缆周围有电磁场存在，利用磁电传感器（感应线圈）将电磁波转换为电

信号，通过放大器放大，再由蜂鸣器或耳机转换为声波信号，同时可以用表头反映出信号的变

化。当线圈位于电缆正上方并垂直于地面时，线圈的感应电动势最小；当线圈垂直于地面并偏

离电缆一定距离时，通过线圈的磁力线增加，线圈的感应电动势增大（图 1）。利用这一原理

即可对电缆的路径进行探测。  

 

图 1 路径探测原理 

1.2.2技术指标 

1. 发射机  

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操作简便； 

输出短路自动保护功能； 

输出功率手动调节，简化操作； 

输出表头指示，更加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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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收机  
分体结构设计； 

测试方法：满足波峰法、波谷法、45度探深、80%法测深； 

超强的探头使探测准确，探测深度更大； 

供电方式可选择 （蓄电池或干电池）； 

面板表头指示：清晰直观； 

信号强度具有调频声音指示，降低操作者的工作强度； 

主要技术指标：  

发射机： 

输出频率：低频（916Hz）、高频（32KHZ）； 

输出功率：30W； 

电源类型：交流 220V； 

工作温度：-15℃-- 50℃； 

尺寸：400*200*200； 

重量：3公斤； 

接收机： 

接收频率 ：低频（916Hz）、高频（32KHZ）； 

探测路由误差:埋深的 5% 

探测埋深误差: 埋深的 5% 

探测路由及故障定点的距离：0～5km；   

测定光（电）缆埋深：<3m； 

输出显示:表头  

电源类型：9V干电池； 

工作温度：-15℃-- 50℃；  

尺寸：170*90*60； 

重量：0.4公斤； 

1.3 仪器面板介绍 

1.3 .1 路径信号产生器面板说明（图 2）： 

 电源开关：电源线插入口。 

 开关：负责电源的接通与关断。 

 电流表: 输出电流指示。 

 输出调节: 输出电流调节。 

 断续/连续: 工作方式选择，信号有两种模式，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 

 低频/高频：输出模式选择，信号有两种频率输出模式，低频模式和高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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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 信号输出四芯航空插座。 

 

 

图 2 路径信号产生器面板 

1.3 .2 路径信号接收器面板说明（图 3）： 

 

图 3 路径信号接收器面板 

 

 电平指示：指示当前采集的电流值。 

 耳机：当前信号大小。 

 探棒：接入天线； 

 电源开关：4 位波段开关，有关机、高频、低频、电池电量四档； 

 增益调节：在测量的过程中进行幅度的调节，顺时针调大，逆时针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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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操作方法 

2.1 路径信号发生器接线方法 

关闭发射机电源开关，将输出连接线插入发射机的输出线接口，图 4 所示，

红色夹子连接地埋线的线芯，把地钎插入地中（若地面过硬，可浇上些水），黑

色夹子夹在地钎上，并保证接触良好。地钎不要与其他线缆过近或跨过其他线缆。

打开发射机电源开关，选择频率：发射机有两种频率：低频、高频； 

低频：用于具有良好接地回路的地埋线探测和长距离探测。低频信号传播距离长而且不会感

应到其它地埋线上。低频信号也适用于长距离而绝缘良好的输送管线。高频：对于一般的地埋线

的探测，使用高频。传播距离相对较近，也容易将信号感应到其它管线上。 

频率选择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输出调节，低频时将输出调节为最大电流，以便接收机更好接受

信号，高频时将输出调节>0.4mA。 

警告： 决不能与带电电缆直接连接。在与电缆直接连接时一定要确定电缆已断电！！ 

 

 

                         

（ 

 

 

 

图4 路径信号产生器接线方法 

 

    2.2 路径信号接收器的连接及地埋线路由、埋深的探测 

2.2.1路径信号接收器的连接 

A. 接收机开机后请先检查电池电量，将波段开关档位切换为“电池”档，如果电流表指

针小于0.6mA（电池实际电压为6V），请更换电池或对充电电池充电。 

B. 用连接线连接探棒和接收机，将耳机插入“耳机”孔，选择频率，此时的频率应该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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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机的频率相同，通过增益调节电位器调节信号接收强度，耳机里会听到“嗡嗡”的电流声，

电流声的大小就表示了当前信号的强度； 

2.2.2电缆路径探测 

接收器有两种方法探测管线——波峰法、波谷法。 

A.波峰法（图 5） 

保持探棒与地面呈水平状态，在电缆上方移动。当探棒在管线路径的正上方时，通过移动

探棒可以得到最大值。见下图 5。当你移动探棒逐渐远离管线路径时，接收机表头指示及声音

响应频率会降低；当移动接收机的探头在管线路径的正上方行走时，由各个探测信号最大点组

成的连线就是管线的路径。 

以适合的速度从信号产生器测试处开始向电缆远端探测，同时左右移动探头。

注意接收机表头指示的变化，读取信号最大点即可。 

在测试时，峰值的读数可能会随着接收器同产生器之间距离的变大而缓慢减

小，这是由于信号延电缆传播中不断泄漏造成的。调节增益旋钮，可以补偿信号

的变化。如果接收机表头指示忽然在急剧发生变化，这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电缆连接分叉处，此信号会沿着电缆朝多个方向传播、电缆或电缆屏蔽有中断、

电缆的埋设深度有变化、有绝缘配件、电缆受潮太大或进水。 

                                                                                                                                                                                                        

（图 5）-波峰法                        （图 6）-波谷法 

 

B.波谷法（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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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探棒与地面呈垂直状态，接收器的探棒在电缆正上方移动。当接收器在

电缆路径的正上方时，接收器得到的信号值最小，声音响应也很小。当移动接收

器的探棒偏离最小值点时，接收机的表头读数及声音响应频率逐渐增大，继续移

动探棒时接收机的电流表指示变小及声音响应频率又会降低（此时接收机已远离

管线）。移动接收机的探头在地埋线路径的正上方行走时，由各个探测信号最小

点组成的连线就是地埋线的路径。 

接着以适度的速度从已知地埋线处开始测试，同时左右移动接收机读取信号

波谷最小点即可。 

2.2.3地埋线埋深的测量 

本仪器提供了两种测量方法分别为 45°法和 80％测深法。下面分别介绍两种

方法的使用。 

1> 45°法（图7） 

将接收器探棒移到所需测试点，确定电缆的正确路径。用波谷法尽可能精确

的标出地埋线的路径。把接收机的探棒旋转为 45度角，移动接收机探棒离开电缆

路径，接收机移动的路径同电缆路径保持垂直，当接收信号指示为零值时，接收

机同地埋线路径的距离就是地埋线的深度，如图 9 所示。在管线的另一方重复上

述步骤，测得的距离值应该相等。当管线两侧测得的深度值不相等时，表明有别

的地埋线或金属物质。 

2> 80%法（图8） 

本方法使用简单，它是利用电缆走向的垂直剖面，测得的电缆峰值两侧的 80％

值处，此处两点之间的距离就等于电缆埋深的距离。 

将接收器模式选择为波峰法，找出管线峰值最大点即管线的正上方，记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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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峰值并保持增益不变，沿管线垂直剖面分别左右移动接收机探头，当达到峰

值的 80％时，记住这两点，这两点的距离即为管线的埋深。可通过调节幅度使峰

值为一好计算的特定值，如图 10，在电缆正上方时调节峰值为 400uA，分别左右

移动接收机，当显示值为 400×80％＝320uA 时记住左右两点的位置，左右两点的

距离即电缆的深度。 

埋深的准确度可能会受到土壤条件、相邻线缆和线缆金属材料的影响。 

h

uA uA uA

h

      

uA

h

uA uA

h

 

            (图7)                           (图8) 

 

第三章 维护和日常保养 

1．每次使用完毕应将电源关断，如长期停用，请将干电池取出。 

2．携带时应尽量避免摔碰，保存时应放入仪器箱中。 

3．切勿私自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