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SDDL-2013 型

电缆故障测试仪

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

中 国 江 苏

扬 州 苏 电 电 气 有 限 公 司

地址:江苏省宝应县城南工业园区兴园一路 邮编:225800

电话:0514-88278018/88305855 传真:0514-88273278

网址:www.yzsddq.com E-mail:sddq@yzsddq.com

咨询热线：400-058-8018



2

目 录

简介……………………………………………………3

第一部分 电缆故障测试 …………………………3-4

一、 测试原理 ………………………………………5

二、 测试系统控制面版介绍 …………………5-9

三、 故障测试 …………………………………9-10

1、 低压脉冲方式 ………………………10-11

2、 冲闪方式 ……………………………11-13

3、 直闪方式 ……………………………13-14

4、 测试电缆路径与埋设深度 …………15-16

5、 故障点定位……………………………16-17

6、 注意事项………………………………17

第二部分 电缆资料管理………………………17-18

附录一 SDDL-2013 配套表…………………………19

附录二 实测波形 ………………………………19-27

附录三、设备维护注意事项 ……………………27-28



3

简介

一、产品特性：
1、采用工控嵌入式计算机平台系统，工业级使用环境，实现极强稳定性。锂电

供

电、方便现场测试。

2、国内首家采用 12.1 英寸大屏幕触摸系统全电脑操作平台集成化软件，彻底

告别电

缆仪单片机时代，并配有电缆故障测试软件和电缆资料管理软件。

3、采用最新的 USB 通信接口，采集信号稳定，配一款笔记本电脑可实现双控

双显，主机可自动选择最低 6.25MHz、最高达 100MHz 五种采样频率，能满足不

同长度电缆的测试要求，

减少了粗测误差。

4、软件实现故障自动搜索，距离自动显示，双游标移动可精确到 0.1 米，波

形可任意压

缩、扩展，同屏随机显示两个更接近标准的波形供你准确比较分析，提高测试精

度，减少

误差。

5、支持最新开通的 3G 通信终端或无线上网卡，专用 3G 软件可实现专家远程

现场实时测试技术服务，专家远程操控用户主机，给用户现场测试提供及时、准

确波形分析和交流指导，

使您无忧工作。

6、4G 电子盘内存多类现场波形和现场实物接线图，轻轻一点即可使用，电缆

资料管理软件可做完善的电缆档案管理，为电缆的维护工作和精确定位提供参考

和帮助。

7、关键的精确定点仪部分，直接数字显示测试者离故障点距离，是国内同类

定点技术的又

一次创新，为快速准确查找电缆故障，减少停电损失提供了有力保障。

9、、最新研制智能组合式采样器，取代了烦琐的现场接线，具有波形直观，容

易分析，与高

压完全隔离，对主机、操作人员绝对安全的特点。

10、高压放电部分三种可供用户选择，国内首创最新高频高压电源 8.9kg 替换

65kg 试验变压器和操作箱，填补国内一项空白。

三、测试指标：

1、可测试各种不同电压等级、不同截面、不同介质及各种材质的电力电缆的

各类故障，包括：开路、短路、低阻、高阻泄漏、高阻闪络性故障。

2、可测量长度已知的任何电缆中电波传播的速度。

3、可测试电缆走向及埋设深度。

显示方式：12.1 英寸工业级液晶屏

存储方式：固定移动两方式 4G/2G

测试方法：低压脉冲法、冲闪电流法、直闪电流法

操作方式：触摸屏、笔操作测试距离：不小于 40km

最短测试距离（盲区）： 10 米



4

精确定点误差：±0.15m

测试误差：系统误差小于±1%

分辨率：V/50m；V 为传波速度 m/μs；

软件游标 0.1 米。

环境温度 ：-20°C ~ 50°C

空气相对湿度：≤85％RH

大气压力：86~106KPa

海拔高度：2500 米以下

最大风速：≤ 40m/s

基本地震烈度： 8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214g

污秽等级：IV 级

二、系统组成

SDDL-2013 电缆故障测试管理系统用于电力电缆各类故障测

试，电缆路径。电缆埋设深度的寻测和电缆档案资料的日常

维护管理，以及铁路、机场信号控制电缆、和路灯电缆故障

的精确测试。

测试系统主机、路径信号产生器、路径信号接收器和定位仪器几

部分组成，可完成电缆故障的测试和电缆资料的管理两项任务。

笔记本电脑进行测量控制、数据处理和电缆资料管理。

故障测试系统与笔记本配合可在故障电缆一端测出故障点距测

试端的距离，也可用来测量电缆的长度和电波在电缆中的传播速度。

路径信号产生器可产生15KHZ、最大幅度30V的断续正弦波信号，

用于寻测电缆路径。

路径信号接收器用来接收路径信号，查找电缆走向和估测电缆埋

设深度。

定位仪用于故障点的精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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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术性能

1、 故障测试系统

●可测试各种电力电缆的各类故障及通信电缆和市话电缆的开路、短

路故障。

●可测量长度已知的任何电缆中电波传播的速度。

●测试距离：不小于 40千米

●系统误差：小于 0.5 米

●采样频率：25MHz

●测试盲区：小于 5米

●电源：交流 220V±10％

2、路径仪信号产生器。

●信号频率：15KHz

●振荡方式：断续

●输出功率：30W

●电源：220V±10％

2、 定位仪

测试灵敏度：50Ω内阻的信号源输出 300Hz 信号，定点仪在维持

输出为 2V、信杂比优于 20：1 的情况下输入信号不大于 10 μV。

●输入阻抗：不小于 1.2KΩ。 ●使用 2×2000Ω耳机。

●工作电压：9V±10％。 ●使用环境温度：-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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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控制面板上的控制开关，启动工控机。后打开电源开关，启动

WindowsXP 后，双击桌面上的测试管理系统，屏幕显示主控界面如右

图。（如使用外接笔记本则不要打开控制开关，将 USB 线插入下侧 USB

接口，则可控测试系统。）上侧 USB 是内置工控机数据输入输出接口<

按“测试”按钮进入测试方式；按“管理”按钮进入电缆资料和测试

资料的日常管理；按“帮助”进入帮助系统；按“结束”退出测试管

理系统。

第一部分 电缆故障测试

一、测试原理

本仪器采用时域反射（TDR）原理，对被测电缆发射一系列电脉

冲，并接收电缆中因阻抗变化引起的反射脉冲，再根据电波在电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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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速度和两次反射波的特征拐点代表的时间，可测出故障点到测

试端的距离为：

S=VT/2

式中：S代表故障点到测试端的距离

V代表电波在电缆中的传播速度

T代表电波在电缆中来回传播所需要的时间

这样，在 V已知和 T已经测出的情况下，就可计算出故障点距测

试。端的距离 S 。这一切只需稍加人工干预，就可由计算机自动完

成，测试故障迅速准确。

二、测试系统控制面板介绍

测试面板可分为四部分：菜单栏、状态栏、图形显示区、功能键

区。

１、菜单栏

菜单栏包括：“数据管理”和“测试帮助”两个菜单项。

“数据管理”菜单：包括“打印”，“读盘”，“存盘”，“结

束”四个菜单项。

选择“打印”可将屏幕显示内容用打印机打印出来；选“存

盘”可将测试的波形和数据存储于电脑的硬盘或者软盘中，作为资料

保存；选“读盘”可调出以前测试时存在磁盘内的波形；选“结束”

可退出该控制面板。

“测试帮助”：点击该菜单，可显示测试管理系统的使用说明书，

可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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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状态栏

状态栏里显示四个方面的信息，最左边是测试方式；第二个是选

择的电缆介质所对应电波速度（若是测速度，则不显示介质信息）第

三个是故障距离（或电缆长度），右边显示测试日期。

3、图形显示区

图形显示区用来显示采样所得的波形，对波形进行分析处理和显

示处理结果。

4、功能键区

功能键区由 14个按键组成，可分为三类。

初始化数据：包括测试方法和介质选择两个键。

测试方法：有两种选择，“测故障”和“测速度”。

基本的测试方法有三种， “低压脉冲”，“冲闪”，“直闪”。

“低压脉冲”包括有“2μs”和“0.2μs”两种脉宽可选择；

“冲闪”包括“电感电压取样”，“电阻电压取样”，“电流取样”

三个菜单项；“直闪”包括“电压取样”“电流取样”两个菜单项。

介质选择：

程序初始

化时设置为：

“油浸纸型”，

如果是其他介

质的电缆，可

根据电缆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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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选择。共有五选项：“油浸纸型”，“不滴流型”，“交联乙烯”，

“聚氯乙烯”，“自选介质”五个菜单项 。

选择其中一个菜单项就等于选择一种速度，即电波在该电缆中的

传播速度。

数据采样与测试：共有八个按键。

“采样”键：在系统测试时采用。每按动一次“采样”键，系统

便采集一次数据，并可以在图形显示区绘出波形图来。

“扩展”键：为了精确计算故障距离，按此键可将显示的波形扩

展后再计算。每按一次波形扩展一倍，按四次为一个循环。

“卷动”键：波形扩展后，故障点特征波形可能会出于第一屏以

外的其它屏内，按此键可将显示内容一屏一屏地向左移动，直到故障

波形在屏显示出来，便在光标精确定位。

“归位”键：需要光标快速回到屏幕最左端时按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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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键：计算距离起点键。在光标移动到特征波形的起始拐

点处按此键。

“左移”键和“右移”键：这两个键用于控制光标的左右移动。

当按动它们时，游标移动，每按一次移动一个单位。此外，为了快速

移动游标，可以用鼠标拖动游标，到合适的位置松开即可。

“复位”键：系统复位键。无论系统处于何种状态，按此键均可

进入系统主界面。

波形比较：有四个键。

“储存”键：按此键可将测试的波形和数据存储于电脑中。（“存

储”与“存盘”不同。“存盘”是将数据存储在磁盘上，可长期保存，

而“存储”只是将数据存储在电脑内存中，关机后数据会丢失。）

“调用”键：与“存储”键配合使用。按此键可在屏幕上显示上

次存储的内容，以便分析与计算。

“比较”键：按此键可将现测的波形和仪器内存储的波形同时显

示在屏幕上，用户可对这两幅波形进行比较分析。

“平移”键：按此键进入图形左右移动功能，点“左移”键可将

两个波形的起点对齐。

三、故障测试

故障测试的基本步骤：用摇表或者万用表测量故障电缆的绝缘电

阻，判断故障性质，确定测试方法；测试故障距离；探测故障点附近

电缆埋设的路径；定点。

本测试系统故障测试有低压脉冲、直闪、冲闪三种基本方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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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不同的取样方法，共有八种测试方式。

测试前将电缆终端头的所有连线断开。

测试系统的面板上有“输入振幅”和“位移”两个旋纽，分别用

来调整下次采样的信号幅度和上下位置。

１、低压脉冲方式

低压脉冲用于测

试电缆中电波传播的

速度、电缆全长、低阻

故障和开路故障。

仪器连接如右

图。

将测试系统的通信连线与笔记本电脑后面的串口连接，电缆的故

障相（被测相）与地线分别接到水阻盘的红、黑接线柱，水阻盘的输

出与测试系统的输入相连。也可直接将测试系统的输入线与故障相及

地线相连。

●测速度

对于有些电缆，电波传播的速度未知，必须通过测试来确定。但

测试前必须知道电缆的全长。

在“测试方法”菜单选择“低压脉冲”“测速度”，根据电缆

的长度选择“0.2μs”或“2μs” ，一般 500 m 以下用 0.2μs。键

入电缆全长后按“采样”键，配合调整“位移”和“幅度”旋纽，使

信号的幅度和基线处于便于观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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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游标至低压脉冲的下降沿按“定位”，再移动游 标至反射

信号的前沿，屏幕上即可显示此种电缆中电波的传播速度。如果发射

和接收的波形离的太近，可按“扩展”键将波形扩展后再计算。

●测故障

测故障时在“测试方式”菜单选择“低压脉冲”“测故障”，并

选择适当的脉冲宽度，按“采样”后屏幕即显示故障波形。

开路故障的反射信号与发送脉冲极性相同，短路故障的反射信号

与发送脉冲极性相反。

注：由于测电缆全长时的接线及波形与测开路故障时完全相同，

所以设计时未单独列出测全长菜单。

低压脉冲测试开路故障（电缆全长）和短路故障的波形如下。

2、冲闪方式

冲闪方式用于测试高阻泄漏性故障，大部分电缆故障都可以使用

冲闪方式测试。

以前采用冲闪电感电压取样的时候比较多，现在一般采用电流取

样，因为采用电流取样时一起不与高电压直接连接，人身和设备的安

全系数更高。如果一条电缆上有多处故障或电缆大面积受潮，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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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冲电阻取样方式。

三种闪冲方法的连接图及波形如下。



14

冲闪电流取样波形与冲闪电感电压取样波形形同。

3、直闪方式

直闪法用于测试高阻闪络性质故障。

用直闪法时一定要注意监视高压电流，以防电流过大而烧坏高压变压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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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试电缆路径和埋设深度

一起如下图连接。将测试系统输出电缆芯线接电缆的一相，地线

接电缆地线（铅包）。（如果故障相的电阻值很低。，可在输出地线和

电缆地线间串接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先将输出电位器调到最小，

打开电源再将幅度旋钮调整到适当的位置，此时仪器输出一个 15KHZ

正弦信号，此信号在电缆周围产生电磁场，调整路径信号接收器的“音

量”和“微调”旋钮，使耳机里的声音清晰、悦耳，即可寻测电缆路

径和估测电

缆埋设的深

度。

●寻测电缆路径

当探棒处于电缆上方 B

点时，探棒的线圈与电场平

行，线圈没有切割电力线，

线圈中的感应电流小，这时

耳机中几乎没有声音。而当

探棒在 A点或者 C点时，耳

机中的声音较大。

由声音较小的点所连成的线即为电缆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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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测电缆埋设深度

将探棒在电缆上方 B

点右倾斜 45
○
，然后垂直于

电缆走向后退，当退到 A

点时，探棒正对电缆，此时

耳机的声音较小。

B点到 A点的距离，也

就是向后退的距离即为电

缆埋设的深度。

用这种方法可以估测电缆的埋设深度。

5、故障点定位

我们使用各种测试方法已测出故障点的距离，但由于各种因素的

影响，如测量误差、电缆的余缆、拐弯等，在地面上不一定能准确地

找到故障，还必须使用故障定位仪来准确定故障点。

故障定位时是利用高压设备给电缆加一冲击直流负高压，用定位

仪在测量出的故障点附近检测电缆故障的放声点。

高压放电的时间以 1秒钟一次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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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定位仪电源，适当调节音量旋钮，将定位仪放置在测出的电

缆故障点处，应该有故障点放电的声音，如果听不到可移动定位仪的

位置，直到耳机里的放电声最大，此处即为故障点。

6、注意事项

●在测试电缆故障时必须遵守有关安全规则。

●在高压测试中，一切设备都应良好接地，以免烧坏测试设备。如有

条件可将高压产生器的电源与测试仪器的电源分开。

●在有易燃物品的环境中利用高压测试时，应有保安措施。

●每次使用电阻闪冲时，应对水阻的测值进行测量。

●注意人身安全。

●建议加高压时将电脑的外接电源断开，最好不用外接鼠标。

第二部分 电缆资料管理

电缆资料管理部分是利用数据库原理，对电缆资料进行日常管

理，包括电缆分布图、编号、起止位置、埋设深度、日期、电缆介质、

接头位置、维修记录等档案信息，以便管理人员了解该电缆的所有资

料。

点击系统界面的“管理”命令按钮，即可进入管理系统的操作界面。

电缆资料管理部分是利用数据库原理,对电缆资料进行管理。

点击系统主界面的"管理"命令按钮，即可进入管理系统的操作界面，

点击"系统登录"按钮，系统会提示您输入密码；点击"修改密码"按钮，

输入原密码后，再输入新密码，确定即可；点"退出"按钮，退出电缆

资料管理。电缆资料管理的第一个界面是变电站信息界面，显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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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电站信息。可对变电站信息进行添加记录、编辑记录、保存记录、

删除记录等操作，点击预试记录，可以查看所有的预试记录，点击电

缆信息，可以进入电缆信息界面。

电缆资料管理的第二个界面是电缆信息界面，显示一个变电站所

有的电

缆 信

息。可

对电缆

信息进

行添加

记录、

编辑记

录、保

存 记

录、删除记录和查找记录等操作，点击电缆基本信息，可以进入电缆

基本信息界面。

电缆资料管理的第三个界面是电缆基本信息界面，显示一个电缆基本

信息。可对电缆信息进行添加记录、编辑记录、保存记录、删除记录

等操作，点击电缆分布图，可以查看电缆分布图，电缆分布图用来显

示用户的测试范围和电缆的分布，可用于故障电缆的查找和确定。点

击预试记录，可以查看该电缆所有的预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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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SDDL-2013 配套表

序号 设备（零部件）名称 规格型号 产地及制造商 数量/单位 备注

一 智能电缆故障测试仪 SDDL-2013 扬州苏电 1套

1

脉冲测距仪 1台

脉冲测距仪

部分

电流取样器 1只

测试软件 1只

测试线 1份

2
路径信号发生器 1台 路径仪（部

分路径信号接收器 1台

3

定点仪探头 1台

定点仪部分定点仪手把 1只

耳机 1副

4、
高压一体化电源

SDSB(JZ)-

3/30KV
1台 高压组件部

分（选购件）
脉冲电容 40/1 1台

5 说明书 2份

6 合格证、保修卡 各 1份

7 出厂检验报告 1份

附录二 实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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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附录三：设备维护

本节提供基本的维护资料，请尽量不要尝试去拆装、更改和维修电缆故障测

试仪

1基本维护
定期用干净的布擦拭测试仪及其附件的表面。

测试仪应放置在干净、湿度较低的位置，并防止脏污的灰尘进入测试仪内部。

2高级维护
由扬州苏电电气有限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进行。

此说明书仅供参考，如有修改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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