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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1.1  产品用途 

数显同步定点仪用于地埋电缆绝缘故障点的精确定位，地埋电缆的路径探测中接收

电磁信号。路径信号产生器在地埋电缆路径探测中，给电缆施加 15KHz 的电流信号。 

1.2  工作原理 

1.2.1 定点原理 

在地埋动力电缆的一端施加脉冲高压，使地埋动力电缆的故障点产生放电电弧，放电电

弧产生电磁波和振动声波——声磁信号，数显同步定点仪同步接收放电电弧的声磁信号，根

据接收的电磁波和声波时间差，用数字方式显示接收机定点探头到故障点的直线距离，接收

机把接收的声波经放大后送到耳机，用户依据耳机听到的放电振动声音的大小差别，准确判

断出故障点的精确位置。 

定点示意图：定点过程操作示意如图1所示，冲击高压加在电缆的一端上，使故障点产

生放电，操作者手持（声磁）数显同步定点仪接收机及定点探头，在经过电缆故障测试仪初

测距离的故障点附近，接收故障电缆放电点的电弧放电振动声音，确定出电缆故障点的精确

位置。 

 
图 1 定点过程操作示意图 

1.2.2定点静噪原理 

由于定点仪的接收灵敏度很高，在环境噪声比较大情况下定点时，耳机中的环境噪声也

比较大。在定点接收机中利用放电电弧的电磁波启动电子开关，当电磁波到达接收机时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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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几秒钟后关断耳机。在放电电弧产生的间歇时间内耳机被关断――实现了放电电弧产

生的间歇时间内的静噪。 

1.2.3路径探测原理 

在电缆上施加经过音频调制的15KHz 电流信号，在电缆上方用数显同步定点仪接收机接

收15KHz电流辐射的电磁波。经放大、解调后还原出音频信号送到耳机，用户依据耳机听到

的声音变化，可以准确判断出电缆的埋设路径。路径信号产生器与电缆连线示意图如图2所

示。 

 

图2 路径信号产生器连线示意图 

1.3 数显同步定点仪仪器介绍 

    数显同步定点仪具有电磁和声音同步接收；寻测电缆路径和同步定点功能。 

1.3.1   数显同步定点仪的面板  

数显同步定点仪面板如图3所示. 

 

图 3 数显同步定点仪面板 

前面板: 

定点/路径:  定点接收机（配合振动传感探头）/ 路径接收机选择开关。 

开关:置于开时，仪器开机，置于关时，仪器关机。 

耳机：接耳机插孔。 

音量:音量调节，顺时针旋转，音量增大；逆时针旋转，音量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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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压：电池欠压时LED闪烁；充电时LED亮。 

 

数显同步定点仪后面板如图4所示. 

 

图 4 数显同步定点仪后面板 

后面板: 

输入: 连接振动传感器插孔。 

充电: 连接充电器插孔。 

1.3.2 数显同步定点仪的振动传感器 

数显同步定点仪内置接收电磁波的电磁传感器，外配振动传感器，电磁传感器和振动传

感器如图5所示。 

电磁传感器：电磁传感器（探测磁棒）的轴线是平行于定点仪面板的。 

振动传感器：振动传感器的 Q9 电缆连接到数显同步定点仪后面板的输入插孔。 

 

图5 定点仪内置的电磁传感器和外配的振动传感器 

 

1.4 路径信号产生器 

    路径信号产生器用于在地埋电缆路径探测中，在电缆上产生 15KHz 的电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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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信号产生器面板如图 6 所示。 

路径信号产生器面板说明： 

电压表: 输出电压指示。 

输出调节: 输出电压调节。 

选择: 工作方式选择，按键压下为连续方式，按键弹起为调制方式。 

输出: 信号输出 Q9 插座。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 

AC220V : 电源输入插座。 

 

 

 

 

 

 

 

 

 

 

 

 

 

图 6 路径信号产生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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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操作方法 

2.1地埋电缆故障的定点 

    地埋电缆的故障点的测定，需要两个步骤：首先，用电缆故障测试仪测量电缆的测量端

到故障点的长度；然后，再利用定点仪确定故障点准确的地面位置，简称定点。定点需要在

电缆端点外加冲击高压，用数显同步定点仪探测电缆故障点火花放电时发出的的电磁波及声

波，放电声波的最大点的地面下方就是电缆故障的精确位置。 

2.1.1电缆故障定点时外加冲击高压接线图 

    地埋电缆故障精确定点时，在电缆端点外加冲击高压接线图如图1所示。 

2.1.2定点接收机接线 

将耳机连接到数显同步定点仪面板的输出插孔，再将振动传感器连接到数显同步定点仪

后面板的输入插孔。数显同步定点仪的“定点/路径”开关设置在“定点”。顺时针旋转数显

同步定点仪面板的音量旋钮。 

2.1.3定点方法和技巧 

接入冲击高压发生器对故障电缆作高压冲击 (冲击高压幅度要足以保证故障点充分击穿

放电)， 将声音振动传感器探头放置在预测量故障电缆故障点距测试端数据对应的大约地面

距离的电缆正上方，接通电源，定点/路径置于“定点”档。通过耳机监听振动波，同时观察

距离显示屏。在未听到振动波时，每冲击放电一次，距离显示屏计数并刷新一次，每次显示

最大数字99.0，在大约地面距离的电缆上方沿路径每间隔三十公分不断移动探头，直至听到

故障点的振动波声音。当听到的振动波声音足够强时，显示屏将显示故障点距振动传感器直

线距离数。此时可将振动传感器前后左右移动，找到数显值最小振动声音最大处，即为故障

精确位置。在环境噪声大，故障点的振动波声音较小时，很难区分噪声和故障点振动波时，

可将静噪开关打开。冲击高压发生器不放电时，数显同步定点仪接收不到冲击电磁波，声音

通道处于关闭状态，实现静噪。一旦冲击高压发生器放电，电磁波同时打开计数和声音通道，

直至听到故障点的振动波声音，将振动传感器前后左右移动，找到数显值最小振动声音最大

处，即为故障精确位置。大大提高定点效率。 

2.2电缆埋设路径测量 

    寻找地埋电缆的埋设路径，是电缆故障测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电缆端点外加 15KHz

调制的电流信号，在电缆上方用数显同步定点仪接收机接收15KHz 电流信号辐射的电磁波。

经放大、解调后还原出音频信号送到耳机，操作者依据耳机听到的声音，确定电缆的埋设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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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路径信号产生器与电缆连线示意图 

路径信号产生器与电缆连线示意图如图7所示，在电缆接信号源端，断开电缆钢铠和系统

地，路径信号产生器 Q9连接线的红色夹子接钢铠；黑色夹子接系统地，或者接在接地电阻

良好的地桩上，电缆的另一端的钢凯应良好接地。 

图7路径信号产生器与电缆连线示意图 

2.2.2路径探测接收机连接方式 

在路径探测中，数显同步定点仪的功能为路径探测接收机，其面板的“定点/路径”开关

设置在“路径”。路径探测接收机的电磁传感器（探测磁棒）设置在接收机内部。耳机插在数

显同步定点仪的耳机插孔上。 

 

2.2.3峰值法探测路径的方法和技巧 

在地埋电缆一端加入15KHz 的电流信号，工作方式设置为“调制”。 用路径探测接收机

在电缆上方探测电缆上的电流信号，耳机监听到调制的断续声波。 

峰值法探测路径时，接收机的探测磁棒轴线平行于大地，且探测磁棒轴线和电缆埋设方

向正交，探测磁棒接收电缆发出的水平电流磁场（磁力线）分量。如图8所示，当探测磁棒

偏离电缆正上方时，电缆发出的环状磁力线的水平分量减小，并且随探测磁棒逐渐远离被测

电缆，听到的声音也逐渐变小。探测磁棒位于电缆正上方时，听到的声音最大，向被测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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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移动声音逐渐减小。最大声音点的下方为电缆的埋设路径。此方法没有谷值法精度高。 

 

图 8  峰值法路径探测原理图 

2.2.4谷值法探测路径的方法和技巧 

在地埋电缆一端加入15KHz路径信号，工作方式设置为调制。定点/路径仪置于“路径”

档，用耳机监听15KHz调制的断续声波。 

谷值法探测路径时，接收机的探测磁棒轴线垂直于大地，探测磁棒接收电缆发出的垂直

电流磁场（磁力线）分量。如图9所示，当探测磁棒在电缆正上方，电缆发出的环状磁力线

的垂直分量为 0，听到的声音最小。随着探测磁棒偏离电缆正上方，电缆发出的磁力线的垂

直分量增加，探测磁棒接收到磁力线的垂直分量增大，听到的声音变大。随着偏离电缆的距

离的增加，磁力线变弱，声音又变小。最小声音点的下方即为电缆的埋设路径。 

 

图9 谷值法路径探测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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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术指标 
 

3.1数显同步定点仪技术指标 

★  数显距离：最大99米，最小0.1米。 

★  定点误差: <0.2米。 

★  电磁通道接收机灵敏度: <5μV。 

★  声音通道音频放大器增益: >70dB。 

★ 50Hz工频抑制度: >40dB。 

★ 电源：6V/1.2AH免维护电瓶。 

★ 功耗： <120mA (0.7W) 充满电后可连续工作8小时。 

★  工作环境：温度-10℃—+50℃，湿度 80% 。      

3.2路径信号产生器技术指标 

★  输出功率：负载电阻 10欧姆，输出功率大于 60瓦。 

★ 工作频率：15KHz。 

★ 工作方式：等幅 或 调幅。   

★ 具有自动过热、过载、短路保护功能。 

★ 电源：AC220V±10%。  

★  工作环境：温度 -10℃～+50℃，湿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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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注意事项 

4.1  注意事项 

4.1.1  首先粗测出电缆故障距离，再精确测定电缆埋设路径，然后用此仪器实施定点。不要

在路径不清楚情况下实施定点。 

4.1.2  仪器在使用前要进行充电，充电时间不低于8小时（充电插孔在仪器后面板）,充电

时面板上的充电指示灯亮。 

4.1.3  探头及接收机属精密仪器，不可跌落和碰撞。 

4.2   简单维护 

4.2.1接通电源，面板上定点/路径选择开关置于定点档，数码显示屏发光正常，“音量调节”

电位器调至最大，轻敲振动传感器，耳机无任何反应。可能发生的故障是静噪开关处

在“开”位置,此时将静噪开关打在“关”的位置，声音应该恢复正常。 

4.2.2静噪开关处在关闭状态，接通电源，面板上定点/路径选择开关置于定点档，数码显示

屏发光正常，“音量调节”电位器调至最大，耳机略有噪声，但轻敲声音探头时，耳机

无任何反应。 

可能发生的故障： 

A、振动传感器的输入插头未插到位； 

B、振动传感器的输入插头内电缆芯线脱焊或折断； 

C、振动传感器的连接电缆断线； 

4.2.3 定点仪使用数小时后（或放置过久），数码管亮度下降，耳机声音变弱，欠压指示灯闪

烁，可能发生的故障是机内电池电压不足。电池应该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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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装箱单 

 

○1   路径信号产生器         1台 

○2   定点/路径仪接收机       1台 

○3   振动传感器               1个 

○4   振动传感器手柄           1个 

○5   振动传感器连接线       1 根 

○6   耳机                   1 副 

○7   充电器                    1只 

○8   电源线                    1根 

○9   Q9 信号夹子线           1 根 

○10   使用说明书             1 本 

○11   出厂检验合格证         1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