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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要

电气设备的局部放电现象对电气设备的本身和电网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严重的甚至导致设备报废和电网崩溃，因此对电气设备的早期局放监测，

准确的掌握设备的运行状况，及时有效的消除设备存在的故障隐患，把设备的

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保证设备和电网本身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

气设备局放检测的方法有很多，诸如：脉冲电流法、DGA法、超声波检测法、

RIV法、光测法、射频检测法和化学方法等。各种检测方法各有所长，但相比

较而言超声波检测方法简便易用，非常适合日常设备点巡检，实时掌握电气设

备的运行状况。常见的电气设备局放故障一般会有：电晕、电弧和电痕。电晕

和初期的电痕不会产生热量，并且环境高温也会掩饰了这些现象，用日常的红

外热像仪无法检测，但它却会产生超声波信号，用综合检测仪可以远距离进行

检测；电弧和严重的电痕在产生超声波的同时也会产生高热量，因此用红外和

超声波的方法都可以进行测试；但当局放发生在设备内部时，用红外的方法则

无法发现，用综合检测仪在电气设备的表面或结合面处可以进行检测。

本仪器是通过采集电力线路异常超声波信号并经过软件分析来诊断电力线

路故障隐患的检测装置。此装置是在不停电的状态下实现判断故障隐患的位置

和故障类型。装置通过超声波探测器（超声波传感器）采集超声波异常信号后，

传输到主机，同时通过主机内置的分析软件准确诊断出故障隐患类型及严重等

级，并转换为可听声音信号及波形输出，帮助巡检人员准确发现线路故障隐患，

预防恶性故障的发生，避免了不必要的停电，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同时也提高

了巡检人员工作效率和降低了巡检人员劳动强度。

二、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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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便携式设计，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一人即可操作。

2. 手持非接触、可视化、可听并显示波形、带电不接触检测。

3. 可对变压站开放（露天）设备带电扫描，发现并定位各种局部放电：电晕、

电弧、闪络、爬电、断线、拉弧等。

4. 发现并定位铁塔上的绝缘子放电，露天电缆头的爬电，地下电缆的局放检测

及定位；

5. 在电力系统的交接及预防性试验中，主变及 GIS 的局放试验中，用该装置配

合局放仪使用，如有局部放电，可区分是内部放电还是外部放电，如是外部

放电，可定位具体的放电点。

6. 大型油浸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及 GIS 等生产厂家的出厂试验中，该装置在

局放试验中配合局放仪使用，如有放电，在局放仪的屏幕上不能看出是内部

放电还是外部放电，用手持式巡检定位仪扫描试品。可很快发现并定位外部

放电点，如无外部放电则判断为内部放电。

7. 高压密封气体液体的泄漏检测。

8. 300 万像素高清摄像头可轻松对焦检测故障点，并对杆塔标识及故障设备拍

照。

9. 嵌入式 GPS 接收器自动存储坐标数据，并提供 GPS 导航功能，方便查询及保

存检测路径。

10.具有检测温度和湿度的功能，可实时检测环境温湿度。

11.具备数据保存功能，可以实现数据回放功能。

12.显示屏为彩色触摸屏，便于检测人员检测和使用。

13.强度适中的绿色激光描准，阳光下人眼易跟踪。

14.灵敏度高、具有方向性和指向性，可对线路故障准确定位。



- 4 -

15.专用，聚焦能力强，可在行驶速度为 30km/h 车辆上进行检验。

16.超声波检测可适用于噪音环境，不受环境声音影响。

17.检测采用非接触方式，有效检测距离可达 30米，安全可靠。

18.使用” ADMIN” 巡检后台软件方便地进行数据管理和进行评估。

三、技术参数

电路系统 抗干扰滤波的模拟电路及数字电路

CPU 主频 533MHz

内存 运行内存 256MB DDR2， 1GB NandFlash

显示屏 OLED 液晶显示并有背光

接口 SD存储卡，USB，串口，耳机

SD存储卡 8G 以上 TF 卡

摄像头 300 万像素高清摄像头

附属配置 GPS，温湿度，高亮度激光笔

存储功能 GPS 坐标，时间/日期，温/湿度

测量量程 -7dBμV ~ 68dBμV

频率范围 20—150kHz

分辨率 1dB

误差 ±1dB

传感器灵敏度 -65dB (0dB = 1volt/μbar rms SPL）

传感器中心频

率
40kHz

使用环境 -25℃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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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直径 16mm

相对湿度 0 - 95%

充电器规格
输入：100-240V， 50/60Hz

输出：电压 20V，电流 3.25A

电池供电：锂电池

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

电池保护：当 5 分钟内无操作时 LCD 背光关闭，当 20 分钟内

无操作时自动关机。电池电量低于 5%时系统发出

蜂鸣声提示及时保存数据，用户需关机充电。

四、产品组成

名称 实物照片 功能/描述

主机

通过摄像头和激光探测器，准确定位要探

测位置，通过超声波传感器及电气回路，

在空气中高效地接收频率为 40±5kHz的

超声波信号，并将接收来的超声波音频信

号和波形图，输出可听声音和直观波形文

件。屏幕为彩色触摸屏，可显示波形、dB

值、温湿度以及 GPS等信息。

充电器

输入(input) ：100-240V , 50/60Hz

输出(output)：电压：20V 电流：3.25A

功率(power)： 65W

接口尺寸：外径 5.5mm 内径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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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卡
提供 8GB TF存储卡，存储超声波信号及

其它数据。

温湿度传感

器

提供温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环境温度和

湿度，开机后将显示当前环境温度和湿

度。

耳机

提供高性能隔音立体声耳机，便于检测人

员收听超声波声音,防止了外界声音到检

测人员的干扰。

安全密封箱
提供专用高档安全密封箱，便于装置存放

和保存。

笔记本电脑

（选配）

提供高配笔记本电脑，用于安装 ADMIN

巡检后台软件，给用户提供方便的检测后

续管理功能。

相机

（选配）

可配高性能单反相机，用于对故障点以及

相关位置拍照，用于后期存档及分析。

望远镜

（选配）
高倍望远镜用于对故障点位置详细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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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结构

主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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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位置 功能/描述

电源开关 对设备进行开关机操作。

耳机接口 用于音频输出。

SD卡插槽 用于插入 SD 存储卡，最大支持 32GB 容量。

RS232 用于调试用串口。

Min USB USB1.1，用于调试。

USB 接口 USB1.1，可外接鼠标键盘等。

充电接口 用于插接充电器，输入电压为 20VDC。

充电指示 插入充电器未充满为黄色灯，充满后为绿色灯显示。

电池 对设备进行供电。

摄像头 300 万像素高清摄像头，可对焦距进行手动调节。

GPS 用于接收 GPS 信号。

温湿度传感器 用于检测环境温度和湿度，开机后将显示当前环境温度和湿

度。

音量+ 用于增大耳机输出音量。

音量- 用于减小耳机输出音量。

拍照 用于对故障位置进行拍照。

数据存储 用于存储可听声音和直观波形文件。

激光开关 用于开启和关闭激光发射器。

信号接收器 用于接收外部超声信号。

六、操作方法

1. 开机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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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功能/描述

1 管理编号：标识当前存储数据、拍照以及回放数据的管理目录。

2 显示当前日期时间。

3 电池电量显示，当低于 5%时，系统发出蜂鸣声提示关机充电。

4 300 万高清摄像头显示区，摄像头用于故障定位以及图像采集。

5 数据波形分析区，用于声波波形显示，并提供实时超声信号强度以及

显示最大值。红色水平线用来标识检测背景，当大于检测背景时将输

出声波音频信号。

6 用来设置系统主要参数。

7 系统音量控制及检测背景设置。

8 显示频率、灵敏度、音量、温度、湿度、距离以及经度和纬度数据。

9 对已存储数据进行回放浏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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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用于数据存储以及相关信息。

11 对检测故障点进行拍照。

12 已存储照片浏览以及删除操作。

2. 系统设置

点击 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1) 管理编号

新建编号：用来建立新的管理编

号，管理编号以当前日期时间为命

名规则保证唯一。

置为当前编号：选中列表中的管理

编号，可将其置为当前管理编号，

从而对其进行数据的追加和数据回放分析等操作。

删除选中编号：可对选中管理编号进行删除。

当前管理编号下的测试距离通过点击“ ”和“ ”键来设定。

2) 日期/时间

当选择 GPS 模式时，将进入 GPS

自动对时模式。

当选择手动模式时，通过调节

“ ”和“ ”键来设定日期

时间。

3)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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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等待时间通过“ ”

和“ ”键来设定，默认值为

10秒；

数据存储时间通过“ ”和

“ ”键来设定，默认值为1

分钟。

4) GPS导航

当点击“开启GPS导航功能”时，进入GPS 导航状态，导航功能与日常使

用导航功能类似。

5) 数据导出

选择 为将SD卡中文

件复制到 USB 存储器中。

选择 为将SD卡中文

件转移到 USB 存储器中。



- 12 -

6) 屏幕校准

点击“笔针校准”，进入触摸

屏校准状态，完成校准工作。

7) 恢复出厂

点击“恢复出厂设置”，可将

设置恢复到出厂时的默认配

置。

8) 返回

点击“返回”键时，退出功能菜单界面，返回到初始界面。

3. 背景设置

点击 进入音量控制界面。

“背景”为检测环境的背景噪声，

可根据现场环境来进行设置，当超过

背景噪声值时，音频将根据超声信号

强度输出不同强度的音频信号。

背景音量大小可通过“ ”和“ ”键来设定。



- 13 -

4. 常规信息

点击进入常规信息界面。

频率默认值为 40kHz；灵敏度默认

值为 120dB；音量可通过音量控制来

调节；温度和湿度为自动检测；检测

距离的默认值为 10M，可通过“系统

设置”—>“管理编号”进行设定；经度和纬度为自动检测。

5. 数据回放

点击 进入数据回放界面。

文件列表区：可显示所有存储的文件，

并可对文件进行删除；

波形播放栏：可以播放录制的波形，具

有播放、暂停、停止功能；

信息显示区：显示所选文件内容。

当触摸 键时，返回到初始界面。

6. 数据存储

在检测到异常超声波信号时，需要

对其进行数据存储，按下 或仪器侧

方按键 时，该按钮变为 ，波形

显示区显示存储等待倒计时，经过存储

等待时间后，进入存储状态，波形显示

区显示已存储时间长度，并伴有黄色和红色交替闪烁标识。当存储按钮恢复为

“数据存储”时，表示存储完毕，可进行下一次存储。存储过程中可点击“停

止”，来手动停止某次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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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拍照

点击 或仪器侧方按键 时，可对故障点进行拍照记录。

8. 照片预览

点击 进入照片预览画面。

该界面允许对照片进行预览操

作，对无用的照片可进行删除。

七、现场检测流程

检测人员携带 ZX-V1 综合检测仪在线检测装置，顺线路步行或开车对线路进

行检测，具体流程如下：

开车或步行对线路进行超

声波带电检测

发现异常

超声信号

采用激光探测器或高清望远

镜摄像头多角度寻找故障点

对隐患点进行数据采集

和记录

利用巡检后台软件建立数据

库对数据进行分析，并打印

相关报告

记录数据

 录制超声波形数据。

 记录检测位置时间和

数据文件。

 对隐患点进行拍照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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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ADMIN 巡检后台软件

ADMIN 提供了直观的导航和操作界面。

后台分析软件给用户提供方便的检测后续管理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后台软件分析缺陷严重程度并可以建立数据库。

用户可以将检测结果生成报告进行打印。

软件提供了搜索功能，用户可通过搜索功能对数据进行搜索，便于查询。

1. 安装

第一步：安装 phpStudy2013 软件，默认安装在 D盘 WWW 目录下面。

第二步：将 ADMIN 压缩包复制到 D盘 WWW 目录下，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第三步：运行 phpStudyAdmin 程序，将在电脑右下角显示图标，鼠标左键单击

此图标，点击“My HomePage" 运行程序。

2. 初始界面

运行程序后，进入软件初始界面：

 导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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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检索 ：可通过输入检索条件进行搜索，在不输入任何检索条件的情况

下直接点击“检索”，系统会弹出所有已记录的报告。

添加报告：可重新添加用户检测报告

 报告检索区

全选：可对被选择文件进行打印

删除全选：将选中文件全部设定为不选

批量删除：对选中报告全部删除

批量打印：对选中的报告进行批量打印

查看：查看当前报告

删除：删除当前报告

3. 打印报告

4. 报告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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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售后服务

凡购买本公司产品的用户均享受以下的售后服务：

 仪表自售出之日起一个月内，如有质量问题，我公司免费更换新表，但用户

不能自行拆机。属用户使用不当（如错插电源、进水、外观机械性损伤）的

情况不在此范围。

 仪表一年内凡质量问题由我公司免费维修。

 仪表自售出之日起超过一年时，我公司负责长期维修，适当收取材料费。

 若仪表出现故障，应请专职维修人员或寄回本公司修理，不得自行拆开仪表，

否则造成的损失我公司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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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装箱清单

序 号 名 称 数 量

1 主机 1 台

2 电源适配器 1 套

3 SHT 温湿度采集器 1 个

4 立体声耳机 1 副

5 U 盘（内含报告生成软件） 1 只

6 读卡器 1 个

7 铝合金机箱 1 只

8 使用手册 1 本

9 检测报告 1 份

10 合格证/保修卡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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