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UR 软件 4
电缆耐压检查和诊断

BAUR 软件与 BAUR 测试和诊断系统结合使用，用于中压电缆和电气设备的测试、诊断
测量和状态评估。凭借新型操作设计方案，BAUR 软件可为资产管理者和测量技术人员
在工作流程中提供最佳支持，使用户能够有效地规划和执行测量以及电缆网络的精确
状态监控。资产管理还受益于整个企业内的标准化流程以及对电气设备进行合格且可
重复的状态评估，从而可以推导出维护和更新策略，并根据优先顺序采取具体措施。同
时，流程的自动化和集成的组合方法将现场诊断所需的时间减少到最小值。简单有效的
数据管理允许全面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以及信息的分配，例如，所有使用中的测量系统的
测量程序和评估标准。

亮点

 ▪  基于电缆网络的综合状态评估做出
更好的决策
 –  有说服力的测量方法和明确的测
量结果

 –  对电缆网络进行专业、客观和可
重复的状态评估，作为基于状态的
维护策略的决策基础

 –  通过可比较的测量结果和历史数
据比较积累经验

 –  导入和导出接口可实现轻松数据
交换和统一流程 

 ▪  通过自动化流程和报告节省现场
时间
 –  针对各种应用情况和电缆线路使
用标准化诊断序列，在现场只需
调用

 –  系统化的现场测量流程

 –  通过预先定义的评估标准进行自
动化评估和有说服力的报告

 ▪  易于使用 
 –  与工作流程相匹配的多语言直观
用户界面

 –  简单易学

 –  新型操作设计在操作维护和现场
测量时为用户提供最佳支持

 –  通过统一流程以及在配置和评估
测量时避免错误来提高流程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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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 节约成本 具有前瞻性
 ↗  基于电缆网络的综合状态评估做出更好的决策 

 ↗  通过自动化流程和报告节省现场时间 

 ↗  易于使用

根据 BAUR 软件的模块，支持以下测量方法： 
电缆耐压检查 TD TD 和 PD

 ▪  电缆耐压检查（VLF-
truesinus®、VLF 方波、直流
电压）

 ▪  电缆外护套测试

 ▪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PD
 ▪  局部放电测量

 ▪  同步损耗因数和局部放电测量

 ▪  带损耗因数或局部放电测量的监测耐压试验 (MWT)

 ▪  完全监测式耐压试验 (Full MWT)

功能描述针对软件的最终扩展结果。

截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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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R 软件 4
优化资产管理
测试及诊断流程定义

利用 BAUR 软件，您可以使用诊断序列最佳体现出企业特定的诊断理念。为此，只需在诊断序列中添加企业内部规定，以便对不同电
缆或电网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执行和评估电缆诊断，例如调试或维护。然后，您可以通过导出/导入将序列直接分配到所有使用中的 
BAUR 测量系统。 

序列中规定了测量方法及其顺序以及每次测量的流程。可以为每次测量和整个序列
定义评估标准，评估标准或体现当前的标准和规定并作为模板随附在内，或符合企
业特定的规定。保存的标准用于测量结果的自动评估，这就使得没有经验的用户在
测量之后也可以直接做出关于电缆线路状态的专业陈述。 

为了更好地概览，可以将序列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根据电缆线路的优先级或个性
化资产管理方法。用户只需在现场选择所需的序列，就可以立即看到接下来的步
骤。

序列可以在 BAUR 测量系统之间交换，必要时可随时进行调整，这便于知识转移和
积累经验。此外，这样还可以实现可重复和可比较的测量结果，久而久之就可以看见
电缆线路的状态以及老化情况。

诊断序列

第 2 种测量方法
例如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第 1 种测量方法
例如电缆耐压检查

第 3 种测量方法
例如局部放电测量

程序
例如 2 个电压等级， 

测试耗时各 1 分钟

程序
例如 3 个电压等级， 

每个电压等级 8 次测量

评估标准
损耗因数极限值

程序
...

例如：在一个序列内配置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电缆线路   MPS 135

标准电缆

重要电缆

标准

修理

开始运行

维护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局部放电测量

电缆耐压检查

序列 测量 报告

评估标准程序

程序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步骤 电压 测量次数

评估：

评估：

评估：

模板 模板 1

截图示例
功能描述针对软件的最终扩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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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缆数据管理

在 BAUR 软件的中央电缆数据库中，您可以管理和维护电缆数据及所有相关信息。 
或者也可通过可选的 GIS 接口导入电缆数据。每个电缆线路的所有测量和测试，包括所有状态数据，都将保存，因此可集中用于您的
策略规划。

系统化的现场测量流程

利用 BAUR 软件控制连接的测试和诊断系统并执行诊断。定义的诊断序列显著简化了现场测量流程，因为测量和评估参数已经存储，

BAUR 软件 4
电缆耐压检查和诊断

测量于 2019.02.28，12:33

报告

电缆数据

电缆线路 长度 额定电压
MPS 135 997 m 18/30 kV

电缆状态
自动评估功能 更改风险级别

中等风险

需要的措施

观察电缆状态

当前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开始测量。

自动化评估可靠的状态评估

所有相关的测量结果以数字和图形连续显示，在测量期间即根据定义的极限值进行评估。这样，电缆
线路的状态随时可见，必要时，用户可以干预测量流程。序列结束后，基于所有测量结果自动评估电缆
线路的总体状态和各个测量结果。

报告生成

BAUR 软件自动生成有关所执行测量的报告，其中包含所测试电气设备的所有信息。这使您可以全面
概览试品、诊断结果和状态评估。所有测量参数、评估标准和测量结果均以图表和表格形式显示，可根
据需要显示和隐藏。还可以通过诊断结果的注释和快照补充报告。也可以加入公司标志和地址。然后
可以将完成的报告导出为 PDF 或 CSV 文件。 

历史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Irms
负载 C
负载 R

5.74 mA
1000.0 nF

39 GΩ

重要电缆

维护

SDTD 图表

SDTD 值

kV

结果:

kV
kV
kV

27.0 kVrms

L1N

L2N

截图示例
功能描述针对软件的最终扩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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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R 软件 4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TD 测量）是一个非破坏性的积分过程，用于评估电缆线路的状态。
它可提供有关电缆绝缘层状态及其老化状态的明确信息。

使用 BAUR 软件可通过介质损耗因数测量在几分钟内快速、差异化地评估电缆绝缘层
并检测到缺陷：

 –  XLPE 电缆绝缘层中由于水而损坏的部位（水树）， 

 –  由于干燥导致油浸纸绝缘电缆绝缘层中的缺陷部位，

 –  由于湿气而导致油浸纸绝缘电缆的绝缘效果不足，

 –  接头/终端套筒中的湿气，

 –  可能的局部放电。

最主要的特征

 ▪  高测量精度 (1 x 10-4) 和有效性：

 –  测取漏电流

 –  分辨率最高可达 1 x 10-6 (MTD)

 ▪  根据当前标准或针对所有损耗因数
参数及不同电缆类型个性化设置的
极限值进行测量和评估

 ▪  测量期间连续评估测量结果

 ▪  实时以数字和/或图形显示 
MTD、SDTD 和 ΔTD

 ▪ 超过相应极限值时自动中断测量

 ▪  记录测量过程中的电压和电流特性
曲线

 ▪  通过比较当前和历史损耗因数值进
行趋势分析

 ▪  通过与负载无关的 VLF-truesinus® 
电压获得可靠、可重现的测量结果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模块可作为选项提
供。

通过检测和清晰显示所有相关的损耗因数参数，BAUR 软件可以明确区分电缆上的不同老化效应。为
此，以数字和/或图形连续显示和评估以下值：

SDTD：  标准偏差（损耗因数的稳定性）
MTD：  损耗因数的平均值
∆TD：  相邻电压级之间损耗因数的变化值

示例： 
逐级升高电压（Ramp-Up 阶段）过程中的状态评估。下降的损耗因数值表示接头中存在湿气。

当前 历史

编号

Irms
负载 C
负载 R

5.74 mA
1000.0 nF

39 GΩ

重要电缆

维护

kV mA

27.0 kVrms

明确的测量结果可以可靠地评估电缆状态

截图示例
功能描述针对软件的最终扩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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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特征

 ▪  根据 IEC 60270 进行局部放电测量
和校准

 ▪  局部放电电平测量和一目了然的图
形显示

 ▪  测量过程中即通过自动局部放电检
测和定位表明缺陷

 ▪  检测局部放电的起晕电压（即使 <> 
U0）

 ▪  检测局部放电的大概熄灭电压

 ▪  可概括显示整个电缆长度的局部放
电活动

 ▪  通过远端和近端的局部放电测量精
确定位接头

 ▪  通过局部放电相位分辨示意图，精准
确定电缆故障类型

 ▪  自动局部放电评估：简单快捷

 ▪  由于有源噪声抑制，即使在高干扰电
平下也可执行局部放电测量

 ▪  基于电缆数据精确定位电缆绝缘层、
接头和终端套筒的局部放电活动

局部放电测量模块可作为选项提供。

BAUR 软件 4
局部放电测量

组合的优点

损耗因数测量和局部放电测量可完美互补，因为它们既可以检测总体状态，也可以检测
和定位电缆的单个故障。
与 VLF 电缆耐压检查 (Full MWT) 的组合提供附加信息：通过电缆耐压检查可以看出
电缆设备能否在特定的测试耗时内承受负荷，而介质损耗因数测量则可以对电缆绝缘
层进行状态评估，并能借助局部放电测量识别并准确定位局部放电故障位置。MWT 最
大的优势在于以状态为导向的测试耗时：条件允许时，可以缩短测试耗时，这可以降低
成本和电缆线路的负载。这样电缆就只需要在必要的时间内承受较高的测试电压。

在很多情况下，局部放电 (TE) 都是绝缘层击穿的前兆，因此出现局部放电是评估绝缘质
量的基本标准。在重新铺设后、维修后以及需要验证老化电缆的运行可靠性时，执行局
部放电测量，因为可以检测到以下故障：
 –  新旧配件的缺陷（例如，错误安装的接头）

 –  塑料绝缘电缆绝缘层的缺陷（例如，电树）

 –  由于干燥而导致的油浸纸绝缘层的绝缘性不足

 –  电缆护套上的机械损伤

相位分辩的局部放电图 (PRPD)

通过最先进的评估方法确定局部放电的相位位置。由此可以限制故障类型，并且可以有
针对性的、高效且经济的规划后续的测量以及维修措施。

截图示例
功能描述针对软件的最终扩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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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联系方式：

BAUR 代理商：
www.baur.eu/en/baur-worldwide

BAUR GmbH (Heado�  ce Österreich)
T +43 (0)5522 4941-0
F +43 (0)5522 4941-3
heado�  ce@baur.at
www.baur.eu

BAUR Prüf- und Messtechnik GmbH
T +49 (0)2181 2979 0
F +49 (0)2181 2979 10
vertrieb@baur-germany.de
www.baur-germany.eu

BAUR France
T +33 (0)9 800 10 300
F +33 (0) 172 718 485
info@baur-france.at
www.baur.eu/fr

Baur do Brasil Ltda.
T +55 11 297 25 272
atendimento@baurdobrasil.com.br
www.baurdobrasil.com.br

奥地利保尔公司上海代表处
电话 +86 (0)21 6133 1877
传真 +86 (0)21 6133 1886
shanghaio�  ce@baur.at
www.baur.eu/china

BAUR Test Equipment Ltd. (UK)
T +44 (0)20 8661 957
sales@baurtest.com
www.baurtest.com

BAUR Representative O�  ce Hong Kong
T +852 2780 9029
F +852 2780 9039
o�  ce.hongkong@baur.at
www.baur.eu

供货范围

 ▪ BAUR 软件 4 
模块取决于系统装备：

 –  电缆耐压检查

 –  TD（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  PD（局部放电测量）

可选软件功能

 ▪  GIS 接口

 ▪  BAUR GeoBase Map（根据要求开放可用国家）

 ▪  适用于办公室电脑的 BAUR 软件 4（办公室安装）

 ▪  介损因数||局部放电测量（同步损耗因数和局部放电测量）

有关各个功能和所需系统配置的信息可从您的 BAUR 代理机构处获取 (www.baur.eu/en/baur-worldwide)。

系统前提条件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或更高
推荐：Windows 10

.NET Framework 4.8

内存 4 GB RAM
推荐：8 GB RAM

显示器 符合供应内容的 TFT 显示器
最低分辨率 1280 x 1024 像素推
荐：1920 x 1080 像素

一般信息

数据交换 数据库 (DB3)

数据导出格式

报告 PDF

外部系统和 statex® 的 TD 
数据

CS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