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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压电网具有前瞻性的维护

为了有针对性且经济高效地维护和更新中压电缆，必须了解电缆状态。电缆诊断有助于获得有关中压
电缆和中压配件状态的可靠信息。Baur GmbH 为此开发了 Baur 软件 4，以便网络运营商可以根据自
己的规定更快地执行诊断。使用当前发布的版本，用户可以为测量和测试设置个性化标准，指定评估
标准并创建统一报告。从而确保测量结果的最大可比性。

如果公司运用不同的测量技术并由不同
的人员进行测量，则难以确保在电缆耐
压检查和电缆诊断时采用相同的工作方
法。电缆线路的维护根据电缆的状态进
行，由于测量持续时间、电压等级或极
限值的规定不同，对维护而言至关重要
的诊断结果可能会大为迥异，以至于无
法与较早的测量结果或与类似电缆的测
量值进行比较。

而提高可比性则有助于做出可靠且优化
预算的决策。通过对比，资产管理者可
以更好地确定哪些电缆线路需要进行后
续测量，哪些线路需要尽早维修或更
换，哪些线路暂时不需要采取任何措
施。

个性化的测试和诊断标准

Baur GmbH 开发了 Baur 软件 4，以便
配电网络运营商可以根据自己的规定细
化或扩展符合标准的电缆线路测试和诊
断，并确保具有可比性的结果（图 1）
。它支持运营商实施其特定的诊断理
念，并将符合标准的规定与公司特定或
项目专用的功能相结合，从而创建高效
的工作流程。

该软件可在 Windows PC 上运行，因此
可在测试车辆中或便携式 Baur 测试和
测量仪（例如 viola 和 frida）的笔记本
上以及办公室中使用。它支持与中压电
缆设备的诊断和测试相关的所有过程：
从测量和编制报告到数据传输，再到资
产管理中的保存和评估。

借助 Baur 软件 4，网络运营商可以定义
自己的诊断序列（图 2 和 3）并将其存
储在所有 Baur 测量系统中。以下应用
示例展示了定义自己的流程能够带来的
优势。

全新或部分更新的电缆线路 

对于全新或部分更新的电缆线路，采用
标准的电缆耐压检查。然而，为了检查
例如是否按照标准且高质量进行了接头
装配，局部放电测量也是十分必要的。
无论是在移交过程中负责质量把控的公
司，还是想要保护自己免受装配相关错
误的影响的网络运营商，都可以在诊断
序列中将测试和局部放电测量结合用于
全新的电缆线路。然后，现场的测量技
术人员选择“新电缆线路”序列并执行指
定的测量。这样就可以在现场创建清晰
统一的流程，并确保资产管理中的测量
结果具有可比性。

较为老旧的电缆线路
对于较为老旧的电缆线路，介质损耗因
数测量可提供绝缘状况的其他重要信
息，这些信息是局部放电测量无法提供
的。在这种情况下，组合两种方法就很
有意义，并且可以针对使用十年以上的
现有老旧设备定义序列——例如结合其
他测试。对于新电缆，介质损耗因数测
量没有意义，因为它仅在绝缘层中的增
塑剂释放气体后才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该测量是评估整个老化过程的数据基
础。

适合电缆的诊断
针对塑料绝缘电缆、油浸纸绝缘电缆和
混合线路保存各种测量顺序和评估标
准，以便根据符合规章制度的公司特定
规定进行适合电缆类型的诊断。 

测试即服务
任何进行检查和测量（例如在开始运行
前检查风电场电缆）的第三方代表均可
以为所有团队成员指定相同的项目流
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客户的所

有特殊要求——例如进行不同持续时间
或不同电压等级的测量。也可以影响与
评估或客户报告相关的公差极限，以便
为客户提供所有测量或测试的一致报
告。

更快，更轻松，可靠性更高

定义自有诊断序列不仅可以使流程和报
告标准化，同时也可以为日常工作提供
最佳支持。标准化的流程可以使操作变
得高效而快速。根据规定，软件会在后
台自动评估测量值并进行目标分析。测
量技术人员可以从整体评估中获取更多
细节，并针对每个测量值调用评估。从
而使临界状态清晰可辨（图 4 和 5），
并且在必要时软件会自动停止流程。这
样可以避免测试造成的损坏，或者中止
对电缆造成过大负荷的诊断测量，以便
在维修之前可以继续使用该线路。 

节省时间：同时进行测试和测量

如果诊断结果已经表明状况良好，在允
许的情况下，也可以缩短电缆耐压检
查。这样操作以及同时进行测量和测试
序列可以带来时间和成本优势。例如，
在现代化 Baur 系统中可以将介质损耗
因数测量和局部放电测量结合起来。这
意味着诊断测量可以轻松地集成到日常
流程中，并且与依次进行测试和测量相
比，执行状态评估所需的时间大大减
少，这对资产管理非常重要。 

灵活的数据交换和轻松的后续处理

为了使个性化创建的诊断序列在整个公
司内都能正常工作，可以将集中创建的
规定推广到所有相关系统中，而无需考
虑硬件和现有的测量方法。报告和测量
结果的数据交换同样轻松方便。一方
面，报告提供关键结果的摘要；另一方
面，则详细介绍所有测量和测量值（图 
6）。在测量期间，员工还可以创建相
关测量曲线或条件的屏幕截图，并将其
添加到报告中。 

可以将结果数据导出到电子表格或分析
软件 statex® （图 7）中以进行进一步评
估（参见 ew 11-12/2019）。Baur  
statex® 评估介质损耗因数测量的数据并
计算统计上的电缆剩余使用寿命。为此
将使用专利算法，该算法提供的预测比
诸如依据 IEEE 400.2 进行的评估更加
精确。

概要

Baur 软件 4 中的创新功能使配电网络运
营商能够根据客观、专业并且可复现的
状态评估来执行维护和更新策略，并同
时考虑其自身的规定以及这些规定中运
用的知识。统一运用自有诊断理念的可
以积累经验和知识，从而体现为更高的
网络可用性、更低的维护成本和重置投
资。

符合电网运营商自身规定的前提下优
化电缆诊断程序。

轻松设置有说服力
的报告

现场的测量序列保持一
致，节省时间和成本 

清晰的测量结果可靠
的状态评估 

整体评估电缆状态
的测量方法 

 

图 1。通过施行自己的诊断理念，可以定义自己的测量和报告标准。这在评估电缆状
态和进行测量时均具有优势。

图 2。通过定义自有诊断序列
可以将自己的经验整合到测量
中，并实施个性化测量标准以
实现良好的可比性。

图 3。在一个序列内配置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图 4。根据符号（左侧区域）快速识别电缆的状态，乃至各个相位。

报告

诊断序列

第 1  种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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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自有序列时涉及的测量和测试流
程简化将测量值错误或偏离测量值的风
险降到最低，并加快了现场工作，因为
可以快速高效地开始测量。这样，测量
技术人员可以专注于基本操作，并且无
需花费大量额外时间即可执行资产管理
的重要诊断。提供测量和测试服务的第
三方供应商可以通过自定义的测试和测
量序列更轻松（更快速）地满足客户要
求。最后，通过标准化报告为客户提供
高透明度。

图 5。局部放电测量期间的显示示例

图 6。报告示例：比较三个测量相位的介质损耗因数测量值

图 7。导出测量数据时的对话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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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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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

电缆诊断程序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tan δ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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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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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油浸纸绝缘电缆绝缘层中由于干燥导致的缺陷部位
 ▪ 油浸纸绝缘电缆中由于湿气而导致的绝缘效果不足
 ▪ 接头/终端套筒中的湿气
 ▪ 潜在的局部放电

通过检测和所有损耗因数参数的清晰显示，可以区分电缆上的不同老化效应。 

在很多情况下，局部放电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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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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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燥导致油纸绝缘不足
 ▪ 电缆护套上的机械损伤

通过 B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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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有针对性、高效且经济地规划后续的测量以及维修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