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UR 产品概览
电缆网络是很敏感的， 
我们帮助您有效地维护。



绝缘油检测
绝缘油是许多电力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精炼的矿物油、硅油、植物油（天然酯）和合成酯可确保变压器、医疗仪器、防护装备甚至
雷达平稳运行。绝缘材料会因为污染和老化而丧失其绝缘、冷却特性。这可能导致变压器和系统设备损坏或故障。

绝缘油检测均依照国内和国际标准执行。通过优化使用绝缘油和定期检测可以提高油绝缘型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并极大节约成本。

击穿电压检测

DPA 60C、DPA 75C 和 DTA 100C 
绝缘油测试仪 
BAUR 提供的绝缘油测试仪中有最高电压
60kV或 75kV 的便携型号，也有用于实验
室的 100kV 型号。击穿时极短的断电时

间和便捷的油样处理方式，均保证了关于绝缘油质量的分析和推
断的可靠性。
 ▪  根据国际和国内标准全自动检测击穿强度
 ▪  适用于硅油和酯类油
 ▪  通过最新的测量技术获得可靠、可重现的测量结果
 ▪  ITS Lite 软件包含在供货范围内

DTA IL
适用于内嵌的 
绝缘油测试仪
BAUR DTA IL 是一种性能强大、可靠的油
测试仪，它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或在制备工
作用油时，对绝缘油的击穿强度进行连续
检测（内嵌式）。 

损耗因数测量

DTL C 
tan delta 油介损测试仪
Tan delta测量法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油测
试方法。Tan delta介损测量法在全球广
泛应用于油的提取和精炼，以及用于在
实验室中确定新、旧绝缘液体的油品质

量。BAUR 油测试仪 DTL C 可根据特殊的测量原理测量精确至 
1x10-6 的 tan delta 值。
 ▪ 根据国际标准全自动测量
 ▪  性能强大，特别适合于在实验室中长期使用
 ▪  多个校准器可在数十年内确保精度和可重复性
 ▪ ITS Lite 软件包含在供货范围内

BAUR 软件

ITS Lite
油测试管理软件 

BAUR ITS Lite 软件用于读取和保存 DPA 
60C、DPA 75C、DTA 100C 和 DTL C 油
测试仪的测量记录。

BAUR GmbH



 

电缆故障定位
电缆系统中发生故障时，必须通过高效的预定位和精确定位方法快速、准确地查明情况。为此，BAUR 提供了结实、可靠而又灵活的仪
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检测方法。

烧穿电源

ATG2 和 ATG6000
烧穿电源
ATG可以将高阻故障转换成低阻故障。这样
就可以使用脉冲反射测试仪对低阻抗故障进

行预定位。即使在全负荷状态下，也能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最高 
10kVDC，ATG6000 最高 15 kVDC）对功率进行调整。在 32A 
或 90A 的可调输出电流下可以达到特别高的烧穿功率。

电缆识别和相位判断

KSG 200 / 200 A / 200 T / 200 TA
电缆识别系统
KSG200用于从电缆束中辨别出单芯和多芯电
缆。ATP分析（幅值、时间、相位）可以确保在

辨别电缆时拥有最高安全性，甚至还允许识别最高带有400V电压
的电缆。

paula
相位识别装置
相位识别装置paula用于在接地或短接状态
下，对中压和高压电缆进行准确的相位识别。

在成熟的测量方法的辅助下，paula可以为最长40km的电缆提供
精确的相位分布结果，并且在涉及电力设备的作业中遵守最严格
的标准和安全标准 (EN50110-1，DIN VDE 01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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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护套测试和故障定位

shirla
电缆护套测试和故障定位系统 
shirla 用于按照 IEC 60229 在最大10kV
范围内进行电缆护套测试、根据 Murray 和 

Glaser 的电桥测量法进行故障预定位以及根据跨步电压法进行
精确定位。此外，测量电桥是对传统电缆故障定位系统最理想的
补充。各种电桥的应用让 shirla 也能执行针对电力电缆和控制导
线的复杂故障定位任务。

KMF 1
电缆护套故障定点仪
定点仪 KMF1 应用跨步电压法。
 使用两个可以在运输时拆分的测量头对电缆

线路进行步测。该定点仪也适用于定位多个连续的护套故障。

预定位和精确定位电缆线路

CL 20 
电缆定位仪
使用电缆定位仪CL20可以方便地对长、短电
缆进行定位。该仪器支持多种定位方法，此外

还可确定铺埋深度。CL20是在开展挖掘工作前精确定位电缆路
径的理想仪器。



Locator Set/UL30
电缆路径和故障定位设备
该配有强大音频发生器 (50VA) 的定位仪套件
用于定位线路路径和确定电缆的铺埋深度。

通过使用各种配件，可以借助跨步电压法、扭力场法或声磁传播时
间法以声磁形式进行精确定位。该设备由音频发射器、数字菜单
驱动式接收器 (UL30)、头戴式耳机、地面麦克风（选项）、搜索线
圈和各种连接配件构成。

TG600 和 TG20/50
音频发射器 
声磁发射器TG600专门设计用于按照扭力场
法精确定位电缆故障和接头，以及定位电缆路

径和确定电缆的铺埋深度。将具有两种可选频率 (2 kHz；10 kHz)
、最高 600VA 的声磁信号输入电缆，然后使用搜索线圈捕获。

UL30
通用接收器
UL30是一种数字菜单驱动式多功能搜索接收
器。该接收器也可用于管道声波故障定位、借

助跨步电压法和扭力场法进行定位，以及定位电缆路径径。为了
便于精确定位电缆故障，可以将 UL30 与地面麦克风 BM30、冲击
电压发生器 (SSG/STG) 组合使用。为此，该接收器提供了大量的
磁性和音频信号捕获功能，并能显示距故障部位的距离。

冲击电压发生器

STG600
冲击及测试发生器
电缆故障定位系统 STG600 是一种冲击电压
发生器；用于对电缆护套和绝缘故障进行测试

和准确定位。多功能电缆故障定位系统STG600专门为低压配网
而设计。

SSG 500
冲击电压发生器
最高电 压等级 达16 k V的冲击电 压发生器
SSG500特别适合于低压和中压电网。它可以

与IRG一起，根据ICM（脉冲电流法）进行预定位。在结合精确定
位仪器后，SSG500可以作为电缆故障定位的便携解决方案。

SSG1100 – 3000
冲击电压发生器
冲击电压发生器可以对高压、中压和低压电
缆中的高阻抗、低阻抗和间歇性故障进行精

确定位。牢固、功能强大的冲击电压发生器 SSG1100 (1100焦)
、SSG1500 (1536焦)、SSG2100 (2048焦) 和 SSG3000 (3000
焦) 不仅可以安装到电缆故障定位系统 Syscompact 和 Transca-
ble 中，也可以作为独立的仪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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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域脉冲反射测试仪

IRG 2000
脉冲反射测试仪，TDR
脉冲反射测试仪 IRG 2000 是一种便携、易用
的仪器，它可以借助脉冲反射和其他方法（例

如SIM/MIM）对低压、中压和高压电缆进行电缆故障预定位。 
使用这种紧凑型仪器可以对最长 65 km 的电缆进行测量。故障
距离会显示出来。

IRG 3000
脉冲反射测试仪，TDR
在要求较为复杂的电缆故障定位任务
中，IRG3000是最佳选择。这种易用的电脑

辅助型仪器提供了独特的功能，可以智能、自动地进行电缆故
障定位，例如使用 SIM/MIM 法（结合冲击电压发生器）。超过
1000km的测量范围可以确保其能够对极长电缆中的故障进行自
动定位。最重要的是，IRG3000可以内置到电缆故障定位单相或
三相系统（Syscompact 或电缆测试车）中去。也可以将其用于控
制VLF测试和诊断系统。

TDR 500 / TDR 510
手持式脉冲反射测试仪
TDR500用于对各种电缆进行长度测定和故
障定位。它可以检测出断线、短路、接触不良、

不合理支线、进水和其他电缆故障。这种仪器能够测量电缆长
度，并显示出距故障的距离。BAUR TDR 510 具备能够存放 50 
次测量信息的存储器，并且提供了将当前 TDR 测量的曲线与已存
储的测量曲线进行比较的功能。 
 ▪  可针对不同测量范围和电缆类型进行参数设置
 ▪  通过测量类别 CAT IV / 600V 进行符合标准的安全带压测量（
使用可选的分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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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测试和诊断
地下电缆网络非常昂贵。对电力电缆网络的运营商来说，基于状态的维护方法显得日益重要。因此，获取关于电缆线路状态的详细
信息将提供竞争优势。

交流和直流电压检测

PGK HB 
高压测试仪器
极少有产品能像 PGK HB 系列产品中的测
试仪那样具有寿命长、牢固且经济的特点。

这些仪器可以生成正/负直流电压和工频交流电压。
 ▪  对中压和高压电缆进行最高 260 kV 的直流电压测试
 ▪  对开关设备和母线进行最高 190 kVrms 的交流电压测试 
(60 Hz)

 ▪ 易用、免维护的两件式结构

PGK 25 
高压测试仪器
这种便携电缆测试仪用于对低压和中压电缆
进行直流电压测试。其特点在于重量轻、非

常易于使用，且具有牢固的结构设计，适于现场使用。
 ▪  两个可连续调整的输出电压范围：0 – 5 kV 和 0 – 25 kVDC
 ▪  通过电池或电源供电
 ▪  内置的 12 V、6.5 Ah 电池支持 30 – 60 分钟的工作时间
 ▪  内置放电装置，最大放电能量：5000 Ws (16 μF/25 kV)

PGK 50 和 PGK 80
高压测试仪器 
电缆测试设备 PGK 50 和 PGK 80 可以为
中压电缆的直流电压检测提供最高 50kV 或 

80kV 的测试电压。
 ▪  内置放电装置，最大放电能量：8000 Ws
 ▪  高压输出端电压测量

便携的 VLF 测试和 tan-δ 诊断

frida TD
高压测试和 
诊断设备
众多电缆线路的电压不会超过20kV。使用

frida TD可以便捷、迅速地对这些电缆进行检测。其内置的 tan 
delta 介损测量装置还可以非常精确地自动测量出电缆的老化
状态。
 ▪  同一设备可以进行 VLF 电缆测试、tan-δ 诊断和电缆护套测试
 ▪  最大测试电压：24 kVrms/34 kVpeak

 ▪  基于 VLF-truesinus® 技术进行高精度 tan-δ 测量，精确度
达到 (1*10-4)

 ▪  全自动的诊断测量和测量结果分析。

viola TD
高压测试和 
诊断设备
viola TD 具有紧凑的结构设计和强大性能。

此仪器的输出电压为 42.5 kVrms (60 kVpeak)，适用于测试和诊断
最高额定电压 35 kV 的电缆。
 ▪  同一设备可以进行 VLF 电缆测试、tan-δ 诊断和电缆护套测试
 ▪  最大测试电压：42 kVrms/60 kVpeak

 ▪  基于 VLF-truesinus® 技术进行高精度 tan-δ 测量，精确度
达到 (1*10-4)

 ▪  全自动的诊断测量和测量结果分析。

VLF 测试和诊断系统

PHG 70 和 PHG 80 portable
VLF 电缆测试和诊断系统 
 全自动高压电源。

 ▪  同一设备集合了 VLF-truesinus®、VLF 方波和直流电压
 ▪  最大测试电压，PHG 70：38 kVrms/54 kVpeak 
最大测试电压，PHG 80：57 kVrms/80 kV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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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G 70/80 TD 和 PHG 70/80 TD PD
VLF 电缆测试和诊断系统 
该多功能测试和诊断系统可以对电缆状态
进行可靠的检测。该系统可以进行VLF电压

测试、tan-δ 介损测量和局部放电测量与定位。
 ▪  适用于最高 50 kV 的中压电缆
 ▪  最大测试电压，PGH 70 TD/PD：38 kVrms/54 kVpeak 
最大测试电压，PGH 80 TD/PD：57 kVrms/80 kVpeak

 ▪  适用于长电缆线路的 VLF 测试和诊断 
 ▪  高精度 tan-δ 测量和带有自定义编程功能的自动化测试程序
 ▪  根据 IEC 60270 进行局部放电诊断

在线局部放电诊断

liona 
电缆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仪
liona 可以在电网运行中，检测和定位电缆和

开关设备中的局部放电。
 ▪  使用 DeCIFer® 技术：基于5亿个测量结果评估的局部放电
识别专家系统。

 ▪  使用 iPD Transponder（可选）进行精确的电缆在线局部放
电定位

PD-SGS 
手持式局部放电巡检仪
PD-SGS检测运行中开关设备（空气或SF6

绝缘）的局部放电。 
实时以声音和数字形式显示局部放电。通过外置抛物面式超声
波传感器，可以在一定距离外检测高压设备（如绝缘子、电缆终
端、套管等）的沿面放电。

局部放电精确定位

tracy
局部放电感应器
tracy 可用于在预定位的电缆故障部位输出
高频脉冲。同时借助局部放电测量系统，例

如 PHG TD PD，可以对该信号进行定位，并与局部放电预定位
的结果进行对比。
 ▪  操作非常简单，精确确认局部放电源
 ▪ 防护等级 IP 54

便携局部放电诊断

PD-TaD 60
便携 PD & tan-δ 诊断系统
PD-TaD 60 可以与 BAUR VLF 电源 frida 
TD、viola TD 相结合用于局部放电测量和定

位。
 ▪  全 MWT：全方位的电缆诊断分析，同时按照 IEEE 400.2 进
行局部放电和介损测量。

 ▪ 快速、安全检测电缆状态
 ▪  最轻、最紧凑的局部放电测量仪，最高可用于 60 kVpeak 电缆，
专用于现场移动式测量

www.baur.eu



www.baur.eu

电缆测试车

titron 
电缆测试车
Titron是一种用于进行电缆故障定位和

电缆测试的全自动电缆测试车。这种性能强大的新一代电缆测
试车采用了最新技术，提供高效、安全和可靠的电缆故障定位以
及电缆测试功能。
 ▪  全新、直观的操作设计，全球最先进的故障定位系统
 ▪ 中央自动系统控制 
 ▪ 最高的安全和质量标准 
 ▪ 灵活的技术和装备

Transcable 3000 
电缆测试车
根据应用范围和客户需求，可以提供电
缆故障定位、检测和诊断功能。另外还可

以根据电网情况选择电压水平和能量级别。提供单相和三相规
格以供选择。 

电缆故障定位系统

Syscompact 2000 M 
便携式电缆故障定位系统
先进的多功能电缆故障定位系统，重量轻，

最高电压可达16kV。内置的冲击及测试电压发生器用于进行电
缆和电缆护套测试，以及对高阻抗和间歇性故障进行精确定位。 
 ▪  可对最长 65 km 的低压/中压电缆进行故障定位
 ▪  可对高阻抗、低阻抗以及间歇性故障进行定位
 ▪  采用最新的故障预定位方法（SIM/MIM，冲击电流法） 

Syscompact 2000 portable
电缆故障定位系统
电缆故障定位系统 
Syscompact 2000 portable 用于准确定位

低压和中压电缆上的高阻抗和间歇性故障。
 ▪ 快速、可靠和精确的电缆故障定位
 ▪ 性能强大的高压单元，最高 32 kV/2100 J
 ▪ 内置多种电缆故障定位方法

Syscompact 2000 
电缆故障定位系统
Syscompact 2000 是一种采用模块化 19“ 
机架设计的多功能电缆故障定位系统。Sys-

compact 集 TDR IRG 2000、SIM/MIM 耦合系统、ICM 故障预
定位方法和性能强大的冲击电压发生器 SSG 于一体。它拥有便
携解决方案和适用于车载、带有25m或50m电缆卷轴的两种规
格。作为便携解决方案时，首选配备1100焦 8/16/32kV冲击发生
器。车载规格最高配备 3000焦、8/16/32 kV的发生器，此外还
可选配4kV的电压等级。

Syscompact 3000 
电缆故障定位系统
Syscompact3000是一种多功能电缆故障定
位系统。它结合了计算机辅助的 TDR IRG 

3000、SIM/MIM耦合系统、ICM故障预定位方法和性能强大
的冲击电压发生器SSG（最高3000焦、32kV，三个电压等级 
8/16/32 kV，可扩展4kV）。

电缆测试车和故障定位系统
对新的和老化的电缆线路进行精确、快速地电缆故障定位、检测和诊断 – BAUR 电缆测试车可以应用于各种情况。快速、可靠。专
门针对个性化的电缆测试和维护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