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欢迎惠顾

衷心感谢您选用本公司的产品，您因此将获得本公司全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

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存以备今后使用参考。并按本说明书对

仪器进行操作和维护，这会有助于您更好的使用该产品并且可以延长该仪器的使用寿命。如

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疑问，请及时联系本公司。

在编写本说明书时，我们非常小心和严谨，并认为说明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是正确可靠的，

然而难免会有错误和疏漏之处，请您多加包涵并热切欢迎您的指正。本公司保留对仪器使用

功能进行改进的权力，如发现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其功能与说明书介绍的不一致，请以仪器的

实际功能为准。

关于本仪器

高压配电网及输变电设备常因绝缘子劣化而发生闪络、接地或瓷瓶爆破等故障，影响生

产和人身安全。及时发现和排除绝缘子故障，对高压输变电线路的安全连续运行有着极大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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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一）、概述

绝缘子故障测试仪用于在不断电状态下查找发电厂、变电站输电线路中的绝缘子故障的

准确位置，还可应用于电气设备局部放电侦测、电晕放电侦测、高压开关放电检测等。

（二）、检测项目

1、检测带电运行绝缘子不明闪络故障（多次跳闸合闸）。

2、检测带电运行绝缘子绝缘下降有泄漏电流入地（响应灵敏度不小于 1毫安）。

3、合成绝缘子故障。

4、高压接头氧化放电侦测。

5、高压设备刀闸接触不良放电侦测。

6、电晕放电侦测。

7、污闪侦测。

（三）适用范围

各地的电力、农电、水利等凡有电力输电线路的部门，以及生产、使用各种高压电气设

备的工矿企业科研单位等。

http://www.zbfuneng.com/upfile/article/2009050714282214f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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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原理

当发电厂、变电站的输电线路中的绝缘子因劣化而发生闪络故障时，会发生一种高频超

声，这种高频超声人耳听不到，CT5610绝缘子故障测试仪的集波器将这一声音接收放大，

输入主机，采用独特的微电脑处理方式，将这一微弱信号整形、放大、处理后，转换为音频

信号，让使用者通过耳机听到这些声音，并在液晶显示器上看到该声音的强度指示，判断出

此绝缘子的劣化程度。该仪器具有很强的方向性（激光锁定声音来源，探测出劣化绝缘子的

具体位置），为状态检修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工作效率，达到仪器侦测故障的最终目的。

三、使用指导

绝缘子故障远距离检测技术长期以来是国内外专家研究的重点课题，由于受电子元器件

技术限制，其灵敏度一直达不到供电系统使用要求，随着现代电子元器件技术的突飞猛进，

其灵敏度的瓶颈得以突破，我公司在国内外专家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先进的进口元器件，研

制成功了 CT5610绝缘子故障测试仪，填补了国内绝缘子故障远距离测试的技术空白。该仪

器质量、性能完全超越国外同类产品。

本仪器主要用于绝缘子高压线路及供电设备远距离巡检，预知潜在故障，检测绝缘子运

行状况（绝缘子低阻故障，闪络故障，污染故障），避免逐个上杆（或铁塔）检查，避免大

面积检修和擦拭绝缘子。亦可检测高压接头放电，高压开关放电，电晕放电，节省人力，物

力。该仪器具有重量轻，携带方便，不受环境限制，操作简便等特点。CT5610测试仪是供

电系统保障正常供电，提高经济效益的理想检测仪器。

瓷质绝缘子正常运行中，由于其绝缘电阻很高，泄漏电流极小，本身不产生任何物理变

化及高频杂音；当其绝缘电阻下降后，泄漏电流增大，由于绝缘子本身材质决定会发出高频

杂音，CT5610测试仪收到这种高频杂音后，经内部电路及微电脑处理，有液晶显示的数字

大小及耳机听到这种声音后可判断此绝缘子的劣化程度。

四、功能特点

1、体积小，重量轻，结构新颖美观、功能全、操作简单快捷、安全可靠。

2、 对低值或零值绝缘子能自动报警。并能判断出已经漏电，但尚未击穿处于临界损坏的

绝缘子，在检测方法上是一个质的飞跃。

3、远距离侦测，激光瞄准，准确定位劣化绝缘子以及其设备故障的具体位置，判断准确率100%。

4、铝合金框架，坚固、轻便。

5、立体声耳机及液晶显示器双重指示，效果明显。

6、抗外界干扰能力极强。

7、智能化程度高

（1）具有锁定数据功能。

（2）欠压功能（电池欠压时，仪器自动关机）。

（3）恒流充电，充满自停。

8、可反复充电 1000 次的锂离子电池，配有智能化充电系统，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9、可选配使用环境湿度测量插件，便于了解绝缘子的真实工作环境。



五、检测方法

1、火花叉法

目前最常用的检测方法，该方法是根据火花叉与绝缘子接触是否产生放电来判断绝缘子

好坏。

2、小球放电法

目前较常用的检测方法。该方法是通过测量绝缘子两端的小球产生放电时的距离来分析

绝缘子的电压分布，从而判断被测绝缘子是否正常。这种方法要频繁调整小球距离，误判率

较大。

3、红外热像仪法

目前比较先进的检测方法。它是利用绝缘子表面的热效应原理进行在线检测的。这种方

法对涂有半导体釉的防污绝缘子非常有效。因为此类绝缘子在线带电运行时，正常绝缘子的

表面电流较大，温升较高，而劣质绝缘子的表面温度比正常绝缘子低好几度，用红外热像仪

易于识别。但对于玻璃绝缘子或普通釉的瓷绝缘子，其正常表面温度比劣质绝缘子表面温度

仅相差 1℃左右，在复杂的气候条件和现场环境下，测量及其困难，精度难以保证。

4、绝缘电阻法

它也是较先进的检测方法：它是通过电流传感器测得流经绝缘子两端的泄露电流后，再

以无线通讯的方式将测量结果传输到信息处理中心进行信息集中处理，从而实现对绝缘子的

遥测。但是该法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要在每一串绝缘子上安装一套检测装置，成本过高

在实际使用中用户是难以承受的，且装置的维护检修须停电才能进行。

5、激光多谱勒振动法

它是利用已开裂绝缘子的振动中心频率与正常时不同的特点，通过外力如敲击铁塔或将

超声波发生器所产生的超声波，用抛物型反射镜对准被测绝缘子或用激光源对准被测绝缘

子，以激起绝缘子的微小振动，然后将激光多谱勒仪发出的激光对准被测的绝缘子，根据对

反射回来的信号的频谱的分析，从而获得该绝缘子的振动中心频率值，据此判断该绝缘子的

好坏。但是由于该仪器对未开裂的绝缘子检测无效的问题以及体积庞大、笨重，使用及维修

复杂、造价高等缺点，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

我公司研制开发出智能绝缘子检测仪系列产品，操作简单、方便适用，彻底解决了高

压输电网绝缘子在线检测的难题，克服了传统检测方法不能量化的不足。同时还可利用该检

测仪采集的检测数据建立《高压输电网绝缘安全预警信息系统》和《检修作业考核系统》，

实现对高压输电网进行科学的信息化管理。



六、技术指标

使用范围：6-500（KV）

主机

1 中心频率：40KHz±2Hz

2

灵敏度：放电形式：针尖拉弧放电 放电间歇：4mm
电压：交流 10KV 距离 18M
交流 35KV 距离 25M
交流 110KV 距离 50M
交流 220-500KV 距离 50M

3 工作电压：7.4V（2节锂离子电池）

4 体积：250×125×140（mm）

铝合金托架

1
激光：输出波长：650nm 光束发散度：0.4mard
输出功率：≤80mw 外形尺寸：16×0mm

2
单筒瞄准镜：倍率：3-9 倍 孔径：50mm 长度：295mm

3

高频传感器： 中心频率 fo： 40KHz±2Hz
中心电容 Co：2500±20%PF
使用温度：-30～60℃
重量：2.17kg

耳机

1 额定阻抗 Z：125Ω

2 频率范围：100Hz-10KHz

3 灵敏度： （1W/1m）60dB

充电器

1 输入电压：AC220V±10%

2 输入频率：50Hz±5%

3 输出直流电压：DC 8.4V

4 电流：1A

5 整机外包装尺寸：长×宽×高 470mm×340mm×420mm

湿度传感器插件

1 湿度工作范围:（0～100）%RH

2 温度工作范围：-30～60℃

3 全套整机重量：7.18kg

红外温度测量
1 温度测量范围：-20—350°C

2 采用坚固镀硅镜



七、仪器结构

1、整机构成

铝合金托架（信号定位接收）

立体声耳机

充电器

包装箱

2、铝合金托架（信号定位接收）

（1）、激光源：发射激光，锁定劣质绝缘子位置。

（2）、单筒瞄准镜：辅助激光定位

（3）、集波器：接收绝缘子放电超声波。

（4）、高频传感器：处理信号，将该信号送入主机。

（5）、主机。

面板如下：

显示器

显示接收信号的大小。



开机

“开机”按键。关机状态时按动该键开机。显示屏显示如下字体，2秒钟后进入正常工

作状态。

锁定

锁定按键。仪器正常工作状态下，检测到某串绝缘子放电声音最大时，按下该键，液晶

显示器显示的数值将被锁定，再按该键，锁钉解除。

关机

“关机”按键。开机状态下按动该键关机，仪器关机。

充电插孔

充电时，将充电器上的输出直流插头插入此孔，显示器显示充电状态。充满后，仪器进

入涓流充电状态，时间一般不大于 4小时，无需管理，可白天使用夜间充电。

灵敏度

灵敏度调节旋扭，开机时调节此旋扭至最大处，如数值很大不易定位，可适当降低，以

便在环境不同的情况下，使仪器处于最佳接收状态。

对比度

对比度旋扭，调节此旋扭，以便在环境明、暗不同的情况下，能够更明显地观察液晶显

示器上的数字。

耳机插孔

开机前，插入耳机插头，用于收听信号声音。

湿度传感器接口

开机前，插入湿度传感器插头，用于测试当前的环境湿度。

3、仪表液晶显示的分贝值

声音或噪音特性。高的噪音通常有较大的压力变化，弱的噪音压力变化则较小。压力和

压力变化的量度单位为巴斯卡，缩写为 Pa。其定义为牛顿/平方米（N/m2）。
人类的耳朵能感应声压的范围很大。正常的人耳能够听到的最微弱的声音叫〔听觉阈〕，

为 20个微巴斯卡（缩写为μPa）的压力变化，即 20×10-6Pa（“百万分之二十巴斯卡”）。

为避免以巴斯卡（Pa）来表示声音或噪音（以免处理难以操纵的数字），故使用分贝（dB）
这个标度。该标度以〔听觉阈〕，20μPa 或 20×10-6Pa 作为参考声压值，并定义这点声压

水平为 0分贝（dB）声压级。缩写通常为 SPL或 Lp，其单位为分贝（dB）可经由以下算式

求得。.
分贝不是绝对值。而是一个相对值。公式：dB＝10Lg（X/Xr）Lg指取以十为底的对数，

Xr指参考值。

一般来说，参考值 Xr是人耳刚能听到的声压功率，所以有如下关系：

欢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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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X＝Xr，即 0分贝的音量表示人耳刚能触听到的音量。dB=-1，X=0.1Xr，即负

分贝的声音表示人耳听不到的音量，正分贝的声音表示人耳听到的音量。dB数每减少 10，
则声压功率减少 10倍，dB数每加 10，则声压功率增大 10倍，dB=10，X=10Xr。

用对数标度来表达声音和噪音还有另一优点：人类的听觉反应是基于声音的相对变化而

非绝对的变化。对数标度正好能模仿人类耳朵对声音的反应。

八、操作方法

1、打开包装箱，将仪器取出。将背带连接好，背在肩上。

2、取出耳机，将插头插入耳机插孔。

3、测试

（1）按开机键，屏幕显示图 3字样，同时激光发亮，如果显示屏显示电压不足，应先充电，

然后再使用。（首次充电不少于 12小时）

（2）、调灵敏度，首先将主机面板上灵敏度旋扭置于最大处。

（3）、将侦测器上的激光对准要检测的绝缘子或其他高压电气设备（如高压开关等）进行侦

测，如耳机中出现“咔嚓咔嚓”的放电音，且液晶显示器显示数字，说明该绝缘子性

能不好， 若“咔嚓”声音很大，说明其损坏的程度已经很大，应重点注意。

（4）、在线杆、变压器附近检测，应沿线杆或变压器周围对同一绝缘子或电气设备做多点检

测，避免误判。

（5）、在变电站检测时，如果放电地方多，放电量比较大，液晶显示器数值较大，分辨不出

大小，这时应将灵敏度旋扭调至适当位置，以液晶显示为主，耳机声音为辅的原则进

行定位检测时，如激光对准该绝缘子时显示的数值大，而偏离该绝缘子时数值变小或

为零，说明该绝缘子有放电故障或绝缘下降，停电检修时，应重点注意。

（6）、为了节约电池电量，延长激光使用寿命，测试结束后，应随时关机。

九、使用技术

1、因各生产厂家绝缘子的材料和制作工艺略有不同，侦测到放电故障后仪器显示的数

值也不同。

2、听到故障声音后（故障声音包括放电产生的高频声音和绝缘子本身绝缘电阻下降发

出的高频杂音），原则上应按常规方法有针对性的检修，外观检查，清洗，擦拭等。

3、擦拭后，仍能听到故障声音，说明此绝缘子不是污染放电，已经严重劣化。

4、在干燥天气 10KV（距离 6-18M），27KV（距离 6-10M），35KV（距离 10-22M），110KV
（距离 20-40M），220KV（距离 30-45M），500KV（距离 35-50M），线路听到故障声音后〔显

示分贝值大于 20（参考值）〕，说明此绝缘子绝缘不良或 27KV 以上绝缘子串绝缘电阻降低

（灵敏度调至最大）。

5、侦测闪络故障时，受天气状况影响（如晴天，阴天，下雾天）所测数值有所不同。

在同一绝缘子上，如晴天检测不到故障声音，而在下雾天能够检测到，说明该绝缘子故障较

小，如晴天能直接检测到故障声音，说明故障已比较大。

6、在一定湿度下（如早上，下雾天）没有听到放电音，可减少绝缘子擦洗次数，避免

大面积盲目擦拭每个绝缘子，省工省时，减轻工作量。

7、在晴天时对变电站高压接头在 3-6 米侦测时，10KV显示分贝值大于 20；35KV显示

分贝值大于 30；110KV 显示分贝值大于 40；220KV显示分贝值大于 45；500KV显示分贝

值大于 60；即接触不良应引起点注意（参考值）。

8、在干燥天气侦测到的绝缘子故障音多为低阻和闪络故障，湿度较大的天气多为污染

故障（包含低阻和闪络故障）。



9、在同一条线路上，可对多个绝缘子比较，可迅速判断出故障绝缘子。

10、在同一条线路上，听到多个绝缘子故障声音后，应首先检查分贝值大的绝缘子故障，

再检查分贝数值比较小的绝缘子故障。

11、运行中的汽车，人体走动，都会产生超声波，但不是连续性的，有时会干扰机器，

应注意区别。

十、使用注意事项

为保证仪器的使用质量及测量过程的顺利进行，敬请注意以下几点事项。

1、检修时，使用人员与被检测带电设备必须保持安全距离，非专业人员不得操作。

2、开机前，耳机插头应插入耳机插孔。

3、侦测器上的红色激光不得直射人眼，以免损伤眼睛。

4、开机后，如显示电压不足，应先充电，以免损坏电池。

5、仪器损坏后，用户不得自行拆机修理，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十一、售后服务及维修

本产品自出售之日三年内，若出现质量问题予以免费保修，终身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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