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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本产品收集了国内外主要厂家的直流系统接地故障定位装置，弃弊取

宠，根据电和力行业标准，基于触屏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按键操作，属新一

代直流接地故障定位的理想产品。

直流系统绝缘故障、直流互窜故障及交流窜电故障是一种易发生且对

电力系统危害性较大的故障，危害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目前,电力系统直

流电源接地故障查找的核心问题是现场干扰大。在不同的直流电源和不同

的工作状态下测量,抗干扰性差，导致许多产品误测误判，这是该系列产

品的较大缺点，也是普遍的现象。

为了能够更好的帮助现场维护人员快速准确地找出直流故障，我公司

通过多年努力，总结大量现场经验，开发出了直流接地故障查找仪。

直流接地故障查找仪采用高精度电流钳表，利用故障回路中的直流电

流差值进行故障查找与定位，将快速 FFT 变换技术引入到直流故障查找设

备中，可以检测出各电压等级（24V，48V，110V，220V）直流系统中的各

类绝缘故障、直流互窜故障、交流窜电故障。该仪器具有检测灵敏度高、

抗干扰能力强、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等特点。查找直流系统接地故

障时，不需要断开电源，可实现接地点定位。仪器能检测直流系统接地电

阻阻值和接地方向，为电力直流系统接地故障的查寻与定位提供适用可靠

的高准确性探测仪器。



随着电力系统对安全运行的要求越来越高，电力系统中对各类直流故

障查找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因此，高精度、绝缘趋势分析将成为电力系

统对新一代直流接地故障查找仪的基本要求。

基于直流电流差值检测原理的新型直流接地故障查找仪引入快速 FFT

变换技术，通过对检测量幅频特性的详细分析平衡了直流接地故障查找安

全性与灵敏度方面的矛盾，将直流接地故障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二、产品主要特点

1、本仪器分信号发送器（分析仪）和接收器（定位仪），分析仪直接

从母线上取电,不需外接交流或使用电池供电,操作更加方便；

2、解决了绝缘状态不好的虚接地，高阻接地、多点接地、单点接地、

小电阻接地、直接接地、混线接地、环路接地、电容接地、交流窜电接地、

晶体管隔离接地等所有故障；

3、完全排除直流系统接地故障,不受现场分布大电容的干扰,准确无误

地将故障锁定在较小范围内并定位；

4、准确指示接地信号电流方向，快速查找接地故障点；

5、具有语音播报接地状况及接地方向；

6、准确检测线路泄露电流的大小和相位，根据接地故障点前后泄露电

流的大小及相位骤变，快速准确定位故障点；

7、300V 以下的直流系统共用一套直流接地分析仪，没有对直流电压有

其他特殊的要求；



7、全触屏智能设计、使用更方便、无需按键控制，信号源“醉”大

电流小于 800uA，内设限流保护，对继电保护、自动化装置、操作回路没

有任何影响，使用安全；

8、纹波分析与数字示波器功能：采用频谱分析功能，解决各种干扰信

号，查看各种检测信号和回路的波形信息；

9、智能电流钳，自动检测电流钳开、闭状态，大、小钳口通用；

10、能适应交、直流窜电引起的接地，环网供电接地，二极管隔离供

电接地，高阻接地；

11、能解决同极异极直流互窜故障，并选出互窜故障支路；

12、满足不同规格，不同对地电容的站用电源，检测母线电容数值；

13、不用安装，不用停电，不甩线、不解线、不用摇绝缘，快速定位

接地故障；

14、人性化的智能触控界面，操作简单，豪华外包装，携带方便。

三、技术参数

3.1 分析仪

工作电压：直接从母线上取电(工作电压为 24V～280V)

电压测量范围：0-300V

电压测量精度： 0.5%

电桥工作方式：不平衡桥

检测信号““醉””大功率：＜0.01W，

信号电源“醉”大电流：≤800uA



信号频率：≤0.5Hz

系统对地电压波动：≤10%Un

母线接地电阻检测范围：0-999.9 kΩ

母线接地电阻测量精度：≤5％

电阻测量分辩率：0.01kΩ

交流窜入电压测量范围：0-250V

交流窜入电压测量精度：≤2%

蓄电池接地测量误差（2V）：≤3 节

功耗：小于 10W

外型尺寸（长×宽×高）：200*145*46（mm）

重量：1.7kg

适应温度：-10℃-+50℃

3.2 定位仪

工作电压：3.7V（锂电池工作,工作电压为 3.2V～4.2V,与手机类同）

工作方式：触屏

支路接地电阻检测范围：0-999kΩ（出厂默认设置为 300kΩ）

支路接地电阻测量精度：0-150KΩ(≤10％±2kΩ),150-999kΩ 显示具体

数值

接地电阻测量分辨率：0.1KΩ

漏电流检测灵敏度：≤0.1uA

测量准确率：100%

报警方式：图形、数据、接地方向



语音报警：接地、互窜、测量值、故障方向等信息

波形显示：标准正弦波形（与示波器类同）

钳子判定：自动识别大小钳、开闭口状态

连续工作时间：大于 10h

外型尺寸（长×宽×高）：180*100*40（mm）

重量：1.5 ㎏

适应温度：-10℃-+50℃

工作电源：锂电池供电（3.7V 4000mAh 可充电）

四、仪器各部件功能及菜单介绍

4.1 仪器图片

分析仪 定位仪



分析仪 I 段输出线 分析仪 II 段输出线

定位仪电流钳 （Ø50） 定位仪电流钳（Ø1）

(小钳子需订货时确定)

图 1



4.2 功能介绍

4.2.1 分析仪

(1)主界面

开关置 ON，接通工作电源，启动成功后进入如下主界面。

图 2

①实时显示环境温度；

②接地分析按钮，点击即进入接地故障分析界面；

③参数设置按钮，单击即进入时间设置，和报警门限设置；

④实时显示环境湿度；

⑤实时显示日期和时间。

(2)接地分析

点击主界面“接地分析”按钮进入接地分析界面。每次进入该界面，

设备会自动进行一次检测。

⑤

①
②

④

③



在检测过程中，设备会提示“检测中，请稍后”。当检测完成后设备会

显示“开始测试”按钮，点击此按钮，可以手动进行一次检测。

图 3

当设备检测出接地电阻小于设置的报警门限值时，界面右下角会显示

如图 4 所示的“支路测试”按钮，点击按钮会弹出如图 5 所示的弹窗，询

问是否进入支路查找状态。

点击“是”按钮进入则进入支路查找状态，可用定位仪开始查找接地

情况。



图 4

图 5

当设备检测出互窜时，界面右下角会显示如图 6 所示的“互窜测试”

按钮，点击按钮会弹出如图 7所示的弹窗，询问是否进入互窜查找状态。

点击“是”按钮进入则进入互窜查找状态，可用定位仪开始查找互窜

情况。



图 6

图 7



图 8

支路检测中，点击“退出支路”即停止当前的支路检测。

(3)设置

点击主界面“设置”按钮会进入显如图 9 所示的设置界面。该界面可

以设置时间、报警门限、语言。

时间设置：在输入框填入当前时间，点击确定，即可设置成功。

报警门限：在输入框填入要设置的值，点击确定，即可设置成功。当

在接地分析界面测出的接地值小于该值时，设备会询问是否进入支路查找

状态。

语言设置：设备支持中英文语言选择。

右下角会显示软件版本号和屏幕版本号。



图 9

4.2.2 定位仪

(1)主界面

开关置 ON，接通工作电源，启动成功后进入如图 10 所示的主界面。

左上角显示无线连接状态和钳子连接状态，右上角显示电量和时间。

图 10



(2)支路查找

在主界面点击接地查找按钮，会进入如图 11所示的界面。左上角显示

无线连接状态和钳子连接状态。当无线连接后，语音会提示无线已连接，

并且左上角会改变状态，如图 12所示。

图 11

图 12

点击开始测试按钮，等待测试完成后，界面会显示如图 13 所示的波形



曲线图、接地电阻、接地电容、以及接地方向。

图 13

(3)设置

点击主界面“设置”按钮会进入显如图 14所示的设置界面。该界面可

以设置日期、时间、报警门限、语言。

日期：点击日期所在行，在弹出的窗口的输入框内填入当前日期，点

击确定，即可设置成功。

时间：点击时间所在行，在弹出的窗口的输入框内填入当前时间，点

击确定，即可设置成功。

报警门限：点击报警门限所在行，在弹出的窗口的输入框内填入要设

置的值，点击确定，即可设置成功。当在接地查找界面测出的接地值小于

该值时，设备会显示无接地。

语言设置：设备支持中英文语言选择。



图 14

注：分析仪和定位仪同步信号握手完成后，两机必须保持当前状态，

否则两机需靠近重新握手。

五、使用说明

5.1 接线

5.1.1 分析仪接线

分析仪共配有两段连接插头，其中 I段是一条三芯连接线，包含红、黑、

绿三种颜色线分别代表正极、负极、大地；II 段是一条两芯连接线，包含红、

黑两种颜色线分别代表正极、负极。

将配备的红、黑、绿三芯连接线插座一端插入分析仪 I 段插头处（图

15）；

断开电源开关，将红、黑、绿三条连接线的另一端按如下述接入（图



16）：

将红色连接线的红夹连接到第 I段母线的正极处；

将黑色连接线的黑夹连接到第 I段母线的负极处；

将绿色连接线的黄夹连接到第 I段母线的地；

如果要检测直流互窜，需将配备的红、黑两芯线按下述接入装置与系

统；

将红黑两芯连接线插座一端插入分析仪 II段插头处（图 16）；

将红色连接线的红夹连接到第 II 段母线的正极处；

将黑色连接线的黑夹连接到第 II 段母线的负极处；

图 15

图 16

不做直流互窜检测时不接第 II 段母线的两条连接线。



5.1.2 定位仪与电流钳连接

将电流钳航空插一端与定位仪插座相连接、拧紧。（图 17）。

图 17

5.1.3 上电

分析仪：检查各部分接线无误后，开启电源开关，液晶屏被点亮，

设备进入工作状态。

定位仪：检查电流钳连接可靠后，开启电源开关，液晶屏被点亮，

设备进入工作状态。

5.2 操作

5.2.1 装置开机进入主界面后点击“接地分析”按钮后测试母线绝缘。

若无接地则显示>10MΩ；若有接地，则显示正、负接地电阻。

5.2.2 开启定位仪。本仪器由充电锂电池供电，当电压下降到低于 3.2V

时，屏幕左上角电量会显示红色，此时，需要对电池进行充电，一般

充电 2个小时锂电池即可使用。

5.2.3 在分析仪接地分析界面“互窜测试”或者“支路测试”点击弹框

中“是”按钮（如图 4），定位仪语言会提示“无线已连接”,同时左上角无线



会显示连接。

5.2.4 用定位仪的电流钳分别卡住直流系统各个支路（同时夹住正负极，

卡稳后，手放开，保证电流钳的绝对静止状态），点击“开始测试”按钮，

显示器显示当前支路的对地电阻，建议每个回路测量结果显示 1-2 次，以获

得“醉”后的稳定值。

5.2.5 找到了故障支路,可以顺着这条支路查找接地故障点,电流钳根据

方向提示沿着这条支路移动，如果测量电阻突然变大（即感应电流变小）,

此测量点之前的附近点便是接地故障点。

5.2.6排除故障点后再用发送器检测母线电阻，确认故障已经排除。

5.2.7电流钳与定位仪之间的电缆线为 1.5米，分析仪输出线为 2米。

六、注意事项及小技巧

1.分析仪夹在母线上，一进接地分析界面即开始母线接地测试，或者点

击图 6“开始测试”按钮即开始母线接地测试，只有检测到有接地，点击图

4“是”按钮才能开始支路检测。

2.若找到接地的支路后，要进一步查找该支路以下的分支路。

3.将电流钳夹在线上的不同地点，如果 A 点检测到有接地，而 B 点检测

到没有，则故障在 A-B之间的线路上。

4.当电流钳在夹线或从线路上拿开时，可能显示的电阻比较小并发出报

警，此时为无效报警，因为探头的张开和闭合都将对电流钳内部的线圈有

影响，此时应等待至显示稳定后，再进行判断。

5.在使用本仪器之前，请详细阅读本仪器的使用说明。



6.使用本仪器时，如果直流系统母线已有绝缘监测装置时，必须退出，

以免干扰本仪器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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