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IMEON
单相电缆故障定位和测试系统

常规

功能类型
中央控制、全自动、完全集成、数字化、软件操作的故障定位系统，可选择完全集成 VLF 测试、介损测试和局部放电诊断

控制

用户界面 旋转、单击时钟界面

操作 中央控制单元，多点触控或一键旋钮操作

操作系统 Linux

Control units

显示 工业级 TFT 彩色显示

背光 LED

防眩光 是

多点触控 是

屏幕尺寸 10.1寸 (CU 10-故障)  或 15.6寸 (CU 15-故障, -故障局放)

分辨率 1200 x 800 WXGA 或 1920 x 1080 全高清

自动化
在故障定位、VLF 测试、介损测量和局放诊断的所有操作模式下，使用软件控制的电动高压开关进行自动切换，用
于 高压模式选择、执行和 电压范围选择

安全

符合标准 EN 61010, EN 50191, VDE 0104, VDE 0105, DGUV 203-034 (BGI 891); CE一致性

系统状态 实时监测及显示

内部安全 是的，在断电的情况下立即放电和接地

F-U 安全锁 参考接地到车辆底盘，用于电压-时间变化、接地监测和跨步电压监测的保护接地监测

F-Ohm 安全锁 工作接地的连接监控（高压返回）

安全功能 控制单元上的直接接线； 高压开、高压关、高压钥匙开关、紧急停止开关、启动-关闭

安全设备 系统接地状态指示灯、市电输入保护装置 NAS16、后门触点开关监控 、外部安全装置

输入电源监测 过压保护、欠压保护、残余电流装置、主断路器

定制接线 是的，用于车辆安装的专用线盘

隔离变压器 3.6 kVA

故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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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

技术
- 用于故障判别的绝缘电阻测量和直流试验
- 用于故障预定位的低压脉冲反射以及高阻预定位方法 (ARM, ICE, Decay) 
- 用于故障性质转换的烧弧
- 用于故障精确定点的冲击放电
- 用于外护套故障试验和精确定点的跨步电压法

故障判别

直流试验 0 … 40 kV, In = 50 mA 连续, Imax = 850 mA

绝缘电阻测量 0 … 20 kV ，电压范围 5 / 10 / 15 / 20 kV 
                          测量范围 100 Ω … 650 MΩ

击穿识别 0 … 40 kV

低压脉冲反射

类型 Teleflex® RDR, 硬件和功能完全集成

测量脉冲 双极性

脉冲幅值 ± 100 V 两档可调

脉冲宽度 20 ns … 10 µs

脉冲功率 不受限制的连续运行和快速脉冲重复
10 µs 的全功率脉冲在 ± 100 V 下适用任何电缆阻抗

第三方认证 是的，脉冲发生器已经过测试和 DAkkS 认证

动态范围 115 dB

ProRange抗衰减 是的， +40 dB 根据距离指数型抗衰减

数据率 533 MHz

测量范围 XR
20 m … 320 km @ v = 80 m/µs

信号增益 YG 0 ... 100% 可调

分辨率 0.1 m @ v = 80 m/µs

精度 0.1%

时域精度 < 50 ppm

波速度 10 … 149.9 m/µs, 可显示为 m/µs 或 ft/µs

输出阻抗 50 Ω

补偿 无需专门的内部补偿

高阻预定位

ARM 多次脉冲优选法

技术原理 源于1965年专利的弧反射法；
两条不同的波形叠加和直接比较，其中一条为 Teleflex® RDR 记录的低压参考波形，
另一条为电容器经过弧反射滤波器冲击故障点产生燃弧时 Teleflex® RDR 记录的高压故障波形

冲击电压 0 ... 32 kV 多档位

弧反射滤波器 电感型,用于更好的产生和稳定燃弧

多次脉冲 Teleflex® RDR 单次高压冲击可测量32 个故障波形

最佳波形 Teleflex® RDR 自动分析所有 32 条故障波形，挑选出最好的一条并直接显示给用户

ICE 脉冲电流法

技术原理 脉冲电流去耦； Teleflex® RDR 捕获电容冲击故障点击穿时的行波脉冲电流分量

冲击电压 0 ... 32 kV 多档位

Decay 衰减法

技术原理 电压去耦； Teleflex® RDR 捕获在直流升压击穿故障点时的行波电压分量

电压范围 0 … 40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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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定点

声磁时间差法

冲击发生器 STX

电压范围
0 … 8 kV
0 … 16 kV
0 … 32 kV 

选配 0 … 4 kV

标准配置: 3 档;  增强配置: 4 档
2,000 J
2,000 J
2,000 J
1,100 J

冲击间隔 可调： 3 … 10 秒 (每分钟 6 … 20次自动冲击 ) 或 单次冲击 

充电时间 最大输出32 kV下仅需3秒

推荐定点仪 digiPHONE+2

故障转换

烧弧

技术原理 高频烧弧

烧弧电流 0 … 5 kV, 850 mA; 0 … 10 kV, 400 mA; 0 … 20 kV, 200 mA; 0 … 40 kV; 100 mA

外护套测试

外护套试验 0 … 20 kV DC， 量程 3 / 5 / 10 / 20 kV

外护套精确定点 跨步电压法

直流脉冲电压 0 … 5 kV; 0 … 10 kV; 0 … 20 kV; Imax 850 mA

脉冲间隔 0.5:1, 1:3, 1:4, 1:6

重量

标准版 125 kg 起

环境

工作温度 -20°C … +55°C (-4°F ... +131°F);  诊断型 0° … +55°C 操作室 

储藏温度 -40°C … +70°C (-40°F ... +158°F) 高压单元

输入电源

输入电压 230 V ± 10%, 50 Hz (120 V, 60 Hz)  

功耗 < 3 kVA

系统连接及测试线

高压输出线

经济型 50米 1x 单相，T4 高压电缆盘, 50 米, 手动

专业性 50米 1x 单相，T4 高压电缆盘, 50 米, 电动

Valley Forge 美版 1x 单相， T1 电缆盘 Valley Forge 和 HDW, 4 米

低压辅助线

经济型 50米 1x 电源线盘, 50 米, 手动,  NAS16 
1x 接地电缆盘, 50 米, 手动
1x 15米 F-U 线盘

舒适型 50米 1x 电源线盘, 50 米, 皮带传动,  NAS16 
1x 接地电缆盘, 50 米, 皮带传动
1x 15米 F-U 线盘

TDR专用低压测试线

经济型 50米 1x 三相，同轴测试线, 50 米, 手动

舒适型 50米 1x 三相，同轴测试线, 50 米, 皮带传动

安全控制盒连线

经济型15米 1x ESE 信号线, 15 米

经济型50米 1x ESE 信号线,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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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flex® Unleashed

Teleflex® RDR 性能升级

脉冲幅值 ± 250 V ，4档可调

脉冲宽度 20 ns … 30 µs

脉冲功率 不受限制的连续操作和快速脉冲重复，
全功率脉冲为 30 µs，± 250 V 适合任何电缆阻抗

第三方认证 是的，脉冲发生器已经过测试和 DAkkS 认证

测量范围 XR 20 m … 1280 km

高级抗噪 是

平均模式 是，三种模式

Signature Boost 是

管线定位

音频发生器

技术原理 D 级放大器，硬件和功能完全集成和自动化控制

输出功率 250 W

频率数量 5

推荐接收机 digiPHONE+2 NTRX ; 其他替代品: Ferrolux RX 或 CARLOC

故障转换

大功率烧弧单元及烧弧弧反射预定位方法

技术原理 谐振烧弧单元； 全范围连续可变输出，无分接位置，无二极管耦合器，无需手动切换，
集成到 PRIMEON 安全系统中

电压和电流 0 … 15 kV DC; Imax 25 A

预定位 ARM Live Burning (烧弧弧反射法); 0 … 15 kV

外护套相关

即将发布

系统扩展 – 故障定位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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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OFFICE 

Megger Germany GmbH

Dr.-Herbert-Iann-Str. 6

D-96148 Baunach

T +49 9544 68-0

E team.international@megger.com

PRIMEON_DS_CN_V01

www.megger.com

ISO 9001

‘Megger’ 是注册商标

VLF 超低频测试

基础型

技术原理 0.1 Hz VLF正弦 

系统集成 完全集成到PRIMEON系统中

电压 0 … 62 kVpeak (0 … 44 kVRMS)

负载 1 µF ， 符合标准的0.1 Hz 频率且最大输出 62 kVpeak 
10 µF，低电压降频的前提下

专业型 
即将发布

电缆诊断

基础型

技术原理 0.1 Hz VLF 正弦及内置介损测量

系统集成 完全集成到PRIMEON系统中

电压 0 … 62 kVpeak (0 … 44 kVRMS)

介损测量 内置; 适用于最高36 kV电压等级的中压电缆

介损测量精度 10-4

介损测量分辨率 10-5

自动评估 是，根据内置的 IEEE 400.2 标准自动评估

高级诊断 
即将发布

专业诊断 
即将发布

完整型 
即将发布

本文档中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不应被视为 Megger Germany 的承诺。 
Megger Germany 对本文档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系统扩展 – 电缆测试及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