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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使用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初次使用该仪器前，请您

详细地阅读使用说明书，将可帮助您正确使用该仪器。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公司的产品，

因此您所使用的仪器可能与使用说明书有少许差别。

若有改动，我们不一定能通知到您，敬请谅解！如

有疑问，请与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络，我们定会满足

您的要求。

由于输入输出端子、测试柱等均有可能带电压，

您在插拔测试线、电源插座时，会产生电火花，小心

电击，避免触电危险，注意人身安全！

咨询热线： 18627030420

公司地址： 武 汉 东 湖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关 南 科 技 工 业 园 现 代 ·

国 际 设 计 城 三 期 9 幢 1 4 2 2

 http://www.dengfon.com网 址：



 慎重保证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发货之日起三个月内，如产品出现缺陷，

实行包换。一年（包括一年）内如产品出现缺陷，实行免费维修。

一年以上如产品出现缺陷，实行有偿终身维修。

 安全要求

请阅读下列安全注意事项，以免人身伤害，并防止本产品或与

其相连接的任何其它产品受到损坏。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本

产品只可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

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可执行维修。

—防止火灾或人身伤害

使用适当的电源线。只可使用本产品专用、并且符合本产品规格的

电源线。

正确地连接和断开。当测试导线与带电端子连接时，请勿随意连接

或断开测试导线。

产品接地。本产品除通过电源线接地导线接地外，产品外壳的接地

柱必须接地。为了防止电击，接地导体必须与地面相连。在与本产

品输入或输出终端连接前，应确保本产品已正确接地。

注意所有终端的额定值。为了防止火灾或电击危险，请注意本产品的

所有额定值和标记。在对本产品进行连接之前，请阅读本产品使用

说明书，以便进一步了解有关额定值的信息。

请勿在无仪器盖板时操作。如盖板或面板已卸下，请勿操作本产

品。



使用适当的保险丝。只可使用符合本产品规定类型和额定值的保

险丝。

避免接触裸露电路和带电金属。产品有电时，请勿触摸裸露的接

点和部位。

在有可疑的故障时，请勿操作。如怀疑本产品有损坏，请本公司

维修人员进行检查，切勿继续操作。

请勿在潮湿环境下操作。

请勿在易爆环境中操作。

保持产品表面清洁和干燥。

－安全术语

警告：警告字句指出可能造成人身伤亡的状况或做法。

小心：小心字句指出可能造成本产品或其它财产损坏的状况或做法。



目 录
一、概述.................................................................................................. 5

二、原理.................................................................................................. 5

三、技术性能.......................................................................................... 9

四、基本操作........................................................................................10

五、测量操作........................................................................................14

六、故障定位........................................................................................23

七、常见问题........................................................................................26

八、装箱清单........................................................................................28



一、概述

城市的地下管线网络如同蛛网一样密集的交错分布着，包括给水、排水、燃气、

热力、电信、电力、工业管道等几大类，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城市提供能量，

传递着信息，就其分布的复杂性，很难绘制精确，全面的绘制地下管线网络图变得

至关重要，这也给城市规划，建设带来的很大的麻烦，常常由于资料不全在建设中

将已有的管线破坏，造成巨大的损失。

地下管线绝大多数都是金属材料，可以感应传递电磁波，基于这一原理，公司

设计开发了一款能够通过检测管线上所发射的电磁波智能检测管线位置的仪器——

HTGX-H 智能管线探测仪，以其优越的性能，灵活方便的检测方法，在电力、电信、

供水、热力、燃气、石油、化工、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拥有广大的用户，为我国的

相关行业的管线管理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地下管线检测仪特点是：具有多功能测量测量精确，操作简便。性能稳定，全

数字控制，电量充足，可连续使用时间长,设备便携式设计，适用于野外作业。在不

开挖的条件下，不但能准确测出埋地管道的位置，而且能准确地对破损点进行定位。

既使对有支管或构成网状的管线也能进行有效的检测。从而绘制全面的管线网络图，

给城市建设及管线维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原理

管线仪使通过检测金属管线上发出的电磁波的强度而确定其位置的，所以首先

由发射机将一特定频率的信号感应或直连到管线上，从而在管线上感应出电流，该

电流在金属管线上传播，同时辐射出电磁波，这样，接收机用不同的方法检测这一

特定频率的信号强度，信号最强的走向即为地下管线的走向，通过两组接受装置同

时接受电磁波信号比较可以确定其深度。

 回路的形成

为了在管线上产生电磁波必须要在管线与地形成闭合回路，才能产生感应电流。

发射机向导通管线发射信号，所发射信号沿管线传输并产生电磁场，在所寻管线的

远端，信号通过地表返回发射机，形成回路。产生的回路如下图：



 发射机的工作原理

发射机的信号发射，采用三种方法之一：

1. 直连式寻踪——最佳方法

这是最佳的探测方法，发射机红色接线端直接连接到管线的裸露金属部分（切

勿将其接入带电线路中），另一端接地（最好选择较湿润的土地）。此种方法产生的

信号最强，适用于音频，中频和射频工作状态。

2. 耦合式寻踪——较佳方法

当不能与待寻管线直接相连时，可用耦合钳进行感应式探测。此方法最好用于

射频工作状态，耦合钳平面与管线垂直，近端和远端都必须接地。

3. 感应式寻踪——可行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操作者不可能接近管道或电缆进行直接连接或用测量夹钳定位，

此时可用发射机内置的感应天线来定位。适用于射频和中频，将发射机放置于管道

或电缆的上方便能感应出地下有无管线。应用于中频或射频工作状态，管线两端都

必须接地。



 接收机的工作原理

接收机具有三种工作模式：

1. 波峰模式：探测仪位于管线上方接受的强度最大。波峰法是用水平线圈接收

电磁场水平分量的强度。对常规无干扰的管线进行峰值检测来说，在管道正上方时，

当接收机的正面与管线垂直时磁场响应强度最大。因为线圈离管线近，线圈所在的

磁场强，并且磁场与接受线圈垂直，通过线圈的磁通量最大，当接收机向管线两侧

延伸检测时，磁场响应强度对称且逐渐减小。因为此时的线圈离管线距离远，线圈

所在的磁场变弱，而且此时磁场磁力线的方向与线圈的平面不再垂直，通过线圈的

感应式寻踪法示意图

耦合式寻踪法示意图



磁通量变小，从而在管线的正上方产生一个强度为一个峰值。

2. 波谷模式：波谷法用 垂直线圈测量电磁场的垂直分量，检测目标管线上产

生的磁场与管线垂直的同心圆面，接收机在管线上方信号响应最小，两侧各有一个

高峰。这是由于这些磁场与接受线圈平行，此时通过接收的垂直线圈的磁通量为零，

信号响应有一个极小值，当接收机在管道正上方两侧时，仪器的响应会随着远离管

线而逐渐增大，这是因为，此时的磁场方向与线圈平面已形成一定的角度，通过线

圈的磁通量逐渐变大。同时，随着线圈的远离，磁场的强度逐渐变弱，当这一因素

成为影响通过线圈磁通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时仪器的响应又会逐渐变小，从而在管线

上方的强度为一个低谷。波峰法较波谷法更为精确，但是测量范围却较小。

波峰法原理图



管线定位的三种频率很容易区分电力电缆和其他金属管线。主动频率可使操作

者匹配发射机频率，并根据现场条件选择输出功率，这样即使在复杂情况下也能保

证较好定位结果。被动频率不用发射机就可以容易地定位带电电缆，并特别适用于

在挖掘前进行地面勘察。管道定位时使用三种不同的频率，可给出最精确的金属面

定位和深度测量的任务，从而对地下设施进行三维定位。 地下管线检测仪的发射机

发出的信号我们称为“主动信号”；而其他设施，例如：供配电电缆、通信电缆内

产生的信号称为“被动信号”。仪器探测主动信号时称为：“主动信号工作模式”，

仪器探测被动信号时称为：“被动信号工作模式”。 HTGX-H 系列地下管线检测仪

可探测工作的信号有：主动信号“音频”、“中频”“射频”及被动信号“50Hz”。

3. A 字架模式主要用于管线外皮故障定位。

三、技术性能

1. 接收机：

工作频率：音频、中频，射频、50 Hz 无源交流频率

天线模式：波谷法（竖直线圈）、波峰法（水平线圈）A字架

电流指示：0～9999(单位：mA)

波谷法原理图



工作温度：-20～40℃

电池型号：镍氢可充电电池

电池寿命：4～6小时

尺寸大小：60╳10cm

重 量：约 1.5kg

信号强度表示：条形图、数字量程 0～999

增益控制：20dB～60dB

深度测量：3m 范围内

精 度：10cm 以内

注：精度取决于现场环境、非同心线的形状、邻近管线的数目以及土壤的返

回电流等因素

2. 发射机

工作频率：音频、射频以及中频

模式：感应、直连、耦合

匹配负载：5欧姆～30000 欧姆

功率输出：低档、高档

电池类型：镍氢可充电电池

电池寿命：4～6小时

工作温度：-20～40℃

尺寸大小：25╳20cm

重 量：约 2.5kg

四、基本操作

1. 发射机的操作

HTGX-H智能管线探测仪发射机用于将发射机电磁波信号感应或直连到在目标管

线上，可以发射音频、中频和射频信号。

1)发射机面板

可以通过直连法，夹钳法，感应法将信号施加在目标管线上。该发射机具有一

个开关、三个按键、一个信号输出端子和一块 LCD 显示器。



发射机面板

开关和显示器具体使用描述如下：

开 关 打开或关闭发射机。

背光按键 打开或关闭液晶屏幕背光。

功 率 改变发射输出功率，具有高低高档输出。

频 率 选择发射信号频率，音频，射频和双频（音频和射频同时发射）。

电阻指示 数码液晶显示器直接显示负载的交流阻抗，显示范围为：1-30000 欧姆。

电量指示 电池电量显示。

信号输出 将直接连接电缆和测量夹钳电缆夹插入此插座。

注意：在连接和断开红/黑测试线时，发射器应该关闭。

2）发射机特性

 开机自动阻抗匹配：

自动使发射机与地阻抗匹配，以在不同地阻抗输出最大功率。

 大功率输出

用于低频率和长距离定位及外皮故障点的定位。

 感应天线



在管线无法与发射机直连或又电流的情况下使用。

2. 接收机的操作

1）接收机面板

HTGX-H智能管线探测仪接收机专门用于埋地管线，电缆的定位工作。多种频率

和操作方式能够满足各种管线定位的需要。工作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射频和50Hz

工频信号。

接收机面板

HTGX-H接收机有八个触摸按键、一个电源开关和一个显示器。下面将具体介绍。

开 关 打开或关闭接收机。

模式选择 选择单水平天线，垂直天线和A字架。即波峰法或波谷法或外皮损伤故

障定位(即A字架)。

增益加▲ 此按钮使增益增加，范围为：20db-60db。

增益减▼ 此按钮使增益降低，范围为：20db-60db。

频率选键 工作频率选择，即：音频、中频、射频和50Hz工频。

深度测量 测试目标管线的深度。

电流测量 测试目标管线中的信号电流强度。按一次进行深度测量，按住保持不放



测量信号电流（mA）。

背光开关 打开或关闭液晶屏幕背光。

音量键 开/关声音提示。

2）液晶显示

显示接收信号的相对和绝对强度、电池状况、电流测量值、深度测量值、音量

大小和工作方式等。

条 形 图：显示接收相对的信号强度。

模式显示：波峰法、波谷法、A字架。

增益显示：20db-60db。

频率显示：音频、中频、射频、50Hz。

音量显示：开、关。

电池显示：高、中、低、无。

信号强度 指示接收信号的绝对强度。

深度显示 指示测试管线的深度。

电流显示 指示测试管线的电流强度。

3）接收机特性

（1）管线定位：显示图形如左上图。

（2）深度测量：显示图形如左中图。可在主动或被动模式下，测量深度。

（3）电流测量：显示图形如左下图。测量值不随深度变化，有助于确定管线的识别，

以及识别 T型管分支，较大故障。

3. 测量前的仪器检查

1）发射机

 开机后请注意电池电量，如果电量偏低，请及时给电池充电。

 直连法时必须先将接线连接在管线和地上再开机。

2）接收机

接收机液晶显示状态



 开机后请注意电池电量，如果电量偏低，请及时充电。

 发射机开机，不接直连线即为感应法。设定到某一主动频率，将接收机设定

同一频率，再将接收机在发射机前后左右移动，这时信号应有变化，接受机和

发射机工作正常。

五、测量操作

1. 发射机

发射机的接线有三种方式：直接连接、电感耦合、感应方式。现就三种方法的

测试过程介绍如下：

直接连接：

发射机直接与金属管线连接，（另一端接地）并在金属管线中产生最强信号，此

种连接为优质选择。并且在此工作模式下，发射机在空间辐射的电磁波较少，发射

机和接收机可以离得很近，接收机受到的干扰小。

（1）插入连接线

关闭发射机，将直连线插入发射机输出插座。

（2）与导体连接

将连接导线的红色引线与目标--不带电的金属部件相连。

（3）选择接地方式

将连接导线的黑色引线尽量远离管线，并与管线成直角。寻找金属现成接地点

（如街道牌）。注意不要靠近附近任何地下导体。若没有现成的接地点，可以用接地

钎。将地钎尽量插入地下，然后接上黑色引线。为改善导电性能。可在板下倒水

（4）选择频率

音频：用于良好导体和长距离定位。

中频：为音频射频的中间频率

射频：管路密集或有非金属接头的管线的一般定位。

（5）选择输出功率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高低档。

（6）检查环路电阻

发射机会自动检查环路电阻并在液晶中显示所测的阻值。电阻越高，导体的信



号越弱。电阻阻值超过 30KΩ时不能进行可靠定位。可以改变位置，最好在湿润的

土地上或在土地上浇水，从而减少地阻，如果必要，多次移动找到阻抗最小的点进

行测量，注意：一定要在拔出地线之前关机，插好之后再开机。

 电感耦合

如果无法与金属管线直接相连，第二个选择是通过天线耦合将信号作用于金属

管线上，将耦合钳夹在管线上，发射机通过感应夹钳在导体上直接产生感应信号。

耦合钳接地要求：

如果在金属管线上使用耦合钳，则金属管线的两端必须接地。

（1）连接测量夹钳：关闭发射机，将耦合钳插入发射机插座。

（2）安装耦合钳：将耦合钳夹在金属管线上，位置应低于电路地，并确保耦合

钳齿口接触良好。

（3）选择频率：最佳感应频率—射频

 感应法

当操作者不可能接近管线（不能进行直接或用耦合钳定位）时，可采用此种方

法，发射机内有一个可以给其下方的管线感应信号的天线。当发射机处于开机状态

时，内部天线不断发射信号，直到将连接直连线或耦合钳插头插入输出插座。

发射器感应连接方式使用方便，在连接时不需要与被检测管线连接。但用此种

方法信号亦会感应到目标管线附近的其它管线。还有一部分的信号能量耗损在周围

的土壤中。在发射机的 10 米范围之内不能使用接收机，如果发射机使用高功率输出，

发射机与接收机的距离要求将更高。感应法不能给金属井盖或加强的混凝土路面下

的管线施加信号，因为信号将被井盖或加强钢筋网屏蔽掉。感应法使用时，管线两

端必须接地。

（1）放置发射机

将发射机放置在目标管线的正上方，发射机上的箭头与导体方向一致。

（2）选择频率

应用此法应选择射频为最佳频率。

（3）接收机

警告：决不能与带电电缆直接连接。在与电缆直接连接时一定要确定电缆已断电



探测导体位置时，应不断扫寻导体的两边，应检查是否存在其它导体。

防止相邻导体从目标导体上把信号引走，使你错误确定导体的位置和深度。

2. 接收机的路径寻踪

（1）接收机开机。

（2）检查电池电量，电池的电量不足时，请更换电池。

（3）设定频率，按动频率键，将接收机设定在所需频率。如果采用主动定位模式，

接收机的频率应与发射机相匹配。选择那个频率取决于测试条件。音频和射频各有

所长。音频波长较大，传递距离远，故一般先用音频。如果信号突然减弱、消失或

意外的拐弯、转变，这时就必须再用射频核实结果。

通常选用音频是因为用此频率时，临近管线很少互相串扰，导致寻踪错误。音

频寻踪范围也更长。但射频信号的穿透性更强，可以更容易穿透绝缘套管。辐射效

率更高， 对于寻踪急拐弯的管线时，用射频有时会比用音频更好。这是因为射频更

能“穿透”断开的屏蔽接头或绝缘管套以及在钢筋泥土附近也可以操作。当寻踪信

号突变时，这就可能表明是管线的特性阻抗在此处发生了变化。因为射频信号在目

标管线传输中不断衰减，所以这种寻踪信号的寻踪范围比较短。在使用感应耦合器

中必须使用射频作为信号。

○1 灵敏度的设置

“增益加减”键用来增加或减小增益，可以提高和降低灵敏度。如果数字的读

数太低，调节“增益加”键使条形图的读数位于整个量程的 40-50 之间处。同样，

如果数字的读数太高，调节“增益减”键使条形图的读数位于整个量程的 40-50 之

间处。

○2 选择寻踪方式

按模式键，选择的波峰或波谷寻踪方式。

 波峰法寻踪

保持 HTGX-H 接收机与地面大体垂直，在管线上方移动接收器。当接收器在管线

路径的正上方时，通过移动接收器可以得到最大值。见下图。当你晃动接收器逐渐

远离管线路径时，条形图及读数（声音响应频率）会降低；当你晃动接收器在管线

路径的正上方时，强度值最大段将显示管线的路径。它同接收器的平面相一致。接



着以合适的速度从发射器处开始寻踪，同时左右移动摇晃接收器。注视表的峰值读

数的指示。

在寻踪时，峰值的读数可能会随着接收器同发射器距离的变大而缓慢减小。调

节增益键，可以补偿信号的变化。如果表的读数忽然在级别上发生变化（更高或更

低），那你可能遇到下列情况：连接处，此信号会沿着线路朝多个方向传播、电缆或

电缆屏蔽有中断、管线的深度有变化、有绝缘配件、电缆的线路受潮太大或进水。

如果接收增益被设为最大也无法探测被测管线的路径时，这时就应将发射器与

管线的另一端连接，然后往回再次从刚才信号消失处重新寻踪。在管线为直线时每

隔几米做一个标记，在剧烈的拐弯处、有回路的地方以及管线成束处应每隔几十厘

米做一个标记。当遇见上述情况时，接收器的峰值和零值指示同在直线寻踪时有很

大的不同。要多在有拐弯和分支的管线上操作，以熟练掌握。

 波谷法寻踪

测量时须使接收机的机身平面与管道方向垂直，反之当平面与管道方向平行时，

测得的强度最小。这个特性往往用来判定管道的走向。

通过在管线的上方移动接收器。当接收器在管线路径的正上方时，接收器可得

到最小的值，声音响应也很小。当你晃动接收器偏离最小值时，表的读数会上升到

一个峰值段：并且声音响应将在它的最高段。当接收器沿着峰值区晃动时，表的读

数将开始衰减。接着以适度的速度从发射器处开始寻踪，同时左右摇晃接收器。注

视信号强度大小及读数指示。在寻踪时，峰值表的读数可能会随着接收器同发射器

距离的变大而缓慢的减小。按灵敏度调节键，你可以补偿信号的变化。如果表的读



数忽然在级别上发生变化（更高或更低），那你可能遇到下列情况：

交接处，此信号会沿着线路朝多个方向传播。电缆或电缆屏蔽有中断。管线的

深度有变化。有绝缘配件。电缆的线路受潮太大或进水。

如果即使接收增益被设为最大也无法探测被测管线的路径时，这时就应将发射

器与管线的另一端连接，然后往回再次从刚才信号消失处重新寻踪。

在管线为直线时每隔几米做一个标记，在剧烈的拐弯处、有回路的地方以及管

线成束处应每隔几十厘米做一个标记。当遇见上述情况时，接收器的峰值和零值指

示同在直线寻踪时有很大的不同。请在有拐弯和分支的路径上操作，以掌握它们。

 深度测定——直读法

HTGX-H接收机能直接按键测试深度。深度值显示在LCD显示面的顶部。深度测量

在管线寻踪时能迅速测定导体的深度。先测定管线的路径，移到目标管线正上方。

离发射器至少大约4.5米。接收机的位置尽可能精确地位于电缆正上方。把接收器放

在管线路径的正垂直的上面，放在地上。垂直拿着接收器，按动深度键。接收器将

显示测试的深度，并显示在LCD上。管线上的无源信号不适合用来进行深度测量，因

为准确度不可靠。不要在管线的弯头或三通附近进行深度测量。要获得高的精度，

至少离开弯头5米进行深度测量。

当有较大的干扰或发射机感应到附近管线的信号时，进行深度测量是不准确的。

尽量避免使用感应法。如果别无选择，发射机的位置至少离开深度测量点20米。使

用测深度的功能时必须十分小心，因为地磁场和附近管线对于这一测试的影响非常

大。读深度值时操作者应先检查地磁场和附近管线的资料请参考地磁场的判定和深



度测试——45度角法。

直读测深的方法虽然简单，但读取正确结果需要一定的条件，否则测量精度不

高，甚至得到错误结果。应用直读测深的条件之一是此时的波峰值和波谷测得的路

径要基本重合，一般应小于20厘米，否则误差会很大。其二是直读的深度要经过校

正才能达到较高的可靠性，校正的因素包含：管线埋设土壤的湿度，以及检测信号

的频率，一般土壤湿度越大、检测频率越高，校正的系数就应越小，一般在0.8-0.95

之间。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个深度已知且无干扰的管段，测出直读深度，与实际埋深

相比求的校正系数。

测量埋深时要注意接收机的方向，尽量使接收机的线圈与管线走向垂直，这个

要求可以通过轻微转动接收机，使面板上的显示读数达到最大值来达到。此外，还

应注意：直读埋深值是接收机机身地面到管道中心的距离。

把接收机从地面提高0.5米/18英寸重复进行深度测量检查可疑的深度测量。如

果测量到的深度增加的值与接收机提高的高度相同，表示深度测量是正确的。如果

条件合适，深度测量的精度为深度的5%。然而，你有时可能不知道现场条件是否适

合深度测量，所以应该采用以下的技术检查可疑的读数：

 检查深度测量点两边管线的走向至少有5米是直的。

 检查10米范围内信号是否相对稳定，并且在初始深度测量点的两边进行深度

测量。

 检查目标管线附近3至4米范围之内是否有携带信号的干扰管线。这是造成深

度测量误差最常见的原因，邻近管线感应了很强的信号可能会造成50%的深

度测量误差。

 稍微偏离管线的位置进行几次深度测量，深度最小的读数是最准确的，而且

该处指示的位置也是最准确的。

 深度测定——45度法

先移到需测试的点。通过路径移动接收器直到你确定电缆的正确路径。用波谷

法式尽可能精确的标出管线的路径。把接收器的底端放在地面上，使得接收器成 45

度角。使接收器离开管线路径，接收器移动的路径同管线路径成 90 度角，当指示为

零值段时，标记上接收器底部所指地面位置。接收器同管线路径的距离就是管线的



深度。当两测定值之差大于 0.15 米时，表明有别的管线或金属物质。

深度测试——45度角法

 电流测定

对于各种现场管线定位

时，HTGX-H接收机具有一个

非常有用的功能。按下测深

按钮，HTGX-H显示管线深度

和携带的电流。传统的管线

仪仅显示管线的场强和大

小。由于场强随管线深度变

化，所以当定位不同平行地

下管线时，传统的管线仪会

把用户引入相邻管线。

HTGX-H的电流测量功能可以准确区分平行管线，即使管线的埋入深度不同，也能清

楚的识别要追踪的管线。在地下管线很多的情况下的目标管线（同发射器相连的管

线）通常会感应到它旁边的管线。这种情况下，被辐射导线中的信号传到地面时可

能比在目标管线中的发射器的信号还要强。操作者这时将发现两根或两根以上的管

线，这就要判别出目标管线。用HTGX-H接收机测试电流的功能，操作者能读出导体

中音频或射频的电流。电流最高的通常表示的是目标管线。在管线密集的区域，接

收机可能会在旁边的干扰管线上探测到比目标管线更强的信号，因为它的深度比目

标管线浅。电流测量值最大的（而不是信号响应最强的）管线才是施加了发射机信



号的目标管线。

测量电流提供了关于三通和弯头的有用的资料。在三通后面进行电流测量表明

主管线由于长度大而比分支管线吸引了更多的电流。电流测量原理：发射机给目标

管线施加一个电流信号。随着离发射机距离的增加，电流的强度会逐渐减小，衰减

程度会因应管线种类及土质而定。但不论任何类型的管线，电流的衰减速度应保持

稳定，而没有突然的下降或变化。电流的突然变化都指示管线或其状况发生了变化。

先寻找被测管线的路径。尽可能精确的标出这些管线的路径。在管道位置准确定位

后，将接收机置于地面上，机身垂直指向管道中心，且与管道的走向垂直。保持仪

器稳定按动深度键，即会显示深度数值。把接收器放在已做标志的管线路径之一的

正垂直的上面，放在地上。垂直的拿着接收器直到测试信号稳定，按电流测试键。

条形图及数字信号将显示在电缆中的信号水平。接着，再次测试第二根电缆，条形

图及数字信号将显示在电缆中的信号水平。观察条形图和数字读数，两读数更高的

意味着导线中的寻踪信号更强。

 50Hz 信号的寻踪

HTGX-H 接收机能测试电

力线的频率。这种方式对于地

下主、次电力线的测试很有用

处。在一定的环境下，这种方

式也可以对水管、下水道、有

线电视线、电话线。因为通常

能发现这些类型的管线的地

面的会带电的。接收器选择 50/60Hz 频率，工作模式为波峰法或波谷法。寻踪方式



与主动信号寻踪方式相同。由于这种方式快捷而方便，因而十分的实用。先要知道

一个参考点，并紧记在这个区域内的可能会产生相同寻踪信号的导线。在这种方式

中，不需要使用发射机。

3.扫测和搜索（感应搜索）

感应搜索是探测未知管线的最可靠技术。这种搜索方法需要发射机和接收机和

两个操作员。这种搜索方法被称为“两人搜索”。在开始搜索之前，确定要搜索的区

域和管线通过该区域可能的方向。并把开发射机设定于感应模式。第一个人操作发

射机，第二个人操作接收机。当发射机经过管线时将信号施加到管线上，然后在发

射机上游或下游 20 米远的接收机就可以探测到该信号。发射机的方向与估计的管线

的方向保持一致。第二个人提着接收机在要搜索的区域的起始位置，接收机的天线

的方向保持与可能的地下管线的方向垂直。将接收机调到不会接收到直接从空中传

播过来的发射机信号的最高的灵敏度。当发射机与接收机的方向保持正确之后，两

个操作人员平行地向前移动。提着接收机的操作人员在向前走动的过程中，前后移

动接收机。发射机将信号施加到正下方的管线，再由接收机探测到该信号。在接收

机探测到的峰值的位置在地面上做好标志。在其它可能有管线穿过的方向重复搜索。

4. 感应技巧：

保持与发射机之间的距离在感应模式下，发射机除了给目标管线发射信号，还

会向空气中发射信号，这可能会给在发射机附近的探测工作造成干扰。要检查接收

机探测到的是管线的信号，而不是直接从发射机发射出来的信号，移动发射机一两

米，如果管线也随之移动的话，这表明接收机离发射机的距离太近。另一种检查接

收机是否接收到发射机信号的方法是把接收机指向发射机，如果接收机的响应大小

不变或增加，说明接收机接收到的是直接从空中传播过来的发射机信号。在这种情

况下降低发射机输出功率并降低接收机的灵敏度。接收机可能还要离开发射机 25 至

30 米。不要把发射机放在井盖上，因为这样会阻止信号到达管线。

六、故障定位

1. 原理

故障定位就是测定地下管线的绝缘破损处。当存在故障（绝缘破损）时，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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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信号通过接地棒经过故障点返回，参见下图。

通过绝缘故障的返回信号

在故障定位之前首先要确定导线的路径。如果在管线寻踪时，有异常信号损失，

这可能是部分信号从绝缘破损处逸出到大地中形成的。

一旦路径被确定及故障的大体区域确定时，当终端与地的连接点被切断开，就

会有额外的电流通过故障点。如果在终端处管线和地的断开，发射机电流将从故障

点流出。这将增大电流在故障点处的逸出，从而有利于实现故障定位。

2. 操作方法

1）将发射机接入管线见下图，频率选择定为音频，工作模式键选为 A字架。

2）接收器连到 A字架上，用适当的力量把 A字架插进土壤中（参见下图）。



从故障点的流出的电流成轮辐状传导。在故障点附近土壤中的电流高度聚集开

始传输，在接地棒附近会聚。注意：接地棒同故障点之间的电流分散的很开（见下

图）。

轮辐状返回路径

3）接收器可测试流过 A字架的电流总值。使用 A字架沿管线走时，每隔三、四

步插入一下 A字架。当你逐渐接近故障点（电流高度集中的地域）时，接收器信号

的读数会越来越高。这时需要调节增益键以减小接收器的灵敏度。如果信号开始增

加，你的行走速度就应适当的放慢；并仔细检查地上的每一小段，以防止忽略故障

点。接收器的读数将继续越来越高直到有一探针跨过这个故障点。当故障点位于两

针之间，电流会减小到读数接近零值。调节增益键使得读数保持为较大值：同时移

动 A字架，每次移动 30 厘米，一直到产生一个最低的读数。此时，故障点就位于 A

字架两探针之间（见下图）。



A 字架探针在故障点处的信号显示

从上图可看到：当接近故障点（此时远离发射器）时，接收器的水平信号会逐

渐增加。注意：图中的读数只用于图解，可能与其它环境所获得的读数不同。要对

故障进行精确的定位，将A字架转动到与电缆成90度再进行故障查找，直至找到故障

点的准确位置，此时A字架的中点位置就在故障点的正上方。

当故障点位于公路等路面下时，用A字架就会有一些困难。这种情况下，A字架

可在路的两边的泥土中使用。由于地下返回电流从故障点流出成轮辐状，当A字架通



电电流与轮辐线相垂直时有最小的读数，先把A字架处于测边时，有一个零值段的读

数出现并记住它。接着旋转A字架一直到出现最小的零值段读数。以A字架底边为基

准线，两等份线交叉点就是故障点。

当对近端故障测试时，应将地线反向拉开20米。（见下图）

七、常见问题

问：探测过程中干扰是如何产生的？

答：地下管线探测仪探测目标管线上的信号电流产生的电磁场。在理想情况下电磁

场的形态是标准的同心圆。信号有无源信号和有源信号两种。无源信号是管线上本

身存在的信号（如：电力电缆），有源信号是用户用发射机把信号施加到目标管线上

（效果较好的方法）。干扰的产生最常见的原因是目标管线上的信号耦合到邻近的管

线上。这就是物理中的“互感”现象。干扰电磁场使接收机“看”到一个变形的电

磁场，从而造成读数不准确。对于给定的电磁场，频率越高干扰越大。

问：为什么我在其它的管线上探测到干扰信号？

答：信号通过公共接地点或互感耦合到了其它管线上。确认你使用直接连接法施加

信号，并使用较低的频率。

问：如何用谷值法验证峰值法定位的准确性？

答：对于理想的无干扰管线，峰值/零值定位的位置是重合的。但对于有伴行管线或

有其它干扰时，峰/零值位置会不重合，此时一定要注意峰值/零值定位点的距离，

并以此来修正定位点。此时的管线真正位置在峰值一侧，距离峰值点的峰/零位置距

离的一半。当干扰严重时可能找不到零值点，此时只能根据峰值位置大概给出管线

的位置。最好采取改变施加信号的方法，重新进行管线定位。此外，不应在管道拐

点、三通、变深点进行定位，而采取延长线的办法进行定位。当峰/零方式位置不重



合时，管线直读测深也会有较大偏差，甚至无法读出深度。

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管线电磁场形态的变形？

答：首先，你可以试着降低发射机的输出功率，有时信号太强，探测的效果不一定

最好，尤其是多根管线非常靠近的情况下。如果你使用感应法施加信号，你可以想

办法看可不可以改用直接连接法或夹钳法施加信号。这们可以减少耦合到其它管线

的信号，从而减少管线电磁场形态的变形。如果，发现谷值法和峰值法定位不一致，

换一个一致的地方进行定位，如果找不到一致的地方，我们通常以峰值位置做为管

线的位置，深度测量也在峰值模式下进行，当然也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比谷值法更

接近真实值。

问：该设备是否可同时用来探测铜线电缆和光缆？

答：目前的地下管线探测仪只能探测带有金属护套或芯线的电缆（近几年采用了探

地雷达探测非金属电缆）。只有带有金属护套或中央金属加强芯的光缆才能用地下管

线探测到。要探测电缆必须给导体施加一个可以探测的信号（发射机信号）。

问：为什么我的接收机测深不准确？

答：1. 检查确认选择了正确的模式。

2.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检查峰值法和谷值法定位的位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

试试其它的频率或连接方法。直读测深的方法虽然简单，但读取正确结果需要一定

的条件，否则测量精度不高，甚至得到错误结果。应用直读测深的条件之一是此时

的峰零值要基本重合，一般应小于 20 厘米，否则误差会很大。其二是直读的深度要

经过校正才能达到较高的可靠性，校正的因素包含：管线埋设土壤的湿度，以及检

测信号的频率，一般土壤湿度越大、检测频率越高，校正的系数就应越小，一般在

0.8-0.95 之间。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个深度已知且无干扰的管段，测出直读深度，与

实际埋深相比求的校正系数。

3．测量埋深时要注意接收机的方向，尽量使接收机的线圈与管线走向垂直，这

个要求可以通过轻微转动接收机，使面板上的显示读数达到最大值来达到。此外，

还应注意：直读埋深值是接收机机身地面到管道中心的距离。

问：使用信号追踪光缆的最大距离是多少？

答：如果金属护层连续而且没有对地短路，信号的传送距离通常为 80 公里。另外，

接收机的性能也是影响探测距离的重要因素（关键的是接收机压制噪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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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遇到信号强度突然减弱是何原因？

答： 遇到信号强度突然减弱，则管线可能改变方向。此时应停止前进，检测电流测

量值。定位开始时测得的电流值应在整个探测过程中保持不变。仔细搜索附近区域，

找到中心线，测量电流，以检查是否在目标管线上方。

1. 如果电流测量值突然减小，可能是经过了 T型分叉或分支管。在区域内进行 360

度扫描，查找其他中心线，以确认导体是否有分支。

2. 如果深度值和信号强度变化，检查电流测量值，如果电流测量值保持原值，说

明仍在目标管线上方，只是导体深度可能发生改变。电流测量值可以告诉操作

者，是导体深度变化引起了信号强度变化。

八、装箱清单

1. 接收机 1台

2. 发射机 1台

3. 直连信号线 1根

4. 地钎 1根

5. 仪器包装箱 1个

6. 耦合感应夹钳（用于电感耦合） 选配件

7. 跳接电缆 （用于短接管线） 选配件

8. A 字架 （用于电缆外皮故障定位） 选配件

9. 说明书 1本

10. 合格证 1张

11. 出厂报告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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