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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16 年 7 月 19 日 

陕西易达电气有限公司   (展台号: 1F06 )  

将携 DMS-40D3 电缆故障定位系统于「2016 中国国际电力电工展」亮相 

 
陕西易达电气有限公司 (展台号: 1F06) 将携 DMS-40D3 电缆故障定位系统参展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在中国 • 北京 •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隆重举行的 EP China 中国国际电力电工展(第十六届

国际电力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陕西易达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从事高低压电气试验、

测试设备的专业开发、生产与销售。公司座落于西安市市区东

南，西安交通大学西侧。 

 

自从 1994 年生产出国内第一台液晶屏款电缆故障测试仪以来，

DMS（多面手）系列电缆故障测试仪器和设备经过多年研究与

发展，产品已处于国际最先进技术性能前沿，并包含易达电气独

特的创新，完全可以取代进口产品。最新研制的 DMS-40D3 电

缆故障定位系统 ，具有以下优势： 

1. 一体手推车结构，现场搬运方便。  

2. 现场测试不用进行复杂的接线，所有测试方式和电压等级的

切换，均通过弱电控制内部高压开关进行自动切换。 

3. 对各种 220V—220KV 电压等级电力电缆的低阻、高阻泄漏

性故障、闪络性故障进行快速定位和定点。  

 

特点： 

1. 集成多档直流高压发生器、多档高压电

容、稳弧单元及各种信号采集于一体，便

于操作的故障定位系统。 

2. 五档测试方式切换、三档电压等级切换均

技术指标：  

1. 测试方式：弧反射法、直流弧反射法、电

流取样、电压取样（可选）、直流输出。  

2. 采样信号种类：弧反射法、直流弧反射

法、电流取样、电压取样（可选）、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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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低压弱电控制。 

3. 国际领先的测试方法，检测疑难故障变得

非常简单。 

4. 对设备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低。 

5. 直流 DC 电压最高可达 40KV。 

6. 6.8/16/32KV、每档电压都可达 2048J 的

冲击能量输出，测距延弧时间更长，定点

时故障点声音洪亮。 

7. 直接检测高阻故障而不需要烧穿。 

8. 宽大的车轮保证平稳，便于搬运和现场工

作。 

 

脉冲。  

3. 直流高压输出：  

0～32KV 负极性 最大输出电流：76mA 

0～16KV 负极性 最大输出电流：152mA 

0～8KV 负极性 最大输出电流：304mA 

4. 冲击电容：  

0～32KV 4μF 最大输出能量 2048 焦耳  

0～16KV 16μF 最大输出能量 2048 焦耳  

0～8KV 64μF 最大输出能量 2048 焦耳  

5. 球隙放电：弱电控制，放电周期 3—12 秒

可调，并特别设计消音装置，满足始端电

缆故障需要静音的要求。 

6. 保护： 零电压位置保护：防止误操作，保

障人身及被试品安全； 按”断开”键后，

通过内设安全装置，将残存电荷自动放

掉，保证安全。  

7. 选配延长电缆盘，可组成车载型电缆故障

定位系统。 
 

 

2016 中国国际电力电工展 （EP CHINA 2016）11 月落户京城 共同见证 EP 展 30 周年 

2016 中国国际电力电工展 （EP CHINA 2016）定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静安庄老国展）全馆举行，迎接 30 周年, 展会将以“开拓．创新．创商机”为主题, 继

续努力创建业界盛典，诚邀业界参与。 展会网站现已开放，欢迎浏览及进行预先登记以获取尊贵

礼遇。 

  

立即预登记参观 EP 展：http://epchinashow.com/EP16/Visitors/lang-simp/PreReg.aspx  

 

如欲查询展会详情，请浏览中电联网站：www.cec.org.cn 

更多最新的 EP 展展讯，请浏览展会网站：www.EPChinaShow.com 

或关注 EP 展官方微博(新浪微博：@EPChinaShow)及 EP 中国电力展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http://epchinashow.com/EP16/Visitors/lang-simp/PreReg.aspx
http://www.cec.org.cn/
http://epchinashow.com/EP16/Visitors/lang-simp/PreReg.aspx
http://www.weibo.com/epchina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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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hina_1986")。  

如需查询展会详情，请透过电邮或电话等方式，与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联系。  

- 完 -  

 

中国国际电力电工展 / 上海国际电力电工展 （EP China / EP Shanghai）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主办、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协办，始于 1986 年，现每年轮流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不仅是国内

电力行业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之展会，而且是国内唯一获得全球展览业协会认可（UFI 

Approved Event）、最多国际品牌参与的专业电力电工展，2013 年起连续多年被国家商务部选

为重点支持引导的电力展。  

新闻稿由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发放。  

如蒙刊登，敬请惠赐样报。  

  

参展查询：  

香港： 冯佩珠小姐 或 邓庆寿先生  

电话： (00852) 2891 8897  

传真： (00852) 2516 5024  

电子邮件： power@adsale.com.hk  

展会网站： www.EPChinaShow.com 

北京： 刘莉小姐 或 张越卿小姐  

电话： (010) 5129 3366  

传真： (010) 8460 2816  

上海： 萧文中先生 或 姜希琳小姐  

电话： (021) 5187 9766  

传真： (021) 6469 3665  

深圳： 张琼小姐 或 唐健先生  

电话： (0755) 8232 6251 

媒体及参观查询：  

香港： 余蒨芬小姐 或 陆可欣小姐 

电话： (00852) 2516 3397 / 2516 3342 

传真： (00852) 2516 5024  

电子邮件： epchina.pr@adsale.com.hk 

上海：王薏莲小姐 或 陈彩虹小姐  

电话： (021) 6469 1061 

传真： (021) 6469 1223 

http://images.adsale.com.hk/images/upload/201601/New_wechat_qrcode.jpg
mailto:power@adsale.com.hk
http://www.epchinashow.com/
mailto:epchina.pr@adsal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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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755) 8232 6252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渣华道 321 号 6 楼 

雅式集团： www.adsale.com.hk 

  

 

http://www.adsal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