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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信息受到版权保护，未经江苏晟利探测仪器有限公司的事先书面

许可，不得以任何目的、以任何手段（电子或机械）复制或传播本手册的部分

或全部内容。本手册的内容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如果您想了解江苏晟利探测仪器有限公司更多信息，欢迎访问江苏晟利探

测仪器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jshasl.com  或  http://www.cns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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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常感谢您选用 SL系列探测仪，您能成为江苏晟利探测仪器有限公司的

用户，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为了使您能尽快熟练地使用 SL系列探测仪，我们

随仪器配备了内容详细的操作手册。 

本手册属于仪器重要的一部分，它能提供操作及安全指导，使用户可以正

确使用及维护 SL系列探测仪。在第一次使用仪器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手

册的所有内容，以便您能了解本仪器的性能 ，并能充分运用其各项功能。在阅

读本说明书后，请妥善保管，以备日后查阅。 

本手册内容及规格在需要时我们会作适当修改，江苏晟利探测仪器有限公

司保留随时改进和革新仪器而不事先通知的权利，如果用户所购买的仪器与操

作手册上有所不同或有什么问题，请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 

0513-88926388 

0513-88926008 

800-828-4688 

或发邮件至 wxdyqc@pub.nt.jsinfo.net 

jshasl@jshasl.com进行咨询。 

 

谢谢您的合作！ 

 

注注注注：：：：本仪器本仪器本仪器本仪器不不不不可以在易爆环境中使用可以在易爆环境中使用可以在易爆环境中使用可以在易爆环境中使用。。。。    

 

 

 

                               江苏晟利探测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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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3008ACVG 交流电位梯度检测仪 

 

一、引言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埋地管线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多，相应地

也出现了涉及地下管线安全运行的各种严峻腐蚀问题。为保证管道的安全运行，

延长管道的使用寿命，埋地管道的防腐措施的研究已引起世界性关注。埋地管

线的防腐层状况是管线管理部门非常关心的问题之一，由于很多管道从竣工及

其后的运行，经常处在防腐层有破损的状态下，也因此导致很多管道的阴极保

护站建设后不能正常运行，以致缩短了管道的使用年限，带来埋地管线因腐蚀

而穿孔断裂、引起泄漏，严重污染环境，甚至引发爆炸等问题，威协居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广大管线业主都希望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根据这一实际

情况，开发出了全数字智能化的、多功能的、强适应性的 SL-3008ACVG 交流电

位梯度检测仪，该仪器是在人体电容法(皮尔逊)技术基础上的改进和提高，解

决了人体电容法(皮尔逊)在特殊环境下检测效果差准确率不高的难题，ACVG 电

位梯度检测仪的性能和 DCVG 检测仪检测结果完全相同。该仪器操作更为简便易

行，可靠性和检测准确性都大大提高，能在不挖开覆土的情况下，方便而准确

地查出埋地管线的位置、走向、深度、防腐层破损点的精确位置，漏点大小。

它彻底改变了国产同类仪器档次不高，功能不完善，而国外仪器价格昂贵又不

能很好地适应国内防腐层实际的状况，它是目前国内管线防腐层探测仪器中最

先进的仪器之一，是油田、化工、输油、输气、水电、锅检所、城建等部门为

保证埋地管线防腐层施工质量检查和维修检查必备的检测仪器之一。 

二、仪器简介 

（一）ACVG 的技术特点 

■ ACVG 在防腐层的定量检测方面提供出完整的信息。 

■ 评估防护层破损点严重程度为维修工作提供依据。 

■ 进行精确的外防腐层破损点的定位。 

■ 精确确定阳极地床的位置，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 通过 ACVG 信号幅度梯度的衰减趋势分析防腐层破损状况。 

■ 管道防腐层破损处定位精度高（10 厘米内）。检测指示直观、易于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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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VG 是防腐检测技术中最精确的技术之一。 

■ 可以应用于、城市街道、 穿河（沼泽）、高压线下的管道 。 

■ 可用于检测混凝土和沥青路面下的埋地管道  。 

■ ACVG 技术能够检测复杂管网，例如：城市管网、工厂和储油库 。  

■ 可以检测城市轨道铁路旁的埋地管线，直流电对 ACVG 技术没有影响 。 

（二）仪器系统介绍： 

SL-3008ACVG 交流电位梯度检测仪主要包括发射机、探管仪、ACVG 交

流电位梯度检测仪（A 字架）及其它附件。本仪器全部采用平面化设计方案，

能够防潮和防尘，提高了野外使用的可靠性。 

1、发射机功能：发射机用于向地下管线发射特定频率的电磁波信号，与接

收机配合使用，方便而准确地对管线进行定位、测深、探测防腐层破损点的位

置、大小。其功能示意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图一图一图一 发射机功能示意图发射机功能示意图发射机功能示意图发射机功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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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出信号插座；将输出信号施加到目标管道上。 

（2）充电指示灯：充电时该指示灯亮，充足电后熄灭。 

（3）模式模式模式模式键：选择自动或手动工作方式； 

（4）信号信号信号信号键：连续信号和间歇信号的选择； 

（5、7）↑ ↓键： 调节仪器输出功率大小； 

（6）确定确定确定确定键：与测量测量测量测量键和↑  ↓键配合使用，对发射机的功率提升时间和关

机时间进行设置； 

（8）复位复位复位复位键：快速断开发射机的输出，使发射机的功率提升时间和关机时

间恢复为零； 

（9）功率功率功率功率键：调整发射机的输出功率范围； 

（10）测量测量测量测量键：测量发射机的输出功率（W）、输出电压（V）、输出电

流（mA）、输出电阻（Ω）、功率提升时间（Tp）及发射机的关机时间（Toff）； 

（11）工作指标灯：发射机工作时亮，不工作时熄灭。 

（12、13）开关键：打开或关闭发射机。 

（14）电源电压指示，当电压低于 11.5V时必须进行充电； 

（15）发射机输出功率范围：大或中或小。 

（16）发射机工作参数：输出功率（W）、输出电压（V）、输出电流（mA）、

输出阻抗（Ω）、功率提升时间（Tp）、发射机关机时间（Toff）,当某参数下

面的三角形指示点亮时，则对应的参数值就显示在窗口中。 

（17）工作方式：自动或手动方式。 

（18）检测箭头开关键：选择开开开开则施加的信号可以进行管道位置、走向、

深度和防腐层破损点检测，选择关关关关则不可以进行防腐层破损点检测。 

（19）充电输入插孔；充电时将充电器的输出线插入该孔即对仪器进行充

电。 

2、探管仪功能：探管仪用于探测管线的位置、走向、深度。其功能示意图

如图二所示。 

（1）开开开开键：按下开开开开键打开电源。 

（2）关关关关键：按下关关关关键关闭电源。 

（3）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键：在探管过程中收到的测量信号不断闪烁或发射机输出工作

在间歇信号时，按下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键即可测量出某一瞬间的信号最大值，便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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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显示两个小黑点“：：：：”进行提示，再按此键最大值消除。 

（4）音量音量音量音量键：选择音量高、中、低、关； 

（5）↑  ↓键：调整增益大小，当按下↑键时，增益不断增大，并有间断的

提示音，增益三角形指示数值逐渐增大，当出现连续的提示音时，表示增益已

调到最大。反之，当按下↓键时则增益不断减小，增益三角形指示数值逐渐减小，

当出现连续的提示音时，表示增益已调到最小。 

（6）电源指示灯：探管仪插入充电器并接通 220V时指示灯亮。 

（7）充电指示灯：充电时指示灯亮，表示充电正常。 

图二图二图二图二        探管仪功能示意图探管仪功能示意图探管仪功能示意图探管仪功能示意图    

 

（8）信号强度指示，与显示窗口中的探测信号的大小相对应。 

（9）增益大小指示：当调节增

益时，对应的三角形指示灯点亮。 

（10）音量高低指示，通过音音音音

量量量量键设定音量的高低。 

（11）显示窗口，左边显示的

是电池电压，右边显示的是测量到 图三图三图三图三 显示窗口示意图显示窗口示意图显示窗口示意图显示窗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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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的大小。如图三所示，7.5表示电池组电压为 7.5V，782表示收到的信号

大小为 782mV。 

3、检测仪功能：检测仪可对埋地管道外防腐层及电缆外皮破损点进行精确

定位。 

（1）开关开关开关开关键：打开或关闭检测仪。 

（2）校准校准校准校准键：用于校准检测仪能够自动识别防腐层破损点。 

（3）显示器：显示电源电压及测量信号大小（dB值）。 

（4）防腐层破损点指示箭头：用于指示埋地管道防腐层破损点的位置。 

（（（（三三三三））））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1、发射机的技术参数： 

◆输出功率：0-30W 

◆发射信号方式：低频调制信号 

◆输出阻抗匹配：5-500Ω，自动匹配 

◆发射距离：0.03-5Km，可逐渐向 5Km 外移动 

◆输出模式：直连 

◆工作频率：LF 低频 

◆工作电源：12V12AH锂电池组 

◆工作时间：8 小时左右 

◆工作温度：－20℃～ +50℃； 

◆重量：3.0Kg（含电池） 

◆外形尺寸：274×225×98mm3 

4

3 2 1

V
校准

开

关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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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认证：IS09001：2008 

2、探管仪的技术参数： 

◆接收频率：LF 低频 

◆增益控制：手动增益，范围：0-140dB 

◆定位模式：极大值/极小值法 

◆测深方式：45°法 

◆定位精度：深度的±2.5%  

◆测深精度：深度的 3% 

◆测量范围：≤5 米 

◆电    源：7.4V锂电池组 

◆工作时间：≥20小时  

◆外形尺寸：165×90×68mm3 

◆重    量：0.6kg 

◆质量认证：IS09001：2008 

3、ACVG检测仪的技术参数： 

◆接收频率：LF低频 

◆增益控制：自动增益，范围：0-140dB 

◆定位精度：≤5cm 

◆深度范围：≤5m 

◆破损定位:定位防腐层破损点位置、方向，精度在2厘米之内 

◆电    源：7.4V锂电池组 

◆工作时间：≥20小时  

◆重量：2.6 kg 

◆质量认证：IS0900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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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仪器的基本操作方法仪器的基本操作方法仪器的基本操作方法仪器的基本操作方法 

（（（（一一一一））））发射机的操作发射机的操作发射机的操作发射机的操作：：：： 

1、发射机的连接：将发射机的输出线的香蕉插头插入发射机的输出插座，

5米输出线（红线）的鱼夹接到被查管道的阴极保护检查桩上（一般管道每隔

500米至 1000米有一个桩），若没有桩，可接在阀门或露出地面的管道上，另

一根 10米输出线（黑线）沿管道方向成 90度放开，把鱼夹接到接地棒上，打

入地下 1米左右。 

注注注注：（：（：（：（1））））若若若若 5 米米米米输出线上的鱼夹无法接到管道上输出线上的鱼夹无法接到管道上输出线上的鱼夹无法接到管道上输出线上的鱼夹无法接到管道上，，，，可用仪器所配的连接可用仪器所配的连接可用仪器所配的连接可用仪器所配的连接

磁铁进行连接磁铁进行连接磁铁进行连接磁铁进行连接，，，，先将连接磁铁吸在阀门或裸露的管道上先将连接磁铁吸在阀门或裸露的管道上先将连接磁铁吸在阀门或裸露的管道上先将连接磁铁吸在阀门或裸露的管道上，，，，然后将鱼夹夹在连接然后将鱼夹夹在连接然后将鱼夹夹在连接然后将鱼夹夹在连接

磁铁上即可磁铁上即可磁铁上即可磁铁上即可。。。。 

（（（（3））））当多条管线的一端相连时当多条管线的一端相连时当多条管线的一端相连时当多条管线的一端相连时（（（（如联合站处如联合站处如联合站处如联合站处）））） 对管线进行测量对管线进行测量对管线进行测量对管线进行测量，，，，应尽量应尽量应尽量应尽量

从非连接端加载信号从非连接端加载信号从非连接端加载信号从非连接端加载信号，，，，这样测量效果较为理想这样测量效果较为理想这样测量效果较为理想这样测量效果较为理想，，，，其连接方式如图其连接方式如图其连接方式如图其连接方式如图五所示五所示五所示五所示。。。。 

（（（（4））））当连续两根管道或两根以上管道排列向前时当连续两根管道或两根以上管道排列向前时当连续两根管道或两根以上管道排列向前时当连续两根管道或两根以上管道排列向前时，，，，间距不能小于间距不能小于间距不能小于间距不能小于 1 米米米米，，，， 

管与管之间不能有金属导体相连接管与管之间不能有金属导体相连接管与管之间不能有金属导体相连接管与管之间不能有金属导体相连接，，，，输出线连接周围更不能有短路输出线连接周围更不能有短路输出线连接周围更不能有短路输出线连接周围更不能有短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

绝缘防腐层大量老化脱落绝缘防腐层大量老化脱落绝缘防腐层大量老化脱落绝缘防腐层大量老化脱落，，，，无防腐层等现象无防腐层等现象无防腐层等现象无防腐层等现象，，，，否则发射机功耗特别大否则发射机功耗特别大否则发射机功耗特别大否则发射机功耗特别大，，，，测试距测试距测试距测试距

离将会很近离将会很近离将会很近离将会很近。。。。 

2、发射机使用内置大容量锂电池供电，按下 ON 键打开发射机，工作指示

灯亮，显示窗口下面一行三角形指示灯点亮，点亮三角形指示灯所指示的是电

源电压。当电源电压低于 11.5V时，表示电源电压不足，需要充足电后使用。 

Tx

联合站

图五图五图五图五 联合站处发射机信号加载示意图联合站处发射机信号加载示意图联合站处发射机信号加载示意图联合站处发射机信号加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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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电电电电池池池池充电方法充电方法充电方法充电方法：：：：先先先先将将将将充电器输出端口插入充电插孔充电器输出端口插入充电插孔充电器输出端口插入充电插孔充电器输出端口插入充电插孔，，，，再接通再接通再接通再接通 220V 交交交交

流电源流电源流电源流电源，，，，这时充电这时充电这时充电这时充电器器器器指示指示指示指示红红红红灯灯灯灯，，，，仪器则对直流电源进行快速智能充电仪器则对直流电源进行快速智能充电仪器则对直流电源进行快速智能充电仪器则对直流电源进行快速智能充电，，，，充足后充足后充足后充足后

自动停止自动停止自动停止自动停止，，，，充电充电充电充电器器器器指示指示指示指示绿绿绿绿灯灯灯灯。。。。 

3、发射机工作状态设置： 

发射机的发射功率有 10级可调，与功率范围相结合可调节发射机的输出功

率。 

（1）显示窗口左侧： 

①自动和手动：表示发射机的两种工作方式。 

自动工作方式：发射机根据所选择的功率进行自动调节其发射功率，使发

射机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手动工作方式：当需要对发射机发射功率进行手动设置时，采用手动工作

方式，它可根据各种不同的测试环境和需要来调节发射机的发射功率。 

②开和关：开和关左则的箭头表示是否选择防腐层破损点检测功能。选择

开开开开则施加的信号可以进行管道位置、走向、深度和防腐层破损点检测，选择关关关关

则不可以进行防腐层破损点检测。当需要检测防腐层破损点时，使用 ACVG 电

位梯度检测仪沿管线走向检测即可以查找出防腐点破损点的位置及大小。 

（2）显示窗口右侧： 

大、中、小：表示发射机的功率范围。 

（3）显示窗口顶端： 

W：表示发射机的输出功率； 

V：表示发射机的输出电压； 

mA：表示发射机的输出电流； 

Ω：表示管道和接地棒之间的电阻（当工作在自动工作方式时，仪器检测

的电阻大于 500Ω或小于 5Ω时不能工作，发出提示音，需改用手动工作方式）： 

Tp：表示发射机的功率提升时间（工作在自动方式起作用）； 

Toff：表示发射机的关机时间（工作在自动方式或手动方式均起作用）。 

（4）显示窗口底端一行数字表示电源电压。 

4、发射机的使用： 

当信号输出线连接好之后，按下发射机 ON 键，打开发射机，显示窗口中

相应的三角形指示灯点亮（各三角形指示位置为上次关机时所示的位置）。 

注注注注：：：：当电源电压低当电源电压低当电源电压低当电源电压低于于于于 11.5V 时时时时，，，，则需对电池进行充电后再用则需对电池进行充电后再用则需对电池进行充电后再用则需对电池进行充电后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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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自动工作方式：开机后，调节模式模式模式模式键，将模式指示灯指向自动位置，

按动功率功率功率功率键，选择所需的输出功率范围，再按下确定确定确定确定键，发射机自动检测管道

和接地棒之间的环路电阻，5秒钟后，仪器发出一声长的“嘟”音，然后自动调

节到所设定的功率，如检测的电阻小于 5Ω或大于 500Ω时，自动工作方式不能

完成，并发出几声短促“嘟”的提示音，这时需改用手动工作方式。 

功率提升时间 Tp和关机时间 Toff 的设定：连续按测量测量测量测量键，使三角形指示

指向 Tp或 Toff，按下确定确定确定确定键，显示窗口中的数字开始闪烁，按下↑  ↓键来调

节功率提升时间或关机时间（每 15分钟为一个单位，最长设置时间为 480分钟）,

当时间设置完成后，再按下确定确定确定确定键，则数字停止闪烁，设置结束，如果不按确确确确

定定定定键，则几秒后，所设时间也自动停止闪烁，自动确认，开始计时，可进行探

测。 

注注注注：：：：对于初始功率范围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对于初始功率范围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对于初始功率范围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对于初始功率范围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如果开始设置为大功率如果开始设置为大功率如果开始设置为大功率如果开始设置为大功率，，，，则不则不则不则不

可以进行可以进行可以进行可以进行 Tp 设定设定设定设定。。。。 

发射机工作在自动方式发射机工作在自动方式发射机工作在自动方式发射机工作在自动方式，，，，如要求发射机功率自动调节如要求发射机功率自动调节如要求发射机功率自动调节如要求发射机功率自动调节，，，，需设定功率提升时需设定功率提升时需设定功率提升时需设定功率提升时

间间间间 Tp，，，，如不需自动调节如不需自动调节如不需自动调节如不需自动调节，，，，就不设定功率提升时间就不设定功率提升时间就不设定功率提升时间就不设定功率提升时间 Tp。。。。发射机工作在自动方式发射机工作在自动方式发射机工作在自动方式发射机工作在自动方式，，，，

如设定了功率提升时间如设定了功率提升时间如设定了功率提升时间如设定了功率提升时间，，，，发射机按设定的时间发射机按设定的时间发射机按设定的时间发射机按设定的时间，，，，输出功率自动从小功率到中功输出功率自动从小功率到中功输出功率自动从小功率到中功输出功率自动从小功率到中功

率率率率，，，，再从中功率到大功率再从中功率到大功率再从中功率到大功率再从中功率到大功率，，，，如自动档开机时工作在中功率如自动档开机时工作在中功率如自动档开机时工作在中功率如自动档开机时工作在中功率，，，，只有一个变换过程只有一个变换过程只有一个变换过程只有一个变换过程。。。。 

当设定的当设定的当设定的当设定的 Toff 值小于值小于值小于值小于 15 分钟时分钟时分钟时分钟时，，，，工作在连续信号状态下工作在连续信号状态下工作在连续信号状态下工作在连续信号状态下，，，，发射机每隔发射机每隔发射机每隔发射机每隔 1

分钟发出分钟发出分钟发出分钟发出 2 秒的间歇信秒的间歇信秒的间歇信秒的间歇信号的提示音号的提示音号的提示音号的提示音，，，，工作在间歇信号状态下工作在间歇信号状态下工作在间歇信号状态下工作在间歇信号状态下，，，，发射机每隔发射机每隔发射机每隔发射机每隔 1 分分分分

钟发出钟发出钟发出钟发出 8 秒连续信号的提示音秒连续信号的提示音秒连续信号的提示音秒连续信号的提示音。。。。当设定的当设定的当设定的当设定的 Toff 值小于值小于值小于值小于 5 分钟时分钟时分钟时分钟时，，，，发射机发出发射机发出发射机发出发射机发出 8

秒连续信号秒连续信号秒连续信号秒连续信号，，，，2 秒无信号秒无信号秒无信号秒无信号，，，，直至关机直至关机直至关机直至关机。。。。 

当设定的当设定的当设定的当设定的 Tp 值小于值小于值小于值小于 5 分钟时分钟时分钟时分钟时，，，，工作在间歇信号状态下工作在间歇信号状态下工作在间歇信号状态下工作在间歇信号状态下，，，，发射机的信号变发射机的信号变发射机的信号变发射机的信号变

为连续信号为连续信号为连续信号为连续信号。。。。 

当设定的当设定的当设定的当设定的 Tp 值小于值小于值小于值小于 1 分钟时分钟时分钟时分钟时，，，，发射机在功率调节前发出发射机在功率调节前发出发射机在功率调节前发出发射机在功率调节前发出 2 秒连续信号秒连续信号秒连续信号秒连续信号，，，，2

秒无信号秒无信号秒无信号秒无信号，，，，直至功率调节完成直至功率调节完成直至功率调节完成直至功率调节完成。。。。 

如果在检测过程中要从手动工作方式换为自动工作方式如果在检测过程中要从手动工作方式换为自动工作方式如果在检测过程中要从手动工作方式换为自动工作方式如果在检测过程中要从手动工作方式换为自动工作方式，，，，先将模式指示灯先将模式指示灯先将模式指示灯先将模式指示灯

指向自动位置指向自动位置指向自动位置指向自动位置，，，，按下按下按下按下复位复位复位复位键后键后键后键后，，，，再按下再按下再按下再按下确定确定确定确定键键键键，，，，然后根据上述方法进行适当调然后根据上述方法进行适当调然后根据上述方法进行适当调然后根据上述方法进行适当调

整即可整即可整即可整即可。。。。 

(2)采用手动工作方式：开机后，调节模式模式模式模式键，将模式指示灯指向手动位置，

按动功率功率功率功率键，选择所需的功率范围，这时可根据需要调节↑ ↓ 键，使功率达到

所需要求（具体功率值，可按测量键，使功率下面的三角形指示灯点亮，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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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显示输出功率）。当调到某一级功率之后，再向上调节↑ 键，发射机发出

连续的“嘟”音，表示输出值已达到设定范围的最大值。 

注注注注：：：：每次按下每次按下每次按下每次按下↑  ↓键键键键，，，，发射机需有一响应过程发射机需有一响应过程发射机需有一响应过程发射机需有一响应过程，，，，当调节功率时不要连续按当调节功率时不要连续按当调节功率时不要连续按当调节功率时不要连续按

下下下下↑  ↓键不放键不放键不放键不放，，，，需间断地按动需间断地按动需间断地按动需间断地按动↑  ↓键来调节所需的输出功率键来调节所需的输出功率键来调节所需的输出功率键来调节所需的输出功率，，，，按动的间隔时间按动的间隔时间按动的间隔时间按动的间隔时间

以以以以 1 秒为宜秒为宜秒为宜秒为宜。。。。 

在发射机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机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机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机工作过程中，，，，如要观察发射机输出功率如要观察发射机输出功率如要观察发射机输出功率如要观察发射机输出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流输出电流输出电流、、、、

接地电阻接地电阻接地电阻接地电阻，，，，可按动可按动可按动可按动测量测量测量测量键键键键，，，，来选择所要观看的内容来选择所要观看的内容来选择所要观看的内容来选择所要观看的内容，，，，正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测量参数宜测量参数宜测量参数宜测量参数宜

在功率位置在功率位置在功率位置在功率位置。。。。 

关机时间 Toff 的设定：按下测量测量测量测量键，使三角形指示指向 Toff，按下确定确定确定确定键,

显示窗口中的数字开始闪烁，按下↑  ↓键来调节关机时间，当时间设置完成后，

再按下确定确定确定确定键，则数字停止闪烁，设置结束，如果不按下确定确定确定确定键，则几秒后，

所设时间也自动确认，开始计时，设定完成。 

注注注注：：：：如果在检测过程中要从自动档换为手动档如果在检测过程中要从自动档换为手动档如果在检测过程中要从自动档换为手动档如果在检测过程中要从自动档换为手动档，，，，先将模式指示灯指向手动先将模式指示灯指向手动先将模式指示灯指向手动先将模式指示灯指向手动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按下按下按下按下复位复位复位复位键后键后键后键后，，，，再点动再点动再点动再点动↑ 或或或或 ↓键再选择所需的发射功率键再选择所需的发射功率键再选择所需的发射功率键再选择所需的发射功率，（，（，（，（要直接观察要直接观察要直接观察要直接观察

输出功率输出功率输出功率输出功率，，，，正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下，，，，位置选择在功位置选择在功位置选择在功位置选择在功率档率档率档率档）。）。）。）。 

（（（（二二二二））））探管仪的操作探管仪的操作探管仪的操作探管仪的操作：：：： 

1、管线探测前的准备。 

（1）调整探头方向，使之与探杆垂直。将探杆上的连接器插入探管仪右侧

的探头插孔中，按下探管仪的开开开开键，显示窗口中显示电池电压和测量信号值。 

注注注注：：：：当电池电压低于当电池电压低于当电池电压低于当电池电压低于 5.5 V 时时时时，，，，按下按下按下按下 开开开开 键键键键，，，，则显示窗口中的数值闪烁一则显示窗口中的数值闪烁一则显示窗口中的数值闪烁一则显示窗口中的数值闪烁一

下又自动关机下又自动关机下又自动关机下又自动关机，，，，表示电池电表示电池电表示电池电表示电池电

压已严重不足压已严重不足压已严重不足压已严重不足。。。。 

当显示电源电压低于当显示电源电压低于当显示电源电压低于当显示电源电压低于

5.5 V 时时时时，，，，需进行充电需进行充电需进行充电需进行充电。。。。充充充充

电时只要将充电器插头插电时只要将充电器插头插电时只要将充电器插头插电时只要将充电器插头插

入探管仪的充电插孔中入探管仪的充电插孔中入探管仪的充电插孔中入探管仪的充电插孔中，，，，另另另另

一端插入一端插入一端插入一端插入 220V 交流电源上交流电源上交流电源上交流电源上

电源指示灯和充电指示灯电源指示灯和充电指示灯电源指示灯和充电指示灯电源指示灯和充电指示灯

亮亮亮亮，，，，仪器即仪器即仪器即仪器即进行快速智能充进行快速智能充进行快速智能充进行快速智能充

电电电电，，，，充足自停充足自停充足自停充足自停，，，，充电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充电指示灯

熄灭熄灭熄灭熄灭。。。。 

探头

图六图六图六图六 极大值法极大值法极大值法极大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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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敏度的调节：在探测过程的一开始，通过增益调节来提高或降低接

收信号的强弱，使接收信号在 500-800mV之间。 

（3）增益的调节：根据显示窗口中显示的接收到的信号的强弱来调节增益，

调节过程中，每按一次↑  ↓键，仪器都会有“嘟”的提示音，当增益调节到最大

或最小而无法再调节时，仪器发出三声长“嘟”音进行提示。 

（4）音量的调节：按下音量音量音量音量键，音量指示三角形在不同的音量档位上切换，

根据探测环境的不同，选用合适的音量。 

2、管线的定位方法：极

大值法和极小值法。 

极大值法是通过测量磁

场水平分量，它在目标管线正

上方呈现极大值（见图六）。   

极小值法是通过测量磁

场的垂直分量，它在目标管线

正上方呈现极小值或零值（见

图七）。 

这两种方法均能取得良好

效果。极大值法信号响应幅度

大且分布宽，目标易被发现，而极小值法由于在目标附近的信号响应曲线斜率

很大，定位精度较高。所以一般是先用极大值法找到管线的大致位置，然后用

极小值法精确定位。 

探头

图七图七图七图七 极极极极小小小小值法值法值法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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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线的位置、走向的探

测。打开探管仪，将探杆拉伸

到最佳长度，顺时针旋紧螺

杆。避开发射机盲区，以发射

机为中心，20-30 米为半径，

选用极大值法（探头与探杆垂

直）或极小值法（探头与探杆

平行）作环形探测，探管仪收

到信号最强或最小处即为管

线的位置。在管线的位置处选

用极大值法，左右转动探头，

当转至某一角度收到的信号最强，则与探头垂直的方向即为管线的走向。然后

沿管线走向作“S”形向前探测管线。 

4、管线的测深方法：45°法、80%法和极大值法。 

（1）45°测深法。利用极大值法或极小值法找出管线的位置 A 并做下标记，

调整探头角度,使之与探杆成 45°角，将探头沿垂直管线方向向一侧移动，找出

信号最小的位置 B，按图所知，管道中心为 O，这样 ABO△ 为一等腰垂直三角

形，所以 AB=AO，即为埋

土深度（原理见图八）。 

（2）80%法测深法。

利用极大值法找出管线的

位置 A，并记下探管仪接

收的信号强度值，将探头

垂直于管线并沿垂直管线

方向分别向两侧移动，注

意主显示窗口中信号强度

的变化，找出信号强度为

A 处 80%的点 B 和点 C，

则  |BC|即为管线的深度

（原理见图九）。 

C

探头

埋地钢管

绝缘防腐层

BA

d

d

磁力线

720 900 720

图八图八图八图八  45°45°45°45°测深法测深法测深法测深法原理原理原理原理图图图图 

图九图九图九图九 80% 80% 80% 80%测深法原理测深法原理测深法原理测深法原理    

45°

45°

磁力线

O

探头

埋地钢管

测深度

绝缘防腐层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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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极大值法。利用

极小值法找出管线的位置

A，将探头沿垂直管线方向

向一侧移动，注意主显示

窗口中信号强度的变化，

找出信号最强处点 B，则 B

点与管线在地面投影的垂

线段|AB|即为管线的深度

（原理见图十）。 

O

d

d

A B

磁力线 绝缘防腐层

埋地钢管

探头

图十图十图十图十    极大值极大值极大值极大值测深法原理测深法原理测深法原理测深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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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交流电位交流电位交流电位交流电位梯度梯度梯度梯度（（（（ACVG））））检测仪检测仪检测仪检测仪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 

本部分介绍 SL-3008ACVG 交流电位检测

仪的使用。交流电位梯度（ACVG）检测仪（以

下简称 A 字架）是用于检测埋地管道防腐层破

损点的位置及大小。 

１１１１、、、、AAAA 字架字架字架字架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A 字架是可折叠式的，可对埋地管道外防

腐层及电缆外皮破损点进行精确定位。 

使用时需将A字架的两个探针与大地良好

接触。该 A 字架不仅适用于潮湿的土地，对于

干燥的土壤和水泥路面，可适当浇水后亦可适

用。 

箭头显示指向故障点的方向，仪器面板上

的前后箭头可直观指示出漏点的方向，这使得

故障定位检测变得很容易。 

仪器面板上还显示出 A 型架的两个探针之间电位差的毫伏分贝值(dB)，该

数值用来比较不同外防腐层故障检测电流泄露的差异，以确定破损的严重程度。 

2222、、、、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在使用探管仪查找到埋地管线

的位置及走向之后，根照需要进一步

查找防腐层故障点。 

1、手持 A 字架，使 A 字架的两

个探针形成的直线与埋地管道的走向

一致，并保持 A 字架上的标志“前”

远离发射机，标志“后”指向发射机。 

前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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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前后     前后     前

2、将 A 字架以与管线的平行方向插入管道上方的土壤，按下开开开开键，打开

A 字架，按校准校准校准校准键对 A 字架校准，校准完成显示器显示电源电压 5 秒钟便转入

测量信号水平显示，以 dB值显示，同时以箭头指示防腐层破损点的方向。 

3、仪器显示的箭头方向是漏点的方向。当箭头前后交替显示，不稳定时，

则表示附近没有破损点存在，或地面上的电流太小，不足以给出信号电流方向，

也可能是碰巧 A 字架处在防腐层破损点的正上方。此时显示有信号电位差的 dB

值。 

4、沿管线的方向移动 A 字架，重新将探针插入土壤。如果在新的位置给

出的箭头方向是向前的，而第二个位置上箭头方向是向后的，则此时操作者已

经走过了故障点。一般故障点显示在 40-60dB 范围，最大时可能超过 90dB。 

5、沿管线的走向往回检测，每隔 1 米检测一次，观察仪器的 dB 读数，数

值上升、短暂下降、又上升，之后数值会渐渐下降；当箭头改变方向的位置，

就是故障点的边缘。 

6、重新以更小的间隔进行前后检测，找到箭头发生变化的位置，此时 dB

读数最低。此时可以确定故障点就在 A 字架的中央正下方的位置。 



 

SL-3008ACVG交流电位梯度检测仪 20

专利号：200830035333.3 

TEL：0513-88926388         

7、将 A 字架旋转 90 度，也就是检测方向与管线的方向垂直，重复步骤 6，

检测结果的故障点在 A 字架的正中央。 

8、用木桩或油漆记下故障点的位置。 

9、继续沿管线寻找，直到找出需检测管段的所有故障点。 

注注注注：：：：在检测过程中在检测过程中在检测过程中在检测过程中，，，，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对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对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对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对 AAAA 字架字架字架字架校准一次校准一次校准一次校准一次。。。。校准方法校准方法校准方法校准方法：：：：将将将将

AAAA 字架字架字架字架以与管线的平行方向插入管道上方的土壤以与管线的平行方向插入管道上方的土壤以与管线的平行方向插入管道上方的土壤以与管线的平行方向插入管道上方的土壤，，，，按按按按校准校准校准校准键对键对键对键对 A 字架字架字架字架校准校准校准校准，，，，校校校校

准完成显示器显示电源电压准完成显示器显示电源电压准完成显示器显示电源电压准完成显示器显示电源电压 5 秒钟便转入测量信号水平显示秒钟便转入测量信号水平显示秒钟便转入测量信号水平显示秒钟便转入测量信号水平显示，，，，以以以以 dB 值显示值显示值显示值显示，，，，

同时以箭头指示防腐层破损点的方向同时以箭头指示防腐层破损点的方向同时以箭头指示防腐层破损点的方向同时以箭头指示防腐层破损点的方向。。。。校准点应该避免在防腐层破损点附近进校准点应该避免在防腐层破损点附近进校准点应该避免在防腐层破损点附近进校准点应该避免在防腐层破损点附近进

行行行行，，，，如果遇到防腐层破损点处需要校准如果遇到防腐层破损点处需要校准如果遇到防腐层破损点处需要校准如果遇到防腐层破损点处需要校准，，，，则必须将则必须将则必须将则必须将 AAAA 型的型的型的型的““““前前前前””””探针对着防腐探针对着防腐探针对着防腐探针对着防腐

层破损点的方向层破损点的方向层破损点的方向层破损点的方向，，，，““““后后后后””””探针背离防腐层破损点的方向探针背离防腐层破损点的方向探针背离防腐层破损点的方向探针背离防腐层破损点的方向。。。。    

防腐层缺陷评价等级防腐层缺陷评价等级防腐层缺陷评价等级防腐层缺陷评价等级 

检测方法 防腐层缺陷轻微 防腐层缺陷中等 防腐层缺陷严重 

ACVG ＜40dB 40-59dB ≥60dB 

 

3333、、、、比较漏点的严重程度比较漏点的严重程度比较漏点的严重程度比较漏点的严重程度    

分 别 记

下 A 字架在

与管线垂直

方向时 dB 读

数值，用于比

较管线上防

腐层破损的

严重程度，从

而决定管道

维护的轻重缓急。 

后
前

前
后

后

故障点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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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将 A 字架与管道垂直，一极放在管线的正上方，另一极远离管线，

从距故障点 1 米处开始，以 25 厘米或更小的间隔检测，记下此过程的最大读数，

并记住序号。 

对每个要检测的管段进行以上步骤，直到完成全部检测工作，标识出管线

上的全部故障点，分贝数最大的故障点破损最为严重。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当管线处在市区或水泥/沥青路面下时，将 A 字架的探针插入

土壤会遇到困难，解决的方法一是在偏离管线上方有土壤的位置进行检测，二

是在路面上浇点水，使得探针能够采集到地面的电压信号。 

检测管线上方的土壤较为干燥时，适当地浇水会提高检测的精度和检测的

效果。 

4444、、、、AAAA 字架字架字架字架的折叠方法的折叠方法的折叠方法的折叠方法：：：：    

A 字架设计成可折叠式的，便于运输和

保存。拆卸方法： 

（1）将①②螺纹连接处完全拧开后，用

手握住并轻轻向上一提，即可将 A 字架上半

部分分开。 

（2）将③螺纹连接处完全拧开后，再对

折。 

安装方法： 

（1）将带探针的部分分开，拧紧螺纹③。 

（2）将 A 字架的另一半的两个插孔对准

两上插件，稍用力向下压，然后把螺纹①②

拧紧即可。 

 

 

（（（（四四四四））））充电方法充电方法充电方法充电方法：：：： 

1、发射机电源的充电：当发射机电源电压低于 11.5V时就必须充电。关闭

发射机，将充电器的一端插入发射机的充电插孔中，另一端插入 220V交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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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插座，充电器指示灯为红色，即对发射机内电池进行快速智能充电，充足自

停，充电指示灯变为绿色。 

2、探管仪的充电：当探管仪显示的电池电压低于 5.5V 时就必须充电。将

小充电器一端连接到探管仪的充电插孔中，另一端插入 220V 交流电源插座中，

电源指示灯和充电指示灯亮，仪器即对接收机内电池进行快速智能充电，充足

自停，充电指示灯熄灭。 

3、A 字架的充电：当 A 字架显示的电池电压低于 5.5V 时就必须充电。将小

充电器一端连接到 A 字架的充电插孔中，另一端插入 220V 交流电源插座中，充

电指示灯显示红色，即对 A 字架内电池进行快速智能充电，充足自停，充电指

示灯变成绿色。 

四四四四、、、、探管探管探管探管、、、、测向测向测向测向、、、、测深测深测深测深、、、、检漏检漏检漏检漏的原理的原理的原理的原理 

SL-3008ACVG电压梯度检测仪由3个部分组成：ACVG电压梯度检测仪、接近直

流信号的超低频发射机、探管仪。接近直流信号的超低频信号（CP）加载到管线

上时，通过管线防腐层破损点和土壤构成的电压梯度相应的就在管线上方的地面

建立了地面电场分布。越接近破损点的部位电压梯度就越大，管道上方地面的电

流密度就越大。一般来说裸露面积越大其附近的电流密度越大，地面电压梯度也

就越大。探管仪探测管线位置，使ACVG检测仪保持在管线的位置上通过ACVG电压

梯度检测仪测量管线上方

电位梯度值(dB)和土壤中

的(CP)电流方向来确定管

线破损严重程度和防腐层

破损点的精确位置。 

五五五五、、、、复杂环境下的探复杂环境下的探复杂环境下的探复杂环境下的探

测测测测、、、、检漏方法及技巧检漏方法及技巧检漏方法及技巧检漏方法及技巧 
（（（（一一一一））））复杂环境下管线探复杂环境下管线探复杂环境下管线探复杂环境下管线探

测方法与技巧测方法与技巧测方法与技巧测方法与技巧：：：： 

1、三通处探测：选择
图十二    管线三通处的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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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a        管道变深前探测示意图 

峰值法探测，当信号突然变小时，以信号变小点为圆心，以 5米左右为半径作

圆形探测，并保证探头位置始终与该圆相切并触地向前探测，则信号最强处即

为管线分支的位置，信号较弱时，可适当提高探管仪的增益，其操作方法见图

十二。对于管线拐弯处的探测方法与三通处的现象相同。 

注注注注：：：：信号突然变小处信号突然变小处信号突然变小处信号突然变小处，，，，可能为管线三通或变深处可能为管线三通或变深处可能为管线三通或变深处可能为管线三通或变深处，，，，对于管线变深处的探测对于管线变深处的探测对于管线变深处的探测对于管线变深处的探测

方法见方法见方法见方法见 2 管道埋深变化时的探测管道埋深变化时的探测管道埋深变化时的探测管道埋深变化时的探测。。。。 

2、管道埋深变化时的探测：选择极大值工作方式且探头与管线平行作左右

移动并触地向前探测（见图十三）。在正常管段探管仪探头左右摆动时所测信

号均为最小（几乎为零）（图十三 a），当探管仪探头左右摆动，信号出现大、

小、大（即当探头离开目标管线时信号变大）现象时，则为管线突然变深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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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b），继续往前探测，探管仪信号又变为最小（几乎为零）（图十三  c）。 

图十三 b        管道变深处探测示意图 

图十三 c        管道变深后探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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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行和交叉管线的探测：两根平行管线用改变发射机接线方式，将接地

线接在目标管线的一边（见图十四），减少发射信号与非目标管线的偶合。对

于三根以上平行管线、交叉管线和上下重叠管线，可采用回路接地法探测（见 

图十五）。 

4、庭院立体管网的探测：小功率发射，产生适当的探测信号，既可节省能

量也可减少偶合效应，短距离逐级追踪，移动探头位置，转动探头角度，提高

探头高度，改变接线方式和接地地点，调节增益，用极大值法探测，用极小值

法验证，如果极大值法和极小值法标志位置相重合，可以表明定位是精确的，

如果标志不重合则定位不准。要注意这一点，标志显示的错误在管线的同一侧，

管线的真正位置接近极大值法的位置。 

5、在钢筋水泥路面下面的管线的探测。当接收机的信号明显消失以及信号

扩展到更大的区域且在地面上会接收到混淆不清的信号时，可能是管线上方有

钢筋网，它们会吸收并且再辐射信号，此时，可将接收机探头提起 0.5米，将

灵敏度调低，但应有一点静态信号，表头对来自目标管线的信号会有响应而且

不受混凝土浅层中钢筋辐射信号的影响，然后继续追踪。 

图十四    两根平行管线信号加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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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三根平行（或交叉）管线信号加载方法 

（（（（二二二二））））复杂环境下管线检漏方法与技巧复杂环境下管线检漏方法与技巧复杂环境下管线检漏方法与技巧复杂环境下管线检漏方法与技巧：：：： 

1、过分干旱的沙漠地区会影响管道中泄漏电流对地表的分布电容，将接地

棒处浇水减小接地电阻，A 字架的两个探针处适当浇水，可提高信号强度进行

检漏。 

2、在地表面检到漏点，挖开后却看不到，可进一步用以下方法查找。 

（1）漏点太小看不到，可用电火花检漏仪查找； 

（2）漏点挖偏看不到，向漏电电位大的那一边继续挖； 

（3）漏点处于管道下方看不到，可用电火花检漏仪查找； 

（4）防腐层接口处包裹不严或空鼓引起防腐层进水。 

六六六六、、、、仪器的日常维护及故障处理方法仪器的日常维护及故障处理方法仪器的日常维护及故障处理方法仪器的日常维护及故障处理方法 

1、日常维护：接收机内部有可充电电池，使用前要注意查看电池组的电压

情况并及时对电池组进行充电，当发射机电压指示低于 11.5V、探管仪和 A 字

架电压低于 5.5V时，需进行充电。如果仪器长时间不使用，每个月必须给仪器

充电一次，以防止电池长期放置因缺电而损坏。 

2、故障的处理方法 

对于故障导致仪器无法使用时，请与我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系，咨询热线：

0513-88926388、、、、88926008，非我公司技术人员不得打开仪器机箱，否则，一切

责任自负，我公司不负责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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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1、管线测深正确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平面定位是否准确。在管线分支附

近以及旁侧有其它管线时，磁场会叠加，在该处所测得的数据是每条管线叠加

的结果，相对单根管线来讲，磁场发生了畸变，因此测深处应选在单根管线直

线段的中间，直线段的长度应大于管线埋深的 3倍。 

2、被测管线上覆土应该和管线有较好的接触，新敷设的管线应在覆土后一

段时间等土密实后再进行检漏，否则效果不佳。 

3、A 字架的两根探针必须与大地有良好的接触。 

4、发射机接地线最好不要跨越其它管线或放在另一根管线的顶部，在这

种情况下，发射信号会偶合到其它管线，可能引起误判。 

5、探管仪接收机在工作时，有时会在无管线处探测到有管线的假象，假象

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可区别排除： 

（1）假象处所测信号强度与管线实际位置不符； 

（2）极大值法和极小值法所测管线位置不重合； 

（3）改变发射机发射信号注入点或接地线接地点，假象将会消失。 

6、深度测量值是对管线中心而言，管线顶部的深度需减去管线的半径。对

较粗的管线平面定位和测深，哑点均较宽，要进行修正，取哑点中心位置对管

道定位和测深。 

7、发射机周围有一定区域内是盲区，此范围内接收机将会收到来自发射机

和管线两方面的信号，如果要在此范围内探测，可延长发射线，将发射机移到

稍远的地方。 

8、如果极大值和极小值标定位置定位相重合，可认为定位是精确的，如果

标记不重合则定位不准确，标记显示的错误在管线的同一侧，管线的真正位置

接近极大值。 

9、探测管线位置时，随时注意周围可能干扰定位精度的条件，相邻管线从

目标管线上把信号引走，可能使探测人员错误地确定管线的位置和深度，在探

测过程中，不断地扫寻管线的两边，以检查是否存在其它管线。 

10、由于操作者事先难以对地下管线的状况有详细的了解，以致选择了不

正确的接线点，而受到旁侧管线的干扰，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了解

地下各种管线的分布状态信息，根据这些情况选择发射机最佳信号注入点和接

地线的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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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仪器的主仪器的主仪器的主仪器的主、、、、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一一一一））））仪器的主件仪器的主件仪器的主件仪器的主件：：：： 

（1）发射机一台； 

（2）探管仪一台； 

（3）ACVG 电压梯度检测仪一台； 

（（（（二二二二））））仪器的附件仪器的附件仪器的附件仪器的附件：：：： 

（1）探头一根； 

（2）输出线一副； 

（3）接地棒一根； 

（4）磁铁一只； 

（5）发射机充电器一只： 

（6）接收机充电器一只； 

（7）A 字架充电器一只； 

（8）随机文件一套。 

九九九九、、、、关于本手册中一些名词术语说明关于本手册中一些名词术语说明关于本手册中一些名词术语说明关于本手册中一些名词术语说明 
1、防腐层破损点：亦叫防腐层泄漏点、防腐层漏铁点、防腐层腐蚀点、防

腐层针孔。 

2、位置：管线在地面投影的点，由多个点构成的走向路由。 

3、极大值法：峰值法，在目标管线上信号音响示值最大。 

4、极小值法：零值法也叫哑点法，在目标管线上信号音响示值最小。 

5、盲区：发射机周围一定范围内，发射机一次场大于目标管线中二次场的

区域内。 

6、目标管线：与发射机信号线相连需要探测寻找的管线。 

7、偶合：加到目标管线的信号感应到附近管线上。 

8、信号：管线中交流电流产生的可检测到的磁场。 

9、探头：一种内置磁棒线圈的器件，它的位移和转动角度可以给地下管线

定位、定深。 

10、回路法接地：延长发射机接地线并接到目标管线的另一端，电流在管

中形成回路，使目标管线信号最强。 

11、接收机：接收发射机所加载到管线上的信号的仪器。 

12、ACVG：交流电位梯度，一种通过沿管道或环绕管道的、由防腐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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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点漏泄的、交流电流所产生的土壤中交流电压梯度变化，来确定防腐层缺陷

位置的地表测量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