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蓝波高电压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LANPO HIGH VOLTAGE TECHNOLIGY &EQUIPMENT CO.,LTD

上海蓝波高电压技术设备有限公司是由上海电缆

研究所、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国际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办的高科技中外合资企业。

公司坐落在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配备有先进的

高电压产品生产设备和全套的质量测试条件，拥有长

期从事高电压工程设计、研制、调试的工程技术队伍

和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人员。公司于 2000年顺利通

过了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本公司的精神是严谨

求实，勤奋开拓，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竭诚为国内外用户服务，推动我国高电压试验设备技术的发展和

进步。

本公司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及关键元器件基础上，精心设计制造各类高电压技术设备、高

电压试验电源、在线监测仪器等。为高压电器制造行业、高电压输变电系统、电线电缆制造厂家提供工厂

试验、现场服务等有关的设备仪器，并提供高电压试验和电线电缆检测的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本公司先

后成功地完成了上百套电压等级从 10-220kV高性能交联电缆局部放电试验系统及屏蔽室的设计、生产、

安装调试任务，批量生产了 20-600kV系列交直流两用数字千伏表、电缆在线检测用的 5-50kV交流及直

流火花机、5-300kV成套工频耐压试验系统、无局放试验变压器、10-650kVA大功率面接触式调压器、5-

400kV/1-100mA直流高电压发生器等等。

只有产品品质的不断提升，才能造就企业的生生不息，满足顾客规定的或潜在的需要，是我们的首要

工作目的。蓝波公司无论在销售、生产、售后等各方面均建立了完善的控制体系，以确保对客户的服务达

到无微不至！



IVG 系列冲击电压发生器

上海蓝波高电压技术设备有限公司作为设计和制造各种高

电压试验设备的高科技中外合资企业，已成功完成了多套

大、中、小型冲击电压发生器试验系统的生产、安装及调

试任务，IVG系列冲击电压发生器可输出标准雷电波、标

准操纵、雷电截波、陡波等多种冲击电压波形的高压试验

专用设备。经权威机构检定，各项技术指标符合 IEC6006-

1-89、IEC60060-2-94和 GB/T16927.1-2-1997的规定。设

备广泛适用于变压器、高压电缆、开关、套管、绝缘子等

高压电器产品进行形式试验及例行试验。

产品主要特点

● 采用高效率回路，输出效率高；

● 电阻更换方便、安全、可靠、系统参数变换容易，

适合多种试品的试验需要；

● 控制系统分手动和自动控制，可完成充电电压预设

置、恒流充电、自动稳压、冲击次数设定及记数、自

动触发、自动接地，点火球隙距离自动跟踪充电电压

及极性自动转换等功能；

● 采用数字瞬态记忆示波器，可配置软驱及计算机接

口，试验波形数据自动采集、存储、分析显示，并打

印波形数据文件。



交联电缆局部放电系统

上海蓝波高电压技术设备有限公司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成功研制了适用于对 220kV及以下交

联电缆按照 GB/T11017-2002、GB/T12706-2008和 IEC60502-2005标准规定进行交联电缆局部放电测

试和耐压试验的成套试验系统，本系统技术先进，性能可靠，完全可以替代进口的相同电压等级产品。系

统包括：高压调谐电抗器、双屏蔽静电隔离变压器、高低压滤波器、接触式调压器、电压测量分压器、高

压校正注入电容器、局部放电检测仪、局部故障定位仪等。全套系统已在全国三百多家电线电缆生产厂投

入使用，得到了用户的广泛好评。

系统主要特点：

系统设备局放水平可达：≤2Pc

回路品质因数：Q≥40

故障定位精确水平≤±2.5m(±1%）

系统电压测量精度：≤±3%

系统具有定时耐压，ARC瞬时击穿保护，过流保护，联锁保护及各种限位功能。调谐范可覆盖成盘电缆

长度 2000M截面 400MM2的 110KV及以下交联电缆的局部放电耐压试验及故障定位。



SRS 系列串联谐振耐压试验系统

SRS系列串联谐振耐压试验系统为了适应电容性、大负

荷负载的工频电压试验，上海蓝波高电压技术设备有限公

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计生产了各种规格及技术要求的

谐振电抗器。其特点是系统电源输入容量小，输出容量大，

电感调节范围大，波形失真小。电抗器的调谐机械传动机

构采用滚珠丝杆形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调谐的稳定性。

本公司产品类型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产品绝缘耐压试验，

对介质损耗值大的架空绝缘导线电缆及大容量发电机组等

试品，专门设计了系统 Q值较低（Q=5-15）的谐振电抗

器，另一类是为局放测试系统用的谐振电抗器，其特点是局放小，干扰水平低，系统配备滤波器、局放测

试仪等设备后，对交联电缆进行局放电试验。本公司还可以根据用户提出的参数要求，专门设计制造组合

型试验谐振电抗器及调频谐振电抗器等专用设备

主要技术参数

● 额定输出电压（UN）:20-350kV

● 额定输出容量:100-7000kVA

● 品质因数(Q):5-80

● 波形畸变率:< 0.5%

系统主要特点

● 所需电源容量远小于被品的试验容量（通常是

5-10%）。

● 保护性能好，当试品击穿时，谐振条件自动消

失，电压瞬时跌落，从而避免电缆被连续烧坏。

● 输出电压波形好，波形失真率低。



AH 系列工频高压试验系统

AH系列工频高压试验系统是上海蓝波高电压技术设备有

限公司引进吸收国处先进技术，设计开发的工频高压试验

系统，它可广泛应用于电机、变压器、电缆、电器、绝缘

材料、高压元件制造厂家，以及电力、科研和大专院校的

高压试验室进行工频耐压试验及局放测试，具有损耗低，

重量轻，波形失真小等优点。产品规格齐全，性能可靠，

各项性能指标符合 IEC60060-1-89、IEC60060-2-94、
GB/T16927.1-2-1997及 GB/T3048.8-2007等有关标准要

求。

系统主要特点

● 跳闸后电压自动回零；

● 试验电压、试验电流及试验时间可设定；

● 数字/模拟电压电流显示；

● 可自动升压，也可手动升压，击穿时保持击穿电压；

● 过电流保护，零电压启动，门连锁保护功能。

交流介质强度试验仪

交流介质强度试验仪是按照 GB/T 1408.1—1999试验标准，

用于检测固体绝缘材料的电气强度。它由试验变压器、调

压器、控制箱、保护电阻、电极箱五部分组成。

技术参数

额定容量：3kVA(5kVA)；
输入电压：AC 220V；
输出电压：0V-50kV
输出电流：0.06A(0.1A)
主要控制功能

● 跳闸后电压自动回零；

● 数字/模拟电压电流显示；

● 可自动升压，也可手动升压，击穿时保持击穿电压；

● 过电流保护，零电压启动，门连锁保护功能。



自动循环加热试验系统

自动循环加热试验系统

自动循环加热试验系统是由蓝波公司新开发的试验系统。

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电线电缆试验。它能模拟电线电缆

在长期运行中的环境。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AC 220V/380V；
输出电压：10V-20V
输出电流：500A-6000A
系统组成

1).控制台

2).调压器

3).大电流变压器

4).电流互感器

主要控制功能

● 跳闸后电压自动回零；

● 试验温度及试验时间可设定；

● 温度及电流，记录仪显示；

● 过电流保护，零电压启动。

工频系列火花试验机

上海蓝波高电压技术设备有限公司是由上海电缆研究所

投资创办的高科技术中外合资企业，专业生产工频系列

火花试验机。产品经国家电线电缆检测中心检测认证，

符合 JB/T4278，10-1993标准要求，可以按照国家标

准 GB/T3048.15-1992,GB/T3048.9-2007及英国标准

BS-5099对电线电缆进行在线绝缘检测。 主要性能

● 电压系列：3kV-35kV
● 最高检测灵敏度：≤600μA火花电流

● 检测稳定性：1000pF容性负载下，全电压放电无误

动作● 最高检测速度：200m/min
● 可抗临近强干扰电气设备（如可控硅、高压放电设备）

的强电磁场干扰

● 电极长度：300mm



耐电痕试验系统
耐电痕试验系统是按照 GB/T3048.7-94试验标准，用于

检测电线电缆受到污秽条件下因表面漏电引起电痕迹而造

成破坏的能力。

系统组成

控制台 2.调压器 3.变压器 4.喷雾池

主要控制功能

跳闸后电压自动回零；

试验电压、试验电流及试验时间可设定；

数字/模拟电压电流显示；

可自动升压，也可手动升压，击穿时保持击穿电压；

过电流保护，零电压启动，门连锁保护功能。

局部放电试验屏蔽室

局部放电试验屏蔽室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来自空间的电磁波对系统局部放电测量产生的干扰，屏蔽室的控制

室位于屏蔽室的外面。

技术参数：

屏蔽室尺寸: 8米×5米×4.5米(长×宽×高，内部净尺寸)，大门尺寸：3.7米×4.0米(宽×高，净尺寸)，
车间地坪开挖尺寸：12.85米×7米×1.2米(长×宽×深)；屏蔽室采用方钢材料框架铁板式结构，墙体采

用钢板无缝焊接，内墙采用硝基油漆喷涂，外墙采用隔热保温泡沫夹芯彩色钢板装饰；屏蔽室大门为电动

平移波导插片式，门的开关与高压控制系统联锁，大门打开将立即切断高压；衰减效果: 由于电线电缆、

变压器、高压开关等局部放电的信号在 10KHz-1MHz范围内,所以我们设计的电线电缆、变压器、高压开

关等专用的局部放电测试屏蔽室的衰减性能如下：电磁场 10KHz-1MHz范围内，衰减 100db； 电磁场

1MHz-20MHz范围内，衰减 80db；



八套系统集成以及数据处理

将电压电流共计 8套控制集成用一台工业计算机主机、分屏两台显示器显示。每套设备可以独立试验，也

可以同时试验。数据采集部分与电脑控制由光纤连接；电脑与 PLC控制柜由光纤连接。报警和保护。系

统有急停、联锁报警、设置报警电话和短信息提示；所有电器采用多级防雷、浪涌、过压过流保护。系统

数据与单位内网联网，数据可以查阅。系统可远程监控功能，可以监控关键数据和中断试验。

控制系统主要功能

•限制高压的功能：系统有高压限制功能，在参数设置中选择过压保护，过压限制有效，杜绝因误操作而

导致的过电压。

•手动自动试验功能：试验人员可以根据试验情况进行

手动/自动调压选择，系统自动按标准完成试验过程。•

手动自由干预：自动控制过程中任意时刻可进行手动干

预。

•升压速度可变功能。系统分高、中、低、微调四档调

压速度选择，分别对应不同的直流电压、控制电机运行

快慢。

•测量及显示：①高压输出电压；②高压输出电流；③

当前耐压时间（时、分、秒）；④ u→t曲线。 •光

纤隔离通信：由光纤把操控部分与试验主回路隔离开，

保证操控部分及试验人员的安全。 •过流保

护：当试品发生过流时，即时切断开关柜电源，防止被

试品故障点扩大 •过电压保护：

任何情况下出现过电压，包括接地电位抬高，PLC立即

切断电源。 •紧急保护：出现

故障时，操作者可操作紧急按钮或软紧急按钮，立即切

断主回路电源。



CCHTS 系列电缆循环加热试验系统

本试验系统是自动循环加热试验系统的升级版由控制桌、

感应式调压器和穿心式大电流发生器组成。适用于各种

电压等级及截面的电缆综合加热，可以自动监控（温度

预置设定）并自动记录试验数据。能满足 IEC对电缆高

压测试标准的加热要求：加热 100度（8小时）和自然

冷却（16小时）的循环，须一共做 20个循环，而其中

最少要在一周内连续不停的做 5个循环。即连续 5整天

（5x24小时）进行。温度可以预设多级报警，上述时间

和循环参数可以自行定义。

①选择试验电缆、模拟电缆，选择分路闸刀（A B C）
试验序列

②选择检测温度模块编号和电流控制模块编号

③设置加热起始电流，设置温度限制（多级可以自定义）

和报警温度值 ④设

置试验时间参数。时间可以自定义，试验时间可以设定

10000小时。ABC切换也可以设定时间间隔。设定试验循环次数。

⑤合闸，开始升电流加热。同时记录试验数据。

⑥当温度达到上限值，降电流进行调整，调整范围可以调节。当温度超过上限报警值，控制无效报警，同

时报警计时，3分钟内无处置自动降流分闸。

⑦当温度下降到下限值，升电流进行调整，调整范围可以调节。当温度下降到下限报警值，控制无效报警，

同时报警计时，3分钟内无处置自动降流分闸。

⑧达到试验设定时间流程，降电流分闸。

本次拟采用三套 PLC控制柜（每套 3路），3路控制柜

可以分别对试品进行不重复 3时段控制；每个时段试验

完成调压器回零再连续下一时段试验。本次控制方案拟

对模拟电缆 1、模拟电缆 2、样品电缆同时加热，分段

升流平衡并跟踪、三种电缆可组合试验（本案没有先例、

结果有待验证并有可能方案调整）。2路控制与以前同。

每套电气柜温度采集 20通道，与样品用温度探头连接

检测温度。温度显示有数字显示、柱状图、曲线三种显

示方式。集成在一台电脑，显示和处理记录数据。可以

设温度报警和报警提示。环境温湿度采集内置。数据采

集部分与电脑控制由光纤连接；报警和保护。系统有急

停、联锁报警、设置报警电话和短信息提示；所有电器

采用多级防雷、浪涌、过压过流保护。系统数据与单位

内网联网，数据可以查阅。系统可远程监控功能，可以

监控关键数据和中断试验。



组合式工频耐压系统

本系统具有手动切换功能。手动操作与非程控系统类似。在试验时，前(或者前后级)开关手动合闸、分闸，

并有指示信号；调压器零位升压，试验电压(U)从零开始到 75%U(可自行调整)时可选择高速升压，从

75%U到 100%U可选择慢速升压。升压到试验电压设定值后，启动耐压计时按钮，耐压时间到，全速降

压至零。任何时候开关柜分闸后调压器自动回零。过电压、过电流工作显示。实时显示调压器输出电压、

电流，高压电流和高压试验电压。控制动作：工频耐压电压能够自动跟踪设定电压值,并显示试验变压器

高压和低压侧电流及电压值。能够自动/手动升压，降压，调压器回零。故障判断和报警。升降压动作：

系统能够控制试验变压器，完成升压、耐压、降压过程。并能根据试验要求,调节耐压电压和耐压时间,实
时显示升压电压值。设定耐压时间到时自动降压，切断高压，从而保证了耐压电压的均匀性、重复性和试

验结果的准确性。回路电流显示与报警：系统实时显示最大 8回路产品试验电流，并分别设置各路过流报

警以及处理，帮助用户判断故障回路。安全联锁控制：具有多种报警功能。如过流、过压保护功能；紧急

停止功能。

数据测量及显示功能：

①高压输出电压、电流；

②u→t曲线。

保护功能：光纤隔离通信、过流保护、过电压保护、紧急保护。

设置计时范围：9999小时 59分 59秒

环境温度：0℃至 40℃
电压调节精度 ≤1.0% (F.S)
无线(或有线)扫码：

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 DELI无线(或有线)条码扫码器扫描产品条形码或二维码，软件可以解析编码[由用户

提供解析规则]，获得当前产品的型号规格、耐压电压值、耐压时间值等。

模拟大屏或液晶屏显示：系统可以将当前试验电压、耐压时间、故障报警等信息通过以太网发送至模拟大

屏上实时显示或者扩展连接液晶显示屏，有利于监测试验过程的安全。

SQL数据库 系统数据与单位内局域网联网，数据可以上传以及查阅[由用户提供 SQL字段定义]。实现产

品质量监控和保护，以及联网数据共享管理。

•限制高压的功能：系统有高压限制功能，在参数设置中选择过压保护，过压限制有效，杜绝因误操作而

导致的过电压。

•手动自动试验功能：试验人员可以根据试验情况进行手动/自动调压选择，系统自动按标准完成试验过程。

•手动自由干预：自动控制过程中任意时刻可进行手动干预。

•升压速度可变功能。系统调压速度对应调压模块输出 2.5V~5.0V，无极可调，对应不同的直流电压、控

制电机运行快慢。

•本系统测量及显示的项目有：①调压器输出电压；②调压器输出电流；③高压输出电压；④高压输出电

流；⑤当前耐压时间（时、分、秒）；⑥高电压(电流)U/I→t曲线图。



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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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姜虹霞 联系电话：13817087282

技术支持：陈震宇 联系电话：13621888520

联系电话：021-64305110 021-64301245

传真：021-6430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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