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EO 800

电力变压器铁芯和绕组可靠诊断的新一代产品

新一代电力变压器铁芯和绕组诊断产品
电力变压器绕组、引线或铁芯出现的机械或电气故障是以下
原因造成的：

用 FRANEO 800 和扫频响应分析能检测电力变压器铁
芯，绕组装配和夹件结构的缺陷和故障，比如:

>> 由于运输和震动造成的冲击，或

>> 高低压绕组间的位移

>> 过大的机械力,

>> 电力系统故障例如大短路电流。

这些问题未必会导致变压器故障，但是一台电力变压器的机
械过载能力将被大幅地降低。

这些问题可以被我们新的 FRANEO 800 用扫频响应分析技术
所识别。

在世界范围内经过验证的测量方法

自从 IEC 60076-18 标准被引入市场，这种方法已经成为一项
通用的电气试验方法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 轴向和径向的绕组变形
>> 局部绕组塌落

>> 匝间短路和开路

>> 铁芯或屏蔽的接地故障
>> 铁芯的位移

>> 损坏的夹件结构

>> 有问题的内部连接

铁芯形变

分接绕组坍陷

绕组弯曲

内部连接错位

所以可以提高变压器的可靠性，降低维护成本和避免
绝大多数意外的和昂贵的电力中断。

扫频响应分析在一个频域范围内进行测量。
它可以抑制宽频带和窄频带噪声，因此有很高的信噪比。扫
频响应分析比较实际测量值和参照值，是一种非破坏性的测
量方法。

给你的带来的好处

>> 宽的动态测量范围 (>150 dB)

>> 利用创新的连接技术得到高重复性的测量
结果，基于 IEC 60076-18，方法1
>> 有引导的工作流程适用于试验接线执行和
评估，分析简单无需专家知识
>> 智能扫频算使测量时间快速
>> 小而轻确保最佳实用性

		 www.omicronenergy.com/FRANEO-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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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频响应分析 (SFRA)
测量原理

FRANEO 800 从变压器一个绕组的末端注入一个连续增加频率的正\
弦激励电压并并测量从绕组另一端返回的信号。由于是直接在频域下
的测量，没有额外的数据处理的需要。
比较信号的输入和输出产生一个特定的可以与参考数据相比较的频
率响应。因此差异可以表明内部元件的变化。这些差异可以直接与不
同频率范围的部分相关联并且被相互识别。

扫频响应分析是进一步测量的基础

扫频响应分析结合了不同技术优点:

扫频响应分析的测量技术是对于机械变形最灵敏的诊断方法。
因为扫频响应能覆盖很宽的频率范围，电气故障和缺陷能被
显示出来。

>> 它是最灵敏的检测电力变压器关键部位机
械和电气变化的方法。

基于扫频响应分析的结果可以可靠的评估电力变压器的完整
性，如果需要，还可以利用其他诊断测量技术如漏抗，励磁
电流，或直流电阻做进一步诊断。这些测量可以用我们的多
功能变压器测试系统 CPC 100 + CP TD1 完成。

>> 它是非破坏性的测量方法，不需要采用高电
压去评估变压器的完整性。
>> 综合的测试方法，提供额外的信息更容易进
行电力变压器的状态评估。

FRANEO 800 对于电力变压器传统的铁芯和绕组诊断而言是
一个非常可靠的和高效的测试设备。同时，对于电力变压器
关键部位的复杂缺陷的诊断，它是最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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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变压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容抗，感抗和电阻构成的
复杂电气网络。每一个电气网络有它自己独有的频率响应
(所谓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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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元件内部和之间的几何尺寸的变化引起变压器的频率响应的差异。
FRANEO 800 用最初的指纹与测试结果对比。

5

1,000+006

f/Hz

FRANEO 800 － 可靠频率响应分析提供的新解决方案
因为扫频响应分析是一种基于比较的测量方法，所以测量的重
复性至关重要。这是唯一能保证在被试变压器上实际的测量结
果与和其指纹的差异能够与故障相关联的方法。

创新的联接技术为了得到最佳的重复性

强大的功能提供最好的测试支持

为确保获得最佳的信噪比，使用了几根双层屏蔽的同轴电缆，
他们必须通过符合规程的附加连接接地。

由于创新的测量理念，测量可以实现高准确度，±0.5 dB 直到
-100 dB。仪器本身极低的基底噪声保证了强衰减情况下的高
精度测试。因此，FRANEO 800 在扫频响应测试领域能达到最
好的动态范围 (> 150 dB)。

改进的套管夹可以容易的安装在变压器套管上，实现可靠的电气
接触。它们减轻了电缆的张力，提高了附件的寿命。

测量设备与变压器之间的连接，以及接地技术，都会对你的测
量的重复性产生影响。

通过最短的编织带获得最佳的测量接线

宽扁平编织带专门应用于此。它们提供了很大的接触面，降低感
抗同时也降低了干扰的影响。这使得电缆位置的变化不再影响测
量的重复性特别是在高频段。
为了消除接地系统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接地的编织带应该紧贴套
管与地接牢。这是可以通过特殊设计的法兰夹和柔性接地编织带
保证。

智能扫频设置

最高的动态范围和准确度

智能的扫频设置显著地缩短了测试所需时间。采用的算法首先
执行一个宽频带测量，然后聚焦于关键的频率区域，以获得更
精准的测试结果。
为了便于与过去的测试结果比较，对于 FRANEO 800，用户可
以自行选择不同的扫频设置。

输出电压可变

接地回路检查

FRANEO 800 现在提供一个从 0.1Vpp 到 10Vpp (50 Ω) 的可
自由调整的输出电压。这样，先前采用其它 FRA 测试仪器的测
试结果能和新的测试结果很容易的进行比较。由于采用了出色
的动态范围，能够提高信噪比；通过使用更高的输出电压减少
干扰的影响。

内置的“接地回路检查”核实测试接线并确认接地编织带接地
良好。检查结果显示为“通过/失败”
，将允许或阻止你继续进
行测试。这个内部的检测确保了测试结果的重复性。

套管夹钳采用专门设计保证良好接触。

在一个箱子内的解决方案
简易与轻松的测试

采用 FRANEO 800，一个箱子内包含测试所有的组成部分。

这样，测试非常轻松并且装置易于运输。按照最新的设计，

极其结实的外壳特别适合现场的测试。采用大容量内置电池，
这样即便在现场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的完成测试。

带尖刺的法兰螺丝夹钳可以保证甚至有
油漆或污秽层情况下的可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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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Primary Test ManagerTM (PTM) 依序完成整个测试流程
The Primary Test Manager (PTM) 是一个理想的软件
工具，应用于电力变压器的诊断测试和状态评估。

位置、资产、测试数据的管理

执行诊断测试

导入和导出功能

测试接线提示图让接线更加简单

PTM 提供一个结构良好的数据库，用于管理变压器的所有测试
结果 (含SFRA)，便于用户对自己的资产状态有一个总体评价。
可以方便快速的定义和管理位置、资产、工作和报告。

TM

采用 PTM 操作 FRANEO 800，依据适用的国际标准 IEC 和
IEEE (IEC 60076-18 和 IEEE C57.149-2012) 及其导则，使
所需测试时间最小化。

采用数据转移帮助向导，已有的绕组变形测试文件能够方便的
导入到新的 PTM 数据库中。另外，测试数据能进行筛选处理或
导出到公共的数据格式
(XML，PDF，Microsoft® Word，Microsoft® Excel)。

曲线分析和报告

提供数个预定义的测试模板供用户选择。这些模板依据当前
的标准和规定并考虑了输入的铭牌参数。用户也可以按照具
体需求来创建自己的测试模板。

测试之后，能够自动选择同一台变压器的参考测试文件进行
比较。FRANEO 800 提供用户一个基于中国电力行业标准
DLT911/2004 (或NCPRI) 的数学算法来进行曲线比较。这是
一个很有用的工具，适用于评估电力变压器的机械与电气
完整性。

预设置的接线提示图，基于变压器的实际接线组别，帮助用
户进行正确的接线连接。

采用比较工具来分析曲线细节

对于曲线细节的分析，用户可以在一个图中进行不同曲线的并
行比较。比较可以基于变压器不同相别之间，也可以基于历史
数据，或基于同类型变压器。

将减少出错的可能并有助于提升测试的速度。

数据同步和备份

用户自定义报告

采用“PTM数据同步”模块，能将本机的数据库同步到 PTM 服务
器数据库。服务器数据库收集每一个连到服务器的用户的测试
数据。这样，数据的同步与保存较之过去更为安全与便利。

PTM 能自动生成测试报告。报告包含有 SFRA 扫频测试和更多
的例如短路阻抗、励磁电流或线圈电阻等内容。最终提供给用
户一个含有测试和评估结果的变压器综合试验报告。
用户也可以依据自己的要求来调整报告，例如编辑已有部分、
备注说明或加上公司的商标等等。

位置、资产、测试数据较之过去更易于管理，由于采用了结构化数据库，能够执行数据的
搜索、筛选等功能，并能自动同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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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M 通过显示接线提示图，并依据国 际标准规定的测试诊断确认变压器状态，来提供
最好的技术支持。

为实现综合分析，PTM 提供测试结果自动评估和比较以及用户定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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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和订货信息
FRANEO 800 技术参数
总体

频率范围

1 Hz ... 30 MHz

输出阻抗1

50 Ω (± 2%)

信号源输出
连接头
幅值

动态范围

BNC

> 150 dB
(+10 dB ... < -140 dB 基底噪声)

准确度典型值

± 0.1 dB (低至 -50 dB) 与

保证精度

± 0.3 dB (低至 -50 dB) 与

软件包

尺寸 (宽 x 高 x 深)

252 x 53 x 265 mm/
10 x 2 x 10.4 in

重量

1.8 kg / 4 lb
(不含测量电缆)

环境

10 Vpp (在 50 Ω)
1

衰减/准确度1

1

机械参数

FRANEO 800 软件包和附件

温度

工作 -10 °C ... + 55 °C / + 14 °F ... + 131 °F

相对湿度

20% ... 95%，不结露

存储 -35 °C ... + 55 °C / + 31 °F ... + 131 °F

±0.3 dB (从 -50 dB 到 -100 dB)

FRANEO 800 软件包

附件

短套管用夹钳组

软件

“PTM 数据同步”模块

說明

订货号

此软件包，用于电力变压器的扫频响应分析 (SFRA) 随同供货

VE000661

2 个短的铝编织带 (1.5 m / 5 ft) 和

VEHZ0673

有 FRANEO 800 和 Primary Test ManagerTM

2 个夹钳放置于一个便携包内

单独的数据同步和备份模块
可供最多 3 个用户

VESM0677

可供最多 25 个用户

VESM0679

可供最多 10 个用户

VESM0678

1 个用户升级

VESM0680

±0.5 dB (从 -50 dB 到 -100 dB)

... 频率范围 20 Hz ... 2 MHz

PTM 的系统要求1
操作系统

CPU
內存

Windows 10™，64-bit

1

Windows 7™ SP1，32-bit and 64-bit

3

Windows 8™ and 8.1™，64-bit
多核系统 2 GHz 或更快

图形适配器

超级 VGA (1280×768) 或更高分辨的
显示适配器和监视器2

安装的软件5

5

最小 4 GB (8 GB)

最小 5 GB 可用空间

接口

4

单核系统 2 GHz 或更快

硬盘

存储设备

2

黑体标记为推荐的系统要求

如何得到 FRANEO 800 的培训!

推荐图形适配器支持 Microsoft® DirectX 9.0 或以上
操作 FRANEO 800 和 DIRANA 需要使用 USB 2.0

OMICRON 学院提供大家熟知的培训课程来解答用户的具体
问题。“采用 FRANEO 800 对电力变压器进行扫频响应分析
(SFRA)”培训课程包含以下内容：

操作 CPC 100 和 CIBANO 500 需要使用以太网接口

可选的 Microsoft Office® 界面功能所需要安装的软件

>> SFRA 测试方式的基础知识和理论

>> FRANEO 800 及其附件的操作理念

DVD-ROM 驱动器

>> 采用 FRANEO 800 测试电力变压器 (含硬件和软件)
>> 理论信息和实践环节

USB 2.03, 以太网接口4

		 www.omicronenergy.com/en/training

Microsoft Office® 2016，Office® 2013，
Office® 2010 or Offic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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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是一家以创新性的测试与诊断解决方案服务于电力行业的国际化公司。
OMICRON 产品的应用可以让用户能够对其系统中的一次和二次设备的状态作出评估，并且
完全可以信赖。再加上在咨询、调试、测试、诊断和培训方面领域提供的服务，形成了完整
的产品范围。
全球超过 150 个国家的用户依赖于本公司的能力来提供质量优良的领先技术。全球各大陆
所设立的服务中心具有广泛的知识基础，为用户提供出色的支持服务。所有这一切，与我们
强大的经销网络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成为电力行业的市场领先者。

更多的信息、其他资料以及我们全球各地办公室
的联系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omicron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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