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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电缆故障的可视化智能检测仪设计研究

李海亮， 蔡景， 康婷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航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６）

摘　 要：航空电缆用于传输电能和信号，其性能直接影响飞机的运行安全。 针对飞机上电缆故障难以

定位，并且缺少合适的高精度检测设备的问题，基于时域反射技术（ＴＤＲ），结合树莓派、ＦＰＧＡ等嵌入

式系统，设计了一种航空电缆故障检测仪。 检测仪通过 ＰＬＬ倍频时钟发射宽度小于时钟源周期的低

压脉冲，基于多重 ＡＤＣ采样法对反射脉冲进行采样，应用智能化分析算法自动判断故障类型和故障

位置，并在液晶显示屏上直观显示采样波形和检测结果。 经过实验验证，该检测仪基本能够满足航空

电缆的故障检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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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的重要组成部分，航空电缆主要用于传输电力

和信号［１］，其性能直接影响飞机的运行安全。 在飞

机运行过程中，如果航空电缆出现故障，很可能会导

致电器系统瘫痪，严重威胁飞机安全［２⁃３］。
近年来，由 ＥＷＩＳ引起的飞机故障和事故频发，

使得其安全性能受到广泛关注，各航空管理局先后

增加了相应的规章条款［４］。 例如，美国联邦航空局

（ＦＡＡ）针对 ＦＡＲ⁃２５ 通过的 ２５⁃１２３ 号修正案、中国

民用航空局（ＣＡＡＣ）发布的 ＣＣＡＲ⁃２５⁃Ｒ４ 和 ＣＣＡＲ⁃
２６。 为了保证航空电缆的性能完整，必须对其故障

进行严格的检测和排除，但是基于数量庞大，故障隐

蔽性高［５］，检测点有限等原因，航空电缆的故障检

测难度较大。 机务人员在进行航空电缆故障排除

时，需要拆卸大量机载设备和飞机结构，造成大量人

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６］。
在电缆故障的无损检测方面，时域反射技术

（ＴＤＲ） ［７］已经相当成熟。 ＴＤＲ 技术可根据反射脉

冲判断故障类型和位置［８］，只需连接电缆的一端即

可完成检测，操作十分方便［９］。 但是基于 ＴＤＲ技术

的电缆故障检测设备主要针对的是电力电缆和通信

电缆，极少是针对航空电缆的［１０］。

目前国外已有一些高智能化、高精度的电缆检

测设备［１１］。 如英国雷迪公司的 ９０００ＤＳＬ 多功能线

缆测试仪和韩国优仪 ＦＩＮＥＳＴ 公司的 Ｆ９０１ 电缆测

试仪，但是两者都无法显示检测波形，价格也较为昂

贵，不适于在机场大规模推广使用。
国内的电缆检测设备普遍存在精度低，体积大

的问题［１２］。 如华天电力生产的 ＨＴ⁃ＴＣ 电缆故障测

试仪，采样分辨率只有 １ ｍ，又如石旭东基于时频反

射技术设计的飞机导线故障诊断设备，需要将采集

卡采集的数据发送到计算机进行处理，大大增加了

设备的体积［１３］。
针对上述问题，基于 ＴＤＲ技术设计了一种航空

电缆故障的可视化智能检测仪。 该检测仪以树莓派

和 ＦＰＧＡ为主要硬件结构，配合高速 ＡＤＣ 采样模块

和触摸电容屏，能够实现航空电缆故障的高精度检

测和检测结果的直观显示。

１　 检测仪的航空电缆故障检测原理

１．１　 航空电缆故障类型

按照不同的电压等级，电缆通常被划分为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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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和中高压电缆。 低压电缆故障主要为断路故障

和短路故障，中高压电缆故障主要有高阻泄露故障

和闪络性故障。 ＥＷＩＳ 系统属于低压系统，所以航

空电缆的主要故障类型为断路和短路［１４］。
１．２　 基于 ＴＤＲ 技术的电缆故障检测原理

根据电磁波理论，低压脉冲在电缆中传输时，若
传输介质出现突变（如断路和短路故障点） ，脉冲信

号将在突变处发生反射，反射系数 ρ 可以表示为

ρ ＝
ＺＬ － Ｚ０
ＺＬ ＋ Ｚ０

（１）

式中： ＺＬ 为负载或故障点对低压脉冲产生的阻抗；
Ｚ０ 为电缆线路的特征阻抗，由（１） 式可看出：

１） 如果 ＺＬ ＝ Ｚ０，则反射系数 ρ ＝ ０，表示电缆无

故障，发射脉冲被完全吸收，不会产生反射脉冲。
２） 如果 ＺＬ➝∞，则反射系数 ρ ＝ １，表示电缆中

发生了断路故障，发射脉冲产生全反射，且反射脉冲

与发射脉冲的极性相同，如图 １所示。
３） 如果 ＺＬ➝０，则反射系数 ρ ＝ － １，表示电缆中

发生短路故障，发射脉冲产生全反射，但反射脉冲与

发射脉冲的极性相反，如图 ２所示。

图 １　 电缆断路时，入射波　 　 图 ２　 电缆短路时，入射波

与反射波示意图 与反射波示意图

由上述 ３ 条结论可以判断电缆的故障类型，而
电缆的故障位置是通过发射脉冲和反射脉冲之间的

时间间隔 Δｔ 判定的，则故障点与测试点的距离 Ｌ 的

计算公式如（２）式所示

Ｌ ＝ ｖ × Δｔ
２

（２）

式中， ｖ 为低压脉冲在电缆中的传输速度。

２　 检测仪系统设计及硬件实现

检测仪主要由树莓派、ＦＰＧＡ、ＡＤＣ 采样模块以

及触摸电容显示屏构成，其整体架构如图 ３所示，样
机如图 ４所示。

检测仪选用的是 ３Ｂ＋型树莓派，主要用于控制

系统动作，数据处理以及作为用户交互的前端。
检测仪选用黑金开发平台 ＡＸ３０１ 型号的

图 ３　 检测仪整体架构

图 ４　 检测仪样机实物图

ＦＰＧＡ，该 ＦＰＧＡ使用 ＡＬＴＥＲＡ 公司的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ＩＶ 系

列芯片，内置 ＰＬＬ 和 ＦＩＦＯ，时钟源为 ５０ ＭＨｚ。
ＦＰＧＡ主要用于发射低压脉冲，提供 ＡＤＣ 采样时钟

以及暂存 ＡＤＣ采样数据。
在检测仪中，ＡＤＣ 采样模块的核心芯片选用

ＡＤＩ公司的 ＡＤ９２２６ 芯片，此芯片为 １２ 位分辨率，
最高采样频率为 ６５ ＭＨｚ。

检测仪的显示屏选用 ７ 英寸触摸电容屏，分辨

率为 １ ０２４×６００，通过 ＨＤＭＩ 接口与树莓派连接，用
于实现用户交互和显示检测结果和采样波形。

３　 系统软件设计

３．１　 低压脉冲设计

检测仪的低压脉冲信号是由 ＦＰＧＡ 发射的。
ＦＰＧＡ不仅能够将数字量转化为模拟量，发射脉冲

的特性相当好，而且在控制脉宽方面能够按照其时

钟周期步进调整，发挥了 ＦＰＧＡ 属于高速数字逻辑

系统的优势。
在基于 ＴＤＲ技术进行电缆故障检测时，如果故

障点距离测试端较近，反射脉冲可能会与发射脉冲

重叠，那么该距离内的故障则无法进行检测，从而产

生检测盲区。 在检测仪中，为减小故障检测盲区，使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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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ＦＰＧＡ内置的 ＰＬＬ（锁相环）对时钟进行倍频，然
后按照倍频后的时钟周期步进调整发射脉冲脉宽。
低压脉冲在电缆中的传输速度在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 ／ μｓ 之
间，检测仪将 ５０ ＭＨｚ 时钟源倍频到 １００ ＭＨｚ，则检

测盲区从 ４ ｍ减小到了 ２ ｍ以内。
ＦＰＧＡ发射低压脉冲的幅值固定，当进行远距

离检测时，低压脉冲的损耗较大，故需要较宽的脉冲

实现远距离检测，但是较宽的脉冲又会导致检测盲

区的增加。 航空电缆的长度基本在 １００ ｍ 以内，为
解决上述问题，将航空电缆的长度分成 ３个范围，分
别发射不同宽度的脉冲，如表 １ 所示。 在实际检测

时，根据被测电缆的长度或故障点与检测点的距离

选择发射脉冲的脉宽。
表 １　 不同长度航空电缆对应的脉宽

航空电缆长度 ／ ｍ 脉宽 ／ ｎｓ

＜１０ １０

１０～４０ ４０

４０～１００ ８０

３．２　 ＡＤＣ 采样设计

反射脉冲为模拟量，需要使用高频率的 ＡＤＣ 采

样模块将其转化为数字量，才可被检测仪接收。 对

于同一种被测电缆，低压脉冲的传输速度是一定的，
那么故障检测仪的精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ＡＤＣ 采

样频率决定的。
受 ＡＤＣ采样模块最大采样频率（６５ ＭＨｚ）的限

制，无法直接通过对 ５０ ＭＨｚ 时钟源倍频来提高采

样频率。 由 ＴＤＲ技术的原理可知，如果低压脉冲和

被测电缆均未改变，那么反射脉冲也是不变的。 因

此可以通过 ＰＬＬ 对 ５０ ＭＨｚ 时钟源进行相位偏移，
使用多重采样法对反射脉冲进行多轮采样，最后根

据采样顺序对数据进行排列，从而达到提高采样频

率的目的。
图 ５ 为检测仪基于 ＰＬＬ 的相位偏移时钟示意

图，其中 ｉｎｃｌｋ０为 ＦＰＧＡ内置 ５０ ＭＨｚ有源时钟，ｃ２，
ｃ３，ｃ４分别为通过 ＰＬＬ 偏移 ９０°，１８０°，２７０°得到的

时钟。 在进行航空电缆故障检测时，第一次发射的

低压脉冲的反射脉冲以 ｉｎｃｌｋ０ 为时钟进行 ＡＤＣ 采

样，第二、三、四次发射的低压脉冲的反射脉冲分别

以 ｃ２，ｃ３，ｃ４为时钟进行 ＡＤＣ 采样，检测仪的 ＡＤＣ
采样频率等效提高到了 ２００ ＭＨｚ。

图 ５　 基于 ＰＬＬ的相位偏移时钟示意图

航空电缆故障点与检测端的距离不同，反射脉

冲与发射脉冲的时间间隔不同。 为提高采样效率，
减少采样时间的浪费，针对不同长度的航空电缆，设
计的每轮 ＡＤＣ采样组数也不同，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不同长度航空电缆对应的每轮 ＡＤＣ 采样组数

航空电缆长度 ／ ｍ 采样组数

＜１０ ３０

１０～４０ ７０

４０～１００ １３０

在每轮采样中，ＡＤＣ 频率为 ５０ ＭＨｚ，而树莓派

接收数据的最大频率为 ５ ０００ Ｈｚ，故 ＡＤＣ 模块的采

样数据无法直接发送到树莓派，需要先发送到

ＦＰＧＡ模块，由 ＦＰＧＡ 内置的 ＦＩＦＯ 暂时存储，再由

树莓派进行读取，其中 ＦＩＦＯ 是一种先入先出的数

据缓冲器。

４　 故障分析算法设计

树莓派接收到采样数据之后，要根据采样时间

对采样数据进行排序，并绘制脉冲电压－采样时间

曲线，即采样波形图。 采样波形中会存在干扰波，其
产生原因有 ２个：①在飞机上，一条航空电缆通常不

是直接从一种设备连接到其他设备，而是要经过焊

接点、插接件、铰接点等，它们通常会对发射脉冲产

生阻抗，被称为阻抗变换点，这些阻抗变换点也会对

发射脉冲产生反射回波，但是其幅值比故障点形成

的反射脉冲小；②反射脉冲在回到测试端后不会被

完全吸收，而是会产生反射，从而形成多个回波，但
是由于电缆的耗损作用，其幅值是逐渐变小的。

利用干扰波的上述特点，基于树莓派支持的 ｐｙ⁃
ｔｈｏｎ语言设计的故障检测算法如下：

１） 找出峰值最大的 ２个脉冲，位置靠前且峰值

相对较大的为发射脉冲，位置靠后且峰值相对较小

的为反射脉冲。
２） 测量发射脉冲和反射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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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故障点计算公式计算得到故障点的位置。
３） 比较发射脉冲和反射脉冲的极性，判断故障

类型：如果发射脉冲和第一反射波极性相同，则故障

点为断路故障，否则故障点为短路故障。

５　 检测仪的应用

故障检测仪的操作程序如图 ６所示。

图 ６　 检测仪操作程序图

具体操作描述如下：
１） 确定低压脉冲在被测电缆中的传输速度：若

已知低压脉冲在被测电缆中的传输速度，直接输入

即可；若低压脉冲在被测电缆中的传输速度未知，则
需要向一段长度已知的被测电缆中发射低压脉冲

后，测量反射脉冲和发射脉冲的时间间隔 Δｔ０，通过

（３）式确定低压脉冲的传输速度 ｖ０，并输入到检

测仪。

ｖ０ ＝
２Ｌ０
Δｔ０

（３）

式中， Ｌ０ 为已知被测电缆的长度。
２） 将被测电缆连接在故障检测仪的鳄鱼夹

上。
３） 选择发射脉冲的脉宽和每轮 ＡＤＣ 采样的组

数：可以根据预估的故障点与检测端的距离或者整

条被测电缆的长度进行选择。
４） 开始测试。
５） 查看检测结果：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查看被测

电缆的故障类型、故障位置和采样波形，以及决定是

否对检测结果进行保存。
在故障检测的过程中，只需将被测航空电缆的

一端连接至检测仪的接口，然后进行简单的参数设

置之后，检测仪即可自动完成故障检测，实现了故障

检测的智能化，并在显示屏上将采样波形及检测结

果显示出来，实现了故障检测的可视化。
为了验证检测仪的实际应用能力，分别准备了

１０条航空专用同轴电缆和双绞线，人工设置了断路

故障或短路故障，并使用检测仪对其进行故障检测，
其中低压脉冲在同轴电缆和双绞线上的传播速度分

别为 １７０ ｍ ／ μｓ和 １４０ ｍ ／ μｓ。
针对同轴电缆断路故障和短路故障的检测结果

分别如表 ３和表 ４所示。
表 ３　 同轴电缆断路故障检测结果

序号 故障位置 ／ ｍ 检测结果 ／ ｍ 误差 ／ ｍ
１ ５ ５．１０ ＋０．１０
２ １５ １４．４５ －０．５５
３ ３０ ３０．１８ ＋０．１８
４ ５０ ５０．５８ ＋０．５８
５ ９０ ８９．２５ －０．７５

表 ４　 同轴电缆短路故障检测结果

序号 故障位置 ／ ｍ 检测结果 ／ ｍ 误差 ／ ｍ
１ ５ ５．１０ ＋０．１０
２ １５ １４．８８ －０．１２
３ ３０ ３０．１８ ＋０．１８
４ ５０ ５０．１５ ＋０．１５
５ ９０ ９０．５３ ＋０．５３

其中针对同轴电缆 ３０ ｍ 处的断路故障和短路

故障的采样波形分别如图 ７和图 ８所示。

图 ７　 断路故障检测波形图

图 ８　 短路故障检测波形图

·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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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双绞线断路故障和短路故障的检测结果分

别如表 ５和表 ６所示。
表 ５　 双绞线断路故障检测结果

序号 故障位置 ／ ｍ 检测结果 ／ ｍ 误差 ／ ｍ
１ ５ ５．２５ ＋０．２５
２ １０ ９．８０ －０．２０
３ ２０ ２０．３０ ＋０．３０
４ ４０ ４０．６０ ＋０．６０
５ ８０ ７９．１０ －０．９０

表 ６　 双绞线短路故障检测结果

序号 故障位置 ／ ｍ 检测结果 ／ ｍ 误差 ／ ｍ
１ ５ ４．９０ －０．１０
２ １０ ９．８０ －０．２０
３ ２０ ２０．３０ ＋０．３０
４ ４０ ４０．２５ ＋０．２５
５ ８０ ８０．５０ ＋０．５０

通过到某航空公司进行调研，发现航空电缆的

故障定位精度达到 １ ｍ以内便能够满足实际维修需

求。 由上述检测结果可以看出，针对 １００ ｍ 以内同

轴电缆和双绞线的断路故障和短路故障，检测误差

均在 １ ｍ以内，说明检测仪能够满足实际维修中航

空电缆故障检测精度要求。

６　 结　 论

１） 检测仪使用 ＰＬＬ对时钟源进行倍频，发射脉

冲的步进脉宽从 ２０ ｎｓ 降低到 １０ ｎｓ，故障检测盲区

降低到 ２ ｍ以内。
２） 检测仪基于 ＰＬＬ产生的偏移时钟，结合多重

ＡＤＣ采样法，使得反射信号的采样频率从 ５０ ＭＨｚ
等效增长到 ２００ ＭＨｚ。

３） 在与被测航空电缆连接，并进行简单的参数

设置之后，检测仪即可自动完成故障检测，并在显示

屏上将采样波形及检测结果显示出来，实现了智能

化和可视化。
４） 针对 １００ ｍ 以内同轴电缆和双绞线的断路

故障和短路故障，检测误差控制在 １ ｍ以内，能够满

足实际维修中航空电缆故障检测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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