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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订货号 37118133  订货号 37118134  订货号 37118135

频率   

频率范围        9kHz～2GHz       9kHz～2.6GHz     9kHz～3.6GHz

频率分辨率 1Hz  

精度:±(频标读数*基准精度+1%*扫宽+10%*Rbw+0.5*(扫宽/扫描点)-1+1Hz)

内部基准(10MHz) 老化率 ＜1ppm/年;  温漂＜0.5ppm(15℃至35℃)

分辨率带宽(RBW)

范围 10Hz至3MHz，最低可定制：1Hz至10Hz  

选择(60dB/3dB):Rbw≤500kHz;＜5:1典型值/实现,接近高斯形状;＜5%典值

精度 RBW≤500kHz ；＜5%典型值

视频带宽(VBW) 10Hz至3MHz  

显示平均噪声电平(1Hz分辨率带宽，射频衰减器0dB)

前置放大器关 100kHz～1MHz:<-100dBm-3×(f/100kHz)dB; 

1MHz～10MHz:<-130dBm;10MHz～1GHz:<-135dBm;1GHz～3.6GHz:<-130dBm

前置放大器开 100kHz-1MHz:<-120dBm-3x(f/100kHz)dB; 

1MHz-10MHz:<-150dBm;10MHz-1GHz:<-155dBm; 1GHz-3.6GHz:<-148dBm

相位噪声 （fc=500MHz）   

频偏 30kHz -90dBc/Hz  

频偏 100kHz -100dBc/Hz 

频偏1MHz -110dBc/Hz  

扫描时间   

扫宽  10ms至3000s(100Hz≤SPAN≤3.6GHz)

零扫宽 1ms至3000s  

扫描模式 连续，单次  

触发   

触发源 自动，视频，外部  

外部触发电平 5V TTL 电平(典型值) 

频率计数器   

计数器分辨率 1Hz，10Hz，100Hz，1kHz  

计数器不确定度 频率读数 x 频率基准进度+计数分辨率

幅度精度(20℃至30℃) 

综合幅度精度(90%)  ±1.5dB，输入信号范围： -50dBm 至 0dBm

幅度   

安全输入电平:平均连续功率:+27dBm  

直流输入电压:50Vdc  

输入衰减器范围:0至39dB,步进3dB  

1dB压缩点:+7dBm  

内部数据存储器:128MB  

剩余响应   

TOI(三阶失真):＞30MHz：﹢13dBm  

SHI(二阶失真):+30dBm  

输入相关杂散信号:＜-60dBm  

剩余响应:＜-85dBm  

跟踪源(可选)   

频率范围:100kHz 至 1.5GHz  

输出功率:-30dBm至0dBm,步进为1dB  

输出平坦度:±3dB  

输入/输出   

射频输入:SMA型,阴性(50Ω)  

USB:USB Host，USB Device  

LAN:L10/100 Base-T，RJ-45连接器  

AM/FM解调:耳机插孔  

基准输入/输出:10MHz，BNC阴头,输入:0dBm 至 +10dBm；输出：0dBm±2dB

一般特征

电源:电池7.4V 6600mAh;电源适配器/电压:100-240VAC 50/60Hz 1.5A

显示:6.5英寸 TFT LCD ,VGA(640×480)  

机身尺寸(WxHxD):182mm x 288mmx142mm  

标准配件:适配器，N/SMA转换器，N/BNC转换器,射频电缆，天线

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 配备精密传感器，测试结果精准。 
● 更宽的试验力范围，满足更多测试要求。
● 可直观判断工件是否合格
● 5.6寸工业屏提供全面数据用于质量控制
● 可打印数据或通过232接口保存到电脑
● 通过欧盟CE认证和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 应用范围： 钢铁，有色金属，金属箔，硬质合金，金属薄板，            
 微观组织，渗碳，渗氮和脱碳层，表面硬化层，电镀层，
           涂层，玻璃，晶片，陶瓷材料。

多功能数显维氏硬度计

技术参数：

换算标尺 任意 

最小测量单位 0.02μm 

测量硬度范围 1-4000HV 

光学放大倍数 100x、200x 

加荷方式 全自动 

保荷时间 1-99秒 

物镜和压头中心 重合精度小于1μm，中心位置可调 

试件测量空间 允许最大高度220mm,最大深度150mm 

照明光源 LED冷光源（可连续使用，寿命10万小时） 

电源电压 220V+5%,50/60Hz； （可更改为110V) 

传感器 精度0.005，灵敏度1.0mv/V 

数据输出 内置打印机；RS-232接口（导出数据到电脑，

 便于长期保存）

尺寸 560x185x635mm 

标准 T4340、ASTM E384&E92、EN-ISO 6507、JISB-7734

标准配置 硬度计主机1台，金刚石压头1个，标准硬度块2块，

                大平试台1个、中平试台1个，附件箱1套，文件资料

 1套，硬度数据软件光盘1张   

选购件 硬度测量软件，金相设备，标准硬度块，15X测微目镜

订货号 物镜和压头切换   试验力

37110014 手动/自动转塔切换 500g-10kg

37110015 手动/自动转塔切换 500g-30kg

37110016 手动/自动转塔切换 500g-50kg

37110017 手动/自动转塔切换 500g-10kg

37110018 手动/自动转塔切换 500g-30kg

37110019 手动/自动转塔切换 500g-50kg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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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数显显微硬度计

最小测量单位 0.01μm  

测量硬度范围 1-4000HV  

光学放大倍数 100X、400X  

加荷方式 全自动  

保荷时间 1-99秒  

物镜和压头切换 自动转塔切换

物镜和压头中心 重合精度小于1μm,中心位置可调

试件测量空间 允许最大高度85mm,最大深度120mm

照明光源 LED冷光源（可连续使用，寿命10万小时）

电源电压 220V+5%,50/60hz;(可更改为110V）

自动载物台 尺寸100x100mm,移动25x25mm，步距0.01mm

数据输出 内置打印机；PS-232接口导出数据到电脑,便于长期保存

执行标准 GB/T4340,ASTM E384&E92,EN-ISO 6507,JISB-7734 
标准配置 硬度计主机台,金刚石压头2个,标准硬度块2块,平口夹具1

 个,薄片夹具1个,小零件夹具1个,附件箱1套,文件资料1套,
 硬度数据软件光盘1张

选购件 硬度测量软件，金相设备，标准硬度块，15X测微目镜

硬度标尺:HV0.0/0.025/0.05/0.10.2/0.3/0.5/1/2
换算标尺:任意  

试验力:0.098N/0.245N/0.49N/0.98N/
            1.96N2.94N/4.9N/9.8N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011 490x185x515

● 测试简单快速，精度高重复性好
● 自主研发的升降系统和滚珠定位系统
● 可直观判断工件是否合格
● 5.6寸工业屏提供全面数据用于质量控制
● 可打印数据或通过232接口保存数据到电脑
● 通过欧盟CE认证和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 应用范围:钢铁,有色金属,金属箔,硬质合金,金属薄板, 

  微观组织,渗碳,渗氮和脱碳层,表面硬化层,电镀层,

  涂层,玻璃,晶片,陶瓷材料.

● 可同时测量维氏硬度和努氏硬度
● 配备2个压头和2个物镜
● 自主研发的升降系统和滚珠定位系统
● 可直观判断工件是否合格
● 5.6寸工业屏提供全面数据

  用于质量控制
● 可打印数据或通过232接口保存

  数据到电脑
● 应用范围:钢铁,有色金属,金属箔,

  硬质合金,金属薄板,微观组织,渗碳,

  渗氮和脱碳层,表面硬化层,电镀层,涂层,

  玻璃,晶片,陶瓷材料.

双压头多功能显微努氏硬度计

换算标尺 任意

最小测量单位 0.01μm 

测量硬度范围 1-400HV(HK)
总放大倍数 100X、400X 

加荷方式 全自动

保荷时间 1-99秒

物镜和压头切换 自动转塔切换

物镜和压头中心 重合精度小于1μm，中心位置可调

试件测量空间 允许最大高度85mm，最大深度120mm

照明光源 LED冷光源（可连续使用，寿命10万小时）

电源电压 220V+5%，50/60Hz；（可更改为110V)

自动载物台 尺寸100x100mm,移动25x25mm,步距0.01mm 

尺寸 490x185x515mm

数据输出 内置打印机,RS-232接口(导出数据到电脑,便于长期保存)

执行标准 GB/T4340,ATSM E384&E92,EN-ISO 6507,JISB-7734

标准配置 硬度计主机台,金刚石压头2个,标准硬度块4块,平口夹具1个,  
 薄片夹具1个,小零件夹具1个,附件箱1套,文件资料1套,
 硬度数据软件光盘1张

选购件 硬度测量软件,金相设备,标准硬度块,15X测微目镜

订货号 硬度标尺         试验力

37110012  HV0.01/0.025/0.05/0.1      0.098N/0.245N/0.49/0.98N
 0.2/0.3/0.5/1/2     1.96N/2.94N/4.9N/9.8N
37110013 HK0.01/0.025/0.05/0.1  0.098N/0.245N/0.49/0.98N
 0.2/0.3/0.5/1/2  1.96N/2.94N/4.9N/9.8N

多功能数显洛维硬度计
● 自动化程度高，性能稳定可靠  
● 配备精密传感器，测试结果精准  
● 5.6寸工业屏提供全面数据用于质量控制  
● 可打印数据或通过232接口保存数据到电脑
● 通过欧盟CE认证和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 应用范围：钢铁,有色金属,金属箔,硬质合金,

  金属薄板,微观组织,渗碳,渗氮和脱碳层,

  表面硬化层,电镀层,涂层,玻璃,晶片,陶瓷材料.

硬度标尺:HRA,HRB,HRC,HRD,HRE,
               HRF,HRG,HRH,HRR,HRL,HRM
试件测量空间:允许最大高度170mm,最大深度140mm

电源电压:220V+5%,50/60Hz;(可更改为110V)

传感器精度:0.001mm 

数据输出:内置打印机；RS-232接口

         (导出数据到电脑,便于长期保存)

标准:T230.2,ASTM E18,EN-ISO6508,JJG112

标配:硬度计主机1台,金刚石压头1台,

钢球压头1台,钢球5粒,标准硬度块3块,

大平试台1个,中平试台1个,V型试台1个,

文件资料1套,硬度数据软件光盘1张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0022 465x180x655  85

多功能数显布洛维硬度计

● 集常规布氏，维氏，洛氏测试一体
● 配备精密传感器，测试结果精准
● 5.6寸工业屏提供全面数据用于质量控制
● 可打印数据或通过232接口保存数据到电脑
● 通过欧盟CE认证和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 应用范围:钢铁,有色金属,金属箔,硬质合金,金属

   薄板,微观组织,渗碳,渗氮和脱碳层,表面硬化层,

   电镀层,涂层,玻璃,晶片,陶瓷材料。

传感器精度 0.001mm
电源电压 220V+5%,50/60Hz
试件测量空间 允许最大高度170mm,最大深度140mm

数据输出 内置打印机;RS-232接口(导出数据到电脑,便于长期保存)
标准 GB/T230.2、GB/T231.2、GB/T4340.2、

 ASTM E384&E92、JJG112、JJG150、DIN、ISO等标准

标准配置  硬度计主机1台,数量测量目镜1只,金刚石压头2个,钢球压

 头3个,标准硬度块5块,大平试台1个,中平试台1个,V型试台

 1个,溜板试台1个,附件箱1套,文件资料1套硬度数据软件光

 盘1张 

选购件 硬度测量软件，标准硬度块

换算标尺:任意 

试验力:  30kg-187.5kg
测量硬度范围:标准 

光学放大倍数:37.5X,75X 
加荷方式:全自动 

保荷时间:1-99秒 

硬度标尺:HBW2.5/31.25,HBW2.5/62.5,HBW5/62.5,
                HBW2.5/187.5,HRA,HRB,HRC,HRD,HRE,
                HRFHRG,HRH,HRK,HV30,HV10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0021 465x180x655  95

换算标尺 任意   

初试验力 10kg   

总试验力 60kg-150kg  

测量硬度范围 标准 

加荷方式 全自动 

保荷时间 1-99秒 

 试台1个，V型试台1个，附件箱1套，文件资料

 1套，硬度数据软件光盘1张 

选购件 标准压头，标准硬度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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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界面定制，功能定制，系统集成 
● 轻松测量，多种图表存档及输出 
● 配备精密传感器，测试结果精准 
● 控制面板一键操作，更简单更快捷 
● 5.6寸工业屏提供全面数据用于质量控制 
● 结构坚固耐用，性能稳定
● 通过欧盟CE认证和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 应用范围:钢铁,有色金属,金属箔,

硬质合金,金属薄板,微观组织,渗碳,渗氮和

脱碳层,表面硬化层,电镀层,涂层,玻璃,

晶片,陶瓷材料.

图像分析多功能布氏硬度计

换算标尺 任意

硬度标尺 HBW2.5/62.5/2.5/187.5/5/125/5/750
 /10/100/10/250/10/500/10/1000/10/1500/10/3000
试验力 612.9N/980.7N/1226N/1839N/2452N/4903N/7355N
 /8907N/14710N/29420N
最小测量单位 0.00125mm 

测量硬度范围 8-650HBW 

光学放大范围 20X 

加荷方式 全自动 

保荷时间 1-99秒  

物镜和压头切换 自动转塔切换 

试件测量空间 允许最大高度220mm，最大深度130mm 

照明光源 LED冷光源（可连续使用，寿命10万小时）

电源电压 220V+5%,50/60Hz 

数据输出 Word、Excel,PDF等格式，通过外接打印机打印 

执行标准 GB/T231.2、ASTM E10、EN-ISO6506、JJG150

● 标准配置 

硬度计主机1台,20X测量目镜1只,Ø2.5、Ø5、  

Ø10mm硬质合金球压头各1个,标准硬度块2块，

大平试台1个,中平试台1个,V型试台1个,硬度

测量软件光盘1张,CCD传感器1个,适配镜1个,

附件箱1套,文件资料1套
● 选购件:品牌电脑，品牌打印机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020 550x210x750

● Testboy 提供多种洛氏，布氏和维氏硬度制的硬度测试试块，以及便携式硬度计试块 

● Testboy 硬度测试试块由优质材料制成，确保整个试块有很高的精度和示值重复性

● Testboy 提供的硬度试块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获得高的灵敏度和精确的测量值

● Testboy 硬度测试试块表面精密抛光研磨至平均值小于0.05微米

● Testboy 供应的在美国生产的

   硬度试块都符合现行ASTM标准 

● Testboy 供应的HRC值洛氏

   硬度试块可以追溯到NIST 

● Testboy 与在世界上享有很高

   声望的A2LA和NVLAP实验室合作。

硬度试块

订货号 硬度制 形状 数值范围

37110276 HRA 圆形 80-88

37110277 HRB 方形 85-100

37110278 HRB 方形 60-80

37110279 HRB 圆形 85-100

37110280 HRB 圆形 60-80

37110281 HRC 圆形 20-30

37110282 HRC 圆形 20-30

37110283 HRC 方形 20-30

37110284 HRC 圆形 40-50

37110285 HRC 圆形 40-50

37110286 HRC 方形 40-50

37110287 HRC 圆形 60-70

37110288 HRC 圆形 60-70

37110289 HRC 方形 60-70

37110290 HR15N 圆形 70-91

37110291 HR30N 圆形 42-80

37110292 HR45N 圆形 20-70

37110293 HR45T 圆形 55-72

37110294 HR30T 圆形 43-82

订货号 硬度制 形状 数值范围

37110295 HR15T 圆形 73-93

37110296 HR15N 方形 低值试块

37110297 HR15N 方形 中值试块

37110298 HR15N 方形 高值试块

37110299 HR15T 方形 低值试块

37110300 HR15T 方形 中值试块

37110301 HR15T 方形 高值试块

37110302 HR30N 方形 低值试块

37110303 HR30N 方形 中值试块

37110304 HR30N 方形 高值试块

37110305 HR30T 方形 低值试块

37110306 HR30T 方形 中值试块

37110307 HR30T 方形 高值试块

37110308 HR45N 方形 低值试块

37110309 HR45N 方形 中值试块

37110310 HR45N 方形 高值试块

37110311 HR45T 方形 低值试块

37110312 HR45T 方形 中值试块

37110313 HR45T 方形 高值试块

里氏硬度计
● 应用:已安装的机械或永久性组装部,模具型腔,重型工件,压力容

器,汽轮发电机组及其设备的失效分析,试验空间很狭小的工件,要求

对测试结果有正规的原始记录,金属材料仓库的材料区分,

大型工件多处测量部位的快速检验,轴承及其它零件

显示器 LCD液晶
准确度 相对误差±8%(HL=800)
测量范围 200-900HLD
硬度转换 HLD-HRC-HRB-HB-HV-HSD
被测材料 9种 带有RS232C接口
可存储50组测量值及测试状态 
冲击装置 D型，重75g
电源 2节1.5V 七号电池
工作温度  -10℃~+50℃
存储温度  -30℃~+60℃
相对湿度 ≤90%
配置  
主机 1 台
标准硬度块 1 块
小支撑环 1 个/主机已安装
可选配置 RS232或USB电缆和软件
 其它类型支撑环,冲击体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151  146X65X36

海绵硬度计
● 主要用来测定材料的压痕硬度,测定软的泡沫材料,布

  娃娃硬度,枕头硬度及聚氨脂泡沫胶料制品硬度。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68 162x80x80

显示器：  LCD液晶 
测试范围： 0-100HF 
分辨率：  0.1HF 
测量精度： ≤±1 HF 
具有峰值锁存、平均值计算及欠压报警功能 
带有标准的RS232C接口  
电源：  4节7号电池 
关机：  手动关机和自动关机。 
操作条件： 温度0-50℃，湿度＜80% 
标准附件 
说明书：  1份 
标准块：  1块 
便携盒：  1只

邵氏硬度计

选购件 - 标准硬度块

37110145
37110146

37110147

应用：

● 37110145硬度计用来测

  量软塑料,橡胶,合成橡

  胶,毡,皮革,打印胶辊

  的硬度
● 37110147硬度计用来测量

  包括硬塑料和硬橡胶的硬

  度,例如:热塑性塑料,硬树

  脂,地板材料,保龄球等,特别    

  适合于现场对橡胶和塑料成          

  品的硬度测量 
● 3711046硬度计用来测量泡

  沫材料和海绵等软性材料

订货号  37110145  37110146  37110147
单位  HA  HC  HD
标准  DIN53505,ASTM D2240,ISO 7619,JIS K7215
显示参数  硬度值,平均值,最大值  

测量范围  10-90HA(HC,HD)  

准确度  ≤1H
分辨率  0.1H
自动关机;带有RS232C接口    

尺寸  162x65x28mm

使用环境  0℃~40℃  

电源  4节7号电池  

电池电压指示 低电压提示  

标准配置 

主机  1台  

说明书  1份  

可选附件  RS-232或USB联机线及软件  

  标准硬度片(37110145型:7片/套37110147型:3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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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压头

硬质合金钢球压头

样品台

金相耗材切割片

金刚石切割片

金相切割冷却润滑液

金相镶嵌

金相耗材切割片

金相耗材切割片

订货号 适用硬度制 备注

37110336 HRC Testboy 标配

37110337 HRC 等级为A
37110338 HRC 等级为B
37110339 洛氏C/N硬度制 -

订货号 钢球尺寸 备注

37110340 1.5875mm直径的硬质钢球 Testboy 标配

37110341 1.5875mm直径的硬质钢球 国际标准

37110342 3.175mm直径的硬质钢球 Testboy 标配

37110343 3.175mm直径的硬质钢球 国际标准

37110344 6.35mm直径的硬质钢球 Testboy标配

37110345 6.35mm直径的硬质钢球 国际标准

37110346 12.7mm直径的硬质钢球 Testboy 标配

37110347 12.7mm直径的硬质钢球 国际标准

37110348 布氏硬度直径10mm钢球 Testboy 标配

37110349 布氏硬度直径10mm钢球 国际标准

37110350 布氏硬度直径5mm钢球 Testboy 标配

37110351 布氏硬度直径5mm钢球 国际标准

37110352 布氏硬度直径2.5mm钢球 Testboy 标配

37110353 布氏硬度直径2.5mm钢球 国际标准

订货号 底杆直径 样品台类型

37110354 19mm 直径63mm的平面样品台

37110355 19mm 大尺寸直径的平面样品台

37110356 19mm V型样品台

37110357 19mm 直径12.7mm的点状样品台

37110358 20mm 直径63mm的平面样品台

37110359 20mm 大尺寸直径的平面样品台

37110360 20mm V型样品台

37110361 20mm 点状V型样品台

37110362 20mm 金刚石点状样品台

37110363 20mm 内孔适配器

订货号 规格mm
37118145 Ø100(4")x0.3x12.7(1/2")
37118146 Ø125(5")x0.38x12.7(1/3")
37118147 Ø152(6")x0.43x12.7(1/4")
37118148 Ø175(7")x0.5x12.7(1/5")

订货号 规格mm
37118159 Ø100(4")x0.3x12.7(1/2")
37118160 Ø125(5")x0.38x12.7(1/3")
37118161 Ø152(6")x0.43x12.7(1/4")
37118162 Ø203(8")x0.60x22
37118163 Ø254(10")x1.0x32

订货号 热镶嵌料(常用型) 包装

37118165 黑色,适用于普通制样适用 500g
37118166 黑色,适用于普通制样适用 2kg
37118167 黑色,适用于普通制样适用 4kg
37118168 黑色,适用于普通制样适用 18kg
37118169 绿色,适用于普通制样适用 500g
37118170 绿色,适用于普通制样适用 2kg
37118171 绿色,适用于普通制样适用 4kg
37118172 绿色,适用于普通制样适用 18kg

订货号           规格

37118164               与金相切割片配合使用,以防止样品

                 产生热影响等,浓缩液1:20加水稀释

● 超薄树脂切割片10片/件,
  Wa树脂自耗型,适用
 于样品精密切割

● 金刚石切割片,适用于硬
  材料及精密切割

● 金相切割片10片/
  件,高硬克星,适
  用于HV250-850
  的铁基金属

● 金相切割片10片/件,
  低软快刀,HV80-30
  0的铁基金属

洛氏硬度试块(铝块)

洛氏硬度试块(铜块)

订货号 硬度制 形状 数值范围

37110314 HRB 方形 80's
37110315 HRB 方形 50's
37110316 HRE 方形 90's
37110317 HRE 方形 60's

订货号 规格mm
37118149 Ø200x1.0x32
37118150 Ø230x1.2x32
37118151 Ø250x1.5(2.0)x32
37118152 Ø300x1.5(2.0)x32
37118153 Ø350x2.5x32
37118154 Ø400x3.0x32

订货号 规格mm
37118155 Ø230x1.2x32
37118156 Ø250x1.5(2.0)x32
37118157 Ø350x2.5x32
37118158 Ø400x3.0x32

订货号 硬度制 形状 数值范围

37110318 HRB 方形 80's
37110319 HRB 方形 50's

订货号 试快类型 形状 数值范围

37110320 3000kg加载力/钢块 圆形 150-250

37110321 3000kg加载力/钢块 圆形 250-500

37110322 3000kg加载力/钢块 长条形 100-200

37110323 3000kg加载力/钢块 长条形 250-350

37110324 30000kg加载力/钢块 长条形 350-500

37110325 3000kg加载力/钢块 长条形 500-600

37110326 3000kg加载力/铝块 长条形 低值

37110327 3000kg加载力/铝块 长条形 高值

订货号 试快类型 形状 数值范围

37110331 里氏“D”型试块 圆形 750-800HLD

37110332 里氏“D”型试块 圆形 590-670HLD

37110333 里氏“D”型试块 圆形 490-570HLD

37110334 里氏“D”型试块 圆形 750-800HLD

37110335 里氏“G”型试块 圆形 590-670HLD

布氏硬度块

订货号 试快类型  数值范围

37110328 显维氏块(加载力从1g到1000g之间) 全量程

37110329 重负载维氏块(加载力从1Kg到50Kg之间) 全量程

37110330 努氏块(加载力从1g到1000g之间) 全量程

维氏硬度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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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水型砂纸,后背不带转帖 
● 磨料:黑碳化硅
● 砂纸按粒度分类:

  80#-5000#。  
● 按直径分类:

  200毫米到305毫米.
● 包装:100片/1包

● 耐水型砂纸,带粘贴后背,   

  可将砂纸,

  直接固定在磨盘上 
● 磨料:黑碳化硅
● 砂纸按粒度分类:

  80#-5000#。  
● 按直径分类:

  200毫米到305毫米.
● 包装:100片/1包

● 耐水型砂纸. 
● 磨料:黑碳化硅
● 砂纸按粒度分类:

  80#-5000#。  
● 按直径分类:

  200毫米到305毫米.
● 包装:100片/1包

● 抛光织物种类:

  丝绒:长绒毛真丝料,钢铁,高精密材料或铝、铜、

  镁等软材料抛光或精抛光.

  植绒:短绒毛棉料,坚固耐用,常用于钢铁材料,

  电子行业电路板,软金属的抛光.

  帆布:无绒毛棉料,使用于钢铁材料的粗抛光.

  丝绸:没有绒毛,使用于含有石墨或杂物等组织的

       抛光.

  尼布:加厚海军呢:呢绒压制品,使用于钢铁

       材料的抛光.

合成高分子材料：

无绒毛,多空性和金刚石、氧化铝、二氧化硅悬浮

液配套使用，适用于多种材料（尤其是极软材料 

如钛、铜、银等）的最后精抛光

抛光织物直径:

 Ø200mm (对于无粘贴后背的织物,其直径为240mm)

 Ø230mm (对于无粘贴后背的织物,其直径为270mm)

 Ø250mm (对于无粘贴后背的织物,其直径为290mm)

 Ø305mm 适用Testboy公司的自动和半自动抛光机

织物背面状态：

普通:使用时,直接放置在抛光盘上,用压圈扣住即可

粘贴后背:使用时,可将织物直接固定在磨盘上

Testboy公司的带有粘贴后背的专用抛光织物,抛光

织物将不会被样品划

伤,样品不会从

抛光盘上飞出.

● 磨料:黑碳化硅
● 耐水型砂纸,带粘贴后背

  和不带粘贴背2种可选择
● 包装:

  100片

  /包

金相专用砂纸磨光

金相专用砂纸磨光

金相专用砂纸磨光金相专用砂纸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275 Ø200 P60

37118276 Ø200 P80

37118277 Ø200 P120

37118278 Ø200 P180

37118279 Ø200 P220

37118280 Ø200 P240

37118281 Ø200 P320

37118282 Ø200 P400

37118283 Ø200 P500

37118284 Ø200 P600

37118285 Ø200 P800

37118286 Ø200 P1000

37118287 Ø200 P1200

37118288 Ø200 P1500

37118289 Ø200 P2000

37118290 Ø200 P2500

37118291 Ø200 P30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292 Ø220 P60

37118293 Ø220 P80

37118294 Ø220 P120

37118295 Ø220 P180

37118296 Ø220 P220

37118297 Ø220 P240

37118298 Ø220 P320

37118299 Ø220 P400

37118300 Ø220 P500

37118301 Ø220 P600

37118302 Ø220 P800

37118303 Ø220 P1000

37118304 Ø220 P1200

37118305 Ø220 P1500

37118306 Ø220 P2000

37118307 Ø220 P2500

37118308 Ø220 P3000

不带背胶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400 Ø200 P2400
37118401 Ø200 P4000
37118402 Ø220 P2400
37118403 Ø220 P4000
37118404 Ø230 P2400
37118405 Ø230 P4000
37118406 Ø250 P2400
37118407 Ø250 P4000
37118408 Ø300 P2400
37118409 Ø300 P4000
带背胶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410 Ø200 P2400
37118411 Ø200 P4000
37118412 Ø220 P2400
37118413 Ø220 P4000
37118414 Ø230 P2400
37118415 Ø230 P4000
37118416 Ø250 P2400
37118417 Ø250 P4000
37118418 Ø300 P2400
37118419 Ø300 P4000

订货号 规格mm 颗粒度

37118173 230x280 P60

37118174 230x280 P80

37118175 230x280 P120

37118176 230x280 P180

37118177 230x280 P220

37118178 230x280 P240

37118179 230x280 P320

37118180 230x280 P400

37118181 230x280 P500

37118182 230x280 P600

37118183 230x280 P800

37118184 230x280 P1000

37118185 230x280 P1200

37118186 230x280 P1500

37118187 230x280 P2000

37118188 230x280 P2500

37118189 230x280 P30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224 Ø230 P60

37118225 Ø230 P80

37118226 Ø230 P120

37118227 Ø230 P180

37118228 Ø230 P220

37118229 Ø230 P240

37118230 Ø230 P320

37118231 Ø230 P400

37118232 Ø230 P500

37118233 Ø230 P600

37118234 Ø230 P800

37118235 Ø230 P1000

37118236 Ø230 P1200

37118237 Ø230 P1500

37118238 Ø230 P2000

37118239 Ø230 P2500

37118240 Ø230 P30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190 Ø200 P60

37118191 Ø200 P80

37118192 Ø200 P120

37118193 Ø200 P180

37118194 Ø200 P220

37118195 Ø200 P240

37118196 Ø200 P320

37118197 Ø200 P400

37118198 Ø200 P500

37118199 Ø200 P600

37118200 Ø200 P800

37118201 Ø200 P1000

37118202 Ø200 P1200

37118203 Ø200 P1500

37118204 Ø200 P2000

37118205 Ø200 P2500

37118206 Ø200 P30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207 Ø220 P60

37118208 Ø220 P80

37118209 Ø220 P120

37118210 Ø220 P180

37118211 Ø220 P220

37118212 Ø220 P240

37118213 Ø220 P320

37118214 Ø220 P400

37118215 Ø220 P500

37118216 Ø220 P600

37118217 Ø220 P800

37118218 Ø220 P1000

37118219 Ø220 P1200

37118220 Ø220 P1500

37118221 Ø220 P2000

37118222 Ø220 P2500

37118223 Ø220 P30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258 Ø300 P60

37118259 Ø300 P80

37118260 Ø300 P120

37118261 Ø300 P180

37118262 Ø300 P220

37118263 Ø300 P240

37118264 Ø300 P320

37118265 Ø300 P400

37118266 Ø300 P500

37118267 Ø300 P600

37118268 Ø300 P800

37118269 Ø300 P1000

37118270 Ø300 P1200

37118271 Ø300 P1500

37118272 Ø300 P2000

37118273 Ø300 P2500

37118274 Ø300 P30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241 Ø250 P60

37118242 Ø250 P80

37118243 Ø250 P120

37118244 Ø250 P180

37118245 Ø250 P220

37118246 Ø250 P240

37118247 Ø250 P320

37118248 Ø250 P400

37118249 Ø250 P500

37118250 Ø250 P600

37118251 Ø250 P800

37118252 Ø250 P1000

37118253 Ø250 P1200

37118254 Ø250 P1500

37118255 Ø250 P2000

37118256 Ø250 P2500

37118257 Ø250 P30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326 Ø250 P60

37118327 Ø250 P80

37118328 Ø250 P120

37118329 Ø250 P180

37118330 Ø250 P220

37118331 Ø250 P240

37118332 Ø250 P320

37118333 Ø250 P400

37118334 Ø250 P500

37118335 Ø250 P600

37118336 Ø250 P800

37118337 Ø250 P1000

37118338 Ø250 P1200

37118339 Ø250 P1500

37118340 Ø250 P2000

37118341 Ø250 P2500

37118342 Ø250 P30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343 Ø300 P60

37118344 Ø300 P80

37118345 Ø300 P120

37118346 Ø300 P180

37118347 Ø300 P220

37118348 Ø300 P240

37118349 Ø300 P320

37118350 Ø300 P400

37118351 Ø300 P500

37118352 Ø300 P600

37118353 Ø300 P800

37118354 Ø300 P1000

37118355 Ø300 P1200

37118356 Ø300 P1500

37118357 Ø300 P2000

37118358 Ø300 P2500

37118359 Ø300 P30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309 Ø230 P60

37118310 Ø230 P80

37118311 Ø230 P120

37118312 Ø230 P180

37118313 Ø230 P220

37118314 Ø230 P240

37118315 Ø230 P320

37118316 Ø230 P400

37118317 Ø230 P500

37118318 Ø230 P600

37118319 Ø230 P800

37118320 Ø230 P1000

37118321 Ø230 P1200

37118322 Ø230 P1500

37118323 Ø230 P2000

37118324 Ø230 P2500

37118325 Ø230 P3000

● 磨料:黑碳化硅 
● 耐水型砂纸,带粘贴后背,可将砂纸

  直接固定在磨盘上.
● 包装:100片/包

金相专用砂纸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360 Ø200 P120

37118361 Ø200 P180

37118362 Ø200 P240

37118363 Ø200 P400

37118364 Ø200 P600

37118365 Ø200 P800

37118366 Ø200 P1200

37118367 Ø200 P1500

37118368 Ø220 P120

37118369 Ø220 P180

37118370 Ø220 P240

37118371 Ø220 P400

37118372 Ø220 P600

37118373 Ø220 P800

37118374 Ø220 P1200

37118375 Ø220 P1500

37118376 Ø230 P120

37118377 Ø230 P180

37118378 Ø230 P240

37118379 Ø230 P400

37118380 Ø230 P600

37118381 Ø230 P800

37118382 Ø230 P1200

37118383 Ø230 P1500

订货号 规格 颗粒度

37118384 Ø250 P120

37118385 Ø250 P180

37118386 Ø250 P240

37118387 Ø250 P400

37118388 Ø250 P600

37118389 Ø250 P800

37118390 Ø250 P1200

37118391 Ø250 P1500

37118392 Ø300 P120

37118393 Ø300 P180

37118394 Ø300 P240

37118395 Ø300 P400

37118396 Ø300 P600

37118397 Ø300 P800

37118398 Ø300 P1200

37118399 Ø300 P1500

金相抛光织物

订货号 规格mm
37118443 Ø200
37118444 Ø230
37118445 Ø250
37118446 Ø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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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度仪

● 应用:用于测量多种机加工

  零件的表面粗糙度;根据所

  选测量参数把测量结果显

  示在显示器上,可以与

  计算机通讯实现数据统

  计分析和打印.

标准  GB/T6062,ISO4287,DIN4768,JIS B,ANSI46.1
测量范围 Ra	 0.050~10μm/1.000~400.0μinch
	 Rz	 0.020~100.0μm/0.780~4000μinch
精确度  ≤±10%
分辨率  0.001μm(测量值<10μm),0.01μm(10μm≤测量值<10μm)
  0.1μm(测量值≥100μm)
显示  液晶显示  

示值变动性  ≤6%  

传感器 

半径  10μm  

材料  金刚石  

测力  16mN(1.6gf)  

角度  90°  

纵向半径  48mm  

最大驱动行程 17.5mm/0.7inch

取样长度  0.25mm,0.8mm,2.5mm

驱动速度 

测量时  Vt=0.135mm/s(取样长度=0.25mm)
  Vt=0.5mm/s(取样长度=0.8mm)
  Vt=1mm/s(取样长度=2.5mm)
返回时  Vt=1mm/s

测针测量范围 ±80μm
评定长度Ln  1~5L（可选）

公英制转换功能 可选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计算机接口 RS-232C

电源  锂离子充电电池  

工作环境  温度 0~50℃ 湿度 ＜85%RH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0144 140X52X48 410

产品配置:主机1台,标准传感器1个,标准样板1个,电源适配器 1个
         使用说明书1份,螺丝刀1个,可调支架1个,传感器保护套1套
可选附件:1.RS-232或USB联机线及软件,2.测量延长杆,3.深槽传感器
         4.曲面传感器,5.测量台架 

磁性盘

镶嵌用样品夹

镶嵌用脱模剂

金相抛光润滑冷却液

防粘盘

订货号 规格mm
37118447 Ø200
37118448 Ø230
37118449 Ø250
37118450 Ø300

订货号 37118455

订货号  气罐容量

37118456  420mL

订货号  颜色

37118457  蓝色1L

37118458  红色1L

37118459  蓝色4L

37118460  红色4L

订货号 规格mm
37118451 Ø200
37118452 Ø230
37118453 Ø250
37118454 Ø300

● 金刚石磨盘，利用金刚石的超硬特性，提供快速且均匀的材料

磨削率，尤其适合用于陶瓷。硬金属及硬的材料抛光。

● 气罐容量420ml

● 塑料制,通过两个紧密接触的

  俩个园夹住薄样品,适用于冷

  镶嵌时,将薄样品垂直立起以观察剖面。
● 包装:500个/盒

● 以喷雾式包装,带喷嘴,可均

  匀喷至模具表面适合热镶嵌

  机和冷镶嵌模的脱模。
● 包装:420ml/瓶（气罐容量）

● 蓝色适用于所有材料的精磨和抛光工序
● 红色适用于HV≤300的软材料的抛光工序

金刚石磨盘

金相抛光

订货号 粒度号

37118420 0型(80#)
37118421 1型(120#)
37118422 2型(240#)
37118423 3型(600#)
37118424 4型(1200#)

订货号 粒度号

37118425	 0.05μm
37118426	 0.25μm
37118427	 0.5μm
37118428	 1μm
37118429	 1.5μm
37118430	 2.5μm
37118431	 3μm
37118432	 3.5μm
37118433	 5μm

订货号 粒度号

37118434	 6μm
37118435	 7μm
37118436	 9μm
37118437	 10μm
37118438	 14μm
37118439	 15μm
37118440	 20μm
37118441	 28μm
37118442	 40μm

振动仪
应用：
● 用于周期性运动测量，已检测运动机械的不平衡和偏离
● 选用高性能的加速计，实现准确的、可重复性测量
● 专为现场测量各种机械振动而设计,以便为质量控制,运行时间及

  事先的设备维护提供数据
● 它具有轴承状况测量功能

加速度    带 10Hz to 1KHz 0.1~400m/s²
    通 10Hz to 10KHz 0.3~1312ft/s²
速度    滤 10Hz to 1KHz 0.1~400(mm/s)
    波  0.004~16.0inch/s
位移    器 10Hz to 1KHz 0.001~4.0(mm)
   0.04~160mil
转速  5-100,000r/min 

频率  0.1 to 10KHz 

公制英制转换 可转换,自动关机,保持最大值 

输出               交流2.0V  

计算机接口         RS232C                

使用环境           0℃ to 50℃，≤90%RH 

可选附件  1.听诊耳机 / 2.RS232或USB电缆和软件

配置:主机1,压电振动传感器1个,大功率磁吸座1个,探针(球形/锥形)1支,说明书1份

订货号 尺寸（mm） 电源

37110150 124X62X30 4节7号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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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震仪

介绍： 
● 测振仪是由加速度传感器和数字测量显示电路构成的手持一体式测振仪表。主要用于机械设备的振动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三参数的测量。
   利用该仪器测得的数据，对照工作测振仪的国际/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或者利用企业、机器的标准，就可确定设备(风机、泵、压缩机、电机等)
   当前所处的状态(良好、注意或危险等)。 
● 可以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电力、石油化工、冶金、航空航天等领域。作为旋转机械设备购买检验、
   运行监测以及维修等场合的测量工具，是一种理想的点检仪。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订货号   37118023 37118024

类型   一体式 分体式

振动加速度(O-P) 0.1～199.9m/s  频响范围10～1500Hz,幅值误差≤±5% 

  幅值线性误差≤2.0m/s²,≤±10%;	>2.0m/s²,≤±5% 

振动速度（RMS） 0.1～199.9mm/s 频响范围:10～1500Hz ,幅值误差:≤±5% 

  幅值线性误差:≤2.0mm/s,≤±10%; ＞2.0mm/s,≤±5%

振动位移（P-P） 1～1999μm     频响范围:10～500Hz, 幅值误差:≤±5%

  幅值线性误差：≤20μm,≤±10%; ＞20μm, ≤±5%

特殊功能

最大显示   1999 1999

数据保持 松开测试按键后读数自动保持 √ √

自动关机 松开测试按键后一分钟之后自动关机 √ √

低电压显示   √ √

显示方式 数字显示  √ √

电池寿命 连续测量时间在20小时以上 √ √

一般特征   

电池 9V电池（6F22） 

机身颜色 红色+灰色

机身重量 230g（含电池）

机身尺寸 185x68x30mm 

标准配件 电池、工具箱 

标准包装 彩盒、说明书

专业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

产品简介：
● 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黑白点阵屏显示，双注塑外壳设计，IP67防水防尘、各种多功能高精度高安全性能的测量功能，特意为您的测量工作
   而准备。  
● 广泛的工农业和各种场合测量应用：
   工业生产和管理、农业生产和管理、实验室、电力、输电设备、供暖、空调、马达维修、国防、品质金燕、石油化工乃至家庭日常备用都能
   有一席用武之地。

订货号  37117082

功能 最大量程 最大分辨率 精度

直流电压 1000V 1μV ±（0.025%+5）

交流电压  1000V 1μV ±（0.4%+40）

直流电流 10A 0.01μA ±（0.15%+2）

交流电流 10A 0.01μA ±（0.07%+5）

温度 -200℃~1350℃ 0.1℃ ±（1.0%+1℃）

电阻 50MΩ 0.01Ω ±（0.05%+2）

电容 10mF 0.001nF ±（1.0%+5）

频率 10MHz 0.01Hz ±（0.005%+1）

短路测试 支持

电脑接入技术 蓝牙

电源 锂离子充电电池

产品特点：  
● 50000位高分辨率，带白色背光式图表型液晶显示，同一时间显示多组测试数据电压（交/直流）、电流（交/直流）、电阻、二极管、电容量、
   频率和占空比测量它可以记录信号数据以及复查捕捉趋势曲线，在无人照管监测的情况下而您又再从是另一个计划时，它可划分数据作为
   一个单一的在线测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帮助检测异常信号，可以储存10000个记录数据。 
● 超过200小时连续记录多个对象或数据
● 为保存数据的自动时间标记而设的实时闹钟
● 扩展后的仪表当新功能被添加时，您仍可保持实效的数据
● 可保存和命名测量数据以及在任何时候查看数据 
● 带时间标记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来记录信号波动  
● 自动清零功能
● 软键、滚动按钮和方便的导航控制的辅助功能
● 为在复杂的信号和非线性负载下得到准确的测量数据而测定AC电压和电流
● 真有效值10A(20A可达30秒，持续为10A）
● 带有校正模式的峰值保存功能
● 10MHz频率计数器和1MHz周期测量的责任 
● 4-20mA 相对应的百分比吧回路控制读数测量
● 符合IP67防水功能和自动关机、低电池指示
● 蓝牙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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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诊断组套工具
产品介绍：
● 汽车万用表:手持式的3 1/2位数字仪表,
   可测量汽车的发动机转速,白金闭合角,以
  及所有电器部件的电阻,直流电压,交流

  电压,直流电流,二极管,电路通断,晶体管

  参数,频率及摄氏,华氏温度。

● 短路开路器:可在不顺坏绝缘层的情况

  下检查线缆短路点,查找短路电缆,识别

  和跟踪导线.

● 信号采样嵌:配合汽车或者示波器使用,
  用于汽车发电机点火系统的调整和诊断

● 汽车多功能测试仪:可诊断汽车电子系

  统的情况,可用于追踪和定位短路,

  可用于通段测试等。 

订货号： 37117353

汽车漆膜厚度快速检测仪
应用：    
● 快速测量汽车车身油漆厚度,准确判断车身受损及

   重复喷漆等状况,方便二手车交易。  

产品特点：  
● 小型笔式，携带方便。  
● 操作简单、快速检测、无需校准。  
● 高亮LED灯指示，清晰直观。  
● 电源自动关机。  
● 产品防水设计，方便室外使用。

测量范围(μm)： 0-150,150-200,200-350

 350-500,500-1000,1000-1200

 共6个测量段

准确度： ±5%

产品尺寸： 长度L=172mm，直径=Ø31mm

标准配件： 纽扣电池4只、说明书

标准包装： 透明胶盒 

订货号  重量(g)   电源 

37110024  约61（不包括电池） 4节LR44纽扣电池 

胎压计
产品特点：
● 可随时随地用于测量轮胎的压力值
● 可查看胎纹磨损状况
● 结构轻巧、携带方便、使用灵活

产品介绍：
● 测压口：把胎压计的测试口与轮胎的气阀对准并压紧，即可测出气压
● 液晶显示器：内置深海蓝背景光灯，即使光线不足也能方便地
   读取测试值
● 手感包胶：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防滑手感包胶，

   让操作更加舒适便捷
● 胎纹尺：可测量胎纹的深度，从而判断轮胎的磨损情况
● 胎纹尺拔钮：用于退出/收纳胎纹尺

  “ON”键：可按“开机”键换算单位(PSI→BAR→kPa→kg/cm→2PSI)
   液晶屏即刻显示换算的
   压力值;长按可关机
   流线型设计:

  高强度ABS材料,

  仿名车流线型品味设计,

  动感十足

测量范围  3.0~99.5PSI   

准确度  ±1.5PSI   

分辨率  0.5PSI   

单位  PSI(磅/平方英寸),BAR(巴),
  kPa(千帕),kg/cm2(千克/平方厘米)
工作电源  纽扣电池 LR44,1.5V×2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50  135x50x32  约60(含电池)

汽车轮胎压力计

产品简介：
● 专业的数显式胎压计,采用最新高档数显芯片和

  电子信息技术研发生产而成,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外观和

  手柄设计,坚固而紧凑,易于操作,让汽车轮胎压力

  测量变得轻而易举。 

产品特点：
● 压力计顶端LED灯能帮助你找到轮胎上的相应位置
● 使用简单方便
● 测量5到100（PS）的轮胎压力
● 把轮胎压力计的气孔放在轮胎支干上，然后轮胎压
● 力计将会记录最大的压力值
● 可选择不同的计量单位

量程 5-100PSI

误差 ±（1%+0.5）PSI

配件 1个CR2032纽扣电池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55  156x42x20 70

汽车诊断组套工具

订货号 37117352

产品特点：
可向电脑传输测量数据  
● USB,数字式汽车万用表：
   usb是4000计数3 3/4数位多功能自动量程数字式汽车专用万用表。
   还具有USB标准接口，可向电脑传输测量数据。
● 交直流电流钳： 
   可准确的测量特定线缆的交流电流、直流电流。 
   信号采样嵌：  
   配合汽车或者示波器等使用，用于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的调整和诊断
● 交直流电流钳：  
   本交直流电流钳才采用了霍尔
  效应技术,和数字万用表配合
  使用,可准确地测量交流电流、
  直流电流、是电工测量的
  理想辅助工具。

数显推拉力计

订货号  最大荷重  最小读值  精度  标准附件

37110027  10N/1Kgf  0.01N/0.001Kg ±0.5%  
37110028  20N/2Kgf  0.01N/0.001Kg ±0.5%  
37110029  50N/5Kgf  0.01N/0.001Kg ±0.5%  26012 
37110030  100N/10Kgf  0.01N/0.01Kg ±0.5%  26014
37110031  200N/20Kgf  0.01N/0.01Kg ±0.5% 
37110032  500N/50Kgf  0.01N/0.01Kg ±0.5% 

37110033  1000N/100Kgf  1N/0.1Kg  ±1%  
37110034  2000N/200Kgf  1N/0.1Kg  ±1%  电脑软件需另配  

37110035  5000N/500Kgf  5N/0.5Kg  ±1%  26016
37110036  10000N/1000Kgf  10N/1Kg  ±1%

● 高精度的数显测力计可以测量拉力、推力等
● 4位数字液晶显示,可任选Kgf,N,lbf三种测量单位
● 读数方向可改变,可测量峰值
● 电池电量指示,充电过程符号指示
● 可存储100个数据 
● 数据统计、平均值计算
● 可设置上、下限报警值
● USB接口,可配电脑、打印机(选配件)
● 内置可充电镍氢电池
● 省电功能，无操作自动关机
● 计测方式：最大值(PEAK)/ 瞬间值(TRACK)
● 电源：6V镍氢电池
● 测量单位：N(牛顿)/ 
   Kgf(千克力)/ lbf(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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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镀层测厚仪

产品简介：
● 37117179涂镀层测厚仪是Testboy最新推出的一款测厚仪产品，
   高精确度和人体工程学设计使此产品的广泛用于各种高精度厚度
   要求的测量工作环境。 
● 37117180集磁性和非磁性自动转换测量于一体，是新研发的高精度、
  快速反应、多功能的涂镀层测厚仪，领先的科技、精确、快速等优秀
  的测量品质，确保涂镀层厚度测量工作的高效完成。卓越品质，适应
  广泛的应用领域：适用于汽车检修和评估、航天业、飞机制造业、
  船舶业、建筑业、机械设备品质评估、五金加工和制造业等

产品特点：
● 可测量任何磁性物质表面的非磁性涂镀层厚度 
● 可测量任何非磁性金属表面的绝缘涂镀层厚度 
● 可测量绝缘表面的非磁性金属涂镀层厚度 
● 易于操作的菜单设计 
● 连续和单次测量方式  
● 直接工作模式和组工作模式  
● 可统计并显示：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标准方差、统计数非常
   方便的进行一点或两点和基本校准  
● 37117179可保存400个测量数据（80个原始数据和320个组数据）
   USB传输数据至计算机分析统计  
● 37117180可保存2500个测量数据（80个原始数据和320个组数据）
  10级亮度调节大屏背光灯显示屏  
  先进的蓝牙阐述技术  
● 实时删除测量数据和组数据  
● 高低限报警  
● 低电和错误提示  
● 一键式轻易归零功能  
● 红宝石探头  

37117179技术参数  

传感器探头  铁磁性  非铁磁性

工作原理  磁感应  涡流

测量范围  0~1250μm	 	0~1250μm
误差（相对当前读数） 	(±3%+1μm)	 	(±3%+1.5μm)
精度 	0.1μm	 	0.1μm
测量最小曲率半径  1.5mm  3mm
最小测量面积（直径）  7mm  5mm
可测量基体最小厚度  0.5mm  0.3mm
37117180 技术参数：  

传感器探头  铁磁性  非铁磁性

工作原理  磁感应  涡流

测量范围  0~2000μm	 	0~2000μm
精度 (1~2%+2μm)	 	(1~2%+2μm)
分辨率  0.1μm  0.1μm
测量最小曲率半径  1.5mm  3mm
最小测量面积（直径）  7mm  5mm
可测量基体最小厚度  0.5mm  0.3mm
可适应苛刻的工作环境：  -20~80℃ 

配件：电池,数据线和CD软件(37117179),钢铁和铝块基体各一块,校准

薄片,工具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79   113.5x54x27 110
37117180 113.5x54x27 110

测量范围  0.0~2.0mm/0~80miI	
测量精度  2%读数±0.1mm,或2%读数±4miI 
分辨率  0.1mm/1miI 
电池  3V纽扣电池，CR2032或等效电池，1个 

订货号  尺寸(cm)   重量(g) 
37117351  6.9x3.8x2   约23(含电池)

涂层测厚仪

产品简介：  
● LCD液晶显示可直接精确读取厚度，直观，简便
● 可在不损坏被测物体的情况下测量钢或铁表面的非磁性涂层的厚度
  如：油漆、瓷釉、塑料、环氧树脂、镀层，等
● 探头仪器的测量探头，测量时，应将
  其紧靠在被测面上“TEST”按钮   
  1.关机状态下，按此按钮可开机
● 开机状态下，按住此按钮不放约1秒可
  关机“UNIT”按钮   按此按钮可轻触
  屏幕读数，屏幕将显示“--”
● 液晶屏提绳方便携带

涂层（镀层）测厚仪
应用：
● 油漆涂料、机械、造船、建筑型材及桥梁架构养护、石化管道防腐、
  工业电镀喷塑、搪瓷、汽车喷漆及二手车交易等行业
产品特点：
● 适用于导磁性铁、钢基材上的非磁性涂（镀）层测量。可应用来
  精确测量钢铁表面的油漆层、瓷、搪瓷防护层，塑料、橡胶覆层，
  包括镍铬在内的各种有色金属电镀层，以及化工石油的各种防腐涂层
  也适用于对非磁性导电体上的非导电体覆层厚度的测量，如航天
  航空器表面、车辆、家电、铝合金门窗及其他铝制品表面的漆，
  塑料涂层及阳极氧化膜。覆层材料有一定的导电性，同样也可测量，
  但要求两者的导电率之比至少相差3倍以上，（如铜上镀铬)
● 可面板自校准，配校准片
● 大屏幕TFT点阵LCD彩屏显示,操作指示及单位符号全显示,
  同时显示即时值、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误差值,直观明了
● μm（公制）和mil(英制）两种单位切换
● 20组数据存储读取
● LCD显示器180度可翻转
● 探头内置
● 电池欠压提示、电源自动开机关机

技术参数

量程： 0-1250μm,0-50mil 
分辨力： 1μm,0.1mil
准确度： ±(3%+2μm),		±(3%+0.1mil)
标准配件： 无涂层铁片1个、无涂层铝片1个、

 标准厚度塑料片4个、说明书

标准包装： 工具箱+彩盒

基本最薄厚度： 0.3mm 

基本最小面积： Ø6mm
最小曲率半径： 5mm(凸)，25mm(凹)

订货号 尺寸(mm) 电源 重量(g)
37110023 100x52x29 1.5V(AAA)7号电池2节 70(不包括电池)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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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测厚仪超声波测厚仪
● 应用:石油,造船,电站,机器制造业及压容器,
  化工设备锅炉,储油罐等厚度测量和
  腐蚀测量。
● 测量原理:超声波传感器发射的超声波脉

  冲在被测物体中传播,到达材料分界面时

  被反射回传感器,通过精确测量超声波在

  材料中传播的时间来计算出被测材料的厚度.
● 可测量的材:料锌,石英玻璃,聚乙烯,聚录乙   

  烯,灰铸铁,球墨,铸铁。陶瓷,塑料及其他任 

  何超声波的良导体厚度.
● 声速范围:500~9000m/s

管材测量下限 Ø15x2mm,Ø20x3mm由探头确定

校准块 包括

显示分辨率 0.1mm
准确度 ±(0.5%n+0.1)
接口 RS232C
电源 4节7号电池

电池电压指示 低电压提示

使用环境 温度:0~45℃ 相对湿度:≤85%RH
外形尺寸 135X65X27mm
重量 120g(不含电池)

标准配置: 超声传感器1个,校准块1块,便携盒1只,说明书1份

可选附件 1.RS232电缆和软件,2.蓝牙通讯和软件

订货号 37110152

技术参数：

功能/性能 订货号 37110269-271一体化传感器 37110275
  涂层测厚仪  汽车涂层测厚仪

  37110272-274分体传感器涂层测厚仪

测量方法 F 磁感应 37110269 37110270 37110271  

 NF 涡流 37110272 37110273 37110274 (F & NF)
  (F & NF) (only	NF) (only	F) 
测量范围 0-1250μm/0-50mil（标准量程）

分辨率 0.1/1   

准确度 ±1-3%n或±2.5μm   

最小曲面 F：凸1.5mm/凹3mm/凹50mm
最小测量面积 6mm   

最薄基底 0.3mm   

公制/英制 可转换   

电源 4节7号电池   

电池电压指示 低电压提示   

自动关机 √   

外形尺寸 126x65x27mm   

重量 81g(不含电池)   

标准配置 主机 1   

 铁基传感器 1 1 1

 涡流传感器 1 1 1

 铁基片 1 1 1

 铝基片 1 1  1

 标准片 1套（4片）

 说明书 1   

可选附件 1.RS-232或USB联机线及软件   

 2.37110272-274最大可定制量程到18000μm

 涂层测厚仪原理  

测量方法 应用场合 例如

（F 型） 测量磁性金属基体上 如:钢,铁,合金和硬磁性钢上的铬,

磁感应法 的非磁性覆盖层的厚度 珐琅,橡胶,油漆,塑料,铜,铝,锌,锡,

  粉末,合成材料,磷化层,铬,铅,锡,

  镉,瓷,氧化层等。覆盖层导电或不

  导电都不要紧，只要非磁性就可以。

（NF 型） 测量非磁性金属基体上 如：铜,铝,锌,锡,非磁性不锈钢,金,

涡流法 的非导电覆盖层的厚度 银上的珐琅,橡胶,油漆,塑料粉末,

  合成材料,氧化层等等。

  覆盖层智能是绝缘层，不能导电。

涂层测厚仪
应用：
● 用磁性传感器测量钢、铁等铁磁质金属基体上的非铁磁性涂层、
   镀层，例如：漆、粉末、塑料、橡胶、合成材料、磷化层、铬、锌、
  铅、铝、锡、镉、瓷、珐琅、氧化层等。用涡流传感器测量铜、铝、
  锌、锡等基体上的珐琅、橡胶、油漆、塑料层等。广泛用于制造业、
  金属加工业、化工业、商检等检测领域。
● 功能：测量导磁物体上的非导磁涂层和非磁性金属基体上的非导电
  覆盖层的厚度 

测量方法： 37110148 / 37110149(F 磁感应/NF 涡流)  

测量范围： 0-1250um (标准量程)  

分辨率：  0.1/1
准确度：  ±(1-3%n)或±2.5um   

最小曲面: F: 凸 1.5mm/ 凹 25mm N:凸 3mm/凹 50mm  

最小测量面积： 6mm  

最薄基底： 0.3mm   

使用环境： 温度：0-50℃ 湿度：<95%  

公制/英制： 可转换  

电源：  2节7号电池  

电池电压指示： 低电压提示  

标准配置: 铁基传感器1个,涡流传感器1个,铁基片1片,铝基片1片

可选附件  1.RS-232或USB联机线及软件,2.蓝牙通讯和软件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0148 126X65X35 81(不含电池)
37110149 126X65X35 81(不含电池)

一体化传感器37110149分体化传感器3711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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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电阻： 400kΩ~40GΩ
精度 400K~200M±3%±5	200M~4GΩ±5%±5	4G~40GΩ±10%±5
测试电压 500V/1000V/2500V

短路电流 不小于1.5mA

测试时间选择 1/2/10min(分)

万用表功能 

直流电压 400m/4/40/400V±0.5%±5,1000V±0.8%±5
交流电压 4/40/400V±0.8%±5,700V±1%±5
直流电流 40mA/400mA±0.8%±5
交流电流 40mA/400mA±1%±5
电阻 400/4k/40k400kΩ±0.8%±5,4MΩ±1%±3,40MΩ±2%±3
电容 40n/400n/4u/40	uF±3%±5  
频率 40/400/4k/40k/400k/4MHz±0.5%±3  
电源： AA 1.5V×6  

2500V数字绝缘电阻测试仪+万用表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16         170x156x64          约650(含电池）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15         170x156x64          约650(含电池)

1000V数字绝缘电阻测试仪+万用表

绝缘电阻：    200k~40GΩ 
精度： 200k~200m±3%±5	200m~4GΩ±5%±5      
              4G~40GΩ±10%±5 
测试电压：    250V/500V/1000V 
短路电流：    不小于1.5mA 
测试时间选择：1/2/10min(分) 
万用表功能： 

直流电压： 400m/4/40/400V±0.5%±5.1000V±0.8%±5
交流电压： 4/40/400V±0.8%±5,700V±1%±5
直流电流： 40mA/400mA±0.8%±5
交流电流： 40mA/400mA±0.1%±5   

电阻： 400/4k/40k/400kΩ±0.8%±5,4MΩ±1%±340MΩ±2%±3
电容： 40n/400n/4u/40	uF±3%±5 
频率： 40/400/4k/40k/400k/4MHz±0.5%±3
电源： AA 1.5V×6 

● 面板校正 
● 自动量程：3 3/4位 
● 最大显示：3999 
● 过载保护带背光
● 自动关机 
● 量纲及功能符号指示能直接显示
   绝缘电阻的真实测试电压 
● 通断测试  
● 二极管

● 面板校正 
● 自动量程：3 3/4位 
● 最大显示：3999 
● 过载保护带背光
● 自动关机 
● 量纲及功能符号指示能直接显示
   绝缘电阻的真实测试电压 
● 通断测试  
● 二极管

台式数字万用表

产品介绍：
● 37118012是5999计数的自动量程真有效值数字台式万用表。
● 具有全功能显示，全量程过载保护和独特的外观设计，

   使之成为更为优越的电工测量仪表。内置供电系统适用于AC 220V

   或1.5V电池，有RS-232及USB数据传输接口。 
● 适用于电子、通讯、制造、石油、国防、电力、化工等行业的测量，

   是各类大专院校实验必备的实验工具。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 (V) 600mV/6V/60V/600V/1000V  ±(0.3%+2) 
交流电压 (V) 600mV/6V/60V/600V/1000V  ±(0.6%+5)
直流电流 (A)	 600μA/6000μA/60mA	 ±(0.5%+3)
 600mA/10A
交流电流 (A)	 600μA/6000μA/60mA	 ±(1%+5)
 600mA/10A
电阻 (Ω)	 600Ω/6kΩ/60kΩ/600kΩ	 ±(0.5%+2)
	 6MΩ/60MΩ 
电容 (F)	 6nF/60nF/600nF/6μF/60μF	 ±(2%+5)
	 600μF/6mF 
频率 (Hz) 6kHz/60kHz/600kHz/6MHz/60MHz ±(0.1%+3) 
摄氏温度 (ºC) -40°C - 1000°C ±(1%+3)
华氏温度 (ºF) -40°F-1832°F ±(1.5%+5)
特殊功能   

最大显示  5999
自动量程  √

频响(Hz)  100kHz  √

二极管测试  √

三极管测试  √

自动关机  √

通断蜂鸣  √

低电压显示  √

数字保持  √

最大/最小值  √

RS-232数据传输  √

USB 数据传输  √

LCD 背光  √

输入保护  √

输入阻抗 600mV量程:3GΩ,其余量程10MΩ	 √

电压电流 AC+DC √

一般特征   

电源 AC 220V/50Hz 或 1.5V电池(2#)x6  
LCD尺寸 128mmx28mm 

配件 表笔、AC220V电源线、软件光盘、USB数据线、RS-232

 数据线、带保护套鳄鱼夹、点式温度探头、转接插座 

标准包装 外盒、说明书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8012 310x240x105 2.4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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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形数字万用表系列
● 本系列仪表是一种结构紧凑、电池驱动的3 1/2位
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

● 可用于测量直流和交流电压、直流和交流电流、

电阻、二极管及通断测试,并具有逻辑测试功能。

● 电路设计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作可靠，具

有极性指示、数据保持,过量程指示、自动关机

和手电照明功能。操作简便，是理想的工具表。

特点：

● 操作简单

● 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

● 37117332、37117333具有LED照明功能

订货号 量程 37117331 37117332 37117333
直流电压 200mV/2V/20V/200V/500V √

 200mV/2V/20V/200V/600V  √     √

交流电压 200V/500V √  

 2V/20V/200V/600V  √ √

直流电流 200mA √  

 20mA/200mA  √ √

交流电流 20mA/200mA  √ √

电阻 2000Ω/20kΩ/200kΩ/2000kΩ √

 2kΩ/200kΩ/200kΩ/2MΩ  √ √

二极管测试 开路电压1.5V 测试电流0.5mA  √ √ √

通断测试 当被测电路电压小于50Ω内置蜂鸣器响 √ √

LED照明   √ √

逻辑电平测试   √

自动量程   √ 

自动关机   √ √

数据保持    √

背光功能    √

综合规范

最大显示 1999个计数(3 1/2位)带自动极性显示

显示方式 LCD显示屏   

过量程显示 只有数字“OL”显示在屏幕上

采样速率 3次/秒（近似值）

操作温度 0℃~40℃，相对湿度：<75%
存贮温度  -10℃~50℃，相对湿度：<85
电源 9V,6F22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31 230x40x30 150(含电池)

37117332 190x40x25 90(含电池)

37117333 230x57x30 182(含电池)

技术参数：

数字万用表

产品简介：    
● 数字万用表是高性能、低功耗的3 3/4位真有效值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
● 可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通断、二极管、电容和频率
● 具有自动/手动量程，数据保持、相对值测量、真有效值，电池低电压
   指示、过量程指示、自动关机数据存储，背光模拟条等功能
● 具有USB接口，可向电脑传输测量数据  

基本功能  量程      

交流电压  400mV/4v/40V/400V/750V    

交流电流  400μA/4000μA/40mA/400mA/4A/10A   

直流电流  400μA/4000μA/40mA/400mA/4A/10A   

电阻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频率  10Hz/100Hz/1kHz/10kHz/100kHz/1MHz/10MHz  

电容  40nF/400nF/4μF/40μF/400μF   

二极管测试 开路电压：约3V,测试电流：约0.9mA   

通断测试  当被测电路的电阻小于约30Ω，内置蜂鸣器响  

特殊功能      

自动/手动量程 √      

数据保持  √      

相对测量  √      

真有效值  √      

数据储存  √      

USB通讯  √      

背光  √      

模拟条  √      

自动关机  √      

低电压显示 √      

综合规范        

显示屏  数字：4000计数，每秒更新30次，

  模拟：41条形段，每秒更新30次  

过量程指示 “OL”显示在屏幕上    

自动负极性指示   “―”显示在屏幕上    

电源  9V 6F22电池，一个 

● 模拟条，用于读数的模拟表示，其更新速度为每秒30次。
● 当输入增大时，总段数为41段的模拟条将从左到右逐段点亮。
● 在所选量程，当输入达到或超过4000计数时，则模拟条的右边将
  出现一个箭头图标。
● 如果输入的极性为负，则一个符号图标将出现在模拟条的左边。
● 注：二极管、温度、电容和频率测量功能无模拟显示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30  210x105x67   约635（含电池和护套）

0 10 20 30 40

技术参数：

订货号 37117370

台式万用表

交流电压/直流电压+交流电压:50mV/500mV/5V/50V/500V/1000V  ±0.5%  

直流电压:50mV/500mV/5V/50V/500V/1000V ±0.03% 

交流电流/直流电流+ 交流电流:

500	μ	A/5000	μ	A/50mA/ 5000mA/5A ±0.75%, 10A ±1.5% 
直流电流:500	μ	A/5000	μ	A/50mA/500mA/5A/10A±0.15%	
电阻:500	Ω	/5K	Ω	/50K	Ω	/500K	Ω	/5M	Ω	±0.1%,	50M	Ω	±0.5%  

电容:50nF/500nF/5	μ	F/50	μ	F±1%,	500	μ	F/5000	μ	F±2%   

二极管:2.5V±1%   

占空比:5Hz~500KHz, 范围:10%~90%   

逻辑频率:5Hz~2MHz±0.006%, 灵敏度: 最低的 5mV   

记忆:30全屏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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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数字万用表

订货号 37118138 37118139 37118140 37118141 37118142
最高输出频率  5MHz  10MHz  20MHz  25MHz  50MHz 
输出通道数  2 2 2 2 2
采样率  125 MSa/s  125 MSa/s  125 MSa/s  125 MSa/s  125 MSa/s 
任意波长度   16 kpts 16 kpts 16 kpts 16 kpts 16 kpts
频率分辨率   1	μHz	 1	μHz	 1	μHz	 1	μHz	 1	μHz
垂直分辨率   14	bit	 14	bit	 14	bit	 14	bit	 14	bit
波形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脉冲、高斯白噪声，48种内建任意函数波形

正弦波  1μHz~5MHz			 1μHz~10MHz		 1μHz~20MHz		 1μHz~25MHz		 1μHz~50MHz
方波  1μHz~5MHz		 1μHz~10MHz		 1μHz~20MHz		 1μHz~25MHz		 1μHz~50MHz 
脉冲  500μHz~5MHz		 500μHz~5MHz		 500μHz~5MHz		 500μHz~5MHz		 500μHz~5MHz
锯齿波/三角波  1μHz~300kHz		 1μHz~300kHz		 1μHz~300kHz		 1μHz~300kHz		 1μHz~300kHz
高斯白噪声  >5MHz带宽(-3dB)		 >10MHz带宽(-3dB)	 >20MHz带宽(-3dB)	 >25MHz带宽(-3dB)  50MHz带宽(-3dB) 
任意波  1μHz	~	5MHz		 1μHz	~	5MHz		 1μHz	~	5MHz		 1μHz	~	5MHz		 1μHz	~	5MHz
调制功能  AM,DSB-AM ,FM,PM,FSK,ASK,PWM,Sweep,Burst     

幅度范围 通道1:2mVpp	~	10Vpp(50Ω),4mVpp	~	2020Vpp(50高阻),通道2:2mVpp	~	3Vpp(50Ω),4mVpp	~	6Vpp(高阻)
频率计 频率范围 100mHz~200MHz    

标准接口  USB	Host	&	Device 
选配接口  GPIB(IEEE-488)     

尺寸  229mm×105mm×281mm

直流特性    

功能 量程² 测试电流或 1年精度 温度系数 

  符合电压 23℃±5℃ 0℃~18℃28℃~50℃
直流电压 200mV  0.015+0.004 0.0015+0.0005
 20V  0.015+0.003 0.0010+0.0005
 20V  0.015+0.004 0.0020+0.0005
 200V  0.015+0.003 0.0015+0.0005
 1000V  0.015+0.003 0.0015+0.0005
直流电压 200μA	 <8mV	 0.055+0.005	 0.003+0.001
 2mA <80mV 0.055+0.005 0.002+0.001
 20mA <0.05V 0.095+0.020 0.008+0.001
 200mA <0.5V 0.070+0.008 0.005+0.001
 2A <0.1V 0.170+0.020 0.013+0.001
 10A <0.3V 0.250+0.010 0.008+0.001
电阻 200Ω	 1mA	 0.030+0.005	 0.0030+0.0006
	 2KΩ	 1mA	 0.020+0.003	 0.0030+0.0005
	 20KΩ	 100μA	 0.020+0.003	 0.0030+0.0005
	 200KΩ	 10μA	 0.020+0.010	 0.0030+0.0005
	 2MΩ	 1μA	 0.040+0.004	 0.0040+0.0005
	 10MΩ	 200nA	 0.250+0.003	 0.0100+0.0005
	 100MΩ	 200nAll10MΩ	 1.75+0.004	 0.2000+0.0005
电阻 2.0V 1mA 0.05+0.01 0.0050+0.0005
	 2000Ω	 1mA	 0.05+0.01	 0.0050+0.0005

交流特性    

功能 量程² 频率范围 1年精度 温度系数 

   23℃±5℃ 0℃~18℃28℃~50℃
真有效值 20V 20Hz-45Hz 1.5+0.10 0.01+0.005
交流电压  45Hz-20KHz 0.2+0.05 0.01+0.005
  20KHz-50KHz 1.0+0.05 0.01+0.005
  50KHz-100KHz 3.0+0.05 0.05+0.010
 200V 20Hz-45Hz 1.5+0.10 0.01+0.005
  45Hz-20KHz 0.2+0.05 0.01+0.005
  20KHz-50KHz 1.0+0.05 0.01+0.005
  50KHz-100KHz 3.0+0.05 0.05+0.010
 750V 20Hz-45Hz 1.5+0.10 0.01+0.005
  45Hz-20KHz 0.2+0.05 0.01+0.005
  20KHz-50KHz 1.0+0.05 0.01+0.005
  50KHz-100KHz 3.0+0.05 0.05+0.010
真有效值 20mA 20Hz-45Hz 1.5+0.10 0.015+0.015
交流电压  45Hz-20KHz 0.5+0.10 0.015+0.006
  2KHz-10KHz 2.50+0.20 0.015+0.006
 200mA 20Hz-45Hz 1.5+0.10 0.015+0.005
  45Hz-20KHz 0.5+0.10 0.015+0.005
  2KHz-10KHz 2.50+0.20 0.015+0.005
 2A 20Hz-45Hz 1.5+0.10 0.015+0.005
  45Hz-20KHz 0.5+0.10 0.015+0.005
  2KHz-10KHz 2.50+0.20 0.015+0.005
 10A 20Hz-45Hz 1.5+0.10 0.015+0.005
  45Hz-20KHz 0.5+0.10 0.015+0.005
  2KHz-10KHz 2.50+0.20 0.015+0.005

● 125MSa/s采样率，14Bit垂直分辨率,16kps任意波长度

● 输出5种标准波形，内置46种任意波形 

● 内置高精度频率计，频率范围:100mHz—200MHz
● 丰富的调制功能:AM,DSB-AM,FM,PM,FSK,ASK,PWM
● 标准配置接口:USB	Host,USB	Device；可选配GPIB接口

● 支持远程命令控制，配置功能强大的任意波编辑软件

● 可选配高精度时钟基准(1ppm和10ppm) 
● 支持中英文菜单显示及中英文嵌入式帮助系统 

● 人性化设计，拥有专用接地端子

● 3.5英寸TFT液晶显示屏,双通道输出,相位可调,

  最高输出频率50MHz

● 丰富的数学运算功能：测量统计信息(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差),dB,dBm,Pass/Fail,
     相对值测量、直方图、趋势图、条形图等

● 1Gb	Nand	Flash存储容量,可存储仪器设置和数据文件,支持U盘存储

● 支持USBTMC协议,提供SCPI远程控制命令集和LabVIEW驱动包

● 丰富的通信接口:USB	Device,USB	Host,LAN,GPIB(仅37118144)
● 双显示测量，支持中英文菜单和嵌入式在线帮助系统

● 真正的5½位读数分辨率(240,000	Count)	 ● 内置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电路

● 高达150rdgs/s的测量速度  ● 最大10A直流电流测试量程 

● 真有效值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测量  ● 基本直流电压测量准确度0.015%

台式万用表

订货号 37117369

直流电压:600.00mV/6.0000V/60.000V/600.00V/1000.0V     ±(0.02%)
交流电压:600.00mV/6.0000V/60.000V/600.00V/1000.0V     ±(0.8%)
直流电流:60.000mA/600.00mA/60.000mA/600.00mA/10.000A  ±(0.2%)
交流电流:60.000mA/600.00mA/60.000mA/600.00mA/10.000A  ±(0.75%)
频率:10.000Hz~6.0000MHz  ±(0.01%)
电阻:600.00/6.0000K/60.000K/600.00K/6.0000M/60.000MW  ±(0.3%) 
电容:6.0000nF/60.000nF/600.00nF/6.0000mF/60.000mF/600.00mF/
     6.0000mF/60.000mF   ±(3.0%)  
热电偶温度:-200.0℃~1200.0℃ K/J/T/E/R/S/B/N
铂电阻RTD 温度:-200.0~600.0℃	PT100/PT500/PT1000/Cu50/Ni120 
记忆:16000内部点/USB磁盘或SD卡外部

 附加波峰因素误差(非正弦波)
订货号 波峰系数 误差(%量程)
37118143 1-2 0.05
37118144 2-3 0.2

功能 量程² 频率范围 1年精度 温度系数 

   23℃±5℃ 0℃~18℃28℃~50℃
真有效值 200mV 20Hz-45Hz 1.5+0.10 0.01+0.005
交流电压  45Hz-20KHz 0.2+0.05 0.01+0.005
  20KHz-50KHz 1.0+0.05 0.01+0.005
  50KHz-100KHz 3.0+0.05 0.05+0.010
 2V 20Hz-45Hz 1.5+0.10 0.01+0.005
  45Hz-20KHz 0.2+0.05 0.01+0.005
  20KHz-50KHz 1.0+0.05 0.01+0.005
  50KHz-100KHz 3.0+0.05 0.05+0.010

交直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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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汽车万用表

产品简介：
● 一款附带RS232接口的专业的汽车数字万用表，
   可使用于汽车和卡车的不同诊断工作，
   能够提供多种测量功能

产品特点：
● 4000位数字液晶显示屏带背光及
   模拟条显示
● 用感应钳夹可测量1-12汽缸的汽车
   发动机转速
● 数据保持和相对值功能 
● 最大/最小值保持 
● 自动关机和过载全保护 

功能  最大量程  基本精确度 

直流电压  400mV，4V，40V，400V，1000V  ± (0.5%+2d) 

交流电压  400mV，4V，40V， 400V，750V  ± (0.8%+4d) 

直流电流  400μA，4000μA，40mA，400mA，4A，20A  ± (1.2%+2d) 

交流电流  400μA，4000μA，40mA，400mA，4A，20A  ± (1.5%+4d) 

电阻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0.8%+3d) 

转速测量  600～4000RPM  ± (2.5%+2d) 

汽缸测量  1CYL，2CYL，3CYL，4CYL，5CYL，

  6CYL，8CYL，10CYL，12CYL  ± (2.5%+2d) 

占空比测量  0.1～99.9%  ± (1.5%+2d) 

周期测量  0.1～20mS  ± (3.0%+5d) 

脉冲宽度  0.1～10mS  ± (3.0%+5d) 

频率  30kHz  ± (2.0%+2d) 

温度  -20℃~760℃/-4℉~1400℉  ± (3.0%+2d) 

二极管测试  开路电压1.5V DC典型值，测试电流0.3mA典型值 

短路测试  限值30Ω，持续性蜂鸣2.7kHz  

配件  测试表笔，钳夹，K型温度探针，软件，RS-232数据线，

  9V电池，工具盒，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53 197x88.4x41.2 635

订货号 功率 

37117371 6F22(9V)x1 

数显多功能万用表
● 显示：20000计数 
● 双值显示+模拟条显示
● USB端口连接到PC
● 真有效值测量
● 相对测量
● 最大/最小值测量
● 数据保持
● 背光灯
● 报警
● 自动关机
● 自动/手动量程
● 低电量指示
● 二极管测试
● 连续测试 

直流电压 200mV/2V/20V/200V/1000V ±(0.05%+10)

交流电压 2V/20V/200V/1000V ±(0.5%+40)

直流电流 200mA/10A ±(0.2%+20)

交流电流 200mA/10A ±(1.0%+30)

电阻 200Ω/2KΩ/20Ω/200KΩ/2MΩ/2MΩ/20MΩ	 ±(0.5%+10)

电容 20nF/200nF/2μF/20μF ±(1.5%+20)

 200μF/1000μF ±(2%+20) 

温度 1：-200~-100℃ ±(1.0%+10)

 -100~1300℃ ±(0.5%+10)

温度 2：-200~-100℃ ±(1.0%+10)

 -100~1300℃  ±(0.5%+10) 

逻辑频率 10Hz~2MHz ±(0.05%+10) 

线性频率 10Hz~200KHz ±(0.05%+10) 

占空比 10%~90% ±(1%+30)

五合一环保万用表

直流电压 0.4/4/40/400/600V±0.7%

交流电压 4/40/400/600V±0.8%

直流电流 40/400mA±1.2%，10A±2.0%

交流电流 40/400mA±1.5%，10A±3.0%

电阻 400/4K/40K/400K/4MΩ±1.2%，40MΩ±2.0%

电容 4n/40n/400n/4μ/40μ/200μF±3.0%

频率 10/100/1K/10K/100KHz±2.0%

占空比 0.1%~99.9%±3.0%

温度 -20℃~400℃±3.0%(0.1℃),400℃~1000℃±3.0%(1℃)

湿度 4000Lux/40000Lux±5.0%

光 35~100dB±4dB

订货号 尺寸（mm） 功率

37117372 185x85x44 9V(6F22)x1

数字指针双显表

产品特点： 
● 数字，指针双重显示 
● 高灵敏度，高精度指针万用表 
● 9功能24量程 
● 过载保护 
● 高阻抗输入 
● 交流/直流电压最大测试500V 
● 直流电流最大测试10A 
● 电阻测量最大20MΩ 
● 通断测试和三极管测试 
● 电池测试1.5V&9V 
● 温度显示、测量 
● 配件包括：9V电池，护套，表笔，说明书，彩盒

直流电压 0.2/2/20/200/500V ±(0.5%+4d)(±3.0%f.s) 

交流电压 200/500V ±(1.2%+5d)(±3.0%f.s) 

直流电流  20m/200m/10A ±(2.5%+5d)(±3.0%f.s) 

电阻  200/2K/20K/200K/20MΩ ±(1.2%+5d)(±3% of arc)  

通断测试  低于90Ω 蜂鸣器发声  

电池测试  1.5V(100mA),9V(10mA）  

操作温度 0~40℃ 湿度＜80%  

安全标准 EN61010-1，CAT Ⅱ,600V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77 150x88x45 约250，含电池

● 符合IEC 1010 CATⅡ 1000V
● 显示：3999位计数，高14mm
● 自动量程
● 数据保持
● 相对测量
● 背光灯
● 自动关机
● 声级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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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屏数字示波万用表

产品简介：

● 至尊版彩屏数字示波万用表是高性能并有记录功能的专业多用表，

   更能够轻松，快速解决电子、工厂自动化、配电以及电子工程设备

   中的复杂问题。它具有IP67防水防尘功能，更合适在极为恶劣的

   环境条件下使用，为工程测试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

产品特点： 
● 50.000位计数读值，320x240TFT彩色液晶显示屏内置数字示波器

   和FFT功能 

● 0.025%基本直流电压精度 

● 交流电压电流测量频宽100kHz 

● 高达20次/秒的快速采样 

● 具有趋势捕获功能，可存储多达10,000个读数 

● 在示波器功能下可存储10页的波形图片 

● 提供电脑软件校正精确度 

● 蓝牙数据传输功能 

● 支持Meterbox软件

   和云服务 

● 防水防尘等级IP67 

功能 最大量程 最大分辨率 精度

直流电压 1000V	 1μV	 ±(0.025%+5)
交流电压  1000V	 1μV	 ±(0.4%+40)
直流电流 10A	 0.01μA	 ±(0.15%+2)
交流电流 10A	 0.01μA	 ±(0.07%+5)
温度 -200℃~1350℃ 0.1℃ ±(1.0%+1℃)
电阻 50MΩ	 0.01Ω	 ±(0.05%+2)
电容 10mF	 0.001nF	 ±(1.0%+5)
频率 10MHz 0.01Hz ±(0.005%+1)
短路测试 支持

电脑接入技术 蓝牙传输数据

示波器功能 

带宽 10Hz~10MHz
实时采样率 1kS/s~50MS/s
上升时间 17.5ns
记录长度 1000~3000点
垂直灵敏度 50mV/div~100V/div
垂直分辨率 8bit
时基范围 20nS~1uS
触发模式 内部上升沿、内部下降沿、无触发

触发源 输入信号

触发电平 >0.5V
输入电阻 1MΩ/15pF
最大输入电压 600V(PeaK)
实时测量 波形频率、电压峰值

光标测量 频率和时间

FFT(频谱)测量 频率和相对幅值

屏幕刷新速率 具有可选择的刷新速率，能有效降低视觉疲劳

附件：使用说明书、测试表笔、示波器表笔、K型温度探头、鳄鱼夹、

锂电池、电源适配器、软件光盘、工具箱、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80 220x96x60 631        

技术参数：

真有效值数据记录数显万用表

● 数字万用表是具备高可靠性、高安全性、

  自动量程、手持式万用表等特点。
● 具有超大屏幕彩屏和高解析度模拟指针的

  同步显示功能，全量程过载保护和独特
  的外观设计，使之成为性能更为卓越的
  新一代实用电工测量仪表。
● 可用于各类大专院校、冶炼、通讯、

  制造、石油、国防、电力、电工、
  电路电力设备的检测、维护和维修的
  理想工具。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09 103x225x59      38.6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 60mV/600mV/6V/60V/600V/1000V        ±(0.025%+5)

交流电压 60mV/600mV/6V/60V/600V/1000V        ±(0.3%+30)

直流电流 600μA/6000μA/60mA/600mA/10A         ±(0.08%+10)

交流电流 600μA/6000μA/60mA/600mA/10A         ±(0.6%+20)

电阻	(Ω)  600Ω/6kΩ/60kΩ/600kΩ/6MΩ/60MΩ  ±(0.05%+2)

导纳(nS)  60nS                               ±(2%+10)

电容 (F)  6nF/60nF/600nF/6μF/60μF/600μF/6mF/60mF  ±(2%+5)
频率 (Hz) 10Hz-60MHz                                ±(0.01%+5)
摄氏温度 (°C) -40 °C ~1000°C                          ±(1%+30)
华氏温度 (°F) -40°F~1832°F                        ±(1.5%+50)
特殊功能  

最大显示                                      59999

自动量程                                      √  

手动量程                                      √  

真有效值                                      √  

频响（Hz） 100kHz                               √  

交流+直流                                      √  

低通滤波 1KHz(-3db)                           √  

分贝测量                                      √  

通断蜂鸣                                      √  

二极管测试 约3V                                 √  

占空比 10% ～ 90%                           √  

双通道温度测量 T1,T2, T1-T2,T2-T1                   √  

数字保持                                      √  

峰值保持                                      √  

相对测量                                      √  

数据记录 20000                                √ 

趋势捕捉                                      √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  

时间日期显示                                      √ 

比较功能                                      √ 

显示类型 3.5英寸 64K 彩屏 TFT LCD (320 * 240) √  

LCD 背光                                      √  

模拟条                                      √  

USB数据传输                                      √  

误插错报警                                      √ 

电池电量显示                                      √  

自动关机                                      √  

充电功能                                      √  

输入保护                                      √  

输入阻抗 ≥10MΩ                              √  

一般特征  

电源 7.4V 2200mAh 锂电池  

LCD尺寸 70mm × 52mm 

机身尺寸 103mm × 225mm × 59mm  

标准配件 电池、表笔、温度转接座、电源适配器转接座、

 点式K-型热电偶 × 2、软件光盘、USB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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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37117092/093 37117094/095 37117096 37117097 37117098 37117099

液晶位数   2000 2000 4000  6000 6000 6000

直流电压 1000V ±0.5% 600V 600V 600V  * * *

交流电压 1000V ±0.8% 600V 600V 600V  * * *

直流电流 10A ±1.2% * * *  * * *

交流电流 10A ±1.8%  * *  * * *

电阻 60MΩ ±0.8% 2MΩ 20MΩ 40MΩ * * *

占空比 99.90% ±1.2%   *  * * *

频率 10MHz ±1.5%   *  * * *

电容 1000uF ±3.0%   *  * * *

温度 760℃ ±3.0%  * *  * *

二极管测试   * * *  * * *

短路蜂鸣测试   * * *  * * *

二次注塑机壳   * * *  * * *

真有效值测量       *

61段模拟条指示       * * *

所有量程全保护   * * *  * * *

数据保持    * *  * * *

最大/最小值保持    *   * * *

兼容交流电流适配器       * * *

自动量程    * *  * * *

自动关机    * *  * * *

尺寸 150x70x48mm

NCV功能   37117093 37117095    

配件： 使用说明书，表笔，9V电池，K型温度探头及度插座，（37117094/37117096/37117098/37117099）皮包，彩盒。

全保护数字万用表 
● 37117092至37117096以小巧、精确、实用和高性价比著称；所有量程全保护和双注塑外壳增强使用安全与厚实感；
● 37117094/37117096还具有自动量程功能；
● 37117093/37117095新增NCV功能；
● 实用的工具包让您携带与工作更方便，齐全的测量功能能够更加高效地排除和解决问题。 
产品特点：    
● 超大液晶显示屏，为夜间或狭窄空间的操作提供了便利
● 双注塑料绝缘过载保护，保障了您在苛刻的环境下操作的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 精准的交流电压、电流、电容、二级管、短路蜂鸣的测试    
● 新颖小巧的外观设计，方便工作人员随身携带；自动储存、自动关机功能 随时为您省时省电
● 37117097至37117099系列小型全保护数字万用表具备了高安全、高精度、功能强大、
   新增61段模拟条显示、37117099新增ncv功能等特点，在HVAC暖通空调/制冷、
   电气测量应用、工厂自动化等领域均表现出众！ 
● 符合EN61010-1，CATⅢ 600V安全指标
● 外接K型温度探头便于用户一体化测量   ● 备注：“*”代表“有”

真有效值多功能万用绝缘表
● 一款高精度数字万用表功能、测量数据同步无线传输功能的体积小巧、高精度手持式专业真有效值多功能绝缘表，双注塑设计
  的外壳、密封性能极佳。在马达、电缆、变压器、机械设备、电力电气等行业的应用和测试，基于坚固、可靠、易于使用的
  多功能设计。
产品特点：
● 绝缘测试电压1000V ● 绝缘测试电阻4000MΩ ● 自动释放电容的电压 ● 绝缘测试精确读数
● 最小/最大值记录功能 ● IP67防水功能和自动关机 ● 精巧实用型硬机壳 ● K型热电偶
● 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自动关机省电模式 ● 真有效值测量 ● 无线USB接口 
 ● CATⅢ1000V,CATⅣ600V 安全级别
绝缘表：   

终端电压 量程 分辨率 误差 测试电流 短路电流

125V 0.125～4.000MΩ 0.001MΩ ±(2％+10) 1mA＠load125kΩ ≤1mA

(0％～10％) 4.001～40.00MΩ 0.01MΩ ±(2％+10)

 40.01～400.0MΩ 0.1MΩ ±(4％+5)  

 400.1～4000MΩ 1MΩ ±(5％+5)  

250V 0.250～4.000MΩ 0.001MΩ ±(2％+10) 1mA＠load250kΩ ≤1mA

(0％～10％) 4.001～40.00MΩ 0.01MΩ ±(2％+10)  

 40.01～400.0MΩ 0.1MΩ ±(3％+5)  

 400.1～4000MΩ 1MΩ ±(4％+5)  

500V 0.500～4.000MΩ 0.001MΩ ±(2％+10) 1mA＠load1500kΩ ≤1mA

(0％～10％) 4.001～40.00MΩ 0.01MΩ ±(2％+10)  

 40.01～400.0MΩ 0.1MΩ ±(2％+5)  

 400.1～4000MΩ 1MΩ ±(4％+5)  

1000V 1.000～4.000MΩ 0.001MΩ ±(3％+10) 1mA＠load1MΩ ≤1mA

(0％～10％) 4.001～40.00MΩ 0.01MΩ ±(2％+10)  

 40.01～400.0MΩ 0.1MΩ ±(2％+5)  

 400.1～4000MΩ 1MΩ ±(4％+5)  

配件：表笔，6x1.5V"AAA"电池，K型温度探针，数据线和软件

万用表：

功能 最大量程 分辨率 误差

直流电压 1000V 0.1V ±(0.06％reading+4digits)

交流电压 1000V 0.1V ±(1.0％reading+30digits)

直流电流 10A 0.001A ±(1.0％reading+3digits)

交流电流 10A 0.001A ±(1.5％reading+30digits)

电阻 40MΩ 0.0001MΩ ±(0.3％reading+4digits)

频率 40MHz 0.01MHz ±(0.1％reading+1digits)

占空比 0.1～99.9％ 0.01% ±(1.2％reading+2digits)

温度 –50～1200℃ 0.1℃ ±(1.0％reading+2.5℃)

 –58～2192℉ 0.1℉ ±(1.0％reading+4.5℉)

4-20mA％ –25～125％ 0.01% ±50digits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51 220x96.5x60.5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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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网线/电话线/万用表测试仪
● 产品简介:是一款新型实用的测试仪,可用于测量电流,电压,电阻等
  功能.网络测试功能可用于检测电缆、网线、电话线等线路。

产品特点：  
● 准确测量10Base-T电缆、10Base2电缆、RJ45/RJ11模块式
● 电缆,356A,TIA-568A/568B和标记环电缆的组态值。
● 配备远程探针可测量距离墙体开关后的电缆线及
小块仪表板高达300m电缆测量外露电线及地
下的电线  
● 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短路
测试和二极管测试。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直流电压 600V ±0.5%

交流电压 600V ±1.2%

直流电流 200mA ±1.5%

交流电流 20mA ±2.0%

电阻 20MΩ ±0.8%

短路测试 电阻＜100Ω蜂鸣 

配件：9V电池和2x“AAA”电池，远程终端，电缆线，测试探头，皮包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直流电压 600V ±0.5%

交流电压 600V ±1.2%

直流电流 200mA ±1.5%

交流电流 200mA ±2.0%

电阻 20MΩ ±0.8%

短路测试 电阻＜100Ω蜂鸣 

配件：表笔，9V电池和2x“AAA”电池和皮包

三合一电线/电缆线/万用表测试仪
● 产品简介：结合放大器探针和发生器;配备鳄鱼夹模式的发生器;
RJ11模式和RJ45数字连接电缆;放大器探针
和发生器;带扬声器便于检测电缆和电线

二合一电缆线/万用表测试仪

产品简介：
● 是一个发射、接收测试设备,可以连接多芯
电缆的核心电线的两端进行测试。
● 其配备的远程工具包方便使用者
测试墙上或者块状面板上的电线。
● 数字万用表功能可以测量直
流/交流电压,电流,电阻,连续
性以及二极管。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直流电压 600V ±0.5%
交流电压 600V ±1.2%
直流电流 200mA ±1.5%
交流电流 200mA ±2.0%
电阻 20MΩ ±0.8%
短路测试 电阻＜100Ω蜂鸣 
发射器  
显示 双蓝色LED 
夹子 16个红色、1个黑色夹子 
线路电阻 10KΩ 
接收器  
显示 双红色LED 
夹子 1个红色、1个黑色夹子 
配件： 表笔，9V电池和2x“AAA”电池和皮包

二合一卫星信号/万用表测试仪

● 是一款集标尺显示和数字万用表于一体的卫星探测器。

● 卫星测试仪从LNB/LNBF至“TOLNB"连接处与一根同轴电缆

相连接,从卫星接收器至”TOREC"输入处与电缆相连接。
● 数字万用表可简易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

短路测试和二极管测试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直流电压 600V ±0.5%

交流电压 600V ±1.2%

直流电流 200mA ±1.5%

交流电流 20mA ±2.0%

电阻 20MΩ ±0.8%

短路测试 电阻＜100Ω蜂鸣

配件： 表笔，电池，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68  162x74.5x44 308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69 162x74.5x44 308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72 162x74.5x44 308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71 162x74.5x44 308

产品特点：
● 绝缘探针避免导体短路
● 测量范畴包括线路追踪，短路测试，
清除/忙碌/振铃
● 线路测试和尖端/振铃识别
● 对非终端的电缆，可使用鳄鱼夹模式进行
直接测量，也可用于电话线和网线测量
● 可选择的连续或变调发生器
● 探针上设有内置扬声筒
● 可进入RJ45和RJ11模式

全保护数字万用表
● 高精度和优秀的测量性能在工业生产维修、电路保养、机器设备保养
   等方面提供了俱佳的电力安全测量和检修弓弩。本产品在各种大型的
   电路电力设备检测、通讯故障检修排查、暖通冷气维护维修场面都能
   轻松应对，表现出色。    
● 高清显示，安全可靠    
● 带背光超大液晶显示屏    
● 20A大量程交直流电流测试    
● 双注塑绝缘外壳确保安全    
● 所有量程全保护     
● 安全指标EN61010-1,CAT Ⅲ 600V,CAT Ⅲ 1000V
● 配件：使用说明书，表笔，9V电池，K型温度探头 
   (37117108/37117109),K型温度插座
   (37117108/37117109),RS232连接线(37117109),
   软件CD(37117109),皮包、彩盒
● 尺寸：182x82x55mm
● 重量：360g

    订货号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37117107 37117108 37117109

液晶位数   2000 2000 4000

直流电压 1000V ±0.5% * * *

交流电压 700V ±1.2% * * 750V

直流电流 20A ±2.5% * * *

交流电流 20A ±3.0% * * *

电阻 20MΩ ±0.8% * * 40MΩ

占空比 99.90% ±1.2%   *

频率 2kHz ±1.5%  * 9.999MHz

电容 200uF ±3.0% * * 100μF

温度 760℃ ±3.0%  * 1000℃

二极管测试   * * *

短路蜂鸣测试  * * *

二次注塑机壳  * * 

所有量程全保护  * * *

数据保持   * * *

RS232电脑接口    *

自动量程     *

自动关机   * *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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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数字万用表 
产品简介：
● 新型专业数字型万用表，双注塑外壳设计和符合IP67防水功能使其能
   得到更安全的测试值。
● 集合了数据记录、真有效值AC电压和电流测量，40000位液晶显示以及
   内置0.06%直流基本精度等高性能高准确度特点。 
● 工业和电气行业的必备工具：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高安全和高精度
   性能，是您的工业和电气行业的电线和设备检修和保养工作必不可少
   的随身工具，位您提供安全、快捷、海量数据保存的电力测量。 

安全认证：

● EN61010-1 CAT IV 600V CAT Ⅲ1000V 
● 1000V过载保护 
● 10A/1000V & 0.5A/1000V快速熔断保险丝 

产品特点：

● 40,000位高分辨率（0.01mV,0.01μA，0.01Ω） 
● 带模拟条和背光显示 
● 交流/直流测量 
● 9999位记忆读数 
● 带真有效值测量峰值模式  
● 1000V 过载保护  
● 4-20mA 回路电流测试百分比  
● 数据保存、最大最小值保持  
● 符合IP67防水功能和自动关机,低电池指示  
● 大范围电容量程测量  
● 无线USB接口  

功能 最大量程 精确度

直流电压 1000V ±0.06%

交流电压 1000V ±1.0%

直流电流 10A ±1.0%

交流电流 10A ±1.5%

电阻 40MΩ ±0.3%

电容量 40mF ±3.5%

频率 10MHz ±0.1%

温度 1200℃ ±1.0% 

占空比 99.90% ±1.2% 

二极管测试   

短路蜂鸣测试   

配件： 测试探头，9V电池，温度探针，带手提箱的包装盒，带  

 USB接口接收器和软件(仅37117085)

功能 最大量程 精确度

直流电压 1000V ±0.03%

交流电压 1000V ±1.0%

直流电流 10A ±1.0%

交流电流 10A ±1.5%

电阻 40MΩ ±0.3%

电容量 40mF ±3.5%

频率 10MHz ±0.1%

温度 1200℃/2192℉ ±1.0%

占空比 99.90% ±1.2%

二极管测试  

短路蜂鸣测试  

配件： 测试探头，9V电池，温度探针，带手提箱的包装盒，

 带USB接口接收器和软件(仅37117084)

产品简介：
● 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黑白点阵屏显示，双注塑外壳设计，
   IP67防水防尘、各种多功能高精度高安全性能的测量功能，
   特意为您的测量工作而准备。
● 广泛的工农业和各种场合测量应用：工业生产和管理、农业生产
   和管理、实验室、电力、输电设备、供暖、空调、马达维修、国防、
   品质金燕、石油化工乃至家庭日常备用都能有一席用武之地。
产品特点：
● 50000位高分辨率(0.01mV,0.01μA,0.01Ω)
● 带模拟条和背光显示
● 交流/直流测量
● 9999位记忆读数
● 带真有效值测量峰值模式
● 1000V过载保护
● 4-20mA回路电流测试百分比
● 数据保存，最大值最小值保持
● 符合IP67防水功能和自动关机,低电池指示
● 大范围电容量程测量
● 无线USB接口和传输功能
安全认证：
● EN61010-1 CAT IV 600V CAT Ⅲ1000V 
● 1000V过载保护 
● 10A/1000V & 0.5A/1000V快速熔断保险丝

工业级数字万用表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85 183x82x55 447

37117086 183x82x55 447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83 183x82x55 447

37117084 183x82x55 447

迷你型笔式数字万用表

产品简介：

● 最新设计轻巧耐用的笔式数字万用表是

   专门为家电、电器、机电产品使用。

产品特点：

● 7种功能笔式数字万用表 
● 带模拟条大型3-3/4液晶显示 
● 全功能指示 
● 二极管和短路蜂鸣测试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直流电压 600V ±0.8%
交流电压 600V ±1.2%
直流电流 340mA ±1.5%
交流电流 340mA ±2.0%
电阻 30MΩ	 ±3.0%
连续性测试 <35Ω 
二极管测试 测试最大电压3.4V 

配件 吸塑、纽扣电池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12 220x40x33 215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二合一太阳光照度/万用表测试仪

产品特点：
● 太阳能行业应用专业测试仪表 
● 方便快捷的数据读取 ● 低电量提示
● 光照度宽量程测量 ● 最大最小值
● 高精度和快速测量 ● 可选计量单位
● 快速切换测量 ● 数据保持功能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直流电压 600V ±0.5%

交流电压 600V ±1.2%

直流电流 200mA ±1.5%

交流电流 200mA ±2.0%

电阻 20MΩ ±0.8%

短路测试 电阻＜100Ω蜂鸣 

太阳强度测量  

显示 1999位计数 

量程 1999W/m，634BTU/(ft*h) 

分辨率 1W/m；1BTU/(ft*h) 

精度 ±10W/m〔±3BTU/(ft*h)〕or±5% 采样时间 0.25s

 配件：表笔，电池，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73   162x74.5x4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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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 (V) 400mV/4V/40V/400V/1000V ±(0.8%+8)

交流电压 (V) 4V/40V/400V/750V ±(1%+15)

直流电流 (A) 400μA/4000μA/40mA/400mA/4A/10A ±(1%+8)

交流电流 (A) 400μA/4000μA/40mA/400mA/4A/10A ±(1.5%+8)

电阻 (Ω)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1%+5)

电容 (F)  40nF/400nF/4μF/40μF/100μF ±(3%+8)

频率 (Hz) 10Hz-10MHz ±(0.1%+3)

示波器部分 量程 基本精度

实时带宽  16MHz  √ 

采样率  80MS/s √ 

垂直精度   ±(5%+1)

垂直灵敏度 20mV/div - 500V/div(1-2-5)  √ 

水平精度   ±(0.1%+1)

水平灵敏度 100ns/div - 5s/div(1-2-5) √

特殊功能 

最大显示   3999

自动量程   √

占空比  0.1 ～ 99.9%  √

二极管测试  √

自动关机   √

通断蜂鸣   √

显示色彩  160 x 160 单色  √

触发模式  自动/正常/单次 √

波形存储/回放 10组 √

对比度、亮度设

置保存   √

低电压显示  √

USB 数据传输  √

LCD 背光   √

输入阻抗  ≥10MΩ √

一般特征

电源  1.5V电池(5＃) X 4

LCD尺寸  60mm X 60 mm

标准配件  表笔、电池、鳄鱼夹、光盘软件、

  USB数据线、BNC联接器

包装  彩盒、说明书

可选配件  波形测试探头、电源适配器

产品介绍：
● 采用嵌入式数字控制技术设计的集数字存储示波器、数字万用表等
  功能于一体的手持式新型数字示波万用表。
● 示波器模式测试是一个完整的智能化测量系统，在测试交直流电压、
  电流、频率时可通转换到示波器
  模式方便观察测试波形。
● 波型测试带宽为16MHz为各种测量
  提供充足带宽，80MS/s，恒定采样
  率配合峰值采样处理可捕捉尖峰
  脉冲和失落脉冲等工业信号。
● 适用于测量交直流驱动马达、
  传感器、激励器、线路及控制
  电器、电源系统、工业机械的
  故障，该表是电子测试领域的
  专业维修工具。

示波型数字万用表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11 200X100X48              498

示波型数字万用表 
产品介绍：
● 采用嵌入式数字控制技术设计的集数字存储示波器、数字万用表等
  功能于一体的手持式新型数字示波万用表。
● 示波器模式测试是一个完整的智能
  化测量系统，在测试交直流电压、
  电流、频率时可通转换到示波器
  模式方便观察测试波形。
● 波型测试带宽为8MHz为各种测量
  提供充足带宽，40MS/s，恒定
  采样率配合峰值采样处理可捕捉
  尖峰脉冲和失落脉冲等工业信号。
● 适用于测量交直流驱动马达、
  传感器、激励器、线路及控制电器、
  电源系统、工业机械的故障，该表
  是电子测试领域的专业维修工具。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 (V) 400mV/4V/40V/400V/1000V ±(0.8%+8)

交流电压 (V) 4V/40V/400V/750V ±(1%+15)

直流电流 (A) 400μA/4000μA/40mA/400mA/4A/10A ±(1%+8)

交流电流 (A) 400μA/4000μA/40mA/400mA/4A/10A ±(1.5%+8)

电阻 (Ω)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1%+5)

电容 (F)  40nF/400nF/4μF/40μF/100μF ±(3%+8)

频率 (Hz) 10Hz-10MHz ±(0.1%+3)

示波器部分 量程 基本精度

实时带宽  8MHz  √ 

采样率  40MS/s √ 

垂直精度   ±(5%+1)

垂直灵敏度 20mV/div - 500V/div(1-2-5)  √ 

水平精度   ±(0.1%+1)

水平灵敏度 100ns/div - 5s/div(1-2-5) √

特殊功能 

最大显示   3999

自动量程   √ 

占空比  0.1 ～ 99.9%  √ 

二极管测试  √ 

自动关机   √ 

通断蜂鸣   √ 

显示色彩  160 x 160 单色  √ 

触发模式  自动/正常/单次 √ 

波形存储/回放 10组 √ 

对比度、亮度设

置保存   √

低电压显示  √

USB 数据传输  √

LCD 背光   √

输入阻抗  ≥10MΩ √

一般特征  

电源  1.5V电池(5＃) X 4 

LCD尺寸  60mm X 60 mm  

标准配件  表笔、电池、鳄鱼夹、光盘软件、

  USB数据线、BNC联接器

包装  彩盒、说明书

可选配件  波形测试探头、电源适配器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10 200X100X48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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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激光测距仪

● 37117002/37117003手持式激光测距仪可测距离达100米，带USB数据
   接口，30/1000组数据储存及导出功能，精度±1.5毫米，超大彩屏，
   IP54防水等级，充电锂电池，适用于工程与专业测绘。
● 本产品拥有独特的彩屏智能操作系统，及多功能于一体。
● 除了常规的测量功能外，还集倾角测量功能以及其他辅助功能于一体，
   包括有中文英文切换、水平仪、水平气泡、数据存储功能、放样测量、
   定时测量、温度功能等，使用简单安全，仅需单人操作并无需借助其
   他工具，即使在非常苛刻的测量环境中也可轻松应对，让您体验超乎
   想象的测量乐趣。

测量范围 0.1~100m 0.1~100m

测量精度 ±1.5㎜ ±1.5㎜

USB数据接口  √

测量单位 米/英寸/英尺 米/英寸/英尺

激光等级 Class2M Class2M

显示屏 2英寸彩屏 2英寸彩屏

储存数据 30组 1000组

连续测量 √ √

自动水平测量 √ √

自动垂直测量 √ √

倾角测量 √ √

放样功能 √ √

蜂鸣器 √ √

红外线测室温 √ √

电池  

电池寿命 锂电池1200mAh 

防护等级 lp54防尘防水等级

操作温度 0℃-40℃ 

存储温度 10℃-60℃ 

自动关机 180秒

配件： 说明书，锂电池，充电器，

 数据线，帆布袋，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02 115x48x35 105 
37117003 115x48x35 105

手持式激光望远镜

最大距离测量精度 ±1mm

测量单位 M(米）/Y（码）

出瞳直径 3.8mm

物镜口径 24MM

倍数 6倍

测角范围 ±60℃

显示 液晶屏

激光波长 905nm

订货号 尺寸(mm) 使用电池 范围

37117006 104x72x41  CR2\3V 5-900m
37117007 104x72x41     CR2\3V 5-1200m
37117008 104x72x41 CR2\3V 5-1500m

激光测距仪 

距离 40m

最大距离测量精度 ±1.5mm

测量单位选择 mm / in / ft

测量功能 长度/面积/体积/三角测量

连续测量功能 有

加速测量功能 有

背光照明 有

订货号 尺寸(mm) 电池

37117004 118x48x25.5 1.5V,2xAAA

37117005 118x48x25.5 1.5V,2xAAA

移动终端智能激光测距仪
产品特性：
● 智能软件和云服务
● 距离、面积和体积轻松计算
● 勾股定理计算功能、三角形测量功能  
● 连续测量、最大/最小数测量
● 放样测量、长度累加测量、倾斜角测量
● 底部、顶部和延伸测量切换
● 自动关机功能、背光灯显示
● IP54防护等级
● 产品应用领域
● 家庭生活与服务
● 家居装修和装饰
● 家庭工具必备
● 工程施工
● 各类材料加工制作
● 国土土地测量测绘
● 建筑施工
● 门窗安装
● 交通事故现场交警和保险专员专用
● 物业管理必备
● 道路桥梁施工
● 工厂必备工具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74   135x58x33 203

测量量程： 0.05~70米

测量精度： ±1.5毫米

最小显示单位： 1毫米

测量单位： 米、英寸、英尺

激光级别： 等级II635nm，最大输出功率<1mW

防尘保护： IP54防水防尘 

数据保存： 20组 

蓝牙范围： 10米 

电池规格： 2节1.5V“AA” 

自动关激光： 30秒 

自动关机： 3分钟 

角度测量范围： ±65° 

倾角传感器精度： ±0.5° 

配件： 使用说明书,激光测距仪,2*1.5V"AA"电池,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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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 产品适应性强、耐用、精准
  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设计，在家庭和工地等现场
  测量的表现都卓尔
  不群，方便携带，易于操作，
  双注塑机壳确保用户较长
  时间里都能应用自如。
● 小而不失测量的精度。
● 跌落测试:1米防摔 
● 防水防尘:IP 54 
● 数据保存:20 
● 键盘类型:柔软硅胶按键
● 工作温度:0℃到40℃(32℉到104℉)
● 储存温度:-10℃到60℃(14℉到140℉)
● 电池:AA 2x1.5V 
● 电池寿命:8,000次测量
● 自动激光关闭:30秒之后
● 仪器自动关闭:3分钟之后
● 尺寸(HxWxD):136mmx33mmx26mm

电压及连续性测试仪

产品介绍：
● 测试笔具有测量交直流电压（包含三相交流电）

   测量，三相交流电的相位指示，通断测试，

   RCD测试，单表笔测量（可以判定零线或火线）

   自检，无电池检测等功能。 

● 可适用于：冶炼、电子、制造、石油、国防、

   电力、化工等行业。

● 亦用来解决电子、工厂自动化、电力分配

   和机电设备中的复杂问题。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电源

37117354 370×78×38  约330(含电池) 9V6F22电池,一个

产品特点：
● 探测到金属时，红色LED指示灯发光指示 

● 按下降敏按钮时，能使探测器对金属的探测灵敏度降低约50% 

● 探测结果只须使用者本人知道的时候，可使用耳机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型号  37118005 37118006

电压指示 (V) 12V 8V±2V 8V±2V

 24V 18V±2V 18V±2V

 50V 38V±4V 38V±4V

 120V 94V±8V 94V±8V

 230V 180V±14V 180V±14V

 400V 325V±15V 325V±15V

 690V 562V±24V 562V±24V

相位旋转测试 电压范围：100V～690V √  √ 

 频率：50Hz~ 60Hz  

单电笔(L2)测量 电压范围：100V～690V √  √ 

 频率：50Hz~ 400Hz  

通断测试 电阻范围：0～100KΩ √  √ 

 蜂鸣和LED发光提示  

RCD测试 电压：230V 频率：50Hz～400Hz  √ 

极性测量 正极和负极 √  √ 

自检 LED全点亮 √  √ 

无电池检测 电压范围：50VAC/

 120VDC~690VAC/DC √  √ 

特殊功能   

IP65  √  √ 

自动量程 全量程 √  √ 

照明功能 全量程 √  √ 

低电量显示 电压范围：2.3V～2.5V √  √ 

过压提示 电压范围：713V～788V √  √ 

自动待机 待机电流<10uA √  √ 

静音模式 全量程 √  √ 

一般特征   

电源 1.5V电池(R03) × 2

标准配件 电池

标准包装 吸塑、说明书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05 272×85×31 260

37118006 272×85×31 260

笔型便携式激光测距仪

线缆直径 测量高度

测量范围（电缆最小直径38mm）  3~38m 

测量范围（电缆最小直径35mm）  3~30m 

测量范围（电缆最小直径30mm）  3~25m 

测量范围（电缆最小直径25mm）  3~15m 

测量范围（电缆最小直径20mm）  3~12m 

测量范围（电缆最小直径15mm）  3~8m 

测量范围（电缆最小直径10mm）  3~6m 

测量范围（电缆最小直径5.5mm）  3~4m 

工作温度范围  -25℃至40℃

测量分辨率（测量范围<10m）  5mm 

测量分辨率（测量范围>10m）  10mm 

测量精度  0.5%±2d

电缆之间最小间距  150mm

订货号 尺寸(cm)      重量(g)

37117048 20x8x6        140

37117049 20x8x6        140

37117050 20x8x6        140

37117051 20x8x6        140

产品简介：

● 可以手工操作,瞬时测出输

  配电线与地面  

● 的垂直距离,可测出三根或六 

● 根电缆(线)的垂直距离,

● 电缆(线)之间的线间距离。

● 用于测量架空电缆(线)

   高度。

订货号 37117025 37117026

量程 30m 50m

测量精度(2σ标准偏差) ±1.5㎜ 

最小显示值 1mm 

测量单位 m,in,ft 

激光安全标准 等级Ⅱ650nm,最大输出功率＜1mW

面积/体积计算 * *

面积/体积加减计算 * *

连续测量 * *

最小/最大距离跟踪 * *

显示背光和多行显示 * *

蜂鸣提示 * *

水平气泡  *

超声波线缆测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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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测距、测高、测角一体机

产品简介：
● 多功能一体机是目前一款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多用途的新型测距仪
   系列，它具有测高、测距、测角为一体的多参数机型，并具备了一键
   式测量四组数据之功能。
● 在电力电信、铁路复杂多高层的线路测量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同
   时也为多个领域提供了很大方便，其机型为一键是多功能测量与单一
   测量两种模式可转换，充分发挥了在任何场合下无用换机型即可称得
   上个多功能于一身的先进测量设备。 
仪器特点：
● 独有的激光脉冲抑制作用，提高了电力架空线的测量精度，架空电缆
   线的材料和特殊形状，影响了激光测距仪和测高仪的精度。
● 在此系列激光测量一体机中，采用了“激光脉冲抑制”技术。
● 测距仪在处理架空电缆线反馈的激光信号后，会得到更加准确的距离
   值和高度值。

订货号 37117052 37117053 37117054 37117055

距离量程 4~600m 4~800m 4~1000m 4~1500m

高度量程 300m 400m 500m 600m

角度量程 ±60° ±60° ±60° ±60°

测量误差 ±1m ±1m ±1m ±1m

高的误差 ±0.5m ±0.5m ±0.5m ±0.5m

望远镜倍率 7x 7x 7x 7x

视场角 7° 7° 7° 7°

出瞳直径 3.8mm 3.8mm 3.8mm 3.8mm

显示 透过式液晶 透过式液晶 透过式液晶 透过式液晶

单位 米、码、度 米、码、度 米、码、度 米、码、度

电池 CR2-3V锂电 CR2-3V锂电 9V碳性电池 9V碳性电池

重量 约190g 约180g 约340g 约340g

订货号 37118072 37118073

长度 12mm 16mm

温度探头
测试范围:50~600℃(-58~1112℉)

探头

探头

探头

探头

温度探头

测试范围:40~260℃(-40~500℉)

订货号 37118069

订货号 37117268

订货号 37117266

订货号   37117267

订货号 37117265

激光测距望远镜
● 精确度：±/- 1m
● 快速简单瞄准
● 可以抵抗水和灰尘
● 数据10秒钟保留显示
● 结构简洁轻巧
● 环保设计
● 无人使用时10秒后自动关机
● 等级1级，不可见无伤害激光
● 默认保留的都是最后一次使用的数据
● 屈光度可以调节

光学系统 

放大倍率(x) 7

物镜(mm) 26

视野(°) 6

出瞳(mm) 3.7

显示 LCD

镜头 光学玻璃

激光

波光等级 1级

波长 905mm

距离(m) 5-600-1500

精度(m) ±1

电池寿命(次) 3000

电池类型 AAA1.5V×2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56 124x48x82 200

温度探头

订货号 37118070 37118071

长度 12mm 16mm

测试范围:40~260℃(-40~500℉)

温度探头

测试范围:50~600℃(-58~1112℉)

订货号             3711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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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电笔
产品介绍     
● 是一款外观新颖、安全可靠、高灵敏度、非接触式的感应式测电笔，
   交流电压感应范围为50V ~ 600 V。 
● 应用于判定导体是否导电，是工厂、家庭必备的检验工具。
● 亦是冶炼、电子、通讯、制造、石油、国防、电力、化工等行业
   及各大中专院校的电路/电力设备维护和维修的理想工具。

基本功能 量程

订货号 37118001 37118002

交流电压(V) 50V~600V 50V~600V

频率(Hz) 50/60Hz 50/60Hz

特殊功能  

蜂鸣提示 √ 可取消

闪光提示 √ √

自动关机  约3分钟

低电压提示 ≤2.0V ≤2.0V

工作方式 自动感应 自动感应

尺寸（mm） 150x20 150x20

重量(g) 49 49

一般特征  

电源 1.5V电池（7#）X2 

标准配件 电池 

标准包装 吸塑、说明书  

防水型测电笔

产品介绍：   

● 测试笔具有测量交直流电压（包含三相交流电）

   测量，三相交流电的相位指示，通断测试，

   单表笔测量（可以判定零线或火线）等功能。

● 可适用于：冶炼、电子、制造、石油、国防、

   电力、化工等行业。

● 亦用来解决电子、工厂自动化、电力分配

   和机电设备中的复杂问题。

非接触式电压测试器

产品特点：

● 非接触式电压测试

● 可用于探测电缆，电线等是否带交流电，也可用于

   在线路上查找断点。

● 非接触时电压探测，安全可靠。

● 当探测到电压时，内置振动电压振动且LED灯发红光。

● 电压探测范围：100~1000Vac，

● 频率：50/60Hz

● 照明灯功能

电压表

产品特点： 

● 交直流电压自动判别，无需改变档位，

   使于工程测量

● 通断测量小于270kΩ 蜂鸣发声

● 高亮度指示灯，指示被测电压

● 设置震动器提示接近高电压危险

● 附带照明灯，方便环境照明

● 符合CAT IV 600V 安全标准

● 3×AAA供电

● 净含量：230g

订货号 电压测量 AC/DC切换 震动 通断 照明

37118078 0~600V 9量程 √ √ √ √

37118079 0~600V 9量程 √ √  

37118080 0~600V 4量程 √ √ 

订货号： 37117338

基本功能 量程  

型号  37118003 37118004

LED（AC/DC) 12V 0～10V 0～10V

电压指示 (V) 24V 17V±2V 11V±2V

 50V 35V±5V 35V±5V

 120V 80V±15V 80V±15V

 230V 165V±20V 165V±20V

 400V 300V±30V 300V±30V

 690V 510V±40V 510V±40V

相位旋转测试 电压范围：0V～690V √  √ 

 频率：50Hz~ 60Hz  

单电笔(L2)测量 电压范围：100V～690V √  √ 

 频率：50Hz~ 400Hz  

通断测试 电阻范围：0～400KΩ √  √ 

 蜂鸣和LED发光提示  

极性测量 正极和负极 √  √ 

特殊功能   

防水功能(IP65)  √  √ 

自动量程  √  √ 

照明功能  √  √ 

低电量显示 两表笔短路，发光二

 极管和发声无法工作，

 表示电量低 √  √ 

LCD电压显示 24V~ 690V  ±(3%+8)

(AC/DC)

一般特征   

电源 1.5V电池(7#) X 2   

LCD尺寸 150 X 12mm  

机身颜色 红色 +  灰色  

机身重量 210g  

机身尺寸 275X51X30mm   

标准配件 电池   

标准包装 吸塑、说明书  

标准包装数量 30台  

标准包装尺寸 440mmX395mmX455mm  

标准包装箱毛重 11.2Kg   

重量(g) 21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03 275×51×30 210

37118004 275×51×3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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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 测试笔具有测量交直流电压（包含三相交流电）

   测量，三相交流电的相位指示，通断测试，

   RCD测试，单表笔测量（可以判定零线或火线）

   自检，无电池检测等功能。 

● 可适用于：冶炼、电子、制造、石油、

   国防、电力、化工等行业。

● 亦用来解决电子、工厂自动化、

   电力分配和机电设备中的复杂问题。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订货号  37118007 37118008
电压指示 (V) 6V 5V±1V
 12V 8V±1V 8V±1V
 24V 18V±2V 18V±2V
 50V 38V±4V 38V±4V
 120V 94V±8V 94V±8V
 230V 180V±14V 180V±14V
 400V 325V±15V 325V±15V
 690V 562V±24V 562V±24V
相位旋转测试 电压范围：100V~ 690V √  √ 

 频率：50Hz~ 60Hz  

单电笔(L2)测量 电压范围：100V~ 690V √  √ 

 频率：50Hz~ 400Hz  

通断测试 电阻范围：0~	100KΩ 
 蜂鸣和LED发光提示

 LCD显示提醒 √  √ 

RCD测试 电压：230V   

 频率：50Hz~ 400Hz √  √  

极性测量 正极和负极 √  √ 

自检 LED全点亮

 LCD全显示 √  √ 

无电池检测 电压范围：50VAC/
 120VDC~690VAC/DC √  √ 

特殊功能   

IP65  √  √ 

自动量程 全量程 √  √ 

照明功能 全量程 √  √ 

低电量显示 电压范围：2.3V~2.5V √  √ 

过压提示 电压范围：713V~788V √  √ 

自动待机 待机电流<10uA √  √ 

静音模式 全量程 √  √ 

LCD背光显示 全量程

LCD显示(电压) 6V~690V
LCD显示(频率) 40Hz~400Hz
一般特征

电源 1.5V电池(R03) × 2
标准配件 电池

标准包装 吸塑、说明书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07 272×85×31 260
37118008 272×85×31 260

非接触测电笔

产品简介：

● 非接触性交流电压测试笔操作简单方便，电工、保养专家、

   售服人员、安全人员，和用户都可快速

   检测工作和家庭中的通电电路。  

产品特点：   

● 200V~1000V非接触性交流电压检测 

● 小巧尺寸及双注塑外壳设计 

● 适宜插座针对绝缘电线测试 

● 红色LED指示灯 

● 内置手电筒 

● 精巧便携尺寸 

● 用于50/60H z线路 

● 红色LED指示灯和蜂鸣器（37117161） 

● 非接触性电压检测，12V~1000V的

   宽范围和高敏度性检测电压 

37117159/37117160/37117161： 

● 可持续性自我测试，异常检测。

● 顶端变红和蜂鸣，CATIV1000V保护性电压 

● 电压测量量程：交流电压90V~1000V或200V~1000V交流电压取决于型号

标准 CAT IV 600V,CAT Ⅲ 1000V

操作范围 200~1000V AC

 90~1000V AC(37117161)

操作温度  -0℃~50℃

 0℃~30℃；95%RH

操作湿度： 30℃~40℃；75%RH

 40℃~50℃；45%RH

迷你型笔式数字测试器

产品简介：

● 可以自动测试直流或交流电压、组件(电阻、电容、二极管和短路)

   及电路故障。

● 符合EN 610101-1 CATⅢ 600V的标准。  

功能 最大量程 精确度

直流电压 600V ±0.8%

交流电压 600V ±1.0%

电阻  60MΩ ±1.0%

电容  60mF ±3.5%

配件： 吸塑、纽扣电池、吸塑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13  184x37x23 76

特点：   

● 自动的直流电压或者交流电压选择，电容、电阻、二极管和短路选择 

● 6000位液晶显示  

● 自动扫描直流或交流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和短路  

● 数据保留/最大值/最小值的记录模式 

● 自动关机  

● 二极管检测和短路测试

电压及连续性测试仪

37117160
37117159

3711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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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电阻测试仪 
产品特点：    
● 各种传导性、静电型、绝缘型物体表面的阻抗及对地电阻的测量

测量范围： 10³-10¹²Ω
准确度： ±10%
重复性误差： ±5%
转接点： 1/2级对数 

转接点准确度： ±1/2级
标准配件： 说明书、接地线

标准包装: 便携包+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电源

37110025 130x70x25 约170 9V(6F22)电池1节

土壤电阻率 p4-线法测量  

量程(Ωm) 分辨率(Ωm) 准确度

0.06~99.99Ωm	 0.01Ωm	
100.0~999.9Ωm	 0.1Ωm	
1.000~999.9	 0.001kΩm	 ±2.0%rdg
10.00~99.99	 0.01kΩm	 ±3dgt)
100.0~999.9	 0.1kΩm	
1000~1999kΩm	 1kΩm

智能型土壤电阻率/接地电阻测试仪

产品特点：
● 智能型、高精密、二、三线、四线测量
   接地电阻及四线测量土壤电阻率。
● 超宽270度视角LCD大屏幕背光显示屏，
   可视区域102×86.6mm
● 多但六段宽频响应，
   干扰电压自动补偿。
● 测试线延长自动补偿，
   测量精度不受影响。
● 999组数据存储，
   USB接口连接计算机
● 8节R14G1.5V(2号)强力电池供电，
   可进行超过1000次的测量

接地电阻(3-线和 2-线法测量)

量程(Ω) 分辨率(Ω) 准确度

0.01~19.99 0.01
20.0~199.9 0.1
200~999 1 ±2.0%rdg
1.000k~1.999k 0.001k ±3dgt)
2.00k~19.99k 0.01k
● 测试电流≤20mA AC
● 开路电压≤48V	ACRMS
● 测试频率128Hz/111Hz/105Hz/94Hz/AFC±1Hz

● 电源： R14SG(1.5V)2号电池8节
● 机身尺寸： 270×190×80mm
● 整机尺寸： 230×210×310mm
● 机身重量： 1.7kg（包括电池）
● 整机重量(包括配件)： 4.0kg 
● 标准配件： 操作手册、一套标准测试线(60米绿色线+
 30米蓝色线+15米红色线+6米黑色线)、
 4根辅助接地棒、光盘、USB线、电池8节
● 标准包装： 便携工具背包+彩盒

订货号 37110026

● 测试电流≤20mAAC
● 开路电压≤48V	ACRMS
● 测试频率128Hz/111Hz/105Hz/94Hz/AFC±1Hz

噪音电压  

量程(V) 分辨率(V) 准确度

50 1 ±2.0%rdg

氧化锌避雷器测试仪

产品简介：   
● 高低压钳形电流表独具自动插拔功能为测量高压电流而设计，

  仪表钳头可自动钳合、撤离导线、确保了操作的安全快捷，
  以及测试的高精度、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可广泛用于变电站、
  发电厂、工矿企业以及检测站、电工维修部门进行电流检测和野外
  电工作业等。
● 也可以测试氧化锌避雷器。
● 还可以当高低压变比测试仪使用，即分别出一次回路与二次回路的

  高低压电流，再人工计算就能得出高低压的变化。

订货号 37118102

功    能 通过高精度漏电流检测，在线判断氧化锌避雷器是否

 有可能污渍或内部受潮或老化

电    源 DC6V 碱性干电池（1.5V AAA×4）

测试方式 钳形CT，积分方式

传输方式 433MHz无线传送，传输距离30m

显示模式 4位LCD显示，背光功能，适合昏暗场所

LCD尺寸 47mm×28.5mm

仪表尺寸 高压检测仪宽高厚：68mm×245mm×40mm；

 接收器：宽高厚75mm×170mm×30mm

钳口尺寸 Ø33mm 

采样速率 2次/秒

测量范围 AC 0.000mA～30.00mA（50/60Hz自动）

分 辨 率 1μA
换    档 AC 0.000mA～30.00mA全自动换档

测试精度 ±2%±5dgt （23℃±5℃，80%RH以下）

线路电压 60KV（裸线35KV）以下

数据存储 99组，存储过程中“MEM”符号指示， 

 “FULL”符号闪烁显示表示存储已满

数据保持 通常测试模式下按HOLD键保持数据，

 “HOLD”符号显示，再按HOLD键取消

数据查阅 “MR”符号指示，能上下翻阅所存数据

溢出显示 超量程溢出功能：“OL”符号显示

无信号指示 当接收器没有收到发射信号时动态显示“no- -”符号

自动关机 开机约15分钟后，仪表自动关机，以降低电池消耗

电池电压 当电池电压低于4.8V时，电池电压低符号

 “- +”显示，提醒更换电池 

仪表质量 检测仪：335g（含电池），

 仪表总质量：2.5Kg（含绝缘杆和电池）

工作温湿度 -20℃～40℃； 80%Rh以下

存放温湿度 -20℃～60℃； 70%Rh以下

干    扰 无433MHz同频信号干扰

绝缘杆尺寸 Ø32mm，1m/节（5节）

绝缘强度 AC110kv/rms（第5根绝缘杆与高压电流钳铁芯之间）

结    构 防滴漏Ⅱ型

随机附件 钳表：1件；接收器：1件；工具包：1件；

 绝缘杆：5个；电池（LR03）：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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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钳口接地电阻仪

产品简介：

● 钳形接地电阻仪广泛应用于电力、电信、气象、油田、建筑及工业

   电气设备等的接地电阻测量、回路电阻测量。

● 有回路的接地系统时,不需断开接地引下线,不需辅助电极,安全快速.

● 能测量出用传统方法无法测量的接地故障,能应用于传统方法无法测量

   的场合,钳形接地电阻仪测量的是接地体电阻和接地引线电阻的综合值.

● 电阻分辨力：0.001

● 电流量程：0.00mA-20.0A

● 电流分辨力：0.05mA

名称 长钳口接地电阻仪   圆钳口接地电阻仪

订货号37118- 087 088 089 090 091 092 093 094

 实用 基础 防爆 多功能 实用 基础 防爆 多功能

电阻量程Ω 0.01-200 0.01-1200  0.01-200 0.01-1200Ω

电阻分辨率 0.001Ω

电阻最高精度 ±1%±0.01Ω

电流量程 *量程：0.00mA-20.0A,分辨率：0.05mA,精度:±2.5%±1mA
 （仅限37118090 37118094）

数据存储 99组 

声光报警 “嘟--嘟--嘟--”报警声，按AL键开、关

报警临界值围 电阻：1-199Ω；*电流1-499mA(仅限37118090  37118094）

电源 6VDC(4节5号碱性干电池LR6）

工作温湿度 -20℃-55℃；10%RH-90%RH 

液晶显示器 4位LCD数字显示，长宽47mm×28.5mm   

钳口尺寸 65mm×32mm              φ32mm 

钳表质量 1160g（含电池）           1120g（含电池）

钳表尺寸mm 长x宽x厚:285x85x56  长x宽x厚:260x90x66

防爆标志 *Exia ⅡBT3Ga(仅限于37118089  37118093）

保护等级 双重绝缘 

结构特点 钳形CT  

换档 全自动换档

磁场,电场 ＜40A/m;＜1V/m  

单次测量时间 0.5秒

电阻测量频率 ＞1KHz

RS232接口 选购件

技术参数：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电流 (A) 范围   0.0mA～499A ±(2%+5)

        500A～999A ±(3%+5)

        1000A～2999A  ±(4%+5)

        3000A～4000A ±(5%+5)

测试范围 分辨率 0.1A 

特殊功能

显示模式 4位LCD数字显示 √ 

钳口尺寸 108mm×148mm(可钳Ø108mm

 导线，或160mm×4mm扁钢地线) √ 

自动量程  √ 

RS-232数据传输  √ 

数据存储  99组 

LCD 背光  √ 

数字保持  √ 

过量程显示 OL √ 

自动关机 5分钟 √ 

低电压显示 ≤5.2V √ 

测试方式 钳形CT，积分方式 √ 

一般特征

电源 6V DC LR6×4节碱性干电池

LCD尺寸 47mm×28.5mm

标准配件 电池、RS232数据线、软件光盘、工具箱

标准包装 彩盒、说明书、工具箱

产品介绍：

● 超大口径钳形电流表是专为测量交流电流、电流而精心设计制造的，

   采用最新CT技术及数字集成技术，超大口径(108mm×148mm：

   可钳Ø108mm电缆或160mm×4mm扁钢地线，是目前全球钳口尺寸最大、

   电流量程最高的钳形漏电流表），特别适合于电缆漏电及变压器接地

   扁钢漏电检测，全自动，LCD显示，一目了然，方便快捷。   

● 广泛适用于电力、通信、气象、铁路、油田、建筑、计量、

   科研教学单位、工矿企业等领域。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8013 350X180X55 1.5

超大口径钳形电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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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 大口径钳形漏电电流表是专为测量交流漏电流、电流、电压而精心设

   计制造的，采用最新CT技术及数字集成技术，大口径80mm×80mm，可

   钳96mm排线或扁钢地线、全自动、能同时测试1路漏电流和三路电压

● 同屏显示，一目了然，方便快捷。     

● 广泛适用于电力、通信、气象、铁路、油田、建筑、计量、

   科研教学单位、工矿企业等领域。

大口径钳形电流表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14 275X145X40 1000g

37118015 275X145X40 1000g

数字式漏电流钳形表

产品简介：
● 本仪器是一款4000计数3 3/4数位多功能自动量程数字式漏电流钳形表。

● 其钳形电流传感器能测量高达1000A的交流电流，也能测量几毫安的

   泄漏电流，并且频率响应可高于1kHz以上，在电流测量时可提供频带

   选择和峰值测量功能，大大增加仪器适用范围，方便用户对问题的

   分析。

● 除了电流测量功能外，还能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二极管、

   电路通断、电容、频率、占空比和温度等，具有全量程过载保护

   等特点，是一款性能优越的多用途测量仪表。它是电工及电器维

   修人员的一种方便和理想的测量仪器和工具。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34 275x123x60 约630（含电池）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型号   37118014 37118015

泄漏电流 (A) 范围 0.00mA～300A ±(1.5%+3) ±(1.5%+3)

  300A～1200A ±(2%+3) ±(2%+3)

  1200A～2000A   ±(3%+3)

 电压（频率） 

 0V～600V（50Hz/60Hz） √ √

 分辨率  0.01mA 0.1mA

交流电压 (V) 范围 0.00V～600V ±(1.5%+3)   ±(1.5%+3)  

 频率 50Hz/60Hz √ √

 分辨率 0.01V √ √

特殊功能    

显示模式 LCD：128dots×64dots √ √

钳口尺寸 80mm×80mm √ √

自动量程   √ √

RS-232数据传输   √ √

数据存储   200组 200组

LCD 背光   √ √

数字保持   √ √

过量程显示 OL  √ √

自动关机 15分钟  √ √

低电压显示 ≤5.2V  √ √

测试方式 钳形CT，积分方式 √ √

一般特征    

电源 1.5V 碱性电池(5#)×4

LCD尺寸 43mm X 29mm

标准配件 电池、测试线(4条:红3、黑1）、RS232数据线、

 软件光盘、工具箱

标准包装 彩盒、说明书、工具箱 

基本功能 量程 

直流电压 400mV/4V/40V/400V/600V 

交流电压 400mV/4V/40V/400V/600V 

交流电流 400mA/4A/40A/400A/1000A 

电阻 400Ω/4kΩ/400kΩ/4MΩ/40MΩ 

电容 50nF/500nF/5μF/50μF/100μF 

频率 5Hz/50Hz/500Hz/5kHz/50kHz/500kHz/5MHz 

摄氏温度  -20℃~1000℃ 

华氏温度  -4°F~1832°F 

特殊功能 

相对值测量  √

手动/自动量程  √

数据保持  √

峰值保持  √

二极管测试 开路电压：1.5V √

通断测试 当电阻小于约30Ω时，内置蜂鸣器将响 √

占空比 5%~95% √

泄露电流测量  √

滤波器选择  √

警示声  √

综合规范  

最大显示 3999个计数（3 3/4位） 

显示方式 液晶显示屏 

过量程指示 LCD上显示“OL" 

采样速率 约3次/秒 

钳头开启最大尺寸 60mm（近似值）

操作温度 0℃~40℃，相对湿度：≤85% 

存贮温度 -10℃~50℃ 

工作海拔 0至2000米 

电源 9V 6F22电池，一个 

电池低电压指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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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高低压钳形漏电流表

订货号： 37118099 订货号： 37118100 订货号： 37118101

产品简介：   

● 高低压钳形电流表独具自动插拔功能为测量高压电流而设计，仪表钳头可自动钳合、撤离导线、确保了操作的安全快捷，以及测试的高精度、

   高可靠性、高稳定性。

● 可广泛用于变电站、发电厂、工矿企业以及检测站、电工维修部门进行电流检测和野外电工作业等。

● 也可以测试氧化锌避雷器。

● 还可以当高低压变比测试仪使用，即分别出一次回路与二次回路的高低压电流，再人工计算就能得出高低压的变化。

● 高低压交流漏电流、电流在线测试 ● 氧化锌避雷器故障在线判断；电流互感器变比间接测试

● 无线传输可穿透墙壁等障碍、直线传输距离可达30米 ● 独具自动插拔功能、安全快速

线路电压：

● 37118099/37118100：60KV(裸线 35KV)以下 ● 37118101：10KV(裸线 1KV)以下

● 量程：AC 0.00mA-600A ● 分辨率：0.01mA ● 数据存储：99组

名称 高低压钳形电流表 无线高低压钳形漏电流表 便携式高低压钳形电流表

订货号 37118099 37118100 37118101

功能 高低压交流漏电流、电流在线测试；电流互感器变比间接测试

电源 DC6V 碱性干电池 LR03×4 DC6V 碱性干电池 LR03×8 DC6V 碱性干电池 LR03×4

显示模式 4位LCD显示，背光功能，适合昏暗场所：LCD：47mm×28.5mm

测试方式 钳形CT，积分方式

传输方式  无线传送，最大距离30m

仪表尺寸 测试仪：68×245×40(mm) 测试仪：68×245×40(mm) 测试仪：68×245×40(mm)

  接收器：75×170×30(mm)

钳口尺寸 Ø33mm 

最高分辨率 0.01mA 

量程及精度 0.01mA~100.0A      ±1%±5dgt

23℃±5℃ 80%RH以下 100.0A～600.0A:    ±2%±5dgt

线路电压 60KV（裸线35KV）以下线路测试（带5节绝缘杆操作） 10KV（裸线1KV）以下线路测试

数据存储 99组，存储过程中“MEM”符号指示， “FULL”符号闪烁显示表示存储已满

PEAK保持 自动保持高处的测试值，通常测试模式下长按HOLD键，至PEAK灯亮，即开启PEAK保持功能

数据保持 通常测试模式下按HOLD键保持数据，“HOLD”符号显示 

数据查阅 “MR”符号指示，能上下翻阅所存数据

溢出显示 超量程溢出功能：“OL A”符号显示

自动关机 开机约15分钟后，仪表自动待机，以降低电池消耗

电池电压 当电池电压低于4.8V时，电池电压低符号显示，提醒更换电池 

仪表质量 测试仪：335g 仪表总质量：2260kg 测试仪:575g 仪表总质量:2500kg 测试仪:335g，仪表总质量:1600kg

绝缘杆尺寸 Ø32mm,1m/节（5节）                  Ø32mm×320mm

工作温湿度 -20℃～40℃； 80%Rh以下

绝缘强度 AC 100kV/rms(第5节绝缘杆与高压电流钳钳芯之间) AC 3700V 绝缘杆手柄与铁芯之间

随机附件 测试仪:1件,仪表箱:1件, 测试仪:1件,仪表箱:1件,接收器:1件, 测试仪:1件,仪表箱:1件,

 绝缘杆:5个,电池(LR03)4节 绝缘杆:5个,电池(LR03)8节 绝缘杆:5个,电池(LR0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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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 超大口径钳形漏电电流表是专为测量交流漏电流、电流而精心设计

   制造的，采用最新CT技术及数字集成技术，超大口径(108mm×148mm：

   可钳Ø108mm电缆或160mm×4mm扁钢地线，是目前全球钳口尺寸最大、

   电流量程最高的钳形漏电流表)，特别适合于电缆漏电及变压器接地

   扁钢漏电检测，全自动，LCD显示，一目了然，方便快捷。    

● 广泛适用于电力、通信、气象、铁路、油田、建筑、计量、

   科研教学单位、工矿企业等领域。

超大口径钳形漏电电流表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8017 350X180X55 1.5(含电池)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型号   37118017

泄漏电流及电流 (A) 范围 0.0mA～499A ±(2%+5)

  500A～999A ±(3%+5)

  1000A～2999A  ±(4%+5)

 分辨率  0.1mA

测试范围  AC 0.0mA～3200A √

特殊功能   

显示模式 4位LCD数字显示 √

钳口尺寸 108mm×148mm(可钳φ108mm导线

 或160mm×4mm扁钢地线) √

自动量程   √

RS-232数据传输   √

数据存储   99组

LCD 背光   √

数字保持   √

过量程显示 OL  √

自动关机 5分钟  √

低电压显示 ≤5.2V  √

测试方式 钳形CT，积分方式 √

一般特征   

电源 6V DC LR6×4节碱性干电池  

LCD尺寸 47mm×28.5mm  

机身尺寸 长350mm×宽180mm×厚55mm  

标准配件 电池、RS232数据线、软件光盘、工具箱

标准包装 彩盒、说明书、工具箱

产品介绍：
● 直流/交流钳形漏电流表是专为在线测量600V及以下直流、

   交流漏电流、电流而精心设计制造的，采用最新CT及数字集成技术，

   钳头细长设计，特别适合于排线密集的场所(电力计量系统、

   高铁系统、汽车电路检修等)，非接触测量，确保操作安全。

● 仪表体积小、精度高、性能稳定、功能完善。 

● 广泛适用于电力、通信、气象、铁路、汽车工业、油田、建筑、

   计量、科研教学单位、工矿企业等领域。 

直流/交流钳形漏电流表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18 168×65×34 180(含电池)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型号  37118018

电流（A） 0mA～60.0A AC/DC ±(2%+5)

分辨率 1mA  AC/DC

频率 响应 交流：45HZ～200H

特殊功能

显示模式 4位LCD显示 √

钳口尺寸 φ7mm(可钳导线外径) √

自动量程  √

RS-232数据传输  √

数据存储  99组

调零功能 调节 ZERO 键将其归零 √

数字保持  √

线路电压 AC 600V及以下线路测试 √

自动关机 5分钟 √

低电压显示 7.2V √

采样速率 2秒/次 √

工作电流 10mA √

一般特征

电源 9V电池（6F22)

标准配件 电池、监控软件CD、RS232专用通讯线、工具箱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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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道漏电流监控记录仪
产品简介：    
● 三通道电流监控记录仪是为现场在线同时监测、记录一路货三路交流

  电流或漏电流而精心设计制造的，由记录仪主机、监控软件、电流钳、
  通讯线等组成，可广泛应用在380/220伏电力系统中，为用电检查人员
  提供一种安全、准确、便捷的电力仪器。
● 主机豪华蓝屏LCD显示，三通道同屏显示，一目了然。
● 具有系统时钟功能和超大存储空间，能现场设定监测记录时间，能存储

  3900组数据，具有自动存储间隔时间设定功能，从1-99分钟内设置。
● 监控软件具有在线实时监控与历史查询功能，历史数据读取、查阅、

  保持、报表等功能。
● 电流钳选用特殊合金，采用最新CT技术及磁性屏蔽技术，几乎不受外

  界磁场影响，确保了常年无间断监测的高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订货号 37118097 37118098

功能 三通道、漏电流测量，在线监控记录 

电源 DC6V 碱性干电池 LR6 1.5V×4 

测试方式 钳形CT，真有效值           

量程 0mA-200A 0.00mA-20A

分辨率 1mA 0.01mA

精度 ±2%±5dgt                       

钳口尺寸 122mm×70mm×33mm 115mm×70mm×33mm

显示模式 LCD：128dots×64dots；显示域：44mm×27mm

仪表尺寸 主机：宽高厚75mm×170mm×30mm 

质量 750g（含电池） 720g（含电池）

屏蔽特性 电流钳单层屏蔽技术 电流钳采用双层屏蔽技术

采样速率 约2次/秒                           

数据存储 3900组（掉电或更换电池不会丢失数据 

设定时间 1～99分钟内设定记录间隔时间，0分种为不自动存储

记录时间 节电模式下连续工作约10天 

线路电压 AC600V以下线路测试 

溢出显示 超量程溢出功能：“OL”符号显示 

电池电压 当电池电压降到4.6V～4.8V时，电池电压低符号显示，

 提醒更换电池，此时测量的数据同样是准确的。

额定功率 节电模式下约5mA，最大20mA 

引线长度 2米 

工作温湿度  -20℃～50℃；80%rh以下 

绝缘电阻 100MΩ或更大,1000V 

适合安规 IEC1010-1、IEC1010-2-032、污染等级2、

 CAT Ⅲ(600V)、IEC61326(EMC标准) 

随机附件 主机：1件；电流钳：3件；携带盒：1件；

 RS232通讯线：1个；光盘：1个；电池（LR03）：4个

特点：
● 同时监测记录一路或三路交流漏电流、电流测量，在线监控，
   绝缘故障查找，线路检修
● 超大容量：数据存储3900组；RS232接口数据上传功能
● 超长工作时间：连续工作240小时
● 设置1-99分钟、自动记录 ● 双层屏蔽、高抗干扰能力
● 37118097量程：0mA-200A ● 37118098量程：0.00mA-20A

迷你型小口径数字钳型表

产品简介：
● 迷你型小口径自动量程数字钳型表特意，

  设计在意想不到苛刻的
   电线维修、电路短路检测而服务。

订货号 37117139 37117140

分辨率  AC AC

 1mA 1mA

数字显示位数 2000 2000

背光灯显示 * *

数据保持 * *

最大值保持 * *

自动关机 * *

低电量提示 * *

0.9"（23mm）

钳头尺寸 * *

功能 量程 精度 37117139 37117140

直流电压 600V ±(0.5%+1d) * *

交流电压 600V ±(1.5%+2d) * *

交流电流 400V ±(3.0%+4d) * *

电阻 20MΩ ±(3.0%+5d) * *

温度 1000℃ ±(3.0%+3d)  *

短路测试   * *

二极管测试   * *

配件： 表笔，彩盒，手提箱，温度探头（37117140），电池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39  205x70x37 200

37117140 205x70x37 200

三合一迷你型交直流数字钳型表

产品简介：
● 超小体积，同时高精度、高安全性能产品设置，尤其是37117147
   又新增真有效值测量，在电力行业、HVAC、暖通、工业生产、设备
   和电路检修，节约更多的空间。  

型号 37117146 37117147

真有效值  *

交/直流电压，电阻

持续性，二极管测试 * *

数字显示位数 2000 2000-9999

0.7"钳头开口尺寸 * *

非接触性电压吧

检测和手电筒 * *

交流电流 * *

直流电流  *

保持功能  *

最大/最小值 最大值 *

相对清零功能  *

峰值保持功能  *

自动关机 * *

低电提示 * *

背光提示 * *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37117146 37117147

交流电流 200A ±（2.5%+8d) * *

直流电流 200A ±（2.0%+5d)  *

直流电压 600V ±（0.5%+1d) 0.2-600V自动 600.0V

交流电压 600V ±（1.5%+2d) 0.2-600V自动 600.0V

电阻 20MΩ ±（3.0%+5d) 0.2k-20MΩ自动 999.9Ω

二极管测试 开启回路电压1.5V，测试电流0.3mA(37117146)

持续性测试 100Ω时蜂鸣

非接触性电压测试 ：100~600V AC

配件： 测试探头，皮包和吸塑，，两节"AAA"1.5V电池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46 178x66x32 170

37117147 178x66x3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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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直流真有效值数字钳形表

产品适用于：
● 测量电机起动和运行电容器 ● 设备漏电流检测
● 检查压缩机电机故障 ● 检查设备温度
● 测量电源侧电流、电压以及负载电流、电压
● 测量3相供电系统的电流和电压相平衡
● HVAC暖通行业
产品特点：
● 1500A交直流电流测量 ● 交流真有效值
● 40000位液晶显示 ● 背光显示
● 浪涌电流测量 ● 相对清零功能
● 41段模拟条指示 ● 低电压提示
● Ø55mm钳头开口尺寸 ● 自动关机
● 最大/最小值，数据保持
● NCV非接触电压测试和K型温度测量

功能 最大量程 精确度 37117116 37117117

直流电流 1500A ±（2.0%+10d) * *

交流电流 1500A ±（2.8%+10d) * *

交流千瓦/千伏安 900.0kW ±（3.0%+10d)  *

（交流千瓦/千伏安真有效值0~6000V,0~1500A，50/60Hz)

直流千瓦/千伏安 900.0kW ±（2.5%+10d)  *

（直流千瓦/千伏安0~600V，0~1500A,50/60Hz)

功率因素 0.3~1 ±（2.5%+10d)  *

直流电压 1000.0V ±（0.1%+5d) * *

交流电压 750.0V ±（0.5%+5d) * *

电阻 40.000MΩ ±（0.5%+4d) * *

温度 1000℃ ±（1.0%+1℃) * *

电容 40.00mF ±（2.5%+5d) * *

占空比 10.0to95.0% ±（0.5%+2d) * *

频率 40.000MHz ±（1.2%+2d) * *

浪涌电流  1500A ±（1.5%+2d) * *

短路蜂鸣测试 50Ω时蜂鸣   

二极管测试 测试电流0.3mA   

配件：使用说明书、测试表笔、9V电池、K型温度探头、皮包和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16   295x100x46 537

37117117 295x100x46 537

交流泄漏电流钳型表
● 1000A交流泄漏电流钳型表，结实的机身，高安全

  保护性能，带模拟条的双屏背光大液晶屏显示
  更加快捷和方便的读取数据，高精确和多指标
  的测量，更是超越同行为您专业泄漏电流测量
  的理想工具。
产品特点
● 大型68mm钳口可同时夹住3至4根电线对漏电

  流进行测量
● 变换频率滤波器可消除谐波的影响
● 电流测试范围从毫安至1000A交流电流
● 真有效值为歪曲波形提供准确的测量值
● 峰值保持功能
● 数据保存功能:可用于光线暗淡或难触摸的地方的测量
● 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符合安全标准IEC61010-1 CAT.Ⅲ600V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误差(50/60Hz) 误差(40～1kHz)

交流电流 200mA 0.1mA ±(1.5％+10d) ±(3.0％+10d)

 2A 1mA ±(1.5％+10d) ±(3.0％+10d)

 20A 10mA ±(1.5％+10d) ±(3.0％+10d)

 200A 100mA ±(2.0％+10d) ±(3.5％+10d)

 1000A 1A ±(5.5％+10d) ±(10％+10d)

交流电压 600V 0.1V ±(1.0％+10d)  

直流电压 600V 0.1V ±(1.0％+10d)  

电阻 600Ω 0.1Ω ±(1.0％+10d)  

持续性测试  阈限值40Ω,持续性蜂鸣2KHz 

钳口尺寸  最大Ø68mm

响应频率  40Hz～1kHz

Ø15mm 100A外部磁 10mA最大交流电流 

磁性影响 

配件：  软包和9V电池，表笔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48 250x113x45 490

真有效值钳表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35 260x101x41 405（含电池）

37117336 241x96x41 340（含电池）

产品介绍：    
● 钳形表LCD具有双重显示的特点，具有模拟条指示、
  单位显示、背光显示，具有浪涌电流测试功能。
● 可测量直流电压、真有效值交流电压、真有效值
  交流电流和通断，自动极性辨别，数据保持，
  通断测试，自动关机，全程量过载保护。

基本功能 量程 37117335 37117336

直流电压 660mV/6.6V/66V/610V √ √

交流电压 660mV/6.6V/66V/610V √ √

交流电流 600A  √

 1000A~2000A √ 

浪涌电流 660A  √

 2000A √

综合规范

最大显示 6600计数（主显示屏） 9999计数（副显示屏）

显示方式 液晶显示屏

模拟条 66段，更新速率为28次/秒

过量程指示 液晶屏上显示符号“OL"

钳头开启最大尺寸 37117335-45mm  37117336-35mm

操作温度 0℃~40℃，相对湿度：＜75%

存贮温度 -10℃~50℃，相对湿度：＜85%

工作海拔 0至2000米

电源 9V 6F22电池

电池低电压指示 有

电流钳夹适配器 

● 复杂和苛刻测量工作首选适配器
  钳口尺寸小至0.5"0.7"0.9"，
  可适配不同的数字万用表和数字
  钳形表等支持电流测试的正品机型。
● 适合复杂而又苛刻的测量工作的需要。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23 80x66x31 80

37117124 190x70x40 200

37117125 190x70x40 200

订货号： 37117123

功能 量程 输出 灵敏度 误差

交流电流 200A 1mV/A 1A/Mv AC ±2%

 0.7"(18mm)钳口尺寸

尺寸： 80x66x31mm

重量： 80克 

订货号： 37117124

交直流电流 2A 100mV/A 0.01A/Mv AC/DC ±3.5%

 80A 10mV/A 1A/Mv AC/DC ±3.5%

 0.5"(12.5mm)钳口尺寸

订货号： 37117125

交直流电流 40A 10mV/A 0.1A/Mv AC/DC ±3.5%

 400A 1mV/A 1A/Mv AC/DC ±3.5%

 0.9"(23mm)钳口尺寸

尺寸： 190x70x40(毫米）

重量： 200克

配件： 9V电池，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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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

产品介绍：    
● 可用于高压输变电系统，避雷针接地电阻测试，法拉第笼保护系统

  应用，工厂电力维护，石化系统的应用，通讯系统应用。

订货号  37118031

功能 档位 准确度 分辨率

 0.01~0.999Ω ±（1.5%+0.01Ω） 0.001Ω

 1~9.99Ω ±（1.5%+0.1Ω） 0.01Ω

 10~99.9Ω ±（2.0%+0.3Ω） 0.1Ω

电阻测量 100~199.9Ω ±（3.0%+1Ω） 1Ω

 200~400Ω ±（6.0%+5Ω） 5Ω

 400~600Ω ±（10%+10Ω） 10Ω

 600~1200Ω Approx.20% 20Ω

 100mA ±（2.5%+1mA) 0.1mA

 300mA ±（2.5%+2mA) 0.3mA

电流测量 1A ±（2.5%+0.003A) 0.001A

 3A ±（2.5%+0.01A) 0.003A

 10A ±（2.5%+0.03A) 0.01A

 20A ±（2.5%+0.05A) 0.03A

特点  

测试条件 温度23℃±3℃

湿度 50%RH±10%

电池电源 ＞7V

外部磁场 ＜40A/m

外部电场 ＜1A/m

电流测试频率  45Hz~65Hz

报警限制设置  报警范围：1Ω~100Ω

储存数据 99组

常规  

电源 1x9V/6F22

尺寸 278x104x54mm   钳头45x32mm
重量 1050g

安全等级 CE ETL CAT Ⅲ 600V RoHS

技术参数：

交流漏电流钳形表

产品介绍：
● 本仪器是一种性能稳定，安全、可靠的3 3/4数字漏电流钳形表。
● 可用于测量交流漏电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阻、二极管和电路通断，

  是一款十分有用的测量仪器。

产品特点：
● 可测量泄露电流
● 电流测量分辨力高，高达10μA
● 屏蔽功能的钳头将干扰降到最低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37 275x123x60 约630（含电池）

基本功能 

直流电压 400mV/4V/40V/400V/600V

交流电压 4V/40V/400V/600V

交流电流 40mA/400mA/4A/40A/60A

电阻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频率 50Hz/60Hz 40Hz~1kHz

特殊功能 型号 37117337

交流漏电流测量 √

滤波电路 √

模拟条 √

二极管测试 √

通断测试 √

手动/自动量程 √

相对值测量 √

最大最小值记录 √

数据保持 √

自动关机 √

综合规范 

最大显示 3999个计数（3 3/4位）

显示方式 LCD显示

过量程指示 LCD上显示“OL"

采样速率 约3次/秒

钳头开启最大尺寸   30mm（近似值） 

可测电流导线最大尺寸   Ø29mm 

操作温度 0℃~40℃，相对湿度：≤75%

存贮温度 -10℃~50℃，相对湿度≤85%

电源 2只，1.5V，AA电池

电池低电压指示 有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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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直流数字钳型表 

产品简介：
● 一款专为线路检测而设计的数字型形表，体积小巧、方便携带、

  高安全性能，是电路、焊点线路、电力等检修和保养工作随身携带
  的经济型数字钳型表，也可为电机和照明等提供起始电流的测量。
● 产品还具有自动量程，还新增K型测温功能。

产品特点：

订货号 37117135 37117136 37117137 37117138

电流测量 交流 交流 交/直流 交/直流

最大分辨率 1mA 1mA 10mA 10mA

液晶显示位数 2000 4000 4000 4000

交直流有效值    *

背光显示 * * * *

数据保持 * * * *

最大值保存    *

清零功能   * *

自动关机 * * * *

低电提示 * * * *

峰值电流    *

1.2"（30mm）

钳头开口尺寸 * * * *

技术指标：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直流电压 600V ±（0.5%+1d) * * * *

交流电压 600V ±（1.5%+2d) * * * *

直流电流 400A ±（2.0%+5d)   * *

交流电流 400A ±（2.5%+4d) * * * *

电阻 40MΩ ±（3.0%+5d) 20MΩ * * *

温度 1000℃ ±（3.0%+3d)  * * *

电容 100uF ±（2.5%+5d)   * 40mF

频率 10MHz ±（1.2%+2d)   * *

短路测试 50Ω时蜂鸣  * * * *

二极管测试 测试电流0.3mA * * * *

配件： 表笔，彩盒和9V电池，温度探头

 （37117136/37117137/37117138）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35  197x70x40 183

37117136 197x70x40 183

37117137 197x70x40 183

37117138 197x70x40 183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41 210x70x37 200

迷你型小口径数字钳型表

产品简介：
● 迷你型小口径自动量程数字钳型表、
   带有绝佳的绝缘胶套、高精度、高安全性

产品特点：
● 0.5"钳口尺寸
● 自动归零键和开关机按钮
● 交直流电流数字测量
● 数据保持和最大值保持
● 4000位计数
● 自动关机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交流电流 4A,80A 1mA ±（2.5%+5d)

直流电流 4A,80A 1mA ±（2.5%+4d)

交流电压 400mV~600V 0.1mV ±（2.0%+4d)

直流电压 400mV~600V 0.1mV ±（1.5%+3d)

电阻 400Ω~40MΩ 0.1Ω ±（1.5%+2d)

频率 5Hz~10MHz 0.001Hz ±（1.2%+3d)

占空比 5%~99.9% 0.10% ±（1.2%+3d)

二极管测试   

短路蜂鸣测试   

配件： 表笔，彩盒，电池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47 176x59x29 136

高灵敏度交流数字钳形表

功能 测量范围 精度

交流电压（50Hz~60Hz) 2mA/20mA/60A ±（2.0%+5)

特点  

液晶显示 位数 2000

钳口尺寸  Ø31mm

数据保持  

低电显示  ● 

常规  ● 

电源 2×1.5V AAA 

安全等级 CE CAT Ⅱ 600V RoHS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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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43  164x65x32 151

37117144 164x65x32 151

37117145 164x65x32 151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42 205x70x37 200

三合一迷你型交直流数字钳型表
产品简介：
● 真正的手持式迷你型钳型表设计用于负载电流、非接触性电压和瞬间
   电量等的测试，小型的机体与钳口适合于手持，大型背光显示屏易于
   读取数据。   

订货号 143 144 145

数字显示位数 2000 2400 2400

钳口开度尺寸 0.7" 0.7" 0.7"

非接触性电压

测试和手电筒 * * *

非接触性频率测试  * 

交/直流电流  * *

交/直流 漏电流测试  *

数据保持功能 * * *

最大值保持功能 *  

直流电流清零功能  * *

自动关机 * * *

低电提示 * * *

背光显示  * *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最大分辨率 143 144 145

交流电流 2A ±（3.0%+8d) 1mA   *

 20A ±（3.0%+8d) 10mA *  

 80A ±（3.0%+8d) 100mA   *

 200A ±（3.0%+8d) 100mA * * 

直流电流2A ±(2.8%+8d) 1mA    *

 80A ±（2.8%+8d) 100mA   *

 200A ±（3.0%+8d) 100mA  * 

 40~50Hz ±（1.2%+5d) 0.01Hz  * 

频率 51~510Hz ±（1.2%+3d) 0.1Hz  *  

 0.51~1kHz ±（1.2%+3d) 0.001kHz  * 

非接触性电压测试：100~600V AC

配件： 吸塑和软包，两节"AAA"1.5V电池

迷你型小口径数字钳型表
产品简介：
● 迷你型小口径自动量程数字钳型表、带有绝佳的绝缘胶套、

  高精度、高安全性。 
产品特点：
● 0.9"（23 mm）钳口尺寸 
● 自动归零键和开关机按钮 
● 交直流电流数字测量 
● 数据保持和最大值保持 
● 4000位计数 
● 自动关机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交流电流 20A,40A,200A 10mA ±（3.0%+6d)

直流电流 20A,40A,200A 10mA ±（3.0%+4d)

交流电压 4V~600V 1mV ±（1.5%+3d)

直流电压 400mV~600V 0.1mV ±（1.5%+2d)

电阻 400Ω~40MΩ 0.1Ω ±（1.5%+2d)

频率 9.999Hz~10MHz 0.001Hz ±（1.2%+3d)

占空比 0.1%~99.9% 0.10% ±（1.2%+2d)

二极管测试   

短路蜂鸣测试   

配件： 表笔，彩盒，电池  

真有效值功率数字钳形表
产品简介：
● 真有效值功率数字钳形表专为简单、快捷、安全测量而研发、
  设计和生产。
● 超大屏双液晶显示方便提供准确的功率，交流电压电流的读取数据
  和波形。
● 人性化和科学的设计确保您精准、快速和安全的测量得到出色完成。
● 广泛而专业的应用领域：HVAC、机修行业、电力行业、 大功率用电
  工业设备检修和维护、高铁以及运输行业、国防军工、石油化工

产品特点：
● 单相位分析和相抵3相位系统
● 真有效值（电压和电流）
● 带背光液晶显示
● USB接口
● 4位双液晶显示
● 最小/最大值测量
● 有效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素的测量
● 数据保持
● 自动量程
● 自动关机
● 手动数据保存与读取
● 费接触性电压检测
● 2.16"(55mm)钳头开口尺寸

功能 量程 误差

交流电压 15V/100V/300V/750V ±（1.2%+5）

交流电流 40A/100A/400A/1000A ±（2%+5）

有效功率  0.6kW~750kW ±（3%+5）

视在功率 0.6kVA~750kVA ±（3%+5）

  ±（4%+20）of

无功功率 0.6kVAr~750kVAr 15V/1000A else±（4%+5）

功率因素 0.3~1 ±（2%+20）

相位角 0°~90° ±（1°

频率 20Hz~200Hz ±（0.5%+5）

能量 1~9999kWh ±（3%+2） 

配件： 表笔、软包和9V电池、USB数据线，CD软件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18  295x100x46 537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49 288x100x95    1145

接地电阻数字钳型表

产品简介：
● 双绝缘设计，高精度测量，高安全性能测量，在军工、国防、
   工业生产、电力设备调试和维修，检测设备性能、延长使用寿命
  以及解决各类设备对周边环境安全因素考虑等各类涉电方案的解
  决最好工具。
产品特点:
● 带背光灯超大液晶显示屏
● 钳头尺寸：方形28mm（标配）圆形32mm（选配）
● 保护等级：双绝缘
● 自动量程
● 电阻频率测试：1kHz
● 电阻测试分辨率：0.001Ω
● 电阻测试量程：0.01-1000Ω

功能 量程 最大分辨率 精确度

电阻 0.01~1000Ω 0.001Ω ±(1.0%+10d)

电流 0~20A 1mA ±(2.5%+2d)

配件： 彩盒，手提箱，9V电池  

37117- 37117- 37117-

3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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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直流数字钳形表

订货号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真有效值测量     * * * * *

数字液晶显示 2000 4000 2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电子过载保护 * * * * * * * * *

模拟条指示     * 41段 41段 41段 

短路蜂鸣测试和二极管测试 * * * * * * * * *

数据保持功能 * * * * * * * * *

峰值保持功能      * * * *

相对清零功能    * *    

自动关机 * * * *  * * * *

低电提示 * * * * * * * * *

交/直流电流    * * 交流电流 交流电流 * *

1.2”(30mm)钳头开口尺寸 * * * * * * * * *

钳型真功率测量         *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最大分辨率 37117126   37117127 37117128 37117129 37117130 37117131 37117132 37117133 37117134

交流电流 1000A ±(2.5%+5d) 10mA * * * * *  * * * *

直流电流 1000A ±(3.0%+4d) 10mA    * *   * *

交流电压 600V ±(0.8%+2d) 0.1mV * * * * *  * * * *

直流电压 600V ±(1.0%+4d) 0.1mA * * * * *  * * * *

电阻 40MΩ ±(1.0%+4d) 0.1Ω 20MΩ * 20MΩ * *  * * * *

电容 40mF ±(3.0%+5d) 0.01uF  100uF  100uF 100uF * * * *

频率 10MHz ±(1.2%+3d) 0.01MHz  * 20kHz 100kHz 100kHz * 4kHz kHz *

温度 1000℃ ±(3.0%+5d) 1℃  * * * *  * * * 

交流功率 240kW ±(3.0%+5d) 10W         *

直流功率 240kW ±(2.5%+5d) 10W         *

占空比 99.90% ±(1.2%+3d) 0.10%  * * * *  * * * *

配件： 表笔，彩盒，9V电池和温度探头 （37117127/37117129/37117130/37117132/37117133）

订货号 37117119 37117120 37117121 37117122 

真有效值  * * *

显示位数 4000 4000 4000 6000

过载保护 * * * *

模拟条显示   41段 61段

短路和二极管测试 * * * *

数据保持 * * * *

峰值保持   * *

直流电流清零   * *

低电提示 * * * *

交/直流电流 AC AC * *

2”(52mm)钳头开口尺寸 * * * *

NCV测试 * * * *   

技术指标       

功能 最大量程 误差 最大分辨率 37117119 37117120 37117121 37117122

直流电流 1000A ±（2.5%+5d) 10mA * * * *

交流电流 1000A ±（3.0%+4d) 10mA   * *

直流电压 600V ±（0.8%+2d) 0.1mV * * * *

交流电压 600V ±（1.0%+4d) 0.1mV * * * *

电阻 40MΩ ±（1.0%+4d) 0.1Ω * * * *

电容 40mF ±（3.0%+5d) 0.01nF 100μF 100μF * 4000μF

频率 10MHz ±（1.2%+3d) 0.01MHz * * 4kHz *

温度 1000℃ ±（3.0%+3d) 1℃  * * *

尺寸： 271x100x47（毫米）

重量： 508克

配件： 表笔、彩盒，9V电池和温度探头（37117120/37117121/37117122）

产品简介：
● 交直流数字钳形表，双注塑机身、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坚固耐用，同时电流、电压、电阻、电容、频率等多功能测量，

  专业真有效值钳形表提供准确的交流电流、交直流电压读数与波形。
● 可大量使用在非线性负载的歪曲波形电流和电压的工业和商业中。
● 适合普及应用的钳型测量工具：适用于电力行业、电路检修、工业生产、石油化工、机械设备维护

技术指标：

产品特点：

1000A交直流数字钳形表 
产品简介：
● 双注塑外壳的安全设计，不乏高精度测量，匹配适中的价格，是一款最新推出的亲民路线的具有广泛实用性的专业数字钳形表，
  是电力电路检修、暖通行业设备和线路检修的专业实用性电力工具。

3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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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电流变比测试仪

订货号：37118103 订货号：37118104

产品简介：    
● 电流互感器变比测试仪专为现场在线测量低压电流互感器一二次回路的电流、变化、比差、角差、相别、极性而精心设计制造的，适用于变电站、

  发电厂、配电房、工矿企业以及检测站、电工维修部门进行电流检测、电力稽查、反窃电、野外电工作业等。
● 仪表由一次钳、二次钳、主机等组成，轻巧、携带方便，在不拆线的情况下，能快速安全地完成现场测试！
● 主机豪华蓝屏LCD显示，一目了然，同时具有超大存储空间，能存储3000组数据。
● 电流钳选用特殊合金，采用最新CT技术及磁性屏蔽技术，几乎不受外界磁场的影响，确保了常年无间断监测的高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低压二次钳采用尖嘴设计，比普通尖嘴电流钳更细，适合于排线密集的场所。
● 低压电流互感器一二次回路的电流、漏电流、变比在线测试

技术参数：

订货号 37118103 37118104

功能 低压电流互感器一二次回路的电流、变比、比差、角差、相别、极性在线测试、漏电流检测功能 

电源 DC6V 碱性干电池（1.5V AAA×4）                 

测试方式 钳形CT                                                         

显示模式 LCD：128dots×64dots；蓝屏背光功能，适合昏暗场所 

LCD尺寸 显示域：44mm×27mm 

仪表尺寸 主机：宽高厚75mm×170mm×30mm 主机：宽高厚75mm×170mm×30mm

 一次圆口电流钳：宽高厚122×70×33mm 一次圆口电流钳：宽高厚40mm×138mm×20mm

 二次圆口电流钳：宽高厚115×70×33mm 二次圆口电流钳：宽高厚115×70×33mm

钳口尺寸 一次电流钳：圆口35X40mm  一次电流钳：方口φ80X80mm 

 二次电流钳：圆口25X30mm 二次电流钳：圆口25X30mm

仪表质量 1000g 1200g

测量范围 一次钳：0.00mA～200A；二次钳：0.00mA～5A 一次钳：0.00mA～1000A；二次钳：0.00mA～10A

分辨率 一次钳：0.01mA；二次钳：0.01mA 一次钳：0.01mA；二次钳：0.01mA

变比 1：2百万（2.0K6） 1：1千万（1.0K7）

一次回路测试精度 ±1%±3dgt （23℃±3℃，80%RH以下）                    

二次回路测试精度 ±0.5%±3dgt（23℃±3℃，70%RH以下）                 

采样速率 2次/秒                                            

换档 全自动换档                                       

数据存储 3000组，按HOLD键保持数据并自动编号存储（掉电或更换电池不会丢失数据） 

线路电压 AC 600V以下线路测试                                                

数据保持  

数据查阅 按HOLD键保持数据，HOLD符号显示，再按HOLD键取消保持 

溢出显示 按HOLD键+POWER键可以进入数据查阅模式            

自动关机 超量程溢出功能：“OL A”符号显示                              

电池电压 开机约15分钟后，仪表自动关机，以降低电池消耗          

外界干扰 当电池电压低于4.8V时，电池电压低符号显示，提醒更换电池  

工作温湿度 -25℃～45℃； 80%Rh以下                         

引线长度 标准2米（可以根据现场距离加长，实现0～50米远距离在线监控） 

绝缘强度 AC3700V/rms 钳芯与外壳间                                   

随机附件 主机：1件；一次电流钳：1件；二次电流钳1件；仪表箱：1件；电池（LR03）：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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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接地电阻测试仪

功能 订货号: 37118033 订货号: 37118034 订货号: 37118035

3极或4极 电压: AC20/48V 电压: AC20/48V 电压: AC20/48V

 频率: 94Hz,128Hz 频率:94Hz,105Hz,111Hz,128Hz  AFC 频率: 94Hz,105Hz,111Hz,128Hz  AFC

 电阻:0.1Ω~20KΩ±(5%读数+5字) 电阻: 0.1Ω~30KΩ ±(5%读数+5字) 电阻:0.02Ω~300KΩ ±(5%读数+5字)

3极或4极  电压: AC20/48V 电压: AC20/48V

电流钳选择法  频率:94Hz,105Hz,111Hz,128Hz  AFC 频率:94Hz,105Hz,111Hz,128Hz  AFC

  电阻:0.1Ω~10KΩ ±(5%读数+5字) 电阻:0.02Ω~19.99KΩ±(5%读数+5字)

双钳法  电阻: AC48V 电压: AC48V

  频率:94Hz,105Hz, 111Hz, 128Hz.AFC 频率:94Hz,105Hz,111Hz,128Hz.AFC

  电阻:0.1Ω~140Ω ±(10%读数+5字) 电阻:0.02Ω~140Ω±(10%读数+5字)

2线测量R~ 电压: AC20V 电压: AC20V 电压: AC20V

 频率:94Hz,128Hz 频率:94Hz,105Hz,111Hz,128Hz. AFC 频率:94Hz,105Hz,111Hz, 128Hz.AFC

 电阻:0.1Ω~20kΩ ±(5%读数+5字) 电阻:0.1Ω~30kΩ ±(5%读数+5字) 电阻: 0.02Ω~300kΩ±(5%读数+5字)

2线或4线测量 R-  电压: DC20V 电阻: 0.02Ω-3kΩ ±(5%读数+5字)

Rk(导线电阻补偿测量) 电压: AC20/48V 电压: AC20/48V 电压: AC20/48V

 频率: 94Hz, 128Hz 频率: 94Hz,105Hz,111Hz,128Hz AFC 频率: 94Hz,105Hz,111Hz,128Hz AFC

 电阻:0.1Ω~29.99Ω±(5%读数+5字) 电阻:0.1Ω~29.99Ω ±(5%读数+5字) 电阻: 0.2Ω~29.99Ω ±(5%读数+5字)

短路电流 ≤250mA ≤200mA ≤100mA

土壤电阻率 电压:   AC20/48V 电压:   AC20/48V 电压:   AC20/48V

 频率: 94Hz, 128Hz   频率: 94Hz,105Hz,111Hz,128Hz AFC 频率: 94Hz,105Hz,111Hz,128Hz AFC

 量程:1Ωm~9999kΩm±(5%读数+5字) 量程:1Ωm~9999kΩm ±(5%读数+5字) 量程:1Ωm~9999kΩm±(5%读数+5字)

干扰电压、电流、频率 电压DC:±1V~±50V ±5%读数+5字 电压DC:±1V~±50V ±5%读数+5字 电压 DC：±1V~±50V  ±5%读数+5字

 AC：1V ~ 50V   ±5%读数+5字 AC：1V ~ 50V   ±5%读数+5字 AC：1V ~ 50V   ±5%读数+5字

 频率:16Hz~400Hz  ±1%读数+2字      频率:16Hz~400Hz  ±1%读数+2字      频率:16Hz~400Hz  ±1%读数+2字

  电流:20mA~2A    ±5%读数+5字   电流:20mA~2A   ±5%读数+5字

USB2.0  ●  ● 

数据存贮 手动存储100个 手动存储100个 手动存储100个

电源 LR6×6；电压: 1.5V×6 LR6×6；电压: 1.5V×6 LR6×6；电压: 1.5V×6

 充电电池组: 镍-氢充电电池，7.2V 充电电池组: 镍-氢充电电池，7.2V 充电电池组: 镍-氢充电电池，7.2V

 电源适配器 电源适配器 电源适配器

 输入：电压100V~240V  频率50~60Hz 输入：电压100V~240V 频率50~60Hz 输入：电压100V~240V  频率50~60Hz

 输出：12VDC，3A 输出：12VDC，3A 输出：12VDC，3A

显示 LCD 显示, 带背景光,最大显示 9999 LCD 显示,带背景光,最大显示9999 LCD 显示, 带背景光，最大显示9999

尺寸 230(w)*125(h)*284(L)mm 230(w)*125(h)*284(L)mm 230(w)*125(h)*284(L)mm

重量 约2.5Kg 约2.5Kg 约2.5Kg

安全等级 CAT. Ⅲ 300V RoHS CAT. Ⅲ 300V RoHS CAT. Ⅲ 300V RoHS

产品简介
● 能够对接地（将电力系统或建筑物中电气装置、设施的某些导电部分，经接地线连接至接地极）、工作接地（在电力系统电气装置中，为运行需要
  所设的接地）、保护接地（电气装置的金属外壳、配电装置的构架和电路杆塔等，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防止其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而设
  的接地）、雷电保护接地（为雷电保护装置向大地泄放雷电流而设的接地）、防静电接地（为防止静电对易燃油、天然气储罐和管道等的危险作用
  而设的接地）、接地极（埋入地中并直接与大地接触的金属导体）、接地线（电气装置、设施的接地端子与接地极连接用的金属导电部分）、接地
  装置（接地线和接地极的总和）、接地网(由垂直和水平接地极组成的供发电厂、变电所使用的兼有泄流和均压作用的较大型的水平网状接地装置)  
进行接地电阻测量，适用于交流标称电压500kV及以下发电、变电、送电和配电电气装置（含附属直流电气装置）以及建筑物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
  测量。
产品特点：
● 自动频率控制（AFC），能够自动识别干扰并选择合适的测量频率，使干扰的  影响最小。可选择频率有    94Hz,105Hz,111Hz,128Hz四种。
● 具有测量数据存储功能,可以存储100组测量数据,并可以上传到PC进行显示分析,输出测试报表.
● 二极法测量直流电阻及交流电阻 ● 三极法、四极法测量接地电阻
● 四极法直接测量土壤电阻率 ● 电流钳选择法测量，不用断开接地连接
● 极限值报警功能 ● 能自动对干扰电压与漏电流进行测量
● 时钟显示功能 ● 自动关机功能
● 双电源供电，可选择干电池或充电电池 ● 双钳头无辅助极法，快速测量接地回路电阻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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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合式漏电流传感器
产品简介：   
● 适用于高精度的交流漏电流、电流、高次谐波电流、相位、电能、
  功率、功率因数等检测。采用最新CT技术，双层屏蔽、开合式设计，
   不必断开被测线路，非接触测量，安全、快速，可以连接相位检测
  分析仪、工业控制装置、数据记录仪、示波器、谐波分析仪、电力
  质量分析仪、高精度数字多用表等。广泛适用于电力、通信、气象、
  铁路、油田、建筑、计量、科研教学单位、工矿企业等领域。
● 高精度uA级漏电流测试，最新CT屏蔽技术，抗干扰能力强开合式
  结构，在线安装简易方便

开合式直流漏电流传感器
● 适用于高精度的交流漏电流、电流、高次谐波电流、相位、电能、
  功率、功率因数等检测。采用最新CT技术，双层屏蔽、开合式设计，
  不必断开被测线路，非接触测量，安全、快速，可以连接相位检测
  分析仪、工业控制装置、数据记录仪、示波器、谐波分析仪、电力
  质量分析仪、高精度数字多用表等。广泛适用于电力、通信、气象、
  铁路、油田、建筑、计量、科研教学单位、工矿企业等领域。
● 高精度uA级漏电流测试，最新CT屏蔽技术，抗干扰能力强
● 开合式结构，在线安装简易方便

抽油机多用表（抽油机巡更测试仪）

产品简介：   
● 一款专为油田现场测试的全自动、多功能、数字式、智能型仪表。
● 具有高精度、高稳定、低功耗、使用方便等特点。
● 可同时测量油田的用电参数：交流电流、电压、频率、电压电流间
  相位、通断电阻值、抽油机上下冲程的最大电流、冲程比、上下冲程
  时间、每分钟的冲程次数，从而判别抽油机的工作状况。 

功能：
● 同时测量油田的用电参数：交流电流、电压、频率、电压电流间相位、
  通断电阻值、抽油机上下冲程的最大电流、冲程比、上下冲程时间、
  每分钟的冲程次数 

电源 DC7.2V（1.2V 6节5号可充电电池）

钳口尺寸 圆口形电流钳：35mm×40mm 

电压 量限:AC 0V~700V 分辨力:1V 

 精确度:±(1.5%rdg+3dgt) 

电流 量限:AC 0.0mA~300A 分辨力:1mA 

 精确度:±(1.5%rdg+3dgt) 

相位 量限:0°~360° 分辨力:1° 

 精确度:±3° 

电阻 量限:0.00Kohm~20KOhm 分辨力:10ohm

 精确度:±（2.0%rdg+3dgt) 

频率 量限:10.0Hz~70.0Hz 分辨力:0.1Hz

 精确度:±（2.0%rdg+3dgt) 

测相位频率幅值 电压：30V～700V电流：30mA～300A

井号数量 100号

数据存储 1000组

RS232接口 RS232接口，所存数据上传电脑，便于分析管理数据,

 通过软件编辑井号

井号设置 15位代码，可以通过仪表或上位机软件编辑井号

时钟功能 有

密码设置 有，6位数字密码

功耗 背光灯开启最大耗电50mA；背光灯关闭仪表耗电30mA

显示模式 LCD显示，240dots×160dots 

仪表尺寸 长宽厚：196mm×92mm×54mm

检测速率 约2秒/次

电池电压 仪表适时显示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低于6.5V时，

 电池电压低符号显示，请及时充电

仪表质量 约1kg(含附件)

测试线长度 1.5m

电流钳线长 2m×Ø5mm

工作温湿度  -20℃～40℃；80%Rh以下  

输入阻抗 测试电压输入阻抗为：2MΩ

绝缘 仪表线路与护套外壳之间≥100MΩ

适合安规 IEC61010-1 CAT Ⅲ 600V，IEC61010-031，IEC61326，

 污染等级2   

随机附件 主机:1件；电流钳:1件；测试线:4条；RS232数据线：

 1条；软件光盘：1个；仪表箱：1件；充电器：1件；

 可充电电池：6节（1.5V 5号）

订货号 37118095

订货号 37118105 37118106 37118107 37118108

CT口径 Ø10mm Ø16mm Ø25mm Ø35mm

量程 AC 0mA~60A AC 0mA~60A AC 0mA~60A AC 0mA~100A

分辨率 1μA AC 1μA AC 1μA AC 10μA AC
外形尺寸 53×42×28 60×48×28 68×55×30 75×60×30

重量 125g 145g 175g 215g

精度 ±1.0%FS 

匝比  800:1           

相位误差 ≤2°（50Hz/60Hz）

参考负载 0~600mA/6A/60A≤300Ω/30Ω/3Ω 

频率特性 10Hz～100KHz

输出线长 2m 

线路电压 AC 600V

工作环境 -20℃～50℃；80%rh以下 

绝缘强度 AC 2kV/rms(铁心与外壳之间)

适合安规 IEC1010-1、IEC1010-2-032、污染等2、CAT Ⅲ(600V)

订货号 37118109 37118110 37118111 37118112

CT口径 Ø10mm Ø16mm Ø25mm Ø35mm

量程 DC 0mA~100mA DC 0mA~100mA DC 0mA~100mA DC 0mA~100mA

外形尺寸 53×42×28 60×48×28 68×55×30 75×60×30

重量 125g 145g 175g 215g

分辨率 1mA DC

精度 ±3.0%FS

匝比 800:1

信号输出 25mV/1mA,即0~100mA对应输出0~2.5V

电源 9VDC±1VDC

输出线长 2m

输出接口 棕色线—电源输入正；黄色线—报警控制端(高电位亮灯)；

 蓝色线—输出信号正；黑色线—公共地端(电源输入负与

 信号输出负，可与外层屏蔽短接)

线路电压 DC 600V

工作环境 -20℃～50℃；80%rh以下 

绝缘强度 AC 2kV/rms(铁心与外壳之间)

适合安规 IEC1010-1、IEC1010-2-032、污染等2、CAT Ⅲ(600V)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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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分析仪
● 一款专为现场测试的三相、多功能、智能化、人机操作简洁的综合型测试仪器。
● 具有容易使用，超大液晶彩屏显示，高分辨率，中英文双语操作界面，防振结构外壳等特点 
● 随机附件:  主机1台,电流钳4个,电流钳4个,电流钳4个,测试线5条,鳄鱼夹5个,表笔5个

            充电器1个,软件光盘1个,USB数据线1条,锂电池组(内置于主机)1个,2G内存卡(内置于主机)1个

测试功能:4路电压和4路电流波形实时显示,电压和电流真有效值,电压直流成份,电流和电压峰值,电流和电压一段时间内的最大/最小值,相量图显示,各相谐波的测量，达50 

次谐波,柱形图显示各相电流和电压的谐波比,总谐波失真度（THD）的计算,各相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值及总值,各相有功/无功/视在电能值及总值,变压器K因数计算,COSØ
位移功率因数（DPF）和功率因数（PF）的计算,闪变计算, 三相不平衡计算（电压和电流）

捕捉和监测功能:可对电网电压电流参数的瞬间变化捕捉侦测，包括电压波动、闪变、电压骤升、骤降、短时中断、暂时过电压、间谐波。仪器可同时存储150组瞬态波形。

启动电流监测功能:可对电气设备启动时的启动电流进行监测,有助于正确设计装机容量.可显示启动电流的有效值趋势曲线,启动电流的包络曲线,所有8路的电流电压波形。

可监测100s，存储100s内每一个周期的所有波形曲线点

记录存储功能:可对基本测试功能的所有测试参数(Urms,Uthd,Ucf,UunbHz,Vrms,Vthd,Vcf,Vunb,PST,Arms,Athd,Acf,Aunb,KFW,VAR,VA,PF,COSø,TANø),电压50次谐波，电

流的50次谐波，共123个参数进行记录，并生成趋势曲线图，记录间隔时间可设定，5s采一次可存75天。

告警功能:用户最多可设定40组告警监测项目，每一组都可以设定不同的判断参数（包括50次谐波共123个不同参数），可设定不同的告警临界值，可设定超临界值多长时间

产生告警等。最多可以存储12800组告警记录

截屏功能:在任何测试页面可截屏存储当前屏幕画面，同时自动保存记录时间和所在测试模式。如保存电流电压波、谐波柱形图、相量图等最多可同时保存60组截图

通讯功能:通过USB与电脑进行通讯，监控软件可实时显示电能质量分析测试的波形，可读取所侦测和捕捉的暂态波形、趋势图记录、告警列表、测试截图等。

设置功能:用户可设定时间和日期、设定显示屏对比度和亮度、设定各相线在仪器中相应的颜色,可设定仪器的接线方式及电网类型,可选定不同电流钳和不同电压测试变比 

可选定中文菜单或者英文菜单.      

中/英文帮助菜单:操作时的每个阶段可随时按下“帮助”键获取相关帮助信息。   

订货号           37118096

电    源 可充电锂电池组9.6V，外接充电器,(通讯接口;USB)  

电池电量指示 电池符号5格,5格显示电量，当电池电量过低时,提示1分钟后自动关机  

功    耗 正常测试耗电流430mA，电池连续工作8小时 关闭LCD显示器低功耗监测模式170mA,电池连续工作20小时

显示模式 LCD彩屏,640dots×480dots,5.6寸,显示域116mm×88mm,钳口尺寸:008电流钳：7.5mm×13mm;040电流钳：35mm×40mm;068电流钳：Ø68mm

 008电流钳：7.5mm×13mm ；040电流钳：35mm×40mm ；068电流钳：Ø68mm   

通道数 4U/4I  

线电压 0.0V～2000V. 相电压:0.0V～1000V

电    流 008电流钳 0.0mA～10.0A；040电流钳 0mA～400A；068电流钳 0.00A～1000A  

频    率 40Hz～70Hz  

电力电量参数 W，VA，var，PF，DPF，cosØ，tanØ
电能参数 Wh，varh，Vah

谐    波 有，0～50次.总谐波失真 有，0～50次，各相

模式 波形模式、谐波模式、功率和电能模式、波形捕捉模式、趋势图模式、告警模式、截屏模式

暂态记录组数 150组

告警  40种不同类型参数选择，12800组告警记录

相量图显示 自动

截图快照容量 60个

自动关机 在告警/趋势图记录/暂态捕捉模式（等待或者进行中），5分钟内无按键操作，仪器自动进入低功耗监测模式，

 按任意键重新激活。在其它测试模式，15分钟内无按键操作，提示1分钟后自动关机。

测试线长度 1.5m;电流钳连接线长：2m
输入阻抗 测试电压输入阻抗为：1MΩ
耐    压 仪器线路与外壳间耐受1000V/50Hz的正弦波交流电压历时1分钟 

绝    缘 仪器线路与护套外壳之间≥100MΩ
适合安规 IEC 61010 1000V Cat III / 600V CAT IV,IEC61010-031,IEC61326,污染等级2

仪器精度（基准条件下） 

测量规格 测量范围 最小分辨率 最大误差±

频    率 40Hz～70Hz 0.01Hz (0.01)Hz

相电压真有效值 0.0V～1000V 分辨0.1V 0.5%+2dgt

线电压真有效值 1.0V～2000V 分辨0.1V 0.5%+2dgt

直流电压 1.0V～1000V 分辨0.1V 1.0%+5dgt

电流真有效值 10mA～1000A 分辨0.1mA 0.5%+2dgt

相电压峰值 1.0V～1414V 分辨0.1V 1.0%+5dgt

线电压峰值 1.0V～2828V 分辨0.1V 1.0%+5dgt

电流峰值 0.0mA～1414A 分辨0.1mA 1.0%+2dgt

峰值因数 1.00～3.99 001 1%+2dgt

 4.00～9.99 0.01 5%+2dgt

有功功率 0.000W～9999.9kW 分辨0.001W 1%+2dgt CosØ≥0.8

功率电感性&电容性 0.000VAR～9999.9kVAR 分辨0.001VAR 1%+2dg SinØ≥0.5

视在功率 0.000VA～9999.9kVA 分辨0.001VA 1 %

功率因数 -1.000～1.000 0.001 1.5%+2dgt CosØ≥0.5

有功电能 0.000Wh～9999.9MWh 分辨0.001Wh 1%+2dgt  CosØ≥0.8

电感性&电容性 0.000VARh～9999.9MVARh 分辨0.001VARh 1%+2dgt SinØ≥0.5

   1.5%+10dgt 0.2≤SinØ<0.5

视在电能 0.000VAh～9999.9MVAh 分辨0.001VAh 1%

相位角 -179°～180° 1° 1°

TanØ(VA≥50VA) -57.289~57.289 分辨0.001 1%+5dgt

位移功率因数(DPF) -1.000～1.000 0.001 1%+5dgt

谐波比(Vrms>50V) 0.0 %～99.9 % 0.10% 1%+5dgt

谐波角(Vrms>50V) -179°～180° 1° 3°谐波1～25次

总谐波率 0.0 %～99.9 % 0.10% 1%+5dgt

(THD或THD-F)≤50   

失真因数 0.0 %～99.9 % 0.10% 1%+10dgt

(DF或THD-R)≤50   

变压器K因数 1.00～99.99 0.01 5 %

三相不平衡 0.0%～100 % 0.10% 1 %



40

插座测试仪

产品介绍：
● 设计用于轻松测试220V插座
● 简洁而直观的测试
● 清晰的显示插座线路状态

功能 B C D E

电压范围 110V 230V 230V 230V

测试模式 正确

LED 缺少地线

指示条件 地线与火线接反

电路插座 零线与火线接反缺少零线

安全等级 CE CAT Ⅱ 600V RoHS

 插片  故障状况     LED灯显示状况 蜂鸣器

N E L  LED1 LED2 LED3 

N E L 正确 绿色 绿色 灭 长鸣

E N L 地线与零线交换 绿色 绿色 灭 长鸣

X E L 缺少零线 灭 绿色 灭 间断鸣叫

X L E 缺少零线 灭 绿色 灭 间断鸣叫

X N L 缺少零线 灭 绿色 灭 间断鸣叫

X L N 缺少零线 灭 绿色 灭 间断鸣叫

N X L 缺少地线 绿色 灭 灭 间断鸣叫

L X N 缺少地线 绿色 灭 灭 间断鸣叫

E X L 缺少地线 绿色 灭 灭 间断鸣叫

L X E 缺少地线 绿色 灭 灭 间断鸣叫

E L X 火线接错 绿色 绿色 红色 间断鸣叫

L E X 火线接错 绿色 绿色 红色 间断鸣叫

N L X 火线接错 绿色 绿色 红色 间断鸣叫

L N X 火线接错  绿色 绿色 红色 间断鸣叫

N L E 火线与地线接反 灭 绿色 红色 间断鸣叫

E L N 火线与地线接反 灭 绿色 红色 间断鸣叫

L E N 火线与零线接反 绿色 灭 红色 间断鸣叫

L N E 火线与零线接反 绿色 灭 红色 间断鸣叫

X=没有接线   L=火线   N=零线   E=地线

插座引脚  状态       显示组合  蜂鸣器

N E L  LED1 LED2 LED3 

N E L 正确 绿色 绿色 / 持续响

E N L E/N 交换 绿色 绿色 / 持续响

X E L 丢失N / 绿色 / 间断

X L E 丢失 N / 绿色 / 间断

X N L 丢失 N / 绿色 / 间断

X L N 丢失N / 绿色 / 间断

N X L 丢失 E 绿色 / / 间断

L X N 丢失 E 绿色 / / 间断

E X L 丢失 E 绿色 / / 间断

L X E 丢失 E 绿色 / / 间断

E L X 缺少 L  绿色 绿色 红色 间断

L E X 缺少 L  绿色 绿色 红色 间断

N L X 缺少 L  绿色 绿色 红色 间断

L N X 缺少 L  绿色 绿色 红色 间断

N L E L/E 反接 / 绿色 红色 间断

E L N L/E 反接 / 绿色 红色 间断

L E N L/N 反接 绿色 / 红色 间断

L N E L/N 反接 绿色 / 红色 间断

L=火线   N=零线   E=地线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50 68x60x56 60

断路开关测试仪 

断路开关测试仪 
● 断路器查找功能：方便快速查找
● 电路环路分值和目标断路器
● (测试模式)LED指示条件电路插座： 正确缺少地线,地线与火线接反

  零线与火线接反,缺少零线,
● 具有工作灯:视觉和听觉指示功能:LED显示三角插座连接状态
● 低电显示:自动调整灵敏度功能
● 电源:1×9V 6F22
● 尺寸:198mm×40mm×50mm
● 重量:126g
● 安全等级:CAT Ⅱ 600V RoHS

订货号 尺寸(mm) 电压范围 重量(g)

37118052 198x40x50 110V 126

37118053 198x40x50 220V 126

37118054     198x40x50 220V 126

37118055     198x40x50 220V 126

电力检测仪

产品简介：
● 监测当前有功功率值
● 监测当前电压有效值
● 监测当前电流有效值
● 监测当前功率因素
● 监测当前电压频率
● 记录用电的总时间
● 计量有功电量
● 计算和用电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堵点产生0.555kg的二氧化碳）
● 设置负荷报警门限

订货号 37117017

规格 220V 50Hz MAX:10A;<2200W

精度 1.0级 

常数 6400imp/kwh

功耗 <1W

工作温度 20-50℃

尺寸 123x64x33mm

重量 约120g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订货号：37118051
● 断路器查找功能:自动调整灵敏度，
  快速精确寻找到目标断路器
● 插座测试功能:测试三脚插座连接是否正确
● 地线开路
● 地线与火线反接
● 零线与火线反接
● 零线开路
● 正确
● 蜂鸣告警和灯光提示
● 手电筒照明功能   
● 电池低压告警
● 工作电压:AC220V/50HZ  
● 安全等级:IEC1010-1 CATII 600V
● 适用于家庭，办公室，厂房电网改造，
  安装和验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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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电能及电能质量分析仪
产品介绍    
● 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是专门为全面

  检测电能质量而设计的全新产品。
● 该仪器采用了最新微处理器技术和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为用户提供

  更便捷、更安全、更精准的测量

  与排查供电网络故障的能力,通过

  便携式的人性化设计，用户可快速

  获取一系列表征电能质量的参数，

  包括电压偏差，频率偏差，高次谐

  波与间谐波,不平衡度,骤升骤降,

  闪变等国际标准规定的参数。
● 捕捉一些瞬变及浪涌信号.
● 这些指标可帮助客户定位和排除已

  有故障或潜在问题，对被测网络做出

  准确的电能质量评估。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订货号  37118022
交流电流(A)	 AC	0.0mA~3000.0A	 ±1%(10-100%ln)
交流电压(V) AC 0.00V~1000V 标称电压的±0.1%
频率(Hz) 45Hz~65Hz ±0.01Hz
有功功率(W) 0.0W~9000kW ±1%
视在功率(VA) 0.0VA~9000kVA ±1%
无功功率(Var) 0.0VAr~9000kVAr ±1%
功率因素 -1±1 ±0.1%
相位角(°) 0.0°~360° ±1°
闪变Pst(1min),Pst,PLt			0.00~20.00	 ±5%
电压不平衡度 0.0~20.0% ±0.1%
电流不平衡度 0.0~20.0% ±1%
谐波电压相对值(%f)	 0~100.0%				 ±0.1%±n×0.1%
谐波电压相对值(%r)	 0~100.0%				 ±0.1%±n×0.4%
谐波电压绝对值 0~1000V ±5%
电压THD 0~100.0% ±2.5%
谐波电流相对值(%f)	 0~100.0%	 ±0.1%±n×0.1%
谐波电流相对值(%r) 0~100.0%	 ±0.1%±n×0.4%
谐波电流绝对值 40~3000A ±5%
电流THD 0~100.0% ±2.5%
谐波功率相对值

(%f	or	%r)			 0.0~100.0%		 ±n×2%
谐波功率绝对值 取决于电流量程和电压标称值  ±5%±n×2%
功率THD 0~100.0% ±5%
频率 0~2500Hz(1-50次谐波) ±1Hz
相位 0~360°	 ±n×1°
半周期电压有效值 标称电压的0~200% 标称电压的±0.2%
半周期电流有效值 3000A ±1%
数据记录 8GB(最大支持32GB)	 √
USB通讯  √

事件持续时间 Hhh:mm:ss:mmm 一个周期

订货号

37110065

电源              锂电池7.4V4400mAh,直流适配器:85~450V50/60Hz输入

LCD尺寸          5.7英寸64K彩屏TFT LCD(640×480) 
标准配件          柔性探头4只、测试线5芯1根,USB数据线,电源1套,

                  PC分析软件CD、SD卡(8GB)、工具箱 

记录 采样率 间隔

电压/电流/频率  

谐波  

功率与电能 每秒5次或3秒1次 0.2秒~2小时

不平衡  

骤升与骤降  

浪涌电流 每秒100/120次 0.2秒~2小时

闪变 1	min.10min.2hr 
电能质量概览 电压：3s/1min/10min 频率：1s/3s/10s 
事件 每秒100/120次 22~260波形周期,半周期

瞬变 19μs 有效值

手持式电能质量分析仪 ● 电能质量分析仪是一种对电网中电能

  质量问题进行记录及分析的专业,测量

  工具,它可以捕捉故障现场的谐波,

  电压波动,闪变,功率和三相不平衡等常

  见的电能质量问题,为智能电网,新能源,

  电气化铁路和大型工业用户提供电能

  质量方面的性能评估和治理决策。

 尺寸 5.6英寸

 分辨率 640×480
显示 亮度 最大亮度350cd/m2	(Typ.)，亮度可调

 对比度 500:1 (Typ.)
 可视角度 70/70/50/70(Typ.)(CR≥10)(左/右/上/下)
 USB Host 无

 USB	Device 1个

外部接口 以太网接口 无

 串口 无

 开关量输入 无

 开关量输出 无

存储 类型 TF卡(内置)
 容量 8GB
电源 市电 100V-240V
 适配器输出 15V,3A
 电池 可充电镍氢电池，4500mAh

 电池工作时间 4h
 电池充电时间 5h(环境湿度35℃)
 省电时间 液晶背光亮度可调，待机时间可调

环境 工作环境 0℃～+45℃，湿度90rh%以下

 存储环境 -20℃～+50℃，湿度95rh%以下（不凝结）

安全性 符合标准 GB 4793.1-2007/IEC 61010-1:2001,(测量、控

  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要求)第一部分:通用要 

  求安全等级CAT III 1000 V/ CAT IV 600 V

电压 有效值、平均值、正峰值、负峰值、半波有效值、峰值因数

频率 频率

电流 有效值、平均值、正峰值、负峰值、半波有效值、峰值因数

功率和电能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位移功率因  

 数、电能能耗

电压谐波 总谐波畸变率、谐波直流分量、1~50次谐波、1-50次间谐 

 波、1~35次高次谐波、1~50次谐波子组

电流谐波 总谐波畸变率、谐波直流分量、1~50次谐波、0-49次间谐 

 波、1~35次高次谐波、1~50次谐波子组、电流K系数

谐波功率 总谐波畸变率、谐波直流分量、1~50次谐波

波动和闪变 短闪变、长闪变、波动、波动最大值

不平衡 正序电压、正序电流、负序电压、负序电流、零序电压、零 

 序电流、不平衡度

异常事件记录 电压暂升、电压暂降、电压短时中断、冲击电流、电压电流 

 总畸变率越限、奇偶次谐波含有率越限、电压电流不平衡越 

 限、频率越限、短闪变越限、长闪变越限、长期电压中断、 

 电压上下偏差

串扰:

电压输入端之间:标称频率下为 -60dB
电流输入端之间:标称频率下为-95dB
环境可靠性

共模抑制:CMRR60dB
输入通道数:4通道电压 4通道电流

电压测量量程:标称值:120V/230V/400V/1000V,最大可测6000V瞬时电压

电流测量量程:根据使用的电流钳而不同,只支持输   

出信号为电压信号的电流钳,

且输出最:大电压不超过10Vpeak
测量线路基本频率:50Hz
测量线路:一相两线/两相三线/三相三线/三相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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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 智能型双钳数字相位伏安表选用最新型材料设计制作外壳模具，配有的

  防振、防滑、高绝缘护套，采用240dots×160dots LCD显示器，所有参

  数同屏显示，一目了然，尽显精美豪华外观。 
● 适用于电力、石化、冶金、铁路、工矿企业、科研院校、计量部门等。
● 适用于电能计费系统及继电保护系统，其供电营销部门的电能计量

  用电检查、电力稽查，生技部门的装表接电 、继电保护、差动检测、

  启动试验、变电检修，或电力实训、数字相位伏安表等，技能比武等。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交流电流(A) 0.0mA-20.0A ±(1.5%+3)
交流电压(V) 0.00V-600V ±(1.5%+3)
频率(Hz) 45HZ-65HZ ±(2%+3)
有功功率(W) 0.0W-12kW ±(3%+3)
视在功率(VA) 0.0VA-12kVA ±(3%+3)
无功功率(VAr) 0.0VAr-12kVAr ±(3%+3)
功率因素 -1-+1 ±0.03
相位角(°) 0.0°-360° ±1°
特殊功能  

显示模式 LCD:240dotsx160dots √

钳口尺寸 尖小形电流钳7.5x13mm(选型)
 圆口形电流钳35x40mm (选型)
  √

自动量程  √

RS-232数据传输  √

数据存储  1500组
LCD 背光  √

数字保持  √

输入阻抗 ≥2MΩ √

自动关机 约15分钟 √

低电压显示  √

检测速率 约2秒/次 √

一般特征   

电源 1.5V碱性干电池(5#)X 6
标准配件 电池、电流钳2把、测试线4条（红2条，黑2条）

 工具箱 

标准包装 彩盒、说明书

智能型双钳数字相位伏安表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21 196X92X54 550

防爆型手持数字毫欧计 数字多用表+毫欧计

订货号 37118084/085

● 低电阻测量仪+43/4位数字多用表、适用于易爆环境-测量易爆环境低

  阻值接触电阻，例如飞机燃料箱内连接处(Bonding检测)的接触电阻，
  也可测量飞机外表部分的接触电阻（防雷和油芯测试） 
● 测量量程：30mΩ,300mΩ,mΩ,3Ω,30Ω
● 分辨率：10uΩ
● 测量方法:开尔文4线测量法 
● 1200个测量值存储空间 

标准配置： 
● 数字多用表 
● 橡胶减震套包括背带 
● 8个可充电NiMH电池,Ex认证
● 开尔文探头（1个） 
● 开尔文夹（1个） 
● 硬塑便携箱 
● DKD校准证书 
● 操作手册 
● 测试证书 

毫欧表
产品特点：
● 采用四线法,可测很低的阻抗
● 用于电阻,马达线圈,变压器,

  电路板的测量
● 精确测量导体、焊点
● 大量程0.1mΩ至20kΩ,6档位
● HOLD按钮：用于数据保持
● 背光功能,方便光线不足处的读数
● 交流电源供电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测试电流

200mΩ	 0.1mΩ	 ±(0.5%+1)	 100mA
2Ω	 1mΩ	 ±(0.5%+1)	 100mA
20Ω	 10mΩ	 ±(0.5%+1)	 10mA
200Ω	 0.1Ω	 ±(0.5%+1)	 10mA
2kΩ	 1Ω	 ±(0.5%+1)	 1mA
20kΩ	 10Ω	 ±(0.5%+1)	 0.1mA
综合规范

显示屏 3 1/2位液晶显示，最大读数1999
采样速率 约2.5次/秒
使用环境 室内使用，污染等级二

电源 AC110伏±10%,50/60Hz或AC220±10%,50/60Hz 
功率消耗 ≤2A  

保险丝 F 2A L 250V, Ø5mm×20mm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29 168x110x62 约550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三合一木材、金属、交流电压探测仪
● 是一款使用电子信号穿越墙体来定位金属，木材及电线的仪表，

  一旦检测到该类物体，液晶显示屏会显示出钉子等的边缘及位置，
  同时会发出声音提示。
● 激光水平定位功能可发射出垂直、水平或45度的激光束，

  为装潢施工放样和校准提供了精确的水平或垂直基准。 

产品特点：
● 探测远0.75"(约1.9cm)；深1.5"(约3.8cm)的木材/

  金属/交流电压
● 激光定位，水平和垂直安装孔
● 激光水平旋转180度
● 激光束可垂直定位测量表面
● 2个配备的金属针可钉入测量物体以固定探测仪
● LCD感应及显示探测到的高密度物体
● LED提示探测到的电压
● 可调整的激光水平定位
● 9V电池供电
● 配件：使用说明书、9V电池，卡纸，吸塑。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81 180x67x38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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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级数显接地测试仪

产品简介： 
● 接地电阻测试仪，电池供电-同时可以测量土壤电阻率 
● 结构设计紧凑，菜单引导操作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器，3线或4线接线法、

  可连续监测干扰电压，辅助电极和探针电阻，超出阈值带指示，大点
  阵屏幕显示，也可以用4个LED灯报警，仅4个按键即可完成全部操作，
  简洁明了。 

● 接地电阻测量： 5量程，至50KΩ
● 电压测量范围： 10…250V
● 频率测量范围： 45…200Hz
● 电池电量监测和自检 
● 内置lrDA接口内存 
● 双组分材料外壳坚固耐用

标准配置：
● 接地电阻测试仪
● 背带
● 电池：4ea  1.5VAA 符合 IECLR6
● Winprofi PC 软件
● 操作说明书
● 出厂校准证书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8086 275x140x65 1.2,带电池

电磁波强度测定器

产品特点：
● 可用于测试某设备附近或某位置的电磁波强度 
● 电磁波强度指示灯（红色）  
● 从"Levwl1"到"Levwl5"共有5个LED，依序分

别代表5个电磁波强度等级。  
● Levwl1  LED最低等级,"Levwl5"LED最高等级。 
● Levwl5 被测物应隔距离放置 
●  Levwl4 避免被测物长时间放置 
● Levwl3 被测物可短时间内放置 
● Levwl2 确实存在电磁波 
● Levwl1 可能存在电磁波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电源

37117339 192x50x30 约115 9V 6F22电池1个

数码多功能测试仪(4合1)

产品说明： 
● 接地电阻测试（精准，简易）
● 绝缘电阻测试
● 相序测试
● 电压测试

● 用途：可用于防雷，冶炼，电子，通信，制造，石油国防，电力，

  化工行业。
● 各种电气设备及绝缘材料的绝缘电阻测量，是对各种电气设备进行

  维修保养，试验及鉴定工具。 
● 包含附件：三色接地线，接地棒 
● 简易测试笔 ● 兆欧表笔 ● 相序表笔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0062 190x155x75 约900 

额定工作电压 250/500/1000V
绝缘电阻 0.1M-20MΩ	±(3%	5)
接地电阻 0/20/200/2000Ω	±(2%	3)
相序 √

交流电压 600v  ±(2%+5)
自动量程 反阻绝缘电阻测量

单位符号显示 √

数据保持 √

电池欠压提示 √

LCD最大显示屏 1999
背光显示 √

电源 AA1.5V×8

技术参数：

接地电阻测试仪 
● 双钳法十四级，三级，两级法测量接地电阻和土壤电阻率

● 测量范围及容许差(温湿度 23±5℃  45℃75%RH) 

规格 描述 精度 分辨率

接地电阻 0.05-2.09Ω	 ±3%rdg±0.05Ω	 0.01Ω
	 0.5-20.9Ω	 ±5%rdg+5dgt	 0.1Ω
	 0.3-209Ω	 ±5%rdg+5dgt	 1Ω
	 3-2.09Ω	 ±5%rdg+5dgt	 10Ω
	 0.03k-20.9Ω	 ±5%rdg+5dgt	 100Ω
准确性 ±(3%rdg+5dgt)  

辅助接地电阻相对湿度 8%	of	Re+Rh+Rs(*1)  

土壤电阻率 2Ω	 0.3-393.7Ωm 

p=2*n*a*Rg(*2) 20Ω	 3-393.7Ωm	
	 200Ω	 0.03k-39.37kΩm	
	 2000Ω	 0.3k-393.7kΩm	
	 20KΩ	 3k-1999kΩm 

干扰电压的测量 0-30Vrms ±2%rdg+2dgt(50/60Hz)  0.1V
(交流)	(*3)	 	 ±3%rdg+2dgt(40/500Hz)
干扰频率测量 40-500Hz ±1%rdg+2dgt 0.5Hz
引线电阻RK补偿 2Ω	 max.2Ω	
	 20Ω	 max.9Ω 
无棒接地电阻 0.01-2.09Ω	 ±5%rdg+5dgt	 0.01Ω
测量(两钳无桩) 0.1-20.9Ω	 ±7%rdg+5dgt	 0.1Ω
	 21-100Ω	 ±10%rdg+5dgt	 1Ω
下颌大小 75x32mm  

测量电流 max.10mA  

测量电压 10Vrms 94,105,111,128Hz  

存储容量 1000 groups  

功率 AA	1.5V*8  

尺寸 190x155x75mm  

重量 900g  

安全类别: IEC 61010-1 CAT.III 300V,CAT.IV 150V,
	 Pollution	degree2	 	
          IEC 61010-031,IEC 61557-1,5,
 IEC 61326-1(EMC)  

过载保护: 之间的平均（P）和终端之间的微小

 ©280vac	/	10秒  

耐压: 电气电路和外壳之间350vac（50或60Hz）5秒 

订货号 371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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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多功能测试仪

产品特点：
●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 1000V/2500V/5000V 
  措施达 200 G 
● 600V 交流电压测量 
● 检查阶段序列和阶段状态 
● 600A AC  上适配器 
● 连续性测试

额定工作电压 1000/2500/5000V
绝缘电阻测试范围 0.01MΩ
相序 1.7mA
测试电流 √

自动量程 600V±(2%+5)
V 交流 200A AC±(3%+3)
交流 600A AC±(3%+5)
颚大小 30.8mm
相位旋转检查 √

电阻 0-2000Ω±2%
连续性 测试电流:	2mA,<30Ω
单位符号显示 √

LCD 背景光 √

背光显示 √

电源 1.5V AA*8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0064 190x155x75 900g

三相电力分析仪

● 10组资料显示于大LCD，

  易于读取
● 可连接4组夹式电流感应器
● 1P2W、1P3W、3P3W、及

  3P4W式功率测量
● 真有效值测量   
● 电力 KW ,KVAR ,KVA ,
		PF	,θ,Hz及能量 KWh,KVARh及KVAh测量
● 相序指示功能   
● 背光显示功能   
● 手动资料记忆及读取功能(99组)
● 自动连续资料记录(504KB记忆体，20,000笔)
● 可设定开始记录及结束记录时间
● USB介面传输，具有三相电压、电流波形显示及谐波分析功能
● 实功率测量P(KW)/视在功率测量S(KVA)/虚功率测量Q(KVAR)
● 测量范围： 0.1~999.9  
● 准确度： ±1.0%rdg±20dgts  
● 实功率测量P(KW)视在功率能量测量(KVAh)虚功率测量(KVARh)
● 测量范围： 0.001~119.3  
● 准确度： ±0.3%rdg±10dgts(>280V)  
● 交流电流： 0.1A~999.9A  
● 精确度： ±0.5%rdg±15dgts 

数字绝缘表
产品简介：
● 具有双注塑外壳，高安全性能、高精度测量、
  使测量更加安全和精确，符合CAT Ⅲ 1000V,
  IEC-610-02-031等国际安全标准，同时体积
  小巧方便携带，是专门设计的专业手持式数字
  绝缘表。
● 产品适用于各种电器设备及绝缘材料的绝缘
  电阻测量，对各种电器设备，故障检修和设备
  维护进行维修保养，试验及检测的工具。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52 200x92x50 582
37117153 200x92x50 582     订货号            37118082      

功能 最大量程 最大分辨率 误差 37117152 37117153
交流电压 750V	 1V	 ±1.2%±10d	 *	 *
直流电压 1000V	 1V	 ±0.8%±3d	 *	 *
电阻 400Ω	 0.1Ω	 ±1.5%±6d	 2000Ω	 *
绝缘电阻 4000MΩ	 1k~1MΩ	 ±2.0%±6d	 2000MΩ	 *
测试电压 1000V-4000MΩ   *

 1000V-2000MΩ  *

短路测试 蜂鸣≤40Ω,测试电流200mA * *

操作温度 0℃~40℃(<80%RH)  * *

贮存温度 -10℃~60℃(70%RH)  * *

双显示带白色背光   * *

41段模拟条     *

数据保持    * *

最大/最小值保持    *

调零功能     *

按键锁定    * *

低电池提示    * *

尺寸： 200x92x50（毫米）

重量： 582克
配件： 使用说明书，表笔，鳄鱼夹表笔，挂带，

 6节"AA"电池，工具盒，彩盒。

专业接地电阻测试仪

● 本系列产品是一款采用新型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原理，体积小巧，方便携带，易于测试的专业接
  地电阻测试仪。两款仪表不但具有高度的精确性
  其双注塑外壳也为测试者提供了安全保障，符合
  CAT Ⅲ，EN61010和1000V等国际安全标准。
● 37117155是采用独特的4线测量的专业接地低
  电阻测量仪表。

功能 量程 误差 37117154 37117155
接地电阻 10Ω	 ±3%±100d * 

 100Ω	 ±3%±3d *

 1000Ω	 ±3%±3d *

低电阻 40Ω	 ±1%±5d  *

交流电压 750V ±1.2%±10d * 1000V
直流电压 1000V ±0.8%±3d * *

交流电流 400mA ±1.2%±5d  *

直流电流 400mA ±1.0%±2d  *

电阻 200kΩ	 ±1.0%±2d * 40MΩ
电容 40mF ±3.0%±10d  *

短路测试 蜂鸣≤40Ω测试电流≤200mA  *

工作温度 0℃~40℃(<80%RH)  *

贮存温度  -10℃~60℃(<70%RH) * *

液晶双显示带背光  * *

快速采样   * *

数据保持   * *

最大/最小值保持    *

低电池提示   * *

自动关机   *

配件：使用说明书，表笔，鳄鱼夹表笔，接地铁杆(37117154)挂带，6       

节"AA"电池，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54 200x92x50 582
37117155 200x92x50 582



45

USB数据记录仪
产品介绍 ： 
● USB数据记录仪（以下简称“记录仪”）
  是以高精度数字温湿度模块、
  大气压模块为传感器,使用超低功耗微处理器的
  数字式记录仪.
● 产品具有IP67等级防水防尘能力、高精度、
  大存储容量、自动存储、
  USB数据传输、图像化上位机管理和统计等特点,
  能够满足各种高精度
  测量及长时间温湿度、压监测和记录要求.
  可应用于医药、运输、仓储等多种场合。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25 122x30x24 52
37118026 122x30x24 52
37118027 122x30x24 52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订货号  37118025  37118026 37118027
温度测量 范围-40℃~80℃(-40°F~176°F) √  √        √

         测量精度 0℃～40℃ ±0.5℃  ±0.5℃   ±0.5℃

                  -30℃～0℃ ±1℃    ±1℃     ±1℃

                  40℃～70℃ ±1℃    ±1℃     ±1℃

                  -40℃~-30℃ ±2℃    ±2℃     ±2℃

                  70℃～80℃ ±2℃    ±2℃     ±2℃

         分辨率   0.1℃/0.1°F √       √        √

湿度测量 范围     0%RH～100%RH          √        √

测量精度 20%RH-80%RH,<20%RHor>80%RH,	 	±3.0%RH,±5.0%RH
分辨率            0.1%RH          √        √

气压测量 范围     750hpa~1100hpa                    √

         测量精度                     ±3	hPa
         分辨率 0.1hPa                    √

特殊功能  

温度偏移设置   √      √         √

湿度偏移设置           √         √

气压偏移设置           ×         √

数据存储   60000      60000        60000
数据回读   √      √         √

记录间隔设定   √      √         √

用户名设定   √      √         √

报警阈值设定   √      √         √

启动模式设定   √      √         √

上位机管理和数据分析   √      √         √

一般特征  

电源 3.6V  1/2AA  锂电池(ER14250)×1
机身颜色 黑色 

机身尺寸 122mm×30mm×24mm
标准配件 电池、软件光盘、挂件、螺丝

标准包装 吸塑、说明书、 

标准包装数量 80 台 

标准包装尺寸 575mm×395mm×250mm
标准包装箱毛重 10.5Kg 
可选配件* 磁铁块 

电力数据记录分析仪

产品简介：
● 独创的迷你型电流电压数据记录仪，精致的外观，精准的记录、科学

  的分析功能，在工业制造、设备性能检测、电气电路维护和检查等多

  领域的测量、记录和分析都能为您提供最佳测量、记录和分析工具。 

产品特性：
● 37117156是一个记录和测量电流和电压的记录器；
● 37117157/37117158是一个记录和测量真有效值电流和电压的记录器。
● 它的读数将保存在记录器里面并且通过USB接口传送至电脑液晶显示屏

  将显示电流的读数，最大值，最小值，和警报标志

订货号 37117156 37117157 37117158

输入渠道 双向 单向 双向

数字液晶显示 * * *

ACV/负载电流/漏电流测试 * * *

真有效值测量  * *

数据记录 100,000 100,000 256,000

波形记录  * *

最大/最小值，峰值记录模式 最大/最小值 * *

时间&日期显示 * * *

波形保存  * *

自动关机 * * *

USB接口 * * *  

手动与自动模式 * * *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56 114x63x34 248

37117157 114x63x34 248

37117158 114x63x34 248

功能 量程 误差 37117156 37117157 37117158

交流电流

（真有效值） 2~200A ±2% * * *

交流电压

（真有效值） 6~600V ±1.5% * * *

数据记忆   100,000 100,000 256,000

测量周期 1秒~24小时    

系统软件 windows 98/2000/XP/Vista    

配件： ACA电流钳型感应器（CP-09)&电压感应器，USB数据线， 

 CD软件，3.6V锂电池和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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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分析仪
● 全数字中频设计，更优异的线性度、精度
● 精确至5Hz带宽分辨率
● 9KHz-3GHz的频率范围
● 8.4英寸超大LED背光屏显示 
● 5条彩色迹线测量显示
● 具备AM和FM解调、色谱图、OBW、ACPR等测量功能
● 便携式构造，全金属外壳
● 配置接口：USB、LAN、VGA、GPIB、RS23

订货号 频率范围 分辨率带宽 相位噪声 显示平均噪声电平

  （RBW） （典型值） （DANL）

37110188 9KHz~3GHz 5Hz~3MHz  -85dBc/Hz 最低达-118dBm

  以1至10连续步进@10kHz偏移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62 128x68x30 185

迷你型相位转向指示器

产品简介：
● 相位转向指示器是一种手持式仪器，
  专门用来测量三相位系统的旋转磁场。
产品特点：
● 3相位指示器 
● 转向指示器 
● 高清晰液晶显示屏 
● 无需电源 

正常电压 交流电压40V~690V
频率范围 15~400HZ
拾音电流 1mA
标称测试电流(每相In) 1mA
电源 从被测部件

电气安全 满足IEC61010/EN61010
 IEC61557-7/EN1557-7
保护等级 CAT 600V
防爆类型 IP40
运作环境 0℃~40℃

多功能电缆探测仪
● 一款专业探测电缆线的多功能仪表；可用于查找墙壁中和地下电缆
  电线，查找终端电路中的保险丝和电缆中的短路或断线点以及电气
  地板供暖系统，亦可使用于跟踪金属水管和暖气管等。  

产品特点：
● 接收器的显示板可显示接收电平、发送编码和网点电压识别
● 发射器的显示板可显示发送电平、发送编码和外部电压
● 寻线机还配备有手电筒功能，便于在照明不良的应用场合中应用
● 可提供附加发送器用以扩充或区分多个信号
● 数字编码器信号可检测清晰的信号
● 极端环境下线路查询和诊断专业工具
● 设备包括发射器和接收器
● 可自动或手动调节敏感性
● 可调节音响接收信号
● 自动断电功能
用途:
● 工程施工电路查寻和探测
● 电线电缆工作查线需要
● 电力、电气行业
● 空调、暖通行业
● 铁路和交通运输工程项目
● 石油化工
● 管道建设和铺设工程 
● 建筑、装修行业 
● 政府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电压测试 发射器：12V,50V,120V,230V,400V
频率量程 发射器：0~60Hz
输出信号 发射器：125kHz
电压 发射器：最高400V（直流和交流）

电缆测量距离 接收器：0~2.5m

主电压测量 接收器：0~0.4m

环境指标 

工作环境 发射器：0~40℃ 接收器：0~40℃

储存环境 发射器：-20~60℃ 接收器：-20~60℃

相对湿度 发射器：最高80% 接收器：最高80%

测量高度 发射器：最高2000m 接收器：2000m
安全认证 

电气安全 EN 61010-1
超电压类别 CAT,300V
配件：2*9v电池，鳄鱼夹、测试探头和工具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66  128x68x30 185
37117167 190x60x37 229

数字存储示波器 
产品介绍：
● 110,000帧/秒波形捕获率
● 存储深度达28Mpts
● 全硬件数字触发，大幅度提升触发灵敏度
● 8英寸TFT-LCD(800*480),支持256级波形辉度及色温显示
● 实时采样率模拟通道2Gsa/s,数字通道500Msa/s(选配)
● 2/4个模拟通道，8路数字通道(选配)
● 内置25MHz 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选配) 
● 支持丰富的串行总线触发及解码  
● 支持智能触发及高清HDTV视频触发 
● 支持80,000帧的历史波形记录和分段存储功能
● 可选配用于电源质量分析、开关损耗、瞬变响应等参数测量的
  电源分析套件
● 硬件实现Zoom窗口及高速Pass/Fail功能
● 先进的波形运算功能(FFT，积分，微分，平方根)
● 32种自动测量功能，支持测量统计功能

标准配件：  
● 一份快速指南、一份产品合格证、2/4套无源探头

 (SP3025A/SP3050A)、一根电源线、一根USB数据线、一张光盘

 (含快速指南、说明书和应用软件)、一张校验证书 

订货号 模拟带宽 通道数 实时采样率 波形刷新率 存储深度

37110164 70MHz 2通道 2G Sa/s 110,000wfms/s 28Mpts
37110165 70MHz 4通道 2G Sa/s 110,000wfms/s 28Mpts
37110166 100MHz 2通道 2G Sa/s 110,000wfms/s 28Mpts
37110167 100MHz 4通道 2G Sa/s 110,000wfms/s 28Mpts
37110168 200MHz 2通道 2G Sa/s 110,000wfms/s 28Mpts
37110169 200MHz 4通道 2G Sa/s 110,000wfms/s 28Mpts
37110170 300MHz 2通道 2G Sa/s 110,000wfms/s 28Mpts
37110171 300MHz 4通道 2G Sa/s 110,000wfms/s 28M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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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型马达转相指示仪
产品简介：
● 马达转相指示仪是一种手持式电池供电仪器，专门用来测量三相位
  系统的旋转磁场和检测马达转速指示。 
● 保护等级：DIN,VDE0411,IEC61010 DIN;IEC61557-7/EN61557-7
● 标准测试电压：交流电压1~400V
● 电压段测量：交流电压120V~400V
● 标准测试电流 ：2~400Hz
● 电气安全：＜3.5mA
● 防爆类型：CATⅢ600V      

产品特点：
● 检测旋转磁场指示 
● 非接触式旋转磁场测量 
● 检测马达连接性 
● 磁场检测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63  128x68x30 185

数据储存示波器 

订货号 37118122 37118123 37118124
带宽 60MHz 100MHz 200MHz
上升时间 ≤5.8ns	 ≤3.5ns	 ≤1.8ns
垂直灵敏度 2mV/div~10V/div	 	 2mV/div~5V/div	
波形捕获率 ≥150,000wfms/s
存储深度 16Mpts
时基范围 2ns/div~50s/div
最大采样率 1GS/s
存储方式 设置、波形、位图、CSV 

触发方式 边沿、脉宽、视频、斜率、交替

接口 USB	Device,USB	Host,Pass/Fail
一般特征

电源 100-240VAC, 45-440Hz
显示 7英寸 TFT	LCD	,WVGA(800*480)
配件 探头x2(1:1,10:1可切换)、电源线、USB连接线、

 软件光盘

包装 纸箱、使用手册

可选配件 LAN接口, LA 模块 

订货号 尺寸(mm) 通道数

37118122 332x147x170 2
37118123 332x147x170 2
37118124 332x147x170 2

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订货号 37118125 37118126
最大采样率 125MS/s 250MS/s
最高输出频率 25MHz 60MHz
最大任意波长度 8kpts 1Mpts
通道数 2
频率分辨率 1	μHz 
垂直分辨率 14	bits 
波形 正弦波, 方波, 斜波, 三角波, 脉冲波, 噪声, 

 直流, 任意波

输出幅度范围 1mVpp-10Vpp(50Ω);2mVpp-20Vpp(高阻)
调制类型 AM,FM,PM,ASK,FSK,PWM,Sweep,Burst
接口 USB	Device,	USB	Host,	频率计(37118125)
一般特征   

电源 100-240VAC, 45-440Hz 
显示 4.3英寸 TFT	LCD	,WVGA(480*272) 
标准配件 BNC同轴电缆、电源线、USB连接线、软件光盘 

标准包装 纸箱、使用手册 

可选配件           LAN接口(370118126)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8125 165x320x110  3.2 
37118126 165x320x110 3.2

产品介绍：    
● 250,000帧/秒波形捕获率   
● 256级波形辉度等级及色温显示  
● 全硬件数字触发，更高的触发灵敏度  
● 10Mpts/CH存储深度
● 2/4个模拟通道+1个外触发通道  
● 最高4GSa/s实时采样率   
● Windows操作系统和10.1英寸高清触摸屏，支持键盘、鼠标操作
● 分段存储(Sequence)功能，最大可将存储深度等分成100段
● 波形搜索(WaveScan)功能，支持多种搜索条件
● 历史波形记录(History)功能。
● 最大可记录1023帧支持智能触发及串行总线解码
● 24种自动测量，支持统计功能及AIM测量
● 内置25MHz DDS信号发生器，125MSa/s采样率，
  14bit垂直分辨率16Kpts波形长度
● 丰富的外围接口：16路数字通道和方波校准信号接口

标准配件：   
● 一份快速指南、一份产品合格证、2/4套无源探头

 (SP3025A/SP3050A)、一根电源线、一根USB数据线、一张光盘

 （含快速指南、说明书和应用软件）、一张校验证书 

订货号 模拟带宽 通道数 实时采样率 波形刷新率 存储深度

37110154 100MHz 2通道 2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37110155 100MHz 4通道 2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37110156 200MHz 2通道 4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37110157 200MHz 4通道 4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37110158 350MHz 2通道 4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37110159 350MHz 4通道 4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37110160 500MHz 2通道 4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37110161 500MHz 4通道 4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37110162 1GHz 2通道 4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37110163 1GHz 4通道 4G Sa/s 250,000wfms/s 10Mpts/CH

数字存储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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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级示波器 
● 标配112Mpts存储深度，可观察更长时间波形 
● 标配21种协议触发和解码功能 
● 超过33万次/秒的波形捕获率，异常事件一览无余
● 无与伦比的信号触发和搜索功能
● 标配4Mpts的FFT功能，对信号频谱洞察秋毫
● 颠覆性的速度，颠覆性的人性化设计
● 标配51种自动测量参数，真正意义的测量统计
● 标配256级波形灰度等级显示和色温显示功能
● 强大的分段储存功能，支持多达26万个分段，海量记录和分析感兴趣
  事件
● 独有的ScopeReport功能，极速完成测量、运算和分析结果的归档

订货号 37110066 37110067 37110068
存储深度 112Mpts	 0.1Mpts/ch	 1Mpts/ch
串行解码 标配21种串行解码 可选配5种串行解码

波形捕获率 >330kwfms/s	 >50kwfms/s	 >5kwfms/s
FFT点数 4Mpts 0.064Mpts     -
同时测量参数 51种真正意义参数测量统计 4种伪测量统计  

开机时间 约6s 约27s 约57s
一键操作 7种一键操作  -  -

自动捕获时间  <800ms 约2s 约3s

操作便利性 10分钟学会 远大于10分钟 远大于10分钟

数字储存示波器 

订货号 37118119 37118120 37118121
带宽 50MHz 70MHz 100MHz
上升时间 ≤7ns	 ≤5ns	 ≤3.5ns
存储深度 25kpts
最大采样率 1Gs/s
通道数 2  

波形捕获率 ≥2000wfms/s  

垂直灵敏度(V/div)	 1mV/div~20V/div	 
时基范围(s/div)	 2ns/div~50s/div	  
存储方式 设置，波形，位图  

触发方式 边沿、脉宽、交替

接口 USB OTG
一般特征

电源 100-240VAC, 45-440Hz
显示 7英寸 TFT	LCD	,WVGA(800*480)
标准配件 探头×2(1:1,10:1可切换)、电源线、

 USB连接线、软件光盘

标准包装 纸箱、使用手册  

可选配件*（需收费） LA模块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8119 306x134x122 2.2 
37118120 306x134x122 2.2 
37118121 306x134x122 2.2 

数字存储示波器 
主要指标：     
● 提供2个模拟通道，40Kpts,5Kpts/CH存储深度 
● 1G实时采样率，50GSa/s等效采样率  
● 丰富的触发功能：边沿、脉宽、视频、斜率、交替
● 波形图片打印，海量U盘存储  
● 标准配置接口：USB Host：支持U盘存储和固件升级，
        USB	Device：支持PC远程控制及PictBridge打印，
        RS232和Pass/Fail接口 
● 32种参数自动测量和独特的数字滤波功能 
● 6位硬件频率计实时计数显示，12种语言显示及嵌入式在线帮助系统
● 支持USB-TMC协议，提供SCPI远程控制命令集。

订货号 模拟宽带 通道数 实时采样率 波形刷新率 存储深度

37110183 70MHz 2通道 1G Sa/s - 40Kpts
37110184 100MHz 2通道 1G Sa/s -  40Kpts
37110185 200MHz 2通道 1G Sa/s - 5Kpts/CH 

标准配件：    
● 一份快速指南、一份产品合格证、2/4套无源探头

  (SP3025A/SP3050A)一根电源线、一根USB数据线、一张光盘

  （含快速指南、说明书和应用软件）、 一张校验证书

数字存储示波器 

主要指标：
● 提供2个模拟通道，2Mpts存储深度
● 1GSa/s实时采样率，50GSa/s等效采样率
● 丰富的触发功能：边沿、脉宽、视频、斜率、交替
● 标准配置接口：USB	Host,USB	Device,RS232和Pass/Fail接口
● 32种参数自动测量,10组波形，20组设置存储
● 6位硬件频率计实时计数显示
● 支持USB-TMC协议，提供SCPI远程控制命令集

订货号 模拟宽带 通道数 实时采样率 波形刷新率 存储深度

37110180 70MHz 2通道 1G Sa/s  - 2Mpts
37110181 100MHz 2通道 1G Sa/s  - 2Mpts
37110182 150MHz 2通道 1G Sa/s  - 2Mpts

标准配件：
● 一份快速指南、一份产品合格证、2/4套无源探头

 (SP3025A/SP3050A)、一根电源线、一根USB数据线、一张光盘

（含快速指南、说明书和应用软件）、一张校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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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采样率 1GS/s
存储深度 32Mpts(单通道)、16Mpts(双通道)、8Mpts(四通道)
波形捕获率 30,000wfms/s
时基范围 2	ns/div~50s/div
输入阻抗 (1MΩ±1%)//(13pF±3pF)
垂直灵敏度范围 1	mV/div	至20	V/div(1	MΩ)
直流增益精确度 ±3% 满刻度

波形录制 最多可以录制6.5万帧波形数据

触发 边沿，脉宽，欠幅，超幅，N边沿，超时，持续时间，建立/保持，斜率，视频，码型，RS232/UART，I2C，SPI， USB

总线解码 标配：RS232/UART,I2C,SPI、并行；选配：USB,CAN,LIN,FlexRay
波形运算 A+B,A-B,A×B,A/B,FFT、可编辑高级运算、逻辑运算

自动测量 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顶端值、底端值、幅值、周期平均值、平均值、周期均方根、均方根值、过冲、预冲、频率、周期

 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脉宽、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延迟A→B 、延迟A→B、相位A→B、相位A→B、面积、周期

 面积的测量。

测量数量 同时显示5种测量

测量统计 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和测量次

频率计 6位硬件频率计

标准接口 USB	Host,USB	Device,LAN,Pass/Fail
一般特征 

电源 100V-240VACrms,45Hz~440Hz
LCD尺寸 8英寸 TFT	LCD,WVGA(800*480)
标准配件 探头×2(1×, 10×可切换, 2通道)或 探头×4(1×, 10×可切换, 4通道)、电源线、USB连接线、软件光盘

标准包装 纸箱、使用手册

可选配件（需收费） LA模块：25MHz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订货号 尺寸(mm) 模拟带宽 重量(kg) 通道

37118113 336x163.8x105 100MHz 3.5 2
37118114 336x163.8x105 100MHz 3.5 4
37118115 336x163.8x105 160MHz 3.5 2
37118116 336x163.8x105 160MHz 3.5 4
37118117 336x163.8x105 200MHz 3.5 2
37118118 336x163.8x105 200MHz 3.5 4

数字荧光示波器 

数字存储示波器 

主要指标：
● 提供2/4个模拟通道，24Kpts存储深度
● 2GSa/s实时采样率，50GSa/s等效采样率
● 7英寸TFT-LCD宽屏，8*18格显示
● 丰富的触发功能：边沿、脉宽、视频、斜率、交替
● 标准配置接口：USB Host、USB Device、LAN和Pass/Fail接口
● 32种参数自动测量和独特的数字滤波功能 
● 6位硬件频率计实时计数显示   
● 支持USB-TMC协议，提供SCPI远程控制命令集

订货号 模拟宽带 通道数 实时采样率 波形刷新率 存储深度  

37110172 70MHz 2通道 2G Sa/s(半通道)1G Sa/s(每通道)  - 24Kpts(半通道)12Kpts(每通道)
37110173 70MHz 4通道 2G Sa/s(半通道)1G Sa/s(每通道)  - 24Kpts(半通道)12Kpts(每通道)
37110174 100MHz 2通道 2G Sa/s(半通道)1G Sa/s(每通道)  - 24Kpts(半通道)12Kpts(每通道)
37110175 100MHz 4通道 2G Sa/s(半通道)1G Sa/s(每通道)  - 24Kpts(半通道)12Kpts(每通道)
37110176 200MHz 2通道 2G Sa/s(半通道)1G Sa/s(每通道)  - 24Kpts(半通道)12Kpts(每通道)
37110177 200MHz 4通道 2G Sa/s(半通道)1G Sa/s(每通道)  - 24Kpts(半通道)12Kpts(每通道)
37110178 300MHz 2通道 2G Sa/s(半通道)1G Sa/s(每通道)  - 24Kpts(半通道)12Kpts(每通道)
37110179 300MHz 4通道 2G Sa/s(半通道)1G Sa/s(每通道)  - 24Kpts(半通道)12Kpts(每通道)

标准配件：
● 一份快速指南、一份产品合格证、2/4套无源探头(SP3025A/SP3050A)、一根电源线、
   一根USB数据线、一张光盘（含快速指南、说明书和应用软件）、一张校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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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存储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

接下页：

简要说明：
● 数字存储示波器具备卓越的性能，强大的功能和小巧的体积。作为新一代的便携式中低价位普及型产品，本产品仍然提供了许多中、
  高档数字存储示波器具备的测量能力。    
应用领域：
● 应用于大专院校实验室及培训中心、研发部门设计与调试、生产线测试及品质部检验、维修及售货服务。

订货号 37110246/247 37110248/249 37110250/251 37110256/257
  37110252/253 37110254/255 
采样系统    
最高实时采样率 37110246至251：400Msps       37110252至257:1Gsps   
最高等效采样率 10Gsps 37110246至251:20Gsps  37110252至257:50Gsps  
存储深度 单通道最高2.4Msps 双通道1.2Msps
垂直分辨率 8Bits
采样模式 采样、峰值检测、平均
自动设置 自动调节垂直增益（V/div)、水平时基（s/div),触发方式为“自动”
垂直系统
通道数 2个模拟输入通道，1个外部触发输入通道
带宽 25MHz 60MHz 100MHz 200MHz
输入耦合 直流DC、交流AC、接地GND
带宽限制（-3dB） 无 20MHz 
上升时间 ＜14.0ns ＜5.83ns ＜3.50ns ＜1.75ns
垂直灵敏度（V/div） 37110246至251：2mV/div-5V/div 1-2-5进制  37110252至257： 2mV/div-:10V/div 1-2-5进制
垂直准确度 2mV/div，5V/div±4%×读数±0.1格×电压/格+0.5mV;
 10mV/div-10V/div±3%×读数±0.1格×电压/格+1mV;
垂直偏置范围 距屏幕中心±8格
探头衰减系数  ×1，,×10，×100，,1000
输入阻抗 1MΩⅡ18pF
通道间延迟 两个通道刻度和耦合设置相同的时候±150ps
最大输入电压 400V (DC+AC峰值，@1MΩ）
探头补偿输出 3Vp-p.1kHz
水平系统 
时基范围（1-2-5进制） 10ns-50s/div 37110248至251:5ns-50s/div  37110252至257:2ns-50s/div  
水平采样模式 主时基、延迟扫描、X-Y、滚动 
时基准确度 ±0.01%
XY模式 输入 X-轴输入（水平）：通道1（CH1) Y-轴输入（垂直）：通道2（CH2)
 带宽  25MHz 60MHz 100MHz 200MHz
 相位差 ±3°
触发系统 
触发源 CH1、CH2、EXT 、EXT/5 、LINE 、交替
触发方式 自动、普通、单次 
触发耦合方式 直流、交流、低频抑制、高频抑制
触发模式 边沿、脉宽、视频
触发电平范围 内部：距屏幕中心±8格 EXT:±1.6V  EXT/5：± 8V 
触发灵敏度 0.1div~1.0div用户可以调节
EXT输入阻抗 1MΩⅡ18pF  
EXT最大输入电压 400V(DC+AC峰值，@1MΩ)
信号测量 
电压测量项目 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高端值、低端值、幅值、平均值、均方根值、周期平均、周期均方根、过冲、预冲
时间测量项目 频率、周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脉宽、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延迟、相位、XatMAX、X at MIN
数学功能 A+B,A-B,A×B,FFT (1024点）                                                             
光标测量 手动、自动、追踪                                                                    
硬件频率计 五位，计数可达示波器带宽                                                                
存储与接口 
内部存储 10组设置、10组轨迹                                                                     
文件通讯格式 设置波形、轨迹、BMP位图、CSV文件                                                        
接口 USB HOST,USB DEVICE,RS232C,PASS/FAIL OUT,LAN(仅37110252至257)
显示系统 
显示器类型 TFT LCD显示器，5.6英寸                                                                  
分辨率 320（水平）×234（垂直）点阵                                                           
显示颜色 24位真彩色                                                                            
菜单可选语言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等多种语言                                                      
计数 1~60000个周期  
突发频率 1MHz---1MHz
波形显示 范围：菜单开：8格（垂直）×10格（水平） 即200（垂直）×250（水平）点阵                    
       菜单关：8格（垂直）×12格（水平） 即200（垂直）×300（水平）点阵                
 类型：点/矢量
 内插方式：（Sinx)/x、线性
 余辉：关/无限
 格式：Y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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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模块技术参数： 

工作温度、湿度 0℃-40℃，≤90%RH

电源 99V-242V AC,47Hz-440Hz

功耗 ≤50VA  

外形体积 320㎜（W）×156.5㎜（H）×123㎜（D）  

净重量 约2.5㎏，若内置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模块，则约为2.8㎏  

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模块技术参数   

订货号 37110247 37110249/37110253 37110251/37110255/37110257

频率特性   

正弦波、方波 1μHz--10MHz 1μHz--20MHz 1μHz--40MHz
脉冲波 1μHz--10MHz  

其他波 1mHz--10MHz  

分辨率 (正弦波和方波），1mHz（脉冲波和其他波）

频率误差 ≤±5×10-4  

频率稳定度 ±5×10-5  

正弦信号特性   

谐波失真 5MHz以下                           -50dBc

 ≤10MHz                         -45dBc

 ＞10MHz                            -40dBc

订货号 37110247 37110249/37110253 37110251/37110255/37110257

总谐波失真 20Hz--100kHz                         ≤0.2%

幅度特性   

幅度设置范围 在输出频率≤20MHz，幅度范围为2mVpp--20Vpp  

 在输出频率＞20MHz，幅度范围为2mVpp--6Vpp  

最高分辨率 2μVp-p  

幅度误差 ≤±5%+1mV（频率1kHz正弦波）  

幅度稳定度 ±2%/4小时  

幅度平坦度（正弦波、方波、脉冲波）≤50MHz ±5%  ＞50MHz ±10%  

幅度平坦度（其他波） ≤50kHz ±5%  ＞50kHz ±20%  

输出阻抗 50Ω  

AM调制特性   

载波 正弦波、方波  

调制波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30种常用波形  

调制波频率 1MHz--1MHz  

调制深度 0.1%~120%  

FM调制特性 正弦波、方波  

载波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30种常用波形  

调制波 1mHz--1MHz  

调制波频率 0.1%~99.9%  

调制频偏   

PWM调制特性   

载波 正弦波、方波  

调制波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30种常用波形  

调制波频率 1MHz--1MHz  

宽度偏差 1%~99%  

FSK调制特性   

载波 正弦波  

跳变频率 1μHz--10MHz 1μHz--20MHz 1μHz--40MHz
间隔时间 1ms~40s  

PSK调制特性   

载波 正弦波  

跳变频率 0°~360°  

间隔时间 1ms~40s  

DCOM(偏置调制）特性   

载波 正弦波、方波  

调制波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30种常用波形  

调制波频率 1MHz--1MHz  

功能描述 实现载波和调制波的加法功能  

频率扫描特性   

波形  正弦波、方波  

频率范围（幅度≤6Vpp) 1μHz--10MHz 1μHz--20MHz 1μHz--40MHz
频率范围（幅度≤6Vpp) 1μHz--10MHz 1μHz--20MHz 1μHz--20MHz
扫描类型 正向扫描、反向扫描和往返扫描  

扫描时间 1ms~500s  

突发（脉冲串）特性   

波形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30种常用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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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分析仪

基本功能/订货号 37118127 37118128 37118129 37118130 37118131 37118132
频率      
频率范围 9kHz～1GHz  9kHz～2GHz  9kHz～3GHz 
频率分辨率 1Hz     
频率读数精度 ±(频标读数*频率基准精度+1%*扫宽+10%*RBW+0.5*[扫宽/(扫描点-1）]+1Hz)   
内部基准(10MHz) 老化率 ＜1ppm/年；温漂  ＜0.5ppm(15℃至35℃)
分辨率带宽(RBW)     
范围 10Hz至500kHz（以1至10连续步进），1MHz，3MHz   
选择性(60dB/3dB) RBW≤500kHz; ＜5:1 典型值(数字实现，接近高斯形状）;＜5% 典型值 
精度 RBW≤500kHz，＜5% 典型值     
视频带宽(VBW) 10Hz至3MHz，1-3-10 序列   
显示平均噪声电平(10Hz分辨率带宽，射频衰减器0dB)    
前置放大器关 100kHz/-90dBm,1MHz/-125dBm,100MHz/-122dBm,500MHz/-122dBm,1000MHz/-120dBm,   
 1.4GHz/-118dBm,1.8GHz/-115dBm,2.2GHz/-121dBm,2.5GHz/-121dBm,3.0GHz/-120dBm
前置放大器开 100kHz/-139dBm,1MHz/-130dBm,100MHz/-140dBm,500MHz/-135dBm,1000MHz/-133dBm,  
 1.4GHz/-134dBm,1.8GHz/-130dBm,2.2GHz/-138dBm,2.5GHz/-138dBm,3.0GHz/-137dBm
相位噪声      
频偏 10kHz -80dBc/Hz     
频偏 30kHz -90dBc/Hz     
频偏 1MHz -115dBc/Hz     
扫描时间   
扫宽(100Hz≤SPAN≤3GHz) 10ms至3000s     
零扫宽 1ms至3000s     
扫描模式 连续，单次     
触发      
触发源 自动，视频，外部     
外部触发电平 5V TTL 电平(典型值)    
频率计数器      
分辨率 1Hz，10Hz，100Hz，1kHz     
不确定度 频率读数 x 频率基准进度+计数分辨率   
幅度精度(20℃至30℃)      
综合幅度精度(90%) ±1.2dB  ±1.5dB  ±1.5dB
 输入信号范围： -50dBm 至 0dBm  输入信号范围： -50dBm 至 0dBm  输入信号范围：-50dBm 至 0dBm
幅度
最大安全输入电平 平均连续功率：+23dBm 平均连续功率：+23dBm 平均连续功率：+27dBm
最大直流输入电压 50Vdc     
输入衰减器范围 0至30dB，步进1dB 0至30dB，步进1dB  0至30dB，步进3dB 
1dB压缩点 +7dBm     
杂散和剩余响应      
TOI(三阶失真) ＞30MHz：﹢13dBm     
SHI(二阶失真) +30dBm     
输入相关杂散信号 ＜-60dBm     
剩余响应 ＜-85dBm     
跟踪源      
频率范围 -- 100kHz 至 1GHz -- 100kHz 至 1.8GHz -- 100kHz 至 3GHz
输出功率 -- -30dBm 至 0dBm, -- -30dBm 至 0dBm, -- -30dBm 至0dBm,
  步进为1dB  步进为1dB  步进为1dB
输出平坦度 -- ±3dB -- ±3dB -- ±3dB
输入/输出      
射频输入 SMA型阴性(50Ω)     
USB USB Host，USB Device     
LAN 10/100 Base-T，RJ-45连接器     
RS-232 9引脚，D-SUB(阳头)     
AM/FM解调 耳机插孔     
基准输入/输出 10MHz，BNC阴头，输入：0dBm 至 +10dBm；输出：0dBm±2dB  
VGA 640*480,60Hz,15引脚，D-SUB(阴头)     
一般特征      
内部数据存储器 128MB     
电源 输入电压：110VAC（可选），220VAC；频率：40Hz～60Hz；最大功耗：35W  
显示 6.5英寸 TFT LCD ,VGA（640*480）     
机身颜色 象牙白+灰色     
机身重量 3.0 Kg     
机身尺寸(W×H×D) 330mm × 163mm  ×165mm      
标准配件 电源线，N/SMA转换器，N/BNC转换器,射频电缆，天线  
标准包装 纸箱，中文说明书     
标准包装数量 1 台     
标准包装尺寸(L×W×H) 475mm × 255mm × 240mm     
标准包装箱毛重 5.1 Kg     
可选配件*（需收费） USB-GP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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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示波表
产品介绍： 
● 手持式示波表是根据生产、调试、维修的需求开发的新产品。
● 内置锂电池，工作时无需外部电源，移动方便，尤其是现场应用，
  更显灵活。
● 多种触发方式，有自动、普通、单次触发等，可以锁住并存储传统示
  波表所无法观测的非周期性信号。体积小巧，外表美观，界面友好。
产品特点：
● 示波器、万用表二合一 
● 大容量电池供电，主机可支架支撑，单手握持等多种放置方式方便
  各种现场环境下应用 
● 自动设置功能，能自动设置时间和幅度量程
● 中英文显示菜单可选，操作简单

示波器功能：   

带宽（-3dB） 20MHz 

样率  最大实时采样率：80MSa/s 

通道  1 

耦合  交流、直流或接地 

上升时间  ＜17.5ns 

输入阻抗  1MΩ，≤20pF 

最大输入电压 1xCATⅢ 300 VAC 10x,100xCATⅢ 600 VAC 

垂直分辨率 8bit 

垂直灵敏度 5mV/div-5V/div 

水平分辨率 50ns/div 

水平灵敏度 50ns-5s 

记录长度  4K/通道 

存储  6组波形（深度4K/组，共24K）+1组参数 

触发模式  自动、普通、单次 

触发选择  边沿、视频 

万用表功能   

满量程读数 6000计数 

输入  最大输入电压600Vrms CAT II,300 Vrms CAT III 

通断测试  在600Ω档测量，小于25Ω蜂鸣器报警。 

二极管测试 测试压降小于0.25V，蜂鸣器将报警。 

电容测量  6.000nF-6mF  7档 

电流测量  60.00mA/600.0mA  2档  

电阻测量  600.0Ω-60.00MΩ  6档 

电压测量  600.0mV-600V  4档 

钳表测量  40A/400A  2档 

综合规范   

屏幕  320水平×240 垂直；LED背光 

通讯  USB PC软件 

电池（选配） 3.7V聚合物锂电池 4AH 

交流适配器 输入：100VAC-240VAC 输出：5V±10%DC 1000mA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23 210x140x55 700

数字示波表

产品说明     
● 手持式示波表是根据生产，调试，维修的需求开发的新产品。
● 内置锂电池，工作时无需外部电源，移动方便，尤其是现场应用，
  更显灵活。
● 多种触发方式，有自动、普通、单次触发等，可以锁住并存储传统
  示波表所无法观测的非周期性信号。
● 体积小巧，外表美观，界面友好，附有USB通讯电缆和PC软件，
   可将存储的波形上传至PC机，进行数据分析和编入文档。  
产品特点：     
● 示波器万用表二合一    
● 十五种波形参数直接测量    
● 存储及通讯功能     
● 自动设置功能，能自动设置时间和幅度量程 

示波器功能：    

带宽（-3dB） 20MHz  

样率  最大实时采样率：80MSa/s 

通道  2 

耦合  交流、直流或接地 

上升时间  ＜17.5ns 

输入阻抗  1MΩ，≤20pF 

最大输入电压 1xCAT II 300V 10x,100xM CAT I 600 V 

垂直分辨率 8bit 

垂直灵敏度 5mV/div-5V/div 

水平分辨率 50ns/div 

水平灵敏度 50ns-5s 

记录长度  4K/通道 

存储  每通道6组波形（深度4K/组，共48K）+1组参数 

触发模式  自动、普通、单次 

触发选择  边沿、视频 

万用表功能   

满量程读数 6000计数 

输入  最大输入电压600V CAT I,300V CAT II  

通断测量  在600Ω档测量，小于25Ω蜂鸣器报警  

二极管测量 测试电路开路或二极管压降大于2V,液晶将显示超载 

  测试压降小于0.25V，蜂鸣器将报警。  

电容测量  6.000nF-6mF  7档  

电阻测量  600.0Ω-60.00MΩ  6档  

电压测量  600.0mV-600V  4档  

综合规范    

屏幕  320水平×240 垂直；LED背光  

通讯  USB PC软件  

电池  3.7V聚合物锂电池 4AH  

交流适配器 输入：100VAC-240VAC 输出：5V±10%DC 1000mA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24 118x200x45 690



54

手持式示波表
产品介绍：   
● 本示波表手持式示波表是根据生产、调试、维修的需求开发的新产品。
● 与传统示波表相比，具有内置锂电池，工作时无需外部电源，移动方
  便，尤其是现场应用，更显灵活。多种触发方式，有自动、普通、单
  次触发等，可以锁住并存储传统示波表所无法观测的非周期性信号。
● 体积小巧、外表美观、界面友好。
● 本示波表能快捷准确地发现被测电路中的问题，是电子工程师的得力
  助手，将给您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产品特点： 
● 单通道50MHz 
● 大屏彩色显示 
● USB通讯功能 
● 示波器、万用表二合一

订货号  37117320 37117321
带宽(-3dB) 50MHz 20MHz
样率 最大实时采样率 最大实时采样率

 200MSa/s 100MSa/s
通道 1 2

耦合 交流、直流 交流、直流

上升时间 ≤7.6ns	 ≤10ns
输入阻抗 1MΩ,≤20pF	 1MΩ,≤20pF
最大输入电压 1xCATlll 300 VAC 10x,100xCATlll 600 VAC
垂直分辨率 8bit	 8bit
垂直灵敏度 10mV/div-5V/div	 10mV/div-5V/div
水平分辨率 2ns/div	 50ns/div
水平灵敏度 2ns-5s	 50ns-5s
记录长度 4K/通道 4K/通道

存储 6个存储地址 6个存储地址

触发模式 自动、普通、单次 自动、普通、单次

触发选择 边沿 边沿

万用表功能

满量程读数 6000计数 

输入 最大输入电压600Vrms CAT II,300Vrms CAT III
通断测试 在600Ω档测量，电阻小于25Ω时蜂鸣器报警。

二极管测试   当测试电路开路或二极管压降大于2V,液晶将显示过  

 载。当测试压降小于0.25V，蜂鸣器将报警。

电容测量 6.000nF-6mF 

电阻测量 600.0Ω-60.00MΩ 
电压测量 6.0v-600v
综合规范

屏幕 320水平×240垂直(RGB)；LED背光

通讯 USB PC软件

电池 3.7V聚合物锂电池 4Ah

交流适配器 输入：100VAC-240VAC 输出：5V±10%DC 2000mA
工作环境 温度：0℃-40℃ 湿度：≤75%
储存环境 温度：-10℃-50℃ 湿度：≤85%
工作海拔 0~2000米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20 218x128x50（含塑胶护套） 700（主机）

37117321    218x128x50（含塑胶护套） 700（主机）

手持式示波表

产品简介：    
● 手持式数字示波表是一款便携式的波形测量工具。
● 替代模拟示波器和台式的数字示波器以及数字万用表，在现场和

  教学等领域是最好的观测工具。   

产品特点：   
● 采用高速AD采样器，把被测输入的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经过

  高速CPU的处理显示在128*64的LCD屏上。   
● 高速比较器，获得良好的边沿触发，稳定的现实便于观测。  
● 万用表采用6000计数的高精度专用芯片，精度更高。
● 配备大容量电池，节能设计使本机充电一次可以工作10小时以上。

示波器性能   

带宽  25MHz 

样率  最大实时采样率：100MSa/s 

通道  1 

耦合  交流、直流 

上升时间  <17.5ns 
输入阻抗  1MΩ，≤20pF 

最大输入电压 1xCATⅢ 300 VAC 10x,100xCATⅢ 600 VAC 

垂直分辨率 8bit 

垂直灵敏度 50mV/div-20V/div 

水平分辨率 10ns/div 

水平灵敏度 10ns/div-5S/div 

记录长度  0.1k/通道 

触发模式  自动、上升沿、下降沿 

万用表性能   

满量程读数 6000计数 

输入  最大输入电压600Vrms CAT II,300 Vrms CAT III 

导通测量  在600Ω档测量，小于25Ω蜂鸣器报警。 

二极管测量 测试电路开路或二极管压降大于2V,液晶将显示超  

  载。测试压降小于0.25V，蜂鸣器将报警。 

电容测量  6.000nF-6mF  7档 

电阻测量  600.0Ω-60.00MΩ  6档 

电压测量  6.0v-600v  3档 

综合规范   

屏幕  128水平×64 垂直；LED背光  

电池  3.7V聚合物锂电池 4Ah  

充电器  输入：100VAC-240VAC 输出：5V±10%DC 1000mA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22 174x97x40 330（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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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绝缘电阻测试仪

产品简介：
● 专业高压绝缘电阻测试仪是一款手持式仪表，主要用来测量
  交流/直流电压、电阻、短路蜂鸣测试和绝缘电阻测量。

功能   绝缘电阻  电压 电阻

量程 500V 1000V 2500V 5000V AC/DCV
测量量程 0~6.000MΩ	 0~6.000MΩ	 0~60.00MΩ	 60MΩ	 	 0~600.0Ω
	 6~60.00MΩ	 6~60.00MΩ	 60~600.0MΩ	 600MΩ	 0~600.0V	 00~6000Ω
	 60~600.0MΩ	 60~600.0MΩ	 0.6~6.000GΩ	 0.6~6.000GΩ	 (50~1kHz)
	 600~6000MΩ	 600~6000MΩ	 6~60.00GΩ	 6~60.00GΩ
误差 ±5%±3d	 	 ±5%±3d	±20%(>6GΩ)	 	 ±1.5%±5d	 ±1.5%±10d
短路电流   大约1.3mA                  -

速率测试电流 1mA~1.2mA 1mA~1.2mA 1mA~1.2mA 1mA~1.2mA -

（负载电阻） 0.5	MΩ		 1MΩ		 2.5	MΩ		 5	MΩ	 -

开路电压 500VDC 1000VDC 2500VDC 5000VDC
  +20%-0% +20%-0% +20%-0% +20%-0%
短路蜂鸣测试 50Ω时蜂鸣

液晶位数 6000    6000 6000
电流消耗 大约1000mA    大约25mA 大约25mA
耐压 5320V AC 可持续5秒 

电源 DC12V:R14x8
自动关机 20分钟内无操作 

超大屏幕液晶显示带白色背光功能 

超量程提示： 屏幕显示“OL” 

极化指数（PI）和感应吸收比（DAR）功能来检测绝缘质量

条形图显示： 测量时绝缘电阻值和条形图会显示在屏幕上

释放电压： 当测量结束时，一起自动释放一起内存留的电压

电压指示： 输出电压直接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电压输出警告： 电压输出时有警告标记和蜂鸣声音

交直流电压测量时，最大/最小值，峰值，相对值与数据保持功能

配件：使用说明书,表笔,测试钳夹,8x12V电池,120V/250V交流适配器,工具箱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50 198x148x86 1438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00 138x66x38 208

37117101 138x66x38 208

37117102 138x66x38 208

37117103 138x66x38 208

37117104 138x66x38 208

全保护数字万用表

产品简介：
● 小巧的外观、极佳的手感，安全型的设计。
● 同时增加NCV功能。
● 十多种测量功能满足日常检测维护所需。
● 小巧机型便于携带与测量双注塑外壳设计确保安全使用安全。
● 安全指标EN61010-1 CAT Ⅲ 600V 带背光数字显示屏读数更简易功能齐全，
   胜任日常测量保护 

订货号 37117100/101 37117102 37117103  37117104

液晶位数 2000 2000 4000 4000

安全型设计 * * * *

自动量程

数据保持  * * *

自动关机   * *

最大值保持  *  

非接触式交流电压检测 37117101   *

功能 最大量程 精确度 100/101 102 103 104

直流电压 600V ±0.5% * * * *

交流电压 600V ±1.2% * * * *

直流电流 10A ±2.5% * * * *

交流电流 10A ±3.0%  * * *

 2MΩ ±0.8% *   

电阻 20MΩ ±0.8%  *  

 40MΩ ±0.8%   * *

电容量 100uF ±3.0%   * *

频率 10MHz ±1.5%   * *

温度 760℃ ±3.0%   * *

占空比 9.99% ±1.2%   * *

二极管测试   * * * *

短路蜂鸣测试    * * *

配件： 表笔，9V电池，K型温度探头（37117102/37117103/37117104），吸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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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长度测试仪 

产品介绍：  
● 本仪器用于测量电缆或电线的长度。
● 将本仪器连接到待测线缆的两端就能快速测量
  各种规格线缆长度。
● 在标准模式下，可测量20中横截面（线缆规格
  0.15mm2-240mm2）的铜或铝线缆长度。
● 在用户自定义模式下，用户可根据需要自定义 
  多达8组的线缆参数，即预先储存一定长度的某
  种线缆的电阻参数值数据，然后可根据已储存
  的电阻参数值数据测量同种线缆的长度。
● 此外，仪器具有高精度电阻测量模式。
● 可广泛运用于线缆零售商，电力部门，
● 电力承包商，建筑行业等。  
产品特点：   
● 带蜂鸣器及背光   
● 英尺（ft)或米(m)单位计量

线缆长度测量范围 0-100000英尺，或0-30000米

长度测量量程 1000米/10000米/30千米，或1000英尺

 /10000英尺/100千英尺 

长度分辨率 0.1米/1米/0.01千米，或0.1英尺/1英尺

 /0.01千英尺

长度测量精度 ±（1%读数+3英尺或1米）

电阻测量范围 0.1mΩ-1999.9Ω 

电阻测量量程 1Ω/10Ω/100Ω/2000Ω 

电阻分辨率 0.1mΩ/1mΩ/0.01Ω/0.1Ω

电阻测量精度 ±（1%读数+3个字） 

温度测量范围 0℃-40℃，精度±1.5℃ 

综合规范

屏幕 4 1/2位数字显示

电池 1.5V AA电池，6个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25 198x98x56 约518（含电池）

产品介绍    
● 本测试仪是新一代数字式电工测试仪表，改良了传统接地电阻测试仪的
  电路、结构、工艺、使之功能全，准确度高，操作方便可靠，并免去负
  载的操作过程。其美观实用的新潮款式，防尘防潮结构，更适合野外使
  用。
● 可用于测量各种电力系统、电气设备、防雷设备等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
  值，还可以测量低电阻导体的电阻值及200V以下的交流电压。  
产品特点：
● 自动关机功能
● 过载保护电路
● 定时测试和锁定测试 
● 过量程显示

接地电阻测试仪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接地电压 200V 0.1V ±(1.5%+5)
电阻 20Ω	 0.01Ω	 ±(2.0%+3)或±0.1Ω
 200Ω	 0.1Ω ±(2.0%+3) 
 2000Ω	 1Ω ±(2.0%+3)
综合规范 

最大显示 1999个计数，3 1/2位
显示方式 液晶显示屏 

响应时间 测量接地电阻，大约5秒。测量接地电压，大约2秒

接地电阻测量范围  0~2000Ω  

接地电压测量范围   0~200V  

测试电流 约2mA，不影响漏电断路器的使用

电源 1.5V,AA电池共6节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28 168x110x62 约592(包括电池)

测试表笔

笔身长度: 148mm/Ø10.2mm 

笔尖头: 4mm/Ø2mm

笔插头:  Ø4mm十字插头, 直角型

笔线:  1803 18AWG, 

 长度1200mm, 红色&黑色

安全等级:  IEC/EN61010-31,

 CAT.III 1000V,10A

测试表笔

笔身长度: 120mm/Ø9mm

笔尖头: 15mm/Ø2mm

笔插头:  Ø4mm十字插头, 直角型 

笔线:  1803 18AWG, 长度800mm

 红色&黑色

安全等级:    IEC/EN61010-31,

 CAT.III 1000V,10A

测试表笔

笔身长度: 143mm/Ø10.5mm 

笔尖头: 4mm/Ø2mm 

笔插头:  Ø4mm十字插头, 直角型 

笔线:  1803 18AWG, 长度800mm

 红色&黑色 

安全等级:  IEC/EN61010-31 

 CAT.III 1000V,10A

测试表笔

笔身长度:    120mm/Ø9mm 

笔尖头:      4mm/Ø2mm 

笔插头:      Ø4mm十字插头, 直角型 

笔线:        1803 18AWG, 长度800mm

     红色&黑色 

安全等级:    IEC/EN61010-31, 

      CAT.III 1000V,10A

测试表笔

笔身长度:    148mm/Ø10.2mm 

笔尖头:     19mm/Ø2mm 

笔插头:     Ø4mm十字插头, 直角型 

笔线:      1803 18AWG,长度1200mm

     红色&黑色 

安全等级:    IEC/EN61010-31

             CAT.III 1000V,10A

测试表笔

笔身长度:    143mm/Ø10.5mm 

笔尖头:      16mm/Ø2mm 

笔插头:      Ø4mm十字插头, 直角型 

笔线:        1803 18AWG, 长度800mm

     红色&黑色 

安全等级:    IEC/EN61010-31

             CAT.III 1000V,10A 

数据线
● 线长：1000mm

数据线
● 线长：1000mm

订货号  37118076 订货号  37118075  

订货号：37118062  

订货号：37118063  

订货号：37118066  

订货号：37118064  

订货号：37118061  

订货号：3711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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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绝缘电阻测试仪

功能 设定测试电压 电阻测量范围 准确度 37118036 37118037
 5V(0~+20%)	 0.01~50MΩ		 ±3% *

 100V(0~+20%)	 0.01~100MΩ		 ±3% *

 250V(0~+20%)	 0.01~250MΩ		 ±3% * *

绝缘测试 500V(0~+20%)	 0.01~500MΩ		 ±3% * *

  0.1~1000MΩ		 ±3% * *

 1000V(0~+20%)				1.00~5.00GΩ		 ±5% * *

  5.00GΩ~10.00GΩ		 ±10% * *

  0.1MΩ~2.00GΩ	 ±3%  *

 2500V(0~±20%)	 2.00~20.00GΩ	 ±5%  *

             20.0~100.0GΩ	 ±10%  *

 短路电流 3mA   *

  1.8mA *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电源1.5V AA 
37118036 195x150x75   922 6 
37118037 195x150x75   950 8

绝缘电阻测试仪
产品简介：
● 本仪器是一款多功能、高精度、高可靠性，操作方便的数字式绝缘
  电阻测试仪。
● 有三个绝缘测试电压：250V,500V,及1000V，可测量高达2000MΩ绝缘
  电压、200Ω以下的电阻及线路通断。该产品适用于测量电机、变压器
  电缆、开关、电器等各种电器设备及绝缘材料的绝缘电阻，并对各种
  电气设备进行维修、试验及检测，是您理想的电工测试仪表。 
产品特点：
● 数据保持功能
● 测试电压可通过旋转开关切换
● LED灯指示高压正常工作
● 电池驱动，免去手摇发电的操作
● 绝缘电阻测试时自动转换量程
● 自动关机
● 强负载能力

订货号  37117326  

交流电压  600V 

电阻  200Ω 

通断测试  如果被测电路的电阻小于约50Ω，内置蜂鸣器响 

绝缘电阻测试   

额定测试电压 250V，500V,1000V 

标称电流  1mA 

量程  2MΩ,20MΩ,200MΩ,2000MΩ 

量小分辨力 0.001MΩ 

蜂鸣器  如果被测电路的电阻小于约1MΩ，内置蜂鸣器响

测量范围  0.25MΩ~2000MΩ 

音频阻抗测试仪 
产品介绍：      
● 本测试仪是一种简单易用，电池供电，专用于测量音频阻抗的精密
  测量仪器，可用于测量扩音系统、扬声器、家庭影院和商用声音系统
  的阻抗测量的方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经济性，可为您提供良好的
  服务。  
产品特点：    
● 数据保持功能
● 持续测量模式
● 背光功能
● 定时测试
● 自动关机
● 低电压指示

量程 分辨力 精度 测试频率

20Ω	 10mΩ	 ±(2%+2)(或±0.1Ω) 1kHz

200Ω	 0.1Ω	 ±(2%+2)
2000Ω	 1Ω
综合规范

显示屏 3 1/2位液晶显示，最大显示1999

过量程显示  最高位显示“1”
电源 1.5V,AA电池，6节

订货号 尺寸 重量(g)
37117327 168x110x62 约485(含电池)

产品简介：
● 用于电力、通信传输电缆测量、电力机车用电线缆
  及无轨电车、大型工业企业、输变电传输电缆、
  电线缆测量。
● 以及施工现场、树木、杆塔水平及高度测量。
产品特点：
● 同时测量6根线缆高度
● 测量范围：3~23m
● 电缆之间最小距离：150mm

电缆高度测量仪

订货号         37117348

数字式接地电阻测试仪 

功能 档位 准确度 分辨率

 0Ω~29.99Ω	 ±(1%+2)	 0.01Ω
电阻测量 30Ω~99.9Ω	 ±(3%+2)	 0.1Ω
 100Ω~999Ω	 ±(3%+2)	 1Ω
 1.00kΩ~4.00kΩ	 ±(4%+4)	 10Ω
对地电压 0V~300V(50~60Hz) ±(2%+4) 0.1V
电源 6×1.5V AA
安全等级 CE ETL CAT lll 300V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32 195x150x75 930

特点：
● 数字式显示且带模拟条显示。
● 二极法和三极法两种接地电阻测量模式。  
● 接地电阻测量是采用恒流转换法，电流
  约为3mA,测试电压约为47V,800HZ。
● 接地电压测量采用平均值整流法。
● 具有手动/自动量程功能。
● 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测量和相
  对值测量。
● 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数据保存功能
  可以保存100组
  测量数据。
● 带背光，具有低
  电压显示。

多用表功能    37118036 37118037
直流电压  输入阻抗 10MΩ			0.1V~1000V	 ±0.5%	 * *

交流电压  输入阻抗 10MΩ		 0.1V~750V	 ±1% * *

通断测试  输入阻抗	1mA		 0.01Ω~200.0Ω	 ±0.5% * *

常规

安全等级CE CAT lll 1000V CAT IV 600V 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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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37117256

规格 1200mm，PVC

直径 Ø4mm

保护等级 CAT Ⅲ 1000V

电流率 10A

订货号 37117258

规格 1200mm，PVC

直径 Ø4mm

保护等级 CAT Ⅲ 1000V

电流率 10A

订货号 37117260

规格 1000mm，PVC

直径 Ø4mm

保护等级 CAT Ⅲ 1000V

电流率 16A

订货号 37117261

规格 1000mm，PVC

直径 Ø4mm

保护等级 CAT Ⅲ 1000V

电流率 10A

订货号 37117262

规格 900mm，PVC

直径 Ø4mm

保护等级 CAT Ⅲ 1000V

电流率 10A

订货号 37117263

规格 1000mm，PVC

直径 Ø4mm

保护等级 CAT Ⅲ 1000V

电流率 8A

订货号 37117257

规格 1200mm，PVC

直径 Ø4mm

保护等级 CAT Ⅲ 1000V

 CAT IV 600V

电流率 10A

订货号 37117259

表笔 

表笔 

表笔 

表笔 

表笔 

表笔 表笔 

表笔 

表笔 

订货号 37117264

规格 1000mm，PVC

直径 Ø4mm

保护等级 CAT Ⅲ 1000V

电流率 16A

测试表笔

订货号 37118068

笔身长度 117mm/Ø10.5mm

笔尖头 19mm/Ø2mm 

笔插头  Ø4mm十字插头, 直角型

笔线  1803,18AWG,长1000mm

 红色&黑色 

安全等级 IEC/EN61010-31, 

 CAT.III 1000V,10A

测试表笔

订货号 37118067

笔身长度 117mm/Ø9mm 

笔尖头 14mm/Ø2mm 

笔插头  Ø4mm十字插头, 直角型

笔线  1803 20 AWG,长800mm

 红色&黑色

安全等级 IEC/EN61010-31

 CAT.III 1000V,10A

多功能台式校准仪
主要特点：
● 高精度、大范围、双相、低漂移桌面校准器。
● 宽动态范围的来源 
● 电压 +/- 30.000V 电流 +/-220.00mA 高分辨率: 1uV/100nA
● 多型号的热电偶支持: T J E K S R B N
● 多类型通信支持远程控制 : RS232, USB, WIFI(可选)
● 软件支持
● 真空荧光显示器变频
● 扫描模式/编程模式
● 记忆和记录10组设置
● 浮动，双输出系统
● 变频显示:5位

订货号                       37117355

热电偶 源范围 分辨率设置

T(CC) -200.0℃ to +400.0℃ 0.1℃ 
J(IC) -200.0℃ to +1200.0℃ 0.1℃ 
E(CRC) -200.0℃ to +1000.0℃ 0.1℃ 
K(CA) -200.0℃ to +1372.0℃ 0.1℃ 
S(PR10) -10.0℃ to +1768.0℃ 0.1℃
R(PR13) -10.0℃ to +1768.0℃ 0.1℃
B(PR30) +330.0℃ to +1820.0℃ 0.1℃
N -200.0℃ to +1300.0℃ 0.1℃ 

电压源范围：

范围 源范围 分辨率设置

30mV	 0	to	±32.000mV	 1μV
300mV	 0	to	±320.00mV	 10μV
3V	 0	to	±3.2000V	 10μV
30V 0 to ±32.000V 1mV

电压源范围：

范围 源范围 分辨率设置

3mA	 0	to	±3.2.000mA	 100nA
300mA	 0	to	±32.000mA	 1μA
200mA	 0	to	±220.00mA	 10μA

电压源范围：

范围    总精度   总精度   每天稳定度      每天稳定度

 (1年)             (90天)      (23℃±1℃) (23℃±5℃)
 ±(1%设置+ V的)   

30mV	 0.03+1μV						 0.025+4μV					 0.006+4μV	 0.01+4μV
300mV	 0.03+25μV					 0.025+20μV				0.006+5μV	 0.01+10μV
3V	 0.025+200μV				 0.02+200μV				0.005+20μV	 0.008+30μV
30V	 0.025+2	mV					 0.02+2	mV						0.005+100μV				0.008+20μV

热电偶温度:-200~1800 ℃ / 精度: 0.1

电压源范围：
范围    总精度   总精度   每天稳定度      每天稳定度
  (1年)             (90天)      (23℃±1℃) (23℃±5℃)
  ±(1%设置+ V的)   
3mA	 	 0.03+250nA					 0.025+250nA			0.008+20nA	 0.01+20nA
30mA	 	 0.03+25μA				 0.025+2.5μA				0.008+200nA	 0.01+200nA
200mA	 0.035+25μA			 0.03+25μA			 0.008+2μA	 0.01+2μA

电流：   +/- 220.00 mA /30.000 mA /3.0000 mA

● 规格：
电压： +/- 30.000V/3.0000V/300.00mV/30.00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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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19 70x75x30 180 
37118020 70x75x30 180

数字绝缘电阻测试仪

订货号： 37118038

技术指标一：  

绝缘电阻测量 绝缘电阻测量范围：0-5TΩ 

设定测试电压（预设值）测量范围 基本误差极限值

250V DC 0.01MΩ~2.5GΩ ±（5%+5）

 2.51GΩ~250GΩ ±（20%+10）

500V DC 0.01MΩ~5.0GΩ ±（5%+5）

 5.01GΩ~500GΩ ±（20%+10）

1000V DC 0.01MΩ~10GΩ ±（5%+5）

 10.1GΩ~500GΩ ±（20%+10）

 501GΩ~999GΩ ±（30%+20）

2.5KV DC 0.01MΩ~25GΩ ±（5%+5）

 25.1GΩ~500GΩ ±（20%+10）

 501GΩ~999GΩ ±（30%+20）

 1TΩ~2.5TΩ ±（30%+40）

5KV DC 0.01MΩ~50GΩ ±（5%+5）

 50.1GΩ~500GΩ ±（20%+10）

 501GΩ~999GΩ ±（30%+20）

 1TΩ~5TΩ ±（30%+40）

漏电流测量 测量范围：1.00nA-3.00mA(自动量程） 

电流范围 测量范围 测量精度

10nA 1.00nA~9.99nA ±（15%+1nA)

100nA 9.0nA~99.9nA ±（15%+5）

1000nA 100nA~999nA ±（2.5%+5）

10uA 0.90μA~9.99μA ±（2.5%+5）

100uA 9.0μA~99.9μA ±（2.5%+5）

1000uA 90μA~999μA ±（2.5%+5）

3mA 0.90mA~3.00mA ±（2.5%+5）

电压测量  

测量模式 直流电压 交流电压

测量范围 ±（50V to 1000V) 50V to 750V(50Hz to 60Hz)

精度误差 ±（5%+5） ±（5%+5）

输入阻抗 Approx.10MΩ Approx.10MΩ

技术指标二

温度补偿测

用来获得与当前环境温度不同的温度条件下的绝缘电阻值

测试仪将测量的电阻值转换为参考温度下的绝缘电阻值，并显示结果

根据将测物体的不同特性，有10种补偿方式（详见说明书）

温度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 精度误差

 -10℃ to 0℃ ±1.5℃ 

 0℃ to 40℃ ±1.0℃ 

 40℃ to 70℃ ±1.5℃ 

PI(极化指数)和DAR（感应吸收比）

PI(极化指数)   10min时的绝缘电阻(R10min)与1min时的绝缘电阻R1min)的比值

DAR(感应吸收比)60s时的绝缘电阻（R15s)与30s时的绝缘电阻（R15s)的比值 

               60s时的绝缘电阻（R30s)与30s时的绝缘电阻（R30s)的比值 

记录及PC上 传测量数据

测试仪能够在内部存储器中保存测量数据，设定参数，时间和日期 

手动存储10组（每组10个记录）共记录100个数据

记录10组数据日志数据，每一组记录最多包含360个

安装USB协议，连接到品PC

显示获得的数据和日志记录，制作阶梯电压测试图形、保存测试数据文件

PC设置测试仪参数:日期和时间,PI间隔时间,阶梯电压测试电压作用时间

测试电压     可选范围：直流250V~5.00kV

设定方法）   1.由预置电压中选择（250V，500V，1KV，2.5KV，5KV

             2.细调节(250V~1KV间的分辨率为25V,1KV~5KV间的分辨率为100V)

             3.输出电压精度：设置值为±5%

预定测量电流 1. 250V~1.00KV ---------- 1mA

             2. 1.10KV~2.50KV--------- 0.5mA

             3. 2.60KV~5.00KV---------0.25mA

阶梯电压测试(两种方法):STEP2.50KV：500V 1KV、1KV、1.5KV、2KV、2.5KV 

                            STEP5.00KV：1KV、2KV、3KV、4KV、5KV

常规  

电源     Lr14（2#）x6，or AA1.2Vx6(充电器:输入电压 100V~240V) 

尺寸     284mm×230mm×125mm 

重量     2426g 

安全等级 CE CAT. Ⅲ 1000V CAT IV 600V RoHS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订货号  37118019 37118020
交流电压(V) 40V-690V √ 

 90V-600V  √

测试频率(Hz) 15Hz-400Hz √ √

工作电流(A) < 1mA √ √

特殊功能   

相序指示  LCD LED
缺相指示  LCD LED
马达转向指示   LED
电源  电网中供电 9V 电池(6F22)

技术参数：

● 有LCD大屏显示,37118019交流电压可测量40~690V,37118020
   交流电压可测量90~600V600V,电压可持续测试30分钟,全相连
  接指示,缺相/掉相指示,转相指标确定马达连接线路,37118019
    直接用被测电源供电,无需电池37118020确定磁场
  旋转方向,37118020独特的非接触马达转向
● 指示：无需连接线路,只需将仪器放在马达上方与

  马达平行(仪表离马达不超过2.5cm),可承受2米高
  处跌落实验,可选配带
  保险管的测试线,符合IEC61557
   欧州设计标准。  
● 应用:确定三相系统的磁场方向,

  相序旋转,马达转动方向等测量,
  一款耐用、可靠、轻便型的
  手持式经常安装、维护或检修
  三相系统或马达的不可缺少的
  测量工具。

相序仪及马达转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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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多功能校准仪

订货号 37117356 

输入电压30.000V/300.00mV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30.000V 0~30.000V 1mV 0.02%+3

300.00Mv -10~300.00mV 10μV 0.015%+3

电流30.000mA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30.000mA 0~30.000mA 1μV 0.015%+3

电阻 500.00/5.0000k Ω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500.00Ω 0.00~500.00 10mΩ 0.02%+10

5.0000KΩ 0.0000~5.0000 100mΩ 0.015%+10

热电偶温度 T J E K S R B N -200~1800 ℃

分辨率0.1    

热电偶 范围 分辨率设置 

T(CC) -200.0℃ to +400.0℃ 0.1℃ 

J(IC) -200.0℃ to +1200.0℃ 0.1℃ 

E(CRC) -200.0℃ to +1000.0℃ 0.1℃ 

K(CA) -200.0℃ to +1372.0℃ 0.1℃ 

S(PR10) -10.0℃ to +1768.0℃ 0.1℃ 

R(PR13) -10.0℃ to +1768.0℃ 0.1℃ 

B(PR30) +330.0℃ to +1820.0℃ 0.1℃ 

N -200.0℃ to +1300.0℃ 0.1℃ 

铂电阻（RTD）  PT100 PT1000 PT500 (385/392) Cu50 Cu10 Ni120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PT100 -200.0~800.0℃ 0.1℃ 0.5℃

PT1000 -200.0~630.0℃ 0.1℃ 0.3℃

PT500 -200.0~630.0℃ 0.1℃ 0.4℃

Cu10 -100.0~260.0℃ 0.1℃ 1.8℃

Cu50 -50.0~150.0℃ 0.1℃ 0.7℃

Ni120 -20.0~260.0℃ 0.1℃ 0.4℃

输出电压 20.000V/100.00Mv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20.000V 0~20.000V 1mV 0.02%+3

100.00Mv -10~100.00mV 10μV 0.015%+3

电流 24.000Ma、 4~20mA%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24.000mA 0~24.000mA 1μV 0.015%+3

电阻 500.00/5.0000k OHM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500.00Ω 0.00~500.00 10mΩ 0.02%+10

5.0000KΩ 0.0000~5.0000 100mΩ 0.015%+10

热电偶 T J E K S R B N -200~1800 degC 

分辨率0.1   

热电偶 范围 分辨率设置 

T(CC) -200.0℃ to +400.0℃ 0.1℃ 

J(IC) -200.0℃ to +1200.0℃ 0.1℃ 

E(CRC) -200.0℃ to +1000.0℃ 0.1℃ 

K(CA) -200.0℃ to +1372.0℃ 0.1℃ 

S(PR10) -10.0℃ to +1768.0℃ 0.1℃ 

R(PR13) -10.0℃ to +1768.0℃ 0.1℃ 

B(PR30) +330.0℃ to +1820.0℃ 0.1℃ 

N -200.0℃ to +1300.0℃ 0.1℃ 

铂电阻（RTD）   PT100 PT1000 PT500 385/392 Cu50 Cu10 Ni120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PT100 -200.0~800.0℃ 0.1℃ 0.5℃

PT1000 -200.0~630.0℃ 0.1℃ 0.3℃

PT500 -200.0~630.0℃ 0.1℃ 0.4℃

Cu10 -100.0~260.0℃ 0.1℃ 1.8℃

Cu50 -50.0~150.0℃ 0.1℃ 0.7℃

Ni120 -20.0~260.0℃ 0.1℃ 0.4℃



61

电流电压校验器

规格: 
● 直流电压输入和输出: 0-100.00mV / 20.000V±(0.02%+3) 
● 直流电流输入和输出: 24.000mA±(0.015%+3)
● 回路电源输出: 24V±10% 
● 输入电阻: 2MΩ 
● 过载保护: 30V 
● 5位数的液晶LCD双显示器 
● 保险丝: 125mA/250V 快熔保险丝 
● 可选的外接适配器 
● 显示器尺寸: 64 x 42mm 

配件包括: 
● 布包
● 高质量的双注塑的绝缘表笔，2 个鳄鱼夹
● 说明书
包括： 
● 彩盒
● 校准仪
● 二次注塑的绝缘表笔
● 鳄鱼夹
● 布包
● 说明书
● 外接适配器(可选)

简易电能质量检测仪

应用特点：  
● 简易测量电网中的用电状态，可以观测电压和电流波形，
  并测量电压电流值和功率等。  
● 适用于电网维护分析。  
● 易操作界面，点阵彩色TFT显示，同时测量电流和电压。  
● 分辨率320*240 彩色点阵TFT液晶显示x  
● 测量分析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总功率，频率，谐波，功率因数。 
● 10组波形记录和回放  

电压：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500.0V 0~500.0V 100mV 1.5%+10

电流：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200.0A 0~200.0A 0.1A 3.5%+5

频率：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Hz 40.0~400.0 0.1Hz 0.5%+10

功率Power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200W~100.0KW 1W 5%+10

手持式微电流仪

应用： 
● 多量程大跨度测量，适用多种应用环境，如传感测量，生物化学研究。
● 软件支持，USB接口。
● 最大最小值模式  
● 背光
● 通信接口（可选）

电流 : 24.000Ma /4.0000Ma/400.00ua/

40.000Ua/4.0000Ua/400.00Na/40.000nA

        范      围 分辨率 精度

24mA 0~24.000mA 1μA 0.10%

4mA 0~4.0000mA 100nA 0.10%

400uA 0~400.00uA 10nA 0.10%

40uA 0~40.000uA 1nA 0.10%

4uA 0~4.0000uA 100pA 0.20%

400nA 0~400.00nA 10pA 0.30%

40nA 0~40.000nA 1pA 0.50%

订货号 尺寸（mm） 电源  显示方式  

37117361 205x97x45 AAA*6 LCD

订货号 尺寸（mm） 电源  显示方式  

37117362 205x97x45 AAA*6 LCD订货号   37117360

手持式微电电阻仪

主要功能：
● 多量程大跨度测量，适用多种应用环境。
● 开尔文4端测试线。
● USB接口，软件支持
● 最大最小值模式
● 背光
● 通信接口（可选）

电阻测量 30.00 /3.000/300.0m/30.00m/3.000mΩ 

        范      围 分辨率 精度

30.00Ω 0~30.00Ω 10mΩ 0.20%

3.000Ω 0~3.000Ω 1mΩ 0.40%

300.0mΩ 0~300.0mΩ 100uΩ 0.50%

30.00mΩ 0~30.00mΩ 10uΩ 0.50%

3.000mΩ 0~3.000mΩ 1uΩ 0.70%

订货号 尺寸（mm） 电源

37117359 205 x 97 x 45 6节1.5V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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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电压电流简易校验仪
主要特点：
● 用于检测测量仪器的电流，电压和热电偶
● 扫描模式和编程模式
● 存储/记忆10组设置
● USB接口，软件支持远程控制
● PWM 输出:0.00~99.99% 10.00Hz~1KHz
● 电源: 1.5 V AAA*6 /）
● 配外接适配器 (可选)

订货号 37117357 37117358

尺寸（mm） 205X97X45 205X97X45

网络数字多用表 

产品特点：  
● 自动量程，全量程过载保护，自动关机 具有全量程功能符号显示。
● 电量单位显示电话线振铃，待机，摘机工作状态判断。
● 判断电缆线路断点，追踪电缆线路走向。
● 网线完整性检测：可判断网线的开路，短路，串绕，错对。
● 反接以及屏蔽层完整性判断，并可显示异常标志。
● 非接触电压探测。
● 二极管测试，通断测试。
● 数据保持最大值保持。
● 自动关机/背景光

功能 测量范围 精度

直流电压 200mV/2/20/200/600V ±（0.5%+5）

交流电压 200mV//20/200/600V ±（0.8%+5）

直流电流 200/2000μA/20/200mA ±（1.2%+5）

 2A/10A ±（2.0%+5）

交流电流 200/2000μA/20/200mA ±（1.5%+5）

 2A/10A ±（3.0%+5）

电阻 200Ω/2/20/200kΩ/2/20MΩ ±（1.0%+5）

特点 

液晶显示 位数 2000

量程 自动或手动 ● 

网线类型 T568A，,5688B,10Base-T ● 

网线检测 开路，短路，串烧，错对，

 反接，屏蔽完整 ● 

电话线 振铃，待机，摘机 ● 

电缆线 判断电缆线断电 ● 

 追踪电缆线路走向 

非接触  电压测试＞50V AC ● 

二极管  2.7V ● 

导通性检测 带蜂鸣器＜50Ω ● 

最大值  ● 

低电显示  ● 

数据保持   ● 

背景光  ● 

常规  

电源 1×9V 6F22 

安全等级 CE CAT Ⅱ 600V RoHS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45 195x92x55 378

订货号：37117357  输出电压 20.00V/100.00Mv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20.00V 0~20.00V 10mV 0.1%+5

100.00Mv -10~100.00mV 10μV 0.1%+5

 电流 24.000Ma、 4~20mA%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24.00mA 0~24.00mA 10μA 0.1%+3

订货号：37117358  输出电压 20.00V/100.00Mv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20.00V 0~20.00V 10mV 0.1%+5

100.00Mv -10~100.00mV 10μV 0.1%+5

 Current 24.000Ma、 4~20mA%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24.00mA 0~24.00mA 10μA 0.1%+3

热电偶类型 温度 T J E K S R B N -200~1800 ℃

分辨率  0.1

热电偶 源量程 设置分辨率 

T(CC) -200.0℃ to +400.0℃ 0.1℃

J(IC) -200.0℃ to +1200.0℃ 0.1℃

E(CRC) -200.0℃ to +1000.0℃ 0.1℃

K(CA) -200.0℃ to +1372.0℃ 0.1℃

S(PR10) -10.0℃ to +1768.0℃ 0.1℃

R(PR13) -10.0℃ to +1768.0℃ 0.1℃

B(PR30) +330.0℃ to +1820.0℃ 0.1℃

N -200.0℃ to +1300.0℃ 0.1℃

绝缘多用表
● 50000计数 
● 全角度大LCD. 
● 绝缘测量电压高达1000V . 
● 直流测量精度高达0.1%. 
● 0.1 Ω的电阻分辨率和10μV的电压分辨率
● 线性频率，逻辑频率和占空比测量 
● 电容：0.1nf ～ 1000μF. 
● AC/DC 真有效值测量. 
● 最大值，最小值测量 
● 绝缘电阻测量范围：50KΩ ～ 10GΩ. 
● 自动关机/连续工作选择 
● 灯光控制 
● 过载保护 
● 二次注塑的多用表外壳，达到1000 v 
  CATII绝缘性能.
订货号  37117363

直流电压  0.001V~1000V ± (0.2%+5digits)

交流电压  0.1mV~1000V ± (2%+5digits)

直流电流  0.01mA~400mA ± (1%+5digits)

交流电流  0.01mA~400mA ± (2%+5digits)

电阻  0.1~60MΩ ± (1.2%+5digits)

接地电阻  

电容  1nF ~5000μF ± (2%+4digits)

频率/占空因数  0.01Hz~100KHz ± (0.1%+3digits)

二极管测试  √

绝缘测试 

范围  0.01MΩ~2GΩ

测试电压  50,100,250,500,1000V

精度  ± (1.5%+5dig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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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电源

37118039 145x73x45 192 1x9/6F22

37118040 145x73x45 192 1x9/6F22

37118041 145x73x45 192 1x9/6F22

数字多用表
特点：
● 自动量程 ● K型热电偶接触温度测量 ● 非接触式电压测试 ● 背景光工能 ● 屏显方式 LCD显示
● 背光功能 ● "HOLD"（保持）键 ● 通断测量 ● 计数 2000 ● 二极管测量
常规：
● 电源：1×9/6F22 ● 尺寸：145mm×73mm×45mm ● 安全等级：CE ETL CAT Ⅱ 600V RoHS

技术指标/订货号  37118039 37118040 37118041

功能 测量范围  精度  

直流电压 200mV/2V/20V/200V ±（0.5%+3） ±（0.5%+3） 

 600V ±（0.8%+5） ±（0.8%+5） 

 200mV/2/20/200/600V   ±（0.5%+3）

交流电压 20V/600V ±（1.2%+10） ±（1.2%+10） 

 2V/20V/200V/600V   ±（1.2%+10）

直流电流 200μA/2/20/200mA ±（1.0%+3） ±（1.0%+3） ±（1.0%+3）

 10A ±（3.0%+5） ±（3.0%+5） ±（3.0%+5）

交流电流 200μA/2/20/200mA   ±（1.5.%+3）

 10A   ±（3.0%+8）

电阻 200Ω/2/20/200kΩ/2MΩ ±（0.8%+4） ±（0.8%+4） ±（0.8%+4）

温度{℃/℉） -20~1000℃  -4~1832℉  ±（2%+2） ±（3%+3）

特点    

液晶显示 位数 2000 2000 2000

二极管 2.7V ● ● ●

导通性检测 带蜂鸣器＜50Ω ● ● ●

数据保持  ● ● ●

非接触  电压测试＞50V AC  ● ●

背景光   ● ●

最大值    ●

自动量程    ●

漏电开关测试仪

订货号 37118049

功能 测量范围 分辨率 精度

跳脱时间 ×1 I△N300(slow 500ms)  

 ×5 I△N40ms(slow 150ms) ±3ms 0.1ms

跳脱电流 (0.2-1.1)I△N ±0.1I△N 0.05I△N

接触电压 0~99.9V ±（10%rdg+0.2V) 0.01,0.1V

交流电压（UI-N,UL-L,UL-E) 0~440V ±（3%rdg+3V) 1V

频率 DC,45~65Hz ±1Hz 1Hz

环路电阻（RL） 0.1~2000Ω ±（10%rdg+0.2d) 0.1Ω

RL测试电流 0.5I△N ±（10%rdg+10d) 0.05I△N

测试点倍率 ×0.5，1，5  

电流档位（I△N) 10mA,30mA,100mA,300mA,500mA  

触发相角 0°or180°  

特点   

储存数据 1000组 交流频率测试 DC，45Hz~65Hz

触发电流档位 10,30,100,300,500mA 触发电流倍率 0.5,1,5,

背景光 ● 火线对零线测量 ●

USB接口 ● 地线对电压测量 ●

测试方式 触发电流、触发时间、接触电压、环路电阻  

常规   

电源 6×1.5V AA  

尺寸 195mm×150mm×75mm  

重量 1047g  

安全等级 CAT Ⅲ 300V RoHS  



64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42 195x92x55 360

功能 测量范围 精度

直流电压 400mV/4V/40V/400V/1000V ±（0.7%+2）

交流电压 400mV/4V/40V/400V/750V ±（0.8%+3）

直流电流 400/4000μA/40/400mA ±（1.2%+3）

 4A/10A ±（2.0%+10）

交流电流 400/4000μA/40/400mA ±（1.5%+3）

 4A/10A ±（3.0%+10）

电阻 400Ω/4/40/400kΩ/4/40MΩ ±（1.2%+5）

电容 40/400nF/4/40/100μF ±（3.0%+3）

频率 10/100Hz/1/10/100kHz ±（2.0%+5）

占空比 0.1% ~ 99.9% ±（3.0%）

测试温度 -20℃~1000℃ ±（2.0%）

 -4℉~1832℉ ±（2.0%）

环境温度 0℃~40℃ ±2.0℃

 32℉~104℉ ±4.0℉

相对湿度 30%~95% ±5.0%

声级 35dB~100dB ±3.5%

亮度 4000Lux/40000Lux ±5.0%

特点 

液晶显示 位数 4000

量程 自动或手动 ● 

声光警告 对于插入不正确的输入插头 ● 

℃/℉切换  ● 

二极管  2.7V ● 

导通性检测 带蜂鸣器＜50Ω ● 

数据保持  ● 

低电显示  ● 

背景光  ● 

常规  

电源 3×1.5VAAA 

安全等级 CE ETL CAT Ⅱ 600V RoHS

产品特点： 
● 二次注塑外壳 
● 自动量程 
● 数据保持 
● 相对值测量 
● 三极管hFE测试：0 ~ 1000 
● 通断测试 
● 二极管测试 
● 背景光 
● 自动关机 
● 显示器：最大显示数3999，
  字高14mm

五合一数字多用表 

电路分析仪

产品简介：
● 本电路分析仪，是针对交流低压配电线路
  快速故障定位而设计的专用测试仪器,具有
  操作简便，测量精确等特点，能及时检测
  出导致人员触电、电气火灾、设备运行
  异常等线路问题。

功能 测量范围 分辨率 精度

线电压测量 85.0-265.0V 0.1V ±（1.0%+ 0.2V）

峰值线电压测量 121.0-374.0V 0.1V ±（1.0%+ 0.2V）

线频率测量 45.0～65.0Hz 0.1Hz ±（1.0%+ 0.2Hz）

测量%的电压降  0.1%～99.9% 0.10% ±（2.5%+0.2%）

电压测量负载设备 10.0～265.0V 0.1V ±（2.5%+0.2V）

中性点接地电压测量 0.0～10.0V 0.1V ±（2.5%+0.2V）

阻抗-火线

零线与地球 0.00～3.00Ω 0.01Ω ±（2.5%+0.02Ω）

 ＞3.00Ω  

RCD跳闸时间 1ms～6.500s 1ms ±（1.0% +2ms）

RCD跳闸电流 30mA 0.1mA ±（1.0% +0.2mA）

漏电保护器跳闸时间 1ms～6.500s 1ms ±（1.0% +2ms）

漏电保护器跳闸电流 6mA 0.1mA ±（1.0% +0.2mA）

特点   

真有效值测量 ●   

数据保持 ●   

背景光 ●   

常规   

电源 6×1.5V AAA  

安全等级 CE CAT Ⅲ 300V RoHS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48 194x78x37 245

多功能网络测试仪

● 测试同轴电缆（BNC)
● 测试10Base-T,T568A,T568B,Token Ring
● 测试电缆的完整性
● 检测UTP (非屏蔽) 及 STP (屏蔽) 类型的双绞线
● 检测网线的完整性及线对配置情况
● 检测网线开路、短路、错对、反接及串烧。
● 判别线缆是否连续
● 追踪线缆，判别线缆断路点
● 接收线缆线路中（电话线路）的音频信号
● 判断工作中的电话线路状态（空闲、振铃，摘机）

订货号 37118057

音频信号 1.5kHz

接收频率范围 100Hz~300kHz

常规 

电源 2×9V 6F22

尺寸 206mm×84mm×55mm

重量 330g

安全等级 CE 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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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台式数字多用表

产品特点:  
● 最大显示22000  
● 低通滤波功能  
● 10μV的电压分辨率，直流精度达到0.05%
● AC真有效值测量（TRMS）  
● 二极管测试   
● 通断测试   
● 自动量程   
● 背 景 光  
● 带非接触式电流测量（另配钳头）  
● 线性频率测量，逻辑频率/占空比测量
● 电容测量从0.01nF到200mF  
● 峰值保持，最大值/最小值测量，相对值测量 
● RS232接口通讯，随机软件可显示、记录和分析测量数据。
● 三种供电方式

功能 测量范围 精度

直流电压 200mV/2V/20V/200V/1000V ±（0.05%+6）

交流电压 20/200mV/5/50/500/750V ±（0.5%+30）

直流电流 200μA/2mA/20mA/200mA ±（0.15%+15）

 10A ±（0.5%+15）

交流电流 200μA/2mA/20mA/200mA ±（0.75%+30）

 10A ±（1.0%+30）

电阻 200Ω/2/20/200kΩ/2MΩ ±（0.1%+5）

 20MΩ ±（0.5%+10）

 200MΩ ±（2%+10）

电容  20nF/200nF/2μF/20μF ±（1.2%+30）

 200μF/2000μF/20mF/200mF ±（2.2%+30）

频率 20Hz~220MHz ±（0.06%+10）

 5Hz~100kHz ±（0.06%+10）

占空比 5%~95% ±10%

测试温度  -30℃~1300℃ ±（1%+2）

 -22℉~2372℉ ±（1%+4）

钳形直流电流 220A/2200A ±（0.1%+10）

钳形交流电流 AC(50Hz~60Hz)220A/2200A ±（1%+30）

特点  

液晶显示 22000位数 

量程 自动或手动 

双显示 ●  

条形图显示 45段 

真有效值 ●  

低通滤波器 ●  

相对测量 ●   

峰值测量 ●  

二极管  2.7V 

导通性检测 带蜂鸣器＜50Ω 

数据保持 ●  

最大/小值 ●  

背景光 ●  

USB接口 ●  

供电方式 3种方式 

常规  

电源 220V/110V AC(50~60hz)、1×9V 6F22、6×1.5V AA 

安全等级 CE CAT Ⅱ 1000V RoHS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43 238x230x83 136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44 320x255x106 1360

高精度数字多用表

产品特点：  
● 53000 计数的双功能显示测量 
● 手动 / 自动量程选择  
● ACV 和 DCV 测量达 1000 伏  
● 直流测量精度达到 0.03%  
● 0.1Ω 的电阻分辨率和 lμV的电压分辨率 
● 电压 / 电流线性频率测量 ,逻辑频率 / 占主比测量
● 电容测量从 0.01nF 到 5000μF  
● AC/AC +DC 真有效值测量  
● 数据保持  
● 彩色荧光双功能显示屏  
● 全屏幕存储功能  
● RS232C 红外线接口 /PC 机显示、记录、作圈软件
● 软件自动校准 / 过载保护  
● 电流档档位错误声音告警

功能 测量范围 精度 

直流电压 50/500mV/5/50/500/1000V ±（0.03%+6）

交流电压 50/500mV/5/50/500/1000V ±（0.5%+40）

直流电流 500μA/5mA/50mA/500mA ±（0.15%+10）

 5A/10A ±（0.5%+10）

交流电流 500μA/5mA/50mA/500mA ±（0.75%+10）

 5A/10A ±（1.0%+10）

电阻 500Ω/5/50/500kΩ/5MΩ ±（0.1%+5）

 50MΩ ±（0.5%+10）

电容 50nF/500nF/5μF/50μF ±（1%+10）

 500μF/5000μF ±（2%+10）

频率 5Hz~2MHz ±（0.006%+4）

 5Hz~200kHz ±（0.006%+4）

占空比 10%~90% ±1.0%

特点 

液晶显示 53000位数彩色荧光

量程 自动或手动

PC 电脑分析软件

相对测量 交流/直流电压+电流mV、V、μA、mA、A

dBm测量 4Ω、8Ω、16Ω、32Ω、50Ω、75Ω、93Ω、  

 110Ω、125Ω、135Ω、150Ω、200Ω、250Ω、300Ω  

 500Ω、600Ω、800Ω、900Ω、1000Ω、1200Ω

二极管 2.7V

导通性检测 带蜂鸣器＜50Ω

数据保持 ● 

数值 最大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背景光 ● 

USB接口 ● 

储存数据 30组

双显示 ● 

条形图显示 45段

真有效值 ● 

低通滤波器 ●  

相对测量 ●  

峰值测量 ●  

常规  

电源 220V/110V AC 

安全等级 CE CAT Ⅱ 1000V 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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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压器测试系统

产品介绍：     
● 自动变压器测试系统是一种专门用于各种电子变压器品质检验的多功能、自动化的变压器综合参数测试系统。该系统可以提供20Hz-500kHz的测试

  频率，变压器扫描测试涵盖了变压器的各种低压参数，包括电感L、漏感量Lk、圈数比、直流电阻DCR、阻抗Z、线圈间电容量C等主参

  数，品质因数Q、串联等效电阻ESR、相位Ps等副参数，以及引脚短路检测等。
● 支持通过LAN接口实现多台仪器组网

性能特点：  
● 7英寸16:9彩色LCD显示器，分辨率800RGB*480；    
● 简洁、淡雅的外观设计，灵活、便捷的面板操作；     
● 最高测试频率500kHz,分辨率10mHz；
● 宽阔的信号幅度范围5mV-2Vrms,分辨率1mV；
● 单屏可容纳全部扫描测试结果，无需翻页；   
● 扫描治具继电器自检功能，保证扫描治具的可靠工作；   
● 机内20/40设定文件保存，外部U盘设定文件保存能力；   
● 多种接口方式支持上位机通讯；

订货号 37110055 自动变压器测试系统

 37110056 20pin变压器扫描测试+LCR数字电桥

基本测量准确度 LCRZ 0.05％

 DCR、圈数比 0.1％

 校准条件 预热时间：≥30分钟，环境温度：23±5℃，信号电压：0.3Vrms-1Vrms 

  清“0”：OPEN、SHORT后，测试电缆长度：0m

测试信号频率 37110055 范围：20Hz-500kHz 最小分辨率：10mHz

 37110056 范围：20Hz-200kHz 准确度：0.01%

信号源输出阻抗 10Ω、30Ω、50Ω、100Ω可选，±2%@1kHz 

测试信号电平 正常 5mV-2Vrms 分辨率：1mV,准确度

 恒定电平 10mV-1Vrms 10%×设定电压+2mV

DC偏置电流源（选件） 0-±100mA 

变压器测试参数 圈数比、圈数、相位、电感、电容、漏感、品质因数、交流电阻、直流电阻、平衡、引脚短路 

LCR测试参数 Z、Y、C、L、X、B、R、G、D、Q、θ、DCR、变比、相位、LK

DCR显示范围 0.00001Ω-99.9999MΩ 

LCR参数显示范围 Z、R、X 0.00001Ω～99.9999MΩ

 Y、G、B 0.00001μs～99.9999s

 C 0.00001pF～9.99999F

 L 0.00001μH～99.9999kH

 D 0.00001～9.99999

 Q 0.00001～99999.9

 θ(DEG) -179.999～179.999

 θ(RAD) -3.14159～3.14159

 Δ% -999.999%～999.999%

测量速度(≥1kHz) 32ms,中速：90ms,慢速：650ms 

等效电路 串联，并联 

量程方式 自动，保持 

触发方式 内部，手动，外部，总线 

平均次数 1-255 

校准功能 开路，短路，负载，扫频/点频清零

内部直流偏置源 0V、1.5V、2V,准确度：1% 

比较器功能 10档分选，BIN1-BIN9,NG,AUX 

 档计数功能 

 PASS、FAIL前面板LED直接显示 

存储器 20组LCRZ仪器设定文件记忆 

 40组扫描设定文件记忆 

接口 控制接口 HANDLER(选件)

 通讯接口 LAN、GPIB(选件)、RS232C

 存储器接口 USB HOST （U盘存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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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多路耐压、绝缘测试仪（新品）

产品介绍：  
● 程控耐压、绝缘测试仪是全新设计的电气安规综合测试仪器。其新颖的外观，便捷的操作将使你的测试过程顺畅和准确。  

性能特点： 
● 4.3英寸16:9彩色TFT液晶显示器，显示分辨率达到480RGB*272  
● 全新外观设计，灵活、便捷的面板操作 最大漏电流测试范围达30mA  
● 快速放电和电弧侦测功能  
● 可调电压上升、下降时间，适应不同的测试对象  
● 每组可存储100个测试步骤，可以有50组 测试结果可同步保存，支持详细完整的统计操作  
● 人性化的操作界面，中文显示，支持数字按键直接输入  
● 内置八路矩阵扫描器  

型号分类： 
● 37110057:8路扫描程控AC/DC耐压、绝缘测试仪 
● 37110058:8路扫描程控AC/DC耐压测试仪 
● 37110059：程控耐压、绝缘测试仪
● 37110060：程控耐压测试仪 

订货号  37110057 37110058 37110059 37110060

耐压测试功能   

输出电压 AC 0.05kv-5kv±(1.0%读数5个字)(50Hz、60Hz可选)   

 DC 0.05kv-5kv 无 0.05kv-5kv 无

  ±(1.0%读数5个字)  ±（1.0%读数5个字） 

 电压调整频率 ≦(1.0%+10V)(额定功率)   

电流测试范围 AC 0.1mA-30mA±(1.0%读数+5个字)   

 DC 0.01mA-10mA 无 0.01mA-10mA 无

  ±(1.0%读数+5个字)  ±（1.0%读数5个字） 

 放电功能 测试结束后强制放电   

绝缘电阻测试功能   

输出电压  0.05KV-1KV±(1.0%读数+2V）  无 无

电阻测试范围  0.1MΩ-50GΩ，(电流范围在10nA-10mA)  无 无

电阻测试精度 500V-1000V 1MΩ-1GΩ±(5%读数+5个字)  无 无

  1GΩ-10GΩ±(10%读数+5个字)   

  10GΩ-100GΩ±(15%读数+5个字)   

 50V-500V 0.1MΩ-1GΩ±(10%读数+5个字)  无 无

放电功能  测试结束后强制放电   

  电弧侦测功能   

测量范围 AC 1mA-15mA  

 DC 1mA-10mA 无 1mA-10mA 无

一般参数   

存储器  50组，每组100步，总步骤数500   

电压上升时间  0.1s-999s   

电压跌落时间  0.1s-999s   

电压等待时间  0.1s-99.9(仅直流)   

测试时间设定  0.3s-999s   

接口   

标配  RS232、HANDLER、REMOTE I/0   

选件  SCAN(配多路扫描器)、GPIB   

八路矩阵扫描器  无 无 无 无

多路矩阵扫描测试功能   

型号  37110057X 37110059X  

八路矩阵扫描器  有 有  

其它技术指标  与37110057一样 与37110059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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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时域反色分析仪（OTDR)

产品介绍：    

● 光时域反射分析仪是一款多用途、高性能、手持式OTDR。

● 特有可视化故障定位仪(VFL)可以协助OTDR快速定位故障。

● 无论是在光纤网络构建与安装阶段进行链路鉴定，还是要执行快速

  高效的维护或者故障排查测试。 

功能特点：    

● 精度高：盲区＜0.8米  

● 速度快：5秒钟内完成全部测试  

● 智能性高   

● 操作简单，一键式操作，智能分析测试结果 

● 智能强光保护功能，保障测试的精度及可靠性 

● 智能光接口连接状态诊断功能，保障测试的精度 

● 智能报表功能，方便记录及定位模块  

● 适用性强   

● 触屏设计，便于操作   

● 4.3寸高亮触摸液晶显示，可满足强光照射下测试需求  

● ＜1500克重量，＞10小时的连续工作时间，适于野外操作  

● 特殊的防潮、抗震设计，满足各种特种应用场合的需求

订货号 动态范围(DdB) 事件盲区(m) 衰减盲区(m)

37110048 34/32 ＜1.5 ＜8

37110049 36/34 ＜0.8 ＜5

37110050 32/30 ＜3 ＜15 

技术参数    

订货号  37110048 37110049 37110050

技术规格 

 波长(nm)                   1310/1550  

基本性能 波长精度(nm)                   ±20  

 动态(Db) 34/32 36/34 30/28

 事件盲区(m) ＜1  ＜0.8 ＜1.5

 衰减盲区(m) ＜7 ＜4.5 ＜10

 最小量程(m) 100 100 100

 最大量程(km) 200 200 200

距离性能 最小距离分辨率(m) 0.05 0.05 0.05

 采样点数 128000 128000 64000

 距离不确定度(m) ±(0.75m+0.0005%×距离+采样分辨率) ±(1m+0.005%×距离+采样分辨率)

损耗性能 损耗门限(dB) 0.03 0.03 0.05

 损耗分辨率(dB) 0.001 0.001 0.001

 损耗线性度(dB/dB) 0.04 0.04 0.04

其它性能 脉宽(ns) 3~20000 3~20000 5~20000

 测量时间(s)                   用户自定义、实时  

 最大存储曲线数                   ＞4000  

 VEL 标配 标配 可订购

常规参数    

显示屏类型 4.3寸 TFT 触摸屏 480×272点阵16：9   

光适配器 FC/PC SC/PC(选件)    

接口 USB、RJ45   

电池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充电时间＜4小时 工作时间＞10小时  

电源 AC/DC适配器 输入 AC90-240V±10%输出DC12V   

工作温度（℃） -10~﹢50   

保存温度（℃） -20~﹢70   

相对湿度（%） ＜80   

重量（kg） ＜1.5   

外形尺寸（mm) 1352×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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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超声波探伤仪

应用行业：     
● 钢结构、锅炉压力容器、电力、石化、压力管道、冶金、军工、航空航天、铁路交通、汽车、机械、高校等领域、
特点：     
● 高速：400MHZ    
● 真彩：多种颜色可选、亮度可调  
● 内置探伤标准，可自由调出   
● 高性能锂电池，连续工作7-10小时  
● 高速USB和RS232两种接口与计算机通讯  
● 可自动生成探伤报告   
● 实时显示SL、EL、GL、RL定量值 

自动化功能：
● 自动校准：自动测试”探头零点”、“K值”、“前沿”及“材料声速”
● 自动显示缺陷回波位置（深度d、水平p、距离s、波幅、当量dB、孔径Ø值）
● 自由切换三种标尺（深度d、水平p、距离s),满足不同的探伤工程师的标尺使用习惯
● 自动增益：自动将波形调至屏高的相应百分比（如80%），大大提高了探伤效率
● 自动φ值计算：直探头锻件探伤，找准缺陷最高波自动换算孔径φ值
● 自动DAC、AVG、TCG曲线自动生成并可以分段制作，取样点不受限制，并可进行修正与补偿，满足任意探伤标准

自动计算回拨参数：
探伤功能： 
● 曲线包络和波峰记忆: 实时检索并记录缺陷最高波 
● Ø值计算： 直探头锻件探伤找准缺陷最高波自动换算
● 动态记录： 实时动态录制波形，并可存储、回放
● 缺陷定位: 实时显示水平值L、深度值H、声程值S
● 缺陷定量：  实时显示SL、EL、GL、RL定量值 
实时显示孔状缺陷Ø值： 
● 缺陷定性: 通过波形，人工经验判断
● 曲面修正： 曲面工件探伤，修正曲率换算
放大接收： 
● 硬件实时采样： 400MHz，波形高度保真 
● 闸门信号： 单闸门、双闸门，峰值或边缘读数
● 增益调节： 手动调节110dB(0.2dB、0.5dB、1dB、2dB、6dB、12dB步进）或自动调节的80%
声光报警： 
● 闸门报警： 进波报警、失波报警 
● DAC报警： 自由设置SL、EL 、GL 、RL报警  
数据存储： 
● 100个探伤通道，存储预先调校号各类探头与仪器的组合参数，方便存储、调用、与计算机通讯 
● 4G内存，实现存储、调出、打印、与计算机通讯传输。 
● 内存30000个厚度值 
● 时钟记录 
● 实时探伤日期、时间的跟踪记录，并存储 
● 控制接口 
● 高速USB、RS232两种接口与计算机通讯 
● 屏幕保护 
● 待机时可关闭屏幕或显示字幕，省电并延长使用寿命

扫描范围： 0~10000mm钢纵波

工作频率： 0.2MHz~20MHz

垂直线性误差： ≤2.5%

水平线性误差： ≤0.1%

灵敏度余量; ＞62dB（深200mmφ2平底孔）

分辨力： ＞42dB（5N14)

动态范围： ≥36dB

噪声电平： ＜8%

重复发射频率： 100~1000HZ

声速范围： 1000~20000（m/s)

工作方式： 单晶探伤、双晶探伤、穿透探伤

数字抑制： （0~80）%，不影响线性与增益

工作时间： 连续工作7小时以上（锂电池）

环境温度： （-20~70）℃（参考值） 

相对湿度： （20~95）%RH

订货号 功能 尺寸(mm)
37110003 基本型 210×150×45
37110004 增强型 210×150×45
37110005 全功能型 210×150×45
37110006 铸铁专用 210×150×45
37110007 绝缘子专用 210×150×45
37110008 焊缝专用 210×150×45
37110009 教学专用 210×150×45
37110010 点焊专用 210×150×45

标准配置： 
● 主机： 1台 
● 直探头： 1支 
● 斜探头： 1支 
● 电源适配器： 1个 
● 锂电池组： 1组 
● BNC电缆： 2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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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超声波探伤仪

作用：
● 数字超声波探伤仪能够快速便捷、无损伤、精确地进行工件内部多种
  缺陷如裂纹、焊缝、气孔、砂眼、夹杂、折叠等的检测、定位、评估
  及诊断
应用行业：
● 广泛应用于电力、石化、锅炉压力容器、钢结构、军工、航空航天、
  铁路交通、汽车、机械等领域、它是无损检测行业的必备仪器。
37110002与37110001相比较增加了以下两项功能：
● 自动录制探伤过程并可以进行动态回放
● B型扫描：实时扫查，描述缺陷横切面

功能：
● 自动校准“探头零点”“K值”“前沿”“声速”；
● 自由切换三种标尺（深度d、水平p、距离s),
● 自动增益：自动将波形调至屏高的80%；
● 自动DAC、AVG曲线自动生成并可以分段制作，取样点不受限制，
  并可进行修正与补偿。
● 曲线包络和波峰记忆：实时检索并记录缺陷最高波
● 缺陷定位：实时显示水平值L、深度值H、声程值S
● 缺陷定量：实时显示SL、EL、GL、RL定量值 实时显示孔状缺陷φ值
● 放大接收
● 硬件实时采样：150MHz，波形高度保真
● 闸门信号：单闸门、双闸门，峰值或边缘读数
● 增益调节：手动调节110dB(0.2dB、0.5dB、1dB、2dB、6dB、12dB
  步进）或自动调节至屏高的80% 
● 声光报警 
● 闸门报警：进波报警、失波报警 
● DAC报警：自由设置SL、EL 、GL 、RL报警  
● 数据存储 
● 100个探伤通道，存储预先调校号各类探头与仪器的组合参数，
  方便存储、调用、与计算机通讯 
● 内存300幅探伤波形及数据，实现存储、调出、打印、与计算机通讯
  传输。 
● 内存30000个厚度值 
● 时钟记录 
● 实时探伤日期、时间的跟踪记录，并存储 
● 控制接口 
● 高速USB、RS232两种接口与计算机通讯 

扫描范围： 0~10000mm钢纵波

工作频率： 0.25MHz~20MHz

垂直线性误差： ≤2.5%

水平线性误差： ≤0.1%

灵敏度余量; ＞65dB（深200mmØ2平底孔）

分辨力： ＞40dB（5N14)

动态范围： ≥36dB

噪声电平： ＜8%

重复发射频率： 100~1000HZ

声速范围： 1000~20000（m/s)

工作方式： 单晶探伤、双晶探伤、穿透探伤

数字抑制： （0~80）%，不影响线性与增益

工作时间： 连续工作7小时以上（锂电池）

环境温度： （-20~70）℃（参考值）

相对湿度： （20~95）%RH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001  210×156×40

37110002  210×156×40

产品特点：
● 用于测量防冻液、玻璃水、玻璃清洗剂冰点以及铅酸蓄电池电解液
  比重的精密光学仪器，具有操作简单、携带方便、使用便捷、测量
  液少、准确迅速等特点。
● 只要滴几滴液体在棱镜上，然后向着光观察就可以快速读出溶液测量值
● 管饭应用于化工、汽车等行业中。

折射仪（冰点仪）

产品配件：
● 盖板 
● 折光棱镜
● 校准螺栓
● 目镜 
● 包装清单
● 折射仪一只
● 擦镜布一块
● 滴管一个
● 螺丝刀一把

订货号 37117349

标准配置：
● 主机 1台
● 直探头 1支
● 斜探头 1支
● 电源适配器 1个
● 锂电池组 1组
● BNC 2根

产品简介：
● 适用于航空维护、维修领域、它包含68个航空电子常用的测试，
  测量仪器和配件。
● 坚固的聚丙烯黑色硬箱有弹性，防划防震，适合维修环境。
● 该箱密封性良好，防水防尘、落入水中会保持漂浮在水面。
● 温度范围-23到99摄氏度。  
● 该套件配有一台航空电子测试专用的数字多用表，也可用于绝缘电阻
  测试。
● 套件内的测试工具的管理很重要，所以每种航空测试线缆都存放在
  不同颜色的工具包里，盖子上印有大写英文字母。

航空电子测试套件

套件包含：
● GMC-1航空专用数字绝缘多用表
● 配外接电源，航空测试线缆22AWG公&母
● 航空测试线缆20AWG公&母
● 航空测试线缆16AWG公&母
● 航空测试线缆12AWG公&母
● 航空测试线缆GTA公&母
● 6米NG延长电缆
● BNC同轴电缆适配器套件
● BNC同轴电缆 
● 多种测试探头和测试线
● 4mm适配器
● 4mm/4mm电缆联接器，鳄鱼夹
● 6个航空测试线缆储存包

订货号 尺寸（cm) 重量(kg)

37118083 49×18×4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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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核相器

应用：
● 用于电力线路、变电所的相位效验和相序效验，具有核相、测相序、

  验电等功能。
● 具备很强的抗干扰性，符合(EMC)标准要求，适应各种电磁场干扰

  场合。
● 被测高电压相位信号由采集器取出，经过处理后直接发射出去，

  有接收器接收并进行相位比较，对核相后的结果定性。
● 因本产品是无线传输，真正达到了安全可靠、快速准确，适应各种

  核相场合。

安全事项：
● 现场测试时，操作人员应按电力部门高压测试安全距离标准进行操作
● 所测试绝缘杆电压等级为：≤220KV
● 为了安全核相，660KV/110KV/220KV电压等级核相，请使用非接触

  方式核相，详见说明书。

订货号  37117047    

屏幕显示内容： 无线核相仪、不同相、同相XY及其波形、相位角度  

测试电压范围： 测试电压0.38kV~220kV   

仪器传输距离： 主机和X、Y采集器的视距传输为X≥80m Y≥80m  

准确度：  同相误差≤10° 不同相误差≤15° 采样速率3次/秒 

工作环境温度：  -35℃~45℃ 湿度≤95%RH

机械故障听诊器

应用：
● 可迅速测出柴油机、气缸、汽车发出的机械噪声，并能精确找出机械

  故障的位置。
● 可用于化工领域，可对活塞、磨损齿轮轴承、破损的阀门和轴承、

  出故障水泵的噪声进行快速检测。
● 可用于对自动流水线装置的快速检测以确保其正常工作。
● 可用于化工领域，对各种管道里的液体的流动状态和阻塞情况来监听检

测。
● 可用于各种车辆和家用电器的维修保养。 

显示器  LED 

频率响应  10-10KHz 

输入阻抗  ＞20M 

噪音输入范围 100dB 

工作温度   -10℃-60℃

电源  4节7号电池

标准配置 

说明书   1份 

大功率吸磁座  1个 

耳塞装置  1个 

传感器   2个 

探针    2支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0153 156X67X28 270(包括传感器)

光功率计模块 ±0.17dB（±3%） 

探头类型 InGaAs Ø300μm(标配）、Ø2000μm
动态范围/订货号 37110051 37110052

 37110053 37110054

 -43~+26dBm -70~+6dBm

分辨率 0.01dBm,mW,Μw,nW 

校准波长 1310nm、1490n、1550nm、其它可选

光适配器 FC\SC\ST 可更换 

光源模块  

订货号 37110051 37110052

 37110053 37110054

中心波长 1310±20nm  1310±20nm 

 1550±20(标配)10nm 1550±20(标配)10nm

  1490±10nm 

输出功率  -3dBm  +1dBm

功率稳定性  ±0.04dB@20℃ 0.5h 

  ±0.08dB@20℃ 8h(15分钟预热后测量 )

调制频率 270Hz,1KHz,2KHz 

光适配器 FC\PC(标配），FC\APC,SC\PC,SC\APC 

整机性能  

VFL 1mW、5m//10mW（标配） 

电源 3×AA充电电池或普通干电池 

工作时间 ≥30h（不开背光） 

工作温度  -10℃~﹢60℃ 

存储温度  -20℃~﹢70℃ 

外形尺寸 185mm×85mm×45mm 

重量 约320克（不含电池） 

光万用表

迷你型视频仪/内窥镜
产品简介：
● 配备采用防水材料制成鹅颈管，灵活方便，不可触模毫无保护的探测  
  眼，否则无法检测物体。
● 本视频仪可适用于汽车维修、水下管道作业、大型机床诊断等领域。
● 防护等级：IP67 

液晶显示类型 2.4"TFT

最大分辨率 480*234

帧数最大值 30FPS/S

鹅颈管 1米(39")

摄像头直径 17毫米(0.66")

取景距离 15厘米～25厘米

视角 72°

工作电压 锂电池3.7V/1400mA

配件： 3.7V锂电池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89 120x87x185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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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视视频内窥镜(硬管)
● 高清视频仪/内窥镜使用双注塑机壳,结实耐用,高品质的图片成像和
  录像
● 可适用于航空、暖通空调、制冷、机械设备维修、汽车4S店、政企
  事业机关等领域。 

● 柔性材料的IP57防水等级视频镜头 ● 支持TV输出
● 带USB充电功能,支持SD卡扩展 ● 支持拍照和视频功能
● 即时在液晶屏上查看图片 ● 带十级亮度调节的LED灯

订货号 重量 适合观察小孔侧壁 连接方式

37117407 560g 最小孔径为(直径:10mm) 可连接电视

直径(D) 5.5mm

长度(L) 350mm

防水防尘等级 IP57

像素  0.3M

分辨率  640x480

帧速率  30fps

功能  可拍照、录像

文件格式 照片:JPG，录像:AVI

图像处理 调节亮度,对比度,色调饱和度

内存   2GSD卡

输出接口 TV,USB

电源  可充电电池(供3个小时工作电量)

工业视频电子内窥镜
产品概述：    
● 视频电子内窥镜是集光学、电子技术、精密机械和显微摄像技术于一体
  的管道、容器内部质量检查、探测、分析的无损检测仪器。
● 整机集图像显示、图像处理、弯角操纵和电池于一体式设计。
● 视频探头采用高分辨率摄像机成像，将视频信号通过处理放大后在监视
  器上显示检测结果。
● 具有分辨率高、图像清晰、色彩逼真、携带方便等优点。  
● 工业电子内窥镜广泛应用于机械铸造、汽车、航空、造船、电力、
  石化、兵器、冶金、反恐侦查等领域，适用于高温、有毒、辐射及
  人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场所。 
性能特点     
● 全金属操作手柄，多层钢丝编网软管，高强度探头护套，坚固耐用； 
● 采用光纤照明，高亮度LED光源，提高了光源使用寿命；   
● 工业级别专业液晶监视器,提供优质清晰的画面；    
● 内置存储模块，SD卡存储，图示化按键操作，便于实时记录影像；  
● 探头可做上下左右四向视角旋转观察，细微观察每个部位，针对不同
  检查环境，可提供1米到10米超长柔性探测管。
适用范围：
● 石油化工、机械铸造、消防救援、锅检及高温、
  有毒、核辐射及人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场所。

观察视角 0° 

观察深度 8mm~300mm 

分辨率 30万像素~55万像素 

视场角 100° 

弯曲方向 上下左右四向弯曲 

弯曲角度 90° 

照明方式 LED/光纤 

显示方式 8”液晶监视器

订货号 工作直径(mm) 工作长度(m)

37117394 4 1

37117395 5 2

37117396 6 4

37117397 8 5

37117398 10 8

37117399 12 10

37117400 16 10

视频电子内窥镜 

产品特点：  
● 掌上显示型，操作简单、携带方便
● 3.5"TFT-LCD显示屏，可随时拍照、录像、查看侦察记录
● 30~45万像素高清图像传感器，画质清晰明亮 
● 4颗超高亮度LED等，亮度可调整，黑暗角落亦清楚呈现
● 可控探头双向或四向旋转视角，360°全方位观察，不放过任何死角
● 内置高容量锂电池，保证3小时长时间巡航
● IP58 相机探头，防尘、防水、高耐磨。

观察方向 0°

焦距 固定

视角场 90°

成像系统 1/10"图像传感器

分辨率 30~45万像素（可选）

镜头直径 3.9mm/4mm/6mm/8mm

工作长度 1m~3m

探头弯曲方向 双向或四向弯曲旋转

弯曲角度 ≥120°

显示器尺寸 3.5“TFT LCD显示屏

电池 内置充电式锂电池 DC 5V/2A

光源 4颗超亮白光 LED

图像压缩模式 JPG、AVI，可拍照 录像

静态图像存储模式 JPEG（640X480分辨率）

防水性 IP58

尺寸 工作长度（m）

37117401 1

37117402 2

37117403 3

视频电子内窥镜（软管窥镜）

产品概述：
● 视频电子内窥镜采用模块化设计，所有功能都集成在手持机上，整机
  小巧、灵活，操作简单，携带方便，可探测范围广可用于机械铸造、
  警用侦查、化工管道、汽车维修、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消防搜救、
  电力领域。
● 耐磨性更高，具有超强的防磨损、防油、防污垢、耐酸碱等特性。
产品特点：
● 5英寸超大高清显示屏（800X480pix),图像清晰、流畅
● 可随时拍照、录像、智能型移动侦测，查看回放记录
● 45万像素高清图像传感器，画质清晰明亮
● 支持外置32G内存卡，录像长达32个小时
● 四向弯曲，360度全方位观察 
● 支持无线2.4GHz 8个频道手动/自动切换
● IP58 相机探头，防尘、防水、高耐磨
适用范围：
● 机械铸造、警用侦查、汽车维修、轨道
  交通、航天航空、消防搜救、电力领域。

观察方向 直视

焦距 固定

视场角 ≥90°

图像传感器 1/10图像传感器

分辨率 45万像素（可选30万像素）

探头弯曲方向 上下或上下左右四方向弯曲

弯曲角度 ≥120°

显示器尺寸 5”液晶监视器

照明方式 高亮度 LED 光源照明

存储卡 1GB-32GB TF 存储卡插槽，标配4G

图像存储 JPG、AVI，可拍照 录像 

电池 手电式光源，3.7VX2200mAh 锂电池

订货号 长度(m) 镜头直径(mm)

37117390 1 3.9

37117391 2 4

37117392 2.5 6

37117393 3 8

(
90) 5454

D

L

:4.5-
        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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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传输，支持iPhone，iPad和Android手机
● 转动把手
● 允许对小，难以到达的地方容易测量
● 迷你9毫米防水摄像机1米（3英尺）灵活延长管
● 制造和测试，IP67防水标准
● 视频录制和照片拍摄能力
● 提高知名度能力
● 镜头上安装LED灯亮度可调
● 3有用的配件包括：挂钩，
  镜子和磁铁
● 轻巧，手持式设计，
  灵活方便使用

视频仪/内窥镜 高清摄像机检查刻录随着视频仪/内窥镜
产品简介：
● 产品采用防水材料制成，灵活方便且便于机器日常的维护，视频仪在
  空调、暖通、供暖、发动机、内径缸体、汽车修理和维护、环保卫生、
  国防军工、石油化工以及航空航天等众多领域的人肉眼难以涉及的地方   
  发挥了，巨大作用。 

● 1280x720高清分辨率
● 9mm防水摄像机1米长度的可拆卸管
● 3.5"TFT-LCD显示器
● 快照和视频录制功能
● 支持32GB的最大的TF卡
● HDMI输出观看大屏幕高清
● 提高知名度与3X变焦能力
● 安装LED灯亮度可调
● 制造和测试，IP67防水标准 

视频内窥测量镜连接电脑同步

无线检查相机/ 内窥镜

产品简介：
● 产品采用防水材料制成，灵活方便且便于机器日常的维护，视频仪在
  空调、暖通、供暖、发动机、汽车修理和维护、环保卫生、国防军工、
  石油化工以及航空航天等众多领域的人肉眼难以涉及的地方发挥了
  巨大作用。 

产品特点：
● 外设电视屏幕可与探测器分离操作 
● 鹅颈管采用防水材料制成，灵活方便
● 防尘防水等级：IP57

液晶显示类型 3.0"TFT

最大分辨率 320*240

帧数最大值 30FPS/S

摄影图片格式 JPG(640*480)

视频录像格式 3GP

鹅颈管 1米（39")

摄像头直径 17毫米（0.66")

景深 5厘米~15厘米

取景方位 从0°到180°取景

支持SD卡 最大32GB

工作电压 锂电池3.7V/2000mA

支持TV输出功能 PAL/NTSC系统

语言 支持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配件 3.7V锂电池，适配器，镜面，钩形，磁性探头，工具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87 240x160x100 584

订货号         37117404   

订货号 37117408 订货号 37117405

镜头 直径 5.5mm

 像素 0.3M

 分辨率 640x480

 帧速率 30fps

镜头线 长度 1米

 类型 软性(金属编织管)

主机 功能 可拍照、录像

文件格式 照片: JPG , 录像:AVI

图像处理 调节亮度, 对比度, 色调饱和度

内存 2G SD卡

输出接口 TV, USB

电源 可充电电池(供3个小时工作电量)

重量 400g

标准配置 

主机   1个

镜头线(含镜头)  1个

USB线和软件   1个

镜头清洁液及擦拭布 1套

37117409 35°反光镜

37117410 45°反光镜

37117411 60°反光镜

有效像素数 640×480

发射频率 2400MHz-2483.5MHz

发射功率 12±1.5dBm

接收灵敏度 11B：-90dBm，11G/ N：72dBm

调制解调器模式 B02.11b：OSSS（CCK，DQPSK，DBPSK）

 B02.11g/正：OFDM（BPSK，QPSK，16QAM，64QAM）

跳频 FHSS/ DSSS/ OFOM/ CCK

传输速率 1-150Mbps

频率稳定度 ±20PPM

通畅的传输距离 ≥10m

工作电压 DC4V-6.5V

工作电流 <400毫安

放电时间 <3小时

工作温度 -10℃-+50℃

工作湿度 20％-85％RH

成像传感器 1/4“CMOS

图片/视频分辨率 1280×720

视角 50°

最小照度 0LUX

焦点 4-12厘米

消耗电流 120毫安（最大）

帧率 @30fps的720P，60fps的VGA@

显示分辨率 320（R，G，R）X240

视角 向上：40；向下：60；左：60；右：60

内置锂电池容量 1200mAh的/3.7V

电源适配器 5V/1500毫安（迷你 USB接口）

充电时间 ≤4小时

运行时 ≥2小时（视图模式）

消耗电流 680毫安

记忆 T-闪存卡

内存大小 32GB（最大）

图片格式 JPG

视频格式 MP4

工作温度 0℃ - +40℃

工作湿度 15％-85％RH

产品特点： 
● 柔性材料的IP67防水等级视频镜头
● 支持拍照和视频功能 
● 即时在液晶屏上查看图片 
● 带十级亮度调节的LED灯 
● 带USB充电功能，支持SD卡扩展
● 支持TV输出

15-100mm

54°

15-100mm

54°

1
5
-1
0
0
m
m

5
4°

35°
110°

45°

90°

60°

60°

可选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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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 

产品简介：
● 产品适用于煤矿井下、巷道、密闭作业、地下隧道处连续监测环境中
  可燃气浓度。
● 当可燃气浓度超限时，能自动发出声、光、振动报警。
● 可供相关工作人员、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流动工作人员、煤矿通防
  人员等随身携带使用，也可供上述所固定使用。
● 仪器为防爆本质安全型隔爆型。

订货号 尺寸(mm)

37117059 100x50x23

订货号 尺寸(mm)
37117060 100x50x30

技术指标  环境条件

测量范围 0~100%LEL  工作温度 0~40℃

指示精度 ±5%LEL 相对湿度 ≤98%RH（+25℃）

分辨率 1%LEL 传感器寿命 一年

响应时间 ≤20s(T90) 额定电压 3.6v

预置报警点 全量 程可调 充电时间 4~6小时

 （出厂设置25%LEL）

报警方式 声、光、振动三 电池型号 4.2v锂离子充电电池

 种报警方式 

报警误差 ≤±3%LEL

 技术指标  环境条件

测量范围 0~100%LEL 0~4.00%CH4 工作温度 0~40℃

指示精度 ±5%LEL 相对湿度 ≤98%RH（+25℃）

分辨率 1%LEL 传感器寿命 一年

响应时间 ≤20s(T90) 额定电压 3.7v

预置报警点 低报25%LEL  高报50%LEL 充电时间 4~6小时

报警方式 声、光、振动三种报警方式 电池型号 4.2v锂离子

充电电池

报警误差 ≤±3%LEL 仪器尺寸 100X50X30mm

可燃气检测报警仪

产品介绍：
● 是便携式可燃气检测报警仪（简称报警仪），是一种可连续检测
  可燃气体浓度，适用于防爆场所要求的本质安全型设备。
● 该探测器为本质安全型产品。
特点：  
● 外壳采用防水设计。  
● LCD液晶显示，可连续实时显示气体浓度，需要背景光灯可按NO键打开 
● 体积小，重量轻，携带使用方便。  
● 具有声、光、振动等3种报警功能。  
● 采用可充电电池供电，待机时间增长。 
● 具有低限、高限、STEL和TWA等多种
  报警功能，并可方便改写报警点。 
● 自动零点与满量程标定。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产品简介：
● 是一种可以灵活配置的单种或多种气体检测仪，可以配备氧气传感器。
● 可燃气和任选两种有毒气体传感器。
● 仪器采用自然扩散式检测各种环境中的有害气体，也可以根据需求
  加配外置抽气泵，应用于特殊环境下使用。适用于防爆及气体泄漏、
  地下管道或矿井、市政、燃气等场所，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工作人员的
  生命不受侵害，生产设备不受损失。

订货号 37117057  

测量气体： 可燃气(LEL) 氧气(O₂)
 一氧化碳(CO) 硫化氢(H₂S)
测量范围： LEL:0~100%LEL 0~4.00%CH4
 O₂:0~30%VOL CO:0~2000ppm
 H₂S:0~100ppm 
分辨率： LEL:0~1%LEL 0.01%CH4
 CO:1ppm H₂S:1ppm
测量方法： 扩散式测量方法 

报警设置： 全量程范围可调节 

电量显示： 实时显示电池电量 

报警方式： 高亮度LED显示，报警声级80dB 一氧化碳测试仪
产品介绍     
● 便携式一氧化碳测试仪，具有测量范围大、反应时间短、长期稳定性
  好、使用寿命长等特点，提供声光报警、气体浓度值显示、最大值
  查询、温度显示等功能。 
● 可广泛适用于民用住宅、餐饮场所、室内停车场、供暖设施、
  办公大楼等周围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气体的检测。 

基本功能 基本精度

CO测量范围 0~1000 ppm

精度 ±5% 或 5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60S (90%读数)

传感器类型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CO)

采样方式 扩散式

特殊功能 

最大浓度值保持 √  

报警值设定 √  

声报警 √  

光报警 √  

温度值显示 √  

传感器自检 √  

用户校准 √  

背光 √  

低电量显示 √  

自动关机 √  

一般特征 

电源 AAA 1.5V x 4
LCD尺寸 26.5mm × 35.5 mm
机身颜色 红色 +  灰色

标准配件 电池

标准包装 彩盒、说明书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28 565x430x23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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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可燃气体智能检测仪

气体种类 量程 分辨率 

LEL 0-100% 1%

跌落测试 6m

外壳 聚碳橡胶复合外壳

声音报警 ＞95 dB at 30 cm

闪光报警 顶部和底部有4盏超亮的LED灯 

振动报警 标配

立即报警 标配

跌倒报警 可选

屏幕 高对比度液晶显示

背光 点亮时间可调

电池 可充电锂电池

运行时间 室温下24小时 

充电时间 ＜4小时

操作温度范围  -20℃~+50℃ 

环境温度范围  -40℃~+70℃ 

湿度 15-90% RH 非凝露

防护等级 IP 67 

数据记录 标配，最少50小时

事件记录 标配，500个事件

质保 整机三年，含X智能传感器

气体种类 量程 分辨率

LEL 0-100% 1%
O2 0-30%vol 0.1%vol
CO 0-1999ppm 1ppm
H2S 0-200ppm 1ppm
跌落方式 6m 

外壳 聚碳橡胶复合外壳

声音报警 >95	dB	at	30	cm
闪光报警 顶部和底部有4盏

 超亮的LED灯

振动报警 标准

跌倒报警 标准

立即报警 标准

屏幕 高对比度液晶显示

背光 点亮时间可调 

电池 可充电锂电池 

运行时间 室温下24小时 

充电时间 <4小时 

操作温度范围  -20℃to +50℃

短时间操作  -40℃ to+60℃ 

湿度 15-90% RH 非凝露

防护等级 IP67

数据记录 标准，最少50小时

事件记录 标准，500个事件

产品简介：
● 小巧轻便，操作简单，聚碳复合橡胶外壳坚固耐用，广泛应用于石油、
  化工、消防、普通工业和公共事业等行业。

订货号 产品名称及描述 尺寸(mm) 重量(g)

37117283 单一可燃气体检测仪 112x76x35 222

 CCCF版，带跌倒报警功能 

37117284 单一可燃气体检测仪 112x76x35 222

 CCCF版，不带跌倒报警功能 

37117285 单一可燃气体检测仪 112x76x35 222

 工业版，带跌倒报警功能 

37117286 单一可燃气体检测仪 112x76x35 222

 工业版，不带跌倒报警功能 

37117287 通用采样泵 112x76x35 222

 1ft采样探杆，3ft采样软管

4X多气智能检测仪

产品简介：
● 4X四合一气体检测仪，操作简单。
● 聚碳复合橡胶外壳坚固耐用，可同时检测Q₂、H₂S/SO₂和可燃气体

  四种气体
● 这是Testboy首款配备专利X智能传感器的仪表。
● 矿业环境或密闭空间还可以选用荧光外壳。
产品特点;  
● 按键简单，外型亲和，佩戴手套时也可轻松操作  
● Testboy “跌倒报警”和“立即报警”功能  
● 兼容于银河自动测试系统
● 红外接口，可与Testboy Link软件对接，迅速下载所需数据。

订货号 产品名称及描述 尺寸(mm) 重量(g)
37117288 4X,LEL/O₂， 112x76x35 222
 聚碳橡胶复合外壳，带跌倒报警  

37117289 4X,LEL/O₂/CO， 112x76x35 222
 聚碳橡胶复合外壳，带跌倒报警  

37117290 4X,LEL/O₂/CO/H₂S， 112x76x35 222
 聚碳橡胶复合外壳，带跌倒报警  

37117291 4X,LEL/O₂/H₂S， 112x76x35 222
 聚碳橡胶复合外壳，带跌倒报警  

37117292 4X,LEL/O₂/H₂S/SO₂ 112x76x35 222
 聚碳橡胶复合外壳，带跌倒报警 

37117293 通用采样泵， 112x76x35 222
 1ft采样探杆，3ft采样软管

订货号 尺寸(mm) 电源

37117012  172x51x26 3x1.5VAAA(电池)

产品介绍
● 本系列产品广泛用于冶金、石化、制药、污水
处理、造纸、市政建设等行业。
● 采用智能化设计，实现多种功能 有背光照明，
暗处数字清晰可见 
● 声光报警，设置方便 电源不足时显示屏提示
● 产品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手感好，便于操作
● 进口传感器
● 被测气体： CO
● 测试范围： 0~1,000PPM
● 分辨率：  1PPM 
● 误差：  ±5% 
● 响应时间： ≤1秒 

有毒气体探测仪

氧气测探仪

应用领域：  
● 办公室或其他工作场所氧气含量检测  
● 制氧车间氧气含量检测  
● 火车、汽车车厢内氧气含量检测  
● 矿井内氧气含量检测 
● 登山或进入密闭场所氧气含量检测 
● 船舱内氧气含量检测 
产品特点： 
● 采用智能化设计，实现多种功能 
● 有背景光照明，暗处数字清晰可见 
● 声光报警，设置方便 
● 电源不足时显示屏提示 
● 产品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
  手感好，便于操作

被侧气体： 氧气

检测范围： 0~25%VOL

误差： ±0.5%

分辨率： 0.1%VOL

连续记录80000组数据，通过USB接口上传

订货号 尺寸(mm) 电源

37117013  172x51x26 3x1.5VAAA(电池）

37117014 172x51x26 3x1.5VAAA(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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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气体检测仪

产品简介：
● 产品性能可靠，操作简单，防护坚固，在检测环境中的可燃气体、
  氧含量、有毒气体的同时还融合了检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功能 
配置灵活：
● 可燃气、氧气、一氧化碳、硫化氢和PID探头，可检测数百种化学
  物质；  
可靠的PID表现性能：
● Testboy独特的PID探头设计，包括湿度补偿、稳定的零点读数、

  快速响应、出众的性能值得信赖，减少维护，让用户安心工作 
● 使用方便，有好的软件界面   
● 出众的声光报警系统清楚地提醒用户环境的危险程度  
● 锂电池与碱性包可交替使用，保证仪表不间断的工作  
● 一键标定让标定工作简化，智能化的软件让用户从复杂的标定调整
  工作中抽身出来  
● 可兼容Testboy仪表管理软件，进行自动标定和测量标准性
● 尺寸：165x92x66mm
● 重量：500g

订货号 产品名称和描述

37117301 光电离检测仪LEL/O2/CO/H2S,VOC,数据记录 

37117302 光电离检测仪LEL/O2/CO/H2S,VOC

37117303 光电离检测仪LEL/O2,VOC

37117304 光电离检测仪VOC,数据记录

37117305 光电离检测仪VOC

单一免维护气体检测仪

产品特点： 
● 强大防水防尘性能，防护等级达到IP67
● 出色的防电磁波干扰性能 
● 操作简单，无需任何培训 
● 内置数据记录功能 
● 声光和震动三重报警 

报警方式 声报警95dB @ 1英尺，LED报警灯，振动报警

仪器寿命 ＞2年（1080分钟报警）

工作温度  -20℃到50℃

工作湿度 10~95%非凝露

防护等级 IP 67

事件记录 25个报警事件 

认证： EX,ATEX,CSA

订货号 产品名称 尺寸(cm) 重量(g)
37117273 单一免维护型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O₂,0%-25%vol  

37117274 单一免维护型CO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0-500ppm  

37117275 单一免维护型H₂S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0-100ppm  

37117276 安全帽用夹子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单一气体检测仪
产品简介：
● 有着小巧的身材，强大的功能、坚固的外壳，可检测氧气、一氧化碳、
  硫化氢、二氧化硫等多种气体。
● 可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化工、钢铁、建筑、消防、公用事业等领域。

报警方式 声报警95dB@1英尺，

 LED报警灯，振动报警

仪器寿命 ＞3年

工作温度  -20℃到50℃

工作湿度 10~95%非凝露

防护等级 IP 67

事件记录 50个报警事件

认证 EX,ATEX,CSA

订货号 产品名称 尺寸(cm) 重量(g)
37117277 单一免维护型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O2,0%-25%vol
37117278 单一免维护型CO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0-500ppm
37117279 单一免维护型H₂S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0-100ppm
37117280 单一气体检测仪CO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钢铁厂型，0-1500ppm
37117281 单一气体检测仪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SO₂，0-20ppm
37117282 CR2电池 8.63X5.08X2.54 113包含夹子

气体种类 量程 分辨率

可燃气 0~100%LEL 1%LEL

氧气 0~25% 0.10%

一氧化碳 0~500ppm 1ppm

硫化氢 0~200ppm 1ppm

VOC 0~200ppm 0.1ppm

VOC 200~2000ppm 1ppm

外壳材料 含钢钎维的聚碳酸酯外壳，抗干扰，耐腐蚀

重量 500g

外形尺寸 165×92×66mm

防护等级 IP54

电源 充电锂电池（11小时工作时间）或碱性电池包

 （6小时工作时间）

充电时间 ＜6小时

报警 声、光报警；高、低浓度报警，STEL,TWA浓度报警；

 低电量报警；传感器失效或缺失报警

RFI防护 频率为150MHz或470MHz、功率为5瓦的无线电收发机，

 距离仪表30㎝以上时，不会对仪表产生任何干扰

温度范围  -20℃~50℃ 

湿度范围 0~95%RH（不凝露）

出厂设定  低报警 高报警 STEL TWA

 CO 35ppm 100ppm 400ppm 35ppm

 H2S 10ppm 15ppm 15ppm 10ppm

 LEL 10% 20%  --  --

 O2 19.50% 23%  --  --

 VOC 50ppm 100ppm 25ppm 10ppm

认证信息 UL913，I级，1区，组A，B，C和D，T4 CSA C22，不，157级 

 升，1区，组A，B，C和DT4 EEX IA D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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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测试仪

产品特点：   
● 简便易用，轻松标定、测试和维护  
● 轻松设置、简单操作、自动测试；  
● 彩色触摸屏增强用户在测试台的体验感； 
● 可独立使用，也可组成网络管理系统；  
● 测试系统和软件中文显示，同时支持多达18国语言；  
● 节省时间，节省标定气，节省维护成本  
● 配合Testboy专利的Xcell智能传感器使用，优化的测试,标定算法；  
● 全面提高天鹰家族便携表测试速度，节省更多的时间和标气；  
● 主动安全性   
● Testboy Link Pro软件可主动管理气体报警信息、事故环境气体记录
  检测仪状态、标定及测试计划；    
● 标定标贴打印，现场环境气体状态报告打印；    
● 数字联网通讯及数据管理功能；     
● 气体泄漏事件报告邮件提醒。 

工作温度GALAXY GX2 系统 0-40˚C 
电源输入电源模块 100-240 VAC,47-63 Hz 
可选车载电源模块 9-32 VDC 

物理特性测试台高度： 11.80" (299.72 mm) 
宽度： 6.50" (165.10 mm) 
深度： 7.90" (200.66 mm) 
材料： 丁腈 ABS 
气瓶支架座高度： 11.80" (299.72 mm) 
宽度： 6.50" (165.10 mm) 
深度： 6.10" (154.94 mm) 
材料： 丁腈 ABS 
多联充电器高度： 11.80" (299.72 mm) 
宽度： 6.50" (165.10 mm) 
深度： 6.44" (163.58 mm) 
材料： 丁腈 ABS 

  产品配置

    1阀(使用1只标气瓶)     4阀(使用1-4只标气瓶)

产品名称 订货号 充电 无充电 充电 无充电

智能测试系统 

 37117306  ●   

 37117307    ● 

智能测试系统 

 37117308 ●    

 37117309  ●   

 37117310   ●  

 37117311    ● 

智能测试系统 

 37117312 ●    

 37117313  ●   

 37117314   ●  

 37117315    ● 

5X多气体数显智能检测仪

产品特点： 
● 可同时检测六种气体； 
● 更为灵活的传感器配置，满足更多气体
  检测需求； 
● 中文菜单仪表，且有多国语言设置； 
● 屏幕可选黑白或彩色，按键易于操控； 
● 电池运作时间长达20小时； 
● IP65防护，能经受3米跌落测试； 
● Testboy独有传感器寿命到期前提示； 

● Testboy“跌倒报警”和“立即报警”功能； 
● 基于Alpha个人网络的通讯功能。 

气体种类 量程 分辨率

可燃气 0-100%LEL 1%LEL

氧气 0-30%Vol 0.1%Vol

一氧化碳 0-2000ppm 1ppm

硫化氢 0-200ppm 1ppm

二氧化硫 0-20ppm 0.1ppm

氯气 0-10ppm 0.1ppm

氨气 0.100ppm 1ppm

一氧化氮 0-200ppm 1ppm

二氧化氮 0-20ppm 0.5ppm

二氧化氯 0-1ppm 0.01ppm

磷化氢 0-5ppm 0.1ppm

氰化氢 0-30ppm 0.1ppm

二氧化碳 0-10%Vol 0.01%Vol

丁烷 0-25%Vol 0.1%Vol

甲烷 0-100%Vol 1%Vol

丙烷 0-100%Vol 1%Vol

丙烷 0-100%LEL 1%LEL

跌落测试 3米 

外壳 聚碳橡胶复合外壳 

声报警 ＞95dB(典型值） 

光报警 顶部2盏超亮LED灯 

振动报警 标准配置 

跌倒报警 标准配置

立即报警 标准配置 

显示屏 高清彩屏或黑白显示屏 

背光 光亮时长可调 

电池  可充电锂电池或碱性电池包 

运行时间 室温下20小时 

充电时间 ＜=6小时 

操作温度  -20℃to+50℃   

短时间操作温度  -40℃to+50℃   

湿度 15-90%RH非凝露   

IP防护等级 IP65   

数据记录 可调，至少200小时   

事件记录 标准 1000事件   

质保期 CO,H2S,LEL,O2，SO2和IR传感器2年 NH3，

 CI2传感器1年 其它传感器半年

订货号 产品名称及描述 尺寸(cm) 重量(g)
37117294 5X,LEL/O₂/ 16.9x8.9x4.2 453.59
 泵/黑白屏

37117295 5X,LEL/O₂/ 16.9x8.9x4.2 453.59
 CO/H₂S/泵/黑白屏

37117296 5X,LEL/O₂/ 16.9x8.9x4.2 453.59
 CO/泵/黑白屏

37117297 5X,LEL/O₂/ 16.9x8.9x4.2 453.59
 CO/H₂S/NH3/泵/黑白屏

37117298 5X,LEL/O₂/ 16.9x8.9x4.2 453.59
 CO/H2S/泵/彩屏

37117299 5X,LEL/O₂/ 16.9x8.9x4.2 453.59
 CO/H₂S/SO₂/泵/彩屏

37117300 5X,LEL/O₂/ 16.9x8.9x4.2 453.59
 CO/H₂S/SO₂/CO₂/泵/彩屏/W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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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探测器
产品特点 
● 隔爆型，检测可燃气体、有毒气体和氧气
● 本安型，电化学原理；检测各种毒气和氧气
● 多功能超大液晶显示，内置操作键盘
● 拔插式传感器便于维护，提供传感器更换提醒功能 
● 模块化设计，4-20mA输出，HART和继电器可选
● 防爆认证：PrimaX P:Ex d ia〔ia〕Ⅱc T6

可燃气体 催化燃烧式 

氧气/有毒气体 电化学式 *

性能  * *

典型响应时间 T50≤10秒./T90≤30秒.（可燃气） * *

传感器工作寿命 T20≤12秒./T50≤30秒.（氧气和毒气） * *

工作温度  -40℃至+70℃（-40℉to+160℉） * *

存储温度  -40℃至+70℃（-40℉to+160℉） * *

工作湿度范围 5%-95%RH 非冷凝 * *

工作压力范围 80-120kPa * *

电气   

工作电压 19.2至28VDC（标准24 VDC) * *

输出信号 4.20mA(最大负载300欧姆） * *

电源功耗 24 VDC,3W * -

 24 VDC,0.7W  - *

接线端子 3线制或4线制-最大2.5mm * -

  2线制-最大2.5mm  - *

显示\指示灯   

显示 文本液晶显示模块 * *

LED状态指示 绿色、黄色、红色，工3个指示灯 * -

可选项   

HART通讯协议 诊断和配置 * *

继电器输出 报警和故障（1A/30VDC 单刀

 双掷型继电器） * -

物理特性  * *

防护等级 IP66 * *

材质 黑色涂层铝合金 * -

 抗静电强化尼龙 - *

电缆接口 3/4NPT或M25×1.5mm * -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7316 220x162x100 1.6（3.5lbs)

37117317 220x162x100 1.6（3.5lbs)

气体探测器

产品特点： 
● 催化燃烧以及电化学原理，可检测各种燃性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 
● 设计的气体传感器，快速响应，更加安全可靠； 
● 四位高亮LED显示，标配高光滤片，强光下仍清晰可见； 
● 超强抗电磁干扰能力，有效避免误报警发生； 
● 具备粉尘防爆认证； 
● 可热插拔传感器，自动标定，
  低维护量； 
● 防护等级：IP67 
● 认证：CCCF,CMC,Ex 

产品特点：  
● 催化燃烧原理，具有极高的灵敏度；  
● 双盒式结构，便于接线，并能有效防止各种进水；
● 安装方便，可在水平方向360°旋转，可选不锈钢外壳，
● 喷塑工艺，抗腐蚀性更强； 
● 4-20mA信号输出，可选故障、预报警、高报警触点；
● 选配红外线遥控器，在现场不需开盖就能进行单人标定；
● 防护等级：IP67  
● 认证：Ex dⅡC T6 CCCF;GB15322.1

订货号 37117318

可燃气体探测器

可燃气体探测器 Ex d Ⅱc	t6	Gb
毒气控测器 Ex	d	ia	[ia]Ⅱc	T6	Gb
粉尘防爆 DIP A21 TA T6
技术规格表 

检测气体 可燃气体，CO,H₂S,O₂
外壳材质 探头材质316不锈钢带黑色涂层铝合金

 （不锈钢可选）

准确性 可燃气：≤±3%	毒气：≤±2%
重复性 ≤2%

响应时间 可燃气T90：≤20s  CO T90：≤15s

 O2 T90：≤20s  H2S T90：≤25s

信号输出 4-20mA（负载阻抗300Ω）

 3组报警继电器-2组浓度报警和1组故障报警

 （1A/30VDC SPDT)

工作温度 -40℃-+70℃

湿度 0%-95%RH，非凝露

工作电压 20-28VDC,额定24VDC

最大功耗 

可燃气： <4W;		CO	,H₂S,O₂;<3W
采样方式 扩散式

接线方式 标准3线制输出

电气接口 3×3/4″NPT
状态指示灯 预报警，报警，故障，正常  

测量范围 CO:(100,200,500,1000,2000)ppm  
 O₂：(10%,25%)Vol  
 H₂S:(10.0,20.0,50,100)ppm  

安装附件 标配2″管式安装组件  

传感器防护罩 标配   

遮阳罩 可选遮阳罩用于防护阳光直射 

可燃气体泄漏探测仪

产品简介：
● 可燃气体泄漏探测仪拥有小巧的笔形外观，便于携带和测量。
● 可探测液化石油气、沼气、甲烷、丁烷等可燃气体，报警时有蜂鸣
  及红、绿、黄灯闪烁提示，可应用于家庭、燃气装备及运输、环保
  监测及实验应用等领域

电源供应 DC 200mA

可探测气体 LNG,LPG,CH4

湿度 ≤95%RH

电池 1.5V(AAA)电池2节

温度 10~50℃

电力持续 连续工作4h

配件 2*AAA碱性电池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48 164×21 25

订货号 3711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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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泄漏辐射探测仪

产品简介：
● 是一款高灵敏度的微波泄漏辐射探测仪表，采用最新的开发技术及
  先进的传感器，高质量的传感器能精确地测量出辐射。
● 微波辐射无味无色，即使低量也会引起损伤，本仪表可以帮助您在
  生活中发现并从源头上避免受其伤害。
● 广泛应用于专业电磁场辐射和磁场辐射领域，在日常生活中，电路、
  电气、冰箱、电视、电脑、显示器等家庭、办公和工业生产与管理
  发挥重要的磁场检测作用。

产品特点：
● 数字液晶显示器 
● 在泄漏危险区域会发出嘟嘟的响声和红色灯闪烁 
● 低泄漏会显示警报 
● 人体工程学设计保证最佳手持感 
● 电池使用1年以上 
● 不需重新调校 
● 高灵敏度、可靠性高和高精度 

量程 0-9.99mW/cm²
报警值 5.0mW/cm²
采样率 2次/秒

配件： 使用说明书，9V电池，皮包，彩盒

一氧化碳检测仪 

产品简介：
● 一氧化碳检测仪具有检测0~1000PPM
  浓度一氧化碳（CO），并具有报警
  设置功能。
● 可适用于家庭、居住区、厂区等领域。

专业级数显辐射检测仪

产品简介：
● 最新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新型多功能数字核辐射检测仪，体积小、

  重量轻、高强度机身，十分坚固。可检测α、β、γ和X射线，

  标准局制造的核辐射传感器，此传感器是目前市场上性能 

  最好的小型辐射传感器。  
● 高灵敏度，用途广泛
● 可广泛应用于制药厂、实验室、发电厂、采石场、紧急状况营救站、

  金属处理厂、油田和供油管道装备、环境保护、国防安全等部门。

可检测：
● 地下水，镭污染
● 地下钻管和设备的放射性
● 周围环境的氡辐射铯辐射
● 石材等建筑材料的放射性
● 瓷器餐具玻璃杯等的放射性
● 局部的辐射泄漏和核辐射污染
● 有核辐射危险的填埋地和垃圾场
● 贵重历史遗产和个人珠宝有害辐射
● 从医用到工业的X射线仪的X射线强度

产品特点：
● 高清大屏显示屏
● 高精度
● 内置存储功能
● 电脑数据分析
● 低电量提示
● USB操作界面
● 日期设置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46 160x60x42 151

37117247 160x60x42 151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52 200x70x45 206

测量射线类型 α、β、γ和X射线

测量量程  辐射剂量率：0.01u	Sv/h-1200u	Sv/h
              脉冲剂量率：0-30000cpm,0-5000cps
              辐射剂量累计值：0.001u Sv-9999Sv

              脉冲剂量累计值：0-9999

灵敏度 1u Sv/h的Co-60射线环境下，

 108个脉冲或1000cpm/mR/hr

              α射线-从4.0兆伏特

              β射线-从0.2兆伏特

              γ射线-从0.02兆伏特

              X射线-从0.02兆伏特

射线选择开关 对α、β、γ、X射线进行组合选择

传感器：      卤素填装探测器

输出端口：    USB电脑连接口（专用USB线延长线可选，

 可延长至100米）

平均时间：    默认32秒，可在2秒和120秒之间手动或自动调节

显示：        6位LCD大显示屏，带棒图显示，可显示如下数据：

 辐射剂量率、脉冲剂量率、辐射剂量累计值、

 脉冲剂量累计值、 时间、日期、报警值、

 标定校正因子、最大辐射剂量率

校正： 可直接调整校正因子

报警功能： 可自由设定报警值、缺省设置为5u Sv/hr

精度（校验源Co-60射线）<10%(500u Sv/h以下) <20%(500u Sv/h以上)

存储功能：   可存储1000个数据，手动或自动存储

软件： 可让数值实时远传到电脑，进行显示、分析、记录

探测器工

作温度： -40℃到75℃

配件： USB连接线，CD软件，电池，工具盒，彩盒。

订货号 37117249 37117250 37117251

测量范围 0 ~ 1000PPM  

测量分辨率 1PPM  

误差 ±5% 或±10 PPM

预热时间 ＜2秒  

传感器 稳定的电化学气体传感器

传感器 寿命3年  

操作温度 0℃~50℃  

贮藏温度 -30℃~60℃  

操作湿度 0-99% 相对湿度

自动/+手动调零 * * *

10组数据储存 *  *

记录模式 *  *

LED的灯和蜂鸣报警 *  *

200PPM以上蜂鸣声连续响

35~200PPM之间蜂鸣声间续响（37117249/37117251）

35毫米耳机插孔 *  

快速采样 * * *

最大值保持 * * *

数据保持 * * 

自动关机  * *

尺寸：102x52x29毫米  重量：84克（37117249）

配件：使用说明书，3.6V电池，硅胶软管，皮包，彩盒（37117249）

尺寸：160x56x40毫米  

重量：180克（37117250/37117251）

配件：使用说明书，9V电池，皮包，彩盒（37117250/3711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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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一PM2.5粉尘颗粒物空气质量检测仪 

产品简介：

● 2.8英寸TFT彩屏液晶显示器

● 粒子计数/粉尘质量称重(PM2.5)

● 有毒性气体

● 露点和湿球温度、空气温湿度测量

● 拍照/摄像功能

● 时间和日期设置

● USB接口

● 数据记录

● 迷你SD卡扩展

产品应用：

● 仓库管理

● 防潮、防霉细节管理

● 环保等政事企业单位和机关

● 实验室

● 无菌车间

产品特点/订货号  37117190 37117191 37117192 37117193

2.8" TFT320x240像素彩色液晶显示屏 * * * *

支持照片(JPEG)和摄像(3GP)功能 * * * *

支持PM2.5、PM10质量称重法   * *

支持同时测试显示6组空气粒子,可监测小至0.3μm粒子 * * * *

空气温湿度,露点和湿球温度测试 * * * *

最大/最小/差值/平均值数据记录，日期/时间/设置，高低温警报 * * * *

MicroSD(最大8GB)记忆卡,USB电脑接入技术 * * * *

自动关机功能 * * * *

可选择采样时间，数据统计 * * * *

可存储5000个数据记录（时间、数量、相对湿度、温度、样本容量、警报和地标） * * * *

可选择语言: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说明书,7.5V锂电池,USB,充电器 * * * *

订货号  37117190 37117191 37117192 37117193

粒子计重

粒径通道 PM2.5/PM10   * *

质量浓度量程 0-2000ug/m3   * *

显示分辨率 1ug/m3   * *

粒子计数     

粒径通道 0.3,0.5,1.0,2.5,5.0,10μm * * * *

流量 0.1ft3(2.83L/min)可通过内置传感器控制 * * * *

计算模式 累计，差分，浓度 * * * *

误差 5%，2000000粒/ft3 * * * *

空气温度测量     

空气温度测量范围 0~50℃；测量精度：±0.5℃ * * * *

湿度测量范围 0~100%RH；测量精度：±2.5%RH（20%~80%RH） * * * *

露点温度量程  -30~100℃ * * * *

湿球温度量程 0~80℃ * * * *

气体检测     

HCHC量程 0.01~5.00ppm；误差：±5%±0.01ppm  *  *

CO量程 0~1000ppm；误差：±5%±10ppm  *  *

经济型和实用型相结合：

● 37117190具有六通道粒子测量,空气温湿度

  测量,露点温度测量、拍照和视频,USB

  连接电脑功能,SD储存的多样化的功能

  可及时的满足管理空气质量.

● 37117191在37117190基础上新增有毒

  气体检测功能（HCHO、CO)

● 37117192在37117190基础上新增粉尘

  质量称重功能;37117193在

  37117191基础上新增粉尘质量称重功能.

实时粉尘监测测试仪

订货号     37117406  

·实时粉尘监测仪是一款专为实时监测粉尘、烟雾和气溶胶而设计的坚固 
  耐用的手提式数据记录仪。
·它装配有宽大的TFT彩色显示屏，并可以同时显示趋势曲线图，使得用  
  户能同时查看粉尘的实时浓度和变化趋势。它是进行周边或室内环境视 
  察的理想工具。 
·这是一款检测快速而方便的仪器，给用户提供称重法采样无法比拟的更 
  多高质量数据，这台多功能的仪器可以结合一系列辅助部件，进行静态 
  测试以及颗粒物大小选择性测试。 
·在市场上的各种职业粉尘测量重,监测的量程最大,测得的结果可以通过 
  Insight数据管理软件轻松导出直观报告。 
典型应用:
·粉尘和悬浮物的风险评估
·监测工作场所内的粉尘浓度
·工业过程监测
·测试气体过滤效率
·环境粉尘评估
·施工和建筑行业的边界监测
·独特的实时图形显示
·测量范围广：0.01-250g/m3
·可移动的采样头
·针对恶劣环境的坚固性耐用设计
·多语言的操作系统
·可监测呼尘、PM10、PM2.5 参数
·可在现场检查校正
·碱性电池或干电池选项
技术参数：
·光感技术:前向光散射技术-880
  纳米红外线
·测量范围:0.001mg/m3—250 g/m3 
·测量灵敏度:0.001 mg/m3 
·操作温度:0-55℃（不可冷凝）
·调零稳定性:<2ug/m3/℃ 
·操作时间:典型 13小时
·电源:3 节AA 的镍镉可充电池（或碱性电池）
·电源变压器:通用输入电压交流电100-240V,47-63Hz 
·模拟输出:前端总线,直流电压0-2.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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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型空气质量检测仪

产品简介：
● 符合人体工程学迷你型的造型，易于单手操作和测量，严谨的产品
  设计和产品工艺，设计小巧，但测量数据精准，确保用户得到科学
  的真实数据，产品在空气净化领域、家庭日常监测领域以及环保人士
  的测量监测需求。

产品特点： 
● 2.0英寸TFT320*240像素彩色液晶显示屏 
● 支持PM2.5/PM10两个通道粒子想、质量称重法 
● 两通道粒子计数功能（2.5μm，10μm） 
● 空气温度和湿度测量，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测量 
● 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数据记录，
  日期/时间/设置，高低温报警 
● 自动关机 
● 可选采样时间，数据统计，延迟启动 
● 支持蓝牙通讯

粒子计数 

两通道  2.5μm，10μm

计数模式 累加、差分、浓度

误差 5%，2000000粒/ft3

质量称重 

质量称重量程 PM2.5：0~500ug/m3;pm10:0~500ug/m3

空气温度测量 

温度测量范围 0 to 50℃

测量精度 ±1℃

湿度测量 

湿度测量范围 0 to 100%RH 

测量精度 ±52.5%RH(20%~80%RH)

露点测量量程  -30~100℃

湿球温度量程 0~80℃

附件： 使用说明书，充电电池，包装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29 185x55x38 139

消防员呼救器
产品特点：  
● 呼救器的设计理念；
● 外壳采用超强的工程材料，
  具有优异的高抗冲击性；  
● IP67防护等级，防尘防水；  
● 两级报警，声光提醒；  
● 多种功能组合产品，可实现温度报警，
  手动报警复位等功能.
● 符合欧盟EN60079标准，BVS07 ATEXE 154，
  11 1G Exia ⅡC T3/T4有CE标识

外壳材质 铸模工程材料

防水防尘 IP 67

频率 2.6-3.0kHz

功能指示灯 双色指示灯

警报音量 在3米处达95dB;2盏高亮指示灯

预警报 2次信号/秒，音量略低

全警报 3次信号/秒，最高音量

电池 2节5号AA LR6电池

电池寿命 待机时间200小时；警报时间10小时

保质期 2年（不含电池）

认证 ATEX Ⅱ 1G Eex ia Ⅱc T3/T4防爆认证 

 -20℃~+55℃,GA 401-2002

测试 电磁兼容性(2004/108/EC)EN61000-6-2,EN61000-6-3

订货号 产品名称 尺寸（mm） 重量（g)

37117269 呼救器 100X75X45 230（含电池）

37117270 (带钥匙式)呼救器 100X75X45 230（含电池）

37117271 (含温度感应器)呼救器 100X75X45 230（含电池）

37117272 (带钥匙式,含温度感应器)

 呼救器 100X75X45 230（含电池）

泵吸式气体检测仪
● 整机体积小、重量轻、防水、防尘、防爆、防震设计
● 采用大容量锂电充电电池，可长时间连续工作 
● 数字LCD背光显示、声光、振动报警功能 
● 传感器采用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的电化学传感器 
● 上、下限报警值可任意设定，

自带零点和目标点校准功能 
● 数据恢复功能，免去误操作

引起的后顾之忧 
● 外壳采用特殊材质及工艺，

不易磨损，易清洁，长时间

使用光亮如新
● 高精度、高分辨率、响应迅速
● 内置温度补偿，维护方便

检测气体： 一氧化碳、氧气、硫化氢、氢气、可燃气

检测原理: 电化学式  催化燃烧式 

检测范围： CO 0~1000ppm
 O₂  0~30%vol
 H₂S  0~100ppm
 H₂   0~1000ppm
 EX   0~100%LEL
分辨率： CO  0.01ppm
 O₂  0.01%vol
 H₂S  0.01ppm
 H2  0.1ppm
 EX  0.1%lel
检测方式： 内置泵吸式

显示方式： LCD液晶背光显示

检测精度： ≤±3%(F.S)
报警方式： 声光、振动报警、电源欠压报警

响应时间： 小于30S

传感器使用寿命： 2年(O2 Ex 一年)
使用环境： 温度-20℃~+70℃；相对湿度≤95%RH

电池容量： 3.6VDC,1800mA,带充电功能

防爆标志： Exia Ⅱ CT6

防护等级： IP65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58 110x50x30 20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84 165x60x25 584

37117185 165x60x25 584

甲醛测试仪
● 甲醛测试仪是一款能实时测试甲醛和TVOC值，满足不同场合空气污染测试需求的       
   仪器，实时反映空气污染程度，仪表具有高准确性，快速反应，小巧而灵敏度
   高，便于携带，适用于家庭、办公室、工厂、宾馆和学校以及其他室内环境，
   空气中甲醛和TVOC浓度值以及计算空气污染指数。 

● 高品质燃料电池型传感器，高精度，稳定可靠
● 带背光液晶显示 
● 实时显示空气中甲醛的浓度值 
● 实时显示空气中TVOC浓度值 
● 两种检测单位切换（PPM,mg/m3）
● 空气污染指数显示 
● 空气污染 超标将由声光报警
● 自动关机 

传感器 高品质燃料电池型传感器

甲醛量程 0.00 to 5.00mg/m3(or PPM)

分辨率 0.01mg/m3(or PPM)

误差 ±2%

TVOC量程 0.00到9.99mg/m3(or PPM)

分辨率 0.01mg/m3(or PPM)

误差 ±2%

响应时间 ≤2s

操作温度 0℃ to 40℃

存储温度 -10℃ to 60℃

电源 Rechargeable battery充电电池

电池充电时间 使用AC电源适配器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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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一氧化碳/氟利昂检测仪

产品简介：
● 37117244/37117387可在窄小的空间里利用其细长的鹅颈管探测器测试
  可燃气体泄露或氟利昂气体泄露。机体小巧，简便的单手操作设计。  
● 视觉和听觉报警指示能精确检测气体泄露源，可调报警声速率。  
● 37117245可测试一氧化碳气体泄露并设置报警的功能。
● 可适用于化工、工矿企业等领域。

订货号 244 245 387

量程 0~100% 1000ppm 0~100%

报警界限 50ppm 35ppm 100ppm

LED灯报警提示 * * *

快速响应 * * *

调零功能  * 

16英寸鹅颈管 *  *

带耳机接口 * * *

传感器类型 低功率的半导体

预热时间 大约60秒

响应时间 小于2秒

使用周期 连续使用

供电电源 三个“C”电池

电池寿命 连续使用8小时

灵敏度高

越接近漏气点，报警声音越大

方便快速查找漏气

可将漏气通过报警指示器显示出来

高精度传感器可测试微小漏气处

配件：使用说明书，3个“C”电池，皮包，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44 221x72x46 498

37117245 221x72x46 498

37117387 221x72x46 498

酒精测试仪
产品简介：
● 是一款操作简单，快速反应的酒精测试仪。
● 采用先进的燃料电池型传感器，确保测量准确无误，为您的出行做
  严格的保护，确保出行安全。
● 37117182:在黑暗环境中带有红色和蓝色背光报警
● 37117183:在黑暗环境中带有红色背光报警,红色LED报警,数据存储
  功能,检测集中管理的数据和USB连接电脑,内置蓝牙，通过手机可将
  数据上传带有云存储和计算的云服务器进行共享,历史记录查询功能。

产品特点：
● 燃料电池型酒精传感器，高可靠，高精度 ● 欠压自动关机功能
● 一次性防回流吹嘴设计，卫生安全 ● 极佳的人机交互界面
● 预热时间短，响应、恢复速度快 ● 多个国家的醉驾标准
● 饮酒、醉酒两级声光报警信息 ● 提供实时时间显示功能
● 拒绝测试和吹气中断提示功能 ● 大容量可充电锂电池供电
● 五种测试单位可选
(mg/L,mg/100mL,g/L,%BAC,‰BAC等)

测量范围 0.000mg/L~1.500mg/L

分辨率 0.001mg/L

示值误差 C＜0.400:±0.020mg/L

 0.400≤C＜1.000：±5%

 C≥1.000：±20%

示值重复性 C＜0.400: 0.007mg/L

 0.400≤C＜1.000：1.75% 

                  C≥1.000：6%

校准周期 6个月

工作温度范围 0~50℃

存储温度范围  -10~60℃

吹气连续性 3s（流量＞20L/min） 

配件：3.7V锂电池，电源适配器，镜子，挂钩，磁铁，便携包。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82 240x160x100 584

37117183 240x160x100 584

订货号 37117043 

望远镜 正像 

放大率 42x

物镜口径 50mm

最短视距 1.2m

乘常数 100

加常数 0

补偿器工作范围 ±15'

安平精度 ±0.2"

圆水准器灵敏度 5'/2mm

度盘可选 360°或400gon

测微范围 10mm

读数系统 编码度盘

读数方式 数字液晶显示

最小显示读数 0.01mm

测微读数精确度 0.01mm

电池工作时长 ＞30小时

● 高精密自动安平水准仪是内置测微平板的高精密自动安平水准仪，仪器利用自动
   补偿技术和内置编码器和数字电路处理的测微系统，并由显示屏直接显示测微读
   数，直读0.01mm，精确可靠，最重要的一点是，水准仪1km往返水准测量标准
   偏差达到0.3mm的水平。
● 产品可应用于国家一等水准测量及地震水准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及沉降
   监测，矿山测量，大型机器安装，工具加工测量和精密工程测量等。
● 数显读数：使用数字式光学测微尺读数系统，极大提高了测量作业的效率和
   便捷性。    
● 新结构：全新的内置码盘读数结构，有效避免了使用过程中度盘的损坏。 
● 防尘防水：采用全密封设计，能有效地防尘防水，密封等级可达IP55。
   大口径：望远镜口径达到Ø50，放大倍数达到42倍，保证在测量时观测目标
   更清晰，能更准确地瞄准标尺。  
● 补偿稳定：补偿器采用新
   的固定方法，补偿器工作
   稳定可靠，提高了仪器
   的稳定性，安平精度可
   达±0.2"。
● 每公里往返测量高差标
   准偏差:≤0.3mm

高精密水准仪

电子经纬仪

产品用途：    

● 电子经纬仪可广泛用于国家和城市的三、四等

   三角控制测量，用于铁路、公路、桥梁、水利、

   矿山等方面的工程测量，也可用于建筑、大型

   设备的安装，应用于地籍测量、地形测量和

   多种工程测量。 

产品特点：  

● 超大屏幕液晶显示，  

● 读数方便，操作更易上手；  

● 绝对编码测角系统；  

● 电子式补偿器；  

● 可对同一角度多次测量求均值，  

● 提高精度减少记录量；  

● 可方便连接外接手簿；  

● 激光对点和指向开关可通过面板操作。

望远镜

有效孔径 45mm

放大倍率 30X

成像 正像

视场角 1°30’

最短视距 1.0m

角度测量

测角方式 绝对编码

最小读数 1"/5"/10"/20"

测角精度* ±2"

度盘直径 79mm

显示 

显示屏 双面

照明 有

补偿器 

补偿传感器类型 垂直自动补偿

补偿范围 ±3'

水准器 

长水准器 30"/2mm

圆水准器 8'/2mm

电源

电池 6V可充镍-氢电池

电池工作时间 15h
其他  

对电器 激光对点器（标配） 光学对电器（选配）

数据接口 RS-232C

工作温度  -20℃~+50℃

订货号 尺寸（mm） 对电器

37117037 153x175x328  激光对点器(标配)

37117038 153x175x328  光学对电器（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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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37117033

订货号 37117032

可燃气体探测仪 

分辨率  50 ppm(甲烷)

告警范围  10% ~ 40% LEL

响应时间  < 2 秒 

预热时间  ≥2分钟 

归零时间  7~10分钟 

工作温度  0 ~50℃ 

工作湿度  10 ~90% RH (不结冰）

特点

快速识别和确定可燃气体泄漏位置

手动调节灵敏度 

高灵敏度  

可见声光告警

常规

电源 4×1.5V  AA

安全等级 CE RoHS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60 172x70x46 330 

电子水准仪

产品用途：   
● 电子水准仪采用新的软件设计，对线路测量进行优化，严格按照登记
  测量规范流程，使水准测量工作简单、高效，用于国家二等及二等
  以下水准测量。
● 在水准测试中，找准目标标尺并调焦后按一下测量键，高程和距离值
  就以数字形式显示出来。
● 产品适用于水准网测量、变形监测、地面沉降的监测、工业测量、
  隧道和矿山测量、地形测量 水准线路测量、区域水准测量、等高线
  测量、道路和铁路放样、纵断面测量、横断面测量、高程放样。

产品特点：    
● 全数字键，图形窗口界面，可同时显示前后尺测量数据极差值，  
● 6行中文显示，24个数字键及功能键，  
● 测量快，测量结果清晰直观，可实现高程和尺高切换，支持单点测量，
● 多种线路测量，中间点测量、放样，连续测量线路平差功能  
● 测程远：实际测程
  可达105m以上  
● 测量速度快：单次
  测量时间在1s左右  
● 数据存储：可存
  储3000组数据，
  支持SD卡扩充 
● 开机后一键即可
  测得高差和距离  
● 电子读数/人工
  读数 

订货号    37117039

高程精度  电子读数  ±0.7mm

（每公里往返） 光学读数  ±1.5mm

测距精度  D≤10m  ＜±10mm

  10m＜D≤50m ±0.1%×D

  D＞50m  ±0.2%×D

测程     2~105m                    

最小显示  高差  0.1mm

  距离  10mm

测量时间    2s                          

望远镜  放大倍率  30X

  最短视距  1.0m

补偿器（磁阻尼） 补偿范围  ±14'

  安平精度  0.5"

内存容量    3000组数据、支持SD卡    

圆水准器    8'/2mm 

显示器    图形显示                  

电源系统    充电电池、工作12h以上 

自动陀螺全站仪
产品简介：
● 由陀螺仪37117032与无合作目标全站仪
  37117033组成的自动陀螺全站仪能够在20分
  钟内，最高以±5"的精度测出真北方向。
● 免去了人工观测的劳动量和不确定性。
● 产品应用于海底隧道定向、
  地铁建设、矿山井下定向、导航设备检测。

37117032陀螺仪性能指标：

方位角一次测定中误差 ≤±5"	
启动时间 ≤2min	
制动时间 ≤4min	
工作区域 可达纬度75° 

逆变器输出电压 36V,三相AC  

蓄电池容量 24V, ≥7Ah  25℃蓄电池连续工作时间 约8h 

充电器(独立于电源箱) 输入电压 110~220V，AC 

充电时间 ≤12h 

仪器重量 陀螺仪   3.2kg 

 电源箱   9.1 kg 

工作温度  -20℃~+502℃ 

37117033 全站仪性能指标： 

计算机 操作系统：Windows CE 5.0 

 存储器： 64MB RAM  32MB ROM；2GB SD卡 

 显示屏：3.5英寸屏幕，

 320×240（QVGA）彩色TFT触摸屏 

望远镜 成像：正像 视场：1° 30′

 物镜有效孔径：Ø45mm 最短视距：1.0m

 放大倍率：30X 

角度测量 测角方式：绝对编码 

 最小读数：1"/5" 

补偿器 补偿类型：双轴 

 补偿范围：±3′ 
距离测量 测距精度：±(2mm+2×10-6·D) 
 测距时间：1.2秒（初次2秒） 

机载电池 电池参数：7.4V		5.8Ah 锂电池 

 工作时间：6h 

其它 I/O：USB、RS-232C、USB HOST 

 防水、防尘：  I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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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型全站仪

产品用途：    
● 防爆型全站仪适用于煤尘和甲烷爆炸危险环境中作业的全站仪。
● 具有本质安全型防爆功能、仪器结构紧凑、测程及测量精度达到先进
  水平，是矿山测量的专用设备。
产品特点：    
● 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方便携带的特点，采用新的技术途径，
  对电路进行防爆处理，具备了优越的防爆性能。

防爆指标  

安全系数： 1.5
防爆标志： Exib1
本安参数： 工作电压7.4V；工作电流0.3A

望远镜     成像：正像 视场：1°	30′
           物镜有效孔径：Ø45mm 最短视距：1.0m
           放大倍率：30X 分辨率：3′′
角度测量   测角方式：绝对编码 探测方式：对径

角度测量精度 2′′
距离测量

棱镜精度： 2mm+2×10-6.D 

棱镜测程： 3000m
无棱镜精度： 3mm+2×10-6.D 

无棱镜测程： 500m 

反射片精度： 3mm+2×10-6.D 

反射片测程： 800m 

测距时间： 1.2秒（初次2秒） 精测模式

补偿器 补偿类型：双轴； 补偿范围：±3′
机载电池 电池参数：74V 3.4Ah锂电池

 工作时间：连续测角36h,连续测距10h

显示/按键 两侧点阵液晶显示、背光按键

对中器 类型：激光（光学选配） 

 精度：±1.00mm/1.5m  波长635mm
其它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0℃~+50℃
 相对湿度范围：≤96%
 大气压力：(0.8-1.1)×105Pa
 防水等级：IP66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7036 185x220x360 6.5

全站仪

产品简介：
● 全站仪是全中文数字键全站仪，内置大容量
  内存和各种应用测量程序，功能强大、性能
  稳定、使用方便。
● 具有线路计算、功能适用于建筑放样、道路放
  样、地形地籍测量及控制点测设等测量工作。
产品特点：
● 大于1000米免棱镜测距，具有激光指向
  高速测距 
● 八行液晶显示屏、全数字键盘操作快速
● 外置温度气压传感器
● 绝对编码系统；双轴补偿
● USB口快速通讯
● 大容量储存；大容量锂电池

望远镜 成像：正像 视场：1°	30′
 物镜有效孔径：Ø45mm 最短视距：1.0m
 放大倍率：30X 

测距 单棱镜精度：1mm+1.5×10-6·D/标准 

 3mm+1.5×10-6·D/快速

 免棱镜精度：2mm+2×10-6·D
 测程： 1000m/免棱镜     5000m/单棱镜 

角度测量 测角方式：绝对编码  

 测角精度：2"
 最小读数：111 点 

补偿器  补偿方式：双轴补偿  补偿范围： ±3′  
电源 工作电池： 7.4V  DC（可充锂离子电池）

 工作时间： ≥	12h
显示/按键 显示：两侧点阵液晶显示

 键盘：全数字键盘

其它 外置温度、气压传感器

 通讯：RS-232C/USB/蓝牙（可选）

 内存：128M(120000点)；支持SD卡扩充

 防水、防尘：IP55
订货号 3711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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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计数秤
产品特性：   
● 采用24bits AD，外部精度为1/60000   
● 从载入起到达稳定所需时间短   
● 从负载移除起到达零点之速度快，无残留   
● 零点、去皮键启动之反应速度快   
● 抗干扰能力（EMS+EMI)更强（抗辐射、静电、电源输入）。  
● 明亮清晰LCD窗口，6,6,6位数，字高14mm，LED背光。   
● 可预设76组PWLU(单件重量查询)用以储存编号、品名、
  单重及预扣重等。   
● 重量或数量数据累计功能。   
● 重量或数量上限报警功能。   
● 可自行设定取样速度。   
● 具有数字校正、自动关机、低电源及充电状态显示功能。   
● 多区间或多重范围双量程称重功能。
选配：   
● RS232：有全双工功能，可轻易读取秤的资料或做简单的资料列印。  
● RS232：自由形式的卡（内含实时时钟）。

产品规格
● 温度范围：0℃~40℃
● 秤盘尺寸：290×246（mm）
● 电源：AC 220V(-15%,+10%)
        +6V/4Ah 蓄电池

订货号 称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100 3kg e=1g/d=0.05g 1/60000
37110101 6kg e=2g/d=0.1g 1/60000
37110102 12kg e=5g/d=0.2g 1/60000
37110103 30kg e=10g/d=0.5g 1/60000

计数烧焊台秤(37110104-37110107)
计数铝压铸台秤 (37110189-37110192)
产品特性： 
● 采用24bitsAD，外部精度为1/15000 
  抗干扰能力（EMS+EMI)更强（抗辐射、
  静电、电源输入）。 
● 具有累计次数及数量之功能。 
● 具有自动校正、零点追踪、双重超载保护
  之功能。 
● 具有全段去皮、预去皮、定量警示之功能。
● 具有设计良好之运送保护点功能。 
● 外壳采用ABS塑钢材质，使用寿命长。 
● 电子显示头可调整适当的显示角度。 
● 具有双色之LED充电指示，可清楚了解
  充电状况。 
● 液晶LCD显示清晰易读，具LED背光功能。
选配： 
● RS232：有全双工功能，可轻易读取秤的
  资料或做简单的资料列印。 
● RS232：自由形式的卡（内含实时时钟）.

订货号 称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104 30kg e=10g/d=2g 1/15000
37110105 75kg e=50g/d=5g 1/15000
37110106 150kg e=50g/d=10g 1/15000
37110107 300kg e=100g/d=20g 1/15000
37110189 30kg e=10g/d=2g 1/15000
37110190 75kg e=50g/d=5g 1/15000
37110191 150kg e=50g/d=10g 1/15000
37110192 300kg e=100g/d=20g 1/15000

产品规格：
● 温度范围：0℃~40℃  
● 秤盘尺寸：400×500mm;420×520mm;450×550mm;600×800mm  
● 电源： AC	220V(-15%,+10%)+6V/4Ah 蓄电池 

订货号 称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096 3kg e=1g/d=0.1g 1/30000
37110097 6kg e=2g/d=0.2g 1/30000
37110098 15kg e=5g/d=0.5g 1/30000
37110099 30kg e=10g/d=1g 1/30000

规格：
● 温度范围： 0℃~40℃
● 秤盘尺寸： 255×320（mm）
● 电源：AC 220V(-15%,+10%)
        +6V/4Ah 蓄电池

产品特性：   
● 采用24bitsAD，外部精度为1/30000   
● 从载入起到达稳定所需时间短   
● 从负载移除起到达零点之速度快，无残留   
● 零点、去皮键启动之反应速度快   
● 抗干扰能力（EMS+EMI)更强（抗辐射、静电、电源输入）。  
● 液晶LCD（各6，6,6位数），可显示全段去皮。   
● 具有LED背光、累计次数及数量、10组单重预去皮记忆功能。  
● 具有单重自动平均、定量警示、零点追踪、全段去皮、预去皮、
  自动校正、双重超载保护功能。   
● 可设定数量取样稳定范围。   
● 内藏蓄电池，交、直流两用，携带方便。   
● 按键采有触感之设计，采用3M支胶贴，防水性高。   
● 电力不足时有明确之“  ”低电压显示。   
● 具有温度补偿功能，提供高精度称量时的准确度及稳定性。  
选配   
● RS232：有全双工功能，可轻易读取秤的资料或做简单的资料列印。  
● RS232：自由形式的卡（内含实时时钟）.
● OIML认证机种为1/3000精度。 

高精度计数秤

订货号 称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091 1.5kg e=0.5g/d=0.1g 1/15000
37110092 3kg e=1g/d=0.2g 1/15000
37110093 7.5kg e=2.5g/d=0.5g 1/15000
37110094 15kg e=5g/d=1g 1/15000
37110095 30kg e=10g/d=2g 1/15000

产品特性：
● 采用24bits AD
● 从载入起到达稳定所需时间短
● 从负载移除起到达零点之速度快，无残留
● 零点、去皮键启动之反应速度快
● 抗干扰能力（EMS+EMI)更强（抗辐射、静电、电源输入）
● 液晶LCD（各5，5,6位数）18mm高，显示清晰易读
● 具有LED背光、累计次数及数量、10组单重预去皮记忆功能
● 具有单重自动平均、定量警示、零点追踪、全段去皮、预去皮、自动校
● 正、双重超载保护之功能。
● 可设定数量取样稳定范围。
● 内藏蓄电池，交、直流两用，携带方便。
● 按键采有触感之设计，采用3M支胶贴，防水性高。
● 电力不足时有明确之“  ”低电压显示。
选配：
● RS232：有全双工功能，可轻易读取秤的资料或做简单的资料列印。 
● RS232：自由形式的卡（内含实时时钟）. 
● OIML认证机种为1/3000精度。
产品规格：
● 温度范围： 0℃~40℃
● 秤盘尺寸： 230×290(mm)
● 电源：AC 220V(-15%,+10%)
        +6V/4Ah 蓄电池

计数秤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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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 三组LCD显示器，5,5,6位数，字高14mm，具有LED背光功能。
● 最大可显示1/15000之精度。 
● 具有自动校正、零点追踪、全范围去皮、预去皮等功能。 
● 具有10组单重预设功能。 
● 可自行设定取样速度。 
● 表头曲线设计及底部平稳的结构，可搭配不同尺寸之
  秤台，亦可直接置於桌上或挂在墙上，调配灵活度高。 
● 搭配蓄电池，充、插电两用，使用方便。 
● 电源警示灯“  ”及自动断电功能确保系统的稳定性。 
● 双色LED充电指示，可清楚指示充电状况。 
选配： 
● RS232：有全工功能，可轻易读取秤的资料或
  做简单的资料列印。
● RS232：自由形式的卡（内含实时时钟）.

计数烧焊台秤

订货号 称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108 75kg  e=50g/d=5g 1/15000
37110109 150kg e=50g/d=10g 1/15000

产品特性：  
● 采用24bits AD，外部精度为1/15000  
● 从载入起到达稳定所需时间短  
● 从负载移除起到达零点之速度快，无残留  
● 零点、去皮键启动之反应速度快  
● 抗干扰能力（EMS+EMI)更强（抗辐射、静电、电源输入）。
● 液晶LCD显示（6，6,6位数），可全段去皮，不怕阳光照射，
  具有背光功能。
● 具有预去皮、零点追踪、重量预设、数量预设及累计功能。
● 具有简易计数功能，毛/净重指示灯，可调试多段数位滤波。
● 具有Lo/Hi/Ok检校、重量/数量超过范围警示功能。  
● 具有自动校正、双重过载保护、三种重量暂留之功能。  
● 内藏蓄电池，交、直流两用，携带方便。  
● 可设定数量取样稳定范围。  
● 电力不足时有明确之“  ”低电压显示。
● RS232：有全双工功能，可轻易读取秤的资料或做简单的资料列印。  
● Relay:3组输出功能。

数显计重电子专业秤

产品规格：
● 温度范围：0℃~40℃
● 秤盘尺寸：230×290(mm)
● 电源： AC 220V(-15%,+10%)+6V/4Ah 蓄电池

规格：
● 温度范围：0℃~40℃
● 秤盘尺寸：400×500(mm)
● 电源：AC 220V(-15%,+10%)
								+6V/4Ah 蓄电池

订货号 称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115 3kg e= 1g/d=0.1g 1/30000
37110116 6kg e= 2g/d=0.2g 1/30000
37110117 15kg e= 5g/d=0.5g 1/30000
37110118 30kg e=10g/d=  1g 1/30000

规格：
● 温度范围：0℃~40℃  
● 秤盘尺寸：230×280（mm）  
● 电源：AC 220V(-15%,+10%)+6V/4Ah 蓄电池

产品特性：  
● 采用24bits AD，外部精度为1/30000  
● 从载入起到达稳定所需时间短  
● 从负载移除起到达零点之速度快，无残留
● 零点、去皮键启动之反应速度快  
● 抗干扰能力（EMS+EMI)更强（抗辐射、静电、电源输入）。
● 液晶LCD显示（各6，6,6位），可全段去皮，具有背光功能。
● 具有预去皮、零点追踪、重量预设、数量预设及累计功能。
● 具有简易计数功能，毛/净重指示灯，可调试多段数位滤波。
● 具有Lo/Hi/Ok检校、重量/数量超过范围警示功能。
● 具有自动校正、双重过载保护、三种重量暂留之功能。
● 内藏蓄电池，交、直流两用，携带方便。
● 可设定数量取样稳定范围。
● 电力不足时有明确之“  ”低电压显示。
● 具有温度补偿功能，提供高精度称量时的准确度及稳定性。
● RS232：有全双工功能，可轻易读取秤的资料或做简单的资料列印。 
● Relay:3组输出功能。  

订货号 称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119 0~15kg e= 5g/d=5g 1/3000

 15~30kg e=10g/d=10g 

37110120 0~30kg e=10g/d=10g 1/3000

 30~60kg e=20g/d=20g

产品规格：
● 温度范围： 0℃~40℃ 
● 秤盘尺寸： 300×350(mm) 
● 电源： DC 9V阿达特或五号干电池4颗（不附干电池）

产品特性： 
● 具有全范围去皮、毛重/净重交叉显示功能。 
● 具有自动校正、自动零点追踪之功能。 
● 具有双重超载保护功能。 
● 具有简易计数功能。 
● 可设定暂留(Hold)功能。 
● 菱形压花铝制外箱，方便使用者外出携带。 
● 整机重量仅4.3kg，并具有交、直流两用之功能，携带方便。
选配： 
● 不锈钢秤盘。 

便携秤

计重秤

+ -

+ -

+ -

订货号 称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110 1.5kg e=0.5g/d=0.1g 1/15000
37110111 3kg e=  1g/d=0.2g 1/15000
37110112 7.5kg e=2.5g/d=0.5g 1/15000
37110113 15kg e=  5g/d=1g 1/15000
37110114 30kg e= 10g/d=2g 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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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 不锈钢机壳设计，符合国际IP67防水标准。
● 具有检校秤之功能（可以设定：HI、OK、LO三点）。
● 电源供应采用9V充电器，设有110/220V切换键，使用方便。
● 具有背光、全程量去皮及预去皮之功能。
● 第三代滤波功能，适合恶劣环境使用。
● 具有交、直流两用之功能。 
● 具有低电警示及充、放电保护之功能
● 具有计重及简易计数之功能。
● 具有自动校正、自动零点追踪之功能
● 内建RS-232或PRINTER输出接口。
● 能搭配各种称量的IP66或
  IP68防水秤台，调配灵活度高。
● 37110121、37110122、37110123：
  不锈钢结构+ABS传感器防水盒。
● 37110124、37110125、37110126：
  不锈钢结构+不锈钢传感器。

防水计重台秤

订货号 秤量 防水等级 外部精度 秤台尺寸(mm)
37110121 60kg IP66 1/15000 420x520
37110122 120kg IP66 1/15000 420x520
37110123 300kg IP66 1/15000 420x520
37110124 60kg IP68 1/15000 420x520
37110125 120kg IP68 1/15000 420x520
37110126 300kg IP68 1/15000 420x520

产品规格：

● 适用温度： 5℃~35℃   
● 电源：  DC 9V阿达特或二号电池4颗

产品特性：   
● 秤面以A36结构及C型槽钢骨架为基础，坚固耐用。
● 单层标准型结构，附有4组可调式支脚；双层结构，适用于坑式地磅，
  附有4组碗状压头元件，安装方便。   
● 以IP67防水分配器（Junction Box)连接4颗传感器使用。
● 广泛使用于工厂、企业、铁道、港口、交通、商业之货品与小型车辆
  的重量控制。   
● 可轻易的与重量控制显示器连接使用，以读取重量资料及启动其他
  功能（建议与Testboy重量控制显示器配合使用）。
● 可连结RS-232输出接口或直接连接打印机接口。   
● 可连结10米内之远端显示。   
● 当传感器损坏时，可单颗更换。   
● 配有M12环扣，方便搬运。   
选配：   
● 斜坡(尺寸有1m,1.2m,1.5m及2m可供选择)   
● 图中电子头

规格：
● 适用温度：0℃~40℃
● 电源：AC 220V(-15%,+10%)

规格 37110133 37110134 37110135
 1t(1/2000) 2t(1/2000) 3t(1/3000)
地磅尺寸(m) 1x1 1x1 1x1
 1.2x1.2 1.2x1.2 1.2x1.2
 1.5x1.5 1.5x1.5 1.5x1.5
 2x2 2x2 2x2
 1x1.2 1x1.2 1x1.2
 1.2x1.5 1.2x1.5 1.2x1.5
 1.5x2 1.5x2 1.5x2

订货号 称量(g) 规格(g) 外部精度 秤盘尺寸(mm)
37110136 300 e=0.1/d=0.005 1/60000 圆称盘直径116
37110137 600 e=0.2/d=0.01 1/60000 圆称盘直径116
37110138 1200 e=0.5/d=0.02 1/60000 方秤盘144×124
37110139 3000 e=1/d=0.05 1/60000 方秤盘144×124

产品特性： 
● 采用高速24bits AD，外部精度为1/60000. 
● 具有简易计数功能、 
● 具有13种秤重单位选择之功能。 
● 具有自动校正、零点追踪、双重超载保护等功能。 
● 可选择开机单位、地心引力值调整功能、外部重量校正功能。 
● 具有单重自动平均、全段去皮、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温度线性自动补偿之功能。 
● 液晶LCD显示清晰易读，具LED背光功能。 
● 具有设计良好之运送保护点功能。 
● 电力不足时有明确之“  ”低电压显示。 
● 电源有插电或干电池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 内建RS-232输出界面及防风罩。

电子计重天平

小地磅

计数秤 
产品特性：
● 采用24bits AD
● 从载入起到达稳定所需时间短
● 从负载移除起到达零点之速度快，无残留
● 零点、去皮键启动之反应速度快
● 抗干扰能力（EMS+EMI)更强（抗辐射、静电、电源输入）。
● 液晶LCD（各6，6,6位数），可显示全段去皮。
● 具有LED背光、累计次数及数量、10组单重预去皮记忆功能。
● 具有单重自动平均、定量警示、零点追踪、全段去皮、预去皮、
  自动校正、双重超载保护之功能。
● 可设定数量取样稳定范围。
● 内藏蓄电池，交、直流两用，携带方便。
● 按键采有触感之设计，采用3M支胶贴，防水性高。
● 电力不足时有明确之“  ”低电压显示。
选配：● RS232:有全双工功能,可轻易读取秤的资料或做简单的资料列印
      ● RS232：自由形式的卡（内含实时时钟）
      ● OIML认证机种为1/3000精度。   

产品规格：● 温度范围： 0℃~40℃
                ● 秤盘尺寸： 230×280（mm）
                ● 电源： AC 220V(-15%,+10%)+6V/4Ah 蓄电池

订货号 称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086 1.5kg e=0.5g/d=0.1g 1/15000
37110087 3kg e=1g/d=0.2g 1/15000
37110088 7.5kg e=2.5g/d=0.5g 1/15000
37110089 15kg e=5g/d=1g 1/15000
37110090 30kg e=10g/d=2g 1/15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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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重天平

数显式工业级吊钩秤

电子分析天平

电子精密天平

经济型电子天平

电子精密天平
产品介绍 
● 该机型采用全新设计的电磁力平衡式,传感器,
  在保证灵敏度的前提下式电子天平的反应速
  度更快、性能更稳定.
● 其美观大气的外形设计、带背光液晶显示屏、
  不断提升的产品功能及人性化设计使之成为
  更受广大用户欢迎的首选产品。

技术参考：  
● 输出接口:RS232C
● 外形尺寸:330x235x345mm 
● 电源：专用电源适配器(输出220V/50Hz)
● 秤盘尺寸:Ø80mm

技术参考：  
● 输出接口：RS232C
● 外形尺寸：330x235x345mm 
● 电源：专用电源适配器（输出220V/50HZ)

技术参考：  
● 输出接口：RS232C
● 外形尺寸：330x235x90mm 
● 电源：专用电源适配器（输出220V/50HZ)

技术参考：  
● 输出接口：RS232C
● 外形尺寸：220x175x70mm 
● 电源：专用电源适配器（输出220V/50HZ)

订货号 称量范围 可读性

37110200 0~60g 0.1mg
37110201 0~100g 0.1mg
37110202 0~110g 0.1mg
37110203 0~160g 0.1mg
37110204 0~200g 0.1mg
37110205 0~210g 0.1mg
37110206 0~220g 0.1mg

订货号 称量范围 可读性 秤盘尺寸

37110211 0~500g 10mg Ø160mm
37110212 0~1000g 10mg Ø160mm
37110213 0~1200g 10mg Ø160mm
37110214 0~2100g 10mg Ø160mm
37110215 0~3100g 10mg Ø160mm
37110216 0~5100g 100mg Ø160mm
37110217 0~6100g 100mg Ø160mm

订货号 称量范围 可读性 秤盘尺寸

37110207 0~100g 1mg 80mm
37110208 0~200g 1mg 110mm
37110209 0~300g 1mg 110mm
37110210 0~500g 1mg 110mm

订货号  称量范围  可读性 秤盘尺寸

37110218	 	 0~100g	 	 10mg	 ø110mm
37110219	 	 0~200g	 	 10mg	 ø110mm
37110220	 	 0~300g	 	 10mg	 ø110mm
37110221	 	 0~500g	 	 10mg	 ø110mm
37110222	 	 0~200g	 	 10mg	 ø160mm
37110223	 	 0~600g	 	 100mg	 ø160mm
37110224	 	 0~1000g	 	 100mg	 ø160mm
37110225	 	 0~1200g	 	 100mg	 ø160mm
37110226	 	 0~2100g	 	 100mg	 ø160mm
37110227	 	 0~3100g	 	 100mg	 ø160mm

规格：
● 适用温度:
  5℃~35℃ 
● 电源:DC 9V或二号
  电池4颗或6V/1.2Ah
  蓄电池

产品特性：  
● 采用高速24bits AD，外部精度为1/60000.
● 具有自动校正,零点追踪,双重超载保护等功能.
● 具有简易计数功能、  
● 液晶LCD显示(字高16mm)清晰易读,具LCD背光
  模式设定.
● 可选择开机单位、地心引力值调整功能、
  外部重量校正等功能。  
● 具有自动平均单重、全去皮。 
● 具有温度线性自动补偿之功能。
● 具有低电源显示,时间日期显示(自动关机功能)
● 附有双向RS-232输出接口及防风罩。
● 具有设计良好之运送保护点功能。
● 37110140-37110141秤盘尺寸:圆直径120mm
● 37110142-37110143秤盘尺寸:方盘151x126mm

规格：
● 吊钩开口:
  37110127,37110128,
  37110129:40mm
● 37110130,37110131,
  37110132:50mm
● 产品尺寸:
● 37110127,37110128,
   37110129,37110130:
  210(W)x216(D)x460~665(H)mm
● 37110131,37110132:
  210(W)x228(D)x770~885(H)mm
● 适应温度:-10℃~40℃
● 电源:AC 220V(-15%,+10%)
       +10V/1Ah 蓄电池

订货号 程量 规格 外部精度

37110127 1000kg e=0.5kg/d=0.5kg 1/2000
37110128 2000kg e=1kg/d=1kg 1/2000
37110129 3000kg e=1kg/d=1kg 1/3000
37110130 5000kg e=2kg/d=2kg 1/2500
37110131 10000kg e=5kg/d=5kg 1/2000
37110132 15000kg e=5kg/d=5kg 1/3000

产品特性：  
● 铝合金机身,坚固耐用,极限负载高达600%.
● 特殊万向节结构设计,确保物体垂直秤重准,
  避免重量值残留.  
● 吊钩可360度旋转，维持高准确度和高安全度.
● 大型红字LED显示屏(字高25.4mm),可视角广.
● 省电电路设计，一次充电可持续使用120小时.
● 颜色鲜明，在昏暗的环境有警示效果.
● 具有自动零点追踪、归零速度快等特点，
  全面提升稳定性及工作效率。 
● 具有手动/自动/峰值重量显示暂留功能、
  重量目标值警示设定功能.
● 具有低电压警示及待机省电功能,
  延长蓄电池使用寿命。  
● 特殊电路保护,有效解决蓄电池容易损坏问题.
● 无需打开秤体即可由外部拆、装充电电池.
● 无线遥控器，最远可达24.6米.

订货号 称量 规格(g) 外部精度

37110140 300g e=0.1/d=0.005 1/60000
37110141 600g e=0.2/d=0.01 1/60000
37110142 1200g e=0.5/d=0.02 1/60000
37110143 3000g e=1/d=0.05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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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元件分析仪 

简要介绍：
● 本系列自动元件分析仪应用最新的高速处理器和全新的软件系统，使其拥有更高的测试速度、更全面的分析功能和友好的人机交互体验。

技术参数   

显示器  800×RGB×480 7寸TFT LCD显示器 

测试信 37110073 20Hz-300kHz 

号频率 37110074 20Hz-500kHz 

 37110075 20Hz-1MHz 

 最小分辨率 1mHz,5位频率输入

 准确度 0.01%

AC电平 测试信号电压范围 5mV-10Vrms

 电压最小分辨率 100μV,3位输入

 准确度ALC ON  10%x设定电压+2mV

       ALC OFF  6%x设定电压+2mV

 测试信号电流范围 50μA-100mA
 电流最小分辨率 1μA,3位输入

 准确度ALC ON  10%x设定电压+20μA
       ALC OFF  6%x设定电压+20μA
DC偏置 电压/电流范围 0V-±10V/0mA-±100mA

电压源 分辨率 0.5mV/5μA
 电压准确度 1%x设定电压+5mV

 ISO ON 用于电感、变压器加偏置测试

AC源内阻 ISO ON 100Ω

 ISO OFF 30Ω、50Ω、100Ω可选

DCR源内阻          30Ω、50Ω、100Ω可选

DC 电压源 电压/电流范围 0V-±10V/0mA-±50mA

 分辨率 0.5mV/5μA
 电压准确度 1%x设定电压+5mV

 输出电阻 100Ω

LCR测试参数           ︱Z︱,︱Y︱,C,L,X,B,R,G,D,

  Q,θ，DCR,Vdc-ldc

测试页面参数显示   两组主、副参数，第二组参数可ON/OFF

  最多10页，每页15点列表扫描；

  多种参数连续扫描图形分析

基本测 LCR测试参数 0.05%

量准确度 校准条件 预热时间：≥30分钟

  环境温度：23±5℃；

  信号电压：0.3Vrms-1Vrms;

  清:"0":开放,短后；

  测试电缆长度：0m

测量时间（≥10kHz)  快速：9ms/次

  中速：67ms/次

  慢速：187ms/次

  另加显示字符刷新时间

LCR参数显 ︱Z︱，R,X,DCR 0.00001Ω-99.9999MΩ

示范围 ︱Y︱,G,B 0.00001μs-99.9999s
 C 0.00001pF-9.99999F

 L 0.00001μH-99.9999kH
 D 0.00001-9.99999

 Q 0.00001-99999.9

 θ(DEG) -179.999°-179.999°

 θ(RAD) -3.14159-3.14159

 △% -999.999%-999.999%

等效电路             串联、并联

量程方式                 自动、保持

触发方式                 内部、手动、外部、总线

平均次数             1-256

校准功能            开路、短路全频、点频校准、负载校准

数学运算               直读，△ABS，△%

延时时间设定            0--999，最小分辨率100us

比较器功能             10档分选，BIN1~BIN9/NG/AUX

                       档计数功能

                     PASS/FAIL前面板LED显示

列表扫描   最多10个页面列表扫描，每页最多15点

                        每页可单独对频率、AC电压/电流、

  内/外DC偏置电压/电流、独立DC源电压进

  行列表扫描测试。每扫描点可单独分选

图形分析                可对频率、AC电平、DC偏置等进行

  图形扫描分析。

                        设定扫描起始点、终止点，每次扫描点

                        显示最大值、最小值，读取选择的

  任意扫描点值。

                   可选择将扫描图形存贮于仪器内部

  或外部USB 存储器。

内部非易失性存储器 100组LCRZ仪器设定文件记忆

  201次测试结果

  10组GIF图像、CSV数据文件

外部USB存储器 GIF图像、CSV数据文件

  LCRZ仪器设定文件记忆

  测试数据USB存储器直接存储

接口 1A偏流源 可内部安装1A直流偏置电流源

  （选件）

 I/O接口 HANDLER，从仪器后面板输出

 串行通讯接口 USB 、RS232C

 并行通讯接口 GPIB接口（选件）

 网络接口 LAN

 存储器接口 USB HOST（前面板）

 偏置电流源 使用DCI接口可控制外部直流偏流

 控制接口DCI 源。偏置电流最大可达120A。

标准配置

通用技术参数

工作温度，湿度          0℃-40℃，≤90%RH

电源要求 电压 99V-121V,198V-242V AC

 频率 47Hz-63Hz

功耗                 最大80VA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0073 400x132x385 约13

37110074 400x132x385 约13

37110075 400x132x385 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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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压器测试系统

 订货号

测试频率及脚位 37110258 20Hz-200kHz   20Pin测试脚位

 37110259 最小分辨率：0.5mHz 24Pin测试脚位

 37110260 准确度：0.01% 48Pin测试脚位

 37110261  72/96/120/144/168/192 Pin测试脚位

 37110262 20Hz-500kHz   20Pin测试脚位

 37110263 最小分辨率：0.5mHz 24Pin测试脚位

 37110264 准确度：0.01% 48Pin测试脚位

 37110265 20Hz-500kHz   20Pin测试脚位

 37110266 最小分辨率：0.5mHz 24Pin测试脚位

 37110267 准确度：0.01% 48Pin测试脚位

变压器测试参数 圈数比，圈数，相位，电感，电容，漏感，品质因数，交流电阻，直流电阻，平衡，引脚短路，二极管正反向

 变比，打开，第一阶段，LC，LKQ，ACR，DCR，平衡，引脚短路，二极管P / N  

LCR测试参数 ︱Z︱,︱Y︱,C,L,X,B,R,G,D,Q,θ，DCR,Turn -Ratio,Phase,Lk  

DCR显示范围 0.00001Ω-999.999MΩ  

圈数比显示范围 1:0.001-1000:1  

LCR参数显示范围 ︱Z︱,R,X 0.00001Ω-99.9999MΩ 

 ︱Y︱,G,B 0.00001μs-99.9999s 
 C 0.00001pF-9.99999F 

 L 0.00001μH-99.9999kH 
 D 0.00001-9.99999

 Q 0.00001-99999.9

 θ(DEG) -179.999°-179.999°

 θ(RAD) -3.14159-3.14159

 △% -999.999%-999.999%

基本测量准确度 LCRZ 0.05%

 DCR,圈数比 0.1%

 校准条件 预热时间：≥30分钟；环境温度：23±5℃；信号电压：0.3Vrms-1Vrms;

  清“0”：开放,短后；测试电缆长度：0m

  10Ω、30Ω、50Ω、100Ω可选，±2% @1kHz

测量速度（≥10kHz）   快速：75次/秒（13ms），中速：11次/秒（90ms）慢速：2.7次/秒（370ms）

AC测试信号电平 正常 5mV-10Vrms,最小分辨率：100μV，准确度：10%x设定电压+2mV

  50μA-100mArms，最小分辨率：1μA
 恒定电平 10mV-5Vrms,最小分辨率：100μV，准确度：10%x设定电压+2mV

  100μA-50mArms,最小分辨率：1μA
DC偏置电源 0V-±10V 最小分辨率：0.5mV,准确度：1%x设定电压+5mV

 0mA-±100mA 最小分辨率：0.5μA
DC恒定电流源（选件）

（用于二极管正向特性测试） 0-±120mA，最小分辨率：5μA，准确度：1%x设定电压+0.2mA，负载开路电压：≤5V

DC偏置电流源（选件,TH2901) 0-±1A，最小分辨率：0.25mA，准确度：1%x设定电压+2mA，负载开路电压：≤9V

二极管测试 正向测试电压 0-9.9999V

 反向测试电压 0-99.999mA

等效电路                 串联、并联

量程方式              自动、保持

触发方式                  内部，手动，外部，总线

平均次数               1-255

校准功能                开路、短路、负载

数学运算             直读，△ABS,△%

延时时间设定            0-60.000s,1ms步进

比较器功能              10档分选，BIN1~BIN9、NG、AUX

                       档计数功能

                         PASS,FAIL前面板或扫描治具LED显示

存储器               200组LCRZ仪器设定文件，200组变压器扫描设定文件，10组GIF图像文件

接口 控制接口 HANDLER(选件），从仪器后面板输出

 通讯接口 SCANNER（支持TH1901A/B、TH1805A/B变压器扫描夹具）

 存储器接口 LAN、GPIB（选件）、USB DEVICE、RS232C

  USB HOST（U盘存储或条形码扫描）

通用技术参数  

工作环境 温度 0℃-40℃

 湿度 ≤90%RH

电源要求 电压 99V-120V AC,198V-242V AC

 频率 47Hz-63Hz

功耗                         最大80VA

● 简要介绍：自动变压测试系统积累的丰富经验，经过详细、周密的市场分析与调查，推出完整体现速度、精度与效率相结合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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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阻测试仪 

简要介绍：
● 本产品带触摸功能和彩色液晶显示。
● 其适用于继电气接触电阻、接插件插电阻、导线电/印制板线路及焊孔电阻等；很好的消除了热电对被测元件接触的影响而引起的潜在误差；
  温度补偿和温度转换功能能免除环境温度对测试工作的影响；失调电压补偿功能能够有效消除被测件的自身的电动势以及接触电势差其
  超高速的测试速度以及通过处理器接口可以输出10档不同边界的比较结果信号，便于生产线上的自动化操作。 

订货号 37110082    37110083 37110084

显示器 24位色；分辨率为400×272的RGB真彩色TFT LCD显示带触屏功能                      

读数位数 5 1/2位                                                                    

电阻测量    

测量范围 0.1μΩ---110MΩ                      1μΩ---10MΩ                     

电阻量程 电流      分辨率       准确度Rd%+FS% 电流      分辨率 准确度Rd%+FS%

20mΩ	 1A						 0.1μΩ	 0.10+0.025	 -	 -	 -
200mΩ	 1A							 1μΩ	 0.05+0.030	 -	 -	 -
200mΩ	 100mA				 1μΩ	 0.35+0.030	 100mA						 1μΩ	 0.10+0.050
2Ω	 100mA				 10μΩ	 0.035+0.010	 100mA						 10μΩ	 0.05+0.020
20Ω	 10mA					 100μΩ	 0.025+0.008	 10mA							 100μΩ	 0.05+0.010
200Ω	 10mA					 1mΩ	 0.01+0.002	 10mA						 1mΩ	 0.03+0.005
2kΩ	 1mA						 10mΩ	 0.01+0.002	 1mA								 10mΩ	 0.03+0.005
20kΩ	 100μA			 100mΩ	 0.01+0.002	 100μA					 100mΩ	 0.03+0.005
100kΩ	 100μA			 1Ω	 0.01+0.005	 100μA					 1Ω	 0.03+0.005
1MΩ	 10μA				 10Ω	 0.02+0.005	 10μA						 10Ω	 0.05+0.010
10MΩ	 1μA					 100Ω	 0.1+0.010	 1μA							 100Ω	 0.2+0.020
100MΩ	 100nA				 1kΩ	 0.5+0.040	 -	 -	 -

测量功能    

电阻测量时间  FAST:7ms;MED:22ms;SLOW1:102ms;SLOW2:402ms 

  以上为DISPLAY OFF,当DISPLAY ON 另加20ms

温度测量时间  100±10ms   

测试端配置  四端   

测量平均设置  1-255   

清“0”  √   

量程切换  自动、手动   

触发方式  内部、手动、外部、总线

电源频率选择  √（避免电源噪声干扰）

测量设置参数保存 30组

低电压测量  开路电压：≤60mV  

  有效量程：2Ω，20Ω，200Ω，2kΩ

热电势消除  √

统计功能  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总标准偏差、采样标准偏差、工程能力指数（分散性Cp、偏向性CpK）

测量异常检测  √检测测量线是否连接正常

多极连接器  √（可选高阻测试噪声抑制功能）

Beep工作状态  比较器、档比较、按键

按键锁定  √

温度测量  

温度测量1   -10.0℃--99.9℃  传感器：PT500

温度测量2  模拟输入：0V--2V  显示：-99.9℃--999.9℃

温度补偿功能  （电阻测量值转换为设定温度时的阻值）

温度转换功能  （由加温后电阻测试值获得温升）

比较判别 

比较器 信号输出 HI/IN/LO 

 讯响 鸣叫模式：OFF,IN,HI/LO 

 极限设置方式 绝对值上/下限，百分比上下限+标称值 

分选            10档，绝对值/百分比  

外触发延迟时间       自动：由量程、低电压模式ON/OFF、OVC（失调电压补偿）ON/OFF决定 手动：0.000--9.999s 

外输入触发         上升沿/下降沿可选  

接口   

接口配置       USB DEVICE、 USB HOST、 RS232、 LAN、HANDLER、 GPIB  RS232、USB DEVICE、USB HOST、GPIB (OPTIION）、  

   (OPTIION）     HANDLER 

一般技术指标   

温度、湿度  0℃--40℃，≤90%RH  

保证精度温度、湿度 23±5℃，≤80%RH  

供电电源 电压： 110V~220V  

 频率： 50Hz/60Hz  

功耗  30VA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0082 235x105x360 约3.1
37110083 235x105x360 约3.1
37110084 235x105x360 约3.1



92

简要介绍：
● 电池内阻/电压测试仪界面清爽、操作便捷；适用于锂电池、碱性电池、铅酸电池等的内阻和电压测试，利于评估电池产品的出厂规格、使用
  劣化情况及寿命，还适用于变压器及电感线圈铜阻、继电器、开关、接插件接触电阻、导线电阻、印制板线路及焊孔电阻、金属探伤等。
● 其超高速的测试速度以及通过处理器接口可以输出上超、下超、合格信号，便于生产线上的自动化操作。
● 应用领域：各种接触电阻的测试,低电流条件下表征机电元件的低阻特性,各种电池的劣化情况测定及寿命评估,UPS在线检测,超级电容等效
  电阻(ESR）的测量

特点 
● 电阻基本准确度：0.3%  ● 直流电压基本准确度：0.05% 
● 最高直流测试电压：200V  ● 1kHz交流恒流源测试 
● 液晶屏分辨率480×272  ● 直读值与百分比误差显示 
● 最高采样率约50次/秒  ● V，I测试信号电平监视功能 
● 图形扫描分析功能  ● 脚控开关触发功能
● 接触故障智能检测 ● 中英文可选操作界面
● 屏幕信息存储于U盘  ● 符合LXI C类标准
● 零点偏移（REL）测试模式消除残余读数 
● 最小分辨率：1μΩ（电阻）、100μV（电压）
● 30档档比较功能，上超，下超，合格以及讯响功能 
● 20mV开路限压功能，防止被测件击毁 
● R，V，L，Z，θ等多种测试功能组合 
● 带触屏功能的24位色4.3英寸彩色液晶屏显示器 
● 统计功能，提供Cpk，Cp等统计量 
● 20组仪器文件可供存储和加载 
● 可通过USB HOST自动升级仪器操作软件 
● 两种可选的界面显示风格 
● 处理器接口用于实现联机操作 
● RS232、USB HOST、USB Device、LAN、GPIB（选件）可方便与PC进行数据通讯以及对仪器的远程控制

交流毫欧表（电池内阻/电压测试仪）

订货号  37110193 37110194 37110195

显示 显示器 4.3英寸480×272 24位色TFT LCD显示器，带四线电阻式屏幕触摸功能  

 显示位数 R：慢速 5位，最大显示数字40000；快速/中速 4位，最大显示数字4000  

  V：慢速 5位，最大显示数字50000；快速/中速 4位，最大显示数字5000  

测量参数  R,V,R-V,Z-θd,Z-θr,L-Q, R,V,R-V,Z-θd,R-X 

  L-R,R-X,R-Q                   

基本准确度  交流电阻   R:0.3%； 直流电压V：0.05% 

  交流电阻R:0.5%； 直流电压V：0.1% 

测试       频率 1kHz±0.2Hz 正弦波                                                       

信号源     恒定电流 10mA/1mA/100μA/10μA/5μA/1.5μA 1mA/100μA/10μA/5μA/1.5μA 1mA/100μA/10μA/5μA
           开路电压限制 20mV                                           

测量显     电阻R/阻抗Z 1μΩ-4kΩ 10μΩ-4kΩ 10μΩ-400Ω

示范围     电抗X

           直流电压V 100μV-50V                                 1mV-200V

           电感L  0.2nH-1H  ------                                       

           品质因数Q 0.001-9999.9  ------                                     

           相位角θd -179.99-179.99  

          （deg) 

           相位角θd -3.1416-3.1416

           (rad)     

数学运算             直读，△ABS,△%                                                             

量程       交流电阻R    30mΩ/300mΩ/3Ω/30Ω/300Ω/3kΩ 300mΩ/3Ω/30Ω/300Ω/3kΩ 300mΩ/3Ω/30Ω/300Ω

           直流电压V 5V/50V  20V/200V

最大输入电压  60V                                          250V

测试速度（次/秒） 50Hz 快速：50次/秒，  中速： 6.25次/秒，慢速：约2次/秒  

  60Hz 快速：62.5次/秒，中速： 7.5次/秒， 慢速：约1.88次/秒  

比较器  30档。上超、下超、合格分选、讯响  

量程方式  自动、保持  

触发方式  内部、手动、外部、总线  

操作功能  测试线接触故障检测；被测件电流/电压监视；REL偏差扣除；短路请“0”；20mV低电压开路保护；

                         1-255次平均；测量延时设定；时间过程扫描分析（37110197/37110195无此功能）；图片USB存储；

                         20组设定文件存储/加载；最高30000个测试结果统计功能等。  

接口  HANDLER,RS232C,LAN,GPIB(选件）, HANDLER,RS232C,USB HOST

  USB HOST,USB DEVICE,EXT HOLD                

通用技术参数    

工作环境 温度 0℃-40℃  

 湿度 ≤90%RH

 电压 100V-120V,198V-242V

 频率 47Hz-63Hz

功耗  最大15VA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0193 235x105x360 约3.1

37110194 235x105x360 约3.1

37110195 235x105x360 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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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LCR数字电桥
介绍：
● 产品是具有多种功能和更高测试频率的新型LCR数字电桥,体积小,
  紧凑便携,便于上架使用。
● 功耗:最大80VA
● 工作温度,湿度:0℃-40℃，≤90%RH
● 电源要求 
● 电压:99V-121V,198V-242V AC
● 频率:47Hz-63Hz

等效电路             串联、并联
量程方式                 自动、保持
触发方式                 内部、手动、外部、总线
平均次数             1-256
校准功能            开路、短路全频、点频校准、负载校准
数学运算               直读，△ABS，△%
延时时间设定            0--999，最小分辨率100us
比较器功能             10档分选，BIN1~BIN9/NG/AUX
                       档计数功能
                     PASS/FAIL前面板LED显示
列表扫描                  10点列表扫描
   可对频率、AC电压/电流、内/外  
   DC偏置电压/电流进行扫描测试
                         每扫描点可单独分选
内部非易失性存储器 100组LCRZ仪器设定文件记忆   
   201次测试结果
外部USB存储器  GIF图像
   LCRZ仪器设定文件
   测试数据USB存储器直接存储
接口 I/O接口  HANDLER，从仪器后面板输出
 串行通讯接口 USB 、RS232C
 并行通讯接口 GPIB接口（选件）
 网络接口  LAN
 存储器接口 USB HOST（前面板）
 偏置电流源 使用DCI接口可控制外部直流偏流源。偏置 
 控制接口DCI 电流最大可达120a.选件.DCI与GPIB/只能2者选1

显示器  480×RGB×272 4.3寸TFT LCD显示器
测试 37110076 20Hz-300kHz
信号 37110077 20Hz-500kHz
频率 37110078 20Hz-1MHz
 最小分辨率 10mHz,4位频率输入
 准确度 0.01%
AC 测试信号电压范围 10mV-2Vrms
电平 电压最小分辨率 100μV,3位输入
 准确度 ALC ON  10%x设定电压+2mV
        ALC OFF  6%x设定电压+2mV
 测试信号电流范围 100μA-20mA
 电流最小分辨率 1μA,3位输入
 准确度 ALC ON  10%x设定电压+20μA
        ALC OFF  6%x设定电压+20μA
DC偏置 电压/电流范围 0V-±5V/0mA-±50mA
电压源 分辨率 0.5mV/5μA
 电压准确度 1%x设定电压+5mV
 ISO ON 用于电感、变压器加偏置测试
AC源内阻      ISO ON 100Ω
        ISO OFF 30Ω、50Ω、100Ω可选
DCR源内阻           30Ω、50Ω、100Ω可选
LCR测试参数            ︱Z︱,︱Y︱,C,L,X,B,R,G,D,Q,θ，  
  DCR,Vdc-ldc
测试页面参数显示    一组主、副参数：10点列表扫描
变压器测试参数  DCR1(初级，2端），DCR2（次级，2端）、 
  MN（互感）,N,1/N,Phase(相位），Lk(漏  
  感），C（初、次级电容），平衡测试
基本测量     LCR测试参数 0.05%
准确度     N  0.1%
     校准条件 预热时间：≥30分钟
       环境温度：23±5℃；
       信号电压：0.3Vrms-1Vrms;
       清:"0":OPEN,SHORT后；
       测试电缆长度：0m
测量时间   快速：13ms/次
（≥10kHz)  中速：67ms/次
   慢速：187ms/次
   另加显示字符刷新时间
LCR参数显   ︱Z︱,R,X,DCR 0.00001Ω-99.9999MΩ
示范围    ︱Y︱,G,B 0.00001μs-99.9999s
     C  0.00001pF-9.99999F
     L  0.00001μH-99.9999kH
     D  0.00001-9.99999
     Q  0.00001-99999.9
    θ(DEG) -179.999°-179.999°
    θ(RAD) -3.14159-3.14159
     △%   -999.999%-999.999%

直流耐压绝缘测试仪

● 交直流耐压绝缘测试仪是一款小功率经济型智能安规测试仪器。
● 体积小、重量轻、外形美观、操作简便。可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
  变压器、电气设备、元器件的安全性能检查。
● 输出功能：37110080 AC:5kV/10mA;DC:6kV/5mA
    37110081 AC:5kV/20mA;DC:6kV/10mA

订货号  37110080 / 37110081
耐压测试 
输出电压 AC  0.05-5.00kV±（2%读数+5个字），  
   频率：50Hz、60Hz可面板选择 
 DC 0.05-6.00kV±（2%读数+5个字） 
 电压调整率 ≤（1%-5V）（额定功率） 
电流测 AC  37110080:0.000mA-10.00mA±(2%读数+2个字) 
试范围 DC 37110081:0.000mA-20.00mA±(2%读数+2个字) 
           快速放电功能 测试结束后自动放电（DCW）            
绝缘电阻测试   
输出电压               0.10kV-1.00kV±（2%读数+2V） 
电阻测试范围           1MΩ-9999MΩ 
电阻测 500V-1000V 1MΩ-1000MΩ±（5%读数+2个字） 
试精度  1000MΩ-9999MΩ±（10%读数+2个字）
 100V-500V 1MΩ-1000MΩ±（10%读数+2个字）
放电功能               测试结束后自动放电            
电弧侦测  
测量范围 AC  1-9级（出厂默认值为5）
  （对应电流20mA、18mA、16mA、14mA、12mA、 
  10mA 、7.7mA 、5.5mA 、2.8mA）
 DC 1-9级 
一般参数  
存储器                 5组 
电压上升时间           0.1s-999.9s 
测试时间设定（AC/DC)   0.2s-999.9s
电压下降时间           0.1s-999.9s
等待时间（IR）         0.2s-999.9s 
时间精度               ±（1%-0.1s)
PLC接口 
标配                   HANDLER,RS232，USBDRV(电脑接口），
                       USBHOST(优盘接口）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0080  280x88x428  约11
37110081  280x88x428  约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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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电池测试仪
● 手持式电池测试仪采用了低功耗的16bits嵌入式CPU和高密度SMD贴装工艺，界面清爽，操作便捷。  
● 应用领域：适用于锂电池、碱性电池、铅酸电池等的内阻和电压测试，利于评估电池产品的出厂规格、使用劣化情况及寿命，还适用于变压器及
  电感线圈铜阻、继电器、开关、接插件接触电阻、导线电阻、印制板线路及焊孔电阻、金属探伤等。其快速的测量速度以及良好的便携性，便于
  产品的质检和统计及生产线的故障排除。 

显示 显示器 128段黑白液晶显示器
 显示位数 R：5位，最大显示数字500.00；V: 4位，最大显示数字50.00
基本准确度  交流电阻R:0.5%（最小量程0.8%）直流电压V：0.1%
测试信号源 频率 1kHz±0.2Hz 正弦波
 恒定电压 0.6V
测量显示范围 电阻R 10μΩ-50Ω
 阻抗Z/电抗X 100μΩ-50Ω
 直流电压V 1mV-50V
 电压的分辨率 1mV
 相位角θd（deg)  -179.99-179.99
数学运算              直读 
量程 交流电阻R 50mΩ/158mΩ/500mΩ/1.58Ω/5Ω/50Ω/500Ω
 直流电压V 0.5V/1.58V/5V/15.8V/50V
最大输入电压  60V                                         
测试速度（次/秒） 快速：4次/秒,慢速：约1.5次/秒
比较器  35组，合格、警告、超差分选
量程方式  自动
触发方式  内部、总线
操作功能  仪器故障检测；短路请“0”；开路清“0”；35组比较设置的存储/加载，手自动数据的读取及删除
接口  Mini-USB
通用技术参数  
工作环境 温度 0℃-40℃
 湿度 ≤90%RH
适配器电源要求 电压 198V-242V
 频率 47Hz-63Hz
电池电源要求 电压 6V-17V
功耗 短路 最大0.3W
 开路 最大0.15W

手持式电容表

● 采用超低功耗设计和高密度SMD装配工艺,可以完全自动的选择测试量程,操作简洁明了,在任何场合可长时间对电容器进行精确而便捷的测量。 
性能特点：
● 相对模式 
● 数据保持及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记录功能 
● 输入端过载保险丝保护功能 
● 典型6.5mA工作电流的超低功耗 
● 标配Mini-USB通讯接口，SCPIS命令集 
● 通过Mini-USB接口随时在线更新工作软件 
● 可自由下载的FastGet PC通讯软件 

测试参数 电容量C
量程方式 自动/手动
测试端配置 三端
容限比较模式 1%，5%,10%,20%
测试输入保险丝 0.3A / 220V保险丝
通讯接口 Mini-USB（虚拟串口）
显示 
显示器 LCD双显示屏
背光模式 菜单设置
读数 4 1/2位，最大读数11,000字
最高测量准确度 0.5（详见准确度指标）
主参数最小分辨率 见准确度指标
供电 
电池型号 IEC 6LR61，9V碱性电池
AC电源适配器 输入：220V（1±10%），50Hz(1±5%）；输出：12V-15V DC 
工作电流 最大6.5mA
待机（关机）电流 最大2μA
电池工作寿命 70小时（典型值），新碱性电池，背光关
自动关机设定 0-99min可设定；出厂默认15min
低电压显示 电池电压低于6V时，指示低电压  
通用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90%RH  
重量 360g(含内置电池）  
安全和电磁兼容 IEC61010-1:2001；IEC61326-2-1:2005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079  90x200x4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0085  200x90x40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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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14   182x82x55   350

LCR测试表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误差
电阻 110.00Ω 0.01Ω ±1.2%±5d
自动量程 1.1000KΩ 1Ω 
 11.000KΩ 1Ω ±1.2%±8d
 110.00KΩ 10Ω 
 1.1000KΩ 100Ω 
 1.1000MΩ 1kΩ ±1.2%±8d
 110.00MΩ 10kΩ 
 11.000nF 1pF ±5.0%±30d
 110.00nF 10pF ±5.0%±15d
 1.1000μF 0.1nF ±5.0%±15d
电容量 11.000μF 1nF 
 110.00μF 0.01μF ±3.0%±10d
 1.1000mF 0.1μF 
 11.000mF 1μF ±10%±10d
 110.00mF 10μF ±10%±10d
 11mH 1μH ±2%±5d
 110mH 10μH ±2%±5d
电感 11H 1mH ±5%±5d
 20H 10mH ±5%±15d
二极管/短路蜂鸣测试   
配件： 表笔、9V电池、便携软包。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15   220x96x60    350

LCR测试表
特点：
● 智能识别测量、并/串联双模，测试表设有创新型自动选择技术，
  只需开启万用表即可自动识别并测量电感，电容和电阻，输出测试
  频率高达100KHz，提供并/串联测量模式

特点：
● 11000位超高清晰液晶显示屏，紧密型设计
  IP67防水防尘设计，全量程保护。

● 宽屏、模拟条指示 ● 符合IEC61000 EMC标准
● 超量程提示 ● 温度系数0.15(PEC.ACC)
● 低电量提示 ● 自动关机

测试速率 5次/每秒
超负荷提示 “OL”或者“-OL”
自动关机时间 10分钟
使用环境要求 0~50℃，≤80%湿度
温度系数  0.15（Spec.Acc)/℃，
 ＜18℃或＞28℃
安全性 达到IEC61000 EMC标准
电源要求 四节1.5V AA型号电池
电池寿命 30小时（碱性电池）
电感 
量程 200μH-2000H
分辨率 0.001μH
误差 ±（0.2+5d)
电容 
量程 20pF-20mF
分辨率 0.001pF
误差 ±（0.2+3d)
电阻  
量程 20Ω-2000MΩ
分辨率 0.001Ω
误差 ±（0.2+2d)
DC电阻 
量程 20Ω-2000MΩ
分辨率 0.001Ω
误差Q(品质因素) ±（0.2+2d)
量程 0.000-999
分辨率D(损耗因素) 0.001
量程 0.000-999
分辨率θ(相位角) 0.001
量程 ±90°
分辨率 1°
配件： 测量探头、表笔、电池

全新掌上GIS/RTK测量系统，具备高精度、高性能、轻便易用的特点,可同
时满足GIS数据采集和RTK测量要求。 
特点：   
内置GNSS主板，支持GPS、GLONASS、北斗BDS、GALILEO。   
内置3G无线通信功能可通话、短信、上网浏览,可实时接收CORS播发的差
分数据，实现高精度RTK定位
内置500万像素自动对焦摄像头、电子硬盘
大容量锂电池：37117040采用7.4V,1500mAh锂电池,标配二块；
37117041/042采用44.1V,2500mAh锂电池,标配一块

手持数显GIS测量系统

订货号    37117040 37117041 37117042
系统配置   
操作系统:Windows Mobile 6.5 OS √ √ √
微处理器:MarvellPXA310 806MHz √ √ √
存储和内存:256MB MDDR;256MB √ √ √
NAND Flash和4GB iNAND(32G可选) √ √ √
显示:纵向3.7"VGA(480x640)TFT半透半反   
GPS参数   
通道    50通道 12通道 120通道
GPS L1    √ √ 
GPS L1/L2   
GPS L1+GLONASSL1   
GPS L1+GLONASSL1/L2    √
BEIDOU COMPASS     √
支持SBAS(WAAS/EGNOSS/MSAS  √ √ √
内置测量型GPS天线    √ √
定位精度   
单点定位    1-3m 2.5m 1.2m
SBAS差分    0.7m 0.6m 0.6m
DGPS    0.5m 0.5m 0.4m
RTK    1cm+1×10-6.D
通信接口   
内置蓝牙、USB接口   √ √ √
内置3G通信SIM卡插槽  √ √ √
802.11b/g无线WLAN   √ √ √
电源性能   
7.4V,1500mAh锂电池，标配二块 √  
11.1V,2500mAh锂电池，标配一块  √ √
物理性能   
相机500万像素自动对焦，VGA分
辨率视频拍摄   √ √ √
防尘防水：IP65   √ √ √
工作温度：-20℃~60℃  √ √ √
存储温度：-30℃~7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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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耐压绝缘测试仪程控精密安规测试仪
● 程控精密安规测试仪是采用全新的测试技术和PMW开关放大电路，
  输出电压更稳定，电流更大，全程量补偿输出使仪器的测试更加精准，
  丰富的人机对话界面，使得该仪器具备了更加强大的功能。
● 测试时间、电压、电流、电阻同时显示
● 电压按时间梯度上升，寻找分析击穿点
● 人性化设计、菜单操作、界面友好
● 电流上下限设定
● 前面板软件校正
● 安全防电墙检测功能
● 具有电弧侦测功能
● 键盘锁定功能
● 30组测量记忆模式

订货号 37110037 37110038 37110039   37110040
输出电压 0~5kV(AC) 0~5kV(AC) 0~6kV(DC)
 ±(2%+5V)  ±(2%+5V)
交流电流上限 0~20.00mA  0~20.00mA
 ±(2%+2项) ±(2%+2项)
交流电流下限 0~9.999mA  0~999.9uA 
 ±(2%+2项) ±(2%+2项)
直流电流上限 ----  0~7500uA ±(2%+2项)
直流电流下限 ----  0~999.9uA ±(2%+2项)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 ---  30~1000V ----      30~1000V
 ---- ±(2%+5V) ----       ±(2%+5V)
绝缘电阻  仅37110038、37110040有此项功能0.1~9999MΩ

 范围  ：（1-1000）MΩ

 准确度：±(2%+2项)at500V~1000V DC
 范围  ：（1000-9999）MΩ

 准确度：±(2%+2项)at500V~1000V DC
 范围  ：（1-1000）MΩ

 准确度：±(8%+2项)at300V~500V DC
液晶显示器 大型128×64点阵液晶显示器

测试时间  0.1~999.9s±（0.1%+0.05sec)

遥控装置 RS232、PLC接口、输入输出接口

测试报警 蜂鸣器、指示灯 

校正方式 软体校正

记忆装置 可记忆电压、电流、电阻、时间等设定值

温度/湿度 0℃~40℃/≤75%RH

性能特点：  
● 电压按时间梯度上升，寻找分析击穿点 
● 测试时间、电压、电流、电阻同时显示 
● LCD液晶显示、菜单引导操作
● 具有电弧侦测功能(1~9级)
● 人性化设计、操作简单  
● 电流上下限设定  
● 前面板软件校正  
● 5组测量记忆模式 
● 键盘锁定功能  

订货号 37110041  37110042     37110043 37110044  

输出电压 0~5kV(AC)   0~5kV(AC) 0~6kV(DC)  

 ±（2%+5V)  ±（2%+5V) 

交流电流上限 0.10~12.00mA  0.10~12.00mA    

 ±(2%+2项)  ±(2%+2项)交流电流下限  

 0.00~12.00mA  0.00~12.00mA    

 ±(2%+2项)  ±(2%+2项)
直流电流上限 / /  0.10~5.00mA±(2%+2项) 
直流电流下限 / /  0.00~5.00mA±(2%+2项)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 / 100~1000V /  100~1000V

  ±（2%+5V)   ±（2%+5V)

绝缘电阻  仅37110042、37110044有此项功能   

 范围  ：（1-1000）MΩ   

 准确度：±(2% + 2项)电压≥500V	DC   

                 ±(5%+2项)电压<500V DC   

 范围：  （1000-9999）MΩ

 准确度：±(5%+2项)电压≥500V	DC   

                 ±(10%+2项)电压<500V DC  

液晶显示器 1 6×2 行 背 光 式 液 晶 显 示 器                                 

测试时间  0.1~999.9s±(2%+0.005sec)	
遥控装置 输入:测试,复位输出:通过,失败

Proess  测试报警 蜂 鸣 器、指 示 灯                                                     

校正方式 软体校正                                             

记忆装置 可记忆电压、电流、电阻、时间等设定值                

温度/湿度 0℃~40℃/≤75%RH                                      

标准附件 LK26002A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0041  280x100x370      10 

37110042  280x100x370      10 

37110043  280x100x370      10 

37110044  280x100x370      1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 （kg）

37110037         215x89x370 10

37110038 215x89x370 10

37110039 215x89x370 10

37110040  215x89x370 10 

可编程性直流电源

● 三路高精度电源独立可控输出：30V/3A×2，可切换2.5V/3.3V/5V/3A×1，总功率195W

● 三种输出模式：独立、串联、并联模式，提高输出功率范围

● 支持USB-TMC协议，提供SCPI远程控制命令集和LabVIEW驱动

● 内部5组系统参数保存/调取，柄支持数据存储空间扩展

● 最大5位电压、4位电流显示，最小分辨率：1mV,1mA

● 提供EasyPower上位软件，满足控制和通信的需求 ● 智能型温控风扇，有效降低噪声

● 100/120/220/230V兼容设计，满足不同电网需求 ● 支持面板定时编程和定时输出功能

● 4.3英寸真彩TFT-LCD 480×272像素显示 ● 清晰的图像化界面，具有波形显示功能

订货号 通道输出 显示 分辨率 设定精度 回读精度

37110186 CH1：输出电压0~32V  4.3英寸真彩TFT-LCD 10mV，10mA 电压±(0.5% of  电压±(0.5% of 

 输出电流0~3.2A   reading+2digits) reading+2digits)

 CH2：输出电压0~32V  四位电压显示，三位电流显示  电流±(0.5% of  电流±(0.5% of 

 输出电流0~3.2A   reading+2digits) reading+2digits)

 CH3：输出电压2.5/3.3/5.0V 

 输出电流0~3A

37110187 CH1：输出电压0~32V  4.3英寸真彩TFT-LCD 1mV，1mA 电压±(0.03% of  电压±(0.03% of 

 输出电流0~3.2A   reading+2digits) reading+2digits)

 CH2：输出电压0~32V  四位电压显示，三位电流显示  电流±(0.3% of  电流±(0.3% of 

 输出电流0~3.2A   reading+2digits) reading+2digits)

 CH3：输出电压2.5/3.3/5.0V 

 输出电流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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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列测试仪是一款二合一的安规综合测试仪器，能在同一台机器上

  进行两个参数的连续测试，该产品结合众多用户的实际使用情况，

  并加以提高、完善，是同挡机型中性价比最优的产品。

订货号  37110045  

耐压测试 输出电压 AC:0~5kV ±5%

 漏电流范围 AC:0~2/20mA ±5%

 变压器容量 500VA

泄漏测试 输出电压 0~250V ±5%

 漏电流范围 AC:0~2/20mA±（3%±3counts)

 隔离变压器容量 300VA

测试时间 1~99s

订货号 37110046              

耐压测试 输出电压 AC:0~5kV ±5%

 漏电流范围 AC:0~2/20mA ±5%

 变压器容量 500VA

接地电阻测试 输出电流 5~30A ±5%

 接地电阻范围 0~600mΩ ±5%

测试时间 1~99s 

订货号 37110047          

接地电阻测试 输出电流 5~30A±5%

 接地电阻范围 0~600mΩ±5%

 输出电压 0~250V ±5%

泄漏测试 漏电流范围 AC:0~2/20mA±5%

 隔离变压器容量 300VA

测试时间 1~99s 

综合测试仪（耐压、泄漏、接地二合一）

技术参数：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

37110045 375x195x280 20kg

37110046 430x220x345 25kg

37110047 430x220x345  25kg

直流电源

特征：  
● 高稳定恒电压和电流。电压和电流可从零调到一定的价值
● 电流限制保护和短路提供保护  
● 双电源可采用串联、并联，串联电压或电流并联是双电源和3 1/2位
  0.5英寸的显示器或模拟显示和值包含  
● 输出电压号  
● 输出电流号  
● no:LED显示  
● LCD显示  
● 两个指针仪表显示  
● 四个指针仪表指示  
● No:单输出电压电流调节  
● 双输出电压电流  
● 双输出电压电流
  +固定5V3A  

参数/模式

订货号 37117375 37117376 37117377

输入电压 110/220V AC 

输出电压 0~30V  

输出电流 0~2A 0~3A 0~5A

源的影响 CV≤0.01%±1mV，CC≤0.2%±1mA

负荷的影响 CV≤0.01%±5mV，CC≤0.2%±5mA

纹波和噪声 ≤1mVrms  

3个1 / 2位数LCD显示，精度： 电压±1%±2数字

 电流±2%±2数字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7383 291x158x136 3~6

37117384 291x158x136 3~6

37117385 291x158x136 3~6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7378 291x158x136 3~6

37117379 291x158x136 3~6

37117380 291x158x136 3~6

37117381 291x158x136 3~6

37117382 291x158x136 3~6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37117375 291x158x136 3~6

37117376 291x158x136 3~6

37117377 291x158x136 3~6

参数/模式

订货号 37117378 37117379 37117380 37117381 37117382

输入电压 110/220V AC ±10% 

输出电压 0~30V 0~30V 0~30V 0~50V 0~50V

输出电流 0~2A 0~3A 0~5A 0~2A 0~3A

源的影响 CV≤0.01%±1mV，CC≤0.2%±1mA

负荷的影响 ≤0.01%±5mV  ≤0.01%±15mV

纹波和噪声 ≤1mVrms 

3个1 / 2位数LCD显示，精度：电压±1%±2数字   电流±2%±2数字

参数/模式

输入电压 110/220V AC ±10% 

输出电压 0~30V  

输出电流 0~2A 0~3A 0~5A

源的影响 CV≤0.01%±1mV，CC≤0.2%±1mA

负荷的影响 CV≤0.01%±5mV，CC≤0.2%±5mA

纹波和噪声 ≤1mVrms

3个1 / 2位数LCD显示，精度： 电压±1%±2数字

 电流±2%±2数字

数控直流电源

● 数控直流电源具有优良的性能，如方便数字输入键盘，液晶大屏幕，

   直观的电压/电流显示。

● V / I调整一步一步，记忆钥匙来存储你的电压经常使用，轻松调出，

   它们可以广泛应用于实验室，工厂，大学等领域。

● 线性数字控制的直流电源 ● 过电流和温度保护

● 方便的键盘输入电压/电流 ● 低噪声和纹波输出

● 精细V / I调整步进电位器 ● 超大的液晶屏和背光

● 控制方式V控制电流模式 ● 电压和电流记忆功能

模式/订货号 37117373 37117374

输入电压 110V/220V AC±10%50Hz±2%

输入功率 160~250VA

额定输出 电压 0~30V 0~30V

 电流 0~3A 0~5A

线路调整 电压 CV0.01%±3mV 

 电流 CC0.05%±5mV 

负载调节 电压 CV0.01%±3mV 

 电流 CV0.05%±5mV 

设定精度25 电压 0.1%+10mV 

 电流 0.1%+10mA 

测量精度25 电压 0.3%+5mV 

 电流 0.5%+10mA 

脉动 电压 2mVrms 

 电流 0.05%+12mA 

温度 电压 0.05%+10mV 

系数0~40 电流 0.1%+1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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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级数显温红外线测温仪
产品特点：
● 红外线测温仪具有高温及中高距离比测量
  的特点，激光指示可以方便地瞄准目标并
  精确地测量温度，大范围的测量温度量程
  可以适用于更多的工业领域，是安全理想
  的非接触式测温工具。 

订货号 37117073 37117074 37117075 37117076

距 离 比 16:1 16:1 50:1 50:1

量程 -50~1350℃ -50~1550℃ -50~1300℃ -50~16000℃

分 辨 率 0.1C/F

精度 ±1.5% 

发 射 率 可调0.10-1.0 (步长0.01)

 响应时间 <1秒

光谱响应 8-14μm
激光瞄准 <1mW 650nm

 ℃/℉转换 * * * *

自动数据保持 * * * *

最大值/最小值 * * * *

平均值/差值 * * * *

高/低温报警 * * * *

超量程提示 * * * *

自动关机 * * * *

配件：说明书、9V电池、三脚架、工具盒、彩盒 

视频监控测试仪 

产品简介：    
● 视频监控测试仪是监控系统的安装、维护、调试的专用测试仪器，
  实现视频测试和控制，快速解决监控现场的各种问题。  
参数：   
● 3.5英寸彩色显示屏    
● 视频显示测试    
● 视频信号强度测试    
● PTZ云台控制    
● 彩条发生器    
● 网线测试    
● 实时PTZ协议分析    
● 摄像头地址扫描    
● 应急12V/1A电源输出    
● 12小时长时间供电    

专业级数显红外摄温仪

产品简介：
● 产品应用于钢铁、冶炼和化工的现场温度检测；HVAC/R（供暖、通风与
  制冷）；工厂、仓库管理防潮发霉指数监测、玻璃、造纸、陶瓷制作工
  艺过程温湿度即时测试；电力、机械装置各部件运行的温度监控；外部
  配电设施；食品制造、保存及配套设施。 
● 摄温仪在温湿度在线监控领域的应用；摄温仪具有强大的数据记录功能
● 在监控领域可较长的时间监控被测目标的温湿度变化，并以图表数据显
  示，帮助客户快速找出温湿度变化的实时时间及趋势，以分析被测目标
  可能出现故障的时间段。 
● 摄温仪在电力、化工、冶炼、国防等领域和行业的应用；非接触、快速
  准确地发现电气，暖通等领域的隐患，对关键性设备进行防御性检测，
  同时对现场环境的温湿度进行记录和存储，还能对数据和图片或视频进
  行保存，输出。

产品特点： 
● 2.2"彩色TFT 液晶显示屏 ● 支持照片拍摄功能 ● 支持视频拍摄功能
● 支持红外温度，K型温度，空气温度和湿度，露点温度，湿球温度测量
功能：
● 双激光指标 ● USB电脑界面 ● 数据记录功能
● 日期和时间设置功能 ● 支持MicroSD记忆卡扩展 

分辨率 0.1℃/℉

误差 ±1.0% 

重复性 ±0.5% 

距离比 50:1

发射率 可调0.10-1.0（步长0.01）

响应时间 ＜300毫秒

光谱响应 8-14μm
激光瞄准 ＜1mW 650nm 激光等级Ⅱ级

K型温度 -50~1370℃

分辨率 0.1℃（1000℃内），

 1℃（1000℃以上）

误差 ±1.5% 

空气温度 0~50℃

湿度 0~100%RH

露点温度 0~50℃

湿球温度 0~50℃

经济型红外测温仪

产品简介：
● 红外线测温仪体积小巧，便于携带，激光
  指示可以方便地描准目标并精确地测量温
  度，是安全理想的非接触式测温工具，可
  广泛应用于供暖、通风、电力、运输等
  领域、广泛的红外测温应用领域
● 电气检测——工业和生活电路、电气设备
  老化电路、焊点检测
● 化工、制陶——化工生产、制陶工艺的
  温度及时掌握
● 暖通——空调制冷、暖通管道的检修和维护
● 风力发电——风力发电设备温度异常监控
● 运输设备——马达、传输带、运输工具和
  设备定期检测和维修。

订货号 37117077 37117078 37117079 37117090

量程     -50~380℃   -50~500℃   -50~700℃  -50~850℃

距离比 12:1 10:1 10:1 10:1

固定发射率 0.95 0.95 0.95 0.95

分辨率 0.1℃

精度 ±1.5%

响应时间 <1秒

光谱响应 8-14μm
激光瞄准 <1mW 650nm激光等级Ⅱ级

℃/℉转换 * * * *

自动数据保持 * * * *

最大值/最小值显示 *   

超量程提示 * * * *

自动关机 * * * *

配件：使用说明书、9V电池、枪形皮套、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红外温度

37117070 125x58x205 494 -50~1000℃

37117071 125x58x205 494 -50~1600℃

37117072 125x58x205 494 -50~2200℃

订货号 37118081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77 160x82x42 177
37117078 160x82x42 177
37117079 160x82x42 177
37117090 160x82x42 177

应用领域：
● 钢铁、化工的现场温度检查 ● 外部配电设施
● 供暖、通风、空调与制冷 ● 食品制造、保存及配套设施
● 工厂、仓库管理防潮发霉指数监测
● 玻璃、造纸、陶瓷制造工艺过程温度即时测试
● 电力、机械装置各部件运行的温度监控



99

经济型红外热像仪

订货号  37117067 37117068 37117069

光学参数

出厂标配镜头  9mm镜头 7.5mm镜头

视场角  17°x17° 29.8°x22.6°

最小调焦距离  0.3m(0.99ft)  0.2m(0.66ft) 

空间分辨率IFOV  3.78mRad 3.33mRad

热灵敏度NETD  ≤0.1℃ ≤0.08℃ 

图像帧频 50Hz * * *

对焦方式 手动 * * *

数字变焦和旋转 1-32倍连续变焦，步距0.1；0-360°旋转，步距1° * * *

传感器类型 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UFPA) * * *

工作波长 8~14μm * * *

分辨率  80x80像素 160x120像素 

显示屏 2.8"高清彩色TFT  * * *

图像显示模式 红外图像，可见光图像，画中画融合功能 * * *

画中画 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融合 * * *

调色板 铁红,彩虹,灰白,白灰,蓝红,热冷,羽红,棕褐色,自定义 * * *

图像调节 手动/自动/直方图 * * *

量程    

量程 低量程：-20℃~150℃（-4℉~302℉）；

 高量程：0℃~280℃（+32℉~536℉）   

 低量程：-20℃~150℃（-4℉~302℉）；

 高量程：0℃~400℃（+32℉~752℉） * * *

精度 ±2℃（±3.6℉）或被侧温度的±2%，取大值 * * *

测量分析    

点分析 中心点 * * *

发射率 0.01~1.0可调；预先定义好材料的辐射率表 * * *

区域分析 中心区（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 * *

高低温检测和报警 自动标记区域内最高温和最低温；颜色和声音报警 * * *

等温分析 检测高温、低温、温度区间 * * *

测量校正 辐射率,环境温度,反射温度,距离,相对湿度,温度补偿 * * *

设置    

激光 小于class 2 * * *

设置命令 单位。语言，日期，时间，信息 * * *

语言选择 多国 * * *

存储 标配4GB卡，最大支持32GB * * *

视频存储格式 标准MPEG-4，640x480@30fps * * *

视频存储模式 红外，可见光，融合 * * *

图像存储格式 标准JPEG带温度数据，最大支持32GB * * *

图像存储模式 红外，可见光，融合 * * *

可见光摄像头 640x480像素 * * *

USB接口 USB-mini,在设备与电脑间传输数据 * * *

视频输出 复合视频（PAL和NTSC） * * *

WIFI和蓝牙功能    *

电池 可充电锂电池，可用四个小时 * * *

输入电压 直流9V至12V * * *

电源管理 自动关机以及睡眠模式（用户可选） * * *

环境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 -20℃~50℃（-4℉~122℉） * * *

存储温度量程 -40℃~70℃（-40℉~158℉） * * *

相对湿度(运行和存储) 10%RH~90%RH * * *

防护等级 IP65 * * *

防摔等级 2米跌落 * * *

抗冲击性 25g(IEC60068-2-29) * * *

抗震动性 25g(IEC60068-2-6) * * *

物理特性    

包装 防晒版，电源适配器，耳机，软件，防摔挂绳，存储卡，连接线，工具箱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67   245x90x105  820

37117068   245x90x105  820

37117069   245x90x105  820

产品特点：
● 分辨率：80x80；160x120 ● 画中画、图像融合 ● 2.8"高清TFT 
● 体积小巧 ● 32倍数字变焦 ● 拍照和视频功能，最大支持64G储存
● 可自动跟踪的图像标注、语音记录功能 ● 最大值/最小值点温和区域温度自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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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型红外热像仪

订货号 37117062 37117063 064 065 066

光学参数     

出厂标配镜头 9mm 7.5mm 7.5mm

视场角 17°x17° 29.8°x22.6°

最小调焦距离 0.3m 0.2m（0.66ft)

可换镜头 3.38mRad 3.33mRad

空间分辨率IFOV * * * * *

热灵敏度NETD：（30℃时）/80mK ≤0.1℃ ≤0.08℃ 

图像帧频：50Hz * * * * *

对焦方式：手动 * * * * *

数字变焦和旋转：1-20倍连续变焦，步距0.1；0-360°旋转，步距1° * * * * *

传感器参数

传感器类型：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UFPA) * * * * *

工作波长：8~14μm * * * * *

分辨率： 80x80像素  160x120像素

图像参数

显示屏：3.5"高清彩色TFT 电容触摸屏 * * * * *

图像显示模式：红外图像，可见光图像，画中画融合功能 * *  * *

画中画：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融合 * *  * *

调色板：铁红,彩虹,灰白,白灰,蓝红,热冷,羽红,棕褐色,自定义 * * * * *

图像调节：手动/自动/直方图 * * * * *

量程

量程：低量程：-20℃~150℃（-4℉~302℉）；

      高量程：0℃~400℃（+32℉~752℉） * * * * *

精度：±2℃（±3.6℉）或被侧温度的±2%，取大值 * * * * *

测量分析     

点分析 中心点                    3个可移动点

发射率：0.01~1.0可调；预先定义好材料的辐射率表 * * * * *

线分析：2条（水平线与垂直线）    * *

区域分析：3个可移动框（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 *

高低温检测和报警：自动标记区域内最高温和最低温；颜色和声音报警 * * * * *

等温分析：检测高温、低温、温度区间 * * * * *

测量校正：辐射率,环境温度,反射温度,距离,相对湿度,温度补偿 * * * * *

设置     

激光/照明灯：小于class 2/白光LED * *  * *

设置命令：单位。语言，日期，时间，信息 * * * * *

语言选择：多国 * * * * *

视频存储 

存储：标配4GB卡，最大支持32GB * * * * *

视频存储格式：标准MPEG-4，640x480@30fps * * * * *

视频存储模式：红外，可见光，融合 * *        仅红外 * *

图像存储   

图像存储格式：标准JPEG带温度数据，最大支持32GB * * * * *

图像存储模式：红外，可见光，融合 * *        仅红外 * *

可见光摄像头    

可见光摄像头：640x480像素 * *  * *

数据输出    

USB接口：USB-mini,在设备与电脑间传输数据 * * * * *

视频输出：复合视频（PAL和NTSC） * * * * *

WIFI和蓝牙功能     *

电源系统  

电池：可充电锂电池，可用四个小时 * * * * *

输入电压：直流9V至12V * * * * *

电源管理：自动关机以及睡眠模式（用户可选） * * * * *

环境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20℃~50℃（-4℉~122℉） * * * * *

存储温度量程：-40℃~70℃（-40℉~158℉） * * * * *

相对湿度（运行和存储）：10%RH~90%RH * * * * *

防护等级：IP65 * * * * *

防摔等级：2米跌落 * * * * *

抗冲击性：25g(IEC60068-2-29) * * * * *

抗震动性：25g(IEC60068-2-6) * * * * *

产品简介：
● 红外热像仪，快速、精确的精确的进行红外热成像，对于静态物体和动态物体的测量工作都易如反掌,
  同时37117066新增WIFI功能。
● 优秀的性能、卓越的品质、超高性价比，是您工作需要的最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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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距离测温仪 

产品介绍：
● 测温仪是一款能实

  现距离远、被测物体小、

  非接触测量温度的高

  性能检测仪器。
● 具有日监测量与夜间

  测量两种模式可以互相

  转换使用,供电系统输变电线路接点、

  线路温度,变电站开关柜母排温度,

  以及电气设备运行中的温度的变化。
● 铁路供电系统接触网线路及设备

  的温度。

订货号： 37117044 37117045 37117046

距离系数; 400:1 300:1 200:1

测量量程：  -30~1200℃  

测量度： ≤5%  

测量精度： ±1℃  

辐射率： 0.5~1.0可调  

存储功能： 测量数据可存储100组

瞄准方式： 四倍同轴光学瞄准及平行激光瞄准

使用环境温度：  -10℃～50℃

电源： 两节9v电池  

外型尺寸： 26.5X6.5X23.5cm  

响应时间： 不大于500毫秒

工作波段： 8μm-14μm  

数据显示： LCD显示器，瞬时值和最大值显示

监控型红外热像仪
产品简介：
● 结构精致、坚固耐用、测温精准、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带WIFI、网络
  端口和软件分析与操作平台，在电力、设备运转、边防、防火现场等
  领域都能满足连续监控的需要。     
● 应用领域：建筑和工厂安全监控、边防、停车场、机场、火车站和
  其他大型公共场所监控、仓库防火监控、森林防火监控。

主要特征：  
● 100MBPS网速 ● WIFI连接功能 ● 丰富可选的标准接口
● 50Hz高帧率安全监视，适用于各种恶劣天气
● 复合视频补偿（PAL或者NTSC）
● 多种屏幕背光颜色可选 
● 图像优化功能,突出目标细节，
● 使目标更容易被识别和监控 
● 摄像仪根据环境场景和物体的
  变化,自动进行补光和调试光亮
  对比度,保持图像清晰 
● 镜头：标配7.5mm,
  (22mm,33mm可选)
● 强大的数据分析软件 
● 支持数据记录和播放功能 
● 在线式实时监测 
● 可设数个不同温度值的
  自动报警功能

光学参数

视场角（FOV） 29.8°x22.6°/0.2m

最小调焦距离

空间分辨率（IFOV) 3.33mred

热灵敏度NETD ＜0.08℃ @ +30℃（+86℉）/80mK

图像帧频 50Hz

对焦模式 手动

对焦距离 7.5mm

工作波长 8-14μm
分辨率 160x120pixels

图像参数 

图像显示模式 红外图像

调色板 铁红、彩虹、灰白、白灰、蓝红、热冷

量程 

测量温度量程 -20℃ to +150℃（-4℉ to +302℉）

 0℃ to +400℃（+32℉ to 752℉）

测量量程温度精度 ±2℃（±3.6℉）或±2%，取最大值

测量分析 

点分析 中心点

高低温检测 自动跟踪标记区域内最高温和最低温

发射率 0.01-1.0可调

测量校正 辐射率、环境温度、距离、相对湿度、温 

 度补偿

设置 

设置命令 单位、语音、日期、时间、信息

语言 多国

数据输出 

接口 迷你USB，复合视频

视频输出 复合视频（PAL和NTSC)

输入电压 直流9V到12V

网口 

网口类型，连接器类型， 100Mbps,RJ-45,CVBS

视频接口

WIFI连接性能 远程控制和实时视频传输

报警输出 

报警输出 2个继电器输出

可选镜头 

11mm FOV=20.6°x15.5°

22mm FOV=10.4°x7.8°

33mm FOV=6.9°x5.2°

包装 热像仪带镜头，CVBS线，网线，包装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22 900x74x74 1000

37117023 130x60x74 1000

经济型数显红外热成像仪
● 简易型红外热成像仪简单、易用，同时不降低测温的精度，是有需要

  点测温过渡到热成像测温的用户的第一步选择和尝试。

图像和光学参数： 

热灵敏度  0.15℃（0.27℉） @ 1Hz and 100℃

图像频率  9Hz

图像参数 

探测类型  非制冷型焦平面探测器（UEPA）

工作波长  8-14μm
分辨率  32x31像素

显示屏  2.2"TFT 320x240像素彩色液晶显示屏

温度测量 

温度范围   -20℃ to +300℃（-4℉+572℉）

精度  ±2℃（±3.6℉）或±2%，取最大值

点分析  中心点

辐射率  0.10-1.0可调

Micro记忆卡  最大支持16GB

视场角  38°x 38°

调色板  铁红、彩虹、灰白、白灰

图像储存模式  标准得到BMP，包括测量数据，在储存卡上可

  存大于1000张图片

包装：  3.7V锂电池，USB线，工具盒，包装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24 125x58x205 485

功能：
● 2.2TFT 320*240像素彩色液晶显示屏 
● 分辨率32*31像素 
● 图片捕获频率9HZ 
● 热灵敏度 
● 自动追踪标识区域内最高温和最低温 
● 拍照功能 
● 支持MicroSD储存卡和数据记录功能 
● 时间/日期/设置，可调辐射率和锁屏 
● 可充电铝电池 和双激光探测 
● 支持USB接口和蓝牙发送到手机和电脑 
● 语言种类：英语 
● Meterbox IPTP 和云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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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98 132x66x37 180

迷你型温湿度和空气压力记录仪 

产品简介：
● 气压数据记录仪为温度、湿度和空气压力提供了迅速、准确而稳定的
  读数，可适用于暖通、供暖、空调、运输、气象等行业的科学分析。 
产品特点：
● 可记录温度、湿度&空气压力的三组数据，每种有10900个数据可复查 
  当读数超过预设阈限值是将会出现声音与光亮报警指示液晶显示日期、
  时间、温度、湿度、空气压力高/低预限值内置USB PC接口

功能 量程 误差  分辨率

相对湿度 0～100％RH ±3.0％  0.1％RH

温度 -40～70℃ ±1℃  0.1℃

露点温度 -40～70℃ ±2℃  0.1℃

气压 0-30PSI/0-2000hPa 0.01PSI/hPa  0.1％

采样周期 可选择的采样周期：1s～24h

操作温度 -35～80℃

电池型号 3.6V锂电池

配件 3.6V 锂电池和CD软件，吸塑

监控型红外热像仪

产品简介：
● 红外热像监控用具备连续光学、电子自动以焦、高分辨率等优越特性，

  在雨雾雪、阴霾、黑暗等极端恶劣天气中都可以进行可疑行迹的跟踪

  与侦查。
● 特别适合森林防火、安防监控、仓库管理、轮船运输、急救搜寻、

  港口、机场、核电安全、机场安全等重要专业领域。

订货号 37117018 37117019 37117020 37117021 

分辨率 80x80 160x120 384x288 640x480

NETD ＜100mK ＜80mK ＜60mK ＜50mK

 两档 两档 两档 两档

 -20至150℃ -20至150℃ -20至150℃ -20至150℃

测温量程 0至400℃ 0至400℃ 0至400℃ 0至400℃

 三个移动点                             

 水平、垂直线                        

 三个可移动区域                                       

测温模式 高低温捕捉                   

 等温分析                                            

 9mm(17°x17°) 7.5mm(29.8°x22.6°) 11mm(47.1°x36.2°) 50mm(12.4°x9.3°)
  11mm(20.6°x15.5°) 22mm(24.6°x18.6°) 75mm(8.3°x6.3°)
  22mm(10.4°x7.8°) 7.5mm(14.4°x10.8°) 100mm(6.3°x4.7°)
  33mm(6.9°x5.2°)  40mm-160mm(15.5°/3.9°x11.6°/3.0°)
WIFI网络 无 无 无 无

USB USB控制 USB控制 USB控制 USB控制

LCD 无 无 无 无

按键 无 无 无 无

视频录像 MPEG-4, MPEG-4, MPEG-4, MPEG-4,
 640x480 @ 30fps 640x480 @ 30fps 640x480 @ 30fps 640x480 @ 30fps
视频输出 CVBS CVBS CVBS CVBS
 PAL/NTSC PAL/NTSC PAL/NTSC PAL/NTSC
防护等级 IP65 IP65 IP65 IP65
外接电源 AC220V @ 50Hz/DC12V                                              
包装： 热像仪带镜头，USB线，CVBS线，包装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18 195x115x83 1000

37117019 195x115x83 1000

37117020 195x115x83 1000

37117021 195x115x83 1000

迷你型温湿度记录仪

产品简介：
● 迷你型温湿度记录仪可对休闲食品、服装、奶制品、茶叶、肉制品、
  冷藏仓储和运输等行业，在仓储管理和运输途中因温湿度异常变化会
  对商品本身品质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发生变质和霉变的科学化管理
  记录测试。

产品特点 
● 状态指示灯通过红/黄LED和绿色的LED显示
● USB接口设置和数据下载 
● 可以记忆32000个读数 
● 电池寿命：三年以上 
● 可自己设置报警阈值 
● 分析软件 
● 时间、数据双屏显示
（订货号：37117195）

订货号 37117194 37117195 37117196

采样率 2s~24h 1s~24h 2s~24h

温度量程 -40～70℃

温度精度 ±1℃

湿度量程 0～100％RH

湿度精度 ±2％RH

K型温度量程 -200～1370℃

K型温度精度 ±1℃

记忆 32000个读数

电池寿命 三年以上

分析软件 Windows98/2000/XP/Vista/7

配件： 7.6V锂电池和CD软件，双吸塑，K型温度探（37117196）

尺寸(mm) 130x30x25 94x50x32 130x30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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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通道接触式测温仪 

产品简介：
● 专业型接触式测温仪具有单路及双路K型热电偶
  温度测量、℃/℉转换、最大值、数据保持等
  功能。
  可选配丰富的原厂配件，广泛应用于大多数常规
  温度测量场合。   

订货号 37117203 37117204 37117205  

温度量程 -50~1300℃ -50~1300℃  -200~1372℃

分辨率 0.1℃ 0.1℃  0.1℃

误差 ±0.5%±1℃ ±0.5%±1℃ ±0.5%±1℃ 

单温输入 *  

双温输入   *  *

℃/℉转换 *  *  *

温度误差   *  *

最大值保持 *  *  *

数据保持 *  *  *

白色背光 *  *  *

配件： 使用说明书、9V电池，K型温度探头，皮包，彩盒。

三合一专业温湿度仪

产品简介：
● 三合一专业温湿度仪，具有专业测量空气温度、
  空气湿度、露点温度、湿球温度测量等功能，
  其中37117207还具有红外温度及K型温度测量功
  能，内置USB接口可将数据快速，及时地传送到
  电脑（仅限37117207）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实验室、
  电力、化工、暖通制冷、空调系统等领域。

功能 量程 误差 37117206 37117207

温度 -30℃~100℃ ±1.5℃ * 

 -20℃~60℃ ±1.0℃ * *

湿度 0~10%RH,90~100%RH ±3%RH * 

 10~90%RH ±2%RH * 

 0%~99.9%RH ±2%RH  *

红外温度 -50~20℃ ±5.0℃  *

 -20~500℃ ±2%or2℃  *

K型温度 -100~1372℃ ±1%±1℃  *

露点温度 -30℃~100℃  * *

湿球温度 0℃~80℃  * *

距离比 30:1    *

℃/℉转换   * *

最大/最小值显示  * *

自动数据保持   * *

快速响应   * *

双显示及白背光  * 三显示

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  * *

低电池提示   * *

自动关机   * *

配件 使用说明书，9V电池，工具盒，彩盒。（37117206）  

 使用说明书，9V电池，K型温度探头，USB连接线，软件

 CD，工具盒，彩盒。（37117207）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06 255x75x50 280

37117207 255x75x50 28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15 225x45x34 20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13 150x72x35 210

37117214 150x72x35 21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03 165x76x43 403

37117204 165x76x43 403

37117205 165x76x43 403

二合一专业温湿度仪

产品简介：
● 专业型二合一温湿度仪具有温度/湿度测量、℃/℉转换、
  最大值及数据保持功能，带白色背光的双显示大屏幕液晶
  显示屏可在黑暗中使用。
● 其中37117214还具有空气温度、露点温度、湿球温度测量功能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213 214

湿度   0%~100%RH  0.1%RH  ±2.0%RH  *

    ±3.5%RH  * 

空气温度  -30~100℃  0.1℃  ±0.5℃   *

K型温度  -20~1000℃  0.1℃ 200℃内时  ±3%  * 

   1℃   200℃以上时

露点温度  -30~100℃  0.1℃  ±1℃   *

湿球温度  0~80℃  0.1℃  ±1℃   *

带背光双显示液晶屏   *  *

反应时间  10秒（90%RH 25℃环境下）    *

采样率：  2.5次/秒   *  *

℃/℉转换   *  *

数据保持/最大值保持   *  *

低电量提示/自动关机   *  *

配件：使用说明书,9V电池,湿度探头,K型温度探头(37117213)皮包,彩盒

专业温湿度仪

产品简介：
● 专业型温湿度测量仪具有空气温度、湿度、露点温度、湿球温度测量
  等功能，手持式高精度测量、小巧的外形便于携带和使用，带白色
  背光的双显示液晶屏可在黑暗环境中使用。
● 可广泛应用于实验室、暖通制冷、空调系统等领域。

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湿度 0%~100%RH  ±2%RH

温度 -30℃~100℃  ±0.5℃

露点温度 -30℃~100℃  ±0.5℃

湿球温度 0℃~80℃  ±0.5℃

显示 4-1/2带背光双显示LCD屏 

响应时间 10S（在90% 25℃静止空气中) 

采样率 2.5次/秒 

超量程标志 “OL” 

操作环境 0~40℃；＜80% RH非冷凝 

存储环境 -10~60℃；＜80% RH非冷凝 

自动关机 15分钟无操作后 

电源 9V电池（或NEDA1604或6F22） 

配件 使用说明书，9V电池，皮包，彩盒

37117- 3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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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温湿度计
产品简介：
● 小巧美观的台式温湿度计可用于家居、
  办公室、实验室、图书馆等场所的
  温湿度测量。
● 空调的普及让人们更方便的控制居住
  的工作环境温湿度，精美的台式湿温
  度计不仅给您的生活增添趣意，更是
  您营造健康环境的好帮手；
  37117217还具有天气预报功能。

产品特点：
● 温度/湿度显示
● ℃/℉转换设置 
● 高低温湿度记录功能 
● 日历/日期显示，闹铃、12/24小时记时功能
● 环境舒适度提示、舒适、潮湿、干燥 

温度量程 0℃~50℃

温度精度 ±1℃

温度分辨率  0.1℃

湿度量程 10％RH~90％RH 

湿度精度 ±5％（在40％RH~80％RH时﹚±8％（其它量程）

电池规格 1节7号AAA

配件 电池，说明书，吸塑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16 108x60x15 74

37117217 108x60x15 74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19 130x40x33 99

37117220 140x48x33 93

37117221 130x40x33 99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18 160x60x28 203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22 180x50x31 175

专业型水份温湿度测试仪
产品简介：
● 是专业测量木材以及建筑材料的水份
  湿度计,用于测量木材(也包括纸板，
  纸张）以及坚硬的材质（石膏，
  混凝土和灰泥）的湿度水平。
● 整合8种材质的特点提高了测试值
  的准确性, 清晰地组织、功能显示、
  橡胶机壳使得仪表更适合于恶劣
  环境使用。 
● 37117218配备多种专业远程探针
  能满足于不同的测量要求。 

电极长度 8mm 

电极 完整、可更换 

木材测量范围 1～75％ 

测量范围 木材：1～75％ 

 建筑材料：0.1～2.4％ 

 环境温度：–40～70℃ 

 环境相对湿度：0～100％ 

误差 木材:0…30％/±1％ 

 30…60％/±2％ 

 60…75％/±4％ 

 其他材质:/±0.5％ 

环境温度 -40～–10℃和40～70℃/±2％

 -10℃～40℃/±1％

环境相对湿度 0～20％和80～100％/±5.0％

 20～80％/±3.5％

自动关机 大约3分钟后

自动关闭液晶背光显示 大约10秒后

机壳材料 抗冲击防水塑料机壳

操作环境温度 0～40℃

环境相对湿度 0～85％RH

专业远程探针 选配 

配件 3xCR2032电池，湿度探针，锤式测试探头，

    刮刀式测试探头，延伸式测试探头，螺纹式

 延长杆，工具盒

产品特点：
● 大屏幕液晶显示
● 湿度探针或锤子探针
● 完整的电极针读数

专业型水份湿度测试仪
产品简介：
● 专业型水份湿度测试仪采用电子元配件研制而成，对建筑材料湿度进行
  高精度测量，模拟条指示使测试结果直观明了。可广泛应用于木材
 （木地板、家具、纸板纸张）以及坚硬的材质（石膏、混凝土、水泥）
  的湿度水平测量。  
● 37117221是2合1数字和模拟条指示测试仪表。  

产品特点： 
● 大屏幕液晶显示 
● 图条、数字双显示 
● 可测木材、混泥土、纸浆等物体湿度
● 可根据被测物体的性质更换电极探针
● 通过电极探针测量显示湿度读数

测试标准 电阻

电极长度 8mm

电极 完整、可更换

测试量程 木材：6~44%

误差 其他材质：0.2~2.0%

 木材：±1%

 其他材质±0.05%（37117221）

电池 3xCR2032，可更换

测量温度 0~60℃

环境温度 0~40℃

环境湿度 0~85%RH

木材水份温湿度测试仪

产品简介：
● 温湿度测试仪是一款专业测量木材的湿度计。
● 该仪表有八个校准刻度，能准确测量达150种木材种类。
● 湿度计既可使用针形探头，也可使用外接的湿度探头测量。
● 使用温度探头时，能根据相关温度自动校准温度测量。
● 小巧的外形便于使用。可广泛应用于家居、装潢、建筑、建材等领域。

探针长度 8mm

探针  可更换

测量范围误差 木材：6~99.9%

 木材：±1%

湿度测量量程 6%~100%

湿度分辨率 0.1%RH

湿度测量误差 ±1%（6%~40%）

温度量程 -35℃~80℃

温度分辨率 1℃（≤-10℃）；0.1℃（＞-10℃）

温度测量误差 ±2℃

环境温度 0~50℃

相对湿度 0~85%

低电提示 电量低时会显示低电符号 

配件 使用说明书，温度探头，湿度探针，9V电池，皮包，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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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43 212x78x51 338

专业高精度差压计
产品简介：

● 研发生产的专业高精度差压计，双注塑外壳，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机身，出厂带原装皮

  托管，超高精度确保满足高标准要求的用户

  在苛刻环境下的测量和记录，适合HVAC、

  实验室等对差压高精确度要求的生产、管理

  和科研应用，同时可连接PC能让测量和分析

  变得更加人性化和便捷化。 

压力

误差  ±0.3%FSO(25℃)
重复性  ±0.2%(Max.±0.5%FSO) 
线性/磁滞现象  ±0.29%FSO   

压力范围  ±5000Pa   

最大压力  10psi   

响应时间  0.5秒   

超/低量程提示  OL/-OL   

测量  单位  量程  分辨率

  PSI  0.7252  0.0001
  mbar  50.00  0.01
	 	inH₂O  20.07  0.01
  mmH₂O  509.8  0.1
  Pa  5000  1Pa
风速   

单位  量程  分辨率  误差

m/s  1~80.00  0.001  ±2.5%
ft/min	 	200~15733	 	1	
km/h	 	3.5~288.0	 	0.1	
MPH  2.25~178.66  0.01 
Knots	 	2.0~154.6	 	0.1 
空气流量   

单位  量程  分辨率 

CFM	 	0~99.999ft3/min	 	0.0001~100	
CMM	 	0~99.999m3/min		0.001~100	
温度℃  量程  分辨率  精确度 

  0~50℃  0.1  ±1.0℃ 

配件：使用说明书，9V电池，硅胶软管，USB连接线，软件CD，工具盒，

彩盒。

专业差压计

产品简介：

● 能测量0到±5psi的压差，11种可选压力单位：

  inH2O、psi、bar、mbar、kPa、inHg、mmHg、

  ozin2、ftH2O、kgcm2。具有数据保持，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保持、调零、偏移和

  数据补偿。

● USB连接功能实现人机同步测量，以及测量数据

  的保存和科学分析以

  便为每一项决策提供最佳数据化依据。

● 是工业制造、石化、暖通、管道行业必不可少

  的科学化管理压力测试仪表。

订货号 37117241  37117242
压力范围 ±5psi(±138.3inH2O)	 ±2psi(±55.40inH2O)
单位和分辨率 inH₂O	 0.1	 inH₂O  0.1
	 psi	 0.001	 psi	 	0.001
 mbar 0.1 mbar  0.1
 kPa 0.01 kPa  0.01
	 inHg	 0.001	 inHg	 	0.001
 mmHg 0.1 mmHg  0.1
	 ozin2	 0.01	 ozin2  0.01
 ftH₂O 0.01 ftH₂O  0.001
	 cmH₂O	 0.1	 cmH₂O  0.1
	 kgcm	 0.001	 kgcm	 	0.001
 bar 0.001 bar  0.001
超大液晶背光双显示屏 *   * 

数据保持   *   *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保持 *   * 

USB接口   *   * 

调零，偏移和数据补偿功能 *   *

低电池显示   *   * 

自动关机   *   *

误差  ±0.3%FSO
重复性  ±0.2%(Max.0.5%FSO) 
线性/磁滞现象  ±0.29%FSO 

带PC接口照度计
● 新型照度计，精致美观大方的外观，坚实耐用，同时高精度测量，
  在农业、种植业、工业生产和环保的数据采集、管理发挥了巨大
  的科学分析功能。 
● PC连接功能实现测量数据同步传输和显示，人机同步。
● 同时测量数据的海量保存，更加有利于科学分析测量结果。

特点：
● 4000位带计时功能的液晶双显示
● 自动量程
● 最大/最小值和数据保持功能
● 低电提示
● 可变换FC/LUX
● USB接口
● 99个数据记录容量
● 误差：C.I.E标准照度A（2856K）

最大量程 400,000Lux
误差  ±5%+10d（＜10000Lux）
 ±10%+10d（＞10000Lux）
分辨率 0.1Lux/0.01Fc
采样率 1.5次/秒
光度探头 115x60x27 毫米
配件： 9V电池，USB连接线，软件。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31 160x58x27 280

LED光源强度测试仪
● LED强度测试仪是专为LED产业、环保行业而设计的一款仪表，具有
  宽量程、高精确度和高灵敏度等特点，确保您每次有效无误的测量。
● 带余弦角度修正功能，低电量提示，斜光、射光修正功能，可测量
  白色LED及所有可见光源。      
● 产品应用于仓库，工厂、办公室、餐厅、学校、
  图书馆、医院、照相、场所、录影场所、
  停车场、博物馆、美术馆、建筑照明等
  场所的一般测试。  

● 4000位带计时功能的液晶双显示
● 自动量程
● 最大/最小值和数据保持功能
● 低变换FC/LUX
● USB接口
● 99个数据记录容量
● 误差：C.I.E标准照度A

光源选择 0~9不同等级光源，如太阳光、荧光

测量范围 400,000Lux 

精确度 ±3%LED光源（校验于2856°K标准灯

 及修正于白色LED光谱）；±6%其他可见光源。

配件 9V电池，USB连接线，软件，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32 160x58x27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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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 便携式的风速仪方便用户使用,用于
  低风速的测量
● 热敏风速可伸缩探头,适合小空间
  测量,量程至0.1~25m/s
● 最小/最大/平均/保持功能方便用户
  进行数据分析 
● 通过USB接口与电脑进行数据传输 
● 带背光超大液晶显示，显示风速，
  风量与温度 
● 精度高，数据可靠 
● 可输入管道的截面积计算
  出风量 
● 自动关机功能延长
  电池寿命 

产品规格  热电偶测量范围  热电偶模拟

温度范围   -200℃~1800℃   -200℃~1800℃

   -328℉~3272℉  -328℉~3272℉

   -10mV~75mV   -10mV~75mV

分辨率  0.1℃/0.1℉/0.01mV 0.1℃/0.1℉/0.01mV

准确性  ℃：±（0.3℃+10μV) ℃：±（0.3℃+10uV)

          ℉：±（0.6℉+10μV）       ℉：±(0.6℉+10uV)
  mV:±(0.02%+2)  mV:±(0.02%+2)
特点：  

CJC启用或禁用 热电偶冷端补偿  ±0.2℃

TC类型选择 J,K,T,E,R,S,B,N  NIST175/ITS-90

℃/℉切换 可选温度单位 

热电偶校准仪
产品介绍 ：   
● 热电偶校验仪是一款高精度的校准源和
  测量工具，它通过一个热电偶
  插座进行测量，测量类别包括℃、℉
  和mV信号。  
特点：   
● 显　　示：88888计数  
 
● 测量热电偶   
● 模拟热电偶   
● 电　　源：NEDA1604（DC9V）×1  
● 二次注塑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电源 

37118056 195x90x43 367 1×9V6F22

线缆探测仪
产品介绍 ： 
● 发射机可显示所设置的发射功率等级，发射编码，电池
  电量信息，测量到的外部电压值和种类，以及外部高压
  警示符号，这些信号同样可以在接收机
  上显示。 
● 发射机具有自检功能，接收机的灵
  敏度可以自动或手动调节接收机具
  有自动扫频功能，并且发射机和接
  收机都具有静音功能，方便在医院
  等需要安静测试的环境使用 
● 可提供附加发射机用以扩充或
  区分多个信号 
● 结构紧凑，牢固耐用，便于携带

电压测量量程 发送器:12V-400V(AC/DC) 

输出信号         发送器:125KHz        

电压             发送器:最高400V(AC/DC) 

电缆测量深度 接收器:0-2.5米(墙面/地下电缆)

主电压测量 接收器:0-0.4米 

工作环境 0~40℃ 

储存温度      -20℃~60℃ 

相对湿度(无冷凝） 最高80%

工作高度 最高2000米

特点 

探测埋藏在墙壁及地下的电缆，电气线路，供水供气管道的铺设路径。 

探测埋藏在墙壁及地下的电缆 ，电气线路中的断路和短路故障 

寻找保险丝及其保险线路 

寻找被遮盖住的插座和分线盒 

寻找地下板下的电热供暖线路中的断路和短路故障 

常规 

电源 接收器：6×1.5V AAA LR03

 发送器:1×9V 6LR61

安全等级 CE CAT. Ⅲ 600V RoHS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58 241.5x78x38.5 接收器：263

 241.5x78x38.5 发送器：370

热敏式风速仪
产品简介：
● 一款性能稳定、高精度的专业风速仪，1.5M的热敏式探头，这些人性
 化和科学化合理设计的结合，可测量风速、风温、风量以及环境温度。
● 在广泛的室内空气品质、工业健康环境、管道内的环境测试、暖通设备
  的性能调试等领域 都能发挥精确测量的检测功能。

风速 量程 分辨率 误差

米/秒 0.1~25.0m/s 0.01m/s ±(5%+1d)读数±(1%+1d)满量程 

千米/小时 0.3~90.0km/h 0.1km/h ±(5%+1d)读数±(1%+1d)满量程 

英尺/分钟 20~4925ft/min ft/min ±(5%+1d)读数±(1%+1d)满量程 

哩/小时 0.2~55.8MPH 0.1MPH ±(5%+1d)读数±(1%+1d)满量程 

海上时速 0.2~48.5knots 0.1knots ±(5%+1d)读数±(1%+1d)满量程 

空气温度 0℃~50℃ 0.1℃ 1℃

配件： 使用说明书，9V电池，风速计探头，USB连接线，软件CD，工 

 具盒，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29 200x75x48 306

基本型空气质量检测仪
● 最新手持式空气质量检测仪，创新的点阵式LED屏设计增强了用户
  体验感，沿用Tesboy出色的颗粒物测量技术，测量精准并有可溯源
  的实验标准可查询，确保测量数据的科学性。

产品特点 37117027 37117028

颗粒物传感器类型 风扇型 风扇型

2.8英寸16x24个白色LED组成的点阵屏 * *

支持PM2.5/PM10两个通道粒子质量称重法 * *

二氧化碳检测  *

温湿度测量 * *

最大值、最小值和高低温报警设置 * *

蓝牙功能  *

数据记录 * *

可充电电池 * *

自动关机 * *

质量称重

质量称重量程 PM2.5：0~500ug/m3;pm10:0~500ug/m3

空气温度测量 

温度测量范围 0 to 50℃

测量精度 ±1℃

湿度测量

湿度测量范围 0 to 100%RH

测量精度 ±2.5%RH（20%~80%RH）

CO2测量

CO2测量范围 0~5000PPM

测量精度 ±5%±75ppm

附件： 使用说明书，7.5V锂电池，USB数据线，充电器，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27 240x75x57 570

37117028          240x75x57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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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接触两用转速/线速表
5位大屏幕液晶显示，字高18mm

测试范围： 光电转速方式： 2.5-99，999RPM

 接触转速方式： 0.5-19，999RPM

 接触线速方式： 0.05-1，999.9m/min

分辨率： 光电转速：

 0.1ROM(1,000-9,999.9RPM)

 1RPM（10,000RPM以上）

接触转速： 0.01RPM(0.5-999.99RPM)

 0.1RPM(1,000-9,999.9RPM)

 1RPM(10,000RPM以上）

接触线速： 0.01m/min(0.05-99.99m/min)

 0.1m/min(100m/min以上）

准确度： ±(0.05%+1个字）

采样时间： 0.5秒（120RPM以上)

量程选择： 自动切换

工作电流： 最大45mA

有效距离： 50~500mm

订货号  电源 

37117009  3x1.5V AAA电池

多功能转速记录仪

测试范围： 2.5-99,999RPM

分辨率： 0.01RPM(2.5-999.99RPM)

 0.1RPM(1,000-9,999.9RPM)

 1RPM(10,000RPM以上）

准确度： ±(0.05%+1个字）

采样时间: ≥1,000RPM时，0.2秒

 <1,000RPM时，0.5秒

记忆： 单次模式自动记忆最大值、

 最小值、最后测量值，连续

 模式可记录18000组数据

接口： MINI型USB 接口

可测量转速（ROM)，频率(Hz)

具有累计数据功能 

具有线速实时显示功能（预先置入半径值

白色半光液晶显示屏，机身小巧可贵

● 尺寸：172x51x26mm
● 电源：3x1.5VAAA(电池）

汽油发动机转速分析仪 

产品简介：    
● 本仪表用于单次或连续测量单缸及多缸汽油
  发动机的转速。  
● 通过非接触方式的测量运转，方便使用并且能
  保证精度。  
● 仪表分三种工作模式：单次模式适用于日常
  基本的测试。  
● 连续记录记录模式可以记录一段时间内发动机
  转速的变化数据，再通过USB接口传输给电脑，
  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适用于车间现场操作。
● 连续实时模式可以将测量数据实时的传输给电脑，
  适用于实验室在线分析。

主要性能指标：
● 测定范围： 二冲程：200-20000rpm  四冲程：100-10000rpm
● 测量距离与精度：5mm~20mm ±10rpm
● 显示与采样时间：5位液晶显示；0.5s/次 
● 记录功能： 可连续记录20000组数据
● 接口： USB接口，用于记录数据的读出和实时数据的传输
● 适用发动机： 两冲程或四冲程，单缸或多缸汽油发动机7使用环境  

 0℃~40℃，10~80%RH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电源

37117011 160x51x37 约130(包括电池)  3x1.5VAAA(UM-4)

五合一功能环境测试仪 
产品介绍：
● 37117001五合一多功能环境测试仪仪集多工能于一体，具有测量温度、
  湿度、风速、噪音、照度等功能。超大液晶显示屏，带白色光，手感极
  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快捷、安全。
● 本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家用、环保、工业、农业等需要综合各种环境
  因素的领域。

产品特点：
● 五合一多功能：温度、湿度、
  照明、风速、照度
● 白色LCD大显示屏
● 数据保持
● 最大值
● 量程过载显示
● 低电量显示
● 精确度：C.I.E照明标准
 （2856K)

功能 范围 分辨率 精确度 

温度 -40℃~70℃ 0.1℃ ±1.5℃ 

 0.5~30.0m/s 0.1m/s ±（3%+0.3d) 

 1.8~108.0km/h 0.1km/h ±（3%+0.3d) 

风速 95~5905ft/min 1ft/min ±（3%+0.3d) 

 0.9~58.3knots 0.1knots ±（3%+0.3d) 

 1.1~97.0Mph 0.1Mph ±（3%+0.3d) 

照度 0~200kLux 0.1 ±3%rdg±0.5%f.s.

 0~20kFc 0.1 ±3%rdg±0.5%f.s.

湿度 0%~100%RH 0.1%RH ±5%RH

噪音 30~130dB 0.1dB ±1.5dB

频率范围 31.5Hz~8KHz 

频率加权 dBA

配件：说明书,9V电池，工具盒，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001  215x66x33 568   

订货号： 3711701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197 106x56x33.5 34

迷你型噪音记录仪

产品简介：
● 迷你型噪音记录仪专门为噪音工程、品质控制、健康防治及各种环境
  声音测量和记录，如工厂、学校、办公室、交通路线、家庭、音响等
  各种场合的噪音测量应用。 

产品特点：
● 符合IEC61672-1 CLASS2
● 最大值，最小值测量
● 报警值设置
● A&C计权特性
● 正常模式和峰值模式
● 最快25ms采样率
● 快速和慢速时间计权特性
● 手动和自动测量模式

应用标准 IEC61672-1 CLASS2

精度 ±1.4dB

频率响应 31.5Hz~8kHz

动态范围 50dB

量程 30dB~130dB（自动）

频率计权 A/C

时间计权 快速（125ms）/ 慢速（1s）

记忆存储数据 129920个

采样周期 1s~24h

麦克风 静电冷凝器麦克风

数据输出 USB传输

配件 3.6V 锂电池和CD软件，双吸塑，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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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风速/风温/风量测试仪
产品简介：
● 具有高精度、多功能、实用耐用等特点。
● 多种单位自由换算，轻松测量风速、风量和风温。
● 内置USB接口可将数据快速便捷地传送到电脑。
● 37117225还具有红外温度测量功能。
● 可广泛应用于科研实验、环保监测海上
  作业、飞行作业、各类风扇制造业、
  通风、空调系统等领域。
● 专业品质，值得信赖！

产品特点：
● 风速/风量/风温测量
● 多种风速单位自由换算
● 风速平均值模式
● 空气流量平均值模式
● 数据保持功能
● 最大/最小值保持
● 双显示带白色背光
● 自动关机功能

风速 量程 误差 224 225

米/秒 0.40~30.00 ±3%±0.20m/s * *

英尺/分钟 80~5900 ±3%±40ft/min * *

千米/小时 1.4~108.0 ±3%±0.8km/h * *

哩/小时 0.9~67.0 ±3%±0.4MPH * *

海上时速 0.8~58.0 ±3%±0.4knots * *

空气温度 -10~60℃ ±2℃ * *

红外温度 -50~-20℃ ±5℃  *

 -20~500℃ ±2%  *

空气流量 量程 面积

CFM 0~999.900ft3/min 0~999.9ft2 * *

CMM 0~999.900m3/min 0~999.9m2 * *

红外距离比 30:1

风速平均值模式  *  *

空气流量平均值模式  *  *

数据保持     *  *

最大/最小值保持  *  *

双显示带白色背光  *  *

自动关机   *  *

配件：说明书，叶轮，9V电池，USB连接线，软件CD，工具盒，彩盒。

专业风速/风温/风量测试仪

产品简介：
● 手持式专业风速仪具有大小适中、坚固耐用、高灵敏度、高精确度
  等特点。
● 多种测量单位可自由换算，助您出色完成风速、风量、风温的
  测量工作。
● 37117227具有45米/秒的风速测量。
● 可广泛应用于科研实验、环保监测、
  海上作业、飞行作业、各类风扇制造业、
  通风、空调系统等领域。 

产品特点 
● 同时显示风温、风速测量数据
● 自动计算空气流量的平均值 
● 分辨率0.01米/秒
● 可多达20点的风量平均值测量
● 超大屏带白背光LCD显示
● 可外接K型温度探头与红外温度测量
（37117226/37117228）
● 高准确度和灵敏度
● 自动数据保存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24 203x75x50 280

37117225 203x75x50 28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26 203x75x50 280

37117227 203x75x50 280

37117228 203x75x50 280

接触/非接触式转速表
产品简介：
● 数字转速表可快速而准确的测量轮胎/马达/风轮等物体表面或旋转
  转速，接触/非接触双模式适用更多用途。   

产品特点：
● 接触与非接触式测量
● 测量范围宽，分辨率高
● 40个数据存储
● 内置激光瞄准器
● 5位数字液晶显示器

接触式测量 2至20,000 RPM

费接触式测量 2至99,999 RPM

计数测量范围 1至99,999 RPM

误差 ±（0.05%）

分辨率 0.1RPM（2至20,000 RPM）

 1RPM(over 10000RPM)

采样时间 0.5sec.(over120RPM)

测试距离 50mm至500mm

时基 晶振

功率消耗 约45mA

电池 9V

配件 9V电池，皮包，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54 160x60x42 160

数字风速表

功能 测量范围 精度

m/s（米 每秒） 1.0~30.0 ±2%

km/h(千米 每小时) 1.4~108.0 ±2%

Knots(节） 0.8~58.0 ±2%

液晶显示 2000位 

单位选择 M/B m/km ft/kt

数据保持 ●  

背景光 ●  

低电显示 ●  

电源 1×9V 6F22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59  183x74x33 330

单位  量程  分辨率  误差  226 227 228

 米/秒   0.30~45.00  0.1  ±（3%±0.10m/s） √  

  0.40~30.00  0.01  ±（3%±0.20m/s）  √ √

 千米/小时  1.0~140.0  0.1  ±（3%±0.1km/h） √  

  1.4~108.0  0.1  ±（3%±0.8km/h）  √ √

 英尺/分钟  80~5900  1  ±（3%±40ft/m）  √ √

 哩/小时  0.9~67.0  0.1  ±（3%±0.4MPH）  √ √

 海上时速   0.6~88.0  0.1  ±（3%±0.1knots） √ 

  8.0~58.0  0.1  ±（3%±0.4knots） √ √

 风温  -10~60℃   ±2.0℃ √ √ √

 红外温度   -50~-20℃   ±5.0℃   √

  -20~260℃   ±2%或±2℃   √

 距离比      8:1

 空气流量  量程  面积    

 CFM  0~999.900ft3/min  0~999.9ft2  √ √

 CMM  0~999.900m3/min  0~999.9m2  √ √

 31/2带白色背光双显示   √ √ √

 数据保持    √ √ √

 最大/最小值保持   √ √ √

 低电量提示   √ √ √

 自动关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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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接口存储专业噪音计 积分式即时音频分析仪

简介：
● 专业高精度USB噪音计符合IEC61672-1 二级标准，
  具有宽广的动态范围,还有快、慢速及自动时间常数
  设置；内置USB接口可将数据快速及时地传送到电脑,
  并可储存32,700个数据(仅限37117237)等特点。
● 适用于噪音工程，品质控制，康防治及各种环境声音
  测量，如居住区、工矿厂区、学校、机场等各种适合
  的噪音测量应用。

产品特征：

● CLASS 1级积分即时音频分析及脉冲测量

● 符合环保局要求规范一级型低频噪音20-200HZ测量 

● 测量功能：Lxyp,(Lxyi),Lxeq,1s,Lexq,t,LAE,E,Cpeak+,
		Cpeak,LAFmin,LAFeqT,LASeqt,LAleqt,Laeq。
● 高灵敏度1/2”预极化电容式麦克风内含前置麦克风 

● 宽广的动态范围:90Db ● 宽广的测量范围:25dB-140dB 
● 宽广的频率范围:10HZ-20KHZ ● 万年历功能 

● 背光显示LCD模组   ● 资料储存可以转存到电脑 

● A/C/Z频率加权测量 

● 快速(FAST),慢速(SLOW),脉冲音(IMPULSE),
    峰值(PEAK)时间加权测量 

● 积分时间设定：1秒到24小时，及任意时间设定

● 12288条存储记录,自动存储记录,定时开机/自动测量/定时关机

● 显示更新数字1次/秒,类比条码10次/秒
● 麦克风高灵敏度1/2”预极化电容式麦克风内含前置

麦克风:50mv/Pa,频率范围:10HZ-20KHZ,热噪音:16dB(A)
主要技术参数：

● 测量范围:25dB至140dB(A),30dB至140dB(C),35dB至140dB(Z)
● 统计分析,24小时测量,积分测量,1/1音频分析,1/3音频分析

● 时间加权:同时Fast,Slow,lmpulse,PeakC+,PeakC-量测及显示

● 增益范围:-10 dB,0 dB,10 dB,20 dB,30 dB,40dB
● 档位误差:	≤0.1	dB,测量电压范围:15μV-10Vrms,取样时间:20.8μS(48KHZ),
    储存时间: 256kB快取记忆体/125笔校正资料储存

● AC转DC变压器 :100V-240V 
● 标准配件:主机,电池,说明书,变压器,便携包,USB软件和电脑连接线,防风球

订货号 37117236 37117237

32,700个数据储存  *

35毫米耳机插孔 * *

最大值/最小值显示 * *

标准 本噪音计符合IEC61672-1，二级标准，

 IEC61672 TYPE2和ANIS SL4 TYPE2

量程（带模拟条） LO:30dB~80dB  Med:50dB~100dB

 Hi:80dB~130dB Auto:30dB~130dB

误差 1.4dB

动态范围 50dB

频率响应 31.5Hz~8kHz

频率计权特性 A和C

时间计权特性 快速（FAST）125毫秒，慢速（SLOW）1秒

传感器 1/2英寸极化电容式传感器 

显示 4位数，解析度0.1dB，数值更新：2次/秒

模拟信号输出 AC/DC信号由耳机插座输出；AC=1Vrms，DC=10mV/dB

数据储存 带USB接口与电脑连接 

配件：使用说明书，9V电池，调整螺丝刀，海绵球，外接电源，

      USB连接线，软件CD，三脚架，工具盒。   

噪音计

简介：
● 专业噪音计具有宽广的动态量程，还有快、慢时间
  常数设置，具有便于携带，使用方便等特点。
● 可适用于家庭、居住区、厂区、城市等环境的噪音
  监控。

订货号  37117238 37117239 37117240

量程 低-频段 30dB~100dB 30dB~80dB 35dB~100dB

 中-频段  50dB~100dB 

 高-频段 60dB~130dB 80dB~130dB 65dB~130dB

 自动-频段  30dB~130dB 

分辨率  0.1dB 0.1dB 0.1dB

误差 94dB时 ±1.5dB ±1.4dB ±1.5dB

  1kHz正弦波 1kHz正弦波 1kHz正弦波

时间计权  * * *

数据保持  * * *

最大值保持  * *

最大/最小值   * 

50个数据储存   * 

交直流电压模拟输出   *

内置校准  *  *

频率响应  31.5Hz~8KHz  

频率计权特性 A和C  

配件：使用说明书，9V电池，海绵球，皮包。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38 210x55x32 230

37117239 210x55x32 230

37117240 251x64x40 250

订货号 37118136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36 278x76x50 350

37117237 278x76x50 350

产品简介：
● 专业照度计具有0~400,000Lux的量程范围，带40段模拟条显示，

  并有峰值/最大/最小值/数据保持等功能。
● 内置的USB接口可将数据快速便捷地传送到电脑。
● 37117235还可存储99组数据。   
● 能广泛应用于商场、广场、

  体育馆、车间、候车/候机大厅

  等工业或商业现场的专业光度

  测量。

订货号 37117233 37117234   37117235

模拟条  41段 40段  40段

自动量程  * *  *

峰值保持  * *  *

最大/最小值保持  * *  *

数据保持  * *  *

相对值模式  * *  *

USB电脑接口  * *

99组数据储存    *

低电提示  * *  *

自动关机  * *  *

最大量程  400,000Lux  

分辨率  0.1Lux/0.01Fc  

误差  ±5%±10d（＜10,000Lux）

  ±10%±10d（＞10,000Lux）

采样率  1.5次/秒  

显示位数  4000位  

配件：使用说明书，光度探头，9V电池，USB连接线

     （37117234/37117235），软件CD（37117234/37117235）

专业照度计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33 203x75x50 280

37117234 203x75x50 280

37117235 203x75x5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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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水分测试仪
● 非接触式水分测试仪做工精细，手持式测量非常方便
● 采用碳化方法测量湿度，仪表性能稳定、可靠
● 测量结果精确，即使细微水分变化也能体现
● 是木制品、石膏板、水泥等建材产品水分含量检测的首选

● 超标报警功能，报警阈值可设定 ● 自动关机功能
● 最大值，最小值测试功能 ● 低电指示功能
● 带背光的LCD显示屏 ● 测试和保持功能

测量量程 0.0~100.0 

渗透深度 20mm~40mm 

分辨率 0.1 

电源 3节”AAA“电池 

湿度对照图  

建筑材料 显示值 湿度状态

石膏板 ＜30 Dry

 30~60 Risk

 ＞60 Wet

 ＜25 Dry

水泥 25~50 Risk

 50~75 Wet

 ＞75 all Wet

 毫米 

 克 

配件： 3节"AAA"电池，彩盒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23 242x63x30 226

灯具测试仪
● 灯具测试仪是一款多功能便携灯具测试仪器，可对节能灯，日光灯，
  惰性气体灯等灯具进行激发测试和导通性测试，可对白炽灯进行导通
  性测试，带有手电筒功能。 
● 是工厂、学校、家庭等室内室外灯具的检测和维修的理想工具。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订货号  029 030

灯具测试电压 约3000V * *  

灯具测试频率 68KHz~72KHz * * 

通断测试 0~1KΩ * *

测试天线   * 

手电筒  * * 

LED报警  * * 

蜂鸣器报警  * * 

低电压提示  * * 

自动关机  * *  

一般特征   

电源 AAA 1.5V x 4  

标准配件 电池  

标准包装 彩盒、说明书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8029 220x55x30 236.5

37118030 220x55x30 236.5

温湿度露点温度测试仪

特点： 
● 测量参数 °C.°F,%RH (相对湿度),  

              露点温度
● 测量范围 -10 ~ +50°C,+14 ~ 

             +122°F, 0 ~100%RH
● 分辨率 0.1°C, 0.1°F;0.1%RH  
● 精度 ±1.0°C, ±1.8°F, 

             ±3%RH (5~95%RH)
● 采样率 1次/秒  
● 显示位数 4位数字液晶显示器 
● 自动关机 约 20分钟 
● 配件包括 1.5V x3 AAA 电池 

双路热电偶测温仪

可以同时测量两路温度：

量程 K型：-200～1300℃ 

 J型：-200～1200℃ 

分辨率 0.1℃ 

精度 K型：(-200 ～ -100℃) ±(0.2%+1℃)

 (-100 ～ 1300℃) ±(0.1%+0.7℃)

J型 (-200 ～ -100℃) ±(0.2%+1℃) 

 (-100 ～ 1200℃) ±(0.1%+0.7℃)

单位 °C 

软件校准 确保仪器高可靠性 

数据保持 最大值、最小值、背景光、自动关机、T1-T2;

特殊功能 数据储存，高低温报警,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电源

37117364 121x60x30  180     DC1.5V(AAA)电池 x 3个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65 121x60x30 180

订货号 37117201

迷你型噪音计技术指标

功能 量程 误差 

噪音 35~130dB ±3.0dB 

频率 31.5~8kHz (ref94dB@1kHz)

频率计权特性 A 

电磁波污染强度测试仪
● 测试10MHz 至 8GHz频率范围 

● 等方性电磁场测量 

● 无方向性测量使用3轴测量感应棒 

● 高动态范围使用3通道数位处里 

● 可规划式警报限制值及储存功能 

● 测量方式：数位式三轴测量

● 测量范围(f>10MHz):20mV/m	to	108.0V/m,
   53μA/m	to	286.4mA/m,1μW/m2	to	30.93W/m2,
   0μW/cm2	to	3.093mW/cm2
● 绝对误差(@1V/m 及 10MHz):± 1.0dB 
● 显示解析度：0.1mV/m,	0.1	μA/m,	0.1μW/m2,
				0.001μW/m2
● 反应时间：约一秒 

订货号 频率范围

37118137 10MHz to 8GHz 迷你型环境测试仪系列

● 迷你型环境测试类仪表，涵盖了温湿度，照度，风速，
   噪音等领域，产品外观小巧，使用便捷，适用于家庭，

  办公场所，居住小区等日常环境监测。

功能 量程 误差 

米/秒 0.30~15.00m/s ±3.5%±0.20m/s

英尺/分钟 80~2980ft/min ±3.5%±40ft/min

千米/小时 1.4~54.0km/h ±3.5%±0.8km/h

哩/小时 0.9~33.0MPH ±3.5%±0.4MPH

海上时速 0.8~29.0knots ±3.5%±0.4knots

订货号            3711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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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

范围 0~999PPM

温度 0~50°C

精度 ±2PPM/0.5 °C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 电源

37117368 188x38 0.1kg 6 V(1.5V*4个)

酸度计

测量范围 0.0~14.0pH

温度 0~50°C

精度 0.1Ph/0.5°C

自动3点校准 pH 4.0,Ph 6.8,Ph9.1

pH &温度双显示

数据保持

低电压指示

传感器内置（可调换），5分钟自动关机

探头外置式酸度计

范围 0.00~14.00pH

温度 0~50°C

精度 0.02Ph/0.5°C

自动3点校准 pH 4.01,Ph 6.86,Ph9.18

 pH &温度双显示

数据保持

低电压指示 

取代pH传感器

外置传感器

5分钟自动关机

订货号 尺寸（mm） 电源

37117366 188x38 6 V ( 1.5V* 4个 )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kg) 电源

37117367 188x38 0.1 6 V(1.5V*4个)

数字式粘度计
● 采用61位微处理器核心控制电路，无齿轮带动，
  蓝屏液晶数显直接显示粘度、转速、百分计
  扭矩、转子号及所选转子在当前转速下可测的
  最大粘度值。
● 并可设定测量定时功能，按键醒目、转速平稳、
  测量精确，可选配打印机
  和RTD温度探头。 

测量范围(mPa.s) 1~100,000 1~2,000,000 

旋转速度(转/分钟) 6，12，30，60 0.3,0.6,1.5,3,6,12,30,60 

转子数量           4种(L1~L4)   

测量精度  ±1%（FS）牛顿流体  

重现性           ±0.5%（FS）牛顿流体  

L0转子（选配件）   

测量范围（mPa.s） 1~100 1~2,000 

订货号 电源

37110069 （100~240V/50~60Hz）

37110070 （100~240V/50~60Hz）

数字式粘度计
● 它的测量范围更广，转速选择改进为全程
  无级变速，RTD温度探头可实时监控和被
  测样品温度，并可通过选配《数据采集分
  析和绘图软件》进行全自动化数据采集、
  数据保存及历史数据对比等多项数理统计
  分析任务。 

订货号 37110196 37110197 37110198 37110199

测量范围 1~600,000 0.6~6,000,000 6~80,000,000 50~10,000,000 

旋转速度 1~60 0.1~99.9 0.1~99.9 0.1~200 

转子数量 4种(L1~L4)   4种21,27,28,29

测量精度 ±1%（FS）牛顿流体    

重现性 ±0.5%（FS）牛顿流体    

电源 专用电源适配器（输入100~240V/50~60Hz）

L0转子 1~600 0.6~6,000 6~60,000 3~60,000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386 145×35×30 49

迷你型照度记录仪
产品简介：
● 迷你型光照度数据记录仪具有小巧便携、自动测量的特点，本仪器的
  光度传感部件符合国际照明委员会的光适应曲线。
● USB 接口传输数据和电源供应，手动和自动开始记录
  模式。
● 可为太阳能产业、环保产业、农业生产、城市和家庭
  环境提供数据导航。   

产品特点： 
● 报警值设置和LED指示 
● 记录LED指示和低电LED指示 
● 手动和自动传输数据和电源供应
● USB接口传输数据和电源供应
● 红/黄LED灯和绿LED灯指示状态信息 
● 分析软件：Windows/XP/Vista/7

记忆 32000个数据

采样率 2s~24h

测量量程 0~40kLux/0~37kFc

分辨率 0.1Lux/0.1Fc

误差 ±5%

启动时间 ≤2s

配件 3.6V 锂电池和CD软件，吸塑

迷你型温湿度计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误差

温度 -20~60℃ 0.1℃ ±0.5℃

湿度 0~100%RH 0.1%RH ±3%RH

订货号  37117200

迷你型照度计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误差

照度 40,000Lux/Fc	 0.1Lux	 ±5%±10d
	 	 0.01Fc	 (＜10,000Lux)
测量速度 1.5次/秒

订货号  37117202

● 自动一点校准 ● 5分钟自动关机  ● 数据保持
● 低电量显示 ● 取代传感器 ● 内置传感器
● PPM & 温度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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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LCR电桥测试仪

功能：
● 自动LCR智能检查和测量
● 双显示，20000和2000计数
● 串联并测量模式可选择
● 支持DCR模式

电容测量   

频率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100Hz/120Hz	 20.000nF	 1pF	 1.0%+5d
100Hz/120Hz	 200.00nF	 0.01nF	 0.5%+5d
100Hz/120Hz	 2000.0nF	 0.1nF	 0.5%+5d
100Hz/120Hz	 20.000uF	 1nF	 0.5%+5d
100Hz/120Hz 200.00uF 0.01uF 1.0%+5d
100Hz/120Hz 2000.0uF 0.1μF 2.0%+5d
100Hz/120Hz 20.000mF 0.1mF 2.0%+5d
1kHz 2000.0pF 0.1pF 1.0%+5d
1kHz	 20.000nF	 1pF	 1.0%+5d
1kHz	 200.00nF	 0.01nF	 0.5%+5d
1kHz	 2000.0nF	 0.1nF	 0.5%+5d
1kHz	 20.000uF	 1nF	 0.5%+5d
1kHz 200.00uF 0.01μF 1.0%+5d
1kHz 2000.0uF 0.1μF 1.0%+5d
10kHz 200.00pF 0.01pF 1.0%+5d
10kHz 2000.0pF 0.1pF 1.0%+5d
10kHz	 20.000nF	 1pF	 1.0%+5d
10kHz	 200.00nF	 0.01nF	 1.5%+5d
10kHz	 2000.00nF	 0.1nF	 2.0%+5d
100kHz 200.00pF 0.01pF 2.0%+5d
100kHz 2000.0pF 0.1pF 1.0%+5d
100kHz	 20.000nF	 1pF	 2.0%+5d
100kHz	 200.00nF	 0.01nF	 5.0%+5d

电感测量   

频率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100Hz/120Hz 20.000mH 1μH 1.0%+5d
100Hz/120Hz 200.00mH 0.01mH 0.5%+5d
100Hz/120Hz 2000.0mH 0.1mH 0.5%+5d
100Hz/120Hz 20.000H 1mH 0.5%+5d
100Hz/120Hz 200.00H 0.01H 1.0%+5d
100Hz/120Hz 2000.0H 0.1H 1.0%+5d
100Hz/120Hz 20.00kH 1H 2.0%+5d
1kHz 2000.0uH 0.1μH 1.0%+5d
1kHz 20.000mH 1μH 0.5%+5d
1kHz 200.00mH 0.01mH 0.5%+5d
1kHz 2000.0mH 0.1mH 1.0%+5d
1kHz 20.000H 1mH 1.0%+5d
1kHz 200.00H 0.01H 2.0%+5d
1kHz 2000.0H 0.1H 5.0%+5d
10kHz 200.00uH 0.01μH 1.0%+5d
10kHz 2000.0uH 0.1μH 0.5%+5d
10kHz 20.000mH 1μH 0.5%+5d
10kHz 200.00mH 0.01mH 1.5%+5d
10kHz 2000.00mH 0.1mH 2.0%+5d
10kHz 20.000H 0.001H 5.0%+5d
100kHz 20.000uH 0.001μH 1.0%+5d
100kHz 200.00uH 0.01μH 2.0%+5d
100kHz 2000.0uH 0.1μH 2.0%+5d
100kHz 20.000mH 1μH 2.0%+5d
100kHz 200.00mH 0.01mH 5.0%+5d

电阻测量

频率 范围 分辨率 精度

100Hz/120Hz	 200.00Ω	 0.01Ω	 1.0%+5d
100Hz/120Hz	 2.0000kΩ	 0.1Ω	 0.3%+5d
100Hz/120Hz	 20.000kΩ	 1Ω	 0.3%+5d
100Hz/120Hz	 200.00kΩ	 0.01kΩ	 0.5%+5d
100Hz/120Hz	 2.0000MΩ	 0.1kΩ	 1.0%+5d
100Hz/120Hz	 20.000MΩ	 1kΩ	 1.0%+5d
100Hz/120Hz	 200.00MΩ	 0.1MΩ	 2.0%+5d
1kHz	 20.000Ω	 0.001Ω	 1.0%+5d
1kHz	 200.00Ω	 0.01Ω	 0.3%+5d
1kHz	 2.0000kΩ	 0.1Ω	 0.3%+5d
1kHz	 20.000kΩ	 1Ω	 0.3%+5d
1kHz	 200.00kΩ	 0.01kΩ	 0.5%+5d
1kHz	 2.0000MΩ	 0.1kΩ	 1.0%+5d
1kHz	 20.000MΩ	 1kΩ	 2.0%+5d
1kHz	 200.00MΩ	 0.1MΩ	 5.0%+5d
10kHz	 20.000Ω	 0.001Ω	 1.0%+5d
10kHz	 200.00Ω	 0.01Ω	 0.5%+5d
10kHz	 2.0000kΩ	 0.1Ω	 0.3%+5d
10kHz	 20.000kΩ	 1Ω	 0.5%+5d
10kHz	 20.000kΩ	 0.01kΩ	 1.0%+5d
100kHz	 20.000Ω	 0.001Ω	 1.0%+5d
100kHz	 200.00Ω	 0.01Ω	 1.0%+5d
100kHz	 2.0000kΩ	 0.1Ω	 1.0%+5d
100kHz	 20.000kΩ	 1Ω	 2.0%+5d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电源 安全等级

37118046 224x172x58 841 8×1.5AA CE

多功能差压风速仪

● 多功能差压风速仪集差压、风速、风量、风温等测量于一体，内置接

  口，可将数据快速便捷的传送到电脑，超大液晶数字显示屏易于第一

  时间迅速、准确、及时的记录现场测试记录。让您在广泛的环保、海

  上作业、飞机航空设备、工农业生产、各类风扇制造业、通风、空调

  系统等领域的应用中节省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成本，同时确保您测量数

  据的真实性。

精确度  ±0.3% FSO（25℃）  
重复性  ±0.2%（Max.±0.5% FSO)  
线性度  ±0.29% FSO  
压力范围  ±2psi（±55.40 inH2O)  
单位和分辨率  范围  量程  分辨率
  psi  2.000  0.001
  mbar  137.8  0.1
  kPa  13.78  0.01
  inHg  0.407  0.001
  mmHg  103.4  0.1
风速参数   
单位  范围  分辨率  精确度
m/s  0.40~30.00  0.01  ±3%±0.20m/s
ft/min  80~5900  1  ±3%±40ft/min
km/h  1.4~108.0  0.1  ±3%±0.8km/h
MPH  0.9~67.0  0.1  ±3%±0.4MPH
Knots  0.8~58.0  0.1  ±3%±0.4knots
温度  0~50.0℃  0.1  ±1.0℃
流量 范围 分辨率 面积
CFM(CFM=t3/min) 0-999,900t3/min 0.001~100 0-999.9ft2
CMM(CFM=t3/min) 0-999,900t3/min 0.001~100 0-999.9m2
配件 使用说明书，9V电池，硅胶软管，USB连接线，阮籍 
 CD，工具盒。

特点：
● 超大液晶背光双显示屏
● 压力测量提供归零和DIF功能
●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等
● 同时显示压力、风速、流量和温度
● USB接口与电脑虚拟串口连接
● 易于设置面积(最多8个)
● 低电压显示
● 自动关机模式降低功耗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30 210x75x50 280



113

二合一专业电偶测温仪
产品简介：
● 接触式热电偶测温仪提供快速和高精度的温度测量，可应用于电力设施故障诊断、科研实验温度监控、企业生产与存储的温度监控等
● 快速反应，多种测量方式选择和高精度助您轻松应对各种测温工作
● 多通道专业温度测温仪:T1，T2，IR,T3，T1-T2，T1-T4,T2-T3检测不同区域的温湿度
● 所用通道可保持1800组数据记录
● 精准的最大、最小、平均值测量
● 带℃、℉，Kelvin(K)读数输出
● 自动关机，延长电池寿命

订货号 37117208 37117209 37117210      37117211 37117212

产品特点     

可选择的℃、℉、K * * * * *

0.1℃/0.1℉/0.1K的分辨 * * * * *

单路K型热电偶输入  *   

双路K型热电偶输入 *  *  

四路K型热电偶输入    * *

红外温度输入 * * * * *

数据保持和最大最

小平均值保存 * * * * *

差异温度 * * * * *

转换功能（T1，T2，T3，T1-T2……） * * * * *

大屏幕显示带背光 * * * * *

多量程转换 * * * * *

自动关机  * * * * *

USB电脑界面   * * *

数据储存   *  *

技术指标

功能 量程 误差

订货号   37117208 37117209 37117210 37117211 37117212

 -200℃~1372℃      

K型热电偶 超过-100℃ ±（0.15%+1℃） T1，T2 T1 T1，T2 T1，T2, T1，T2,

 低于-100℃ ±（0.5%+2℃）    T3，T4 T3，T4

红外温度  -30℃~550℃      

 超过-10℃ ±（2.0%+2℃） T3 T2 T3 IR IR

 低于-10℃ ±5℃     

K型热电偶-K型  ±（0.15%+1℃）    T1-T2， T1-T2，

热电偶温度   T1-T2 T1-T2 T1-T2 T3-T4 T3-T4

K型热电偶-红外  IR超过-10℃ ±（2.0%+3℃） T1-T2  T1-T2， T1-IR, T1-IR,

温度 IR低于-10℃ ±6℃ T2-T3 T1-T2 T2-T3 T2-IR T2-IR

红外-K型热电 IR超过-10℃ ±（2.0%+3℃）    IR-T3， IR-T3

偶温度 IR低于-10℃ ±6℃    IR-T4 IR-T4

配件 9V电池,K型温度探头,CD软件(37117208至212),USB数据线(37117210至212),红外温度探头(37117208至212),工具箱 

订货号 尺寸(mm) 重量(g)
37117208 203x75x50 280
37117209 203x75x50 280
37117210 203x75x50 280
37117211 203x75x50 280
37117212 203x75x5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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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29   650x450x1160

防静电轻型推车

防静电仪器推车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30    650x450x750

防静电木制推车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31  600x500x750

防静电木制推车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32  600x500x750

订货号   37110233  尺寸   600x500x750mm

防静电木制推车 

用于周转重量在100kg以内
的物品,且可组合成多种
款式可选配单层抽屉,
整车均匀承载能力:150kg
防静电轮,2个刹/2个万向

防静电工业推车

订货号 37110236 尺寸   650x450x750mm

防静电支架推车

订货号 37110237  尺寸   840x700x1570mm

防静电支架推
车

订货号 37110238  尺寸 840x700x1570mm

防静电仪器推车 

均匀承载,承载能力:200kg
（整车） 100kg
（上搁层）50kg（下搁层）
含四个防静电承重轮,
其中两个带脚刹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39  750x400x835

防静电仪器推车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40  850x450x900

防静电轻型推车
用于周转物品,可组合成多种
款式可选配单层抽屉,钢制搁
板等标准附件  
均匀承载,承载能力:150kg
（整车）,每50kg（每层）
防静电轮,2个刹/2个万向

订货号 37110228  尺寸   650x450x750mm

防静电工业推车
用于周转物料及仪器
设备等，可组合成多
种功能的推车 
可选配工具挂板，
工具柜等标准附件  
均匀承载，承载能
力：500kg（整车） 
含四个防静电承重
轮，其中两个带脚刹

防静电工业推车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35  780x600x800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34  780x600x800

防静电置物架
推车

调整层数
承载能力：100kg
脚轮静音材料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41 900x450x940

工业电子防潮柜

湿度范围25%-55%RH可调整
防潮，防霉，防锈的守护高 
手钢制层板提供更强的支撑
力美背式设计,主机背后不占
空间同时通过CE认证
采用先进数码控制,
显示精度3%RH
主机PPS耐火材质,
耐热可达约260℃,
安全性特佳  
杜绝SMT/封装测试/PCB/LED
产业因潮
湿而导致的不良品的产生,大大提高制良率
湿度控制:1~50%RH可设定  
箱内容量165升,3层高承载钢制层板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42  外部450x452x950 内部448x425x869

工业电子防潮柜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43  内部903x425x869 外部905x452x1045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44 内部598x645x1618
         外部600x672x1820

工业电子防潮柜 

工业电子防潮柜

订货号  尺寸（mm)
37110245  外部1200x672x1820  
  内部1198x645x1618

湿度控制:1-50%RH
         可设定
箱内容量1250升.
5层高承载钢制层板

湿度控制:1-50%rh可设定
箱内容量334升，
3层高承载钢制层板

湿度控制:1-50%RH可设定
箱内容量624升，
5层高承载钢制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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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
产品用途：     
●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又名环境试验机，实验各种材料耐热、耐干、耐湿性能 ● 适合电子、电器、车辆、金属、化学、建材等工厂之用 
● 用于工业产品高、低温的可靠性实验。对电子电工、汽车摩托、航空航天、船舶兵器、  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相关产品的零部件及材料在高、
  低温（交变）循环变化的情况下，检验其各项性能指标。
符合标准：
● GB/T2423.1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 GB/T2423.2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 GB/T2423.3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
● GB/T2423.1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 ● GB10582-93高低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 GJB 150.3高温试验
● GJB 150.4低温试验 ● GJB 150.9湿热试验 ● IEC68-2-30试验方法

性能参数 温度范围 -70℃-150℃（范围可选、可调可控）/-90℃-120℃可定制 
 湿度范围 20-98%（25-85℃范围内实现）/5%-20%湿度可用转轮除湿机满足 
 波动度 温度≤±0.5℃ 湿度：≤±1.0℃
 均匀度 温度≤±2.0℃ 湿度：+2-3℃（75%RH),,±5%（≤75%RH）
 解析精度 温度：0.1℃ 湿度：0.1RH
 升温时间 1-3℃min（室温→+150℃≤60min）空载 
 降温时间 0.7-1℃min（室温→-40℃≤70min）空载 
箱体材质 整体 采用数控机床加工成型，造型美观大方，柄采用无反作用的
  把手，操作简单。 
 内胆 1.2mm厚不锈钢拉丝/镜面。 
 外壳 1.5mm厚冷轧板烤漆外胆采用A3钢板喷塑增加了外观质感和洁净度
 保温层 100mm厚超细纤维或聚氨酯硬质发泡可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损失。 
 密封 箱门与箱体至之间采用双层耐高温之高张性密封条以确保
  测试区的密闭。
 样品架 箱内设有2个活动样品架，可随意调节高度。
 门框隔热 双层耐高温老化硅橡胶门密封条。
 观察窗 4层中空钢化玻璃制成，带有自动除霜导热功能可以清晰观察到内部实验物品。
 照明灯 设有防爆、耐高、低温的照明装置。
 脚轮 箱体底部采用固定式PU活动轮，方便移动。
制冷系统 制冷系统 为保证试验箱对降温速率和可达最低温度的要求，该试验箱采用单级/双极制冷系统。
 压缩机 采用全封闭制冷压缩机组。
 制冷辅助件 风冷式盘管冷凝器、鳍片式多段式蒸发器主要制冷配件及控制器有热力膨胀器，干燥过滤器、电磁阀。
 制冷剂 A404/R23
 冷却方式 风冷/水冷
 减振、降噪 制冷剂系统减振、降噪措施。
湿度系统 加湿系统 外置式锅炉蒸汽式加湿器具有节能降耗功能，具有水位自动补偿。
 除湿系统 采用蒸发器盘管露点温度层流接除湿方式。
 供水系统 加湿供水采用自动控制，且可回收余水，节水降耗。
 水箱 补水箱置于控制箱体右下部，并有缺水自动保护，更便利操作者补充水源。
  加湿系统管路与控制线路板分开，可避免因加湿管路漏水发生故障，提高安全性。
  水路系统管路电路系统则采用门式开启，方便维护和检修。
控制系统 温度控制器，解析精度±0.1℃。
 7.0"真彩触摸屏/中文或英文输入/历史曲线记录/PID自整定/编程循环。
 LED数显P、I、D+S、S、R.微电脑集成控制器。
 温度传感器：铂电阻PT100铠装，高精准。
循环系统 耐温低噪音空调型电机，多叶式离心风轮。
 采用多翼式送风机强力送风循环，避免任何死角，可使测试区域内温度分布均匀。
 升温、降温、系统完全独立可提高效率，降低测试成本，增长寿命，减低故障率。
 风路循环出风口回风设计，风压、风速均符合测试标准，并可使开门瞬间温度回稳时间快。
加热系统 镍铬合金电加热，翘片式加热管。
标准配置 观察窗1套、样品架标配2个（上下可调）、电缆孔50mm1个（大小和个数可定制）、纱布球、电源线、说明书、合格证。
安全保护 超温报警、漏电保护、过电流保护、快速熔断器、压缩机高低压保护、压缩机过热保护、压缩机过电流保护、线路保险丝  
 及全护套式端子、缺水保护、接地保护。
电源电压 220V 50HZ单项三线制或者380V 50HZ三相五线制。
本设备禁止 易燃、爆炸、易挥发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放置产品 腐蚀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生物试样的试验或储存。    
 强电磁发射源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备注 性能测定于环境温度+23℃时，箱内无负荷的条件下。    
 外形尺寸包括送风机罩壳以及脚轮高度。    
 低温-90℃-120℃可选；高温150℃可选。    
  -120℃非标定制，参数待定。    
 实验产品体积须小于工作室尺寸的2/3.其他特殊尺寸或者温度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请注意设备外形尺寸，电梯、楼道、门等按22规格书中试验箱外形尺寸能够通过。    

订货号 工作尺寸（深x宽x高） 外形尺寸（深x宽x高） 温度范围：（范围可选）
88101747 350x350x400mm 885x850x1320mm 湿度：20%-98%RH
88101748 400x500x500mm 935x1000x1420mm 0℃-150℃
88101749 500x500x600mm 1035x1000x1520mm -20℃-150℃
88101750 500x600x750mm 1060x1130x1700mm -40℃-150℃
88101751 600x800x850mm 1135x1300x1800mm -50℃-150℃
88101752 700x800x900mm 1235x1300x1850mm -60℃-150℃
88101753 800x1000x1000mm 1435x1400x1950mm -70℃-150℃
88101754 1000x1000x1000mm 1535x1500x1950mm -196℃-150℃（液氮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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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温试验箱

产品用途：     
●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又名环境试验机，实验各种材料耐热、耐寒、耐干性能。
● 适合电子、电器、车辆、金属、化学、建材等工厂之用。
● 用于工业产品高、低温的可靠性实验。
● 对电子电工、汽车摩托、航空航天、船舶兵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相关产品的零部件及材料在
  高、低温变化的情况下，检验其各项性能指标。    
符合标准：     
● GB/T2423.1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 GB/T2423.2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 GB10582-93高低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 GJB 150.3高温试验   
● GJB 150.4低温试验   
● IEC68-2-30试验方法等相关标准

性能参数 温度范围 -70℃-150℃（范围可选、可调可控）/-90℃-120℃可定制 

 波动度 温度≤±0.5℃

 均匀度 温度≤±2.0℃

 解析精度 温度：0.1℃

 升温时间 1-3℃min（室温→+150℃≤60min）空载

 降温时间 0.7-1℃min（室温→-40℃≤70min）空载

箱体材质 整体 采用数控机床加工成型，造型美观大方，柄采用无反作用的把手，操作简单。

 内胆 1.2mm厚不锈钢拉丝/镜面。

 外壳 1.5mm厚冷轧板烤漆外胆采用A3钢板喷塑增加了外观质感和洁净度。

 保温层 100mm厚超细纤维或聚氨酯硬质发泡可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损失。

 密封 箱门与箱体至之间采用双层耐高温之高张性密封条以确保测试区的密闭。

 样品架 箱内设有2个活动样品架，可随意调节高度。

 门框隔热 双层耐高温老化硅橡胶门密封条。

 观察窗 4层中空钢化玻璃制成，带有自动除霜导热功能可以清晰观察到内部实验物品。

 照明灯 设有防爆、耐高、低温的照明装置。

 脚轮 箱体底部采用固定式PU活动轮，方便移动。

制冷系统 制冷系统 为保证试验箱对降温速率和可达最低温度的要求，该试验箱采用单级/双极制冷系统。

 压缩机 采用全封闭制冷压缩机组。

 制冷辅助件 风冷式盘管冷凝器、鳍片式多段式蒸发器主要制冷配件及控制器有热力膨胀器，干燥过滤器、电磁阀。

 制冷剂 A404/R23

 冷却方式 风冷/水冷

 减振、降噪 制冷剂系统减振、降噪措施。

控制系统 温度控制仪：采用按键控制仪，控温精度±0.1℃（显示范围），具有PID自整定功能、模糊控制功能、多点报警功能、

 参数屏蔽功能、用户调整功能、斜坡/保温功能。 

 传感器：A级PT100铂电阻传感器，精度高，准确。 

循环系统 采用多翼式送风机强力送风循环，避免任何死角，可使测试区域内温度分布均匀。 

 升温、降温、系统完全独立可提高效率，降低测试成本，增长寿命，减低故障率。 

 风路循环出风口回风设计，风压、风速均符合测试标准，并可使开门瞬间温度回稳时间快。

加热系统 镍铬合金电加热，翘片式加热管。 

标准配置 观察窗1套、样品架标配2个（上下可调）、电缆孔50mm1个（大小和个数可定制）、电源线、说明书、合格证。 

安全保护 超温报警、漏电保护、过电流保护、快速熔断器、压缩机高低压保护、压缩机过热保护、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线路保险丝及全护套式端子、接地保护。 

电源电压 220V 50HZ单项三线制或者380V 50HZ三相五线制。 

本设备禁止 易燃、爆炸、易挥发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放置产品 腐蚀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生物试样的试验或储存。    

 强电磁发射源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备注 性能测定于环境温度+23℃时，箱内无负荷的条件下。    

 外形尺寸包括送风机罩壳以及脚轮高度。    

 低温-90℃-120℃可选；高温150℃可选。    

 -120℃非标定制，参数待定。    

 实验产品体积须小于工作室尺寸的2/3.其他特殊尺寸或者温度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请注意设备外形尺寸，电梯、楼道、门等按22规格书中试验箱外形尺寸能够通过。

订货号 工作尺寸（深x宽x高） 外形尺寸（深x宽x高） 温度范围：（范围可选）

88101755 350x350x400mm 885x850x1320mm 0℃-150℃

88101756 400x500x500mm 935x1000x1420mm -20℃-150℃

88101757 500x500x600mm 1035x1000x1520mm -40℃-150℃

88101758 500x600x750mm 1060x1130x1700mm -50℃-150℃

88101759 600x800x850mm 1135x1300x1800mm -60℃-150℃

88101760 700x800x900mm 1235x1300x1850mm -70℃-150℃

88101761 800x1000x1000mm 1435x1400x1950mm -196℃-150℃（液氮降温）

88101762 1000x1000x1000mm 1535x1500x19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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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试验箱

产品用途：     
●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又名环境试验机，实验各种材料耐热、耐寒、耐干性能。
● 适合电子、电器、车辆、金属、化学、建材等工厂之用。 
● 用于工业产品高、低温的可靠性实验。对电子电工、汽车摩托、航空航天、船舶兵器、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等相关产品的零部件及材料在高、低温变化的情况下，检验其各项性能指标。
符合标准：     
● GB/T2423.1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 GB/T2423.2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 GB10582-93高低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 GJB 150.3高温试验   
● GJB 150.4低温试验   
● IEC68-2-30试验方法   

性能参数 温度范围 -70℃-0℃（范围可选、可调可控）/-90℃-120℃可定制 

 温度波动度 温度≤±0.5℃

 温度均匀度 温度≤±2.0℃

 解析精度 温度：0.1℃

 升温时间 1-3℃min（室温→+150℃≤60min）空载

 降温时间 0.7-1℃min（室温→-40℃≤70min）空载

箱体材质 整体 采用数控机床加工成型，造型美观大方，柄采用无反作用的把手，操作简单。

 内胆 1.2mm厚不锈钢拉丝/镜面。

 外壳 1.5mm厚冷轧板烤漆外胆采用A3钢板喷塑增加了外观质感和洁净度。

 保温层 100mm厚超细纤维或聚氨酯硬质发泡可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损失（根据实际厚度可加厚）。

 密封 箱门与箱体至之间采用双层耐高温之高张性密封条以确保测试区的密闭。

 样品架 箱内设有2个活动样品架，可随意调节高度。

 门框隔热 双层耐高温老化硅橡胶门密封条。

 观察窗 4层中空钢化玻璃制成，带有自动除霜导热功能可以清晰观察到内部实验物品。

 照明灯 设有防爆、耐高、低温的照明装置。

 脚轮 箱体底部采用固定式PU活动轮，方便移动。

制冷系统 制冷系统 为保证试验箱对降温速率和可达最低温度的要求，该试验箱采用单级/双极制冷系统。

 压缩机 采用全封闭制冷压缩机组。

 制冷辅助件 风冷式盘管冷凝器、鳍片式多段式蒸发器主要制冷配件及控制器有热力膨胀器，干燥过滤器、电磁阀。

 制冷剂 A404/R23

 冷却方式 风冷/水冷

 减振、降噪 制冷剂系统减振、降噪措施。

按键控制 温度控制仪：采用按键控制仪，控温精度±0.1℃（显示范围），具有PID自整定功能、模糊控制功能、多点报警功能、

 参数屏蔽功能、用户调整功能、斜坡/保温功能。 

 传感器：A级PT100铂电阻传感器，精度高，准确。 

循环系统 耐温低噪音空调型电机，多叶式离心轮。 

 采用多翼式送风机强力送风循环，避免任何死角，可使测试区域内温度分布均匀。 

 升温、降温、系统完全独立可提高效率，降低测试成本，增长寿命，减低故障率。 

 风路循环出风口回风设计，风压、风速均符合测试标准，并可使开门瞬间温度回稳时间快。

加热系统 镍铬合金电加热，翘片式加热管。 

标准配置 观察窗1套、样品架标配2个（上下可调）、电缆孔50mm1个（大小和个数可定制）、电源线、说明书、合格证。 

安全保护 超温报警、漏电保护、过电流保护、快速熔断器、压缩机高低压保护、压缩机过热保护、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线路保险丝及全护套式端子、接地保护。 

电源电压 220V 50HZ单项三线制或者380V 50HZ三相五线制。 

本设备禁止 易燃、爆炸、易挥发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放置产品 腐蚀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生物试样的试验或储存。    

 强电磁发射源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备注 性能测定于环境温度+23℃时，箱内无负荷的条件下。    

 外形尺寸包括送风机罩壳以及脚轮高度。    

 低温-90℃-120℃可选；高温150℃可选。    

  -120℃非标定制，参数待定。    

 实验产品体积须小于工作室尺寸的2/3.其他特殊尺寸或者温度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请注意设备外形尺寸，电梯、楼道、门等按22规格书中试验箱外形尺寸能够通过。

订货号 工作尺寸（深x宽x高） 外形尺寸（深x宽x高） 温度范围：（范围可选）

88101763 350x350x400mm 885x850x1320mm 0℃-150℃
88101764 400x500x500mm 935x1000x1420mm  -20℃-150℃
88101765 500x500x600mm 1035x1000x1520mm  -40℃-150℃
88101766 500x600x750mm 1060x1130x1700mm  -50℃-150℃
88101767 600x800x850mm 1135x1300x1800mm  -60℃-150℃
88101768 700x800x900mm 1235x1300x1850mm  -70℃-150℃
88101769 800x1000x1000mm 1435x1400x1950mm  -196℃-150℃（液氮降温）

88101770 1000x1000x1000mm 1535x1500x19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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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温深冷试验箱

产品用途：     
● 最低温度可达到-200℃超低温深冷试验箱，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科研院所等高端领域，主要用于金属、非金属材料和电子元气件等的

  深冷处理或去应力处理，从而改善被测样品的性能。     
● 该设备以液氮为冷却介质，大功率模块为加热途径，突破了机械式制冷方式只能达到-80℃低温的瓶颈，而且经文速率可控，试验箱空载时降温

  最快可达40℃/min,各指标均远远超过传统压缩机控温技术。本产品的升温、恒温、降温各过程均匀稳定运行安全可靠。    

符合标准：     
● GB/T2423.1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 GB/T2423.2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 GB10582-93高低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 GJB 150.3高温试验     
● GJB 150.4低温试验     
● IEC68-2-30试验方法

性能参数 温度范围 -80-+130℃（-90~-120范围可选） -80℃、-90℃、-100℃、-110℃、-120℃

 温度波动度 ≤±0.5℃   

 温度均匀度 ≤2.0℃
 温度偏差 ≤±2.0℃
 升温时间 -80℃→+130℃≤80min空载

 降温时间 +20℃→-800℃≤80min空载

箱体材质 内胆 1.5mm厚不锈钢

 外壳 1.5mm冷轧板烤漆

 保温层 -80℃-0℃（100mm厚聚氨酯） -80℃~-120℃（150mm厚聚氨酯）  

制冷系统 制冷系统 机械压缩式复叠/并联机组制冷系统（风冷/水冷）

 压缩机 全封闭压缩机

 制冷剂 混合药水

 冷却方式 风冷/水冷

控制器 温度控制器 解析精度±0.1℃。 

 8.0"真彩触摸屏/中文或英文输入/历史曲线记录/PID自整定/编程循环。 

 温度传感器：铂电阻PT100。 

加热系统 镍铬合金电加热，翘片式加热管。 

标准配置 观察窗1套、样品架标配2个（上下可调）、电缆孔50mm1个（大小和个数可定制）、电源线、说明书、合格证。

安全保护 漏电、短路、超温、电机过热、压缩机超压、过载。过电流保护。    

电源电压 380V 50HZ三相五线制。    

本设备禁止 易燃、爆炸、易挥发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放置产品 腐蚀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生物试样的试验或储存。    

 强电磁发射源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备注 性能测定于环境温度+23℃时，箱内无负荷的条件下。    

 外形尺寸包括送风机罩壳以及脚轮高度。    

 低温-90℃-120℃可选；高温150℃可选。    

  -120℃非标定制，参数待定。    

 实验产品体积须小于工作室尺寸的2/3.其他特殊尺寸或者温度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请注意设备外形尺寸，电梯、楼道、门等按22规格书中试验箱外形尺寸能够通过

订货号 工作尺寸(深x宽x高) 外形尺寸(深x宽x高) 最大电流 最大功率 重量

88101771 450x450x550mm 910x900x1545mm 16A 8kw 350kg
88101772 500x600x700mm 960x1080x1795mm 18.8A 9kw 390kg
88101773 600x700x750mm 1060x1175x1845mm 20A 11kw 450kg
88101774 650x750x850mm 1110x1225x1970mm 21A 12kw 540kg
88101775 700x750x950mm 1160x1225x2070mm 22A 13.5kw 560kg
88101776 1000x1000x1000mm 1460x1475x2165mm 26A 15kw 6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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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恒湿试验箱

产品用途：     
●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又名环境试验机，实验各种材料耐热、耐寒、耐干、耐湿性能。适合电子、电器、车辆、金属、化学、建材等工厂之用。
● 用于工业产品高、低温的可靠性实验。
● 对电子电工、汽车摩托、航空航天、船舶兵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相关产品的零部件及材料在高、低温（交变）循环变化的情况下，

  检验其各项性能指标。   
● GB/T2423.1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 GB/T2423.2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 GB/T2423.3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 ● GB10582-93高低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 GJB 150.3高温试验 ● GJB 150.4低温试验   
● GJB 150.9湿热试验 ● IEC68-2-30试验方法等相关标准。   

性能参数 温度范围  -70℃-150℃（范围可选、可调可控）/-90℃-120℃可定制 
 波动度 温度≤±0.5℃ 
 均匀度 温度≤±2.0℃ 
 解析精度 温度：0.1℃ 
 升温时间 1-3℃min（室温→+150℃≤60min）空载 
 降温时间 0.7-1℃min（室温→-40℃≤70min）空载 
箱体材质 整体 采用数控机床加工成型，造型美观大方，
  柄采用无反作用的把手，操作简单。 
 内胆 1.2mm厚不锈钢拉丝/镜面。 
 外壳 1.5mm厚冷轧板烤漆外胆采用A3钢板喷塑增加了外观质感和洁净度。 
 保温层 100mm厚超细纤维或聚氨酯硬质发泡可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损失
  (根据实际厚度可加厚) 
 密封 箱门与箱体至之间采用双层耐高温之高张性密封条以确保测试区的密闭 
 样品架 箱内设有2个活动样品架，可随意调节高度。
 门框隔热 双层耐高温老化硅橡胶门密封条。
 观察窗 4层中空钢化玻璃制成，带有自动除霜导热功能可以清晰观察到内部实验物品。
 照明灯 设有防爆、耐高、低温的照明装置。
 脚轮 箱体底部采用固定式PU活动轮，方便移动。
制冷系统 制冷系统 为保证试验箱对降温速率和可达最低温度的要求，该试验箱采用单级/双极制冷系统。
 压缩机 采用全封闭制冷压缩机组。
 制冷辅助件 风冷式盘管冷凝器、鳍片式多段式蒸发器主要制冷配件及控制器有热力膨胀器，干燥过滤器、电磁阀。
 制冷剂 A404/R23
 冷却方式 风冷/水冷
 减振、降噪 制冷剂系统减振、降噪措施。
湿度系统 加湿系统 外置式锅炉蒸汽式加湿器具有节能降耗功能，具有水位自动补偿。
 除湿系统 采用蒸发器盘管露点温度层流接除湿方式。
 供水系统 加湿供水采用自动控制，且可回收余水，节水降耗。
 水箱补水箱置于控制箱体右下部，并有缺水自动保护，更便利操作者补充水源。
 加湿系统管路与控制线路板分开，可避免因加湿管路漏水发生故障，提高安全性。 
 水路系统管路电路系统则采用门式开启，方便维护和检修。
控制系统 温度控制仪：采用按键控制仪，控温精度±0.1℃（显示范围），具有PID自整定功能、模糊控制功能、多点报警功能、参数屏蔽功 
 能、用户调整功能、斜坡/保温功能/智能仪表可选配。
 传感器：A级PT100铂电阻传感器，精度高，准确。
循环系统 耐温低噪音空调型电机，多叶式离心轮。
 采用多翼式送风机强力送风循环，避免任何死角，可使测试区域内温度分布均匀。
 升温、降温、系统完全独立可提高效率，降低测试成本，增长寿命，减低故障率。
 风路循环出风口回风设计，风压、风速均符合测试标准，并可使开门瞬间温度回稳时间快。
加热系统 镍铬合金电加热，翘片式加热管。
标准配置 观察窗1套、样品架标配2个（上下可调）、电缆孔50mm1个（大小和个数可定制）、纱布球、电源线、说明书、合格证。
安全保护 超温报警、漏电保护、过电流保护、快速熔断器、压缩机高低压保护、压缩机过热保护、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线路保险丝及全护套式端子、缺水保护、接地保护。
电源电压 220V 50HZ单项三线制或者380V 50HZ三相五线制。
本设备禁 易燃、爆炸、易挥发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止放置产品 腐蚀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生物试样的试验或储存。
 强电磁发射源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备注 性能测定于环境温度+23℃时，箱内无负荷的条件下。
 外形尺寸包括送风机罩壳以及脚轮高度。    
 低温-90℃-120℃可选；高温150℃可选。    
  -120℃非标定制，参数待定。    
 实验产品体积须小于工作室尺寸的2/3.其他特殊尺寸或者温度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请注意设备外形尺寸，电梯、楼道、门等按22规格书中试验箱外形尺寸能够通过。

订货号 工作尺寸（深x宽x高） 外形尺寸（深x宽x高） 温度范围：（范围可选）
88101777 350x350x400mm 885x850x1320mm 0℃-150℃
88101778 400x500x500mm 935x1000x1420mm -20℃-150℃
88101779 500x500x600mm 1035x1000x1520mm -40℃-150℃
88101780 500x600x750mm 1060x1130x1700mm -50℃-150℃
88101781 600x800x850mm 1135x1300x1800mm -60℃-150℃
88101782 700x800x900mm 1235x1300x1850mm -70℃-150℃
88101783 800x1000x1000mm 1435x1400x1950mm -196℃-150℃（液氮降温）
88101784 1000x1000x1000mm 1535x1500x19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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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温变试验箱
产品用途：     
●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又名环境试验机，实验各种材料耐热、耐寒、耐干、耐湿性能。适合电子、电器、车辆、金属、化学、建材等工厂之用。
● 用于工业产品高、低温的可靠性实验。
● 对电子电工、汽车摩托、航空航天、船舶兵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相关产品的零部件及材料在高、低温（交变）循环变化的情况下，
  检验其各项性能指标。     
符合标准：     
●  GB/T2423.1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 GB/T2423.2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 GJB 150.3高温试验
● GB/T2423.3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 ● GB/T2423.1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 ● GJB 150.9湿热试验
● GB10582-93高低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 GJB 150.4低温试验 ● IEC68-2-30试验方法

性能参数 温度范围 -70℃-150℃（范围可选、可调可控）/-90℃-120℃可定制 
 湿度范围 20-98%（25-85℃范围内实现）/5%-20%湿度可用转轮除湿机满足 
 波动度 温度≤±0.5℃ 湿度：≤±1.0℃
 均匀度 温度≤±2.0℃ 湿度：+2-3℃（75%RH),,±5%（≤75%RH）
 解析精度 温度：0.1℃ 湿度：0.1RH
 升温时间 1-5℃min 5℃min 10℃min 15℃min 20℃min（可线性、可平均定制）空载    
 降温时间 1-5℃min 5℃min 10℃min 15℃min 20℃min（可线性、可平均定制）空载    
箱体材质 整体 采用数控机床加工成型，造型美观大方，柄采用无反作用的把手，操作简单。 
 内胆 1.2mm厚不锈钢拉丝/镜面。 
 外壳 1.5mm厚冷轧板烤漆外胆采用A3钢板喷塑增加了外观质感和洁净度。 
 保温层 100mm厚超细纤维或聚氨酯硬质发泡可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损失。 
 密封 箱门与箱体至之间采用双层耐高温之高张性密封条以确保测试区的密闭。 
 样品架 箱内设有2个活动样品架，可随意调节高度。 
 门框隔热 双层耐高温老化硅橡胶门密封条。 
 观察窗 4层中空钢化玻璃制成，带有自动除霜导热功能可以清晰观察到内部实验物品。 
 照明灯 设有防爆、耐高、低温的照明装置。 
 脚轮 箱体底部采用固定式PU活动轮，方便移动。
制冷系统 制冷系统 为保证试验箱对降温速率和可达最低温度的要求，该试验箱采用单级/双极制冷系统。
 压缩机 采用全封闭制冷压缩机组。
 制冷辅助件 风冷式盘管冷凝器、鳍片式多段式蒸发器主要制冷配件及控制器有热力膨胀器，干燥过滤器、电磁阀。
 制冷剂 A404/R23
 冷却方式 风冷/水冷
 减振、降噪 制冷剂系统减振、降噪措施。
湿度系统 加湿系统 外置式锅炉蒸汽式加湿器具有节能降耗功能，具有水位自动补偿。
 除湿系统 采用蒸发器盘管露点温度层流接除湿方式。
 供水系统 加湿供水采用自动控制，且可回收余水，节水降耗。
 水箱 补水箱置于控制箱体右下部，并有缺水自动保护，更便利操作者补充水源。
 加湿系统管路与控制线路板分开，可避免因加湿管路漏水发生故障，提高安全性。 
 水路系统管路电路系统则采用门式开启，方便维护和检修。 
控制系统 温度控制器，解析精度±0.1℃。 
 7.0"真彩触摸屏/中文或英文输入/历史曲线记录/PID自整定/编程循环。 
 LED数显P、I、D+S、S、R.微电脑集成控制器。 
 温度传感器：铂电阻PT100铠装，高精准。
循环系统 耐温低噪音空调型电机，多叶式离心风轮。
 采用多翼式送风机强力送风循环，避免任何死角，可使测试区域内温度分布均匀。
 升温、降温、系统完全独立可提高效率，降低测试成本，增长寿命，减低故障率。
 风路循环出风口回风设计，风压、风速均符合测试标准，并可使开门瞬间温度回稳时间快。
加热系统 镍铬合金电加热，翘片式加热管。
标准配置 观察窗1套、样品架标配2个(上下可调)、电缆孔50mm1个(大小和个数可定制)、纱布球、电源线、990操作光盘、说明书、合格证。
安全保护 超温报警、漏电保护、过电流保护、快速熔断器、压缩机高低压保护、压缩机过热保护、压缩机过电流保护、线路保险丝及全护套式 
 端子、缺水保护、接地保护。
电源电压 220V 50HZ单项三线制或者380V 50HZ三相五线制。
本设备禁止 易燃、爆炸、易挥发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放置产品 腐蚀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生物试样的试验或储存。
 强电磁发射源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备注 性能测定于环境温度+23℃时，箱内无负荷的条件下。
 外形尺寸包括送风机罩壳以及脚轮高度。
 低温-90℃-120℃可选；高温150℃可选。
  -120℃非标定制，参数待定。    
 实验产品体积须小于工作室尺寸的2/3.其他特殊尺寸或者温度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请注意设备外形尺寸，电梯、楼道、门等按22规格书中试验箱外形尺寸能够通过。

订货号 工作尺寸（深x宽x高） 外形尺寸（深x宽x高） 温度范围：（范围可选）
88101785 350x350x400mm 885x850x1320mm 湿度：20%-98%RH
88101786 400x500x500mm 935x1000x1420mm 0℃-150℃
88101787 500x500x600mm 1035x1000x1520mm  -20℃-150℃
88101788 500x600x750mm 1060x1130x1700mm  -40℃-150℃
88101789 600x800x850mm 1135x1300x1800mm  -50℃-150℃
88101790 700x800x900mm 1235x1300x1850mm  -60℃-150℃
88101791 800x1000x1000mm 1435x1400x1950mm  -70℃-150℃
88101792 1000x1000x1000mm 1535x1500x1950mm  -196℃-150℃（加液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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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老化试验箱

产品用途：    
● 本设备适用于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塑料、及其他产品零部件和材料在复杂高温环境下储存、运输、使用时的高温老化适应性试验。
符合标准：    
● GB/T2423.2/GB/T5170.5/SJT31391-1994、DIN、ISO、等相关标准。

性能参数 温度范围 RT+10℃-300℃（范围可选、可调可控）/400℃、500℃可定制 

 温度波动度 RT-150℃±0.5℃ 150-300℃±1℃

 温度均匀度 RT-85±2,85-225±5,225-300±10/℃ 

 解析精度 温度：0.1℃ 

 升温时间 1-5℃min空载 

 降温时间 自然风冷 

箱体材质 整体 采用数控机床加工成型，造型美观大方，柄采用无反作用的把手，操作简单。 

 内胆 1.2mm厚不锈钢拉丝/镜面。 

 外壳 1.5mm厚冷轧板烤漆外胆采用A3钢板喷塑，增加了外观质感和洁净度。 

 保温层 100mm厚超细纤维或聚氨酯硬质发泡可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损失。 

 密封 箱门与箱体至之间采用双层耐高温之高张性密封条以确保测试区的密闭。 

 样品架 箱内设有2个活动样品架，可随意调节高度。 

 脚轮 箱体底部采用固定式PU活动轮，方便移动。 

 门框隔热 双层耐高温老化硅橡胶门密封条。

 观察窗 2-4层钢化玻璃可以清晰观察到内部实验物品。

 照明灯 设有防爆、耐高、低温的照明装置。

控制系统 温度控制仪：采用按键控制仪，控温精度±0.1℃（显示范围），具有PID自整定功能、模糊控制功能、多点报警功能、

 参数屏蔽功能、用户调整功能、斜坡/保温功能/智能编程代表可定制。 

 传感器：A级PT100铂电阻传感器，精度高，准确。 

 计时器：标准的电子计时器1秒-9999小时（任意可调）。 

循环系统 耐温低噪音空调型电机，多叶式离心风轮。 

 采用多翼式送风机强力送风循环，避免任何死角，可使测试区域内温度分布均匀。 

 升温、降温、系统完全独立可提高效率，降低测试成本，增长寿命，减低故障率。 

 风路循环出风口回风设计，风压、风速均符合测试标准，并可使开门瞬间温度回稳时间快。 

电气控制 空气强制循环，并配置换气口。 

 具有独立的超温保护（超温自动切断整机电源） 

 线路设有短路保护。 

 电气线设计新颖，操作简单。 

加热系统 镍铬合金电加热，翘片式加热管。 

标准配置 观察窗1套、样品架标配2个（上下可调）、电缆孔50mm1个（大小和个数可定制）、电源线、说明书、合格证。

安全保护 超温报警、漏电保护、过电流保护、快速熔断器、线路保险丝及全护套式端子、缺水保护、接地保护。

电源电压 220V 50HZ单项三线制或者380V 50HZ三相五线制。    

本设备禁止 易燃、爆炸、易挥发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放置产品 腐蚀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生物试样的试验或储存。    

 强电磁发射源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备注 性能测定于环境温度+23℃时，箱内无负荷的条件下。    

 外形尺寸包括送风机罩壳以及脚轮高度。    

 实验产品体积须小于工作室尺寸的2/3.其他特殊尺寸或者温度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请注意设备外形尺寸，电梯、楼道、门等按22规格书中试验箱外形尺寸能够通过

订货号 工作尺寸（深x宽x高） 外形尺寸（深x宽x高） 温度范围：（范围可选）

88101793 350x350x400mm 885x550x1000mm 

88101794 400x500x500mm 900x700x1080mm RT+10℃-100℃

88101795 500x500x600mm 1000x700x1200mm RT+10℃-200℃

88101796 520x630x780mm 1130x8500x1340mm RT+10℃-300℃

88101797 600x800x850mm 1270x1000x1450mm RT+10℃-400℃

88101798 700x800x900mm 1470x1000x1740mm RT+10℃-500℃

88101799 800x1000x1000mm 1480x1200x1750mm 

88101800 1000x1000x1000mm 1500x1200x17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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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温冲击试验箱（两厢或三厢）

产品用途：     
● 高低温冲击试验箱又名冷热冲击机、高低温冲击试验机、冷热冲击试验机等。用于电子电气零组件、自动化零部件、汽车配件、
  金属、塑胶等行业。
● 测试其材料对高低温反复拉力以及产品对其产品及材料进行高温与低温之间的瞬间变化环境下检验其各项性能指标。    
应用领域：     
● 消费性电子工业，光电产业，生物科技，学术研究单位，医疗保险产业，航太工业，半导体工业，通讯工业，汽车工业。资讯工业。 
符合标准：   
● BS EN 2591-323-1998电气和光学连接元件 温度冲击试验 ● GJB 595.4-1988炮兵光学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温度冲击试验
● GJB 150.5-19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温度冲击试验 ● GJB 797.4-1990地雷爆破器材环境试验方法 温度冲击试验
● HB 5830.10-1984机载设备环境条件及环境试验方法 温度冲击试验 ● QJ 1177.5-1987地空、航空导弹武器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温度冲击试验 
● QJ 1184.3-1987海防导弹环境规范 弹上设备 温度冲击试验 ● SJ 20115.3-1992机载雷达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温度冲击试验  
● WJ 1743.4-1987 1301灭火瓶环境试验   

性能参数 高温室 预热温度范围+60℃-+200℃ 升温速度+60℃-+200℃约25分钟 

 低温室 预冷温度范围-70℃-0℃ 降温速度+20℃~-70℃约55分钟 

 温度范围 70-200℃ 

 冲击范围 -40-80℃（国标要求）/-45-80℃（国军标要求） 

 试件转换时间 ≤15秒  

 温度恢复时间 ≤5min 

 波动度 温度≤±0.5℃ 

 均匀度 温度≤±2.0℃ 

 解析精度 温度：0.1℃

 载重 10-25kg（可定制） 

箱体材质 整体 采用数控机床加工成型，造型美观大方，柄采用无反作用的把手，操作简单 

 内胆 1.2mm厚不锈钢拉丝/镜面。 

 外壳 1.5mm厚冷轧板烤漆外胆采用A3钢板喷塑增加了外观质感和洁净度。

 保温层 100mm厚超细纤维或聚氨酯硬质发泡可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损失。

 密封 箱门与箱体至之间采用双层耐高温之高张性密封条以确保测试区的密闭。

 样品架 箱内设有2个活动样品架，可随意调节高度。

 门框隔热 双层耐高温老化硅橡胶门密封条。

 观察窗 4层中空钢化玻璃制成，带有自动除霜导热功能可以清晰观察到内部实验物品

 照明灯 设有防爆、耐高、低温的照明装置。

 脚轮 箱体底部采用固定式PU活动轮，方便移动。

制冷系统 制冷系统 为保证试验箱对降温速率和可达最低温度的要求，该试验箱采用单级/双极制冷系统。

 压缩机 采用全封闭制冷压缩机组。

 制冷辅助件 风冷式盘管冷凝器、鳍片式多段式蒸发器主要制冷配件及控制器有热力膨胀器，干燥过滤器、电磁阀。

 制冷剂 A404/R23  冷却方式 风冷/水冷 减振、降噪 制冷剂系统减振、降噪措施

控制系统 温度控制器，解析精度±0.1℃。 

 7.0"真彩触摸屏/中文或英文输入/历史曲线记录/PID自整定/编程循环。 

 LED数显P、I、D+S、S、R.微电脑集成控制器。

 温度传感器：铂电阻PT100铠装，高精准。

循环系统 耐温低噪音空调型电机，多叶式离心风轮。

 采用多翼式送风机强力送风循环，避免任何死角，可使测试区域内温度分布均匀。

 升温、降温、系统完全独立可提高效率，降低测试成本，增长寿命，减低故障率。

 风路循环出风口回风设计，风压、风速均符合测试标准，并可使开门瞬间温度回稳时间快。

加热系统 镍铬合金电加热，翘片式加热管。

标准配置 观察窗1套、电缆孔50mm1个（大小和个数可定制）、电源线、说明书、合格证。

安全保护 超温报警、漏电保护、过电流保护、快速熔断器、压缩机高低压保护、压缩机过热保护、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线路保险丝及全护套式端子、缺水保护、接地保护。

电源电压 220V 50HZ单项三线制或者380V 50HZ三相五线制。

本设备禁止 易燃、爆炸、易挥发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放置产品 腐蚀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生物试样的试验或储存。

 强电磁发射源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备注 性能测定于环境温度+23℃时，箱内无负荷的条件下。

 外形尺寸包括送风机罩壳以及脚轮高度。

 实验产品体积须小于工作室尺寸的2/3.其他特殊尺寸或者温度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请注意设备外形尺寸，电梯、楼道、门等按22规格书中试验箱外形尺寸能够通过。

两厢冲击箱   

订货号 工作尺寸（深x宽x高） 外形尺寸（深x宽x高） 提篮尺寸（深x宽x高）

88101801 400x500x500mm 1000x1630x1650mm 200x200x300mm
88101802 500x600x750mm 1100x1830x1900mm 300x300x500mm
88101803 600x800x850mm 1250x2250x2050mm 400x500x550mm
88101804 1000x1000x1000mm 1600x2700x2200mm 650x650x700mm
三厢冲击箱   

 88101805 500x500x600mm 2000x1800x2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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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喷雾耐腐蚀试验箱
产品用途：          
● 可以模拟大气中含盐微小液滴所构成的盐雾弥散环境的设备，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工及汽车、航空、手机通讯、摩托车、塑胶、机械等

  零部件、电子元件、金属材料你、表面，进行整体或防护层的盐雾腐蚀试验。    

原理：           
● 盐雾腐蚀试验箱由电热控温,加热至标准所需温度,盐水以连通器的原理进行补给,气体通过加热的饱和桶由喷嘴喷出,
   达到雾化盐水的目的,  以检测时间的抗腐蚀能力。          

产品特点:            
● 采用高精度智能温控仪表。该仪表智能化程度高，多组PID运算及模糊控制，快速自整定，达到更平滑的控制输出和更高的控制精度。
● 采用自动定时装置,试验实验室达到预定温度后,进行自动喷雾,到达定时器设置的时间自动停止.
● 试验室可采用透明顶盖,随时监视喷雾状态
● 及试样工作状况。喷嘴采用不结晶喷射嘴，无盐分堵塞之虞。有双重压力调整及超温保护装置。 
● 整台PVC板制，内部采用先进的立体补强技术，结构强实，永不变形。  
● 采用自动/手动加水系统，具有水位不足时能自动/手动补充水位之功能，试验不中断。
● 精密玻璃喷嘴，使用小时保证无结晶阻塞。    
● 控制仪表均在同一机板，操作简便，且一目了然。  
● 附双重超温保护，水位不足警示，确保使用安全。
● 温度控制器，数字显示，PID控制，高稳定性白金测温探头，误差0.3 
● 试验室采用蒸气直接加温方式，升温度快，减短待机时间。
● 喷雾塔附锥形分散器、具导向雾气、调节雾量、及均匀落雾等功能。

订货号 工作尺寸（深x宽x高） 外形尺寸（深x宽x高） 

88101806 600x450x400mm 1075x630x1185mm 

88101807 900x600x500mm 1400x800x1385mm 

88101808 1200x1000x500mm 2000x1200x1485mm 

88101809 1600x1000x500mm 2400x1200x1485mm 

88101810 2000x1000x600mm 3000x1200x1585mm 

主要技术参数   

箱体温度范围： RT~35℃（可作中性、酸性、 喷雾方式： 连续、周期（可同时满足）

 铜加速盐雾任何一种实验） 温度传感器： PT100铂金电阻

湿度范围： ≥85%R.H 试验定时： （M、H)可调

温度均匀度： ≤±2℃ 污染、电磁辐射： 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温度波动度： ≤±0.5℃ 噪音： ≤30dB

饱和温度范围： RT~63℃ 总功率： 2.2-4.5KW

喷雾沉降量： 1-2ml/80cm2.h 电源： 80V

CASS.试验温度要求：（PP板）   

试验室：50℃±1℃ 饱和空气桶：63℃±1℃  

NSS、ASS试验方法：   

试验室：35℃±1℃ 饱和空气桶：47℃±1℃  

试样摆放角度：与垂直方向成20°（15°-30°） 设备最小盐水储存容量15L  

支架承载约15kg（其他载重可定制）  喷雾装置位置度可调。  

盐雾试验箱的盖子两气缸之间确保同步  支撑装置原装一套并附制作小盐雾箱支架一套

箱体的适应最高温度50℃  加热管材质钛合金  

保护装置，不低于2种超温保护，有缺水保护等相关保护装置 设备设计有快速排雾装置建行设备内雾气排空

外壳材料 采PVC灰色耐冲击板，厚度5mm，外表光洁明亮无划痕，耐腐蚀、易清洗、无泄露。  

内胆材料 内胆为箱体的PVC板材，最高耐温35度。各种辅助配件设施通用为耐腐蚀型，结构设计合理。  

箱盖材料 采透明压克力板制成，厚度5mm。同样耐腐蚀抗老化、易清洗、无泄露。  

密封方法 箱盖与箱体采用水密封，防止盐雾外溢，从而影响试验结果和腐蚀室内其它设备，甚至可能对试验操作人员造成的伤害。

试药补充桶 隐藏式附水位表，采PVC灰色耐冲击板，厚度5mm，与机台外观成一体。  

试验室篮架 采PVC灰色耐冲击板，可自由调整试验角度15°及30°角。

饱和空气桶 以不锈钢板制成，厚度2mm，并附自动水位控制器，免除人工加水不便。  

盐溶液箱 容量不低于15升，盐水注入漏斗口不小于150mm。  

盐液收集 配有两套标准漏斗标准计量筒。  

排水接口 在箱体后部设有自动排水系统，方便试验结束后排出试验用水。  

移动装置 六只移动脚轮（60A/90A不配备脚轮）  

箱盖同步启动保护 箱盖开启时为了避免启动装置的误动作导致相爱的扭曲变形，在箱盖有效部位安装同步开启保护装置。（60A/90A不配备）。

样品架 采用加厚型PVC材料予以焊接成一体型。样品架的搁置横杆可以按试件的大小规格进行上下调整，

 同时保持试件摆放角度为20°，样品架最大可承重20kh具体形状参考附件。  

温度控制方式 感温传感器：PT100铂金电阻测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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