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商在线
Manufacturers Online

2017 年 8 月 15 日D4

www.861718.com（让制造业不缺测试测量工程师）

Manufacturers Online
厂商在线
Manufacturers Online

近期，英国比克科技发布了一款高质量基于PC的矢量网络

分析仪。PicoVNA 106 是一款在英国设计的全新 USB 控制的

专业和实验室级 300 kHz 至 6 GHz 矢量网络分析仪，具有无

可比拟的性能和便携性，且价格经济实惠。尽管其外形小巧、

价格低廉，但该仪器功能齐全、误差率小，具有“Quad RX”

四个接收机架构。

一直以来，工程师和系统集成人员希望拥有一款直观、精

确、快速、便携的测量仪器，且最好是一台仪器就能支持 5G、

物联网、雷达，以及材料成像等各种开发应用。

这样可以同时支持 8 和 12 项误差校准，而不会像传统的三

个接收机设计那样，出现不可纠正的切换误差、延迟和不可靠

性。该仪器支持“增强隔离纠正”和“未知直通”等各种方便的

校准方法。

PicoVNA 106 在 10 Hz带宽时具有出色的动态范围，最高

可达 118 dB，且在其最大带宽 140 kHz 时，迹线基底噪声仅为 

0.005 dB RMS。它在每个频率点只需 190 微秒即可收集全部四

个散射参数；也就是说，可以在小于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生成

一个与测试、数学、查看和 EDA 模拟工具兼容的 500 点 2 个端

口的 S2P Touchstone 文件！此性能与其它全功能矢量网络分析

仪相比较，相同成本的条件下可获得超过四倍的性能；事实上，

PicoVNA 106 用作高动态范围标量网络分析仪或单端口矢量反

射计时，其成本效益更高。这一突破性解决方案非常经济实惠，

不仅可用于教室、小型企业甚至业余人员工作室，而且可以满足

微波实验室和专家的各种需求。PicoVNA 106 还包含 Bias-T 

电路，以便于施加偏置或测试激励。

PicoVNA 106 具有尺寸小、重量轻、价格低和性能高等特

点，适合于现场服务、安装测试、嵌入和培训应用。它的远程自

动化接口适用于测试自动化，可作为嵌入式部件的反射或传输测量

核心。示例测量环境包括生产、校准、流通和服务行业中的宽带互

联、三维布线、天线、组件和子系统组装、安装和老化故障。

PicoVNA 106 提供有 Microsoft Windows 软件，支持

各种绘图格式，可用于双端口或单端口参数的标量和矢量视

图。它们可以进行保存或导出为各种图形和表格格式，包括 

Touchstone。该软件包含（无需另外付费）傅里叶变换为时

域、故障点位置诊断能力，以及脉冲响应测定。所有情况均提供

标称阻抗转换（10 Ω 至 200 Ω），转换使用数学方式或使用阻

抗匹配器，在笛卡尔绘图格式上进行极限测试。 

使用手动或自动基准面偏移（需要时，可包括每个散射参数

的完全独立偏移），可以从馈电线路、探针或测试夹具中消除不

需要的测量。或者，可以基于每个已测量或合成的 Touchstone 

文件，在每个端口处嵌入或取去嵌独立网络。通常对于任何矢量

网络分析仪，当测量和网络数据集不共享相同的频率点时，通常

需要进行嵌入和去嵌。

Pico Technology在

其免费的 PicoVNA 2 软

件中同时还包括两套实用

工具，以便处理增益压缩 

(P1dB) 以及从调幅至调

相转换失真。这两种实用

工具均使用每个测试频率

下的端口功率扫描。两种测量均使用二阶插值法进行提取。

校准标准和用于矢量网络分析的互联决定了性能和价格。通

过柔性和相位及平坦度稳定的测试导线提供 PC3.5 和 SMA、阴

阳测试端口。带有可追溯数据的四种匹配校准标准件安装在便捷

的阴阳 SOLT 外罩上。与测试导线类似，SMA 和 PC3.5 校准

标准均采用牢固的高精度不锈钢接头。

Pico Technology 发布高质量矢量网络分析仪

为了解决感应加热成形、焊接和热处理等领域的棘手问题，

德国KELLER推出新型双色CellaTemp PKL系列高温计，为打造

高质量产品提供精准温度测量。据悉，有两个型号的Cellatemp 

PKL 68可供选用：焦距210mm用于测量小物体，焦距1000mm

用于测量其它。

Cellatemp PKL68紧凑型双色高温计，相对于传统的光谱温

度测量，测量时几乎不受工作现场内粉尘，蒸气或烟雾等影响。

此外，相比传统的光谱温度测量，双色高温计对被测物的发射率

依赖性并不高，甚至有时候被测物的大小比测量区域还要小。因

此，双色高温计对错误的焦距和虚假对准的反应并不敏感。

为了达到持续制备高精度高质量产品的目的，非接触式红外

线温度计被广泛应用。它通过内部光学系统，获取选定区域内被

测高温物体的热辐射，得到被测物体的温度。

首先，准确测量被测物温度的前提条件是被测物要在测量区

域内，为此该系列红外高温计采用了自主研发的LED点光源专利

技术。该技术的显著特征是无视差的点光源既是聚焦在被测物表

面同时聚焦的位置，也是被测区域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简单、快

速、准确的将红外高温计对准被测位置。

另外，该点光源技术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任何一点的不对

准就会被立即发现。这种绿色LED光源除了本身微弱的电流损耗

外，具有很高的亮度，相比红光，人们能够看的更加清楚。相比

激光用于测温仪的辅助瞄准，绿色LED光源不存在老化效应，同

时在测温仪内部温度不超过65℃时，该光源没有任何损耗，并且

也没有伤害人眼的风险。

从0℃到2500℃范围内，新型双色CellaTemp PKL系列高温

计共有9种不同的型号可供选择。具有独立感光器件及光纤光学器

件的型号可被用于强电磁场甚至爆炸气氛的场合，其内部温度可

达250℃。   

值得一提的是，Cella Temp PKL 29 特别适合测量低温

下抛光金属或铝等表面发亮的物体，可以测量的最低温度可达

150℃。

目前，优利德又发布一款7月新品：UT661管道测堵神器，

帮助解决建筑工程人员、家庭用户面临的管道堵塞问题。据了

解，新推出的这款UT661管道测堵仪系列产品，主要两个组成部

分是接收器和发射器。

UT661管道测堵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测量建筑施工中，水

泥、黄沙、石子等杂物造成的管道堵塞。在装修时，由于管道繁

多，又埋的太深，一旦管道堵塞，就不得不进行大面积破拆，耗

费大量人工及财力，的确是让施工人员头疼的事情！

还好有它们！使用UT661A/B，可以快速定位堵塞点，避免

大面积破拆，并且能够穿透50cm厚度墙，准确度在5cm以内。

信号线长度有20米、30米可供选择哦！

产品应用
此次推出的UT661A/B 管道测堵仪内置充电锂电池，免除更

换电池烦恼，具有速度快、操作简单、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等

优点！

优利德推出 UT661 管道测堵神器

近期，全球性的瑞士创新监控解决方案提供商ELPRO，

推出首款可更换电池的PDF温度记录仪&无线温度记录仪。据

悉，这款无线温度监控解决方案，可为实验室和设备提供服

务，是世界数百万人获得药物的福音。

作为一款电池供电，有成本效益的且省心省力的测量系

统，新的LIBERO W使制药厂/药房、临床站点和实验室的专业

人员能够在本地立即响应报警，以便有更多时间关照患者。

LIBERO W的设计完全兼容合规，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具

有以下主要优点：

● 简易设置：只需简单地放置传感器并按下启动

● 稳定的无线传输：无电缆，无固定安装

● 自我监控：自动音频/可视化设备警告，无数据丢失

● 视听化温度警告和警报：确保快速的本地响应

● 轻松报告：根据您的应用量身定制了四种不同的PDF报

告类型

● 无硬件或软件要求：集成USB电缆，自动生成PDF报告

● 可自行更换的碱性电池供电：不需要有线电源

● 全球100％兼容：包括USP 1079.1，数据完整性等

● 校准和预配置：Ilac / SCS / DAkkS / NIST / UKAS / 

ISO 17025可追溯生产校准证书，预配置为冰箱或室内条件

“该解决方案还提供了一个不间断的温度测量链，并提供

校准提醒。最终用户可以简单地放置设备并立即开始监测。你

可以在任何时候知道药物的状况，”维尔纳指出。

使用过时的最小/最大温度计和图表记录器的医院和药厂/药

房，在使用瑞士elpro的新产品LIBERO W之后可以获得更高的

运营成本效率，更准确的数据记录，并确保符合行规。

LIBWRO W基本技术参数：

● 应用领域：冰箱，运输箱，培养箱，气候箱

● 测温范围：-10℃至+50℃

● 测量精度：±0.4℃[0.0℃至+25℃]；±0.5℃[-10.0℃

至-0.1℃]；±0.8℃[+25.1℃至+50℃]

● 测量间隔：1分钟至60分钟

● 存储容量：15分钟测量间隔下存储2年

基站存储70,000个测量点，传感器缓存1000个测量点

● 尺寸重量：基站115*82.5*27mm，重量195g

 传感器直径86mm，重量70g

● 无线传输距离：10米

● 安装特点：传感器和记录显示装置（基站）独立设计，

传感器安装在冰箱内部，基站放在冰箱外面，数据无线从传感

器传输到基站，不需要经常开关冰箱也能随时知道温度值和报

警状态，在报警前还会出现警告提示。避免频发打开冰箱门导

致冷气泄漏。

瑞士 ELPRO 推出首款可更换电池
PDF 温度记录仪 & 无线温度记录仪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中电动车占据很大一部分比例，这是由

于其以电池作为能源，有保护大气环境等生态作用。因此，新能

源汽车的普及是大势所趋。如此一来，检测电动汽车快速充电器

的能耗问题随之而来，并成为了测量评估的对象。

使用HIOKI（日置）的PW3390功率分析仪，可同步测量

快速充电器的输入三相 AC200V 线和输出 DC500V 线。电流

输入时推荐使用高精度闭口型电流传感器，可达到最佳效果。

PW3390 的测量显示电压、电流、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功率因数、频率、损耗、效率、畸变率、电压不平衡率( 3 电压

和3 电流测量时)。

使用仪器（输入三相 AC220V 输出电压 DC500V/ 125A 

的参考组合例）

A: 闭口型电流传感器的组合例

功率分析仪：PW3390

闭口型电流传感器：CT6863(200A、DC~500kHz) ×4 台

B: 钳口型电流传感器的组合例

功率分析仪：PW3390

钳形AC/DC传感器：CT6843(200A、DC～500kHz)×4

台

HIOKI 功率分析仪 PW3390
高效测量快速充电器效率

近期，德图公司发布一款针对博物馆和档案馆而研发的监

测系统testo 160。该系统功能强大，可精确记录温度、湿度、

光照强度、紫外线辐射、二氧化碳浓度、大气压力、震动以及位

置，及时掌握容易被忽略的展品和存档文件的环境条件。

如同人类一样，艺术品同样也需要适当的气候条件才能感觉

舒适。如果在展览，储存或运输过程中不能确保这一点，艺术品

将会受损从而影响其价值。除了光照强度和震动以外，温度和湿

度波动尤其会对画作、雕塑或印刷品产生负面影响。

完美融入环境的设计
该款数据记录仪专门针

对展厅应用而设计，因此外

观不显眼且不引人注意。由

于配有装饰盖板，因而可以

完美融入周围环境。这些可

选的外壳盖板可根据相关背

景要求进行个性化绘制或装饰。

记录仪配有内部和/或外部传感器。基于其设计和尺寸，

后者是在无法放置数据记录仪的小型玻璃柜中进行监测的理

想选择。

全面和无线的监测技术
监测系统testo 160可连续，精确和自动地监测和记录温

度、湿度、光照强度、紫外线辐射、二氧化碳浓度、大气压力、

震动以及位置。这将有助于保护展品的价值，并让负责人完成记

录环境条件的责任。

该款数据记录仪通过WLAN将测量值传送到在线存储-

德图云。从这里，您可以使用PC/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从任

何地方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如果超出了单独定义的上下限

值，将会通过短信和/或电子邮件立刻发出报警。对于光照强

度来说，如果一天，一周或一个月的累积光照量超出限值，

也会触发报警。

德图新推一款
强大的馆藏环境监测系统 Testo160

德国 KELLER 推出
新型双色 CellaTemp PKL 系列高温计

7月，在美国圣何塞举办的Sensors Expo博览会上，众多

观众人员对全天科技展出的可编程电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

悉，APM 可编程交流电源已于今年年初投放海外市场，并于投

放之初就获得了客户的好评。

Sensors Expo博览会期间，展会上展出的产品涉及传感器

和电子元器件，APM可编程电源以高品质、高稳定性和高性价

比，在展会中得到了其他参展商和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

APM 可编程直流电源和新推出的可编程交流电源， 旨在满

足 ATE、系统集成商、老化、可编程蓄电池充电器和实验室的

需求。APM可编程电源具备RS232/RS485/LAN/USB 四标标

配的通讯接口，无需额外付费，另外具有可选的 GPIB接口。可

编程直流电源和可编程交流电源都可以通过计算机上的软件进

行外部控制， 也可以通过键盘或编码器从前面板进行操作。

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APM可编程交流电源分为高级

版本和专业版本。高级版AC电源符合IEC61000-4-11标

准，专业版产品符合 IEC61000-3-2、IEC61000-3-

3 标准要求的输出阻抗测试。该新型程控交流电源具有高精

密、高效率、高稳定性的特点，吸引了众多测试测量行业经

销商和终端的关注。

走出中国！ APM 可编程电源进军美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