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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无线红外热成像仪智能无线红外热成像仪

-20~650℃宽温量程 自动高低温捕捉 5点5框现场测温功能 手机现场修改区域发射率 手机录制全辐射视频 自定义温度报警 文本和语音注释 多款镜头可选

新型UT300+系列红外测温仪，其紧凑小巧而简单的设计让用户更容易携带和操作，同时它秉承了优利
德红外测温仪产品高精度、高距离系数比（30：1）、宽量程（-32~800℃）高重复性、抗干扰能力强、响应速度
快、测量距离远、坚固耐用等特点。适用于测量难以触及的物体或易发生危险的物体的表面温度。

UT300+系列红外测温仪

●  单按键，操作简单
●  自动数据保持8s
●  自动关机
●  低电指示
●  单位转换℃/℉
●  掉电记忆功能
●  配有三脚架定位螺丝孔

●  30：1的距离系数比
●  测量范围宽达-32~800℃
●  扳机锁定，适用于需要对温度进行监控的工艺过程
●  单激光瞄准，采用高精密激光调节技术，使得测量指示区域更准确
●  带背光源LCD显示屏，可方便晚上或光线较暗时使用
●  最大/最小值/平均值/差值保持
●  可存储5组高低温报警预备值和5组发射率预备值，便于用户快速设置
●  具有红、绿、蓝三色LED和蜂鸣器声音报警提示功能，可快速发现异常

产品特点

UT303A+ UT300A+ UT301A+ UT302A+

产品特点

LM100D LM120D PRO

新款LM系列
激光测距仪

LM基础系列是一款专业型的手持式激光测距仪,外型小巧,功能齐全,测量精确,操作简
便,轻松一按即能快速实现长度、面积、体积测量,让你在任何环境下都对测量结果一目了然。

●  设计精巧便携，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外形及舒适握把， 采用高性能工程塑料，耐各种复杂环境
●  高精度，毫米级测量误差，用的放心 
●  高清大屏，显示清晰，任何环境中清晰可见
●  既测既得，可自动计算，工作更省心高效
●  物理水平和电子水平兼备，使用更方便
●  功能多样，最小及最大测量、持续测量；空间计算；存储常数等多功能，
      可完全满足你的各种测量需求，完全的多面手持测距仪器。
●  自动关机功能，3分钟无操作可自动关机，更加省电和设计人性化。

LM100LM40

● 1000V直流/交流电压测量
● 真有效值，6000点显示
● 专业NCV测量(可区分零火线)
● LED测量
● 声光报警功能

● 手电筒，自动背光
● 符合人类工程学设计
● 双中注塑
●1m防摔

UT89X系列
专业NCV数字万用表

UT89X/UT89XD是一款性能稳定、高可靠性手持式3 5/6位真有效
值数字万用表。 可用来测量：电压（最高可达1000V)、电流（最大可达
20A)、电阻、电容、频率、二极管、三极管及电路通断，并配备专业NCV测
量功能，能够迅速准确地区分零火线。

UT89X

UT89X系列产品操作视频

UT89XD

基本功能

特殊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UT89XDUT89X

6000
3次/秒

45~1000Hz
45~1000Hz

NA
电压/电流/电容/二极管/三极管/NCV/LED

NA

6nF/60nF/600nF/6μF/60μF/600μF/6mF/60mF/ 100mF
600Ω/6kΩ/60kΩ/600kΩ/6MΩ/60MΩ

9.999Hz/9.999MHz

60mA/600mA/20A
60μA/6mA/60mA/600mA/20A
60μA/60mA/600mA/20A
6V/60V/600V/1000V
600mV/6V/60V/600V/1000V

自动背光/关机
数据保持
低电压显示/手电筒
功能选择(SELECT)

专业NCV测试
三极管测试
二极管/通断测试
声光报警功能
LED测试
火线测试
交流电流频响
交流电压频响
真有效值(True RMS)
测量数字转换速率
显示位数

电容CAP
频率
占空比
温度(℃)
湿度(°F)

电阻(Ω)
交流电流(A)

交流电压(V)

直流电流(A)

直流电压(V)
型号

√  
√  
√  
√  
√  
√  
√  

√  

√  

6000
3次/秒

45~1000Hz
45~1000Hz

√  

√  

±(2.5%+20)±(2.5%+20)

±(1.0%+12)
±(0.8%+8)

±(0.5%+2)
±(0.8%+5)
±(0.5%+2)

±(1.0%+12)
±(0.8%+3)

±(0.8%+8)
±(0.8%+5)

±(0.8%+3)

±(0.1%+4) ±(0.1%+4)
0.1%~99.9% ±(2.0%+5) ±(2.0%+5)
-40~1000℃ ±(2.0%+4) NA
-40~1832°F ±(2.0%+8) NA

技术指标

台式数字万用表UT8805N

AC100V~120V：45 Hz~440 Hz；AC200V~240V：45 Hz~66 Hz电源

一般规格

象牙白+灰色机身颜色
4.0kg机身重量

239mm×109mm×344mm(宽×高×深)机身尺寸

√二极管/三极管测试

通断蜂鸣 √

√
Pass/Fail、相对值(Relative)、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偏差、dBm、dB、Hold、直方图、趋势图、条形图

100kHz

√

√自动量程

数字保持

频响（Hz）

真有效值
采样速率

存储

数学运算

基本功能

型号

直流电压 (V)
直流电流 (A)

交流电流 (A)

200mV/2V/20V/200V/1000V 

200mV/2V/20V/200V/1000V 

200μA/200mA/20mA/2mA/2A/10A

200μA/200mA/20mA/2mA/2A/10A

交流电压 (V)

电压电流

输入阻抗 ≥10MΩ

AC+DC

最大显示 199999
特殊功能

±(0.008%+0.003%)

±(0.055%+0.005%)

±(0.19%+0.05%)
±(0.5%+0.10%)

电容 (F)

频率 (Hz)

温度

电阻 (Ω) 200Ω/2kΩ/20kΩ/200kΩ/2MΩ/10MΩ/100MΩ
2nF/20nF/200nF/2μF/20μF/200μF/2mF   

-270°C~1760°C

20Hz～1MHz ±(0.01%+0.003%)

±(1%+0.5%)
±(0.012%+0.003%)

±0.5°C

2000采样/秒

10k 数据记录；1Gb Nand Flash总容量

标准接口 USB Host、USB Device、LAN 、GPIB(选配)

UT8805N 基本精度（%读数+%量程）

技术指标

●  199999计数5 1/2数位
●  自动量程、真有效值台式数字万用表
●  高达2k rdgs/s采用速率，100kHz频率响应
●  自动测量、多种数学运算、任意传感器测量
●  内置热电偶冷端补偿
●  10k 读数历史数据记录，1Gb Nand Flash总容量
●  标配：USB Host、USB Device、LAN
●  选配： GPIB接口
●  4.3英寸TFT LCD显示
●  支持NeptuneLab实验室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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