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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duct Trends

时隔七年之后，德图仪器于近日正式对旗下的当家产

品——testo 350 烟气分析仪进行了升级！即：testo 350烟气

分析蓝色新版本！

作为全球便携式

烟气分析仪产品的拳

头品牌，在历时长达

一年的研发、测试与

准备之后，今夏，德

图正式对其明星产品 

testo 350 烟气分析仪

进行了升级发布（testo 350 烟气分析仪蓝色新版本）。

2017年底，国家环保部颁发了新标准——HJ 57-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一石激起

千层浪！检出限、除尘除湿、CO对SO2的干扰验证等问题牵动

了无数环保工作者的心！ 高湿低硫、交叉干扰等老大难问题，

以及严苛的环保要求及测量工况都给环保工作者带来了更多的

挑战！

无论是大环境下，中国日益严苛的环保要求及测量工况，抑

或是国家环保部新标准——HJ 57-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

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中所提及的检出限、除尘除湿、CO

对SO2的干扰验证等问题，都是本次升级的重要契机。

性能上，本次升级涉及六项关键指标！满足新版环保法规

HJ 57-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

法》，交叉干扰的问题不再，在性能优化的同时，还能为用户

提供更优的服务，可为广大的环保工作者及有烟气分析需求的

工作人员提供更加专业便捷的测量体验！

新款testo 440结合了全新的探头理念， 轻便小巧的机

身，直观的测量菜单以及全面的测量功能，可适用于空调及通

风系统测量，室内环境检测等广谱应用需求。

1. 直观的测量菜单
  结构清晰的菜单，内置通用测量程序，如风量测量，K系

数、紊流度、制冷/制热功率、霉变检测以及连续性测量等。

依照EN ISO 7730/ASHRAE 55内置体积流量，K系数和紊

流度测量菜单，并可直接测量制热/制冷功率，霉变隐患，并可编

程连续性测量，仪器自带存储功能，可同时读取，保存数据。

2. “双联” 制 
新概念的 testo 440 探头与主机可有线连接或蓝牙无线连接，

适用于不同的应用需求，且可通过可分离的探头转换连接属性。

3. 随”变“的探头 
testo 440 创新的分离式探头的优势

1）可单独更换蓝牙或有线连接手柄，而探头勿需重复采

购，节约成本;

2）可自由配置延长探杆，探杆最长可延至 2 米， 满足特

殊测量需求;

3）可分离式探头可分离后存放运输，即使 2 m 的探头也

可放入仪器箱，节省空间;

4. 广谱适用性 

testo 440在设计时考虑通风空调系统测量及室内环境测量

的各类应用 各类高精度探头的设置适用于严苛的测量需求。

7月9日，横河电机公司宣布开发出GX90XA—10-V1高压

模拟输入模块。这项新产品作为OpreXTM数据采集系列和控制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有了GX90XA—10-V1模块，横河电机的记录仪及数据记

录仪就可用于电动汽车(EVs）、燃料电池汽车(FCVs)、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PHVs)*以及在这些车辆中使用的车载电池的

开发及生产性能评估测试。这样的测试通常需要在高压条件下

测量多个通道。

GX90XA—10-V1高压模拟输入模块

开发背景
记录仪和数据采集系统(数据记录仪)在生产线和产品开发

中，用来获取、显示和记录关于温度、电压、电流、流量、压

力和其他变量的数据。横河电机是专业的记录仪制造商，记录

仪和数据采集系统解决方案是OpReX数据采集产品阵容的一部

分。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并符合行业特定的要求和标准，公司继

续向该产品阵容增加了具有增强功能的新I/O模块。

在EVS、FCVS、PHVS及车载电池的开发和生产中，必

须执行涉及多个电池单元中的电平测量的性能评估测试。在这

种车辆中使用的电池可能有成百上千个电池相互连接，而且必

须同时测量所有点的电平。使用的测试设备必须能够承受在测

量终端和地面之间施加的几百伏特(高共模电压)电压。横河电

机开发的高电压模拟输入模块可以在高电压条件下测量多个通

道，因此非常适合可充电电池及使用这些电池的电动车的开发

和生产。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英文缩写。

产品特点
GX90XA—10-V1模拟输入模块可以安装在以下OpreX数

据采集产品上：GX系列触摸屏无纸记录仪、GP系列便携式无

纸记录仪和GM10可扩展模块数据记录仪。

1、高电压、多通道

GX90XA-10-V1具有两层绝缘，能够承受高达600 V的

ACrms或600 V DC的共模电压，还能够以小于100毫秒的间隔进

行数据采样。用于GX和GP系列记录仪，模块可以接受多达450个

输入；使用GM10数据记录仪，可以接受多达420个输入。车载电

池的开发和生产中，需要在高电压下进行多个通道的性能测试，

具有这些能力的GX90XA-10-V1是应用于测试的理想工具。该

模块还适用于电解槽电解过程中使用的高电平的测试。

2、开放的网络

GX、GP系列记录仪和GM10数据记录仪都兼容于以太

网LAN标准和Modbus通信协议，它们广泛应用于工业网络

中，可以与上层控制系统及第三方产品进行连接和通信。当

GX90XA-10-V1安装在GX或GP系列记录仪或GM10数据记

录仪上时，可以从主机系统监测电压测量数据，并可以将采集

到的数据上传到数据库进行共享。

主要目标市场
EVS、FCVS和PHVs的开发和制造商。

车载充电电池的开发和制造商，包括与燃料电池一起使用

的电池。

电解槽用户。

应用
测量数据，如温度、电压、电流、流量和压力等。

testo 350 烟气分析仪 升级啦！（蓝色新版本）

testo 440 双联通用型测量仪 ，全新的探头理念

横河电机开发高压模拟输入模块，加入 OpreX ™数据
采集产品阵容

高达每秒一百万次的波形捕获率、实时传输损耗补偿（实时

去嵌）以及安静的满载运行体验——R&S RTP系列高性能示波

器以创新科技为用户提供卓尔不凡的价值。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发布

了全新R&S RTP系列高性

能示波器，延续其“ 创新科

技，信心之选”的主题，进

一步扩展了公司的示波器产

品线。在新示波器产品开发

过程中，研发人员特别关注

测量准确度、测试速度、丰富的功能设计以及未来科技。R&S 

RTP系列示波器集成了比同类示波器更多的仪器功能，使其成为

高速数字设计和宽带射频接口调试的理想选择。R&S RTP系列

提供4GHz、6GHz和8GHz的型号选择。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正

持续驱动示波器市场的创新，全新高性能示波器的发布再一次鉴

证了公司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示波器的承诺。

全新R&S RTP系列高

性能示波器针对航空航天、

汽 车 电 子 、 工 业 自 动 化 和

通 信 等 广 泛 的 电 子 研 发 应

用 市 场 而 设 计 ， 是 用 户 调

试包括高速总线(USB, PCI 

Express, MIPI等)、多通道RF接口（雷达和无线电通信）、

DDR存储接口、复杂的电源管理单元以及通用串行总线(I2C, 

SPI等)的理想选择。 R&S RTP系列示波器可以在时域和频域提

供高分辨率，宽动态范围和高灵敏度的测试能力，满足各种相关

测试应用的需要。

 

创新特性
R&S RTP系列高性能示波器完美兼顾高信号保真度和高波

形捕获率的测试需要。在标准采集模式下，R&S RTP系列示波

器可以实现高达一百万次的波形采集和测量，比同类的其他示波

器快一千倍以上。这一特性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发现偶发异常。

R&S RTP系列示波器也是目前市场上唯一提供实时传输损

耗补偿（实时去嵌）功能的示波器。这一优势使R&S RTP系列

示波器即使在激活信号修正的情况下仍能实现高速采集运行。借

助于其独特的数字触发架构，R&S RTP系列示波器可以对补偿

后的信号进行精确触发。

不仅如此，R&S RTP系列示波器还为其丰富的分析功能提

供硬件加速，可以帮助开发人员节省大量的测试时间。模板测

试、统计直方图分析和频域分析等都可高速实现，从而快速获得

高置信度的测试分析结果。

 

多合一功能
R&S RTP提供比同类示波器更多的仪器功能于一身。除传

统的模拟通道外，R&S RTP还提供16路逻辑通道以及四路电压

和四路电流测量通

道。同时它还支持

串行总线的协议分

析和强大的频谱和

矢 量 信 号 分 析 功

能。丰富的分析工具帮助用户利用一台示波器就可以实现时间相

关的多域信号测试和分析，快速应对测试挑战。

 

安静的操作体验
尽 管 具 备 丰 富 的 测 试 功 能 ，

R&S RTP系列示波器提供了比传统

同类产品少40%的占用空间，是市

场上设计最紧凑的高性能示波器。

同时，借助于特殊的冷却设计和静

音风扇，R&S RTP系列示波器提供给用户安静的

操作体验，不会给实验室环境带来噪音干扰。

 

安全的投资保障
R&S RTP系列示波器同时提供非常安全的投资保障。当测

试需求增加时，示波器的测量带宽、波形记录长度和分析功能都

可以非常简便地通过硬件或软件进行升级。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正在计划RTP系列产品进一步的性能提

升。更多的硬件选件，如包括双路模拟和八路数字通道的信号发

生器模块以及16GHz差分脉冲源模块，将于2018年稍晚发布。

更高带宽的RTP型号计划于2019年发布。

7月17日，横河电机公司发布CENTUM VP R6.06，综合

生产控制系统CENTUMTM VP增加了新功能，CENTUM VP

是OpreX™控制和安全系统解决方案系列中的核心产品。

CENTUM VP R6.06增加了与Windows Server 2016相对应

的功能，在不中断工厂操作的情况下对现场控制站FCS进行升级。

加强了自动化设计套件(AD Suite)的功能，除了能够实现大规模批

量修改之外，还可以灵活地应对工厂例行检查等场合发生的微小的

配置更改。这些可以提高工程效率并帮助客户提高工作效率。

 综合生产控制系统CENTUMTM VP R6.06

开发背景
CENTUM VP为整个工厂生命周期提供优质的操作、监控

和工程环境。从最初的设计、工程、系统和设备的安装、启动到

全面运行、维护、翻新、修改和终止服务。横河电机不断改进该

系统，以确保优质的性能。由于确保新版本完全向后兼容，用户

始终可以选择更新其系统以充分利用最新技术。

虽然FCS软件通常是在工厂定期停产和大规模停机维护

(SDM)时进行升级，但我们的一些客户表示，他们希望能够选择

执行升级的时间。为此，我们增加了可以在FCS运行时进行升级

的功能。另外，AD Suite工程套件的功能也得到了改进，结合去

年发布的控制系统虚拟化平台，这些都有助于改善系统维护并降

低项目延迟的风险。

增强功能
1、在FCS运行时更新软件

以往客户通常需要等待几年才能完成SDM期间的工作，但

现在可以自己选择完成的时间了。这是因为横河对CENTUM 

VP软件进行了修改，可以在双冗余控制端和备用端CPU模块之

间实现更平滑的切换。这样，既可以改善正常运行时间，也可以

让用户自由选择何时安装升级。此外，横河电机还增强了支持

力量，以确保客户在系统维护活动中获得所有必要的技术支持。

通过这个新版本的CENTUM VP，用户可以利用最新的控制技

术，消除停机时间，提高生产率。

2、能够快速执行应用程序软件的微小修改

最初由横河电机开发，用于CENTUM VP R6.01的AD Suit

集成工程环境，大幅提高了整个工厂生命周期中的工程效率。最

新版本的CENTUM VP中， AD Suite功能得到强化，用户能够

快速轻松地实现对应用程序控制逻辑和警报属性的修改。只需单

击编辑器屏幕上的图标，便可立即执行对系统软件的修改。此功

能减少了进行此类修改所需的时间，用户还可以选择是单独还是

成组实施修改。

3、兼容最新的服务器操作系统

CENTUM VP R6.06与提供最新安全功能的Windows 

Server 2016兼容。

主要目标市场
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化工，化工，电力，造纸制浆，制药，

食品，钢铁，给水和废水处理，有色金属，金属，水泥等。

应用
监视和控制工厂运营。

TDK 公司宣布推出 

TDK-Lambda 品牌的 

QS 系列单输出医疗和工

业 AC-DC 电源。这款高

效率产品的额定输出功率为 

600W 至 1200W，采用低速风扇冷却，大大降低了噪声。QS 系

列电源经过医疗和工业安全标准认证，适用于包括 BF 级医疗设

备、测试和测量、广播、通信以及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各种应用。

 QS 系列电源可在 90Vac 至 264Vac 的宽输入范围内

工作，提供三种标准输出电压：12V、24V 和 48V。QS5 提

供 600W 功率，QS5H 可在 180Vac 或更高的输入电压下

提供 1080W 至 1200W 功率，在输入电压低于 180Vac 时

提供 700W 功率。QS7 在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内的额定功率为 

1200W。可选辅助电源/信号模块可提供一路或两路5V辅助电

源，电源禁止或电源使能功能和PMBus接口。

QS5 型号的外壳尺寸为 127 x 63.3 x 270mm (WxHxD)；

QS7型号的外壳尺寸为176 x 63.3 x 270mm(WxHxD)。QS5 

有一个可选的 IEC320 输入连接器，可以代替螺钉式端子排快速

方便地进行连接。电源的工作环境温度为 -20°C 至 +70°C，

超过 50°C 时每增加 1°C 输出功率和输出电流需降额 2.5%。

QS 系列提供七年质保。

电源经认证符合 IEC/EN/UL/CSA 60601-1、ANSI/

AAMI ES 60601-1、IEC/EN 61010-1 和 IEC/EN/UL/CSA 

60950-1 标准，带有符合低电压和 RoHS2 指令的 CE 标志。

此系列的输入与输出隔离为 4000Vac（2 个 MoPP），输入与

地隔离为 1500Vac（1 个 MoPP），输出与地隔离为 1500Vac

（1 个 MoPP），因此可在 BF 级医疗设备中使用。QS 的最

大对地漏电流为 300µA，并且仍符合EN61000-6-3:2007 和 

EN60601-1-2:2015（等级B 传导和辐射）发射标准。该系列

电源还符合 EN60601-1-2 和 EN61000-6-2 抗扰度标准。

TDK 公司宣布 TDK-Lambda 品牌的 CCG 系列隔离型

DC-DC 转换器增加了双输出型号。

CCG 系列是一款宽范围输入的隔

离型板载式 DC-DC 转换器，主体封

装大小仅为 1x1 英寸。它能够以 1x1 

英寸的封装大小实现 15/30W 输出功

率，自 2015 年单输出型号发布以来满

足了客户的各种需求。现在增加了双输

出型号，能够支持当前单输出型号无法实现的模拟元件。此系列

产品将支持工业设备市场中的各种控制板。

由于这款产品接受9 至 36 VDC 和 18 至 76 VDC 的宽

范围输入电压，因此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和采用不同电压

输入的控制板（例如 12/24 VDC 型和 24/48 VDC 型）。通

过优化组件实现高效率，可在各种工作温度范围内（-40 至

+85℃）使用。同时减少了封装大小，有助于在设备控制板上

实现较高密度。

主要应用
 ICT 设备（基站和服务器）、半导体制造设备、测试和测量

设备以及通用工业设备的控制板等。

主要特性和优势
双输出型号，可支持模拟元件

尺寸小，可实现 15/30W 输出，封装大小仅为 1x1 英寸

宽输入电压范围：9 至 36 VDC 和 18 至 76 VDC 等一系列

输入类型

良好的EMI：六面屏蔽结构，除金属外壳外，还使用电路板

铜箔来屏蔽底部

效率高达 92% (CCG30-48-15D)

工作温度范围广，可在 -40 至 +85°C 的宽温度范围内使用

输入-输出耐 1500 VDC 电压（持续一分钟）

产品规格

R&S 全新 RTP 系列高性能示波器，集创新的信号保真度
超快测试速度和丰富功能于一身

横河电机发布 CENTUM ™ VP R6.06 —OpreX ™控制
和安全系统核心产品增加新功能

TDK 推出 QS 系列单输出医疗和工业 AC-DC 电源

CCG 系列隔离型 DC-DC 转换器增加双输出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