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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Hantek推出全新一代LCR高

精度测试仪。作为2019年Hantek众多新品之

一，LCR高精度测试仪不仅具有外观新颖小巧，

稳定耐用的特点，而且具有检测功能丰富，测量

精准的优点。标配的四大功能：R-X测试、C-D

测试、L-Q测试和Z-θ测试，轻松解决日常电感、电容、电阻

等元件参数测试和维护。此外机器外观采用双重防震保护套的设

计，全方位保护机器让使用时间更长，测量更安心；个性化的按

键布局让操作更简单，测量更方便；大屏双显示让测试结果一目

了然。

优利德新推出UT516 12KV高压

绝缘电阻测试仪。绝缘电阻测试仪，

又名兆欧表，具有6个量程：500V, 

1000V, 2500V, 5000V, 10000V 和 

12000V各量程的输出可设置10%步

进微调电压(12000V除外);测试数据可

保存于仪器内存中，并经由专用USB

接线传送至PC。测试数据也可实时

传送至PC进行数据分析；全按键操作，电子数字式显示，省时

省力，一键即可完成测试，引领传统“摇表”进入数字化电子时

代。

UT516B是一款智能型绝缘测试仪器，整机电路设计采用微

机技术设计为核心，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数字电路相组合，配合

强大的测量和数据处理软件，完成绝缘电阻、电压等参数测量，

性能良好，操作简单。广泛应用于电力设备以及供电线路的测量

和检修，是电信、电力、国防、气象、机房、油田、机电安装和

维修测量必不可少的仪表。新颖的外观设计使之成为性能优越的

电子电工优选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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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阳科技发布频谱分析仪新产品

SSA3000X Plus系列。其测量频

率范围为9 kHz-2.1/3.2 GHz，分

辨率带宽（RBW）低至1 Hz，显

示平均噪声电平（DANL）为-161 dBm/Hz（典型值），频率

计数器分辨率低至0.01 Hz。该系列频谱分析仪延续了鼎阳产品

简洁大方的外观，相较于SSA3000X系列频谱分析仪进行了性能

升级，扩大了测量范围，新增模拟数字调制分析功能，谐波测量

和载噪比测量。搭载10.1英寸触摸屏显示屏，支持鼠标和键盘操

作，并添加了Webserver功能，支持通过网页远程控制仪器。

作为升级版，SSA3000X Plus系列频谱分析仪拥有10.1英

寸多点触摸屏，支持鼠标键盘操作，可在屏幕添加注释，结合深

度优化的简洁界面，大大提升了用户的操作体验。SSA3000X 

Plus系列频谱仪还可以通过PC或移动终端的Web浏览器进行远

程控制，无需安装第三方驱动，用户在网页服务界面下设置访

问密码，输入频谱仪IP地址，即可快速、便捷地访问频谱仪。同

时，此款升级频谱分析仪支持FTP文件传输，有效地提升了文件

共享性。

相比SSA3000X系列，SSA3000X PLUS系列频谱分析仪

新增了AM、FM模拟调制功能，ASK、FSK、PSK、QAM等

数字调制功能，可对多种调制信号进行分析，结合波形、符号、

眼图三种形式显示分析结果，服务于广大的射频和通信电子工程

师。 

同SSA3000X系列一样，SSA3000X PlusX系列频谱分

析仪具有着出色的测量能力：相位噪声<-98 dBc/Hz（偏移

10 kHz），全幅精度<0.7 dB，测量结果精确可信；支持符合

CISPR标准的EMI滤波器和准峰值检波器，滤波器可选最高带宽

2019年8月ITECH推出黑科技M系列的第二款产品——IT-

M7700可编程交流电源。M系列以创新性的外观设计和功能为用

户带来更加便捷的测试体验，首款产品IT-M3100灵巧型直流电

源于今年5月上并广受关注与好评，此次ITECH再次带来的是一

款全新的交流电源产品。

IT-M7700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全系列共6款机型，电压

300/600V，功率最高可达3000VA。延续了M系列黑色外观设

计，结合了智能和灵活两大特点。

打破传统交流电源体积庞大的缺陷，IT-M7700仅½ 1U的

体积内功率最大可达600VA，重量也仅有4.5kg，不到市面上同

类型产品的一半。不但增加了空间利用率，同样适用于便携及桌

面测试，也是系统搭建的良好选择。

性能上，结合了可编程AC和DC电源的先进技术，拥有谐波

测试和模拟功能，内置丰富的波形库, 可模拟任意波形输出，帮

助用户去模拟电网扰动、周期断电等各类复杂波形，方便地还原

用户现场，快速解决问题。同时，IT-M7700还提供了专业的测

试软件，配合多国

安全法规测试条件

设立程序，可完成

军工、民用航空电

子及IEC相关标准

的测试。

IT-M7700系列内建30条谐波失真波形

应用广泛：
IT-M7700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广泛应用于电力能源产

品、3C产品、家电产品、工业电子、航空电子设备、军事与IEC

标准测试的开发和运用等多个领域。

E T C R 铱 泰 科 技 新 推

ETCR2150环路电阻测试仪，

产品功能包括：环路电阻测试，

环路漏电流测试，防雷装置检测

必备仪表。

这款产品的特点包括:1. 完

全满足国家气象局31号令【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的

技术参数要求，防雷装置检测必备仪表。2.  计量器具制造许可

证：粤制00000741。3.  电阻、电流同屏显示，测试结果一目了

然。配备可充电锂电池，使用方便。4.  声光报警功能，数据存

储、数据保持功能。时钟功能，显示当前测试时间。USB接口数

据上传功能。

Hantek 推出新一代便携式 LCR 高精度测试仪

UT516 12KV 高压绝缘电阻测试仪上市

鼎阳科技 SSA3000X Plus 系列频谱分析仪发布

艾德克斯 M 系列再推 IT-M7700 高性能交流电源

ETCR2150 环路电阻测试仪 电阻电流同屏显示

2019年9月18日，工控自动化领域

权威的年度新产品评选活动--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2019年度最佳产品

奖颁奖典礼在上海金古源豪生大酒店隆重海

举行，“Fluke ii900工业声学成像仪”荣获

《Control Engineering》2019年度最佳产

品奖。

Fluke i i900工业声学成像仪可以说是集万千功能于一

身：7英寸LCD触摸屏，更大的显示面积，让问题点无遗漏；

SoundMap™技术让声像图覆盖在可见光图像上，快速视觉定

位泄漏点；新的 SoundSight™ 技术专为在

嘈杂的生产设施中使用而设计，易于学习和

实施；简单直观的界面使技术人员能够辨识

泄漏的声频，从而过滤掉较大的背景噪音。

技术团队在操作高峰期间检查完整个设备只

需数小时。

Fluke ii900工业声学成像仪广泛的行业

现场应用，让您可以快速轻松地确定需要开展的空气泄漏维修

工作，以确保高效操作并降低能源成本。可以保存和导出图像

以用于报告目的。切勿让漏气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

9月下旬，由固纬电子与合肥工

业大学共同研发的新能源发电变流技

术综合实验平台（即电力电子实训系

统PTS-5000系列），成功落户合肥

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PTS-5000采用先进的模块化

设计，其包含永磁同步发电机型风电

逆变器实验模块PEK-520、微网逆

变器基本实验模块PEK-530、PCS实验系统模块PEK-540、

光伏并网逆变器实验模块PEK-550等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均能

完成多项实验，例如用于风力发电系统实验的PEK520模块至

少可以完成三相逆变器实验、三相并网逆变器实验、PMSG转

速控制实验、PMSM转速与转矩控制实验、风力机模拟实验、

最大风能跟踪实验、风力发电系统实验、低电压穿越实验等实

验。

PTS-5000的设计初衷是以“专

业人才培养过程全覆盖”为指导思

想，利于实行“一贯式”教学模式，

既能满足本科教学的演示型、验证型

实验，同时也能满足进一步的设计型

和创新型实验。因此基于PTS-5000

建立的实验教学中心，将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极大提

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促进教学改革。

近期，PTS-5000共同开发者，台湾清华大学江炫樟教授在

该实验中心对平台使用者进行了培训。培训过程中和合工大师生

展开了热烈的互动，师生一致认为该平台的易操作性和采用数字

化设计，使学生能够系统化学习多种新能源发电系统的开发设计

流程，通过固纬提供预选案例的操作，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理论

知识，给进一步的创新性设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9年8月18日，以『数字营

销，无限共赢』为主题的RIGOL首

届电商经销商大会在普源精电科技

有限公司苏州总部隆重召开。来自

全国各地21家电商合作伙伴，共计

50余人齐聚美丽的苏州科技城，讨

论RIGOL中国数字营销战略规划及

电商政策。同时，RIGOL向各位合作伙伴展示全新电商专供产

品，面授营销实战策略，分享电商经验宝典。

RIGOL副总裁程建川代表RIGOL董事长王悦对各位电商经

销商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与各位经销商伙伴分享了RIGOL

的21年发展历程。他对数字营销新局面的开展满怀期待和信

心，并殷切寄望电商伙伴以专业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达成

“成就客户”的使命。

RIGOL全球电商总监任威与合作伙伴共同商讨了RIGOL

数字营销战略规划，并对未来中国的

电商渠道政策进行了讲解。在2019

年，RIGOL将重塑现有的电商体

系，利用全新的数字营销战略规划、

政策及产品，与合作伙伴共绘更广阔

的蓝图。RIGOL已在2019年9月1日

正式上线天猫自营旗舰店同时在京东

商城上线RIGOL自营产品。RIGOL产品经理张立源在大会上介

绍了RIGOL全新电商专供的系列产品，以及专有型号和全新定

价。

在数字化营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RIGOL在2019年下半年

筹备成立了RIGOL全球电商部，将电商提升到了企业未来五年发

展的战略目标之中，旨在提升RIGOL的线上品牌影响力，站在市

场的角度制定RIGOL数字化营销目标，建立电商渠道的规范。

Frigelar是巴西最大的制冷零售公司，现在是Testo BR经

销商网络的一部分。Testo巴西公司近期欣喜宣布与Frigelar公

司签订了合同，Frigelar公司是巴西hvacr市场的代表之一。

Frigelar于1966年作为Frigidaire品牌的技术援助服务提供

商在阿雷格里港市开展推广活动。随着其活动不断推进，1971

年，公司还进入制冷空调零部件及设备市场。他们业务的扩张

致使Frigelar于1983年将其业务完全集中于零部件转售、冷间

和空调市场。Frigelar一直遵循着一条基于优质服务的成功之

路，结合了大量多样的零部件库存。公司已占领制冷配件行业

的大部分市场，成为该市场全国性分销商。Frigelar除了拥有一

个制冷室和空调冷凝机组支架的工厂外，还拥有30个销售点。

与Testo巴西的关系始于2016年，自那以来，两家公司都

调整了战略，开始合作。该合作关系于2019年6月启动，30家

门店中的3家(坎皮纳斯、圣保罗和阿雷格里港)将获得60万雷亚

尔（货币单位）的订单，包括电子冷媒表testo 557和550、智

能探头、真空计testo 552和检漏仪。通过Testo BR新进经销

商Frigelar，testo测量仪器在巴西13个州得以发展，甚至提供

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可覆盖全国性的制冷和空调市场。

广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厅粤科公告〔2019〕

2 8 号 文 件 公 示 ， 根 据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办 法 》 （ 国 科 发 政 〔

2017〕115号）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

指引(试行)》（国科火

字〔2017〕144号）有

关规定，广州德肯电子

有限公司成为广州省2019年第四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之一。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科技型中小企

业评价办法》中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依托一定数量的科技人

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

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此

次广州德肯电子有限公司被评选为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这

是对德肯电子公司在产品研发、技术服务、校企合作等领域上

取得的优异成果的肯定。

广州德肯电子有限公司是PinTech品致全资公司，作为

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一直坚持研发产品，不断推陈出

新。经过品致人多年孜孜不倦辛勤的付出与对未来发展规划的

愿景,至今公司产品已推出50多款，已获得了多项国际发明专利

和技术专利，公司产品销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所

院校。

海康威视08年开始研发热成像技术，16

年推出全系列热成像整机产品，19年推出全

系列热成像机芯产品。海康威视热成像一直

秉持着合作共赢的理念，利用自身在技术、

创新、制造方面的优势，提供一站式产品集

成服务，让更多的合作伙伴能够快速集成使

用热成像产品，助力打造红外生态圈。在刚

刚过去的光博会上也亮相了所有的集成类产品。

作为一款产品的核心，海康威视热成像机芯具有如下几大

核心优势：1.图像更清晰。海康拥有18年图像算法积累，自研

AGC（自动增益调节）、DDE（图像细节增强）、3D DNR

（3D降噪）等图像技术，图像更清晰，细节更明显，整体图像

效果更优。2.技术更先进。海康威视推出了无挡片机芯，采用

自研高端无挡片技术，保证视频图像流畅。

自动聚焦机芯内置自动聚焦算法，保证图像

画面随时保持清晰，实现快速准确的实时监

控，避免随画面变化时需要进行手动调焦，

导致画面不能实时监控。3.开发更简单。海

康威视热成像机芯接口丰富，支持数字、模

拟视频接口，可减少增加模数转换模块的麻

烦；且镜头可灵活配置，支持M34/M25接口镜头，焦距支持

10/15/25/35mm等；同时，为了简化图像调试带来的二次开发

工作量，将所有关于图像功能调节的菜单选项均放置在机芯里

面，让集成更简单。4.响应更快速。海康威视热成像拥有一支

专业的机芯团队，可及时响应客户需求。从前期沟通对接到后

期需求定制全程可提供本地化服务支持，提升开发效率。

“Fluke ii900 工业声学成像仪”获 2019 年度最佳产品奖

固纬电子新能源实验平台 PTS-5000 成功落户合肥工大普源精电（RIGOL）举行电商共赢伙伴大会

Testo巴西公司签单 Frigelar公司 拿下巴西 13 个州市场

广州德肯电子有限公司入选“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海康威视机芯亮相光博会

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新能源技术实验室

扩展至1 MHz，能快速便捷地进行EMI预兼容测量；新增谐波测

量和载噪比测量，支持电缆和天线测量，选择高级测量套件可进

行信道功率、邻道功率比、占用带宽、时域功率、载噪比等功率

测量及三阶交调分析和频谱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