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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由广东省测量控制技术与

装备应用促进会与广东省计量测试学会联

合公布表彰，ZLG致远电子的“高存储深

度、高捕获率新型三维数字示波器研发”

荣获广东省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科学技术

二等奖。

ZDS4054 Plus示波器开发了具有数据挖掘功能的高

存储深度、高捕获率技术，带宽500MHZ，实现存储深度

512Mpts，波形刷新率最大1Mwfms/s，可测量

53种波形参数，同时显示24种参数测量数据，

可以自动对I²C、I²S、SPI、MIPI-RFFE协议

的时序进行测量分析。经鉴定，ZLG致远电子研

发此款示波器在行业内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

存储深度、波形刷新率等技术指标上已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可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电力电子、无线通讯、医

疗电子等行业，对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7月26日，广东省仪器仪表学会秘书处

一行赴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

究院进行友好访问，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汽车工程研究院零部件试验部高级科长汪

浩接待了秘书处一行。双方就学会会员发展

以及“2019中国智能汽车技术大会”专业观

众与听众组团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访谈中，学会秘书处首先介绍了广东省仪器仪表学会主要工

作，重点包括：组织省内外、国内外交流活动，促进仪器仪表科

学技术的创新开发和应用；普及仪器仪表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仪

器仪表科技人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为广东省科学技术发展和仪

器仪表行业振兴，组织会员提出政策性意见；举办为科技工作者

服务和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各项展览活动。学会秘书处期待比亚

迪汽车汽车工程研究院仪器仪表相关部门及科技人员代表分别以

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身份加入广东省仪器仪表学会，齐心协力推

动广东省仪器仪表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学会秘书处同时介绍了将于9月6-7日在广州东方宾馆举办的

“2019中国智能汽车技术大会”最新筹备进

展，并邀请比亚迪汽车汽车工程研究院组织

团体观众与听众参加大会。

汪浩对学会的工作表示赞赏和认可，并

对学会发展会员深表支持。他说，比亚迪是

国内较早投入研发智能新能源的汽车工业的

企业，目前在智能新能源领域走在市场前列，期待通过组团参加

广东省仪器仪表学会精心打造的智能汽车技术大会，了解更多业

界的最新研究趋势与动向；并希望业界优秀的高科技企业为汽车

工业提供更多高端的技术方案，携手不断克服技术短板，不断创

新研发，让汽车更好地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更优的方案和使用功能

体验。

“2019中国智能汽车技术大会”大会全程支持媒体——《仪

器仪表商情》报刊、仪商网、仪商手机报、仪商微信公众号、微

博、百家号等全媒体矩阵采编人员，随同学会秘书处一行赴比亚

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作现场采访。

电力电子设备日益增加的现场应用提高

了功率分析仪的便携式测试需求，对于从事太

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电子制造业，研发和

第三方实验室工作的测试工程师和服务技术人

员，Fluke Norma 6000系列便携式功率分析

仪提供了最容易使用的手持式工具，用于测量

功率、效率及谐波等以检测存在的问题。全新的产品还能够为用

户提供最好的使用体验，在执行这些测量时无须专业的知识或更

详细的培训。

该分析仪便携式设计，厚度仅9.6cm，与

同类产品相比，节省60%的体积、减轻50%

的重量。超强电池续航能力，高达10小时，满

足一天测试所需。电气安全等级达到CAT III 

1000V，CAT IV 600V。全中文操作界面，图

示引导，一键直达测试功能。3至4通道，可选

电机测量模块。产品应用于光伏行业典型风电行业、电机及驱动

典型、电动汽车典型应用。

菲力尔FLIR InSite是一款适用于电气承包商

和红外热像工程师的工作流管理工具，有助于简

化红外检测流程，轻松实现数据收集与报告。借

助该程序，能够制定有效的检测路线、将红外图

像和测试数据直接分配至对应资产，确保文件记

录准确保存、与团队或客户分享信息，以及在测

试现场提交即时报告。它的工作流程只需三步，即可发送检测报

告，大大提高了红外热像工程师们的工作效率。

FLIR InSite支持FLIR热像仪型号包括：

FLIR One Pro，C2，C3，Ex系列（Wi-Fi），

Exx系列，T400系列，T500系列，T600系列，

T800系列，T1k系列。FLIR InSite支持的FLIR

测试仪表型号包括：所有METERlink®兼容的万

用表和钳形表。

优利德推出的UT351C声级计是一种数字

化、模块化多功能声级计。执行GB/T3785.1-

2010和IEC61672-1:2013标准对2级声级计的

要求，对射频场感度属X类。

UT351C采用了数字检波技术，具有可靠

性高、稳定性好、动态范围宽、无需量程转换等

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机器、车辆、船舶、电

器、等工业噪声测量，也可用于环境噪声、劳

动保护、工业卫生的测量。该噪音计五大功能优

势包括：2级声级计、使用简单、模块化、数字

化、计量包过。

ETCR8600B漏电保护器测试仪专为

现场在线测试各种漏电保护器的线路交流电

压、漏电动作电流、漏电不动作电流、以及

漏电动作时间，测试电流从5～1000mA分

十六档(5、10、15、20、30、40、50、

60、100、150、200、250、300、500、

600、1000mA)，测试漏电流动作时间量程为0～999ms，采

用854×480全彩触摸LCD显示，具有电池电量显示、设定故障

电压指示、背光亮度调节、内设接线指导图，方便直观，操作

简便。仪表精度高、体积小、重量轻、外观精

致，便于携带，是各种漏电保护器现场或室内

检测的理想工具。

产品其特点是：采用触摸彩屏，具有测试

电流及倍率选择、相位角度选择、设定故障电

压指示、背 光亮度调节、内设接线指导图、电

池电量显示等功能。可选5～1000mA十六档测试电流，满足各种

使用需求。具有交流电压测试档位，可测试保护器实时线路交流

电压。采用可充电大容量锂电池。

ZLG 示波器荣获
广东省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科学技术二等奖

广东省仪器仪表学会秘书处走访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

Fluke Norma 6000 系列功率分析仪正式发布

菲力尔 FLIR INSITE 简化红外检测流程

优利德推出 UT351C 数字型噪音计

铱泰科技推出 ETCR 8600B 漏电保护测试仪

2019年6月28日，21家经销商从俄

罗斯、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

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南非等的12个国家

远道而来，齐聚RIGOL苏州总部普源书

院，以“共绘愿景，分享未来”（Shape 

the Vision, Share the Future）为主题，一起参加了2019年

RIGOL国际经销商大会。

本次大会全面回顾了RIGOL 2018年“全球布局”战略下

的成果与收获，重点介绍了全新上线的全

球化IT销售工具，分享了下一代创新产品

和解决方案，致力于RIGOL全球化布局

的战略。RIGOL高层做了精彩演讲。

目前，RIGOL海外已有100多家授

权经销商和服务提供商。大会还表彰了2018年度表现优秀、成

绩突出的经销商伙伴。未来RIGOL将于继续聚焦客户、技术突

破、人才发展三大方向，致力于全球化布局战略。

7月26日，深圳市劲浩伟业科技有限

公司携手杭州远方、青岛汉泰、博世工具

三大品牌，在深圳举办2019新品发布会

暨经销商大会，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深圳市劲浩伟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劲博远丶方浩泰首先感谢参会的同仁。

近年，该公司在产品质量、科研团队、自身专利认证等方面得

到外界龙头企业的认可，一直对未来风

口——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城市指挥

等领域进行了大力研发探索。并感谢一直

大力支持公司发展的艾德克斯、福禄克、

乙天科技、贝金服金融、电子商会、璟盛

科技等单位。未来愿与各品牌、各方继续

合作共赢。    

7月16日至7月19日，第四届海峡

两岸电力电子技术实训交流会暨固纬

电力电子开发设计与实训系统(PTS)

师资培训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本次会议由中国电源学会直流专

业委员会、山东电子学会、山东省教

育技术与装备协会主办，山东大学电

气工程学院和固纬电子(苏州)有限公司承办。山东大学电气工

程学院副院长杨明、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研究所所长王玉斌教

授主持会议。 7月17日，来自海峡两岸高校电气工程学科教学

和科研方面的资深教授和工程师就电气工程学科人才培养、电

力电子技术的最新发展、教学案例设计与实验装置研发等方面

作了专题讲座和经验分享。

7月18日至19日上午，参会代表在电气工程学院实验教

学中心以固纬电力电子开发设计与实训

系统(PTS)为载体进行了技术交流和师

资培训。台湾联合大学江炫樟教授针对

PTS系统在教学和实训中的应用作了精

彩的案例分析和讲解，参会教师在现场

PTS-3000和PTS-5000设备上进行

案例研究与实际演练，对后期综合型及

创新型实验教学项目的改革及如何培养学生的分析、设计、仿

真能力等进行了交流切磋。交流会期间，还在山东大学体育馆

举办了第一届固纬杯电力电子老师羽毛球邀请赛。 

本次会议旨在促进海峡两岸高校电气工程学科的交流，探索

电气工程类专业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实践教学改革思路、加强校

企合作共建实验室、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实践育人水平。来自全

国100所高校共180余位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教师参加会议。

PinTech品致探

头即将推出新款高频电

流探头PT-320/PT-

350,频宽高达50MHz,

可 测 最 大 峰 值 电 流

60A。相比于市场上常见的电流探头，新款高频电流探头精确

度高，DC增益误差一般小于1%，对于要求高精准度的高频电

流测量必不可少！

在 电 流 探 头 的 量 程 范 围

内，电流探头能够测量导线中

电流的大小，测量的电流转换

为电压的大小通过线缆连接至

导线被转换成线性电压输出，

可以在示波器上或其他测量仪

器仪表上显示和分析线性电压信号输出。探头通过把导线完全

绕在探头磁芯上，而不需要断开电流来连接，操作十分方便。

电流探头种类很多，主要用于需要进行对导体电流的测量分

析，它提供了一种安全、简单、精确的途径测量电流。

随着开关电源设计、LED电源设计、电机驱动等电力电

子行业的电流参数的测量与分析对电流探头的要求不断提高，

PinTech品致研发出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准确性的高频电流探

头。PT-320/PT-350是一款可以同时测量直流和交流的高频

电流探头。其特点包括：高频宽，可准确快速捕捉电流波形；

高精度，在电流测量的量程范围内，精度高达1%，能够精准

测量；钳口直径5mm（0.2英寸），满足大部分测试领域的需

求；低噪声和DC飘移，分芯结构，能够简便的连接电路；标准

的BNC输出接口，可匹配任何厂家的示波器；保修三年，品质

过硬，使用放心。

PT-320/PT-350采用先进的磁电传感器，通过测试电

流所产生的磁场信号实现对电流信号的准确测量，产品坚固耐

用，能够大大减少了操作难度，提高测量的准确性。本系列产

品与电流探头TCP202A的应用场合类似，都是适合高频场合

的电流数据的测量与分析。高频电流探头能够广泛的应用于电

源、半导体器件、逆电器/转换器、电子镇流装置、工用/消费

电子、移动通信、马达驱动器、交通运输系统、传播延迟测量

等领域。此外在故障排查的过程中，使用电流探头是非常关键

的，通过电流探头可以发现电缆连接头搭接不良的问题，并进

行整改。

测试操作：
1. 在将探头与导线连接之前，

检查示波器的显示。如果存在直流

偏移，则对探头进行消磁和归零。

2. 关闭并锁住导线上的探针卡

爪。若要正确读取极性，请连接探

头使电流从正负方向与探头钳口上的箭头对齐。

3.读取示波器显示上的测量值。

应用示例：低阻抗的脉冲源
这个图显示了一个极低输出阻抗的恒压脉冲发生器连接到

一个低电阻的电感。

1. 通过脉冲发生器的输出端子

连接电感器。

2. 保持电感之间的电压恒定。

3. 将电流探头夹在源导线上。

参考数据

注意事项：
1.当滑块处于锁定位置时，可以对探头进行消磁并进行测

量。

2.将滑块移动到未锁定的位置，以便插入和移除进出卡爪

的导线。

3.卡爪可以接受直径5毫米(0.2英寸)的最大导体尺寸。

4.消磁探头时确保锁好探头后按下消磁键。

5.插入电源后，请允许有20分钟的预热时间，当遇到变压

器、大电路等强磁场和无线电等强电流时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

测试。

6.进行电流测量时，被测载流体的位置应放在钳口中央，

以免产生误差。

7.为了读数准确，应保持钳口干净无损，如有污垢时，应

用干净的棉布擦洗干净进行测量。

8.在测量小电流时，为了测量准确，应该绕圈测量。

9.不能测量裸导线电流，以防触电和短路。

2019 RIGOL 召开国际经销商大会

深圳市劲浩伟业科技携手三大品牌举办新品发布会

第四届海峡两岸电力电子技术实训交流会山大召开

PinTech 品致高频电流探头即将上市
DC 增益误差小于 1%，满足高精准度需求

型号 PT-350 PT-320

带宽 DC-50MHz DC-20MHz

峰值脉冲 60A 60A

最大电流 20A RMS 20A RMS

最小测试电流 20mA 20mA

精度 1%（±5mV） 1%（±5mV）

噪声 ≤3mA RMS ≤3mA RMS

上升时间 ≤7 ns ≤17.5 ns

终端负载要求 50Ω 50Ω

耦合方式 AC/DC AC/DC

长度 1.48m 1.48m

径口直径 5mm 5mm

变比 0.1V/A 0.1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