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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年终盘点  2019 测试测量明星产品亮眼之星（二）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横河高精度功率分析仪WT5000

产品亮点：世界级高精度 可充分

满足节能系统开发测量需求
作为新一代高精度功率分析仪，横河

WT5000的高稳定性、抗噪音、可灵活选择

的模块化输入单元等功能，可充分满足节能

系统开发的测试需求。

W T 5 0 0 0 具 备 世 界 最 高 精 度 等 级 ， 读 数 的 0 . 0 1 % + 量 程 的 0 . 0 2 %

（50Hz/60Hz），可以为设备的节能减排提供最有力的精度保证；采样率10MS/s，A/

D分辨率：18bit，能够保证高频高速设备的功率精确测量，如采用IGBT、SiC等高速

功率器件的变频器功率、效率也能精准测量；最多7个功率输入单元+4组电机评价，使

以前需要多台功率分析仪同步使用才能完成的多通道多电机测试，只需要一台或者尽可

能少的台数就可以完成，数据同步性更好，操作更方便，成本更低；

同时支持触摸屏操作，鼠标操作，按键操作，使用户可以获得最佳的操作体验；支

持数字并行通路结构，常规测量和谐波测量可以分别独立设置滤波截止频率，截止频率

平滑设置，同时获得完美测量结果；

强大的频率测量功能，支持高通、低通、带通滤波模式，可以同时测量调制信号的

基波和载波频率；强大的谐波分析功能，支持双谐波测量，同时测量分析两个不同基波

的信号谐波，最高分析次数 500次，基波频率最高可达300kHz，可用于SiC、GaN等

高频功率器件的谐波分析；多台同步功能，使用横河上位机软件可轻松实现最多4台功

率分析仪同步测量，支持最多28个功率通道+16个电机的同步测量，是能量流测试的最

佳搭档；支持CAN总线通信，无需编程即可通过CAN总线获得需要的功率参数。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虹科电子 LIBERO ITS创新多级指示器

产品亮点：小巧耐用，使用免费智能手机APP即可读取稳定性预算和温度

数据
2019年，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携手瑞士ELPRO公司在中国市场推出

了一款创新多级温度指示器—LIBERO 

ITS。它薄而小，足以用于药品的临床试

剂盒和药盒级别的温度监测，并且足够

耐用，可以持续工作长达4年。

LIBERO ITS是一种连续监测温度

和计算整个供应链中药品或临床研究的

剩余稳定性预算的设备。使用免费的智能手机App，您只需点击一下，即可读取稳定性

预算和温度数据。

测量范围-30℃至+70℃，可设6个温度报警级别，可选报警延迟（单次或者累

计）。常用温度区间测量精度可达0.5℃，启动指示器运行最多4年。温度标签使用光子

学（光通信）来传输数据。 LIBERO ITS通过LED闪烁进行通信。 Smartphone App

使用相机拍摄LED闪烁，并将其转换为清晰的文本（警报状态，统计信息和事件）。相

当于您可以直接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读取功能，创建一个带有警报统计的PDF(指标

没有测量曲线)。

纵观长期而复杂的医药供应链，不难发现仍存在着许多风险。一批药品可以通过不

同环境条件的各个国家，在多个仓库间运送，然后转移到下一个供应链合作伙伴，批发

商或药房。那么最终用户如何知道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任何温度偏差，以及持续多长时

间？最终用户又如何知道它是否安全可用？如果您正在为此而担忧，那么LIBERO ITS

一定是您的不二之选。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博世 GLM 5000 C 智能测距仪

产品亮点：蓝牙传输 专业出图
博世最新研发的这台彩屏测距仪具有重力传感功能，即机

器会根据重力传感器选择竖屏或横屏给予测量者最舒适的工作体

验。同时兼具角度测量和电子水平气泡双功能，随时帮助用者找

平或者调整测量角度。

在测距本职功能上具备单次测量、连续测量、间接测量、面

积体积、线段放样、记录和计算等多项功能，将用家的工作情况

尽入“锦囊之中。同时博世专门研发的测量大师软件能在智能手

机上快速地和该机器蓝牙互通，自动生成测量数据并在软件上自动生成平面草图，以便

于施工前的工况记录和特别设计。所形成的草图和设计图还可以随时在智能手机上进行

传输。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北京大华DH17800A系列大功率可编程
直流电源

产品亮点：3U/15KW高功

率密度，可提供最高1500V的输

出电压，搭配5寸全彩触摸屏，

给人全新的操作体验
北京大华DH17800A系列大

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3U尺寸容纳

15KW功率，电压最高1500V，电流最大510A。较高的功率密度，节省空间成本，非

常适合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太阳能、ATE等领域的测试。

DH17800A系列大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具有以下特点：自动量程，拥有三倍宽的

输出范围；5英寸彩色触摸屏幕，操作方便，能够显示丰富的测量信息；输出功率可并

联扩展至150kW；系统启停逻辑控制；支持标准SCPI指令；过压、过流和过温保护；

标配 LAN、USB、CAN总线以及模拟控制接口。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艾德克斯 IT-M7700系列 高性能可编程
交流电源

产品亮点：高性能、小体

积、型号全、可扩展
艾德克斯IT-M7700系列高性

能可编程交流电源很好地结合了智

能和灵活两大特点，突破了传统交

流电源体积庞大的缺陷，将体积缩小到仅仅½ 1U，最大程度的增加空间利用率。内置

全方位的功率表和任意波型产生器, 可模拟各种任意波形输出。结合了可编程AC和DC

电源的先进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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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交流电源通常体积较大，重量较重，不能轻易搬动。IT-M7700系列仅½ 1U

的体积内功率最大可600VA，重量也仅有4.5kg，不到市面上同类型产品的一半。如此

高功率密度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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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美国Temtop PMD351气溶胶（粉尘）
测量仪

产品亮点：高稳定性气泵，采样精准稳定；五通道

粒径用户自设；即时响应，快速取样；内置温湿度传感

器；机身标配大容量存储数据；TFT彩色液晶显示，数

据直观 

美国Temtop•PMD351便携式五通道气溶胶（粉尘）

测量仪是一款专业型的空气悬浮颗粒测量设备。内置大功率

50mW激光器，辅以全金属接地光机结构，能够有效提高数据

置信度。配合德国高稳定性气泵，即时响应，让数据采样更加

精准稳定。同时，PMD351通过中国计量院计量认证，精准测

量0.3μm、1.0μm、 2.5μm、10μm、TSP等数据。

产品内置2600mAh大容量电池，采用TFT显示大屏，标配大容量内存存储，保证

长时间不间断使用。坚韧品质让PMD351成为专业监测人员得力助手，适用于工业/职

业卫生监测、过滤器检测、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户外大气检测、矿产业环境监测、质量

追踪、染源探测、通风管道检测 、生产过程检测、远端取样等行业。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全天科技 大功率直流电源

产品亮点： 36KW/6U 

超高功率密度
全天科技可编程直流电源

功率电路采用高频隔离设计以

及主动PFC技术，在任何点均

带来极高效率，控制电路采用DSP+FPGA，强化内部数据以及逻辑运行能力，运行更

稳定速度更快。具有36kW/6U划时代的超高功率密度。电源内置耗散器，可实现电源

模式以及负载模式的无缝切换。支持光伏曲线模拟功能，内置汽车电子标准测试曲线，

支持三段式充电模式，可模拟电池内阻功能。支持外部控制/监视模式，支持List/Step

波形编辑模式。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铱泰电子 ETCR3520系列 高性能高压绝
缘电阻测试仪

产品亮点：绝缘电阻量程高达

30TΩ（15KV），输出额定电压

最多达7档，最大短路电流7mA， 

自动瞬间放电功能
铱泰电子ETCR3520系列高性能

高压绝缘电阻测试仪具有超强的抗干

扰能力，适用于大容量、高压、强感

应电环境下电气设备、输电线路等大

型设备的绝缘电阻测试。触摸彩屏与

按键、波段旋钮组合，功能直达一键

测试完成，查询记录操作简捷。点击屏幕的“HELP”即可弹出操作方法，有效指引用

户操作仪表。仪表的电压监视器自动监测被测物带电电压，电压超过36V自动禁止测试

有效保护仪表和操作人员。丰富的显示内容，同屏显示：各种测试模式及绝缘电阻值、

输出电压及被测物电压、泄漏电流、测试计时、测试时间、电池电量、操作帮助等。

ETCR3520系列高性能高压绝缘电阻测试仪采用双层外壳结构，坚固耐用，外箱

防护等级IP65，能防止运输存储过程中水分灰尘的侵入及防止撞击有效保护仪表。采

用大容量充电锂电池。仪表配置带有双层绝缘及屏蔽层的测试线，高压棒配有可更换

的鳄鱼夹及钩子，可适应各种测试场所。具有电压监视器功能（自动监测被测物带电电

压）、测试计时器功能（自动记录测试时间）、自动放电功能（测试后，瞬间释放被

测物的电压，无需外加放电回路）、存储功能（可自动存储具有测试日期时间、测试

计时的实时测试数据共1000组）、上传功能（记录数据可通过USB通讯线上传电脑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仪表具有绝缘电阻测试（IR）；极化指数测试（PI）；吸收比测

试（DAR）；斜坡测试（RAMP）；滤波测试（FR，10S、20S、30S、40S四种选

择）；电压测试（V）；电容测试（uF）；泄漏电流测试（nA）等功能。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日本万用 大口径钳形漏电电流表MCL-
800D+系列

产品亮点：大口径，宽量程，高精

度，蓝牙通信 
日本万用在广受欢迎的大口径钳形电流

表MCL-800D的基础上，推出了全新升级

版本MCL-800D+系列。

MCL-800D+系列继承了MCL-800D

的大口径，宽量程，高精度传统。大口径，

可以测量线缆直径达74mm。宽量程，

从20mA至1000A，并带有自动量程。

高精度，在大口径的同时，显示分辨率为

0.01mA。可测试负荷电流，也可测试泄露电流。带有低通滤波，测量值保持，最大值

保持，自动电源关闭等功能。

在新的系列里，有MCL-800D+(基础型，没有蓝牙）、MCL-800DX（蓝牙）、

MCL-800DXR（蓝牙、真有效值）三款型号。蓝牙版可在钳形表与智能终端（手机、

平板等）之间通过蓝牙技术通信。通过万用免费提供的只能手机端应用MULTI-Tracer

（iOS、Android），可以记录、上传测量地点、时间及测量值（提供云端的上传、存

储、分析服务）。通过对被测对象的管理、分析，提早发现设备的不良倾向，帮助判断

被测对象的绝缘劣化倾向。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征能电子ES3045系列数字绝缘电阻表
（兆欧表5 kV /10kV/15kV 50TΩ 6mA）

产品亮点：电压一键直达，电压最高15KV，

电阻最高50TΩ
最大电压15KV（步进电压调节，可输出各种测

试电压，如12KV）；绝缘电阻最高：50TΩ；电容测

量：10nF～50uF；短路电流：≥6mA；有吸收比和

极化指数测量；具有USB接口，可连电脑；具有充电

功能；配有勾子，夹子，表笔方便各种环境测试；内置

锂电池充电功能。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迈瑞迪创新科技 
80*62热成像一体传感器

产品亮点：3.3V低电压/超低功耗，长时间点亮

/无需制冷，1次校准,  探测距离10米
美国专利，本土企业。MERIDIAN Innovation

（迈瑞迪创新科技）是一家先进CMOS热成像解决方案的先驱开发商。 其专利的

SenXor™CMOS热成

像技术可实现批量生产

LWIR相机，可以广泛应

用在当今新的消费和商业

场景中。

主 要 研 发 和 生 产

80*62 和 32*32 热成

像温度传感器，以下是

80*62具体参数：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杭州精日科技  DS系列可编程直流电源

产品亮点：高功率密度，小巧轻便
杭 州 精 日 科 技

D S 系 列 可 编 程 直 流

电源是国内首款标准

1U-3KW机型，重量

仅9.5Kg，小巧轻便；电压最高2000V可选，电流最大200A可选，功率最大3000W可

选；标配485通讯，支持LIST动态编程输出，支持自动测试功能；支持多机串、并联工

作；尺寸：宽430mm、高44mm、深443mm。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深达威仪器 H-D510系列激光测距仪

产品亮点：颠覆传统，便捷高效
深达威仪器H-D510系列激光测距仪具备多种测量模式，

可以轻松满足日常测量需求。H-D510系列激光测距仪采用双

色成型防滑模具，测量精度达+-1.5MM，并且测量快速简单，

测量距离、计算面积、体积只需一按。测量体积，根据提示测

出长宽高，机器自动算出体积，方便快捷。

这款激光测距仪可以轻松进行长度测量、面积测量、体积

测量、勾股测量，大量程测量的同时确保毫米级精度。同时，

采用高清背光，方便在黑暗环境下使用；此外还具备30组数据

存储功能，随时保存，随时查看和对比。另外，H-D510系列

激光测距仪一体成型，内外包胶，高精密模具一次铸成，高强

度ABS工程塑料更好防护机身，防尘、1.5米抗摔、防水。

仪器仪表明星产品：青岛汉泰电子 高精度6½位台式数字万
用表 

产品亮点：高精度，多

功能，易操作
青岛汉泰电子推出的高精

度数字万用表具备6½位读数

分辨率；4.3寸64K色TFT液

晶屏，WAGA(800*480)；高

达30，000次/秒读数；具有

统计分析、直方图显示和趋势图显示功能；13种测量功能: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直流

电流、交流电流、2线电阻、4线电阻、电容、二极管、连通性、频率、周期、任意传

感器、温度，电流量程达10A；前后两套万用表输入接口，测量一键切换；0.1uV分辨

率，操作简单，参数可灵活设置；双显示测量功能，同时显示两种信号参数；标准接

口：USB Device、USB Host、LAN、232、485；可选择接口：GPIB。

型 号 ES3045 ES3045E ES3045F

最高输出电压 5000V 10KV 15KV

电阻极限量程 10TΩ 35TΩ 50T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