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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CH总能提供您所需的工具 

保持您的企业正常运营

一个电气接头、一台电动机、一条皮带、一个压力变送器。只

要任意一处发生故障都足以拖垮整条生产线。拥有合适的故障

排除工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无论设施的哪一部分(办公室、生产车间、工程现场、仓库、员

工安全区域等等)出现故障，Extech都能提供合适的端对端仪表

和测试仪解决方案，助您尽快解决问题。

您现在 
需要测量什么?

湿度

风量
空气质量

气体

温度

电气应用

抗振性

电源

水质

光照

噪音

万用表 .............................................................................................. 10-21 

相位&电机旋转测试仪 ................................................................17, 19, 34 

兆欧计(绝缘测试仪) ...............................................................18-19, 55-59 

万用表测试套装 ............................................................................... 19-21

钳形表套装 ....................................................................................... 19-21

电气测试套装 ............................................................................. 19-21, 43

钳形表 ........................................................................................ 22-33, 61

柔性钳形表/适配器 ...........................................................................33, 40

万用表适配器 ...................................................................................33, 40

电力表/数据记录仪/分析仪 .........................................................33, 60, 61

万用表配件 ........................................................................... 33, 36-37, 40

数据记录仪、记录器—电压/电流 ...........................................................35 

电压和电流数据记录仪 ...........................................................................35

测试引线与配件 ......................................................................... 36-37, 40

电压和电流探测器 ............................................................................ 38-40

电气测试仪 ............................................................................38-40, 42-43

温度探针(热电偶与白金阻体)......................................................41, 70, 72

导通测试表和电缆识别仪 ................................................................. 43-45

电缆测试仪 .............................................................................................44

音频发生器与查线器 ........................................................................ 44-45

磁力探测器 .............................................................................................45 

电池测试仪 .............................................................................................45

LCR测定仪 .............................................................................................46

组件测试仪 .............................................................................................46

示波器、图示万用表 ..............................................................................47

电源供应器 ....................................................................................... 48-50

测距仪 ....................................................................................................51

接地阻抗测试仪 ............................................................................... 52-53

毫欧姆/微欧姆计  ............................................................................. 53-54

谐波分析仪 ....................................................................................... 60-61

EMF/ELF高斯计 ............................................................................... 62-63

测温仪：红外 ................................................................................... 64-69

泄漏探测器(制冷剂和气体) .............................................................69, 103

测温仪：热电偶，白金阻体 ............................................................. 70-73

温度指示器 ....................................................................................... 74-78

数据记录仪、记录器—温度/湿度 ............................................... 76, 79-82

时钟/计时器 . ......................................................................... 77, 140-141

湿度计、温湿度计 .................................................................77-82, 84-87

干湿球湿度计，露点温度/湿球温度 ......................................78-81, 84-89

露点温度/湿球温度 ................................................................78-81, 84-89

气压计 ........................................................................................80, 82, 97

温湿度图示记录仪. .................................................................................81

电池/移动电源 ........................................................................................83

热指数测定仪 ........................................................................... 88-89, 140

热应力WBGT指数测定仪 .......................................................................89

湿度计 .............................................................................................. 90-95

环境测定仪 ....................................................................................... 96-97

热线风速仪 ..................................................................................... 96-101

风速计 .................................................................................... 96-101, 110

紫外光强度计 .................................................................................97, 118

照度计、LED、紫外线(UV)和数据记录仪 ............................... 97, 114-119

噪音计、校准仪、数据记录仪 ................................................ 97, 120-125

二氧化碳测定仪 ................................................................... 101, 105-107

粒子计数器 ...........................................................................................102

气体探测器(易燃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醛、VOC)  ............... 103-109

一氧化碳测定仪  ..................................................................................104

空气质量测定仪 ........................................................................... 104-109

甲醛监测仪 ................................................................................... 108-109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测定仪 ............................................................109

压力计(测压计) ............................................................................. 109-112

皮托管(空气流量计) ..............................................................................110

测力计 ..................................................................................................113

照明改进套装 .......................................................................................118

噪声计量测定仪 ...................................................................................124

噪音警报/监测仪 ..................................................................................125

转速仪—接触型、光电型&频闪测速计 ......................................... 126-129

闪光式转速仪 .......................................................................................129

探入式视频内窥镜套装 ................................................................. 130-131

工业视频内窥镜 ........................................................................... 130-134

折射计：蔗糖、盐度、电池冷却剂 .......................................................135

振动计 .......................................................................................... 136-137

校准仪—电流、电压、T/C、工艺、pH ........................................ 138-139

秒表. ............................................................................................ 140-141

测厚仪(涂层测厚仪) ...................................................................... 142-143

计数秤/天平 .........................................................................................144

浊度计 ..................................................................................................145 

水质监测仪，套装，配件 ............................................................. 145-159

氯测定仪、套装和配件 .........................................................145, 147, 150

pH/mV/温度计/配件 .............................................................146-149, 151-157, 159

氧化还原测试笔/配件  .......................................................... 147, 153-157

TDS测定仪(总溶解性固体) ..........................................148-149, 151-152, 156-157, 159 

盐度计 ...........................................................148-149, 151-152, 157, 159

电导仪套装 ............................................ 148-149, 151-152, 156-157, 159

溶解氧测定仪. .............................................................. 149, 151, 158-159

氟化物测定仪 .......................................................................................151

类目索引

如需按型号索引请参见160页。



电气与设施维护
制造与加工厂代表着涉及的系

统最多样化的场所。从工艺设

备需要校准、泵和压缩机面临

震动和电气问题风险、废水

处理，到敏感的设施环境因

素，如温度和湿度，Extech
总能为您提供所需服务。

暖通空调与制冷设备
Extech工具能帮助您执行各

种任务——从简单的家庭空

调维修到复杂的大型医院供

电厂维护。Extech仪表能识

别诸多问题，如电气故障、空

气温度和水温、湿度、风量、

过滤效率、过热或过冷、锅炉

管腐蚀、人员舒适度等等。

安全与健康
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计划

不仅能改善和保护员工健

康，而且能提升生产力。

Extech仪表和数据记录仪的

有效“工业健康”计划涵盖

空气监测/暴露评估、健康和

安全审计、噪声测量、室内

空气质量(IAQ)和呼吸保护以

及工作照明符合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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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于专业人士
技工和工业维修专业人员求助于EXTECH帮其解决问题。

致力于为客户服务
自1970年以来，EXTECH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获得数以百万计客户的信赖。 在
不断增长的测试设备市场中，Extech 

脱颖而出，成为深得信赖、驰名全球的

品牌，并始终专注于与我们的客户建立长期关

系。拥有专业的客户支持与服务团队，以及对

质量的不懈追求，是Extech兴旺发达的源泉！

NIST授予的N标识可追溯校准证书
对于要求提供符合美国国家技术与研究院(NIST)制定的标准设备文件的

客户大多数Extech产品均附含校准证书。提供NIST可追溯校准证书的同

时，我们还提供全面实施计划及结果验证。我们深知您亟需Extech仪表开

展工作，为此我们提供快速周转、全球装运和便捷的换证提醒服务。

查看N标识意味着产品拥有NIST可追溯的证书(参见第160-165页查看完整列表。)

欢迎致电：
400-683-1958 
info@flir.cn

专业的支持与服务
作为Extech的形象大使，我们的客户服务与支持团队致力于

为全球各地的Extech客户提供友好、高效的服务。

如果您在使用仪器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或在工作上遇到具有

挑战性的问题，欢迎向我们的支持团队寻求帮助。

我们所有产品均可获得完全保修(最长达3年)。而且我们为产品提

供全方位的保修和非保修性服务，以满足您的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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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状态监控
如果您负责工厂的保养、维修和操作

(MRO)计划，Extech为您提供执行设备

检查所需的工具，如轻巧便携的测振仪

或带分节式探头的高清视频内窥镜。 VB450
参阅 

第136页

CG104
CG206
参阅 

第142页

MF100 
SDL900
参阅 
第63页

HDV450
参阅 

第132页

CG304
参阅 

第143页

EMF450
参阅 
第62页

深入彻底的检查
Extech推出先进的涂层测厚仪，用于

进行汽车、涂层和工业检查，以识别质

量、磨损和腐蚀问题。具有蓝牙功能，

简化了数据向笔记本的传输的方式。

排除噪声干扰
Extech推出搭载LoZ(低阻抗输入)功能和低通

滤波器的仪表，以解决电气诊断问题，避免

因虚电压或噪声信号干扰引起的错误。
EX650/
EX655
参阅 
第24页

EX350
EX355
参阅 
第11页

电流测试畅通无阻
为应对各种电流测试挑战，Extech推出可

轻松钳住大导体的CAT IV安全等级的柔性钳

形表，可快速执行测试的开口钳形表以及

可方便地进入狭小位置的迷你钳形表。

MA3010/
MA3018
参阅 
第33页

MA260
参阅 
第27页

MA61
MA63
参阅 
第31页

以创新技术 
解决问题
EXTECH为您提供所需工具，助您更高效地安装设备、解决问题和排除 

故障。

65+
新品

电磁与射频测试
从工频感应和介电加热器、移动设备，到

发射天线，Extech的交流/直流磁场测定

仪和数据记录仪以及多场EMF测定仪有助

于您检测环境和职业EMF暴露水平。

发掘数据记录的潜力
用三通道电压或电流数据记录仪将数

据记录以MS Excel®格式记录在SD卡

上，以执行长时间的检修工作。
SD900/ 
SD910
参阅 
第35页

接地控制
4线接地电阻/电阻率测试仪

确保接地装置更有效。

移动充电
无需因移动设备电力不足而困扰。

我们的移动电源可随时随地为您的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快速充电。

PWR5
参阅 
第83页

GRT350
参阅 
第53页

部件号 产品 页码

EX365 工业级 CAT IV 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12

381676A 笔式数字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17

MG325 CAT IV 绝缘测试仪/万用表 18

MN62-K 真有效值万用表 + 交流试电笔 19

MA445 真有效值 400A 交流/直流钳形表 26

MA145 真有效值 300A 交流/直流钳形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27

MA160 真有效值 200A 交流开口钳形表 27

DV23 CAT IV 交流试电笔 38

TG20 查线器套装 45

MG310 便携式数字绝缘测试仪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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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面临
怎样的环境挑战？
应对环境挑战：从暖通空调/建筑综合症问题，到户外热应力工况、水质量、紫外线危害等等。

HT200
参阅 
第89页

CO240
参阅 

第106页

EC210
参阅 

第157页

RH210
参阅 
第86页

RHT3
参阅 
第79页

RH35
参阅 
第79页

CTH10A
参阅 
第77页 MO50

参阅 
第90页

THD5
参阅 
第76页

FM200
参阅 

第108页

VFM200
参阅 

第109页

PH210
参阅 

第154页

CO230
参阅 

第106页

DO210
参阅 

第159页

FM100
参阅 

第108页

解决一切水质问题
Extech推出全新的水质检测仪，能够精确测

量和监测对于维持生态系统活力、维护公共安

全和可靠地管理水资源至关重要的因素。测

量温度以及电导率/TDS、DO和pH/ORP。

湿度和温度：您的测量您做主
Extech推出数款温湿度计新品，用途甚为

广泛。聚焦于热应力；使用移动设备测量；

在运载车辆上部署数据记录仪；使用配备

图形或数字指示器的台式/壁式监测仪。

多种室内空气质量监测解决方案
针对持续或现场空气质量监测需求，Extech推出

创新型多功能监测仪，适用于记录二氧化碳浓度、

温度、湿度以及计算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测量建

筑材料的甲醛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浓度。

SDL470
参阅 

第118页

识别工作场所的紫外线危害
监测工业生产过程、商业印刷、餐饮服务、档案以及

医疗实践中的长波紫外线(UV-A)和短波紫外线(UV-C)
辐射。并将数据以MS Excel®格式记录到SD卡上。

建筑材料的湿度检查
轻巧的便携式温湿度计。

部件号 产品 页码

IR267 红外测温仪 + K 型输入 65

IR300UV 红外测温仪(带紫外线泄漏探测器) 69

MO55 探针和无探针式温湿度计 93

45168CP 迷你热线风速仪(带指南针) 96

45170CM 环境测定仪 97

CO30 一氧化碳(CO)监测仪 104

SL400 噪音计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124

407790A 倍频带声级分析仪 125

RPM40 组合接触式/激光转速仪 128

PH90 防水pH测定仪 148

RPM40 断路器探测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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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350系列专业级数字万用表EX300系列迷你万用表

EX300 系列迷你数字万用表 + 试电笔   
带非接触式交流试电笔的组合型万用表 

•   内置非接触式AC试电笔，配有红色LED指示灯和蜂鸣器

•   大型1”显示数字，使得显示内容更方便读取

•   尺寸：147 x 76 x 42 mm；重量：260g
•   1年质保

•   配有支座、测试引线、保护皮套、电池、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仅适用EX330)
型号EX310(手动量程)

•  电池测试1.5V和9V
型号EX320(自动量程)

•   最大值保持、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

型号EX330(自动量程)

•   数据保持、自动关机

•   高级功能包括K型温度、电容和频率的测量

规格 EX310 EX320 EX330

显示计数次数 2000次计数 2000次计数 4000次计数

基本精度 0.50% 0.50% 0.50%

非接触式试电笔(NCV) 100至600 VAC 100至600 VAC 100至600 VAC

直流电压 0.1 mV至600 V 0.1 mV至600 V 0.1 mV至600 V

交流电压 0.1 V至600 V 0.1 V至600 V 0.1 V至600 V

直流/交流电流 0.1 mA至10 A 0.1 µA至10 A 0.1 µA至10 A

电阻 0.1 Ω至2000 kΩ 0.1 Ω至20 MΩ 0.1 Ω至40 MΩ

电容 — — 0.001 nF至200 µF

频率 — — 0.001 Hz至10 MHz

温度 — — -4至1382 °F(-20至
750°C)

占空比 — — 0.1至99.9%

二极管/导通性 是 是 是

分类评级 CAT III-600V, CAT II-1000V CAT III-600V, CAT II-1000V CAT III-600V, CAT II-
1000V

订购

EX310  N 手动量程9大功能迷你数字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EX320  N 自动量程8大功能迷你数字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EX330  N 自动量程12大功能迷你数字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409996 乙烯保护袋便携箱

TP873 备用细珠热电偶探头(-22至572°F/-30至300°C)

TL803 备用测试引线

集成的非接触式电压笔，
可在测试前快速检查是否
存在带电电线。

数字万用表(DMM)索引指南 

挑选适合应用环境的万用表

EX300系列 
迷你数字DMM，内置
非接触式电压笔，可
选型号有手动量程型/
自动量程型，具有多
种电气读数和温度。
第10页

EX400系列 
专业级全尺寸系列数
字万用表。特征包括
显示数字大、手动量
程或者自动量程、真
有效值或平均值，以
及K型温度测量。
第13页

EX500系列 
工业系列数字DMM准
确且耐用。防水，防
尘，通过2m (6.5”)抗
跌落测试，通过CAT 
IV安全认证，适合高
压应用环境。无线数
据记录型号或者内置
式红外测温仪。
第14-15页

EX350系列 
该系列专业级真有效
值万用表拥有先进的
特性和功能。具有低
阻抗输入(LoZ)模式，
可有效避免
由虚电压引起的错误
读数。配备低通滤波
器(LPF)，可通过降低
高频率降低噪音，从
而获取精确的读数。
第11页 

EX360系列 
该系列专业 CAT IV 真
有效值万用表适用于
电气、HVAC 或工业
应用领域。具有先进
的低阻抗输入(LoZ)
功能，可有效避免由
虚电压引起的错误读
数。符合 CAT IV 安
全等级，确保为用户
提供最高级别的安全
保护。
第12页

MN系列 
该系列为紧凑经济型
数字万用表，可选型
号有手动量程型/自
动量程型。适用于发
烧友、学生、业余爱
好者、机械师和技术
人员。
第16页

MG300系列 
将1000V绝缘电阻
测试仪与真有效值
CAT-IV数字万用表相
结合，加上可以通过
无线连接到PC，确保
监控、数
据记录和诊断更加
安全。 
第18页

EX350系列真有效值万用表(带LPF和LoZ)
该系列专业级万用表具有先进的特性和功能，包括低通滤波器(LPF)和低阻抗输

入(LoZ)
•   精确交流测量值的真有效值

•   基本精度为0.5%
•   配备低通滤波器(LPF)，用于精确测量变频驱动信号

•   具有低阻抗输入(LoZ)模式，可有效避免由虚电压引起的错误读数

•   内置非接触式交流试电笔(NCV)，带LED指示灯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数保持在显示屏上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小值功能，可捕获最高和最低读数并显示两者的差值

•   具有相对模式，适用于电容归零和偏移调整

•   具有导通性和二极管测试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节省电量

•   符合CAT III-600V等级要求

EX350型号

•   配备4000次计数的背光液晶显示屏

•   配有测试引线和两节AA电池

EX355型号

•   配备6000次计数的背光液晶显示屏

•   K型热电偶

•   配有测试引线、两节AA电池和常用细珠热电偶探头

规格 EX350 EX355

显示计数次数 4000 6000

基本DCV精度 ±0.5% ±0.5%

非接触式试电笔 是 是

直流/交流电压 0.01mV至600V 0.01mV至600V

直流/交流电流 0.1µA至10.00A 0.1µA至10.00A

电阻 0.1Ω至40.00MΩ 0.1Ω至60.00MΩ

电容 1pF至60.00mF 1pF至60.00mF

频率 0.001Hz至10MHz 0.001Hz至10MHz

温度(K 型) — -40至1832°F (-40至1000°C)

占空比 0.1至99.9% 0.1至99.9%

二极管测试 3.2V 3.2V

导通性 声音 声音

尺寸/重量 175x81x48.5mm/370g

质保 3年 3年

订购

EX350  N 真有效值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EX355  N 真有效值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 测温功能

TL810 电气测试引线套装

TL803 标准测试引线

TP200 K 型钳形探针(212°F/100°C)

EX355
带测温功能

EX350

低通滤波器(LPF)确保能对变频驱动装置进行精确
的交流电压测量。

使用EX355型号万用表检验HVAC设备的温度
输出

校准溯源至NIST
订购具有NIST可追溯证书的仪表时，可以获
得带相关数据的NIST可追溯证书。查看提供
NIST认证的产品N标识。

查看N标识意味着产品拥有NIST可追溯的证书。参见第160-165页，查看完整列表。

10 N 标识代表产品具有NIST. 可追溯的校准选项。参见第160页查看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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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400系列专业级万用表CAT IV电气、HVAC和工业用数字万用表

EX360系列 CAT IV 真有效值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 低阻抗输入(LoZ)
选择设计用于电气、HVAC 或工业应用的 CAT IV-600V 万用表，具有显示精确电压

读数的低阻抗输入(LoZ)功能

•   T具有真有效值功能，可测得精确的交流读数

•   具有低阻抗输入(LoZ)模式，可有效避免由虚电压引起的错误读数

•   内置非接触式交流试电笔(NCV)，带LED指示灯

•   具有智能数据保持功能，可冻结显示的读数并自动更新读数，如果测
量值变动±50计数，则为用户发送警报(声音警报和可视警报)

•   配备大尺寸白色LED背光显示屏，显示60段模拟条形图以观察趋势

•   具有峰值保持模式，可捕捉最高读数

•   具有相对模式，适用于电容归零和偏移调整

•   配备可发出视觉警报的导通性蜂鸣器；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EX360型号 — 适用于电气应用

- 频率与电容测量

EX363型号 — 适用于HVAC应用

- 具有适用于HVAC火焰杆测量的µA功能

- K 型热电偶

- 具有频率与电容测量功能

EX365型号 — 适用于工业/商业应用

- 运用11A/1000V高能保险丝进行10A交流/直流电流测量

- 具有频率与电容测量功能

规格 EX360 EX363 EX365
基本精度(DCV) 0.5% 0.5% 0.5%

非接触式试电笔 是 是 是

直流/交流电压 0.1mV至1000V 0.1mV至1000V 0.1mV至1000V

直流/交流 — — 1mA至10A

直流/交流µA电流 — 600µA —

电阻 0.1Ω至40MΩ 0.1Ω至40MΩ 0.1Ω至40MΩ

电容 1nF至10mF 1nF至10mF 1nF至10mF

频率 0.01Hz至100kHz 0.01Hz至100kHz 0.01Hz至100kHz

温度(K 型) — -40至742°F (-40至394°C) —

二极管测试/导通性 是 是 是

尺寸/重量 164x82X44mm/450g

订购

EX360  N 电气 CAT IV 真有效值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EX363  N HVAC CAT IV 真有效值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EX365  N 工业 CAT IV 真有效值万用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EX360 型号电

气数字万用表

EX363 型号 
HVAC 数字万

用表

EX365 型号工业

数字万用表

配有测试引线、9V电池、配备倾斜支座与内
置磁铁的皮套，以及通用型细珠热电偶探头
(EX363型号)；
1年质保

EX400系列专业级万用表

可选择带或不带内置红外测温仪、自动或手动量程、真有效值或平均值的型号

•   配备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1”显示数字方便读取

•   配备用于温度测量的内置式K型测温仪

•   低电流测量能力：可测量低至0.1µA的电流

•   具有输入熔断保护和错接警告功能

•   符合CAT III-600V、CAT II-1000V等级要求

•   配有CAT III测试引线、多档位倾斜支座、悬挂用的魔术贴扎带、
带测试引线支架的保护皮套、细珠热电偶探头和9V电池

EX410型号(手动量程)

•   具有平均值功能的数字万用表

EX430型号(自动量程)

•   具有真有效值功能，可测得精确的交流读数

•   具有相对值功能

EX470型号(自动量程)

•   内置非接触式红外(IR)测温仪

•   具有真有效值功能，可测得精确的交流读数

•   具有相对值功能

规格 EX410 EX430 EX470

温度(红外) — — 58至518°F (-50至270°C) 

平均值/真有效值 平均值 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

基本精度(VDC) ±0.5% ±0.3% ±0.3% 

交流电压 1mV至750V 0.1mV至750V 0.1mV至750V 

直流电压 0.1mV至1000V 0.1mV至1000V 0.1mV至1000V

交流电流 0.1µA至20A 0.1µA至20A 0.1µA至20A

直流电流 0.1µA至20A 0.1µA至20A 0.1µA至20A

电阻 0.1Ω至20MΩ 0.1Ω至40MΩ 0.1Ω至40MΩ

电容 — 0.01nF至100µF 0.01nF至100µF

频率 — 0.001Hz至10MHz 0.001Hz至10MHz

温度(K型) -4至1382°F (-20至750°C) -4至1382°F (-20至750°C) -4至1382°F (-20至750°C)

占空比 — 0.1%至99.9% 0.1%至99.9%

二极管测试/导通性 是 是 是

尺寸/重量 187x81x50mm/342g

质保 1年 3年 3年

订购

EX410  N 手动量程万用表

EX430  N 真有效值自动量程万用表

EX470  N 真有效值自动量程万用表 + 红外测温仪

TL810 电气测试引线套装

TL803 标准测试引线

TP200 K型钳形探针(212°F/100°C)

HG500 磁性挂带

EX470
数字万用表 + 红外

测温仪

EX430

EX410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内置非接触式红外测温
仪，能够安全地进行非接
触式温度扫描。

万用表 试电笔 钳形表 干湿球湿度计 湿度计 水分测定仪 转速仪 空气流量计

搭载内置红外测温仪的Extech专营仪表！
内置红外测温仪是我们的创新设计之一。在整个目录册中查找内置红外测温仪标志产品。 

若无低阻抗输入

(LoZ)功能，会因

虚电压而产生错

误读数

具有低阻抗输入

(LoZ)功能，可防止

因虚电压产生错误

读数

ON ON ON OFF

ON

OFF

ON

OFF

ON

OFF

ON

OFF

低阻抗输入(LoZ)功能的优点

12 N 标识代表产品具有NIST. 可追溯的校准选项。参见第160页查看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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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500 CAT IV 耐用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

采用坚固耐用的防水(IP67)/防坠落(6.5 英尺/2m)设计，适用于高压环境

•   具有真有效值功能，可测得精确的交流读数

•   具有针对所有功能的1000V输入保护功能

•   具有灵敏度+频率测量双功能

•   配有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二极管开路电压为2.8V直流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符合CAT IV-600V安全等级要求

•   配有双层铸模测试引线、磁性挂带、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软质便携箱和9V电池

EX505型号

•   4,000次计数

•   基本精度为0.5%
•   具有数据保持和相对值功能

•   最大电流为10A
EX520型号

•   6000次计数—高分辨率

•   基本精度为0.09%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相对值和数据保持功能

•   最大电流为20A
EX530型号

•   40,000次计数—高分辨率

•   基本精度为0.06%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相对值/数据保持功能

•   最大电流为20A
•   具有峰值保持功能(仅限交流)

规格 EX505 EX520 EX530

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

基本精度 ±0.5% ±0.09% ±0.06%

直流电压 0.1mV至1000VDC 0.1mV至1000VDC 0.01mV至1000VDC

交流电压 0.1mV至1000VAC 1mV至1000VAC 0.01mV至1000VAC

直流/交流电流 0.1µA至10A 0.1µA至20A 0.01µA至20A

电阻 0.1Ω至40MΩ 0.1Ω至40MΩ 0.01Ω至40MΩ

电容 0.01nF至100µF 0.01nF至1000µF 0.001nF至40mF

频率(电气) 5Hz至1kHz 10Hz至400Hz 40Hz至400Hz

频率(电子) 0.001Hz至10MHz 0.001Hz至40MHz 0.001Hz至100MHz

温度(K 型) -4至1382°F  
(-20至750°C) 

-4至1382°F  
(-20至750°C)  

-4至1382°F  
(-20至750°C)  

占空比  0.1至99.9% 0.1至99.9% 0.1至99.90%

二极管(2.8V)/导通性 支持 支持 支持

安全等级 CAT IV-600V,  
CAT III-1000V

CAT IV-600V,  
CAT III-1000V

CAT IV-600V,  
CAT III-1000V

防水/防坠落 IP67 / 6.5 英尺(2m) IP67 / 6.5 英尺(2m) IP67 / 6.5 英尺(2m)

尺寸 184x83x57mm 184x83x57mm 184x83x57mm

重量 12.3oz (349g) 12.3oz (349g) 12.3oz (349g)

质保 3年 3年 3年

订购

EX505  N 真有效值工业级数字万用表(4000 次计数)

EX520  N 真有效值工业级数字万用表(6000 次计数)

EX530  N 真有效值工业级数字万用表(40,000 次计数)

TL810 电气测试引线套装

TL805 双注塑测试引线

TP200 K 型钳形探针(212°F/100°C)

HG500 磁性挂带

EX530

EX520

EX505

EX500系列CAT IV防水工业级数字万用表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防水(IP67)、耐用的双层铸模设计，适用于高压应用环境

EX570 CAT IV 工业级数字万用表 + 红外测温仪

无需接触，内置红外测温仪能快速识别热点

•  内置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设计，带激光指示器

•  真有效值CAT III-1000V、CAT IV-600V等级，0.06%基本DCV精度

•  二极管开路电压 2.8V DC
•  耐用的双层铸模、防水包装

•  大型背光式40,000字读数LCD，含40段条形图；自动关机(含禁用功能)

•  保存和撤销三种测量值的存储器

•  针对所有功能的1000V输入保护

•  K型热电偶接触温度测量

•  特点包括保持、相对值和峰值保持、 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记录

•  配有双层铸模测试引线、磁性挂带、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盒子和9V电池； 
3年质保

规格

基本精度 ±0.06%

直流/交流电压 0.01 mV至1000 V 

直流/交流电流 0.01 µA至20 A

电阻 0.01至40 M

电容 0.001 nF至10,000 µF

频率 0.0001 Hz至40 MHz

温度(K型/非接触式红外) K型：-50至1382 °F(-45至750°C)/红外：-22至1022 °F(-30至550 °C)

视场角 30:1比率

占空比 0.01至99.99%

二极管(2.8V)/导通性 是 

尺寸/重量 184x83x57mm/349g

订购

EX570  N CAT IV工业级数字万用表 + 红外测温仪

EX540/EX542 CAT IV 万用表/数据记录仪(带实时流)

CAT IV 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数据记录可多达9,999个读数，还能通过无线USB 
接口将读数实时传输至PC
•  实时数据记录或者直接以无线方式将数据传输至PC(30ft/10m)

•  真有效值测量，确保准确的交流电压和电流测量值

•  二极管开路电压2.8V DC；针对所有功能的1000V输入保护

•  双层铸模结构，提供防水(IP67)
•  通过CAT IV-600V安全评定，适用于工业环境

•  灵敏度+频率双重功能

•  大型背光三重LCD显示屏(40,000次计数)；自动关机(含禁用功能)

•  配备双层铸模测试引线、磁性挂带、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 
带USB电缆的远程接收器、Windows®兼容软件、9V电池和便携箱；3年质保

规格

基本精度 ±0.06%

直流/交流电压 0.01 mV至1000 V

直流/交流电流 0.01 µA至20 A

电阻 0.01至40 MΩ

电容 0.001 nF至40 mF

频率 40 Hz至4 kHz(电气)/0.001 Hz至100 MHz(电子)

温度 -58至1382 °F(-50至750 °C)

占空比 0.1至99.90%

二极管(2.8V)/导通性 是  

尺寸/重量 184x83x57mm/349g

订购

EX540  N 带实时流的CAT IV万用表/数据记录仪(915MHz)

EX542  N 带实时流的CAT IV万用表/数据记录仪(433MHz)

(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采用915MHz的型号，而大多数其它国家则使用433MHz的型号)

仪表特点包括实时将数据流
以无线方式持续传输到PC、
通过6.5ft(2m)抗跌落测试以
及防水设计(IP67)。

内置红外测温仪，能够快速定
位配电板和HVAC通风孔上的
热点，而且无需接触。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万用表 + 红外和无线万用表/数据记录仪

14 N 标识代表产品具有NIST. 可追溯的校准选项。参见第160页查看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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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和笔式数字万用表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和笔式数字万用表

DM220 CAT IV 便携式数字万用表 + NCV
自动量程万用表,带4000字读数的LCD显示屏、非接触式试电笔和内置闪光灯

• 非接触式试电笔检测带电电路

• 耐用的双层铸模外壳；符合CAT IV-600V、CAT III-1000V安全等级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RDG)
直流/交流电压 600V 0.1mVDC/1mVAC ±0.8%DC/±1.5% AC

直流/交流电流 200mA 0.1µA ±2.0%DC/±2.5%AC

数控电压源 100至600VAC

电阻 40MΩ 0.1Ω ±0.8%

频率 10kHz 0.001Hz ±2.0%

电容 200µF 0.001nF ±5.0%

占空比 0.5至99% 0.5% ±(2.0%读数 + 5位数)

二极管/导通性 是

尺寸/重量 120x55x540mm /145g)

订购

DM220 CAT IV便携式万用表 + NCV

409992 乙烯保护袋便携箱

DM110 便携式迷你数字万用表
10功能自动量程型号，含频率、电容和占空比测量功能等

• 大型4000字读数LCD显示屏

• 自动关机(含禁用功能)

• 相对值和数据保持功能

• 集成测试引线用内置存储隔间

• 符合CAT II - 600V安全等级；超量程和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RDG)
AC/DC电压 500V 1mV 交流：±2.3%；直流：±1.3%

AC/DC电流 400mA 0.01mA 交流：±2.5%；直流：±2.0%

电阻 400至40MΩ 0.1Ω ±2.0%

电容 100µF 0.001nF ±3.0%

频率 5Hz至10MHz 0.001Hz ±2%

占空比 0.1%至99.9% 0.1% ±1.2%

二极管/导通性 是

尺寸/重量 108 x 56 x 11.5mm/ 50g

订购

DM110 便携式迷你数字万用表

381676A笔式数字万用表(带非接触式试电笔)

带非接触式试电笔的自动量程万用表

• 配备大型2000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

• 自动量程，具有数据保持、量程保持和最大值保持功能

• 符合CAT III-600V等级要求；具有自动关机、过载和电池低电量提示功能

规格

功能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读数的%)

非接触式电压 >110VAC

交流/直流电压 200mV, 2, 20, 200, 600V 0.1mV AC: ±0.8%; DC: 0.7% 

交流/直流电流 20mA, 200mA 0.01µA AC: ±2%; DC: 0.1.5% 

电阻(Ω) 200, 2k, 20k, 200k, 2M, 20M 0.1Ω ±0.8%

逻辑测试 0至1.5V (Green LED), 1.5至3.5V (LED off), 3.5至5V (Red LED)

二极管/导通性 是

尺寸/重量 208x38x29mm/129g

订购

381676A 笔式数字万用表(带非接触式试电笔)

MN15A/MN16A迷你数字万用表

轻便式自动量程或者手动量程万用表(带测温功能)

• 方便读数的大型数字显示屏

• 配有电池、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和测试引线；1年质保 
 MN15A(手动量程)

• 1.5V和9V电池负载测试

 MN16A(自动量程)

•  高级功能包括AC电流、电容、频率和占空比的测量

•  自动关机(含禁用功能)

规格 MN15A MN15A基本精度 MN16A MN16A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 600V (0.1mV) ±0.5% 600V (1mV) ±1.2%
交流电压 600V (0.1V) ±1.2% 600V (0.1mV) ±1.5%
直流电流 10A (0.1mA) ±1.2% 10A (0.1µA) ±1.5%
交流电流 — — 10A (0.1µA) ±1.8%

电阻 20MΩ (0.1Ω) ±0.8% 40MΩ (0.1Ω) ±1.2%
电容 — — 100µF (0.01nF) ±3.0%
频率 — — 5MHz (0.001Hz) ±1.2%
温度 -4至1400 °F

(-20至750 °C)
±(读数的3%+9°F/5°C) -4至1400°F

(-20至750 °C)
±(读数的3%+9°F/5°C)

占空比 — — 0.1至99.9% ±1.2%

电池测试 9V & 1.5V电池 —

分类评级 CAT III-600V CAT III-600V
尺寸/重量 138x72x38mm/153g

订购

MN15A 手动量程MiniTec®万用表(带测温功能)

MN16A 自动量程MiniTec®万用表(带测温功能)

TP873 备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22至572°F/-30至300°C)

409992 小型软盒

MN35/MN36迷你数字万用表

自动量程或者手动量程万用表(带测温功能)

• 方便读取的大型数字显示屏

• K型热电偶、通断以及二极管测试

• 1年质保

• 含皮套、支座、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电池和测试引线

MN35(手动量程/8种功能)

• 1.5V 和 9V电池测试 
MN36(自动量程/10种功能)

• 交流电流、电容和频率测量

规格 型号 MN35 基本精度 型号 MN36 基本精度

DC 电压 600V (0.1mV) ±0.5% 600V (0.1mV) ±0.5%

交流电压 600V (0.1V) ±1.2% 600V (0.1V) ±1.2%

直流电流 10A (0.1mA) ±1.5% 10A (0.1µA) ±1.2%

交流电流 — — 10A (0.1µA) ±1.5%

电阻 20MΩ (0.1µΩ) ±0.8% 40MΩ (0.1µΩ) ±1.2%

电容 — — 100µF (0.001nF) ±3.0%

频率 — — 5MHz (0.01Hz) ±1.0%

温度 -4至1400°F (1°)
-20至750°C

±(1%+4°) -4至1400°F (1°)
-20至750°C

±(1%+4°)

电池测试 9V 和 1.5V —

电源 一个9V电池 2节AAA电池

尺寸/重量 138x72x38mm/153g

订购

MN35 手动量程迷你数字万用表

MN36 自动量程迷你数字万用表

TP873 备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22至572 °F/-30至300 °C)

409992 乙烯保护袋便携箱

显示插座的AC电压

配有测试引线、鳄鱼夹、
两节AAA电池和软质便携
箱；1年质保

配有测试引线、保护皮
套、纽扣电池和便携箱； 
1年质保

配有测试引线和两节AAA 
电池；1年质保

Reduced
Price!

NEWNEW
Reduced

Price!

16 N 标识代表产品具有NIST. 可追溯的校准选项。参见第160页查看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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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和电机检修套装组合型万用表/绝缘测试仪

MG300-ETK 电气检修套装

包含在客户现场完成电气安装、检修和维修必不可少的三种小型工具

•  型号MG300或MG302: 具有13种功能和无线PC接口的真有效值数字 
万用表/绝缘测试仪(见第18页)

•  型号42509: 带高温/低温警报的12:1红外测温仪，配有快速的双色显示屏，适用
于需要温度控制和监测的过程；测量范围为-4至950°F/-20至510°C(见第66页)

•  型号MA430T: 带内置非接触式电压笔的400A真有效值交流钳形表， 
是嘈杂环境中或者非正弦交流测量的理想选择

• 1.2” (30mm) 钳口，适用于高达350MCM的导体

• 配有测试引线、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电池和便携箱

订购  (请访问WWW.EXTECH.COM，详细了解产品的规格信息)

MG300-ETK 电气检修套装(适用于MG300)

MG302-ETK 电气检修套装(适用于MG302)

MG300-MTK 电机和驱动器检修套装

包含在客户现场完成三相电机和驱动器检修必不可少的三种小型工具

• 型号MG300或MG302: 具有13种功能和无线PC接口的真有效值数字 
 万用表/绝缘测试仪(见第18页)

•  型号 480403: 电机旋转与三相测试仪检查相序并指示电机
的旋转方向，以协助确保接线正确(见第34页)

•  型号 MA435T: 400A真有效值交流/直流钳形表配有内置非接触
式试电笔，是噪音环境或非正弦交流测量的理想选择

•  1.2” (30mm) 钳口，适用于高达350MCM的导体

•  配有测试引线、3个大型颜色编码的鳄鱼夹、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电池和便携箱等

订购 (请访问WWW.EXTECH.COM，详细了解产品的规格信息)

MG300-MTK 电机和驱动器检修套装(适用于MG300)

MG302-MTK 电机和驱动器检修套装(适用于MG302)

MN62-K真有效值万用表(带交流试电笔)

该套装非常适用于检修电器、电气接线、汽车和电子设备

MN62型号真有效值万用表： 
•  拥有9种功能，包括频率和电容测量

•  配备低通滤波器(VFC)，用于精确测量变频驱动信号

•  内置非接触式电压检测功能，带蜂鸣器声音提示

•  符合CAT III-600V安全等级要求

•  配有测试引线和两节AA电池

DV23型号交流试电笔：

•  安全地确定电线是否过热

•  50至600V，50/60Hz
•  具有声音和可视警报

•  符合CAT IV-600V安全等级要求

•  配有两节AAA电池

订购  (请访问WWW.EXTECH.COM，详细了解产品的规格信息)

MN62-K 真有效值万用表(带交流试电笔)

MG325 CAT IV绝缘测试仪/万用表

具有高绝缘电阻量程(200GΩ)，搭载一应俱全的数字万用表功能

• 可以完成极化指数(PI)和介质吸收比(DAR)测量

• 具有低电阻测量功能，带“归零”模式

• 具有可编程计时器功能，可设置测试持续时间

• 具有对比模式，使用户能够设置通过/失败值

• 可测量步进电压(50%至120% 范围内为10%步进)

• 可自动释放电压测试信号

• 具有开机锁定功能，确保免手持操作

• 可手动保存/调取多达99个读数

• 配备10,000次计数的背光显示屏，带模拟量条形图

• 具有高压和过载指示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自动关机和电池低电量提示功能

• 符合CAT IV-600V安全等级要求

规格

绝缘电阻 50MΩ, 100MΩ, 200MΩ,500MΩ, 2000MΩ, 1GΩ, 10GΩ, 20GΩ, 50GΩ, 100GΩ, 200GΩ

绝缘测试电压 50V, 100V, 250V, 500V, 1000V

交流/直流电压 600V

泄漏电流 2000µA

电阻 10MΩ

低电阻 100Ω

电容 500µF

频率 1kHZ

导通性 是(声音)

尺寸/重量 225 x 103 x 59mm/0.7kg

订购

MG325  N CAT IV 绝缘测试仪/万用表(带远程测试探头)

MG300/MG302 CAT IV 绝缘测试仪/万用表(带无线PC接口)

将1000V绝缘测试仪与真有效值万用表相结合

• 通过无线USB接口，将测量数据传输到PC

• 大型背光三重显示屏；防水(IP67)且耐用的外壳设计

• 绝缘电阻0.001 MΩ至4000 MΩ

• 自动释放电容电压

• 适用于免提操作的开机锁定功能

• 最小值/最大值、相对值、数据保持、自动关机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绝缘电阻 4MΩ, 40MΩ, 400MΩ, 4000MΩ 0.001MΩ ±3%

绝缘测试电压 125V, 250V, 500V, 1000V

交流/直流电压 1000V 0.1mVAC/ 0.01mVDC 交流：±1%，
直流：±0.06%

AC/DC电流 10A 0.1µA AC/ 0.01µA DC 交流：±1.5%，
直流：±1%

电阻 40MΩ 0.01Ω ±0.3%

电容 40mF 0.001nF ±3.5%

频率 100MHZ 0.001HZ ±0.1%

占空比 0.1至99.9% 0.01 ±1.2%

温度 -58至2192°F(-50至1200°C) 0.1°F(0.1°C) ±1% + 4.5°F (2.5°C)

4-20mA% -25至125% 0.01%

导通性/二极管 是

尺寸/重量 200 x 92 x 50mm/582g

订购    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采用915MHz的MG300型号产品；而大多数其它国家均采用433MHz的MG302型号产品

MG300  N 带无线PC接口的CAT IV绝缘测试仪/万用表(915MHz)

MG302  N 带无线PC接口的CAT IV绝缘测试仪/万用表(433MHz)

包含带USB电缆的远程接收
器、Windows®兼容软件、
高压测试引线、鳄鱼夹测
试引线、细珠K型热电偶探
头、硬盒和6xAA电池；
1年质保

配有测试引线、鳄鱼夹、
带内置测试按钮的远程探
头、6节AA电池和软质便携
箱；1年质保

套装购买优惠更多

套装购买优惠更多

交流试电笔免费！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18 N 标识代表产品具有NIST. 可追溯的校准选项。参见第160页查看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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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用表和钳形表测试套装 万用表和钳形表测试套装

ETK30/ETK35 电气测试套装(带400A钳形表) 
有两种套装可供选择，确保满足电气系统、暖通空调设备和汽车安装与维修的 

所有电气测试需要

•   型号ETK30套装包含MA430：400A交流电流表 
型号ETK35 套装包含 MA435T：真有效值400A交流/直流电流， 
适用于大型电气器具、汽车和电机应用检修

•   (30mm)钳口和内置非接触式电压笔(带LED警示灯)

•   两个套装均包含EX205T：具有最大值保持功能的真有效值万用表

•   数据保持和最大值保持

•   例外值套装配备有测试引线、电池、美观的存储盒
(可保护仪表和配件并将其收纳整齐)

订购 (请访问WWW.EXTECH.COM，详细了解产品的规格信息)

ETK30 电气测试套装(含400A交流钳形表)

ETK35 电气测试套装(含真有效值 400A交流/直流钳形表)

TK430 电气测试套装 

满足工厂维护、暖通空调或电气技术人员需要

•  其装配确保满足电气系统、暖通空调设备和大型电气用具安装与维修的所有 
电气测试需要

•  该套装包含EX430 真有效值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MA200 400A钳形表、 
40130非接触式电压笔、测试引线以及温度探针

•  该套装采用软质便携箱包装，可保护仪表和配件并将其收纳整齐

•  尺寸：241x173x71mm；重量：1.2kg
型号EX430: 自动量程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具备11种功能，
其中包括电容、频率和温度的测量。(见第13页)

型号MA200: 400A钳形表，具备基本交流电流和1mA分辨率。(见第26页)

型号40130: 非接触式试电笔检测100VAC至600VAC的交流电压，而且无需触摸源。

(见第38页)

订购

TK430 电气测试套装

480172 交流电分线器

TK430-IR 工业级检修套装(带红外)

满足工厂维护、暖通空调或电气技术人员需要 

•  其装配确保满足电气系统、HVAC设备和大型电气
用具安装与维修的所有电气测试需要

•  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可实现快速表面温度测量

•  该套装包含EX430真有效值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MA200 400A钳形表、42510迷你

红外测温仪、40130非接触式电压笔、测试引线以及温度探针

•  该套装采用耐用的硬质便携箱包装，可保护仪表和配件并将其收纳整齐

•  尺寸：368x280x114mm；重量：2kg
型号EX430: 自动量程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具备11种功能，
其中包括电容、频率和温度的测量。(见第13页) 
型号MA200: 400A钳形表，具备基本交流电流和1mA分辨率。(见第26页)

型号42510: 宽量程迷你红外测温仪测量分为 -58至1000°F(-50至538°C)。 
内置激光确认目标区域；距离与目标比为8:1

订购  (请访问WWW.EXTECH.COM，详细了解产品的规格信息)

TK430-IR 电气测试套装(含红外)

套装购买优惠更多

套装购买优惠更多

套装购买优惠更多

一流品质 
值得拥有！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505-K 耐用工业级数字万用表套装

CAT IV万用表和AC试电笔(配有含8根测试引线的套装)

•  该套装包含EX505真有效值防水 (IP67) /防坠落万用表、DV25双量程非接
触式AC试电笔 + 闪光灯、TL808含8根专业测试引线的套装、专业双层
铸模测试引线、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带香蕉插头适配器)和磁性挂带

•  该套装采用软质便携箱包装，可保护仪表和配件并将其收纳整齐

•  尺寸：248x203x51mm；重量：544g
型号EX505: 此款万用表为工业级数字万用表，符合CAT IV-600V要求，配有4000次计
数显示屏，防水(IP67)，通过CE/UL认证，可防坠落，而且耐用，还具备真有效值功能 
(见第14页)

 型号DV25: 双量程非接触式试电笔(24至1000VAC/100至1000VAC)+ 闪光灯(带声音/ 
可见指示)、双层铸模外壳；符合CAT IV-1000V、CE/UL要求(见第38页)

型号TL808: 含8根专业测试引线的套装，通过CAT III-1000V评定 

订购  (请访问WWW.EXTECH.COM，详细了解产品的规格信息)

EX505-K 耐用工业级数字万用表套装

 

MA620-K 工业级万用表/钳形表测试套装

CAT IV万用表和真有效值钳形表(带集成式交流试电笔)

•  该套装包含EX505耐用且防水的万用表(含11种功能)、MA620 600A
真有效值AC钳形万用表(带内置非接触式AC试电笔)、测试引线
和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带橡胶插头适配器)、磁性挂带

•  该套装采用软质便携箱包装，可保护仪表和配件并将其收纳整齐

•  尺寸：248x203x54mm；重量：680g
型号EX505: 此款万用表为工业级数字万用表，符合CAT IV-600V
要求，配有4000字读数显示屏，防水(IP67)，通过CE/UL认证，
可防坠落，而且耐用，还具备真有效值功能(见第14页)

型号MA620: 600A真有效值6000字读数的交流钳形万用表，配有内置非接触式交流试

电笔、测试引线和温度探针；通过CE/ETL认证  

订购  (请访问WWW.EXTECH.COM，详细了解产品的规格信息)

MA620-K 工业级DMM/钳形表测试套装

MA640-K 相位旋转/钳形表测试套装 

适合工厂维护的理想套装—具有万用表功能的真有效值钳形表、三相旋转测试

仪、CAT IV 交流试电笔

•  MA640: 600A 真有效值6000字读数的交流/直流钳形万用表，配有内置非接触式 
交流试电笔

•  480400: 三相旋转测试仪，带多线路LCD显示屏、耐用的双层铸模外壳、和方便打 
开的宽钳口鳄鱼夹(见第34页，了解相关规格)

•  DV25: 双量程交流试电笔(24至1000VAC/100至1000VAC)+ 闪光灯(带声音/可见指
示)、双层铸模外壳；符合CAT IV-1000V安全评定要求(见第38页，了解相关规格)

• 成套双层铸模专业级测试引线

• 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和K型香蕉插头适配器

• 该套装的包装为耐用便携箱，可保护仪表并将其收纳整齐

• 尺寸：248x203x54mm；重量：590g

订购  (请访问WWW.EXTECH.COM，详细了解产品的规格信息)

MA640-K 相位旋转/钳形表测试套装

套装购买优惠更多

套装购买优惠更多

套装购买优惠更多

20 N 标识代表产品具有NIST. 可追溯的校准选项。参见第160页查看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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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820 1000A  
真有效值交流钳形表

+ 红外测温仪
真有效值交流钳形万用表为您提供精确 

的非正弦波形读数 

•  无论波形如何，真有效值交流电压和电流 
测量均能提供精确的读数

•  内置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设计， 

带激光指示器，可确定热点

•  二极管开路电压2.8V直流电

•  峰值保持功能捕捉冲击电流和瞬时电流

•  数据保持、最小值/最大值、自动关机

•  配有测试引线、9V电池、常用K型探针和 
便携箱

EX830 1000A  
真有效值交流/直流钳

形表 + 红外测温仪
真有效值交流钳形万用表和直流电流 

功能  

•  直流电流功能高达1000A

•  无论波形如何，真有效值交流电压和电流 
测量均能提供精确的读数

•  内置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设计，带激光指 
示器，可确定热点

•  二极管开路电压2.8V直流电

•  峰值保持功能捕捉冲击电流和瞬时电流

•  数据保持、最小值/最大值、自动关机

•  配有测试引线、9V电池、常用K型探针和 
便携箱

EX840/EX850  
CAT IV 1000A真有效

值交流/直流钳形表

+ 红外和蓝牙
CAT IV 600V认证等级确保最大安 
全性和功能性

•  交流电/直流电电压高达1000V，
交流电/直流电电流高达1000A

•  真有效值交流电压和电流测量

•  内置非接触式红外测温

仪，带激光指示器

•  峰值保持、数据保持、最小值/最 

大值、自动关机

•  包含CAT IV测试引线、9V电池、专业级

测试引线组件、常用K型探针和便携箱

•  型号EX850 — 集成式蓝牙®可与大多数

Android设备连接，从而传输读数以供

远程查看；与免费的Android应用程序

协同工作。可登陆play.google.com下

载Extech EX850 ExView™应用程序

规格 EX820  N EX830  N  EX840  N  |  EX850

真有效值 是 是 是

显示读数 4000字读数的背光LCD 4000字读数的背光LCD 4000字读数的背光LCD

钳口大小/电缆大小 1.7" (43mm); 750MCM 1.7" (43mm); 750MCM 1.7" (43mm); 750MCM

交流电流(最高分辨率) 1000A (0.1A) 1000A (0.1A) 1000A (0.1A)

直流电流(最高分辨率) — 1000A (0.1A) 1000A (0.1A)

 基本ACA精度 (% rdg) ±2.5%(交流) ±2.5%(交流)；±2.5%(直流) ±2.5%(交流)；±2.5%(直流)

交流/直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600V (0.1mV) 600V (0.1mV) 1000V (0.1mV)

电阻(最高分辨率) 40MΩ (0.1Ω) 40MΩ (0.1Ω) 40MΩ (0.1Ω)

电容(最高分辨率) 40mF (0.001nF) 40mF (0.001nF) 40mF (0.001nF)

频率(最高分辨率) 4kHz (1Hz) 4kHz (1Hz) 4kHz (1Hz)

温度(K型) -4至1400°F(-20至760°C) -4至1400°F(-20至760°C) -4至1400°F(-20至760°C)

 温度(红外)/视场角 -58至518°F(-50至270°C)/ 8:1比率 -58至518°F(-50至270°C)/ 8:1比率 -58至518°F(-50至270°C)/ 8:1比率

二极管 (2.8V) /导通性 是 是 是

无线通讯 — —  否 |  蓝牙

UL、ETL、CE安全等级 UL, CE, CAT III-600V UL, CE, CAT III-600V ETL, CE, CAT IV-600V; CAT III-1000V

尺寸/重量 270x110x50mm/ 386g 270x110x50mm/386g 270x110x50mm/386g

 质保 1年 1年 3年

配件(参见第36-37页，了解测试引线配件)
TP873 备用细珠热电偶探头(-22至572°F/-30至300°C)

TL803 标准测试引线

钳形表将读数传输至Android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安全距
离，从Android设备上查看EX850显示的关键电气读数。从远程
开关启动设备或者使用Android设备向客户/经理显示读数。登陆
play.google.com下载Extech ExView™ EX850应用程序。

Android & Google Play是Google Inc.的商标。Android机器人是根据Google创
建并共享的作品进行再造或修改；根据《知识共享署名许可3.0》规定
条款进行使用。

EX850通过蓝牙监测读数

EX850，具有蓝牙功能，
可与大多数Android设
备连接

钳形表索引指南 

挑选适合您应用环境的钳形表

EX600 HVAC系列 
同类最佳的多功能钳形
表。400A交流电/直流电
真有效值型号，具有双K
型热电偶输入,适用于差
分温度测量。具有内置非
接触式电压笔和万用表功
能；还有带内置红外测温
仪的高级型号(适用于表面
温度测量)。
第25页

开口钳形表 
采用开口钳式设计能够在
狭小区域快速测量电流而
且不会损坏电路。
第27页

EX800系列 
该系列钳形表为专业级
1000A真有效值交流电或
交流电/直流电钳形表,钳
口尺寸为1.7”(43mm)。内
置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
符合CAT IV等级要求，适
用于强电流/ 高压区域测
量的型号；还配有蓝牙功
能，可与安卓(Android)移
动设备连接。
第23页

强电流钳形表系列
此款强大的钳形表有高达
2000A的型号可供选择，
可测量较强电流。此款仪
表钳口较大，尺寸范
围为1.6”(40mm)至2.2” 
(50mm)，适用于高达
1000MCM的导体。可选
功能有交流电或者交流
电/直流电测量、电能质
量诊断、真有效值精确
度、以及其它。
第32-33页

迷你钳形表系列 
迷你钳形表的钳口直径特
别小，便于伸入非常窄小
的区域，但是其分辨率较
高，对低电流较为敏感。
所有型号均能测量交流/
直流电流和电压，而且有
平均值或者真有效值型号
可供选择。
第29-31页

轻便式钳形表系列 
该系列钳形表特点有轻
便、实用、经济，是封闭
区域的理想选择。该系列
产品功能包括内置非接触
式试电笔功能、自动量程
功能和其它功能。是发烧
友、机械人员和技术人员
的理想选择。
第26-31页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Reduced
Price!

NEWNEW
Reduced

Price!

查看N标识意味着产品拥有NIST可追溯的证书。参见第160-165页，查看完整列表。

1000A钳形表，带内置红外测温仪与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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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A真有效值双输入钳形表600A真有效值钳形表

EX650系列真有效值600A钳形表

该系列专业级钳形表具有低阻抗输入(LoZ)模式，并且有带低通滤波器(LPF)和
浪涌功能的高级型号可供选择

• 具有真有效值功能，可测得精确的交流读数

• 1.18”(30mm)钳口尺寸，适用于高达350MCM的导体

• 具有低阻抗输入(LoZ)模式，可有效避免由虚电压引起的错误读数

• 具有可用于测量HVAC火焰杆电流的µA功能

• 内置非接触式交流试电笔(NCV)，带LED指示灯

• 配备6000次计数的背光液晶显示屏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数保持在显示屏上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功能，用于捕获最高和最低读数

• 具有相对值功能

• 配备方便的LED闪光灯，有助于在光线昏暗的区域进行查看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节省电量

• 3年质保

EX650型号

• 拥有9种功能，包括交流电流

• 配有测试引线和3节AAA电池

EX655型号

• 拥有12种功能，包括交流/直流电流

• 可测量频率和 K 型温度

• 配备低通滤波器(LPF)，用于精确测量变频驱动信号

• 具有浪涌模式，用于捕获电机启动过程中的电流浪涌

• 具有直流归零模式

• 液晶显示屏可显示趋势条形图

• 配有测试引线、常用细珠热电偶探头和3节AAA电池

规格 EX650 EX655

交流电流(最高分辨率) 6A, 60A, 600A (0.001A) 60A, 600A (0.01A)

直流电流 — 60A ,600A (0.01A)

基本精度 ACA：±读数的 2.5% ACA：±读数的 2.5%； 
DCA：±读数的 2.5%

交流/直流 µA 电流(最高分辨率) 600µA (0.1µA) 600µA (0.1µA)

直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1000V (0.1mV) 1000V (0.1mV)

交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750V (1mV) 750V (1mV)

基本精度 ACV：±读数的 1.2%；  
DCV：±读数的 0.8%

ACV：±读数的 1.2%； 
DCV：±读数的 0.8%

非接触式电压(NCV) 100至1000V 100至1000V

电阻(最高分辨率) 60MΩ (0.1Ω) 60MΩ (0.1Ω)

电容(最高分辨率) 60mF (0.01nF) 60mF (0.01nF)

频率(最高分辨率) — 10Hz至1MHz (0.01Hz)

温度(最高分辨率) — -40至1832°F (1°F)  
-40至1000°C (1°C)

导通蜂鸣器 是 是

二极管测试 是 是

尺寸 228x77x41mm 228x77x41mm

重量 265g 265g

订购

EX650  N 真有效值 600A 交流钳形表

EX655  N 真有效值 600A 交流/直流钳形表

TL810 电气测试引线套装

TL803 标准测试引线

TP200 K 型钳形探针(212°F/100°C)

EX600系列真有效值400A双输入钳形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内置双K型热电偶输入，用于T1、T2和T1-T2差分温度测量

•  具有真有效值功能，可测得精确的交流读数

•  1.25”(32mm)钳口尺寸，可测量高达500MCM的导体

•  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带LED警报灯

•  具有直流 µA 功能，可用于 HVAC 火焰杆棒电流测量

•  具有直流电流功能，是汽车、重型设备和海事应用的理想之选

•  内置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EX623 型号)，带激光指示器，用于定位 
距离系数比为8:1的热点

•  具有40,000次计数的万用表功能，适用于更高分辨率和更宽量程的 
直流电压、电阻、电容和频率测量

•  电机启动过程中可实现快速电流浪涌峰值保持和数据保持

•  可测量高达40,000µF的电机电容器

•  配有坚固耐用的双模塑外壳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声音提示和禁用功能)
•  具有自动量程(手动操作)
•  1年质保

•  配有CAT III-600V、双层铸模测试引线、9V电池、两个常用 
细珠K型热电偶探 头以及便携箱

规格 EX613 EX623

交流/直流电流(最高分辨率) 400.0A AC/DC (10mA) 400.0A AC/DC (10mA)

基本 ACA 精度 ±1.5% ±1.5%

交流/直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600V (0.1mV)/600V (0.01mV) 600V (0.1mV)/600V (0.01mV)

直流 µA 电流(最高分辨率) 4000µA (0.01µA) 4000µA (0.01µA)

电阻(最高分辨率) 40.000MΩ (0.01Ω) 40.000MΩ (0.01Ω)

电容(最高分辨率) 40mF (0.01nF) 40mF (0.01nF)

频率(最高分辨率) 40MHz (0.001Hz) 40MHz (0.001Hz)

温度(K 型) -58至1832°F (-50至1000°C) -58至1832°F (-50至1000°C)

温度(红外) — -58至518°F (-50至270°C)

二极管(2.8V)/导通性 是 是

占空比 0.5至99.0% 0.5至99.0%

尺寸 229x80x49mm 229x80x49mm

重量 303g 303g

订购

EX613  N 真有效值400A交流/直流钳形表

EX623  N 真有效值400A交流/直流钳形表 + 红外测温

TL810 电气测试引线套装

TL803 标准测试引线

TP200 K 型钳形探针(212°F/100°C)

借助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排除配电板的电流输出故障，核对
HVAC装置的温度输出，快速检测带电电压。

内置红外测温仪，用于快速、安全地进行非接触
式温度测量。

非接触式电压检测。

双K型输入用于获得过热测量所需的差分温度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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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443/MA445真有效值400A钳形表+非接触式试电笔

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的便携式仪表，有交流或交流/直流电流型号可供选择

•  1.2”(30mm)钳口尺寸，适用于高达500MCM的导体

•  MA443型号带真有效值交流电流功能 
MA445型号带真有效值交流/直流电流功能

•  具有K型热电偶测温功能(含探头)
•  配备4000次计数的背光液晶显示屏

•  内置照明灯可照亮作业区域

•  具有相对模式，适用于电容归零和偏移调整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数据保持、自动关机和电池低电量指示功能

•  达到CAT III-600V安全等级

规格 MA443 MA445

交流电流 4.000A, 40.00A, 400.0A (1mA) 40.00A, 400.0A (10mA)

直流电流 — 40.00A, 400.0A (10mA)

电流精度 交流：±1.8% 交流：±2.5%，直流：±2.0%

直流电压 400.0mV, 4V, 40, 400V 600V (0.1mV) 400.0mV, 4V, 40, 400V 600V (0.1mV)

交流电压 4V, 40V, 400V 600V(0.1mV) 4V, 40V, 400V 600V(0.1mV)

基本精度 交流：±1.2% 直流：±0.8% 交流：±1.2% 直流：±0.8%

电阻(Ω) 400, 4k, 40k, 400k, 4M, 40M (0.1Ω) 400, 4k, 40k, 400k, 4M, 40M (0.1Ω)

电容 40nF, 400nF, 4µF, 40µF, 400µF,  
4mF, 40mF (0.01nF)

40nF, 400nF, 4µF, 40µF, 400µF,  
4mF, 40mF (0.01nF)

频率 10Hz至1MHz (0.01Hz) 10Hz至1MHz (0.01Hz)

温度 -40°至1832°F/-40°至1000°C (1°F/°C) -40°至1832°F/-40°至1000°C (1°F/°C)

尺寸/重量 228x77x41mm/265g 228x77x41mm/265g

订购

MA443  N 真有效值400A交流钳形表

MA445  N 真有效值400A交流/直流钳形表

MA200系列400A钳形表

易于使用、经济实用的钳形表

• 紧凑的尺寸，可实现在封闭的地方进行测量

• 0.9”(23mm)钳口尺寸，适用于高达300MCM的导体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过载保护、超量程功能和电池低电量指示器

MA200型号(交流电流)
• 具有最大值保持功能

MA220型号(交流/直流电流)
• 具有一键式“自动归零”功能

• 功能包括电容、频率、温度和占空比测量

规格 MA200 MA220

交流电流 2, 20, 200, 400A (0.001A) 40, 400A (0.01A) 

直流电流 — 40, 400A (0.01A) 

基本精度 ±2.5% 交流: ±3%, 直流: ±2.5% 

交流/直流电压 200mV, 2V, 20, 200V, 600V (0.1mV) 400mV, 4V, 40V, 400V, 600V (0.1mV) 

 基本精度 交流:±1.5% DC:±1.2% 交流:2%,DC:±1.5% 

电阻 200, 2k, 20k, 200k, 2M, 20M (0.1Ω) 400, 4k, 40k, 400k, 4M, 40MΩ (0.1Ω) 

电容 — 40nF, 400nF, 4µF, 40µF, 100µF (0.01nF) 

频率 — 5Hz, 50Hz, 500Hz, 5kHz, 150kHz 
(0.001Hz) 

温度 — -58至1830°F (-50至1000°C) (1°) 

占空比 — 0.5至99.0% (0.1%) 

导通蜂鸣器  ≤30Ω蜂鸣器≤30Ω  ≤30Ω蜂鸣器≤30Ω

尺寸/重量 200x50x35mm/200g 200x50x35mm/ 200g

ORDERING

MA200  N 400A交流钳形表

MA220  N 400A交流/直流钳形表

MA140系列真有效值300A迷你钳形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可选择高精度的交流电流或交流/直流电流型号

•  具有真有效值，可在嘈杂环境中或者对畸变波形或非正弦波形进行精确的测量

•  MA140型号 — 交流电流 
MA145型号 — 具有交流/直流电流和归零功能，可进行精确的直流测量

•  紧凑的0.8”(22mm)钳口尺寸，适用于高达300MCM的导体

•  具有独特的智能自动感应功能

•  配备低通滤波器(LPF)，用于精确测量变频驱动信号

•  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NCV)
•  具有浪涌电流测量功能

•  配备6000次计数的背光液晶显示屏

•  具有智能数据保持功能：当一个新读数超过已保持读数50位数时会发出声光警报

•  具有电池低电量指示和自动关机功能

•  达到CAT III-600V安全等级

•  配有便携箱和2节LR44电池；1年质保

规格 MA140 MA145

交流电流(最高分辨率) 60A, 300A (0.01A) 60A, 300A (0.01A)

直流电流(最高分辨率) — 60A, 300A (0.01A)

基本精度 ±2.0% 交流：±1.5%，直流：±1.5%

非接触式电压(NCV) 80至600V 80至600V

尺寸/重量 147x60x31mm/140g

ORDERING

MA140  N 真有效值300A交流迷你钳形表+非接触式试电笔

MA145  N 真有效值300A交流/直流迷你钳形表+非接触式试电笔

MA160/MA260真有效值200A交流开口钳形表

采用0.6”(16mm)开口钳式设计，能够在狭小区域快速测量电流，且不会损坏电路

•  具有真有效值，可在嘈杂环境中或者对畸变波形或非正弦波形进行精确的测量

•  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NCV)，带声音警报和LED指示器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MA160型号(CAT III-600V安全等级；通过ETL认证)
•  配备2000次计数的2级背光液晶显示屏

•  配备方便的LED照明灯，有助于在光线昏暗的区域进行查看

•  具有相对模式，适用于电容归零和偏移调整

•  配有测试引线、两节AA电池和便携袋

MA260型号(CAT IV-600V安全等级；通过UL认证)
•  智能自动感应功能使仪表能识别输入并自动切换到正确的工作模式

•  对于交流电压，自感应功能用于评估输入信号并调节输入阻抗，以消除虚电压的影响

•  配备10,000次计数的背光液晶显示屏，带智能数据保持功能

•  配有测试引线和两节AAA电池；1年质保

规格 MA160 MA260

交流电流(最高分辨率) 200A (0.1A) 200A (0.1A)

直流电流(最高分辨率) 200A (0.1A) —

交流/直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交流：750V (1mV)；直流：1000V(1mV) 1000V (0.1V)

非接触式电压 100至750V 80至1000V AC (50至60Hz)

电阻(最高分辨率) 60MΩ (0.1Ω) 10kΩ (1Ω)

电容(最高分辨率) 60mF (0.01nF) —

二极管/导通性 是 是

尺寸/重量 210x53x35mm/164g 193x54x31mm/280g

订购

MA160  N 真有效值200A交流/直流开口钳形表

MA260  CAT IV真有效值200A交流开口钳形表

智能自动感应功能使仪表能识别
输入(在某给定功能内)并自动切
换到正确的工作模式(即，交流与
直流测量之间的转换)

采用方便操作的开口钳式设计，
能够在狭小区域快速测量电流

MA160 通过 ETL 认证； 
MA260 通过 UL 认证

迷你钳形表和开口钳形表400A钳形表

配有测试引线、便携箱和两节AAA电池， 
MA220还包含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 
1年质保

配有测试引线、常用细珠K型探头、 
三节AAA电池和保护袋；1年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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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120 200A  
交流/直流

迷你钳形表 +  
试电笔  
带内置交流试电笔和照明灯的钳

形表

•  功能包括交流/直流电流和频率测量

•  数据保持

•  归零功能

•  背光LCD

•  非接触式交流试电笔(NCV)，通过 

钳尖实现测量

•  内置白色LED闪光灯

•  自动关机

•  配有便携箱和两节AAA电池

MA250 200A  
交流钳形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20A和200A电流量程；带LED警示

灯的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NCV)

•  1.2”(30mm) 钳口，适用于

高达350MCM的导体

•  相对模式功能，适用于电容归零 

和偏移调整

•  K型热电偶测温功能

•  数据保持

•  自动关机

•  配有测试引线、常用细珠K型热 
电偶探头、两节AAA电池和携带

380941 200A  
交流/直流迷你钳形表
分辨率较高的迷你钳形表，具有电压、

频率和电阻测量功能

•  分辨率高达10mA(交流/直流)

•  快速获取40段条形图

•  一键式自动归零，适用于直流电流测量

•  配有测试引线、腕带、2节AA电池和 

便携箱

380947 400A  
交流/直流真有效值 
迷你钳形表
此款真有效值迷你钳形表分辨率高达 
1mA(交流) 

•  通过钳口，可完成高达10kHz的非接触式 

频率测量

•  快速获取40段条形图

•  一键式自动归零

•  配有腕带、2节AA电池和便携箱

规格 MA120  N MA250  N 380941  N 380947  N

真有效值 — — — 真有效值

显示计数次数 2000 次计数的背光液晶显示屏 4000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 4000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 4000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

钳口大小/电缆大小 0.7" (18mm); 300MCM 1.2" (30mm); 350MCM 0.9" (23mm); 4/0 AWG 0.9" (23mm); 4/0 AWG

交流电流 200A 20A, 200A 40A, 200A  4A, 40A, 100A, 400A 

直流电流 200A — 40A, 200A 40A, 400A 

最高分辨率 0.1A 0.01A(交流) 0.01A 交流/直流 交流：0.001A， 直流：0.01A

基本ACA精度(读数的 %) ±3% ±2.5% ±1.0% 交流：±1.5%，直流：±1.0%

交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非接触式电压 600V (0.1mV) 400V (0.1V) —  

直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 600V (0.1mV) 400V (0.1V) —

电阻(最高分辨率) — 40.00MΩ (0.1Ω) 400Ω (0.1Ω) —

电容(最高分辨率) — 100µF (0.01nF) — —

频率(最高分辨率) 1kHz (0.01Hz) 10kHz (1Hz) 100kHz (0.001Hz) 10kHz (0.01Hz)

温度 — -4至1400°F (-20至760°C) — —

占空比 — 0.1至99.9% — —

二极管/导通性 — 是 导通性 —

数据保持 是 是 是 是

最小值/最大值 —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最大值

UL、ETL、CE、安全等级 CE, CAT III-300V ETL, CE, CAT III-600V UL, CE, CAT III-300V UL, CE, CAT III-300V

尺寸/重量 164x65x32mm/176g 200x66x37mm/ 205g 178x45x32mm/225g 178x45x32mm/225g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便携、多用，符合CAT III 
安全等级。
排除低能电流测量故障

迷
你

钳
形

表
轻便式钳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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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安

钳
形

表

380942 30A交流/40A 
直流真有效值迷你钳
形表(0.1mA分辨率)
低电流环境下精确度和分辨率最高

的仪表

•  交流/直流低电流测量，分辨率高

达 0.1mA(交流)和1mA(直流)

•  快速获取40段条形图

•  一键式自动归零，适用于直流电流测量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

•  配有测试引线、腕带、2节AA电池 
和便携箱

380950 80A  
交流/直流迷你钳形表 
钳口尺寸小 (0.5”/12mm)，适用于狭

窄空间 

•  1mA分辨率

•  电压、电阻、频率和占空比测量

•  自动关机

•  CAT III-600V

•  配有测试引线、便携箱和

两节1.5V AAA电池

MA61真有效值60A
交流钳形表 + 非接触
式试电笔
拥有高精度的交流电流表

•  紧凑的0.7”(17mm)钳口尺寸，可

实现在封闭的地方进行测量

•  具有真有效值，可在嘈杂环境中或者对

畸变波形或非正弦波形进行精确的测量

•  具有相对值功能

•  具有变频控制(VFC)功能：配备低通滤

波器，用于精确测量变频驱动信号

•  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NCV)

•  具有全量程过载保护功能

•  配备背光液晶显示屏

•  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

数保持在显示屏上

•  具有电池低电量指示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测试引线、便携箱和两节AAA电池

MA63真有效值60A
交流/直流钳形表 + 
非接触式试电笔
拥有高精度的交流和直流电流表

•  紧凑的0.7”(17mm)钳口尺寸，可实现在 
封闭的地方进行测量

•  具有真有效值，可在嘈杂环境中或者对

畸变波形或非正弦波形进行精确的测量

•  具有直流电流和直流归零功能

•  具有变频控制(VFC)功能：配备低通滤

波器，用于精确测量变频驱动信号

•  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NCV)

•  具有全量程过载保护功能

•  配备背光液晶显示屏

•  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

数保持在显示屏上

•  具有电池低电量指示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测试引线、便携箱和两节AAA电池

规格 380942  N 380950 MA61  N MA63  N

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 — 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

显示计数次数 4000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 4000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 6000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 6000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

钳口大小/电缆大小 0.9" (23mm); 4/0 AWG 0.5" (12mm); 3/0 AWG 0.7" (18mm); 300MCM 0.7" (18mm); 300MCM

交流电流 400mA, 4A, 30A 4.000A, 80.0A 600mA, 6000mA, 60A 600mA, 6000mA, 60A

直流电流 4A, 40A 4A, 80A — 6000mA, 60A

最高分辨率 AC: 0.1mA, DC: 0.001A 1mA 0.1mA(交流) 0.1mA(交流)、1mA(直流)

基本 ACA 精度(读数的 %) ±1.5% ±2.5% ±2.0% 交流：±2.0%，直流：±2.0%

交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400V (0.1V) 600V (0.1mV) 6V, 60V, 600V (1mV)  6V, 60V, 600V (1mV)  

直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400V (0.1V) 600V (0.1mV) 600mV, 6V, 60V, 600V (0.1mV) 600mV, 6V, 60V, 600V (0.1mV)

电阻(最高分辨率) — 40MΩ (0.1Ω) 600, 6k, 60k, 600k, 6M, 60M (0.1Ω) 600, 6k, 60k, 600k, 6M, 60M (0.1Ω)

电容(最高分辨率) — — 6.2nF, 620µF, 62mF (1pF) 6.2nF, 620µF, 62mF (1pF)

频率(最高分辨率) — 10MHz (0.001Hz) 10Hz至60kHz (0.001Hz) 10Hz至60kHz (0.001Hz)

二极管/导通性 — 导通性 是 是

数据保持 是 是 是 是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大值 — —

UL、ETL、CE、安全等级 UL, CE, CAT III-300V CE, CAT III-600V ETL, CE, CAT III-300V, CAT III-600V ETL, CE, CAT III-300V, CAT III-600V

尺寸 178x45x32mm 210x70x37mm 175x60x33.5mm 175x60x33.5mm

重量 225g 200g 170g 170g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毫安钳形表

轻便尺寸， 
优质性能
适用于在工厂维护、电气、HVAC和电信工作中执行基本

的故障诊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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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强

度
电

流
钳

形
表

 MA1500 CAT IV 
1500A交流/直流真
有效值钳形表+非接
触式试电笔
集成的非接触式试电笔，可在测试

前快速检查是否存在带电 

电线

•  非正弦波形精确读数的真有效值

•  包含万用表功能

•  冲击电流测量功能可在电机

启动过程中捕捉瞬时电流

•  相对模式功能，适用于电

容归零和偏移调整

•  数据保持、峰值保持、最小

值/最大值和自动关机

•  配有测试引线、常用细珠K型热

电偶探头、9V电池和便携箱

380926 CAT IV 
2000A交流/直流
钳形表
具有满量程万用表功能，分

辨率可高达0.1μA/0.1mV；
符合CAT IV-600V安全等

级要求 

•  通过钳形表，可测量交流/
直流电流，分辨率达0.1A

•  2”的大号钳口，适用

于750MCM导体

•  数据保持

•  按下归零调整按钮，提

高直流电测量精度

•  配有内置支座、测

试引线和9V电池

MA3000系列  
CAT IV真有效值
3000A交流 
柔性钳形表
柔性钳口易于钳住用常规钳形

表难以触及的母线和电缆束

•   精确读数的真有效值

•   柔性夹具连接线长度：MA3010 
型号 — 10”(25.4cm) MA3018 
型号 — 18”(45.7cm)

•   0.3”(7.5mm)连接线直径； 
0.51”(13mm)连接线端口直径

•   自动量程交流电流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超出额定量程及电

池低电量指示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备两节AAA电池

CA3000系列* 
3000A交流柔性
钳适配器
扩展钳形表性能，以测量高达

3000A的交流电流

•  柔性夹具连接线长度： 
CA3010 型号 — 10”(25.4cm)
CA3018 型号 — 18”(45.7cm)

•  0.3”(7.5mm)连接线直径； 
0.51”(13mm)连接线端口直径

•  可在三个量程下测量交流电流

•  易缠绕的线夹，锁定或断开便捷

•  采用标准尺寸的香蕉插头输入， 
可与绝大多数仪表兼容

•  电池容量指示器可显示电池状态

•  配有内置柔性夹具连接

线、6.6英尺(2m)带香蕉插头

的引线，以及2节AAA电池

PQ2071 单相和三
相CAT IV 1000A
交流电功率钳形
表，带PC软件
功能包括功率、电流和频率测

量，具有USB接口

•  可测量有效功率、表观功

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

有功功率和相位角等(参见

第61页，了解详细信息)

•  对于火焰棒测试，可完成交流+直
流μA电流测量，分辨率为10nA

•  带条形图的双背光LCD显示屏

•  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 

带LED警示灯

•  可手动保存/撤销多达99个数据组

•  数据保持、最大值/最
小值和自动关机

•  含USB接口、电缆和软件，

可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分析

•  配有测试引线、USB电缆、 

PC软件、9V电池和便携箱

规格 MA1500  N 380926  N  MA3010  N  |  MA3018  N  CA3010  |  CA3018 PQ2071  N 规格

真有效值 是 是 是 — 是 真有效值

显示计数次数 40,000/4000 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带条形图(背光) 5000 次计数液晶显示屏(背光) 3000 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背光) — 9999 次计数的液晶显示屏，带条形图(背光) 显示计数次数

钳口大小/电缆大小 2.0" (52mm); 500MCM 2" (50mm); 750MCM  10" (25.4cm) |  18" (45.7cm)  10" (25.4cm) |  18" (45.7cm) 2.2" (55mm); 1000MCM 钳口大小/电缆大小

交流电流 1500A 400.0A，2000A(钳形表)； 
400mA(数字万用表)

0至30.00A, 30.00至300.0A, 300.0至3000A 30.00A(100mV 每安培输出)；
300.0A(10mV 每安培输出)； 
3000A(1mV 每安培输出)

1000A 交流电流

直流电流 1500A 400.0A，2000A(钳形表)； 
400mA(数字万用表)

— — — 直流电流

最高分辨率 0.01A 0.1A(钳形表)；0.1µA(数字万用表) 0.01A 0.01A 100mA 最高分辨率

基本 ACA 精度(读数的 %) ±2.8% ±2% ±(3%+5 digits) ±3%FS (45至500Hz) ±3%rdg 基本 ACA 精度(读数的 %)

交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750V (0.01mV) 1000V (1mV) — — 750V (0.1V) 交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直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1000V (0.01mV) 1000V (0.1mV) — — — 直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电阻(最高分辨率) 40MΩ (0.01Ω) 40MΩ (0.1Ω) — — — 电阻(最高分辨率)

电容(最高分辨率) 40mF (0.01nF) 50µF (10pF) — — — 电容(最高分辨率)

频率(最高分辨率) 40MHz (0.001Hz) 100kHz (0.001Hz) — — 50Hz至200Hz (1Hz) 频率(最高分辨率)

温度 -148至1832°F (-100至1000°C) — — — — 温度

二极管/导通性 是 是 — — 是 二极管/导通性

安全等级 CAT IV-600V CAT IV-600V CAT IV-600V , CAT III-1000V *CAT IV-600V , CAT III-1000V CAT III-1000V; CAT IV-600V 安全等级

UL/CE CE CE UL, CE UL, CE CE UL/CE

尺寸/重量 294x105x47mm/536g 255x73x38mm/380g  1280x120x25mm/170g; 
 350x130x25mm/200g

 280x120x25mm/170g; 
 350x130x25mm/200g

1292x95x38mm/522g 尺寸/重量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质保

更多功率 
钳形表
参见第60-61页， 

了解Extech整个 

系列的功率钳形表

*CA3010和CA 3018适配器符合 
CAT III- 1000V、CAT IV-600V类安全
等级，只能与达到相同CAT等级
的万用表和钳形表一起使用

轻松深入狭小空间、
测量大截面导体
柔性钳口易于钳住母线和电缆束。

CAT IV 高强度电流与功率钳形表/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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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和电流数据记录仪相位旋转测试仪

PRT200 非接触式相位旋转测试仪 

检查相序和相态；测试电压高达1000VAC；带LED和声音指示

• 完全绝缘的非接触式鳄鱼夹(钳口较宽)

• 75至1000VAC输入电压；45至65Hz频率量程

• LED显示相位方向(顺时针或者逆时针)以及各相位是否带电

• 具有耐用的外壳，安装有磁铁

• 可调节的LED亮度开关，可实现在光线昏暗区域中或者日光下的测量作业

• 电池低电量警告

• 自动关机功能，可在不使用时节省电池使用寿命

• 符合CAT IV-600V安全等级要求

• 尺寸：118x69x38mm；重量：370g
• 1年质保

• 配有三个内置30” (76cm) 测试引线(带较大的颜色
编码鳄鱼夹)、四节AA电池和便携箱

订购

PRT200 非接触式相序测试仪

480400/480403 电机旋转和三相测试仪

检查三相相序和电机旋转情况

•  测试三相电源的相位方向

•  显示相位方向(顺时针或者逆时针)以及各相位是否带电

•  方便打开鳄鱼夹(钳口较宽)

•  耐用的双层铸模外壳

•  1年质保

•  配有电缆和2个颜色编码的鳄鱼夹、便携箱和9V电池(对于480403)

 480400 三相测试仪

• 多线路LCD显示屏；无需电池

 480403 电机旋转和三相测试仪

• LED显示电机旋转情况和相态

• 显示电机的旋转方向

• 无需接触，便能测定电机的旋转

规格 480400 480403
相序 是 是

电压 40至600V 40至600V

频率 15至400Hz 2至400Hz

电机旋转 — 是

CE/安全等级 CE, CAT III-600V CE, CAT III-600V

尺寸 130x69x32mm/130g

订购

480400 三相旋转测试仪

480403 电机旋转和三相测试仪

SD900/SD910 3通道数据记录仪

只需使用一台仪表，便可轻松监控并记录来自3个外部传感器、换能器和其它来源

的直流mA值和直流mV值
•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能够以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在SD卡上， 
方便传输到PC

•  用户可以选择数据采样速率：2、5、10、30、60、120、300、600秒或者自动

•  配有6节AAA电池，SD存储卡、通用交流适配器(带多种插头：美国、欧洲、 
英国和澳大利亚)、3输入连接插座和安装支架

SD900型号(直流电流)
•  配有三显示液晶显示屏，可同时显示3个直流电流(mA)通道

SD910型号(直流电压)
•  配有三显示液晶显示屏，可同时显示3个直流电压(mV)通道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直流 mA 电流(SD900) 0至20mA 0.01mA

直流 mV 电压(SD910) 300.0mV, 3000mV 0.1mV, 1mV

存储器 利用4G SD存储卡可记录约2.7M读数

尺寸 132 x 80 x 32mm

重量 199g

订购

SD900 3通道直流电流(mA)数据记录仪

SD910 3通道直流电压(mA)数据记录仪

DL150/DL160真有效值交流电压/电流数据记录仪

选择具有单输入或双输入的型号，以进行数据记录

•  可以通过USB接口将读数下载到PC中；并利用所含软件进行分析或者 
输出至电子数据表内

•  液晶显示屏可显示时间/日期、电流读数、最小值/最大值、以及是否超过警告设置

•  具有自动关机和电池检查功能

DL150型号(单输入)
•  可测量真有效值交流电压或者电流

•  具有常值、峰值和捕捉(用户规定触发等级)记录模式

•  配有电流钳形表、测试引线、鳄鱼夹、USB线缆、Windows®

兼容软件、通用交流适配器和4节AAA电池；1年质保

DL160型号(双输入)
•  可同时测量：

 - 两个真有效值交流电压输入或者

 - 两个交流电流输入或者

 - 一个交流电压输入和一个交流电流输入

•  配有两个电流传感器模块、两个电压传感器模块、两套测试引线、两套鳄鱼夹、USB
线缆、Windows®兼容软件、通用交流适配器、4节AAA电池以及两粒2032纽扣电池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交流电流 10至200A 0.1A ±(读数的 2% ± 1A)

交流电压 10至600V 0.1V DL150：±(读数的 1.5%±1V)； 
DL160：±(读数的 2%±1V)

存储器 DL150：100,000个点； 
DL160：262,000个点(单通道)，131,000个点(双通道)

采样速率 1 秒至 24 小时

PC接口 USB含软件

尺寸/重量 114 x 63 x 34mm/248g

订购

DL150 真有效值交流电压/电流数据记录仪

DL160 双输入真有效值交流电压/电流数据记录仪
DL150型号 DL160型号

480403

480400

MG300-MTK第19页MA640-K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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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810 电气 
测试引线套装

双层绝缘并符合CAT III-1000V等级要求， 

可保护人员安全

•  两根40” (1m) PVC引线延长线(1000V等
级)，各端部都有护套式香蕉插头；CE

•  两个非常尖锐的、长为0.16” (4mm) 的不锈
钢尖头插入式测试探针，带可拆卸式 
控制尖盖

•  两个不锈钢的平头测试探针(长0.6”/15mm)

•  两个柱塞驱动的伸缩式钳夹，钳口宽度为 
0.75” (19mm)；CE 

订购

TL810 电气测试引线套装

TL809 电子 
测试引线套装

完美适用于数字电路测试 

•  两根42” (1m) PVC引线延长线，两端均带有
护套式香蕉插头CAT III-1000V等级，UL/CE

•  两个模块化4” (102mm) 耐用型测试探针手
柄，带0.16” (4mm) 长的香蕉插头以及可
拆卸式控制尖盖；CAT III-1000V，UL/CE

•  两个柱塞迷你钩

•  两个鳄鱼夹，带可拆卸式绝缘装置；UL/CE
•  包括3隔间可密封尼龙袋，可收纳/保护 

测试引线

订购

TL809 电气测试引线套装

测试引线尖端用 
TL806/TL807C鳄鱼夹

方便使用测试引线

•  TL806 — 超大号双层绝缘的CAT III-1000V 
夹子配合香蕉插头接插线使用钳口开度高达 
0.8” (20mm)，带尖齿，方便刺穿绝缘电线符 
合IEC1010要求TL810或TL809的可选配件 

•  TL807C — 带绝缘橡胶套的鳄鱼夹与测试引 
线紧配；CAT IV-600V，CAT III-1000V；通
过10A UL认证。能与TL803和TL805测试引 
线兼容 

订购

TL806 TL810或者TL809用的超大号鳄鱼夹

TL807C TL803用的绝缘鳄鱼夹

TL805 双注塑 
测试引线

防滑的舒适把手 

•  专业级测试引线双涂层硅导线，内层为白色 
耐用的镀铬黄铜尖端，0.16” (4mm) 长，带 
可拆卸式控制尖盖

•  护套式无扭香蕉插头，可减少插座磨损“超 
柔韧”模铸应力消除装置，提高电缆柔韧度 
D形指套可与大多数万用表兼容10A容量符合 
CAT IV-1000V等级要求通过UL认证

•  可选配件 — 绝缘的鳄鱼夹 (TL807C)，如上 
文所示

订购

TL805 双注塑测试引线

TL900 SafeSense™  
CAT IV 熔断测试引线

采用通过UL认证的SafeSense™技术

•  采用SafeSense™技术，便于用户了解
正在测量的目标区域是否存在电压，
还带有熔断丝，进一步提升安全性

•  配有两根镀有双层硅胶的测试引线
(5.3英尺/1.6m)，采用磨损指示构造

•  采用标准的90°带护套式香
蕉至香蕉插塞接头

•  配有两根带内置可更换式保险丝的CAT 
IV探针(1000V、11A、20kA断流容量)

•  CAT IV-600V、CAT III-1000V、10A
•  每根探针带2mm探头，且各配有一个 

用于连接配件的4 mm镀黄铜卡栓螺纹 
尖(可拆卸)

订购

TL900 SafeSense™ CAT IV 熔断测试引线

TL803 标准 
测试引线

配有保护尖盖，确保安全存放

•  标准备用测试引线配有护套式香蕉
接头，模铸应力消除装置可与大
多数万用表兼容10A容量符合CAT 
III-1000V等级要求通过UL认证

•  具有两个非常尖锐的长为0.16” (4mm) 
的尖端，带可拆卸式控制尖盖

•  可选配件 — 绝缘的鳄鱼夹 (TL807C)， 
如上文所示

订购

TL803 标准测试引线

TL808-KIT工业级 
测试引线套装

8件式套装，符合CAT III-1000V安全等级

要求

•  两根42”(1m)PVC引线延长线，两端均带有 
护套式香蕉插头，通过UL认证

•  两个模块化4”(102mm)耐用型测试探针手
柄，带0.16”(4mm)长的香蕉插头，通过UL 
认证

•  两个带绝缘橡胶套的标准尺寸鳄鱼夹

•  两个超大号双层绝缘的鳄鱼夹，带尖齿，方
便刺穿绝缘电线。钳口开度为0.8”(20mm)

•  配有宽敞便携袋，可用于收纳该套装以及 
仪表

订购

TL808-KIT 工业级测试引线套装

TL806
TL807C

测试引线和配件

TL726 双层模铸硅制 
测试引线组件

直角和直端挠性电缆，带护套式香蕉插头 

•  长63” (1.6m)
•  保护套管和绝缘护套

•  1000V，10A
•  CAT IV-600V；CAT III-1000V

订购

TL726 双层模铸硅制测试引线组件

TL708/TL709 鳄鱼夹 
组件

齿形钳口，确保牢牢抓握细线

 TL708耐用型大号鳄鱼夹 

•  1000V，6A，CAT IV-600V；CAT III-1000V
•  钳口长1” (26mm)；钳口开度1.6” (40mm)； 

总长4.2” (107mm)
 TL709中号鳄鱼夹

•  1000V，10A，CAT III-1000V
•  钳口长1.4” (37mm)；钳口开度0.8” (20mm) 

总长3.9” (98mm)

订购

TL708 耐用型大号鳄鱼夹

TL709 中号鳄鱼夹

TL740 工业级柱塞式 
测试夹子组件

带钢制钳口的弹簧式夹头

•  1000V，10A
•  钳口开度0.6” (15mm)
•  总长6.1” (155mm)
•  CAT III-1000V

订购

TL740 工业级柱塞式测试夹头组件

PQ500/PQ1000 CAT IV 
测试引线套装

带四根测试引线的套装，用于电力质量分

析仪；带两根测试引线的套装，用于其它

测试设备  
•  10 ft测试引线(香蕉至香蕉)

•  测试探针、鳄鱼夹、长杆弹簧式夹头、符
合 
人体工学要求的成型握把

•  CAT IV-600V/CAT III-1000V
PQ500测试引线组件

•  2f 2线测试引线套装(仅黑色和红色)

PQ1000测试引线组件

•  3f 4线测试引线套装(黑色、红色、蓝色、 
黄色)

订购

PQ500 2相2线测试引线套装

PQ1000 3相4线测试引线套装

TL748 弹簧式 
钩尖探针

夹紧部件引线和细线的理想之选

•  1000V，5A最大值

• 夹紧直径0.04” (1mm)
• 总长4.7” (120mm)
• CAT IV-600V；CAT III-1000V

订购

TL748 弹簧式钩尖探针

TL709
PQ1000

TL708

测试引线和配件

熔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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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试电笔 多功能电气测试仪

VT30 多功能电压测试仪

电压测试仪、导通测试表和相位测试仪，带闪光灯 

• 具有大型LCD显示屏(带数字条形图)

• 交流电压(0至480V)和直流电压(0至690V)
• 符合EN61010-1 CAT IV-600V和CAT III-600V安全等级要求

• 具有交流/直流电压LED指示灯

• 具有直流极性LED指示灯；导通蜂鸣器；较低阻抗；双层模铸外壳

• 电机相位旋转测试

• 尺寸：240x78x40mm；重量：237g

• 配有2个AAA电池、防护盖和软盒；1年质保

订购

VT30 数字电压测试仪(带条形图)

 
DV25 双量程 
交流电压笔 + 带照明灯

两个可选量程，适用于高低非接触式 

交流电电压检测

•  2个量程：24至1000VAC 和 100至1000VAC
• 符合CAT IV-1000V安全等级要求

• 适合嵌入插座内或者通过电线绝缘测试

• 适用于50/60Hz电路

• 声音和可视电压显示

• 内置明亮照明灯，带On/Off(开/关)按钮

• 尺寸：159x25mm
 重量：42g
• 1年质保

• 配有便携式夹头和两节AAA电池

订购

DV25 双量程交流电压笔 

DV26 CAT IV 
非接触式 
交流试电笔 + 闪光灯

耐用的CAT IV级非接触式试电笔(NCV)
•  检测100V至1000V的交流电压

•  符合CAT IV-600V、CAT III-1000V 
安全等级要求

•  适合嵌入插座内或者通过电线绝缘测试

•  适用于50/60Hz电路

•  具有声音和可视电压显示

•  当开启设备，准备使用时，绿色LED指示灯 
点亮

•  内置明亮照明灯，带On/Off(开/关)按钮

•  尺寸：159×25mm 
重量：42g

•  1年质保

•  配有便携式夹头和两节AAA电池

订购

DV26 CAT IV 交流试电笔

DV23 CAT IV 
交流试电笔

符合CAT IV安全等级要求，实现高达

600VAC交流电压的非接触式检测

•  检测50V至600V的交流电压

•  符合CAT IV-600V安全等级要求

•  适合嵌入插座内或者通过电线绝缘测试

•  适用于50/60Hz电路

•  具有声音和可视电压显示

•  尺寸：159×25mm 
重量：42g

•  1年质保

•  配有便携式夹头和两节AAA电池

订购

DV23 交流试电笔

40130 交流电压笔， 
带On/Off(开/关) 
蜂鸣器按钮

实现高达600VAC交流电压的非接触式检测

• 检测100V至600V的交流电压

• 适用于50/60Hz电路

• 尖端紧配入插座内或者通过电线绝缘测试

• 红色LED灯闪烁；ON/OFF按钮；蜂鸣器 
 指示灯

• 定位电源线的破损处

• CAT III-600V
• 尺寸：152x19x25mm 
 重量：57g
• 1年质保

• 配有便携式夹头和两节AAA电池

订购

40130 交流试电笔

DV40非接触式 
交流试电笔 +  
红外测温仪

非接触式试电笔，可实现非接触式温度

测量

•  检测50V至1000V的交流电压

•  尖端紧配入插座内或者通过电线绝缘测试

•  具有电池低电量指示和自动关机功能

•  CAT III-1000V
•  内置红外测温仪功能

量程：-20至445°F(-30至230°C)
 - 分辨率：0.1°
 - 视场角：1:1
 - 发射率：固定0.95
•  尺寸：159×25mm； 

重量：42g
•  配有便携式夹子和三粒LR44电池； 

1年质保

订购

DV40 交流试电笔 + 红外测温仪

 
DVA30 非接触式交流电压 
和电流组合检测器

以灵敏度调节功能，检测并精确确定宽量程 

的电压和电流 

•  这是唯一的交流电流(200mA至1000A)和 
电压(12V至600V)二合一检测器，适用于 
电气测试

•  高音量声音和明亮可视电流和电压检测 
指示灯

•  灵敏度调节可增加或者降低传感器触发阈值

•  CAT III-600V
•  尺寸：192x31x24mm 

重量：60g
•  1年质保

•  配有便携式夹头和四粒LR44纽扣电池

订购

DVA30 非接触式电压/电流检测器

 
DV30 可调交流试电笔 
(带灵敏度调节功能)

实现不低于12VAC交流电压的非接触式检测 
• 检测12V至600V的交流电电压

• 声音和可视电压显示

• 灵敏度调节可增加或者降低传感器触发阈值

• 自测试功能

• CAT III-600V
• 尺寸：155x28x25mm 
 重量：42g
• 1年质保

• 配有便携式夹头和四粒LR44纽扣电池

订购

DV30 可调交流电压笔

本页的所有产品均通过 UL 和 CE 认证。DV40 通过 ETL 和 CE 认证。

多功能电压测试仪可测量
插座内的电压并实施三相
相序测试其功能包含内置
照明灯。

ET10 GFCI 插座测试仪

确认GFCI工作；测试三线插座的接线故障

•  测试GFCI电路

•  检测五种接线故障:接地断开、零线断开、
火线断开、火线/接地颠倒、火线/零线颠倒

•  配有标准的北美三脚插头

•  1年质保

订购

ET10 GFCI插座测试仪

ET15 插座测试仪

测试三线插座的接线故障

•  检测五种接线故障:接地断开、零线断开、
火线断开、火线/接地颠倒、火线/零线颠倒

•  配有标准的北美三脚插头

•  1年质保

订购

ET15 插座测试仪

仅限美国市场订购 仅限美国市场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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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测试仪和钳形表适配器

ET20双指示器试电笔

快速识别带电电压

•  可检测100至250V交流/直流电压

•  探针可卡在外壳上，便于单手进行插座测试

•  配有较大的高亮度氖灯指示器，有助于轻松 
识别是否存在电压

•  1年质保

订购

ET20 双指示器试电笔

ET30A自动电路测试仪

适用于汽车、拖车、船只和其它低压电路

系统

•  可检测6至24V直流电压

•  是检查保险丝、电路、开关和 
接线的理想之选

订购

ET30A 自动电路测试仪

ET40耐用型导通测试表

适用于检测保险丝、开关、继电器和接线

•  可用于测试保险丝、电线、电灯、接地连接

•  配有30”(76cm)长的测试引线，带鳄鱼夹

订购

ET40 耐用型导通测试表

温度探针、移动电源和便携包

TP200 K型 
管夹热电偶探头

无需手持，无需使用胶带或者Velcro®， 

便能完成过热/过冷温度测量 
•  弹簧式钳口，确保牢固夹紧直径为

0.25”(6.35mm) 至 1.5” (38mm) 的管道

•  可配合带K型输入的任何测温仪或者 
万用表使用

•  测量量程：-4至200°F(-20至93°C)

•  ±5%FS的基本精度

•  配有附着的36” (0.9mm) 电缆和K型接头

订购

TP200 K型高温管夹探头

CA250 400A 交流/直流 
钳形适配器+非接触式 
试电笔

内置非接触式交流电压笔 
•  1.2” (30mm) 钳口

•  可以两个量程测量交流/直流电流：

 0至40A(每个电流输出为10mV)和
 0至400A(每个电流输出为1mV)
•  ±2.5%基本精度；CAT III-600V；
•  直流归零调节

•  可选CA250-NIST
•  尺寸：146x60x32mm
 重量：226g
•  配有内置3.8ft (1.1m) 电缆(带香蕉插头)和

 两个AAA电池；1年质保

订购

CA250 400A交流/直流钳形适配器 + NCV

CA3000系列3000A交流柔
性钳适配器

扩展钳形表性能，以测量高达 3000A 的交

流电流

•  柔性夹具连接线长度： 
CA3010型号 — 10”(25.4cm) 
CA3018型号 — 18”(45.7cm)

•  0.3”(7.5mm)连接线直径； 
0.51”(13mm)连接线端口直径

•  采用标准尺寸的香蕉插头输入，可与 
绝大多数仪表兼容

•  配有内置柔性夹具连接线、6.6 英尺(2m)
带香蕉插头的引线，以及2节AAA电池

订购(具体参数详见第33页)

CA3010 3000A 交流钳形表适配器

CA3018 3000A 交流钳形表适配器(18”/457cm)

CA-EXTECHTB专业工具包

坚固耐用，采用耐用型布料制成，底部涂有橡胶以增加耐磨性

•  设有宽敞、带拉链的大号储物袋，以及10个内口袋

•  设有9个便利的外部口袋，适合盛放小工具和配件；侧部另设有一个中号网袋

•  配有舒适的可调节和可拆卸式肩带(长约4.4英尺/1.3m，含金属夹)
•  提手经橡胶处理，以提供舒适的抓握感

•  正面设有两个可调节的带子

•  尺寸：43.2×22.9×29.2cm；重量：2kg

订购

CA-EXTECHTB 专业工具包

409992 409996

409997 CA500

CA899 CA900

订购

409992 小号便携包
6.25x4.5x1”  
(159x114x25mm)

409996 中号便携包 
7.8x5.3x1.6”  
(197x133x41mm)

409997 大号便携包
9.5x7x2” 
(243x178x51mm)

CA500 带肩带和侧袋的便携包
7.4x3.5x2.5” 
(188x89x64mm)

CA899 带肩带的大号便携包10x5x3”
(254x127x76mm)

CA900 数字万用表套装用 
宽型便携包
9.8x8x2” 
(248x203x51mm)

保护用柔软包
TP870/3/5 K型 
热电偶探头

细珠热电偶探头应配合万用表使用，具备 

K型温度测量功能

订购

TP870 带K型接头的细珠探头
(-40至482°F/-40至250°C)

TP873 带K型接头和香蕉适配器的细珠探头
(-22至572°F/-30至300°C)；通过
CE认证

TP873-5M TP873探头，带16.4英尺(5m)电缆

 TP875 带K型接头和香蕉适配器的高温细珠
探头(-58至1000°F/-50至538°C)；
通过CE认证

TP870 TP873 TP875

仅限美国市场订购 仅限美国市场订购

ET25电压测试仪

当存在电压时氖灯会发光提示

•  90至300V交流/直流电压测试仪

•  配有交流/直流氖管指示器

•  配有便携式夹子和绝缘外壳

•  1年质保

订购

ET25 电压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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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0-KIT 电气检修套装

便携式电气检修套装具有5大功能

•  CB10 断路器探测器(参见下文，了解详细信息)—快速定位断路器，并发出声音和 
可视警告

•  CT20 导通测试表/查线器(第44页)—使用导通测试表，确认局部导通性或者远 
程接线情况；通过高亮闪烁的LED和节奏强、声音响亮的蜂鸣器，完成导通测试 

•  DV20 交流试电笔/照明灯—完成100VAC至600VAC的交流电压非接触式检测

•  该套装采用软质便携箱包装，可保护仪表和配件并将其收纳整齐；1年质保

订购(请访问WWW.EXTECH.COM，详细了解产品的规格信息)

CB10-KIT  电气检修套装

CB10 断路器探测器/插座测试仪

此款三合一测试仪可定位保险丝，测试插座和GFCI电路

•  将发送器测试仪插入插座内，并将正确的断路器固定在配电箱内

•  手动调节灵敏度，以精确定位正确的断路器

•  将发送器和接收器连接在一起，以方便储存

•  发送器/测试仪： 
- 测试GFCI电路

 - 测试反接/开路连接

 - 以LED显示2种测试情况和6个接线故障

 - 以指示灯显示电路状态

•  尺寸/重量：接收器：162x55x38mm/113g； 
发送器：83x44x25mm/45g

•  配有一个接收器、一个发送器测试仪和接收器用9V电池；1年质保

订购

CB10 断路器探测器

CB20 断路器探测器/插座测试仪

此款三合一测试仪可定位保险丝，测试插座和GFCI电路

•  将发送器测试仪插入插座内，并将正确的断路器固定在配电箱内

•  具有基于微处理器的自动灵敏度调节功能

•  设计符合人体工学要求

•  具有声音/可视指示以及电池低电量指示灯

•  发送器/测试仪： 
- 测试GFCI电路

 - 测试反接/开路连接

 - 以LED显示2种测试情况和6个接线故障

 - 以指示灯显示电路状态

•  尺寸/重量：接收器：196x55x36mm/136g； 
发送器：118x60x35mm/91g

•  配有一个接收器、一个发送器测试仪和接收器用9V电池；1年质保

订购

CB20 断路器探测器/插座测试仪

电路分析仪和电路识别仪 断路器探测器和插座测试仪

CT70/CT80 AFCI, GFCI和交流电路分析仪

检查AFCI/GFCI插座和断路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 交流负载测试仪

 - 选择12、15和20Amps的负载

 - 测量负载和无负载的交流线路的电压(90.0至240.0V)
 - 计算并显示0.1至99.9%的压降和线路阻抗

 - 显示峰值线路电压(350.0V)和频率(45.0至65.0Hz)
•  插座测试仪功能  

- AFCI(仅型号CT80)
 - GFCI跳闸电流

 - GFCI跳闸时间

 - EPD跳闸电流

 - 中性线至接地线的电压

 - 带电线路、中性线和接地线阻抗

 - 开路线或者反接线

 - 有效短路电流(ASCC) 
•  超温保护

•  尺寸/重量：203.2x71.1x50.8mm/1317.5g
•  配有交流测试线(标准北美三脚插头)；1年质保

订购

CT70 带GFCI的交流电路分析仪

CT80 带GFCI和AFCI的交流电路分析仪

CT70-AC 备用交流电源/测试仪线缆

注：两个型号产品都配有标准的北美三脚插头

两个型号均能测试三线标准和
GFCI插座。检测到问题时，显
示屏变红。CT80还具有AFCI
功能。

CT70 
(GFCI功能) CT80 

(AFCI/GFCI 
功能)

套装购买享受更多优惠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仅CT70

仅限美国市场订购 仅限美国市场订购

仅限美国市场订购

仅限美国市场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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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探测器、电池测试仪和数字显微镜导通测试表、电缆识别仪和音频发生器

TG20查线器套装

可轻松从始端到末端查找电线

•  发送器带有末端连接到标准RJ11电话接头的输出电缆

•  发送器向电缆注入可追踪信号，检查电话线并执行导通性检查

•  非接触式探头识别所选电线或电缆并发出声音提示

•  可用于测试电话线是否正常工作

•  具有可调节的灵敏度控制功能，可提高电线识别能力，消除错误检测

•  具有导通性测试功能 - 带可视指示

•  尺寸/重量：探头: 220×50×32mm/91g；发送器:65×68×28mm/91g
•  配有查线器探头，带RJ11电话接头和一对鳄鱼夹的发送器和两节9V电池；1年质保

订购

TG20 查线器套装

BT100 电池电量测试仪

电池工作时，交流毫欧表每数秒检查电池状态

•  联机测试，无需断开电池

•  数据记录仪可以手动方式储存多达999次测试或者以持续模式储存
多达9600个数据组；通过软件(已含)，可将读数下载到PC上

•  同时测量直流电压和交流电电阻

•  电池使用寿命长达7小时；自动关机功能可节省电池寿命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电阻 40mΩ, 400mΩ, 4Ω, 40Ω 10µΩ, 100µΩ, 1mΩ, 10mΩ  ±(1% rdg ± 10d)

电压 4V, 40V 1mV, 10mV ±(0.1% rdg ±6d)

最大输入电压 50VDC 50VDC

尺寸/重量 250x100x45mm/500g

订购

BT100 电池电量测试仪

BT102 120V交流适配器

MD10 非接触式磁力探测器 + 照明灯 
无需接触，也能检测磁场是否存在

•  蓝色LED点亮，实施可视磁场检测，包括交流、直流和永磁检测

•  磁场检测量程：63H、98H、401H、810H
•  适用于检测音响喇叭、检修气动和液压控制设备中电磁阀以及测试带线圈的继电器和 
车辆和机械内电控电磁阀

•  尺寸紧凑，配有便携式夹子和带On/Off(开/关)按钮的内置强光照明灯

•  尺寸：159x21x25mm； 
重量：48g

•  配有两节AAA电池；1年质保

订购

MD10 非接触式磁力探测器 + 照明灯蓝色LED，可实现磁场的可视显示；强光闪光灯，
有助于在光线昏暗的区域进行查看

CT20 专业级导通测试表/电线识别仪 
只需一个人，便能完成本地和远程电缆测试

•  通过高亮闪烁的LED和节奏强且声音响亮的蜂鸣器，完成正极导通性检查

•  利用外部探头，远程识别线对和电缆

•  识别电线的距离可长达10,000英尺 (3000m)；电缆尺寸至少为26AWG
•  闪烁的远程探头-两个引导式双色(红色/绿色)LED探头一次可协助一名用户识别多
达三根电线或者电缆，只需一次到另一端位置的跳闸操作，便能完成正确标记。

•  堪称电工和助手、有线电视和音频系统安装人员、警报器技术人
员、HVAC安装人员和汽车维修技术人员的理想选择。

•  尺寸：90x57x29mm；重量：260g
•  1年质保

•  含带双色LED的远程探头，可突出显示确认的电线

订购

CT20 专业级导通测试表

 

CT40 16 线电缆识别仪/测试仪套装 
电气/电子电路—识别多达16根局部或者远程线路

• CATIII-600V万用表具有7种功能

• 发送器/接收器使一人便能远程识别多达16根电线

• 发送器具有两个红色LED灯，接收器具有两位数的蓝色LED显示屏

• 包含供发送器用的17个内置鳄鱼夹以及供接收器用的2个内置鳄鱼夹

• 电缆电阻最大为30kΩ
• 电线电压检查范围为5至16VDC
• 数据保持、最大值保持、自动关机；电池低电量指示灯(发送器/接收器)

• 1年质保

• 配有16线发送器、万用表/接收器、电池和便携箱

万用表规格

直流/交流电压(基本DCV精度) 0.1mV至600VDC/1mV至600VAC (±1.0%DCV)

直流/交流电流 0.1µA至200mA

电阻 0.1Ω至20MΩ

二极管/导通性 是

尺寸/重量 162x74.5x44mm/308g

订购

CT40 16线电缆识别仪/测试仪套装

40180 音频发生器和放大器探头套装 

具有可听音的耐用型套装，方便识别电线和电缆

• 绝缘感应探头防止导体短路

• 测试电线路径、导通性、畅通/繁忙/振铃线路；识别正极和负极

• 配有非终接电缆用鳄鱼夹以及可直接连接到电话和网络接线的标准接头

• 配有内置喇叭和灵敏度控制功能

• 尺寸：探头:228x57x25mm； 
 发生器:64x64x38mm/重量：272g
• 1年质保

• 配有放大器探头和音频发生器(带鳄鱼夹和标准RJ11电话和RJ45数字接头电缆)、 
 9V电池和便携箱 

订购

40180 音频发生器和放大器探头套装

包含带电缆的软件、Kelvin鳄鱼夹、 
Kelvin测试引线和6节AAA电池。 
1年质保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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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效值图示万用表/示波器LCR测定仪

MS420 20MHz二通道数字手持式示波器

3.8”(96mm)彩色LCD显示屏，简化多种波形的查看操作

•  20MHz带宽

•  自动设置功能，可优化位置、量程、时基和触发，确保稳定限值基本上所有波形

•  峰值检测功能，确保50ns突波干扰捕捉

•  XY模式

•  五种自动测量模式：频率、占空比、平均值、峰值至峰值、有效值

•  波形运算：加、减、乘、除

•  平滑波形用平均值模型

•  观察动态信号用的持久模式

•  保存和调用多达4个波形屏幕和设置

•  USB接口和PC软件，用于传输波形和数据 

规格

显示屏大小 3.8” (96mm) 彩色LCD；320x240像素

带宽 20MHz

实时采样速率 100MS/s

上升时间 17.5ns

通道数量 2

记录长度 每通道6K点

突波干扰捕捉 50ns

垂直灵敏度 5mV至5V/div

垂直分辨率 8位

时基范围 5ns至5s/div

采样模式 采样、平均值、峰值检测

触发模式 自由运行、单发、边缘、视频

触发源 CH1, CH2

触发耦合 交流、直流

输入阻抗 1MΩ/20pF

最大输入电压 400V(峰值)

光标测量 电压和时间

真有效值万用表功能

交流/直流电压 400mV, 4V, 40V, 400V

交流/直流电流 40mA, 300mA, 20A

电阻 400Ω, 4kΩ, 40kΩ, 400kΩ, 40MΩ

电容 51.2nF至100µF

二极管/导通性 是

PC接口 USB电缆

电源供应器 6小时Li-ion充电电池；交流适配器/充电器

尺寸/重量 180x113x40mm/690g

订购

MS420 20MHz二通道示波器

PWRCORD-MS420 MS420用欧洲电源线

配有两个1X/10X示波器
探头、测试引线、 
Windows®兼容软件、 
电容器测量模块、调整螺
丝刀、通用交流适配器和
便携箱；1年质保

软件PC屏幕显示模拟条形图和图示波形

LCR200 被动元件LCR测定仪

可完成L、C、R测量且测试频率高达100kHz 
•  20,000/2,000次计数背光显示屏，同时显示一次参数(L、C或者R)和 
二次参数Q(质量)、D(损耗)、R(电阻)、θ(相位)，或者ESR(等效串联电阻)

•  自动选择测量功能，默认测试频率为1kHz
•  五种测试频率

•  以绝对值或者百分比限值设置Hi/Lo限值

•  相对功能、自动关机(含禁用功能)、电池低电量和超量程指示灯

•  并联或者串联等效电路

•  配有内置测试夹具或者采用外部测试引线

•  开路和短路校准操作可消除测量过程中的不必要的杂散阻抗

•  配有测试引线和9V电池；1年质保

•  可选SMD钳子(LCR203)和插入式SMD元件夹具(LCR205)

规格 量程 基本精度

电感 20µH, 200µH, 2000.0µH, 20.000mH, 200.00mH, 2000.0mH, 
20.000H, 200.00H, 2000.0H 

±(0.5%rdg) 

电容 20pF, 200pF, 2000pF, 20.000nF, 200.00nF, 2000.0nF, 20.000µF, 
200.00µF, 2.0000mF, 20.00mF

±(0.5%rdg)

电阻 20.00Ω, 200.00Ω, 2.0000kΩ, 20.000kΩ, 200.00kΩ, 2.0000MΩ, 
20.000MΩ, 200.0MΩ

±(0.5%rdg) 

DF(带C) 0.000至999

Q 0.000至999

相位 ±90°

测试频率 100Hz/120Hz/1kHz/10kHz/100kHz

尺寸/重量 193 x 88 x 41mm/420g

订购

LCR200 被动元件LCR测定仪

LCR203 LCR200型号用SMD钳子

LCR205 LCR200型号用SMD元件夹具

380193 被动元件LCR测定仪

测量电感、电容和电阻以及二次参数 

•  20,000/10,000次计数背光显示屏，同时显示一次参数(L、C或者R) 
和二次参数Q(质量)、D(损耗)、R(电阻)

•  以绝对值或者百分比限值设置高/低(Hi/Lo)限值

•  并联或者串联等效电路

•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自动关机(含禁用功能)；自动显示熔断丝

•  配有内置测试夹具或者采用外部测试引线

•  开路和短路归零操作可消除测量过程中的不必要的杂散阻抗

•  相对模式、归零或者配备的参考

规格 量程 基本精度

电感 2000.0µH, 20.000mH, 200.00mH, 2000.0mH 
20.000H, 200.00H, 2000.0H, 10000H

±(0.7%rdg)

电容 2000.0pF, 20.000nF, 200.00nF, 
2000.0nF, 20.000µF, 200.00µF, 2000.0µF 

±(0.7%rdg)

电阻 20.000Ω, 200.00Ω, 2.0000kΩ, 20.000kΩ, 
200.00kΩ, 2.0000MΩ, 20.000MΩ

±(0.5%rdg)

DF(带C) 0至0.9999 ±(0.7%rdg)

Q 0至9999 ±(1.2%rdg)

测试频率 120Hz和1kHz

尺寸/重量 9.2x9.1x5.25cm/365g

订购

380193 被动元件LCR测定仪

153117 117VAC适配器

153220 230VAC适配器

配有软件、电缆、 
测试引线(带鳄鱼夹) 
9 V 电池和保护皮套； 
1年质保

LCR203 — 可选SMD钳子
供整理SMD元件用 

LCR205 — 可选SMD 
元件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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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源

382200/382202 数字量单通道输出直流电源 

可调节30V/1A和18V/3A供应器，带双LCD显示屏

•    恒压或恒流

•    双背光LCD显示屏、短路保护、电流限制、高负载/线路调节、低噪声/波纹、 
香蕉插头输出端子

•    配有电源线；1年质保

规格 型号382200 型号382202
显示屏精度(V、A) ±(1.5%rdg); ±(2%rdg) ±(1.5%rdg); ±(2%rdg)

电压输出，直流 30.0 Volts 18.0 Volts

电流输出，直流 0 – 1.00 Amp 0 – 3.00 Amps

波纹和噪声 <0.5mV/<3mA <0.5mV/<3mA

线路调节 < 0.01% + 3mV/< 0.2% + 3mA < 0.01% + 3mV/< 0.2% + 3mA

负载调节 < 0.01% + 2mV/< 0.2% + 3mA < 0.01% + 2mV/< 0.2% + 3mA

电源 115V/230V; 50/60Hz 115V/230V; 50/60Hz

尺寸/重量 240x108x154mm/2kg 240x108x154mm/3kg

订购

382200 直流电源供应器30V/1A

382202 直流电源供应器18V/3A 

382213数字量三通道输出直流电源

可调节至30V/3A(固定5V和12V输出)

•   可调节电压和电流输出

•   方便的揿扭接头，供固定5V/0.5A和12V/1A输出用

•   恒压或恒流、电流限制指示器、超载和短路保护、可变供应器用接线柱端子

•   配有电源线；1年质保

规格

显示屏 数字量(V&A)，3 位数，0.1 分辨率液晶显示屏

直流电压/电流输出 0 至 30 伏特/ 0 至 3 安培

波纹和噪声 <5mV

线路/负载调节 <0.05%+10mV

固定输出电压 5V/0.5A(恒定)，1A(最大值)；12V/0.5A(恒定)，1A(最大值)

电源 110/220VAC 50/60Hz

尺寸/重量 152 x 142 x 242/ 5kg

订购

382213  N 数字量直流电源供应器，115/220 VAC

电流限制的直流供应器，
供电子维修和校准

382260 80瓦特交换式直流电源

3个输出量程如同3个电源供应器合为一个

• 恒压或恒流，有3个可选量程

• 轻便式设计，配有4位数LED显示屏和前/后输出端子

• 远程感应，确保负载点处外加电压的精确度

• 配有交流电源线；1年质保

规格

电压输出(3个量程) 0.10至16.40V、0.10至27.60V、0.10至36.80V

电流输出(3个量程) 0.100至5.100A、0.100至3.100A、0.100至2.300A

基本精度 ±1%

波纹和噪声 <30mVpp

线路调节/负载调节 <4mV/ <20mV

电源 90-264VAC; 47-63Hz

尺寸/重量 330 x 127 x 53.5mm/1.9kg

订购

382260 80W交换式直流电源供应器

382270 210 瓦特四通道输出直流电源 

两个完全可调节的30V/5A输出结合2个辅助半调节输出

•  可选恒压和恒流模式

•  两个辅助输出(可变电压和固定电流)

•  串联模式下输出高达60V，并联模式下输出高达10A
•  包含4对测试引线(香蕉插头连至鳄鱼夹)和电源线；1年质保

规格

输出电压(4)/输出电流(4) 0至30V、0至30V、3至6.5V、8至15V/0至5A、0至5A、3A(固定)、1A(固定)

基本精度 ±(0.5%+2位数)

负载/线路电压调节 ≤0.02%+3mV

波纹和噪声 <0.5mVrms

电源 100至240VAC，50/60Hz

尺寸/重量 260x160x370mm/ 12kg

订购

382270 四输出直流电源供应器 

382280 200 瓦特三通道输出可编程直流电源

40V/5A可编程供应器，配有高分辨率的输出和200个测试设置存储器；1个可调输

出和2个固定输出

•  可选恒压和恒流模式

•  0至60秒的可编程超载延迟计时器

•  强制风冷风扇和双输出端子(供源头和监测仪连接装置用)

•  双向PC接口命令，可利用Windows®超级终端或类似PC通信程序，实现设置和反馈

•  配有电源线；1年质保

规格

可编程电压/电流输出 0至40V (1mV)/0至5A (1mA) 0.05% ±9mV/ 0.2% ±9mA

固定输出 5V/2A和3.3V/3A

波纹和噪声 < 3mV

负载调节 1mV/A

电源 110或者 220VAC，50/60Hz

尺寸/重量 310 x 250 x 135mm/3.8kg

订购

382280 三输出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

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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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275/382276 600 瓦特单通道输出实验室级直流电源

双效电压/电流控制装置—精调/粗调用按钮

• 输出电压/电流和On/Off(开/关)用远程控制装置

• 两个用户定义的电压和电流预设值和一个13.8V/20A工厂预设值

• 自动恒流分频、较高的RFI抗扰度和极佳的EMI
• 从零至全速的恒温控制风扇

• 配有电源线；1年质保

规格

输出电压/电流(分辨率) 0至30V (100mV)/0至20A (100mA)

基本精度 ±(0.5%+2位数)

负载/线路电压调节 50mV/ 20mV

负载/线路电流调节 100mA min/ 50mA min

波纹和噪声 <5mVrms

尺寸/重量 200 x 90 x 215mm/2.6kg

订购

382275 实验室级交换式直流电源供应器(120V)

382276 实验室级交换式直流电源供应器(230V)

DCP60 600W 单通道输出实验室级交换式电源 

高效的交换式电源供应器，波纹和噪声均较低，堪称要求严苛的实验室应用环境

的理想之选

• 660V/10A输出

• 利用前面板上的前面板辅助输出(10A主输出位于后面板上)，可将最大电流限制为5A
• 三个用户定义的电压和电流预设值

• 双效旋转编码器控制装置，配有精调和粗调用的按钮

• 输出电压/电流和On/Off(开/关)用远程控制装置

• 改变测试持续时间以及编程和运行上升/保持循环(带20个可编程电压/电流数据组) 
 的USB端口

• 1年质保

• 配有电源线和软件

规格

输出电压 1至60V

输出电流 1至10A

基本精度 ±(0.2%+3位数)

负载电压调节 50mV

线路电压调节 20mV

负载电流调节 100mA

线路电流调节 50mA

波纹和噪声 ≤5m Vrms, ≤100m Vp-p

尺寸/重量 200 x 90 x 215mm/2.6kgs

订购

DCP60 600W单输出实验室级交换式电源供应器(120V)

DCP60-220 600W单输出实验室级交换式电源供应器(220V)

直流电源

DT500 激光测距仪，带蓝牙®

激光测距仪将读数传输到Apple® iPhone®和iPad®设备集成的蓝牙功能能与 

大部分Android设备连接，以传输读数，实现远程查看

•  集成的蓝牙能与iOS设备连接，以传输读数，实现远程查看

•  通过免费的Apple应用程序，可在长达30英尺(10m)的距离处显示较大的且方便读取 
的数值

•  测量距离可长达229英尺(70m)，带靶板

•  自动计算面积和体积

•  利用勾股定理，完成间接测量

•  具备持续测量功能，每5秒完成最小值/最大值距离追踪更新

•  显示多个读数的和(+)/差 (-)，具有前或后边缘参考、电池低电量指示灯 
和自动关机功能

•  内置气泡水平仪能提供可视引导，方便确定表面是否水平

•  双层铸模外壳(IP54)
•  三脚架安装(可提供三脚架)

•  配有便携箱和2节AA 电池；1年质保

规格

测量量程 2”至229’(0.05至70m)，带靶板  
2”至164’(0.05至50m)，不带靶板

精度(高达32’/10m) ±0.06" (±1.5mm)

分辨率 0.0625" (0.001m)

长度加法计算 99'11" (99.99m)

面积计算 999.99 sq. ft. (999.99m2)

体积计算 999.99 cu. ft. (999.99m3)

历史记录 20个记录(测量的或计算的结果)

激光关机/自动关机 30秒后/3分钟后

尺寸/重量 135 x 58 x 33mm/203g

订购

DT500 激光测距仪(229ft/70m)，带蓝牙®

DT300 激光测距仪

激光距离测量功能和历史记录功能(测得或者计算所得结果)

•  测量距离长达164英尺(50m)，精度为0.06”
•  自动计算面积和体积

•  利用勾股定理，完成间接测量

•  具备持续测量功能，每0.5秒完成最小值/最大值距离追踪更新

•  加/减功能，前/后边缘参考，电池低电量指示灯，和自动关机功能

•  双层铸模外壳(IP54)
•  配有便携箱和2节AAA电池；1年质保

规格

测量量程 2”至164’(0.05至50m)

精度(高达32’/10m) ±0.06"(±1.5mm)

分辨率 0.001"(0.001m)

长度加法计算 99'11"(99.99m)

面积计算 999.99平方英尺 (999.99m2)

体积计算 999.99立方英尺 (999.99m3)

历史记录 测得或计算所得结果-20个记录

激光关机/自动关机 30秒后/3分钟后

尺寸/重量 115 x 48 x 28mm/150g

订购

DT300 激光测距仪(164ft/50m)

利用免费的Apple®应用
程序，可在长达30英尺
(10m)处，将读数传输至大
多数*Apple® iPhones®和
iPads®登陆itunes.apple.
com下载Extech DT500 
ExView™ 应用程序。

激光测距仪

Mac应用程序商店标识、Apple、iPhone、和iPad均为Apple Inc.的商标。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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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电阻/电阻率测试仪毫欧姆计接地电阻测试仪

382357 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

无需辅助接地尖峰脉冲，也能实现接地导体的非接触式测量 

•  自动量程接地电阻和真有效值交流泄漏电流测量

• 可编程的数据记录，带116个读数

• 可编程的Hi/Lo警报

• 尺寸为0.9” (23mm)的钳口，适合较大的接地棒

• 简化多点接地系统上的接地电阻测量操作

• 自动关机

• 验证电阻器确认精度

• 开机时，自动实时自校准

• 9999次计数的LCD显示屏，具有数据保持功能

• 电气噪声检测功能防止读数不精确

• CAT III-300V、CAT II-600V
• 1年质保

• 配有9V电池、电阻检测板和耐用的金属存储盒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接地电阻 0.025至1500Ω 0.002Ω ±1.5%

交流泄漏电流(Trms) 1mA 0.001mA ±2.5%

交流电流(Trms) 0.3mA至30.00A 0.01A ±2.0%

电阻测试频率 3.333kHz

工作温度 32至122°F(0至50°C)

尺寸/重量 258x110x47mm/700g(仅仪表)

订购

382357  N 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

382252 接地电阻测试仪套装

包含以3个量程测量接地电阻的所有必要硬件，从20至2000Ω
• 大型背光双重显示屏，带双层铸模外壳

• 测试保持功能

• 自动归零调节

• 交流/直流电压、电阻、导通测量功能

• 自动关机，超量程和电池低电量指示

• 1年质保

• 配有测试引线、两个辅助接地棒、便携箱和6节1.5V AA电池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接地电阻量程 20Ω/200Ω/2000Ω 0.01Ω/0.1Ω/1Ω ±(2%rdg)

测试电流(频率) <2.5mA(820Hz) 0.001mA ±2.5%

交流接地电压(频率) 0至200VAC(50至400Hz) ±(3%rdg)

直流电压 0至1000V 0.1V ±(0.8%rdg)

电阻 0至200kΩ ±(1%rdg)

导通性 40Ω

安全等级 CAT III-1000V

尺寸/重量 200x92x50mm/700g(仅仪表)

订购

382252  N 接地电阻测试仪套装

382253 备用接地棒(2pk)

382254 备用测试引线组件

确认蜂窝塔和通信塔
接地网

GRT300/GT350 4线接地电阻/电阻率测试仪

包含以4个量程测量接地电阻的所有必要硬件

•  4线、3线和2线测试

•  配备大型双线液晶显示屏

•  具有自动量程

•  自动I(电流)尖峰脉冲检查和自动P(电位)尖峰脉冲检查

•  具有测试保持功能，方便操作

•  交流接地电压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超量程和电池低电量指示

GRT30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具有4个接地电阻量程

•  具有自动归零调节功能

GRT35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具有3个接地电阻量程

•  具有接地电阻率测试功能

•  可保存/调用多达200个测试结果

规格 GRT300 GRT350
接地电阻 2Ω/20Ω/200Ω/2000Ω 20Ω/200Ω/2000Ω 

基本精度 ±(读数的2%+3d) ±(读数的2%+3d)

分辨率 0.01Ω/0.1Ω/1Ω/0.01kΩ 0.01Ω/0.1Ω/1Ω

接地电阻率(ρ) — 0.06至6.28 kΩm, 0.62至62.8 kΩm, 6.28至628 kΩm

测试电流/频率 <2mA/820Hz <2mA/820Hz

交流接地电压/频率 0 to 300VAC/40 to 500Hz 0 to 300VAC/40 to 500Hz

尺寸/重量 250 x 190 x 110mm/ 1.4kg - 含电池

订购

GRT300  N 4线接地电阻测试仪套装

GRT350  N 4线接地电阻/电阻率测试仪套装

UM200 高分辨率微欧姆计 

分辨率可高达1μΩ，采用4线Kelvin夹子测试引线

• 6个量程，各个电流量程中有3个子量程

• 测量电阻和感应材料

• 自动或者手动量程

• 分辨率高达1µΩ
• 5位数背光LCD
• 内置比较仪，供Hi/Lo/Go电阻测试用，带20组预存值

• 可保存/调用多达3000个测量结果

• 最大测试电流为10A
• 可测量电缆长度(英尺或米)

• 具有RS-232接口

• 1年质保

• 配有带Kelvin夹子接头的4线电缆、可充电的锂聚合物电池、交流适配器/充电器、 
 软件和USB线缆、便携箱等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电流 基本精度

电阻 60mΩ 1µΩ 10A ±(0.25%)

600mΩ 10µΩ 1A ±(0.25%)

6Ω 100µΩ 100mA ±(0.25%)

60Ω 1mΩ 10mA ±(0.25%)

600Ω 10mΩ 1mA ±(0.25%)

6kΩ 100mΩ 100µA ±(0.75%)

电源 可充电的锂聚合物电池

尺寸/重量 257 x 155 x 57mm/1160g

订购

UM200  N 高分辨率微欧姆计

配有带鳄鱼夹的彩色编码测
试引线、4个辅助接地棒、
硬质便携箱和8节1.5V AA电
池；1年质保

配有带Kelvin夹子接头的4线
电缆、可充电的锂聚合物电
池、交流适配器/充电器、软
件和USB线缆、便携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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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电阻/电阻率测试仪毫欧姆计毫欧姆计

380580电池供电毫欧姆计 

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便携式毫欧姆计，供现场使用

•  四次端子Kelvin测量

•  超温和超压保护

•  自动保持和自动关机

•  无效测试指示灯，防止不精确测量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电流 基本精度

电阻 200.0mΩ 0.1mΩ 100mA ±0.5%
2000mΩ 1mΩ 100mA ±0.5%
20.00Ω 0.01Ω 10mA ±0.5%

200.0Ω 0.1Ω 10mA ±0.5%

2000Ω 1Ω 1mA ±0.5%

尺寸/重量 250x190x110mm/1.5kg

订购

380580  N 电池驱动的毫欧姆计

380565 测试引线，带Kelvin夹子，供380580使用

380560/380562高分辨率毫欧姆计

此款台式仪表的分辨率高达0.01mΩ
• 自动归零；5V测试电压

• 内置比较仪，供Hi/Lo/Go电阻测试或选择用

• 包含带Kelvin夹子接头的4线电缆和电源线；1年质保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电流 基本精度

电阻 20mΩ 0.01mΩ 1A ±0.2%
200mΩ 0.1mΩ 1A ±0.2%
2Ω 0.001Ω 100mA ±0.2%
20Ω 0.01Ω 10mA ±0.2%

200Ω 0.1Ω 1mA ±0.2%
2kΩ 0.001kΩ 100µA ±0.2%
20kΩ 0.1kΩ 10µA ±0.2%

电源 110VAC，60Hz或者220VAC 50Hz

尺寸/重量 280x210x90mm/2.2kg

订购

380560  N 高分辨率的毫欧姆计，110VAC

380562  N 高分辨率的毫欧姆计，220VAC

380465 备用Kelvin夹子测试引线组件

380460/380462高精度毫欧姆计

此款便携式毫欧姆计分辨率高达0.1mΩ
• 手动归零显示调节；超量程显示

• 耐用的小型现场检修用外壳，带保护盖

• 包含带Kelvin夹子接头的4线电缆和电源线；1年质保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电流 基本精度

电阻 200mΩ 0.1mΩ 4.4VDC ±0.75%
2Ω 1mΩ 3.6VDC ±0.75%
20Ω 10mΩ 3.6VDC ±0.75%
200Ω 0.1Ω 3.5VDC ±0.75%

2000Ω 1Ω 3.5VDC ±0.75%

电源 110VAC，60Hz或者220VAC，50Hz

尺寸/重量 160x120x85mm/680g

订购

380460  N 高精度毫欧姆计，110VAC

380462  N 高精度毫欧姆计，220VAC

380465 备用Kelvin夹子测试引线组件

配有8节AA电池、2组测
试引线(4线，带4个鳄鱼
夹；4线，带2个Kelvin
鳄鱼夹)和内置防水盒(含
肩带)；1年质保

380320 模拟高压兆欧计 

三个绝缘测试量程，配有带电电路警告

•  绝缘电阻量程：100MΩ、200MΩ和400MΩ
•  基本精度为量程的±5%
•  三种测试压力：250V、500V和1000V
•  开机锁定功能，延长测试事件

•  熔断丝保护电路和自动放电电路

•  可测量高达3Ω的导通性、高达500Ω的电阻和高达600V的交流电压

•  1.3mA短路电流

•  CAT III-1000V
•  尺寸：200x92x50mm；重量：546g，含电池

•  1年质保

•  含高压测试引线、鳄鱼夹测试引线、6节AA电池和便携箱

订购

380320 模拟高压兆欧计

380360 数字兆欧计 

1000V数字测试仪，带自动3分钟测试功能

•  绝缘电阻量程：200MΩ和2000MΩ，最高分辨率可
达0.1MΩ，基本精度为达读数的±3%

•  三种测试压力：250V、500V和1000V
•  安全电力锁定功能确保“无需手持”操作，实现3分钟测试

•  释放“按压检测 (Press to Test)”按钮，可自动放电

•  自动关机和数据保持

•  0.65”(17mm)LCD 显示屏

•  自动归零调节

•  测得导通性可高达200Ω，电压可达600VAC
•  CAT III-600V
•  尺寸：160x97x58mm；重量：369g
•  1年质保

•  配有6节AA电池、2.5ft(0.8m)的高压测试引线、鳄鱼夹、大号探头、带颈带的便携箱 

订购

380360  N 数字兆欧计

380260 手持式兆欧计

1000V数字测试仪，带大型双重背光显示屏

•      双层铸模外壳，可增加耐用性

•      绝缘电阻和测试电压的双显示

•      超大型背光显示屏

•      绝缘电阻量程：200MΩ和2000MΩ，最高分辨率可
达0.1MΩ，基本精度为达读数的±3%

•      250V、500V、和1000V测试电压

•      自动关机

•      Lo Ω功能，实现连接装置的测试

•      开机锁定功能，确保免手持操作

•      数据保持

•      CAT III-1000V
•      尺寸：200x92x50mm；重量：700g
•      1年质保

•      配有高压测试引线、鳄鱼夹测试引线、挂带、便携箱和6节AA电池

订购

380260  N 手持式兆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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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IV Insulation Testers and MultiMeters 

 MG325 CAT IV 高量程 
绝缘测试仪/真有效值
万用表
自动量程绝缘测量值可高达200GΩ，�

共有11种量程

•  可以完成极化指数(PI)测量

•  介质吸收比(DAR)测量

•  具有低电阻功能，带“归零”模式

具有对比模式，使用户能够设置

通过/失败值，以进行绝缘测量

•  可测量步进电压(50%至120%
范围内为10%步进)

•  可自动释放电压测试信号

•  具有开机锁定功能，确保免手持操作

•  可手动保存/调取多达99个读数

•  具有背光显示屏，带模拟量条形图

•  具有高压和过载指示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测试引线、鳄鱼夹、6节
AA电池和软质便携箱

MG300 CAT IV 
真有效值万用表，�
带无线(915MHz)�
PC接口
自动量程绝缘测量值可达4GΩ

•   通通过无线USB接口，将测量数据 

传输到PC

•   配备大型背光三显示液晶显示屏

•   可自动放电

•   具有开机锁定功能，确保免手持操作

•   具有数据保持、最小值/最大值、相对模式

•   采用防水(IP67)耐用设计

•   配有带USB线缆的远程接收器、 

Windows®兼容软件、高压测试引线、

鳄鱼夹测试引线、细珠K型热电偶探

头、硬质便携箱以及6节AA电池。

  请参见第19页上的特殊值套装

�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采用915MHz的型号

MG302 CAT IV 
绝缘测试仪/真有效
值万用表，带无线
(433MHz)PC 接口
自动量程绝缘测量值达4GΩ

•   通通过无线USB接口，将测量数据 
传输到PC

•   配备大型背光三显示液晶显示屏

•   可自动放电

•   具有开机锁定功能，确保免手持操作

•   具有数据保持、最小值/最大值、相对 
模式

•   采用防水(IP67)耐用设计

•   配有带USB线缆的远程接收

器、Windows®兼容软件、高压测试引

线、鳄鱼夹测试引线、细珠K型热电偶

探头、硬质便携箱以及6节AA电池。

  请参见第19页上的特殊值套装

 注: 大部分其它国家都采用433MHz的型

号(不包括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

规格 MG325  N MG300 (915MHz)  N  MG302 (433MHz)  N

绝缘电阻 - Ω (最高分辨率) 50MΩ, 100MΩ, 200MΩ,500MΩ, 2000MΩ, 1GΩ, 10GΩ, 
20GΩ, 50GΩ, 100GΩ, 200GΩ (0.001MΩ)

4MΩ, 40MΩ, 400MΩ, 4000MΩ (0.001MΩ) 4MΩ, 40MΩ, 400MΩ, 4000MΩ (0.001MΩ)

基本精度 ±3% ±3% ±3%

绝缘测试电压 50V, 100V, 250V, 500V, 1000V 125V, 250V, 500V, 1000V 125V, 250V, 500V, 1000V

低电阻测试 0.01至100Ω 0至400Ω 0至400Ω

万用表功能

交流/直流电压(最高分辨率) 600V (0.01V) 1000V(0.1mV交流/0.01mV直流) 1000V(0.1mV交流/0.01mV直流)

交流/直流电流(最高分辨率) 交流泄漏电流：2000µA(10µA) 10A(0.1µA交流/0.01µA直流) 10A(0.1µA交流/0.01µA直流)

电阻(最高分辨率) 10MΩ (0.01kΩ) 40MΩ (0.01Ω) 40MΩ (0.01Ω)

频率(最高分辨率) — 100MHZ (0.001Hz) 100MHZ (0.001Hz)

电容(最高分辨率) 500µF (0.1nF) 40mF (0.001nF) 40mF (0.001nF)

占空比(最高分辨率) — 0.1至99.9% (0.01%) 0.1 to 99.9% (0.01%)

温度(最高分辨率) — -58至1832°F /-50至1000°C (0.1°) -58至1832°F /-50 to 1000°C (0.1°)

4-20mA%(最高分辨率) — -25至125% (0.01%) -25至125% (0.01%)

导通 声音 声音 声音

CE, FCC CE CE, FCC CE

尺寸/重量 225 x 103 x 59mm/0.7kg 200 x 92 x 50mm/582g 200 x 92 x 50mm/ 582g

质保 1年 1年 1年可提供MG300和MG302套装。请参见第19页，了解详细信息。

绝
缘

测
试

仪

恢复安全并�
消除停工期
工厂和电气专业人员借助 Extech 的一系列数字

量和模拟量绝缘测试仪以及兆欧计，完成电机相

关(包括MCC和互感器的高达 200GΩ的电机绝

缘电阻)的诊断操作。Extech绝缘电阻测试仪和

兆欧计具有导通测试和电压测量、介质吸收比测

量、极化指数测量和CAT-IV评定等可用功能，能

够在不影响安全的条件下提供精确的诊断结果。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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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维护真奏效！
Extech推出范围广泛的绝缘测试仪，可测量高达500GΩ的电阻，测试电压

高达10kV。

绝
缘

测
试

仪
绝缘测试仪和高压测试仪

 MG310便携式数字�
绝缘测试仪
可测量高达1000V的电压，绝缘电阻

可高达5.5GΩ

•   250V、500V和1000V测试电压

• 交流电压测量值为30至600V

• 具有大型2000字读数双显示 
背光显示屏

• 可以完成极化指数(PI)测量

• 可以完成介质吸收比(DAR)测量

• 支持10MΩ内阻测试

• 具有低电阻测量功能，带“归零”模式

• 配备导通蜂鸣器

• 具有高压和过载指示功能

• 具有自动放电和电压输出警报功能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配有测试引线、鳄鱼夹、6 节AA 
电池、硬质保护壳和软质便携箱

380363数字绝缘�
测试仪
自动量程绝缘测量值可高达10GΩ，�

手动数据记录功能保存数据组数可�

多达9组

• 250V、500V 和 1000V 测试电压

• 具有大型液晶显示屏，带模拟量条形图

• 具有低电阻功能，实现连接装置的测试

• 可自动放电

• 交流/直流电压测量值可高达999V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手动数据记录和读取功能(9组)

• 配有带电电路显示警报和蜂鸣器

• 配有便携箱、测试引线和6节AA电池

380395/380396  
数字量高压�
绝缘测试仪
测试电压可高达5kV，绝缘电阻可高达

60GΩ

•  测试电压：500V、1000V、2500V 
和5000V

•  具有大型6000字读数显示屏， 
带条形图和背光

•  可以完成极化指数(PI)测量

•  可以完成介质吸收比(DAR)测量

•  具有1至15分钟计时器功能，实现 
绝缘电阻的测量

•  交流/直流电压范围为0至600V，带最

大值/最小值、峰值和相对值功能

•  具有自动量程和计时器功能

•  可显示输出电压和放电电压

•  具有自动放电和电压输出警报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和电池检查功能

•  配有测试引线、8节C电池和耐用便携箱； 
380395型号配有110V交流适配器 
380396型号配有220V交流适配器

MG500数字量�
高压绝缘测试仪
测试电压可高达10kV，绝缘电阻可

高达500GΩ

•  测试电压为500V至10kV(可以 
500V步进调节)

•  可以完成极化指数(PI)测量

•  可以完成介质吸收比(DAR)测量

•  EnerSave™能将测试持续时间

限值在10秒，从而实现节能

•  具有自动放电和电压输出警报功能

•  达到CAT III-300V安全等级

•  配有内置耐用携带箱(含盖子)、
测试引线、鳄鱼夹和8个C电池

规格 MG310 N  380363  N  380395  N  |  380396  N MG500  N  

绝缘电阻(最高分辨率) 0 至 99.9MΩ(0.01Ω)，100M至5.5GΩ(1MΩ) 4MΩ, 40MΩ, 400MΩ, 4000MΩ, 10GΩ (1kΩ) 6MΩ, 60MΩ,600MΩ, 6GΩ, 60GΩ (1kΩ) 800kΩ至 500GΩ(1kΩ)自动量程

基本精度 ±读数的5% ±3% ±2.5% ±5%

绝缘测试电压 250V, 500V, 1000V 250V, 500V, 1000V 500V, 1000V, 2500V, 5000V 500V至10kV(可以500V步进调节)

交流电压测试 600V 999VAC 600VAC —

低电阻测试 0至200Ω 0至40Ω 0至600Ω —

CE, FCC CE CE CE CE

尺寸/重量 150 x 100 x 71mm/0.7kg 235x116x54mm/520g 198x148x86mm/1438g 330x260x160mm/3.6kg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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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100/PQ3470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数据记录仪

可选择带数值或者图形显示屏的谐波分析仪

•   具有大型、点阵、高亮度强光下可读、数值、背光液晶显示屏

•   捕捉的测量值可以直接通过SD存储卡输入Excel
•   电流互感器CT(1:600)和电压互感器PT(1:1000)比率可以进行调节，从而适应功率 
较高的配电系统

•   可以将多达30,000个读数以Microsoft Excel®格式记录在可拆卸的SD存储卡内

•   采样速率范围较宽(2秒至2小时)
•   配有内置时钟和日历以及方便使用的屏幕菜单

•   配有香蕉式输入插口和方便握持的耐用型模压外壳

•  382100型号套装 — 包含三个 1200A 钳式探头  
PQ3470型号 — 钳式探头单独出售

•  配有4根电压引线(带鳄鱼夹)、8节AA电池、SD存储卡、通用交流适配器 
(100至240V)和耐用且坚硬的便携箱；1年质保

  PQ347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可选 200A、1200A电流钳或者3000A柔性电流探头

• 屏幕上的谐波显示(从第1至第50谐波次数)
• 同时显示谐波和波形

• 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波形

• 显示带峰值的波形

• 分析总谐波失真(THD)
• 显示带三相系统参数的相图

• 三相电压或电流失衡比率(VUR、AUR)和失衡因素

• 捕捉瞬时电流事件(衰退、涌浪、断电)，含可编程阈值(%)

规格 量程 基本精度

交流电压(真有效值) 600.0V ±(读数的0.5%)

交流电流 382100 型号：<1200A
PQ3470 型号：6000A 
(取决于所采用的钳式探头量程)

±(读数的0.5%)

有功功率(MW) 9.999MW ±(读数的1.0%)

表观功率(MVA) 9.999MVA ±(读数的1.0%)

无功功率(MVAR) 9.999MVAR ±(读数的1.0%)

功率因数 0.00至1.00 ±0.04

频率范围 45Hz至65Hz ±0.1Hz

相位 -180°至+180.0° ±1°

谐波(PQ3470) 第1至第50 ±2% (1至20); ±4% (21至31)

波峰系数(PQ3470) 1.00至99.99 ±(5%)

电流钳输入 200mV, 300mV, 500mV;  
1V, 2V, 3V;用户可调节

±(读数的0.5%)

有功电能(MWH) 0.0kWh至9.999MWH ±(读数的2.0%)

表观电能(MVAH) 0.0KVAh至9.999MVAH ±(读数的2.0%)

无功电能(MVARH) 0.0kVARh至9.999MVARH ±(读数的2.0%)

数据记录 30,000 个数据(2GB SD卡)

峰值交流电压/电流精度 ±(5%)仅PQ3470

CE/CAT 安全等级 CE/CAT III-600V

尺寸/重量 225 x 125 x 64mm/1010g

订购

382100 1200A 三相电源板分析仪/数据记录仪套装(包含1200A钳式探头)

PQ3470 三相图示电源和谐波分析仪/数据记录仪(仅仪表)

PQ3470套装

PQ3470-2 200A 电源分析仪套装：PQ3470(含PQ34-2)

PQ3470-12 1200A 电源分析仪套装：PQ3470(含PQ34-12)

PQ3470-30 3000A 电源分析仪套装：PQ3470(含PQ34-30)

PQ3470配件

PQ1000 带鳄鱼夹和柱塞夹的电压测试引线(4根引线)

PQ34-2 3000A 柔性电流探头(一组，共3个)

PQ34-12 1200A 电流钳探头(一组，共3个)

PQ34-30 3000A 柔性电流探头(一组，共3个)

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数据记录仪

PQ34-30: 3000A柔性电流钳探头
(24”/600mm)，可包裹在母线周围。

PQ34-12: 1200A 电流钳探
头，带 2”(50mm)钳口

PQ34-2: 200A 电流钳探头，
带 0.8”(19mm)钳口

带谐波功能的PQ3470型号；除非
订购套装才包含钳式探头。

200A至3000A钳式探头可供选
择，其钳口还有柔性钳口和传统钳
口之分。

正在申请专利

382100型号 
包含1200A钳式探头

可选套装

PQ3350-1/PQ3350-3三相电能质量和谐波分析仪

单相和三相/三线或者三相/四线系统的功率测量和分析以及数据记录；�

CAT III - 600V安全等级

• PQ3350-1型号(1200A 12”柔性电流钳探头)
• PQ3350-3型号(3000A 24”柔性电流钳探头)
• 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可在一个屏幕上显示多达 35 个参数

• 钳形真有效值仪表可完成功率测量并在屏幕上显示谐波

• 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波形

• 分析总谐波失真(THD-F)
• 最大需量(MDkW、MW、kVA、MVA)，含可编程时段

• CT 比率(1:600)和 VT 比率(1:3000)可调节

• 三相电压或电流失衡比率(VUR、AUR)和失衡因素

• 计算通过中性线的失衡电流(In)
• 捕捉 28 个瞬时电流事件，含可编程阈值(%)
•  通过USB接口和软件，可下载波形、功率参数和谐波 

规格 量程 基本精度

交流电压(真有效值) 600V ±读数的0.5%

交流电流(真有效值) 100A, 1000A, 3000A* ±读数的0.5%

有功功率(kW) 9.999MW ±读数的1%

表观功率(kVA) 9999kVA VA=Vrms x Arms

无功功率(kVAR) 9999kVAR VAR= sqr (VA2-W2) 

功率因数 0.0至+1.00 ±读数的1.5%

频率 45-65Hz 0.1Hz

相位 -180.0°~ 0°~ +180.0° ±1°

谐波/波峰系数 1至99/1.00至99.99 ±2% / ±5%

有功电能(kWh) 0mWh至999,999kWh

无功电能(kVARh) 0.0kVARh至1000MWh

数据记录 52428个记录(1P2W)/17476 个记录(3P4W)

尺寸/重量 仪表：257×155×57mm/1160g
夹钳：55mm、64×24mm母线/600g

* 采用PQ3220 电流探头(包含于PQ3350-3套装内)

订购

PQ3350-1  N 1200A三相电源谐波分析仪套装(含PQ3210)

PQ3350-3  N 3000A三相电源谐波分析仪套装(含PQ3220)

PQ1000 带鳄鱼夹和柱塞夹的电压测试引线(4根引线)

PQ2071真有效值单相/三相1000A交流功率钳形表

可测量交流电流、频率和功率；具有带软件的USB接口

• 带条形图的双背光LCD显示屏

• 内置非接触式试电笔，带LED警报灯

• 可手动保存/调取多达 99 个数据组

• 具有数据保持、最大值/最小值和自动关机功能

• CAT IV-600V, CAT III - 1000V 安全等级

规格 量程

钳口大小/电缆大小 55mm; 1000MCM

有效功率(最高分辨率) 750kW(10W)

基本精度(ACA) ±读数的3%

表观功率/无功功率 750kVA(10kVA)/750kVAR(10VAR)

功率因数 是

Phase Angle (φ) -180˚至180˚(1˚)

有功电能 9999kWh(0.001kWh)

交流/直流电流(真有效值) 1000A交流(100mA)

交流/直流电压(真有效值) 750V交流(0.1V)

频率(最高分辨率) 50Hz至200Hz (1Hz)

尺寸/重量 292x95x38mm/522g

订购

PQ2071  N 真有效值单相/三相1000A 交流电源钳形表

含(3)个柔性电流钳、(4)根电
压引线(带鳄鱼夹和伸缩式柱
塞夹)、8节AA电池、通用交
流适配器、软件、USB 接口
线缆和便携箱；1年质保。

配有测试引线、USB线缆、 
PC 软件、9V电池和便携
箱；1年质保

相位电能质量/谐波分析仪和夹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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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F450多场EMF测定仪 
方便的三合一EMF测定仪，带易于导航的菜单和声音警报

•  多场测量：磁场、电场和射频强度

•  配备磁场三轴传感器(X、Y、Z)
•  配备亮度可调节的2.4”(240×320 像素)彩色TFT显示屏

•  可存储 20 RF历史记录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和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五种语言：英语、繁体/简体中文、日语、西班牙语

规格 量程

磁场(50/60Hz) 20/200/2000mG 0.02/0.1/1mG ±(15%+100 位数)

2/20/200µT 0.02/0.1/1µT

电场(50/60Hz) 50V/m至2000V/m ±(7% + 50 位数)

RF 强度(50MHz至3.5GHz) 0.02uW/m²至554.6mW/m² 0.02µW/m²

0.02uW/cm²至55.4uW/cm² 0.002µW/cm²

36.1mV/m至14.46V/m 0.2mV/m

0.02mA/m至38.35mA/m 0.2µA/m

-51dB至16dBm 2dB ±2dB at 2.45GHz

尺寸/重量 115 x 60 x 21mm/120g

订购

EMF450 多场EMF测定仪

480846 8GHz RF EMF强度计 
可完成10MHz至8GHz的高频率辐射测量

•  适用于电磁场强度测量，含移动电话基站电话辐射、发送器RF功率测量、 
WAN 检测/安装、无线通信应用和微波泄漏

•  适用于无方向(各向同性)测量，3通道(三轴)测量探头

•  最大值保持和平均值功能，用户可选择声音警报的阈值

规格 量程

频率范围 10MHz至8GHz 

方向特性 各向同性，三维

测量量程 20mV/m至108.0 V/m; 53µA/m至286.4mA/m;  
1µW/m2至30.93 W/m2; 0µW/cm2至3.093 mW/cm2

存储器 可手动保存/调用99组数据

尺寸/重量 67x60x247 mm/ 250g

订购

480846 RF EMF 强度计(8.0GHz)

480836 3.5GHz RF EMF强度计

辐射测量的频率范围为50MHz至3.5GHz
•   适用于移动电话、手机、基站和微波泄漏的电磁场强度测量

•   适用于无方向(各向同性)测量，3通道(三轴)测量探头

•   最大值保持和平均值功能，用户可选择声音警报的阈值

规格 量程

测量量程 50MHz至3.5GHz

方向特性 各向同性，三维

测量量程 20mV/m至108 V/m; 53µA/m至286mA/m; 1µW/m2至30.93mW/m2;  

0µW/cm2至3.093mW/cm2

存储器 可手动保存/调用99组数据

尺寸/重量 60x60x237mm/200g

订购

480836 RF EMF 强度计(3.5GHz)

EMF/ELF/RF测定仪

配有9V电池、便携箱； 
1年质保

包含3节AAA电池和USB电源
线；1年质保

配有9V电池、便携箱； 
1年质保

480823 EMF/ELF测定仪

可测量风扇、电器、接线和电源线的电磁场辐射能级

•  ELF频率带宽为30至300Hz单轴 - 每秒采样2.5次
•  具有大型1/2”液晶显示屏(1999 次计数)，可显示以微高斯或者微特斯拉 
表示的电磁场(EMF)强度

•  测量值可精确至整个0.1至199.9微高斯(0.01至19.99微特斯拉)测量范围的4%
•  尺寸：132×71×25mm；重量：170g

订购

480823 电磁场测定仪

409992 软质保护袋携带箱

MF100/SDL900交流/直流磁场测定仪 
搭载带自动温度补偿(ATC)功能的单轴霍耳效应传感器，可测定交流和直流磁场

•  配备N极/S极指示器

•  设有归零按键，用于直流测量

•  具有数据保持、最小值/最大值和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SDL900其它功能

•  可手动保存99个读数；具有数据记录功能，能够记录带日期/时间戳的读数并以 
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在SD卡(已包含)上

规格 量程

直流毫特斯拉 300.00mT, 3000.0mT 0.01mT, 0.1mT ±(5% + 10d) 

直流高斯 3000.0G, 30,000G 0.1G, 1G ±(5% + 10d)

交流毫特斯拉 150.00mT, 1500.0mT 0.01mT, 0.1mT ±(5% + 20d)

交流高斯 1500.0G, 15,000G 0.1G, 1G ±(5% + 20d)

交流带宽 50Hz/60Hz

采样率(SDL900) 1至3600秒(可调节)

尺寸/重量 ML100: 195x68x30mm/ 270g 
SDL900: 182x73x48mm/303g

订购

MF100 交流/直流磁场测定仪

SDL900 交流/直流磁场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EMF300微波泄漏探测器

专门设计用于测量家用和商用微波炉发出的高频辐射能级

•  0测量范围为：0至1.999mW/cm2

•  精度 ＜2db(1mW/cm2@2.45GHz ± 50MHz)
•  如果级别>1mW/cm2，会发出声音警报

•  校准频率为2.45GHz
•  可以测量30MHz至3GHz的EMF值，仅供参考。

•  峰值保持功能可捕捉最高值

•  配有超量程指示器

•  尺寸：152×69×36.3mm；重量：202g
•  配有9V电池；1年质保

订购

EMF300 微波泄漏探测器

两个型号的仪表都配有一个带保护套的单轴磁探针传感器和
硬质便携箱；1年保质期MF100还配有9V电池；SDL900还配
有SD存储卡、通用交流适配器(带四个插头：美国、欧洲、英
国、澳大利亚)和6节AA电池。

配有9V电池； 
1年质保

EMF/ELF仪表和微波泄漏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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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ch红外测温仪能快速且简单地完成非接触式温度

测量，确保操作安全性和精确度。

迷
你

红
外

测
温

仪

耐用、可靠 
而且精确

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和接触式测温仪

IR201A 518°F 
(270°C), 6:1,  
便携式激光

红外测温仪
带激光指示器的便携式检修

测温仪

•  可测量高达 518˚F(270˚C)的 
非接触表面温度

•  配有可调节的高温警报

•  经济而且方便携带

•  内置激光指示器可识别目标区域

•  具有数据保持和最小值/最大值 
保持功能

•  具有持续扫描锁定模式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其发射率可以进行调节，以确保

在不同表面上得到更精确的值

•  配有两节AAA电池和保护袋 
便携箱

IR400 630°F 
(332°C), 8:1,  
便携式 
红外测温仪
此款便携式测温仪具有最小值/
最大值读数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功能，

可显示最高和最低值

•  内置激光指示器可识别目标区域

•  配有背光

•  具有自动数据保持功能(触发 
被释放的情况下)

•  采用固定发射率 0.95，可适用 
于90%的表面应用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9V电池和保护袋便携箱

IR260 752°F 
(400°C), 12:1, 
便携式 
激光红外测温仪
此款便携式测温仪带有可编程

的高温/低温警报设置限值

•  可编程高温/低温可视和声音警

报会提醒用户何时温度超过设

定限值(声音警报可设为静音)

•  其发射率可以进行调节， 
以确保在各种表面上得到 
更精确的值

•  具有高亮度白色背光功能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功能，

可显示最高和最低值

•  内置激光指示器可识别 
目标区域

•  具有自动数据保持功能 
(触发被释放的情况下)

•  配备超量程和电池

低电量指示器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备两节AA电池

42510A 1200°F 
(650°C), 12:1, 
便携式 
激光红外测温仪
高精度便携式测温仪

•  具有可调节的高温/低温 
可视和声音警报

•  其发射率可以进行调节， 
以确保在不同表面上

得到更精确的值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功能，

可显示最高和最低值

•  内置激光指示器可识别 
目标区域

•  配有背光

•  配有超量程指示器

•  具有自动数据保持功能 
(触发被释放的情况下)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9V电池和保护袋便携箱

IR267 
1112°F (600°C), 
12:1, K型输入 
红外测温仪
可显示空气温度、红外温度或 
K型温度

•  温度量程较宽，可适用于非接

触式红外温度和K型热电偶测量

•  可测量环境(空气)温度

•  其发射率可以进行调节，以确保

在不同表面上得到更精确的值

•  具有可调节的高温/低温可视 
和声音警报

•  MAX/MIN/AVG/DIF分别表示最

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温差值

•  配有背光液晶显示屏

•  配有内置激光指示器

•  具有数据保持、自动关机和 
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包含9V电池和常用K型细珠探针

欲了解各种K型热电偶温度探

针，请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

规格 IR201A  IR400  N IR260 42510A  N IR267 规格

红外温度(非接触式) -4至518˚F(-20至270˚C) -4至630˚F(-20 至 332˚C) -4至752°F (-20至400°C) -58至1200°F (-50至650°C) IR: -58至1112°F (-50至600°C);  
Type K: -58至2498°F (-50至1370°C)

红外温度(非接触式)

基本精度 ±(读数的2.5%±3.6˚F/2˚C) ±读数的2% + 4˚F/2˚C ±读数的2%或±3.6˚F/2˚C ±(读数的 1% + 2˚F/1˚C) 红外：±读数的2%或4˚F(2˚C)；
K 型:±读数的1.5% + 2˚F/1˚C

基本精度

最高分辨率 0.1˚F/˚C 0.1˚F/˚C 0.1°F/°C 0.1°F/°C 0.1°F/°C 最高分辨率

发射率 可调范围0.10至1.0 固定0.95 可调范围0.1至1.00 可调范围0.1至1.00 可调范围0.1至1.00 发射率

视场角(距离与目标比) 6:1 8:1 12:1 12:1 12:1 视场角(距离与目标比)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经过CE认证

尺寸 94x51x25mm 82x42x160mm 97x46x172mm 82x42x160mm 120x42x153mm 尺寸

重量 76g 180g 226g 180g 138g 重量

质保 1年 1年 3年 3年 3年 质保

K型测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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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ch双激光红外测温枪可以在更远的距离精确 

检测温度，其100毫秒响应时间确保快速实现热点

扫描。

红
外

测
温

仪

响应快速、 
超大测温量程

高温红外测温仪和接触式测温仪

 42509双激光， 
950˚F(510˚C)， 
12:1，红外测温仪 
(带彩色警报装置)
此款测温仪配有响应快速的可

编程警报(带红色或者蓝色显示

屏)以及声音警报

•  非常适合需要对温度进行监控的 
工艺过程

•  在12:1视场角条件下，两束激光

汇聚在12"时，该产品能够 
快速且精确地完成测量。

•  当读数超过高温或者低温设定点 
时，蓝色背光双显示液晶显示屏 
变为红色。

•  本产品能够实现快速的150毫秒

瞬时响应，确保捕捉到温度峰值

•  具有最大值保持功能

•  具有持续读数锁定模式

•  其发射率可以调节

•  具有可调节的高温/低温设定点， 
带声音警报

•  双层铸模外壳

•  配有便携箱和9V电池

42512双激光， 
1832°F(1000°C)， 
30:1， 
红外测温仪
能够快速响应，精确测量

•  双激光配置简化了距离与目

标的比率，无需更多计算！

•  在30"距离处，可以实现 
精确测量

•  本产品能够实现快速的150毫秒 
瞬时响应，确保捕捉到温度 
峰值

•  最大值模式能够捕捉并保持 
变化快速的温度

•  具有持续读数锁定模式

•  配备白色背光双显示液晶 
显示屏

•  其发射率可以进行调节，以确

保针对不同表面提高测量精度

•  双层铸模外壳

•  具有可调节的高温 /低温设定 
点；当温度超过已编程的

设定点时，设备会发出声

音警告以提示用户。

•  配备便携箱和9V电池

42540 1400°F 
(760°C), 16:1,  
红外测温仪 
(带警报功能)
本产品是耐用的测温仪，距离

与目标比为16:1

•   高温量程为-58˚至1400˚F 
(-50至760˚C)

•   距离与目标比为16:1

•   当温度超过已编程的限值时，

可调高温/低温警报将以可视

方式或者声音方式警告用户

•   其发射率可以进行调节，以确保

在不同表面上得到更精确的值

•   MAX/MIN/AVG/DIF分别表示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最

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的差值

•   配备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配有内置激光指示器

•   具有自动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9V电池和硬质便携箱

42545 1832°F 
(1000°C), 50:1, 
红外测温仪 
(带警报功能)
本产品的距离与目标比为50:1

•  本产品在最高的距离与目标

比50:1 条件下可以在更远的

距离处测量更小的表面积。

•  最宽的温度量程为-58 至 
1832°F(-50 至 1000°C)

•  当温度超过已编程的限值时，

可调高温/低温警报将以可视

方式或者声音方式警告用户

•  其发射率可以进行调节，以确保

在不同表面上得到更精确的值

•  MAX/MIN/AVG/DIF分别表示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最

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的差值

•  配备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配有内置激光指示器

•  具有自动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9V电池和硬质便携箱

42570 3992°F 
(2200°C), 50:1, 
双激光 
红外测温仪
能够以最高精度实现快速响

应(100ms)，具有K型输入和

USB接口

•  本产品在最高的距离与目标

比50:1条件下可以在更远的

距离处测量更小的表面积

•  双激光目标定位指示两个激光点 
汇聚到1"目标位置时的理想测量 
距离

•  响应快速，只需0.10秒

•  配备三脚架，具有锁定功能， 
可实现持续测量

•  可保存多达100个读数

•  配有带条形图的白色背光 
液晶显示屏

•  具有 MAX/MIN/AVG/DIF(最大

值/最小值/平均值/差值)功能

•  其发射率可以调节

•  具有可调节的高温/低温

设定点，带声音警报

•  配有常用K型细珠探针、 
USB线缆和PC软件、三脚架、 
9V电池和便携箱

规格 42509  N 42512  N 42540  N 42545  N 42570  N 规格

量程 -4至950˚F(-20至510˚C) -58至1832°F (-50至1000°C) -58至1400°F (-50至760°C) -58至1832°F (-50至1000°C) 红外：-58至3992°F (-50至2200°C) 
K型：-58至2498°F (-50至1370°C)

量程

基本精度 ±(读数的1% + 2˚F/1˚C) ±(读数的1% + 2°F/1°C) ±读数的 2% 或 4°F(2°C)，以较大值为准， 
<932°F(500°C)； ±(读数的 2.5% + 5°) 
>932ºF(500°C)

读数的2% + 4°F/2°C<932°F(500°C)；
3% + 9°F/4°C>932°F(500°C)

±(读数的 1% + 2°F/1°C) 基本精度

可重复性 ±0.5%或者1.8˚F/1˚C ±0.5%或者1.8°F/1°C ±0.5%或者±1.8°F/1°C ±0.5%或者±1.8°F/1°C ±0.5%或者±1.8°F/1°C 可重复性

最高分辨率 0.1˚F/C 0.1˚F/˚C 0.1°F/°C 0.1°F/°C 0.1°F/°C 最高分辨率

发射率 可调范围0.10至1.00 可调范围0.10至1.00 可调范围0.1 至1.00 可调范围 0.1至1.00 可调范围 0.1至1.00 发射率

视场角(距离与目标比) 12:1 30:1 16:1 50:1 50:1 视场角(距离与目标比)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经过CE认证

尺寸/重量 146x104x43mm/ 163g 146x104x43mm/163g 100x56x230mm/290g 100x56x230mm/290g 204x155x52mm/320g 尺寸/重量

质保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质保

显示屏颜色变化表
明读数是否在量程
范围内

Type K Thermometer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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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测温仪和紫外线泄漏探测器高温红外测温仪和接触式测温仪

VIR50数字激光视频红外测温仪

配有2.2"彩色TFT液晶显示屏和带存储卡的内置相机，可捕捉图像(JPEG)和视

频，以便在PC上查看

•  双激光指示两个激光点汇聚到1"目标位置处的理想测量距离

•  响应快速，只需150毫秒

•  具有彩色LED条形图，方便查看趋势

•  具有K型热电偶输入

•  可完成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测量

•  其发射率可以进行调节，以确保针对不同表面提高测量精度

•  具有可调节的高温/低温设定点；当温度超过已编程的设定点时， 
设备会发出声音警告以提示用户

•  具有MAX/MIN/AVG/DIF(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差值)功能

•  可触发持续读数锁定模式

•  配备USB接口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规格

激光汇聚距离 50" (127cm)

红外温度量程 -58至3992°F(-50至2200°C)

可重复性 ±0.5%或者1.8°F/1°C

基本精度 ±(读数的 1% + 2°F/1°C)

最高分辨率 0.1°F/°C

发射率 可调范围0.10至1.00

视场角(距离与目标比) 50:1

温度量程 K 型：-58 至2498°F(-50 至1370°C)；空气：32至122°F(0 至50°C)

相对湿度 0 至 100%RH

尺寸/重量 189x152x57mm/494g

订购

VIR50  N 双激光视频红外测温仪

BATT-37V 3.7V可充电电池

IRT600双激光红外热冷凝扫描仪

可测量温度和湿度并计算露点；如果存在霉变条件，可发出警报

•  非常适合需要对表面温度进行监控的工艺过程

•  当表面温度读数越来越接近并等于计算所得露点读数时， 
绿色LED将变为黄色，然后变为红色

•  双激光指示两个激光点汇聚到1"目标点处的理想测量距离。

•  本产品的距离与目标比为12:1
•  针对红外温度的响应时间为150毫秒

•  有开关控制的背光和激光

•  具有最大值保持功能

•  配有便携箱和9V电池；1年质保

规格

红外温度量程 -22至662°F(-30至350°C)

基本精度 ±(读数的1% + 2.7°F/1.5°C)

空气温度 32至122°F(0至50°C)

最高分辨率 0.1°F/°C

距离与目标比 12:1

发射率 固定0.95

湿度 20 至 80%RH

RH精度 ±3.5%RH

露点温度 -22至212°F(-30 至 100°C)

尺寸/重量 168x82x58mm/163g

订购

IRT600  N 双激光红外热冷凝扫描仪

配有microSD存储卡、常用K型细
珠探针、USB线缆、3.7V可充电
电池和便携箱；3年质保(参见第41
页和第70页，了解其它可选K型热
电偶探针)

点亮的大号LED指示灯颜色发生变化时，表
明当前的环境条件可能会滋生霉菌：如果
LED是绿色的，则表明可能性很小；黄色
表明可能性一般；红色表明霉菌形成的可
能性很大。

制冷剂泄漏的距离系数同轴引导激光和紫外线探测

IR300UV红外测温仪(带紫外线泄漏探测器)

这款四合一测温仪同时配备了无接触式红外测温仪、紫外线泄漏探测器、强光闪

光灯和独特的同轴距离系数激光

•  可测量高达932°F(500°C)温度的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

•  搭载带有5个紫外光/蓝光LED(460-470nm)的紫外线泄漏探测器

•  同轴激光可显示一个表示目标区域的圆形

•  具有可编程的高温/低温设定点，带声音和可视警报

•  其发射率可以进行调节，以确保在不同表面上得到更精确的值

•  MAX/MIN/AVG/DIF分别表示最高值、最低值、平均值和最高值 
减去最低值得到的差值

•  配备采用5个白光LED的强光手电

•  具有自动数据保持功能(触发被释放的情况下)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备3节AA电池

规格

红外温度 -22至932°F(-30至500°C)

分辨率 0.2°F, 0.1°C

精度 ±读数的1.5%或者±3°F/±1.5°C，以较大值为准

距离与目标比 12:1

发射率 可调范围0.10至1.00

可重复性 ±读数的0.8%或±2°F/±1°C，以较大值为准

尺寸/重量 104 x 54 x 185mm/300g

订购

IR300UV 红外测温仪(带紫外线泄漏探测器)

独一无二的距离系数同轴引导激光

将图像和视频上传到PC或者笔记
本电脑，以便进一步分析或者用于
报告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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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热电偶温度计能够提供精确的温度读数

以及简单的一键式温差计算，配有高温/低温警

报、双显示和三显示屏、数据功能以及数据记

录功能等。

功能更多、 
诊断性能更好

热电偶接触式温度计和数据记录仪

TM100型单通道
输入测温仪
侧装控制装置，方便单手操作

•  配备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温度量程较宽，分辨率为0.1°/1°

•  读数单位为°F、°C或K(开氏度)

•  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数保持在 
显示屏上

•  Max/Min/Avg(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读数带有相对时间标记

•  偏移按键用于归零功能，可进行 
相对测量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 
和9V电池。 
(欲了解可用温度探针，请参

见左侧配件表以及第41页)

TM300 J/K型双
通道输入测温仪
双输入有助于完成温差读数

的计算。

•  具有双输入和显示值T1、 
T2、T1-T2温差以及最小

值、最大值、平均值

•  侧装控制装置，方便单手操作

•  配备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温度量程较宽，分辨率 
为0.1°/1°

•  读数单位为°F、°C 或K(开氏度)

•  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数保持 
在显示屏上

•  Max/Min/Avg(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读数带有相对时间标记

•  偏移按键用于归零功能，可进 
行相对测量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两个细珠 K 型热电偶探

头、三节 AAA 电池和便携箱。 
(欲了解可用温度探针，请参

见左侧配件表以及第41页)

EA11A EasyView®  
K型单通道 
输入测温仪
配有精确度为0.3%的大型双显

示液晶显示屏和存储器

•   同时显示当前温度和 Max/
Min/Avg(最大值/最小值/平均

值)或者已经保存的存储位置

•   可选单位有°F 和 °C

•   可手动保存/调取多达150个读数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可记录 MAX /MIN/AVG(最大值/最
小值/平均值)读数，供以后调用

•   配有内置支架、保护皮套、常

用K型细珠探针和 6 节 AAA 电
池。(欲了解可用温度探针，

请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

EA10 EasyView®  
K型双通道输入测
温仪(带双读数)
大型背光显示屏，带相对和运

行时间显示

•  显示[T1 和 T2]或者[T1-T2 和 T1] 
或者[T1-T2 和 T2]

•  可选单位有°C/°F或者开氏度

•  具有计时器功能，可显示运行 
时间和获得最大值/最小值读数 
的时间

•  偏移按键用于归零功能，可进行 
相对测量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内置支架、保护皮套、常

用K型细珠探针和6节AAA电
池。(欲了解可用温度探针，

请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

EA15 EasyView®  
7种热电偶数据 
记录仪
配有内置存储器，可保存多达

8800个数据组

•  有七个热电偶型号可供选

择：K、J、T、E、R、S、N

•  配备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可保存时间、T1和T2

•  可按下按钮，以手动方式

完成数据记录；也具有自

动记录功能；可编程采样

速率为 3 至 355 秒/读数

•  具有手动记录/调用数据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带运行时间的MAX/MIN/AVG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或者 
MAX/MIN(最大值/最小值)

•  配有两个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

头、Windows®兼容软件、USB
电缆、保护皮套、便携箱和6节
AAA电池。(欲了解可用温度探

针，请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

规格 TM100  N TM300  N EA11A  N EA10  N EA15  N 规格

单输入或者双输入 单 双 单 双 双 单输入或者双输入单

K型°F(°C) -328至2501°F(-200至1372°C) -328至2501°F(-200至1372°C) -58至1999°F(-50至1300°C) -200至1999°F(-200至1360°C) -200至1994°F(-150至1090°C) K型°F(°C)

J型°F(°C) -346至2012°F(-210至1100°C) -346至2012°F(-210至1100°C) — — -200至1999.9°F(-150至1370°C) J型°F(°C)

基本精度 ±读数的0.15% ±读数的0.15% ±读数的0.3% ±读数的0.3% ±读数的0.05% 基本精度

分辨率 0.1°/1° 0.1°/1° 0.1°/1° 0.1°/1° 0.1° 分辨率

数据记录 — — — — 8800个读数 数据记录

通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通过CE认证

尺寸 220x 63 x 28mm 220x 63 x 28mm 150x72x35mm 152x72x37mm 150x72x35mm 尺寸

重量 200g 200g 235g 235g 235g 重量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质保

配件
TP200 K 型钳形探针(-4至200°F)

TP870 K 型细珠探针(-40至482°F)

TP882 K 型插入式探针(-50至1000°F)

871515 K 型 4"(100mm)常用探针(-32至1292°F/-200至700°C)

881605 K 型 8"(203mm)常用探针(-328至1292°F/-200至700°C)

881603 K 型 6"(150mm)浸入式探针(-58至1292°F/-50至700°C)

881602 K 型 6"(100mm)表面探针(-58 至 1472°F/-50至800°C)

872502 J 型细珠探针(-328至392°F)

801515 J 型 4"(100mm)常用探针(-328至842°F)

参见第74-75页的台式和便携
式温度指示器

热
电

偶
测

温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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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Extech 
追踪温度问题
4通道热电偶数据记录仪能够记录测量值到SD卡上，并可轻松将数

据导入Excel®电子表格，便于随后分析。

热
电

偶
数

据
记

录
仪

多通道热电偶温度计和数据记录仪

  421502 J/K型双通道
输入点温计(带警报
功能)
具有带双显示的双J或K输入，相对

和可编程高温/低温声音警报

•  量程宽，精度可高达0.05%

•  耐用设计，适合现场使用

•  配备大型双显示液晶显示屏，可显

示T1、T2 或 T1-T2 以及运行时间

•  能够显示J型、K型或者J型与K型 
之间的温差

•  具有 MIN/MAX/AVG(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读数

•  具有数据保持和相对模式功能

•  具有可编程的高温/低温声音警报

•  配有两个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 
保护皮套(带支架)和9V电池。

SD200 3通道 
温度数据记录仪
可以Excel®格式将数据记录在SD卡

上，方便传输到PC上进行分析

•  配备三显示液晶显示屏，可同时显示 
3个K型温度通道

•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能够以 
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在SD卡上， 
方便传输到PC

•  可选数据采用率：5、10、30、60、 
120、300、600 秒或者自动

•  配有(6)节AAA电池、SD卡、通用交流 
适配器(3)个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和 
安装支架

SDL200 4通道 
数据记录温度计
4通道数据记录，有6种型号热电偶

(J、K、E、T、R、S)；2通道数据记

录，可用Pt100Ω探针

•  可显示 [T1、T2、T3、T4] 或 [T1-T2]

•  利用 SD 卡(已包含)记录数据

•  用户可编程采样速率为1-3600 秒

•  可记录带真实日期和时间标记的读数

•  可手动保存/调用多达99个读数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记录和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用于归零功能的偏移调

节，可进行相对测量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包含四个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SD
卡、硬质便携箱和6节AA电池；可选交流

适配器UA100-240和RTD探针(850185)

TM500 12通道 
数据记录温度计
具备12通道数据记录功能，

有6种型号热电偶可供选择

(J、K、E、T、R、S)

•  同时显示CH1至CH8或者CH9 
至CH12

•  具有用于归零功能的偏移调节， 
可进行相对测量

•  可手动保存99个读数；可利用SD卡 
(已包含)记录数据

•  可记录带日期和时间标记的读数

•  用户可编程采样速率为1-3600秒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记录和数据 
保持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内置PC接口及可选软件

•  配有8节AA电池、12个常用细珠K型
热电偶探头、SD卡和硬质便携箱

规格 421502  N SD200  N SDL200  N TM500  N

输入数 双 三 四 十二

K型°F(°C) -328至2498°F(-200至1370°C) -58至2372°F(-100至1300°C) -148至2372°F (-100至1300°C) -148至2372°F (-100至1300°C)

J型°F(°C) -328至1922°F(-200至1050°C) — -148至2102°F (-100至1200°C) -148至2102°F (-100至1150°C)

基本精度 ±读数的0.05% ±(读数的 0.5% + 1°F/0.5°C) ±读数的 0.4% ±读数的 0.4%(+1.8°F/+1°C)J、K、E、T型
±读数的 0.5%(+2°F/+1°C)R、S 型

最高分辨率 0.2°F/0.1°C 0.1° 0.1°/1° 0.1°/1°

数据记录 — 利用 4GB SD 存储卡(已包含)记录数据 利用4GB SD存储卡(已包含)记录数据 利用 4GB SD 存储卡(已包含)记录数据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尺寸/重量 192x91x53mm/365g 132x80x32mm/285g 182X73X48mm/500g 225x125x64mm/944g

质保 1年 1年 3年 1年

配件  (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了解详情和其它温度探针)

TP200 K型钳形探针(-4至200°F)

TP870 K型细珠探针(-40至482°F)

TP882 K型插入式探针(-50至1000°F)

872502 J型细珠探针(-328至392°F)

801515 J型4"(100mm)常用温度探针(-328至842°F)

850185 RTD温度探针，供SDL200 用(86至482°F)

409997 软乙烯基保护袋便携箱(适用于421502)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参见第74-75页的台式和便携式温度
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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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26防水食品温度计 — 通过NSF认证

这款通过NSF认证的食品温度计采用长型插入式不锈钢探头，适用于测量液体、

糊剂和半固态食品

•  通过NSF认证，可用于测量食品温度

•  采用带5英尺(1.5m)电缆的4.1"(105mm)插入式不锈钢探头

•  温度测量范围为-40°F至392°F(-40°C至200°C)
•  当温度高于或低于用户已编程的高位/低位设定点时，会发出 
声音和可视警告以提示用户

•  液晶显示屏显示温度读数、警报提示和高温或低温警报图标

•  基本精度为±1.8°F/1°C；最高分辨率为0.1°
•  可显示最小值/最大值读数，带重置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当前读数保持在显示屏上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该装置配有磁性背板，可以固定在金属表面，配合脚架(已包含) 
放在桌面使用，或挂在墙壁上

•  外壳和探头采用防水设计(防水等级达IP65)
•  尺寸：86mm 长×57mm高×30mm 深 
重量：90g

•  配有磁性背板、脚架、温度探头和一个CR2032 3V纽扣式电池；1年质保

订购

TM26 防水食品温度计

TM55便携折叠式防水食品温度计 — 通过NSF认证

带折叠式不锈钢探头的安全结构洗碗机(IP65)通过NSF认证，适用于测量液体、

糊剂和半固态食品

•  测量范围为-40至482°F(-40 至 250°C)，带2.4"(61mm)不锈钢探头

•  在流动液体内的相应时间较快，<5秒
•  具有分辨率为0.1°的大型液晶显示屏

•  基本精度：±1°F/0.5°C
•  具有1小时后或探头处于存放位置时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探头可以从0°(存放)定位至180°
•  采用添加抗菌剂的超声焊接外壳(防水等级达到IP65)
•  配备内置磁化带，可吸附到冰箱上

•  可以用洗碗机(置于顶层)清洗尺寸：116×38×20mm； 
重量：41.2g

•  配有 CR2032 电池；1年质保

订购

TM55 便携折叠式防水食品温度计

温度指示器和计步器食品温度计 — 通过NSF认证

通过NSF认证，适用于测量液体、糊剂和半
固态食品。完美适用于食品工业、农业和实
验室。 内置磁体，可固定在金属表面。

可调节角度(0°至180°)的折叠式探针

2.4"(61mm)折叠式不锈钢探头(通过
NSF认证)适用于测量液体、糊剂和半固
态食品。完美 适用于食品工业、农业
和实验室。

TM20/TM25防水温度 
指示器

此款产品可选型号配有短型或长型插入式不

锈钢探头

•  TM20：0.78"(20mm)探头，9.6英尺
(2.9m)电缆；-40至158°F(-40至70°C)

•  TM25：4.1"(105mm)插入式探头，5 英尺
(1.5m)电缆； -40 至 392°F(-40 至 200°C)

•  声音/可视警报，带高位/低位设置点

•  基本精度为±1.8°F/1°C；最高分辨率为 0.1°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记录和数据保持功能

•  磁性背板；配有防水(IP65)外壳

•  尺寸：86×57×30mm 
重量：90g

•  配有磁性背板、脚架、探头和一个 
CR2032 3V 纽扣式电池；1 年质保

订购

TM20 防水温度指示器

TM25 带插入式探头的防水温度指示器

PD20测温计步仪

采采 

3D传感器，具有温度测量功能

•  采用3D运动传感器，无论朝向任何方向 
都可正常工作。

•  采用智能算法，能有效滤除非步行运动

•  功能：

 -  步数：0至99,999(步长可调节)
 - 温度: 14 至 122°F(-10 至 50°C)
 - 卡路里消耗量：0至99,999千卡

 -  脂肪消耗量： 
0至999.9g

 -  所走距离： 
0至624.99英里(0至999.99 km)

 -  时间显示：12/24小时制

 -  平均速度： 
0至6.25mph(0至10km/h)

•  连续计步模式记录用户整体行走的步数 
(最多可记录7天)

•  总步数模式显示用户记录7天数据后 
累计行走的总步数

•  具有半夜12点钟过后数据自动保存功能

•  具有自动省电模式，当仪表检测到10分钟无
运动后自动进入省电模式(接下来只显示时间)

•  配有内置皮带夹的保护套，可佩戴在衣服 
上；设有系索插入孔(不包含系索)，可以 
穿入系索挂在颈部

•  配有CR2032电池和尼龙保护套(带皮带夹； 
设有开窗，用于看显示屏)；1年质保

订购

PD20 测温计步仪

401014室内/室外温度计

内置存储器可保存最小和最大温度读数

•  大型液晶显示屏显示1"(25mm)大小的 
室内/室外温度数字

•  室内量程：14至140°F(-10 至 60°C)室
外量程：-58至158°F(-50至70°C)基本
精度：±1.8°F /1°C分辨率：0.1°F/°C

•  尺寸：112×102×22mm； 
重量：186g

•  1年质保

•  配有带9.6英尺(3m)细电缆的防风雨温度
传感器、支架、AAA电池和壁装托架

订购

401014 具有较大数字显示的室内/室外温度计

39240防水温度计

方便携带，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记录功能

•  采用2.75"(70mm)不锈钢棒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量程：-40 至 392°F(-40至200°C) 
基本精度：±2°F/1°C 
分辨率：0.1°/1°

•  尺寸：150×20×18mm； 
重量：20g

•  1 年质保

•  配有一个LR44纽扣式电池和保护盖

订购

39240 防水温度计

392050插入式表盘式 
温度计

尖锐的不锈钢探头可测量空气、液体和半固

态物体的温度  
•  5"(130mm)探头，带 2"(54mm)刻度盘

•  量程：-58至302°F(-50至150°C) 
基本精度：±2°F/1°C 
分辨率：0.1°/1°

•  ON/OFF(开/关)开关可节省电池寿命

•  具有1小时后自动关机功能

•  重量29g
•  1年质保

•  配有1.5V LR44电池

订购

392050 插入式表盘式温度计

T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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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THD5一次性USB温度数据记录仪

便携式一次性USB温度数据记录仪(USB 2.0接头)

•  采用方便的信用卡大小的外壳，带USB 2.0接头；配备NTC热敏电阻器， 
适合记录精确温度测量数据时一次性使用

•  放在密封塑料袋中时可防水(防水等级达到IP65)
•  用户可编程的设置：语言、采样率、启动延迟时间、警报延迟时间、 
高位/低位警报范围和安全功能

•  通过红色和绿色LED灯显示状态

•  按下启动Start(按钮)开始记录数据，直到内存占满或按下Stop(停止)按钮

•  按下Mark(标记)按钮，共可在数据记录日志中添加8个书签

•  当插入PC完成数据记录后，会自动生成带数据和趋势图的PDF报告 
(需安装Adobe® Reader®软件)

•  配有10个数据记录仪；每个数据记录仪带一块CR2032纽
扣式电池(寿命约为1年)和一个塑料袋；1年质保

注意：每个数据记录仪仅供一次性使用。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温度 -22至158°F(-30至70°C) 0.1° ±1.8°F (1°C)

数据记录间隔时间 30s, 5min, 10min, 30min, 60min, 90min, 120min

启动/警报延迟时间 0, 5min, 30min, 45min, 60min, 90min, 120min

警报模式 单次事件、累积、禁用

语言 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存储器容量 8,192个读数

尺寸/重量 80 x 43 x 2.5mm/10g

订购

THD5 USB温度数据记录仪(10个/盒)

TH10温度USB数据记录仪

可记录32,000个温度读数，配有方便下载数据的USB接口

• 可选数据采用率：2秒至24小时

• 用户可以设置警报阈值

• 测量范围-40至 158°F(-40 至 70°C)；精度：±1.8°F/1°C
• 1年质保期；尺寸：130×30×25mm/重量：20g
• 配有3.6V锂电池、USB保护盖、安装支架和Windows®兼容分析软件；1年质保

订购

TH10 温度USB数据记录仪

42299 3.6V锂电池(2 pk)

A.插入PC以调整设置(需要安装Adobe® Reader®软件)。B.将数据记录仪放回塑料袋并密封开口，然
后放置在需要监控温度的区域并按下START(开始)按钮，数据记录仪开始记录温度。C.完成数据记
录后，将数据记录仪插回PC，它会自动生成一份PDF报告。

完美适用于监控食物、药品和其它运输途中的
冷链货物的温度读数

包含10个数据记录仪

将USB插入PC，可配合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42299 — 备用的持久型
锂电池

A B C

445702温湿度计时钟

结合了时间、温度和湿度三种显示

•  时钟显示12/24小时制时间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和“复位功能”

•  可同时显示时间、温度(14至140°F/-10至60°C)和湿度(10至85% RH)
•  最大分辨率:0.1°, 1%
•  基本精度: ±1.8°F/1°C and ±6%RH
•  温度单位是°C/°F，可相互转换

•  具有可编程的时钟警报装置

•  尺寸:109x71x20mm;重量: 113g
•  1年质保

•  配有支架、壁装支架和一节AAA电池

订购

445702 温湿度计时钟

445706壁挂式电波时钟 + 温湿度计

这款大型电子日历时钟非常适合放在桌面或挂在墙壁上使用

•   可同时显示时间、日期、温度(23 至 113°F/-5 至 45°C)和湿度(20% 至 90%RH)
•   最大分辨率: 1°, 1%
•   基本精度: ±2°F/1°C and ±5%RH
•   具有日历功能，可显示日、月和日期

•   具有带“贪睡”功能的声音闹钟(推荐放在桌面使用）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功能

•   可以选择的五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   尺寸:300x221x24mm;重量:608g
•   配有桌面支架和两节 AA 电池；1 年质保

订购

445706 壁挂式电波时钟温湿度计

CTH10A大型壁挂式电波时钟/日历 + 温湿度计

配备4.3"(109mm)数字时间显示屏，可自动同步时间

•   能从NIST无线电台WWVB(北美地区)接收时间码，精度维持在1秒以内(北美地区)
• 信号指示器显示信号强度的3个等级，以表明成功同步

•   液晶显示屏显示时间、相对湿度(20至99%RH)、温度(32至122°F/0至50°C)、 
年、月、日和日期

• 最大分辨率：0.1°, 1%
• 基本精度： ±2°F/1°C和±6%RH
• 时间可以12或24小时制显示

• 配备4.3"(109mm)大型电子时钟显示屏，可从远处轻松查看

• 具有自动调节日光节约时制(DST)功能

• 具有可编程的闹钟，带“贪睡”功能

• 配备内置支架，可立放在桌面上或挂在墙壁上使用

• 尺寸：426x292x32mm;重量：608g
• 配有内置支架和三节“C”电池；1 年质保

订购

CTH10A 挂壁式电波时钟 +温湿度计

温湿度计时钟

11.8"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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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幕温湿度计和湿度报警装置

445703/445715大字幕温湿度计

大型双显示液晶显示屏上的数字达1"，方便阅读

•   该产品配有大型双显示液晶显示屏，可同时显示温度(14至140°F/-10至60°C)和湿度
(10至99% RH)；还具有最大值/最小值以及复位功能，其最大分辨率为 0.1和1%

•  445703型号配有内置湿度和温度传感器(基本精度可达 ±1.8°F/1°C和±5%RH)
•  445715型号包含带18"(457mm)线缆的远程探针和基本精度为±1.8°F/1°C和 

±4%RH的探针；探针夹在仪表的侧面上；该产品配有NIST可追溯的校准证书； 
配有后标定调整罐

•  尺寸：109×99×20mm；重量：169g；1年质保

•  配有内置支架、壁装支架和 AAA 电池；445715 型号还包含远程传感器。

订购

445703 大字幕温湿度计

445715  N 大字幕远程探针温湿度计

RH300-CAL 33%和75% RH校准套装(供445715用)

445814/445815湿度警报装置

湿度水平太高或者太低，可编程报警装置都会发出警报

•  湿度水平高于或者低于高位/低位设定点，%RH声音和可视警报会发出警告声； 
该产品还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和复位功能

•  可同时显示温度(14至140°F/-10至60°C)和湿度(10至99% RH) 
•  最大分辨率：0.1°，1%；基本精度；±1.8°F/1°C和±4%RH
•  可显示露点温度

•  配有后标定调整罐，供校准湿度和温度用

•  若有霉变条件存在(有害健康)或者空气太干(有静电)，会发出警报。

•  尺寸：109×99×20mm；重量：169g；1年质保

•  配有内置支架、壁装支架、传感器和一节AAA电池；可选装校准盐瓶(RH300-CAL)
•  445814型号配有内置湿度和温度传感器

•  445815型号包含带18"(457mm)线缆的远程探针；探针夹在仪表侧面。 
该产品具有 NIST 可追溯校准证书

订购

445814 湿度警报装置

445815  N 湿度警报装置II

RH300-CAL 33%和75% RH校准套装(供445815用)

445713/445713-TP大字幕室内/室外温湿度计

监测室内/室外湿度和温度

•   45713-TP 型号温度量程更宽，且配有更长的线缆

•   外部温度探针：14至140°F(-10至60°C)-58 至158°F(-50至70°C)
•   内部温度传感器： 

445713：14至140°F(-10至60°C)； 
445713-TP：32至122°F(0至50°C)

•   内部相对湿度量程： 
445713：10至99% RH； 
445703-TP：20%至99% RH 

•   基本精度为：±1.8°F(±1.0°C)，± 5% RH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和复位功能

•   尺寸：109×99×20mm；重量：169g
•   配有内置支架、壁装支架和一节AAA电池； 

445713 包含带35"(89cm)线缆的室外传感器 
445713-TP包含带9.75英尺(3m)线缆的室外传感器

订购

445713 大字幕室内/室外温湿度计(带远程)

445713-TP 室内/室外温湿度计(带宽量程远程探针)

445814

445715配有远程探针

 445815配有远程探针

445703

可选校准盐瓶(RH300-CAL)可选NIST445715-
NISTL包括75%处NIST可追溯证书。为确保具
有2点处(33%和75%)NIST可追溯证书，请订
购445715-NIST(欲了解相关订购信息，请参见 
160 页)

这些型号的湿度警报装置具有声音和可视警报功
能若有霉变条件存在(有害健康)或者湿度过低(有
静电)，会发出警报。

温湿度计和湿度报警装置

RHT3 EzSmart™温湿度计

借助这款EzSmart温湿度计和来自iTunes®和Google Play™应用商店的免费应用

软件，让您的iOS®和Android™智能设备*更加智能。

•  M可同时测量湿度和温度

•  可计算湿球温度和露点温度

•  具有连续曲线图功能，能够绘制湿度和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  用户可以设置5组温度和湿度高位/低位警报

•  可记录湿度、温度、湿球温度和露点温度4种读数 — 每种包含100个数据点， 
同时带有时间、日期和GPS坐标

•  可直接发布图像到社交媒体(Facebook®和Twitter™)
•  配有内置传感器和带有系带的接头保护盖；1年质保

 *不包含 iOS/Android设备(欲了解兼容的设备，请访问 www.extech.com/RHT3)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相对湿度 20%至95%RH 0.1%RH ±5% RH

温度 -4至140°F(-20至60°C) 0.1° ±1.8°F (±1°C)

湿球温度(计算所得) -4至140°F(-20至60°C) 0.1°

露点温度(计算所得) -40至140°F(-40至60°C) 0.1°

尺寸/重量 18 x 9 x 54mm/7g

订购

RHT3 EzSmart™温湿度计 

RH30/RH35湿度警报装置

可以监控温度和湿度，以确定一个区域的合适热量和水分含量；它还可以记录日

间最高和最低极限值

•   具有温度/露点温度和湿度测量功能；基本精度为：±1.8°F/1°C，±5%RH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和复位功能

•   配有支架和电池；1年质保

RH3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可测量温度/露点温度(4至122°F/-10至50°C)和湿度(10至99%RH)
•   当湿度水平超过用户预设值(50、60 或者 65%RH)时，蜂鸣器 
会发出声音而且亮光LED会闪烁；

•   尺寸/重量：3.7×3.7×0.9"(94×94×23mm)/4.8盎司(136g)
RH35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可测量温度/露点温度(14 至 140°F/-10 至 60°C)和湿度(10 至 99%RH)
•   采用创新的图形显示器，能像雷达荧光屏那样现实最近 24 小时测得的湿度值

•   当湿度水平超过65%RH时，蜂鸣器会发出声音而且亮光LED会闪烁

•   表面图标可显示舒适区(介于40与60% RH之间)和不舒适区(太干<40% RH 
或过于潮湿>60% RH)

•   尺寸/重量：98×109×55mm/87g

订购

RH30 湿度警报装置

RH35 桌面雷达温湿度计警报装置
445713

445713-TP 
非常适合在低于冻结温
度的状况下使用

RH35

免费的智能设备应用软件 
可测量°F/°C 和 %RH，以数字或
曲线图模式查看，还可拍摄照
片并记录数据到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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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和图示记录仪湿度/温度/压力数据记录仪

RHT50湿度/温度/压力数据记录仪

可记录多达10,000个湿度、温度和压力读数

•   有 USB 接口，方便设置和下载数据

•   可选数据采样速率范围为1分钟至18小时

•   用户可以对最小值/最大值警报阈值进行设置

•   具有手动启动模式；还可以对启动模式进行设置

•   通过红色/黄色LED和绿色LED显示状态

•   包含3.6V锂电池、安装支架和Windows®兼容分析软件；1年质保

规格 量程 最大分辨率 基本精度

温度 -40至158°F(-40至70°C) 0.1°F/°C ±1.8°F/ ±1.0°C

湿度 0至100%RH 0.1%RH ±3.5%RH

空气压力 13.7至15.2psi, 950至1050hPa,  
95至105kPa, 0.9至1.0bar 

0.1 ±0.25% FS

数据记录间隔时间 1秒至18小时

存储器 10,000个点

尺寸/重量 130x30x25mm/20g

订购

RHT50 湿度/温度/压力数据记录仪

42299 3.6V 锂电池(2 pk)

RHT10/TH10湿度和温度USB数据记录仪

有两种型号可供选择，都配有方便下载数据的USB接口

•  RHT10型号可记录16,000个温度读数/16,000个相对湿度读数；可通
过 Windows®兼容软件显示露点；可选 RHT10用的RHT10-SW软件，
计算比湿(单位：谷/磅(克/千克))，最高可达1120GPP(160g/kg)

 TH10型号可记录32,000个温度读数

•  可选数据采用率：2分钟至24小时

•  用户可以设置相对湿度和温度的警报阈值

•  湿度：0至100% RH(仅RHT10型号)，精度：±3% RH；温度：-40至158°F(-40至70°C)， 
精度：±1.8°F/1°C 

•  1年质保期；尺寸：130×30×25mm/重量：20g
•  配有3.6V锂电池、USB保护盖、安装支架和Windows®兼容分析软件；1年质保

订购

RHT10 湿度和温度USB数据记录仪

RHT10-SW GPP(g/kg)软件，供RHT10使用

TH10 温度USB数据记录仪

42299 3.6V锂电池(2 pk)

RHT20湿度和温度数据记录仪

可记录16,000个湿度读数和16,000个温度读数

•  配有USB接口，方便设置和下载数据到PC
•  通过 Windows®兼容软件(已包含)可显示露点温度

•  可选数据采用率：1秒至24小时

•  用户可以设置相对湿度和温度的警报阈值

•  液晶显示屏可显示当前读数、最小值/最大值和警报状态； 
湿度：0 至 100%RH；分辨率：0.1%RH；精度：±3%RH； 
温度：-40至158°F(-40至70°C)；分辨率：0.1°F/°C；精度：±1.8°F/1°C

•  电池的质保期为3个月；尺寸：94.4×48.9×31.2mm/ 
重量：90.7g

•  配有3.6V锂电池、带暗码锁的安装支架和Windows®兼容分析软件；1年质保

订购

RHT20 湿度和温度数据记录仪 $139.99

可以监控清洁房间、仓库、储存室、冷冻库、运输车和水路修
复设备中的湿度、温度和空气压力水平。配有USB接头，方
便插入电脑，以进行数据分析

包含PC软件

监控温度和湿度(RHT10)级别。将
USB插入PC，可配合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

42299 — 备用的持久型
锂电池

RH520A湿度和温度图示记录仪

这是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图示数据记录仪，而且设置和操作方便

•  可同时显示湿度(10.0 至 95.0%)和温度(-20.0至140.0°F/-28.0至60.0°C) 
读数的数值和图形以及时间和日期

•  基本精度：±3%相对湿度；±1.8°F(±1°C)
•  包含基于LabView™的软件，可计算露点、湿球温度和比湿(谷/磅)，并绘制曲线图

•  配有大型双图示液晶显示屏，其垂直和水平分辨率可以进行调节

•  内部存储器可记录多达49,000个数据点，而且可以将这些数据传输到PC上

•  带高位/低位设定点的声音和可视警报

•  输出插座配合可选外部警报模块使用

•  尺寸：129×195×22mm；重量：357g
•  配有内置支架、带 3 英尺(1m)电缆的可拆卸探针、RS-232线缆、RS-232(连接

USB适配器)、PC软件、100-240VAC 50/60Hz适配器和3节AA电池；1年质保

订购

RH520A  N 湿度+温度图示记录仪(110V 适配器)

RH520A-220  N 湿度+温度图示记录仪(220V适配器)

RH520A-240  N 湿度+温度图示记录仪(240V适配器)

RH522 可更换的湿度/温度探针 

SL123 交流警报继电器模块 9 英尺(3m)电缆 

SL124 直流警报继电器模块 9 英尺(3m)电缆

42280湿度和温度数据记录仪

可记录多达16,000个读数，配有USB接口，可将数据下载到PC中 
•  P可从键盘或者PC进行设置；可以选择数据采样率；用户还可以 
设置声音和可视警报

•  测量量程：0至100% RH和-4至144°F(-20至70°C)； 
分辨率：0.1%RH，0.1°F/°C；基本精度：±3% RH，±1°F /0.6°C

•  尺寸/重量：120.7×88.9×38.1mm/163g
•  配有Windows®兼容软件、USB线缆、110V交流适配器、四节AA电池；1年质保

订购

42280 温度和湿度数据记录仪

RH300-CAL 33%和75% RH校准套装

42275湿度和温度数据记录仪套装

轻便、功能强大而且方便配合USB接口使用

•  防水湿度(0至100% RH)和温度(-40 至 185°F/-40至85°C)数据记
录仪套装可记录多达16,000个读数(8,000个读数/参数)

•  分辨率：0.1%RH，0.1°F/°C；基本精度：±3%RH，±1°F(±0.6°C)
•  配有带日期和时间的实时时钟，可按天、周或者月记录数据

•  三种起动方式：按规定时间启动、立即启动或者磁性启动

•  多种数据记录仪(42270)均可以进行配置，而且数据可以从一个单一的插接站下载

•  采样速率可以设置为1秒至 12 小时间的任意值；产品还配有高位/低位限值警报指示

•  42275 — 123.8×95.3×51mm；254g
•  1年质保

订购

42275 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套装(带PC接口)

42270 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供42275用)

42299 备用3.6V锂电池(2块)

套装包含Windows® XP、Win 7和Win 8兼容
软件和插接站42275 — 包含一个42275数据
记录仪。

42299 — 备用的持久型
锂电池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监控仓库、储存室、冷冻室、运输车
和办公室的湿度和温度水平。配有
USB接头，方便插入电脑，以进行数
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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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源和电池湿度、温度、气压数据记录仪和校准瓶

SD500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可以Excel®格式将数据记录在SD卡上，以便传输到PC上

•   双液晶显示屏显示相对湿度和温度读数

•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能够以Excel®格式将
数据保存在SD卡上，方便传输到PC

•   可选择数据采样速率

•   配有6节AAA电池、SD存储卡、通用交流适配器和安装支架；1年质保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温度 32至122°F 0至50°C 0.1°F/°C ±1.5°F ±0.8°C

湿度 10至90%RH 0.1%RH ±4%RH数据

记录间隔时间 5、10、30、60、120、300、600秒或者自动

存储器 利用4G SD存储卡记录数据

尺寸 132 x 80 x 32mm

重量 282g 

订购

SD500 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SD700气压/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监控气压、湿度和温度水平

•   可以三种测量单位显示气压：hPa、mmHg和inHg
•   配有三重液晶显示屏，可同步显示气压、温度和相对湿度

•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能够以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在SD卡上， 
方便传输到PC

•   可选数据采用率：5、10、30、60、120、300、600秒
•   配有6节AAA电池、SD存储卡、通用交流适配器和安装支架；1年质保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气压 10至1100hPa;  
7.5至825.0mmHg;  
0.29至3248inHg  

0.1hPa,  
0.1mmHg,  
0.01inHg

±2hPa 
±1.5mmHg 
±0.1inHg 

温度 32至122°F 0至50°C 0.1°F/°C ±1.5°F ±0.8°C

湿度 10至90%RH 0.1%RH ±4%RH数据

记录间隔时间 5、10、30、60、120、300、600秒或者自动

存储器 利用 4G SD 存储卡记录数据

尺寸 132 x 80 x 32mm

重量 282g

订购

SD700 气压/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RH300-CAL 33% 和 75% RH校准基准

用于校准湿度指示剂的校准套装

•  用于校准湿度指示剂的可选校准套装(RH300、445715和445815)
•  33%RH和75%RH校准瓶

•  采用窄口设计，可紧密贴合传感器

•  配有33%RH和75% RH校准瓶

订购

RH300-CAL 33%和75%RH校准基准瓶

PWR5移动电源(内置闪光灯)

用于便携式USB充电设备的外部备用电池/充电器*
•  内置持久高能(2800mAh)电池

•  配有3个蓝色LED灯，可显示电量水平

•  简单的一键式操作

•  配有内置LED闪光灯(按两下按键开启，避免意外打开)
•  仅需将任意便携式USB充电设备* 插入这款轻巧的充电器便可为设备充电。

•  配有micro USB电缆

•  尺寸：73×35.5×22.7mm；重量：65g
*兼容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MP3/MP4播放器、数码相机、GPS以及其它便携式USB充电设备

订购

PWR5 移动电源

42299 3.6V锂电池

2节装(大小为AA芯型电池的1/2)，原电池、不可充电

• 高压响应，在整个使用生命周期中可稳定供电

• 具有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60°C/+85°C)
• 自放电率低(在+20°C下储存，每年放电率低于1%)
• 便于轻松集成到紧凑型系统中

• 具有出色的抗大气腐蚀性能

• 电池筒和端帽采用不锈钢制成(低磁性)
• 采用密封性良好的玻璃-金属封接

• 采用非易燃性电解质

• 符合IEC 60086-4安全标准和IEC 60079-11本质安全性标准(T4指定类)
• 获保险商实验室(UL)部件认可

• 根据UN建议，未限制运输/未指定为9类
• 包含两节3.6V锂电池

订购

42299 3.6V锂电池(2 pk)

BATT-36V-C 3.6V锂电池(2 号)

2号芯型原电池，不可充电，经UL认可

• 工作电压高且稳定

• 高能电池，在整个电池寿命中提供更高电力

• 具有出色的放电能力

• 适合高耗能应用

• 自放电率低(在+20°C下储存，1年后放电率低于1%)
• 电池寿命长于10年，取决于具体应用

• 采用密封性良好的玻璃-金属封接

• 避免漏电，是电池寿命长于10年的关键

• 采用非易燃性电解质

• 安全操作，以防滥用

• 包含一节3.6V 2号锂电池

订购   (只能配送到美国地址)

BATT-36V-C 3.6V锂电池(2号)

监控并记录校准室、办公室、洁净
室和储存设施内的温度和湿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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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湿度和温度是确保住宅、商业办公室、生

产场所和医疗卫生场所室内空气质量(IAQ)至关

重要的一部分。Extech干湿球湿度计是实现快

速诊断和解决IAQ问题的关键工具

温
湿

度
计

IAQ必备工具

露点温度/干湿球湿度计

RH300/RH305 
温湿度计/干湿球
湿度计
温差测量用温度探针

•  同时显示%RH、温度和露点温

度或者湿球温度或者探针温度

•  利用可选探针(TP890)计算

T1-T2温差(空气温度减去外

部探针温度)T2-露点温度、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读数

•  温差用可选TP890探针

•  RH300型号包含2节AAA电池

•  RH305型号套装包含RH300、 
TP890外部温度探针、RH300-
CAL校准瓶和便携箱

RH350双通道 
输入温湿度计/
干湿球湿度计
配有两个过热环境用K型外

部探针输入和存储器

•  过热温差测量：T1-T2、
空气-T1和T1露点温度

•  背光液晶显示屏显示3个参

数：%RH和温度以及露点温

度、湿球温度或者K型温度

•  RS232接口 – 407752软
件(可从www.extech.com
网站下载)以及单独出售

的可选线缆589250

•  可保存多达99个数据点

•  带时间戳的Max/Min(最大

值/最小值)+ AVG(平均值)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2个常用K型细珠

探针和4节AAA电池

RH390/RH490 
高精温湿度计/ 
干湿球湿度计
相对湿度最高精确度达2%，快

速响应时间30秒

• 配备双背光显示屏

• 同时显示： 
- 湿度/温度

- 湿度/露点温度

- 湿度/湿球温度

•  响应快速，只需30秒

•  采用超薄设计，侧面贴胶,
方便抓握以及单手操作

•  RH490型号可测量高达

1120GPP(160g/kg)-每磅

颗粒(克/千克)混合比

•  配备便携箱和9V电池

HD500干湿球 
湿度计+30:1红外
测温仪
组合式湿度计、K型测温仪和

红外测温仪

•  内置红外测温仪，可实现非接触 
式表面温度测量

•  配有K型测温仪，可实施接触式 
温度测量

•  最高相对湿度精确度可达2%

•  配备带背光的大型三重 
液晶显示屏

•  配有USB端口，含PC软件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常用细珠K型热电偶探

头、PC软件、USB线缆、内

置支架、便携箱和9V电池

SDL500 
温湿度计/ 
数据记录仪
具有日期/时间戳，能够以

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在SD
上，方便传输到PC

•  具有湿度、温度、露点温度和 
湿球温度测量功能

•  可选数据采用率：1至3600秒

•  可手动保存/调取多达99个读数

•  配备大型背光双液晶显示屏

•  可记录/调用最小值、最大值读数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和自动关机 
功能(含禁用功能)

•  包含6节AA电池、SD卡、便携箱

和湿度探针；可选装通用的交流

适配器UA100-240以及K型和J型
热电偶探头 
(请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

规格  RH300  N  |  RH305  N RH350  N  RH390  N  |  RH490  N HD500  N SDL500  N 规格
传感器类型 电容 电容 电容 电容 电容 传感器类型

露点温度 -90.4至122°F (-68.0至49.9°C) -90.4至122°F (-68.0至49.9°C) -22至199°F (-30至100°C) -90.4至140°F (-68至60°C) -13.5至120.1°F (-25.3至48.9°C) 露点温度

湿球温度 -6.9至122°F (-21.6至49.9°C) -6.9至122°F (-21.6至49.9°C) 32至176°F (0至80°C) -6.88至140°F (-21.6至60°C) -6.9至122°F (-21.6至50°C) 湿球温度

湿度(基本精度)  0至100%RH (±3%RH) 0至100%RH (±3%RH) 0至100%RH (±2%RH) 0至100% (±2%RH) 5%至95%  (±3%RH) 湿度(基本精度)

混合比 — —  否 |    0至1120 GPP(每磅颗粒)； 
              0至160 g/kg(克/千克) 

— — 混合比

内部温度(基本精度) -4至122°F /-20至50°C (±1.8°F/±1°C) -4至122°F/-20至50°C (±1.8°F/±1°C) -22至199°F/-30至100°C (±1.8°F/1°C) -14至140°F/-10至60°C (±4°F/±2°C) 32至122°F/0至50°C (±1.8°F/±1°C) 内部温度(基本精度)

外部温度(基本精度) 热敏电阻：-4 至 158°F/-20 至 70°C 
                  (±1.8°F 或 ±1°C)

K 型：-328 至 2498°F/-200 至 1370°C 
(±0.3% 或 1.8°F 或 ±1°C)

— K 型：-148 to 2501°F/-100 to 1372°C (±3%) K型： -148至2372°F /-100至1300°C  
J型： -148至2192°F/-100至1200°C 
±(0.4% + 1.8°F/1°C)

外部温度(基本精度)

红外温度(基本精度) — — — -58至932°F/-50至500°C  
(±2% or ±4°F/±2°C)

— 红外温度(基本精度)

发射率 — — — 固定0.95 — 发射率

视场角 — — — 30:1 — 视场角

PC接口 — 可选软件和线缆(589250) — 是 — PC接口

存储器/数据记录 — 99个读数 — — 利用4G SD存储卡记录数据/数据记录 存储器/数据记录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经过CE认证

尺寸/重量 178.5x48.4x24.7mm/95g 230x57x44/153g 200x45x33mm/200g 255x75x50mm/350g 182X73X48mm/655g 尺寸/重量

质保 1年 1年 1年 3年 3年 质保

配件
RH300-CAL RH300用33%和75%RH

校准套装

RH350-CAL RH350用33%和75%RH
校准套装

TP890 RH300用热敏电阻 
温度探针

589250 RH350用RS-232 PC电缆

USB100 RS-232至USB适配器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
4个插头(美国、欧英国、
澳大利亚)

RH305套装 Includes SD 
memory card

N 订购具有NIST可追溯证书的仪表
时，可以获得带相关数据的NIST可追溯证
书。查看提供NIST认证的产品N标识。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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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诊断气压、湿度和温度水平相关问题对实

现有效HVAC/机械维修非常必要。有了Extech

的耐用、精确且方便使用的环境测定仪，一切

迎刃而解。

利用Extech提升室内
空气质量

湿度、温度和气压计/数据记录仪

445580 
温湿度笔
便携式数字温湿度计， 

是现场使用的理想之选

•  可同时显示温度(°C/°F)
和相对湿度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记录 
和数据保持功能

•  内置自校准工具，通过采用 
可选相对湿度校准瓶 
(RH300-C)，实现现场校准

•  配有仪表、便携式夹子和 
3V锂电池

RH210 
便携式温湿度计
这款经济实惠的手持式温湿

度计配有大型双显示液晶显

示屏，可同时显示温度和湿

度或露点温度

•  采用便携式设计，配有大

型双显示屏，可同时显示

温度和湿度或露点温度

•  采用精密的电容式传感器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记

录功能，可保存和调

用最高和最低读数

•  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数 
保持在显示屏上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含禁用功能)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配有带39"(1m)电缆的探针、 
9V电池和软质便携包

RH101温湿度计 + 
红外测温仪 
可测量湿度和空气温度；还可

通过红外，实现非接触式温

度测量

•  配有大型背光式双显

示液晶显示屏

•  一次显示和二次显示：用户可以 
选定一次显示用于红外或者湿度 
测量值，而二次显示则用于 
环境温度

•  红外测温仪具有内置激光

指示器、8:1测温距离系

数比和固定发射率0.95

•  具有自动关机、最大

值和数据保持功能

•  配有带39"(1m)卷缆的远程湿度

传感器，可测量湿度和环境温度

•  具有超量程指示

•  配有内置支架、保护皮套、湿

度/温度探针、9V电池和便携箱

EA20/EA25 
EasyView®温湿度
计和数据记录仪
保存读数可达99个 

或者15,000个

•  具有相对湿度和温度双显示

功能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

•  具有数据保持、相对模式和

最大值/最小值记录功能

•  配有可编程的关机计时器

•  配有支架、保护皮套、带

39"(1m)线缆的探针、6节AAA
电池和便携箱；EA25型号包

含Windows®兼容软件和线缆

•  EA20型号 - 可保存多达99个
手动读数，方便显示屏调用

•  EA25型号 - 可保存多达

15,000个读数，供PC下载；

其启动/停止数据记录时间

和采样速率可设置为1至
86,000秒之间的任意数值

SD500/SD700 
湿度/温度数据记
录仪与气压计
可以用Excel格式将数据记录

到SD卡上

•  SD500型号 - 双显示液晶显示

屏显示相对湿度和温度读数

•  SD700型号 - 三显示液晶显示

屏显示气压、温度和相对湿度

•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

能够以Excel®格式将数据保

存在SD卡上方便传输到PC

•  可选数据采用率：5至600秒 
或自动

•  配有6节AAA电池、SD卡、

通用交流适配器和安装支架

规格 445580  N RH210 RH101  EA20  N  |  EA25  N  SD500   |  SD700  规格
传感器类型 电容 电容 电容 电容 电容 传感器类型

湿度 10至90% 10至95% 10至95% 10至95% 10至90%RH 湿度

露点温度 — -13.5至120.0°F (-25.3至48.9°C) — -4至140°F (-20至60°C) — 露点温度

温度(空气) 14至122°F (-10至50°C) 32至122°F (0至50°C) -4至140°F (-20至60°C) -4至140°F (-20至60°C) 32至122°F (0至50°C) 温度(空气)

温度(红外) — — -58至932°F (-50至500°C) — — 温度(红外)

气压 — — — —  否 |  10至1100hPa；7.5至825mmHg；
             0.29 至 32.48 inHg

气压

基本精度 ±5%, ±1.5° ±3%RH；±1.5°F/±0.8°C(空气)；
±2.2°F/±1.2°C(露点)

±3.5%RH；±2%或±4°F/2°C(红外); 
±3°F/2°C(空气)

±3%RH, ±1.8°F (±1°C) ±4%RH, ±1.8°F (±0.8°C) 基本精度

最高分辨率 0.1%, 0.8°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hPa, 0.1mmHg, 0.01inHg 最高分辨率

PC接口 — — —  否 |  是 — PC接口

数据记录 — — — 99 readings / 15,000 readings 使用4GB SD存储卡记录数据 数据记录

经过CE认证 是 支持 是 支持 支持 经过CE认证

尺寸 145x30x25mm/65g 135x60x33mm/264g 150x75x40mm/200g 152x72x35mm/235g 132x80x32mm/282g 尺寸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质保

配件
RH300-CAL 445580用33%和75% 

校准套装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
4个插头(美国、欧英国、澳
大利亚)

温
湿

度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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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工作现场还是运动员，热应力都至关

重要。采用Extech的热指数测定仪在炎热潮湿

天气下监测安全状况，保障人身安全。

多
功

能
热

指
数

测
定

仪

重新定义
热指数测定仪

专业热指数/热应力测定仪

HW30 
热指数秒表
配有数字UP/DOWN(累计/倒
数)计时器，可显示温度、湿度

和热指数

•  具有用户可编程的热指数警报

•  具有分辨率为1/100秒的跑表/ 
记秒表模式

•  可调用最快圈/最慢圈/平均值

•  配有99圈计数器和30
圈/阶段存储器

•  配有10小时倒数计时器和最后

5秒的声音蜂鸣器警报功能

•  具有可编程的警报装置

•  具有日历模式，可显示日、 
月和日期

•  配有12或者24小时运行时钟

•  配有39"(1m)系索和一个 
3V CR2032电池

•  HW30-NISTL - 仅时间功

能具有受限制的NIST

RH25热指数 
干湿球湿度计
此款产品是方便携带的笔式

干湿球湿度计，可监控炎热

潮湿天气的热指数

•  内置多参数传感器，可

测量热指数、WGBT、湿

度、环境温度、温度、

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

•  具有用户可编程的热指数/ 
WBGT警报

•  具有热指数功能，可结合

湿度与温度、空气流动和

辐射热，测量炎热程度

•  具有湿球黑球温度(WBGT)功
能，可以估计温度、湿度和

直射或者辐射阳光的影响

•  具有最小值/最大

值/平均值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和自动

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CR2032电池

AN25热指数 
风速仪
此款产品是方便携带的笔式风速

仪，可用于监控风量和热指数

•  内置多参数传感器，可测量

风速、热指数、WGBT、湿

度、环境温度、露点温度、

湿球温度、温度和风寒指数

•  迷你型低摩擦叶片可测量风速

•  具有热指数功能，可结合

湿度与温度、空气流动和

辐射热，测量炎热程度

•  具有湿球黑球温度(WBGT)功
能，可以估计温度、湿度和

直射或者辐射阳光的影响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和自动

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CR2032电池

HT30热应力 
WBGT指数测定仪
具有湿球黑球温度(WBGT)功
能，可以估计温度、湿度和直

射或者辐射阳光的影响

•  具有热指数功能，可将湿度

与温度、空气流动和辐射热

相结合，测量炎热程度

•  具有黑球温度(TG)功能，可监控

直射阳光辐射对裸露表面的影响

•  具有输入/输出功能，可显示

WGBT值以及有无直射阳光影响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内置RS-232接口，带可

选PC软件(407752)

•  配备两节AAA电池

HT200热应力 
WBGT指数测定仪
可精确测定热应力水平

•  具有热指数功能，可将湿度

与温度、空气流动和辐射热

相结合，测量炎热程度

•  具有黑球温度(TG)功能，可监控

直射阳光辐射对裸露表面的影响

•  具有输入/输出功能，可显示

WGBT值以及有无直射阳光影响

•  具有WBGT高位/低位警报 
设置功能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50个读数

•  配备背光液晶显示屏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记录、数据 
保持功能和自动关机功能 
(含禁用功能)

•  配有9V电池和硬质便携箱

规格 HW30  N RH25 AN25 HT30  N HT200 规格
热指数 70至122°F (22至50°C) -50.8至401°F (-46至205°C) -31至401°F (-35至205°C) — 热指数

温度 14至122°F (-10至50°C) -4至122°F (-20至50°C) 5至122°F (-15至50°C) 黑球：32至176ºF(0至80ºC) TG-黑球：32至176°F(0至80°C)；
TA-空气：32至122ºF(0至50ºC)

温度

湿度 1至99% 0至99.9%RH 5.0至95.0%RH 0至100% RH 1至99%RH 湿度

露点温度 — -108.4至122°F (-78至50°C) -103至122°F (-75至50°C) — -31.5至120.1°F(-35.3至48.9°C) 露点温度

湿球温度 — -4至122°F (-15至50°C) 5至122°F (-15至50°C) -6.9至122°F(-21.6 至 50°C) 湿球温度

湿球黑球温度 - WBGT — -20.2至130°F (-29至54.5°C) -20.2 to 130°F (-29至54.5°C) 32至122ºF (0至50ºC) 无阳光辐射：32至138°F(0至59°C)；
有阳光辐射：32至132°F(0至56°C)

湿球黑球温度 - WBGT

风速 — — — — 风速

 英尺/分钟(m/s) — — 80至4920英尺/分钟(0.4至25m/s) — —  英尺/分钟(m/s)

 mph (km/h) — — 0.9至55.9mph(1.4至90.0km/h) — —  mph (km/h)

 节 — — 0.8至48.6 节 — —  节

风寒指数 — — 5 至 122°F(-15至50°C) — — 风寒指数

计时功能 9小时、59分钟和59秒 — — — — 计时功能

基本精度 ±5 秒/天，±5% RH，±3°F (1.5°C) ±3%RH, ±1°F/0.6°C ±3%RH, ±2°F/1°C, ±3%FS ±3%RH, ±1.8°F/1.0°C (TA), ±4°F/2°C (TG) ±3%RH，±1.8°F/1°C(WBGT 无阳光辐射)；
±2.7°F/1.5°C(有阳光辐射) 
±1.5°F/0.8°C(TA)， 
±1.1°F/0.6°C(TG)

基本精度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经过CE认证

尺寸/重量 192x30x45mm/ 108g 140x35x18mm/50g 152x40x18mm/60g 254x49x30mm/136g 
球：40mm直径，35mm高

仪表：300×70×50mm 
球：50mm直径/220g

尺寸/重量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质保

配件
407752 HT30用软件和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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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ch供应各种行业用的温湿度计对于木材工

业和建筑业，专业人员采用Extech探针式和无

探针式温湿度计。为确保精确的土壤测试和农

作物测试，Extech专业温湿度计值得信赖。

温
湿

度
计

快速查找 
水分含量

温湿度计

MO25  
湿度笔
方便读取的双显示彩色液

晶显示屏可显示10个范围

的%WME湿度水平

•  五个双色LED可显示10种 
湿度水平：

•  采用简单易用的一键式操作

•  通过数据保持功能，可以保持 
LED范围

•  具有开机电池电量检查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节省电量

•  用于壁板、石膏夹心纸板、硬纸 
板、石膏、混凝土、砂浆、纸、 
织物等等

•  配有保护盖、内置便携式夹子 
和2个电极针(已组装好)和一节 
AAA电池

MO50 
便携式温湿度计
易于操作，通过图标显示表

明水分含量的水平，带声音

警报功能

•  能够显示木材和壁板、石膏 
夹心纸板、硬纸板、石膏、 
混凝土、砂浆等建筑材料中 
的湿度水平

•  具有声音警报功能 - 当湿度

水平上升时蜂鸣声频率加快

•  通过图标显示水分含量的低、 
中和高水平

•  配有可更换的螺纹式 
测量电极针

•  简单易用，采用便携式设计

•  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数 
保持在显示屏上

•  内置电池检查和测量验证测试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节省电量

•  配有备用电极针、保护盖 
和9V电池

MO210 
便携式 
湿度检测器
配有大型双图示液晶显示屏，

可显示木材或者其它建筑材料

中的水分含量

•  具有二合一数字液晶显示屏读数 
和模拟量条形图

•  可测量木材和建筑材料的 
水分含量

•  用于壁板、石膏夹心纸板、硬

纸板、石膏、混凝土和砂浆

•  配有独立式便携测定仪， 
带皮带夹

•  配有可更换的螺纹式测量电极针

•  配有防冲击外壳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节省电量

•  内置电池检查和测量验证测试

•  配有保护盖、备用电极针和

三粒CR-2032纽扣电池

MO220 
木材湿度检测器
专为监控木材内水分含量而

设计

•  配有存储器，里面存有8个木材 
组，所含校准适用于约170种 
木材

•  采用内置针状电极或者耐用型远

程探针(已包含)，可以实施测量

•  配合温度探针(已包含)使用时， 
可显示自动温度补偿(ATC)读数

•  内置校准检查

•  配有可更换的测量电极针

•  用户可以对自动关机功能(含禁

用功能)进行调节(1至9分钟)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包含远程湿度探针、温度探针、 
保护盖、备用电极针、保护袋 
便携箱和2节AA电池

MO257无探针式
温湿度计
可快速响应，显示瓷砖、建筑

材料和木材0.78"至1.6"深处的

无探针式水分测量读数 

•  可显示非侵入性测量的相对

无探针式水分测量读数

•  配有多功能背光三显

示液晶显示屏

•  可在表面下方0.78"(20mm)
至1.6"(40mm)深处实

施无探针式测量

•  采用高频感应技术

•  具有自动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两个可调节警报等级，配

有声音(蜂鸣器)和可视(闪烁，表

示“危险”或者“超湿”)指示器

•  仪表开机后，可自动实施

校准(在干燥空气中)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3节AA电池和保护袋便携箱

规格 MO25 MO50 MO210 MO220 MO257 规格
传感器类型 接触式探针 接触式探针 接触式探针 接触式探针 无探针 传感器类型

水分含量 绿色 LED：5%、7%、9%、11%、12%
红色 LED：14%、16%、20%、30%、40%

5 至 50%(木材）； 1.5 至 33%(材料） 6至44%(木材)；0.2至2.0%(材料) 6至44%(木材) 0.0至100.0 水分含量

最高分辨率 — 0.1% 1%(木材)/0.1%(材料) ±1%(木材) 0.1 最高分辨率

温度(空气) — — — -31至176°F (-35至80°C) — 温度(空气)

经过CE 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经过CE 认证

尺寸 136x25x21mm 170x65x30mm 130x40x25mm 180x50x31mm 235x63x28mm 尺寸

重量 33gwithout battery 120g without battery 100g 175g 218g 重量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质保

配件
MO50-PINS MO50的备用探针(10根探针)
MO200-PINS MO210的备用探针(50根探针)
MO220-PINS MO220的备用探针(50根探针)



MO280 
无探针式 
温湿度计
可通过非侵入性方式，测量建筑材料

和木材的水分含量

•  可快速显示材料的水分含量

•  有10种木材类型和测量量程可供选择

•  配有液晶显示屏，可显示被测试木材 
或者材料的水分含量%

•  可在表面下方深至0.75"(19mm)处 
进行测量

•  可自动完成内部测试和校准

•  采用电磁测试技术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配有9V电池和便携箱

MO55探针和 
无探针式温湿度计
易于操作，通过图标显示表明水分

含量的水平，带声音警报功能

•  能够显示木材和壁板、石膏夹心

纸板、硬纸板、石膏、混凝土、

砂浆等建筑材料中的湿度水平

•  具有声音警报功能 - 当湿度水

平上升时蜂鸣声频率加快

•  通过图标显示水分含量

的低、中和高水平

•  配有可更换的螺纹式测量电极针

•  简单易用，采用便携式设计

•  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

数保持在显示屏上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节省电量

•  配有备用电极针、保护盖和9V电池

MO260探针和无探针
式温湿度计
可监控木材和其它建筑材料内的湿度，

而且基本上不会损坏表面

•  可显示%WME(木材水分当量)探针式 
水分测量读数

•  可显示非侵入性测量的相对无探针式 
水分测量读数

•  具有数字液晶显示屏读数功能、背光功能 
和三色LED条形图

•  可快速显示材料的水分含量

•  可在表面下方深至0.75"(22mm)处进行 
无探针测量

•  采用电磁感应技术

•  内置校准检查

•  具有可更换探针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储存期间，保护盖可以保护探针；使用

过程中，保护盖可以卡在外壳的侧面

•  配有9V电池、备用探针(MO200-PINS)、 
保护盖和便携箱

MO265探针和 
无探针式温湿度计 
(带无线探针)
采用无探针式或者探针技术，可测量木

材或者其它建筑材料内的水分含量

•  包含远程探针，可测量难以

接触区域的水分含量

•  可显示%WME(木材水分当量)探针式 
水分测量读数

•  可显示非侵入性测量的相对

无探针式水分测量读数

•  具有数字液晶显示屏读数功能、

背光功能和三色LED条形图

•  可快速显示材料的水分含量

•  可在表面下方深至0.75"(22mm)
处进行无探针测量

•  采用电磁感应技术

•  内置校准检查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存放盖可保护探针

•  配有9V电池、备用探针(MO200-PINS)、 
保护盖、远程探针(MO-P1)和便携箱

规格 MO280 MO55 MO260 MO265
无探针式水分测量 0至99%(受木材类型限制) - 相对 0至99% 0至999%(相对) 0至9999%(相对)

探针式温湿度计(远程探针) — 5至50%(木材)；1.5至33%(材料) 6.0至94.8% WME 6.0至94.8% WME

最高分辨率 0.1% 0.1% 0.1/0.1% 0.1/0.1%

存储器 — — — —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尺寸/重量 192x30x45mm/108g 170x65x30mm/120g 不带电池 203x58.4x43.2mm/204g 203x58.4x43.2mm/204g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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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功

能
温

湿
度

计

测量湿度等 
更多功能
Extech的先进温湿度计能提供的读数远不止湿度读数：采用非侵

入式、无探针式技术，保护作业表面。无需其它仪表，也能显示

环境读数(RH、空气和表面温度、露点温度、GPP、蒸汽压力、冷

凝度等)，提供更广泛的洞悉能力。配有专业的远程探针，扩大其

用途。请参见第90-95页，了解种类齐全的温湿度计。

配件
MO50-PINS MO50的备用探针(10根探针)
MO200-PINS 50根备用探针

MO-P1 备用湿度探针，带30"(76.2cm)线缆和
RJ45接头(适用于MO265)

三色LED条形图

探针和无探针式温湿度计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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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探针、土壤湿度计、水分含量测定仪多功能温湿度计

MO290/MO295无探针式温湿度计+红外测温仪

配备内置红外测温仪的多参数温湿度计

•  借助无探针技术，可测量材料和各种木材的水分含量，而且不会
损坏表面；使用远程探针，通过接触可提供水分含量读数

•  可同时显示水分含量和空气温度、红外温度或湿度

•  可在表面下方深至0.75"(19mm)处进行无探针测量

•  配备无接触式红外测温仪，具有8:1的距离与目标比以及0.95的固定发射率

•  可以对高/低水分含量和湿度警报进行设置

•  可自动计算温差(IR - DP)，从而确定凝结点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数据保持、自动关机和电池低电量指示功能

MO295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可手动保存/调取多达20个标记读数

•  具有快速模拟量条形图

规格

湿度计 无探针式：6至99.9(相对)；探针式温湿度计：0至99.9%

最高分辨率 0.1, 0.1°F/°C

湿度 0至100%RH

温度(空气) 空气：-20至170°F(-29 至 77°C)；红外：-4至392°F(-20至200°C)

蒸汽压力 0至20.0kPA

露点温度 -22至199°F(-30至100°C)

混合比 0至999GPP(0至160g/kg)

尺寸/重量 165x70x38 mm/210g

订购 (参见第95页，了解可选专业湿度探针)
MO290 无探针式温湿度计+红外测温仪

MO295 无探针式温湿度计+红外测温仪(带存储器)

MO300用水分温湿度计Android™

可以从Android设备上远程查看MO300取得的关键环境读数，采用免费的 

Extech Android应用程序进行数据记录。

•   集成的Bluetooth®(蓝牙)功能能与用户自己的Android
设备连接，以传输读数，实现远程查看

•   集通过免费的Android应用程序，可在长达30'(10m)的位置处显示水分含
量、湿度、温度、每磅颗粒-GPP、露点温度、蒸汽压力和凝结点

•   集采用无探针式技术，可快速显示多种木材和其它建筑材料的水分含
量，而且不会损坏表面；远程探针，通过接触可提供水分含量读数

•   集可手动保存/调用多达20个标记读数或者通过Android应用程序记录多达50K读数

•   集配有大型双显示屏；该显示屏带自动背光功能和快速模拟量条形图

•   集可在表面下方深至0.75"(19mm)处进行无探针式水分含量测量

•   集可以对高/低水分含量和湿度警报器进行设置

•   集配备无接触式红外测温仪，具有8:1的距离与目标比以及0.95的固定发射率

•   集可自动计算温差(IR - DP)，从而确定凝结点

•   集具有最小值/最大值、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规格

湿度计(非插入式) 无探针式：0至99.9(相对)；探针式温湿度计：0至99.9%

最高分辨率 0.1, 0.1°F/°C

湿度 0至100%RH

温度(空气)/(红外) 空气：-20至170°F(-29至77°C)/红外：-4至392°F(-20至200°C)

蒸汽压力 0至20.0kPA

露点温度 -22至199°F (-30至100°C)

混合比 0至999GPP (0至160g/kg)

尺寸/重量 165x70x38mm/210g

订购 (参见第95页，了解可选专业湿度探针)

MO300  N Android™用水分温湿度计

湿度探针

插入式湿度探针可配合Extech精选系列温湿度计使用

•  专业湿度探针配有可与Extech温湿度计MO290、MO295和MO300兼容的RJ45接头

订购 (以下探针用于MO290、MO295和MO300)

MO290-P 备用湿度探针，带30"(76.2cm)线缆和 RJ45 接头

MO290-BP 壁脚湿度探针(双固定扁平探针，长度为 4.1"/10.5cm)，带 30"(76.2cm)线缆

MO290-EP 加长探针，带30"(76.2cm)线缆和 4 根探针 

MO290-PINS-EP 12个备用探针：(6)个长度为3.5"/8.9cm和(6)个长度为6.5"/16.5cm；2个锁紧螺母，用于
MO290-EP探针

MO290-EXT 11.8"(30cm)加长件(2套)，用于MO290-EP探针

MO290-HP 锤式探针，包含4根探针(探针深度为1.6"/4cm)

MO290-PINS-HP 20根备用探针(探针深度为 1.6"/4cm)；2个锁紧螺母，用于MO290-HP探针

MO750土壤湿度计

集成 8"(20cm)耐用型不锈钢湿度探针，可测量土壤中的水分含量

• 可实施 0 至 50% 水分含量的测量

• 通过最小值/最大值功能，记录最小和最大湿度读数

• 通过数据保持功能，可以将读数保持在显示屏上

• 配有防水外壳

• 配有可更换的耐用湿度探针(MO750-P)
• 尺寸：374×40×40mm重量：267g
• 配有湿度探针、4节AAA电池和传感器盖

订购

MO750 土壤湿度计

MO750-P 备用湿度探针

SDL550水分含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配有 23.7"(600mm)耐用型不锈钢探针，可测量谷粒、玉米、稻米、干草和其它

材料内的湿度

• 可测量湿度、空气温度、露点温度和温度

• 采用可更换式探针，探针尖端内置过滤器

•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能够以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在SD卡上， 
方便传输到PC

• 可以调节数据采样速率：1至3600秒
• 可通过SD卡手动保存或自动持续记录99个读数

• 具有K/J型热电偶输入，供高温测量用

• 可记录/调用最小值、最大值读数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和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湿度 10至95%RH 0.1%RH 3% of reading

空气温度 32至122°F (0至50°C) 0.1° 1.8°F/1°C

露点温度 -13至120°F (-25至50°C) 0.1° 计算所得

K型热电偶 -148至2372°F (-100至1300°C) 0.1° (0.2% + 1.8°F/1°C)

J型热电偶 -148至2192°F (-100至1200°C) 0.1° (0.2% + 1.8°F/1°C)

尺寸 仪表：182×73×47.5mm； 探针：605mm×22mm直径

重量 仪表：245g； 探针：560g

订购

SDL550 水分含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可将读数传输到用户的Android 
手机和平板电脑上。从play.
google.com上下载Extech 
MO300 ExView™应用程序。

包含MO290-P湿度探针(带3英
尺/0.9m线缆)、9V电池和便携
箱；1年质保

包含MO290-P湿度探针(带3英
尺/0.9m线缆)、9V电池和便携
箱；1年质保

MO290-P MO290-HP MO290-EP

MO290-EXT MO290-BP

包含带4.9英尺(1.5m)线缆的
湿度探针、传感器盖、SD卡
和6节AA电池；可选J型和K
型热电偶探头 
(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

Android & Google Play是Google Inc.的商标。Android机器人是根据Google创建并共享的作品进行再造或修改；
根据《知识共享署名许可3.0》规定条款进行使用。

包含8"(20cm)不锈钢湿度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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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ch的便携式多功能环境测定仪结合一体化性

能，可实现精确诊断。Extech可帮助您以较少的

工具获得最多的结果。

热
线

-风
速

仪

远不止 
风量测量

热线风速仪/环境测定仪

45118/45158  
迷你热线风速仪
三合一或者五合一仪表

•  可测量风速、温度和风寒指数

•  可选5、10或者13秒
间隔的平均功能

•  其外壳可以延伸至9"(229mm)

•  三脚架(可选TR100三脚架—— 
单独出售)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可更换的低摩擦叶片

•  具有防水外壳浮子

•  配有CR2032锂电池和43"(1.09m)
系索45158其它功能

•  可测量%RH和露点温度

45168CP 
迷你热线风速仪
(内置指南针)
七合一仪表

•  内置指南针提供风向和360° 
读数

•  具有温差测量功能(空气 
温度 - DP)

•  具有最大值功能

•  其外壳可以延伸至9"(229mm)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防水外壳浮子，通过6英尺 
跌落试验

•  配有可更换的叶片(45156)

•  三脚架座

•  配有CR2032锂电池和系索

EN100/EN150  
环境测定仪(带 
UV*)
十一合一仪表

•  配有可更换的低摩擦叶片

•  具有气压和高度测量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备内置传感器、腕带和

CR2032电池。(可选EN100-TP探
针可测量高达158°F/70°C的温度)

EN100其它功能

•  可测量光级，配有自动旋转的 
显示屏

*EN150其它功能

•  可测量UV光级 

45170/45170CM 
环境测定仪
四合一或五合一仪表

•  配有自动旋转显示屏

•  配有低摩擦叶轮

•  配有电容式湿度传感器

•  具有K型输入(探针单独出

售 — 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

•  采用精密的光敏二极管

和彩色校正滤光片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记

录和数据保持功能

•  配备腕带和9V电池

•  45170CM型号还可测

量风量(CFM/CMM)

EN300 
Environmental 
Meter 
五合一仪表，配有PC接口

•  配有自动旋转显示屏

•  配有低摩擦叶轮

•  配有电容式湿度传感器

•  具有环境温度用的热敏电
阻和K型输入(探针单独出
售 — 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

•  采用精密的光敏二极管和彩色 
校正滤光片

•  声级测量满足IEC 61672  
2级要求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记录和 
数据保持功能

•  配有6节AAA电池；可选装交流 
适配器UA100-240和软件407001

规格  45118  |  45158 45168CP   EN100  |  EN150  45170  |  45170CM EN300 规格

英尺/分钟(分辨率) 100至5500 (20) 60至3937 (2) 80至3940 (1) 80至5910 (1) 80至5910 (1) 英尺/分钟(分辨率)

m/s (分辨率) 0.5至28 (0.1) 1.1至20 (0.1) 0.4至20 (0.1) 0.4至30 (0.1) 0.4至30 (0.1) m/s (分辨率)

km/h (分辨率) 1.8至100.6 (0.7) 0.8至72.0 (0.1) 1.4至72 (0.1) 1.4至108.0 (0.1) 1.4至108.0 (0.1) km/h (分辨率)

MPH (分辨率) 1.1至62.5 (0.2) 0.5至44.7 (0.1) 0.9至45 (0.1) 0.9至67.0 (0.1) 0.9至67.0 (0.1) MPH (分辨率)

节 (分辨率) 1.0至54.3 (0.3) 0.4至38.8 (0.1) 0.8至38.8 (0.1) 0.8至58.3 (0.1) 0.8至58.3 (0.1) 节 (分辨率)

蒲福风力(分辨率) 1至17 (1) 1至8 (1) — — — 蒲福风力(分辨率)

风量(CFM/CMM) — — 0.847至1,271,300CFM/0.024至36,000CMM 0.01至1,908,400CFM/0.001至54,000CMM — 风量(CFM/CMM)

温度 0至122˚F/ -18至50˚C (0.1˚) 5至122°F/ -15至50°C (0.1°) 32至122°F (0至50°C)/15至111°F (-9至44°C) 热敏电阻：32至122˚F/ 0至50˚C (0.1˚) 
K 型：-148°F至2372°F/-100°C至1300°C

32至122˚F/ 0至50˚C (0.1˚) 温度

相对湿度(分辨率)  否 |  10%至95% (1%) 0.1%至99.9% (0.1%) 10至95% (0.1%) 10至95% (0.1%) 10至95% (0.1%) 相对湿度(分辨率)

热指数 — 32至212°F (0 to 100°C) — — 热指数

湿球温度 — 23°F至122°F  (-5至50°C) 22.3至120.2°F (-5.4至49.0°C) — — 湿球温度

露点温度  否 |  32至122°F (0至 50°C) -4°F至122°F (-20至50°C) -13.5至120.2°F (-25.3至49.0°C) — — 露点温度

光级 — —  0至1860Fc (0至20,000Lux) |  否 0至1860 (0.1Fc)/0至20,000 (1Lux) 0至1860 (0.1Fc)/ 0至20,000 (1Lux) 光级

UV 等级 — —  否 |  0至1999µW/cm2  (2至20mW/cm2) — — UV 等级

声级(分辨率)- A 权重 — — — — 35至130dB (0.1dB) 声级(分辨率)- A 权重

基本精度 基本精度

风量 ±读数的3% ±3% FS ±3% FS ±3% FS ±3% FS 风量

温度/相对湿度  ±1.8˚F, ±1˚C |  ±1.8˚F, ±1˚C/±5%RH ±1.8˚F, ±1˚C/ ±3%RH ±2.5˚F, ±1.2˚C/±4%RH ±2.5˚F, ±1.2˚C/±4%RH ±2.5˚F, ±1.2˚C/±4%RH 温度/相对湿度

光/声音 — —  否 |  光：±读数的5% 光：±读数的 5% 光：±读数的 5%/声音±1.4dB 光/声音

经过CE 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经过CE 认证

尺寸/重量 133x70x19mm/95g 140x45x25mm)/95g 156x60x33mm/160g 156x60x33mm/160g 156x60x33mm/160g 尺寸/重量

叶片：1" (26mm)D 叶片：1" (25.4mm)D 叶片：1.2" (30.5mm)D 叶片：1.2" (30.5mm)D 叶片：1.2" (30.5mm)D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质保

配件
45116 迷你叶轮(2片)，用于45118
45156 迷你叶轮(2片)，用于45158和

45168CP
EN100-TP RTD温度探针14至158°F/ 

-10至70°C
EN100-V 迷你叶轮(2片)， 

用于EN100和EN150
TR100 三脚架

CA895 小型乙烯基保护袋便携箱
(适用于45118, 45158,45168)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
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EN100 EN15045158

45118

45170 45170CM
自动旋转显示屏

采用可选三脚架 
TR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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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100/AN200  
热线风速仪
配有大型背光显示屏(可显示风量或

者风速)；还有配备内置红外测温仪

的型号可供选择

•  可同时显示环境温度和风量或者风速

•  内置存储器内保存有多达8个设

置方便的面积尺寸(ft2或者m2)

•  具有20点风量平均值

•  配有低摩擦2.83"D(72mm)滚柱叶轮

•  具有数据保持、最小值/最大值和 
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带3.9英尺(120cm)线缆

的叶片传感器、9V电池、保

护性橡胶皮套和便携箱

•  AN200型号还配有内置红外测温仪，

用于进行快速非接触式温度测量

HD300 CFM/CMM 
热线风速仪+ 
红外测温仪
内置红外测温仪，可快速实现天花板通

风孔、管道系统和其它较远表面的检修

•  红外测温仪具有30:1的测温

距系数比和激光指示器

•  可同时显示风量(以CFM/CMM
表示)或者风速以及环境温度

•  配有存储器，存有多达8个
方便设置的面积尺寸

•  配有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可以2种模式(瞬时值或者多达

20个点的平均值)显示风量

•  配有USB端口，含PC软件

•  包含PC软件、线缆、带3.9英尺

(120cm)线缆的叶片传感器、内

置支架、便携箱和9V电池

407113高温CFM 
金属叶片风速计
可以承受高达175°F(80°C)的温度以及

6890英尺/分钟的风速

•  可显示风量(CFM)或者风速以及温度

•  可以3种模式显示风量：瞬时值、多

达20个点的平均值或者2/3流量值

•  可记录以及调用最小值/最大值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内置PC接口

•  可选数据采集软件407001 — 参
见第114页上的详细信息

•  包含带3.9英尺(120cm)线缆的金属叶片

传感器、9V电池、皮套(带支架)、以及

硬质便携箱；可选 117V(156119)或者

220V(156221)交流适配器(参见第136页，

了解订购信息)。 

407119 
火线CFM/CMM 
风速计
可精确测量风量(CFM/CMM)或者

风速以及温度

•  可测量低至40英尺/分钟的风速

•  配有伸缩式探针，可延长至3英尺 
(940mm)

•  可同时测量以CFM(ft3/min)和
CMM(m3/min)表示的风量以及温度

•  可以2种模式(瞬时值或者多达

20个点的平均值)显示风量

•  可记录以及调用最小值/最大值

•  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可选数据采集软件407001 — 参
见第114页上的详细信息

•  配有带5.5英尺(167.6cm)线缆

的伸缩式探针和四节AA电池

规格  AN100  N  |  AN200  N HD300  N 407113  N 407119  N

风速(最高分辨率)

英尺/分钟 80至5900 (1) 80至5900 (1) 100至6890 (1) 40至3346 (1)

m/sec 0.4至30.00 (0.01) 0.4至30.00 (0.01) 0.5至35 (0.1) 0.2至17 (0.1)

km/h 1.4至108.0 (0.1) 1.4至108.0 (0.1) 1.8至126.0 (0.1) 0.7至61.2 (0.1)

MPH 0.9至67.0 (0.1) 0.9至67 (0.1) 1.1至78.3 (0.1) 0.9至38.0 (0.1)

节 0.8至58.0 (0.1) 0.8至58.0 (0.1) 1.0至68.0 (0.1) 0.4至33.0 (0.1)

温度(最高分辨率) 14至140°F/ -10至60°C (0.1˚) 14至140°F/-10至60°C (0.1°) 32至175°F (0.1°)/ 0至80°C (0.1°) 32至122°F (0.1°)/ 0至50°C (0.1°)

温度(红外)  否 |  -58至500°F/ -50至260°C (0.1°/1°) -58至932°F/-50至500°C (0.1°/1°) — —

风量(CFM = ft3/min)  0至9999CFM (1) |  0至999,999CFM (0.1) 0至999,900CFM (0.001) 0至999,900CFM (0.001) 0至1,271,200CFM (0.001)

风量(CMM = m3/min)  0至9999CMM (1) |  0至999,999CMM (0.1) 0至999,900CMM (0.001) 0至999,900CMM (0.001) 0至36,000CFM (0.001)

基本精度 ±读数的 3%； ±2°F(±1˚C） ±读数的3%； ±4°F(2°C) ±读数的2%；±1.5°F(±0.8˚C) ±读数的2%；±1.5°F(±0.8˚C)

PC 接口 — 是 可选407001软件(见第114页) 可选407001软件(见第114页)

数据记录仪 — 直接连接至使用相关软件的PC上 — —

经过CE 认证 是 支持 支持 支持

尺寸/重量 178x74x33mm/700g 203x75x50mm/350g 178x74x33mm/612g 178x74x32mm/482g

质保 1年 3年 3年 3年

热
线

- 
风

速
仪

适用于HVAC/R的多功能、 
耐用型工具
Extech为暖通空调与制冷(HVAC/R)专业人员配备耐用且精确的风

量、风速和空气/表面温度测量工具。Extech的热线风速仪有配备

叶片/叶轮探针以及伸缩式火线探针的型号可供选择，这些型号适

用于开口较小或者难以触及的地方。

叶片和火线CFM/CMM热线风速仪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仅A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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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风速仪/数据记录仪

SDL300/SDL310/SDL350热线风速仪/数据记录仪

有三种型号可供选择；这些型号的传感器尺寸和设计各不相同，或者能够承受高

温环境或者能够测量较低风速

•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能够以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在SD卡上， 
方便传输到PC

•  可选数据采用率：1至3600秒(1小时)
•  可手动保存/调取多达99个读数

•  具有K/J型热电偶输入，供高温测量用

•  配有大型(9999次计数)液晶显示屏，可同时显示风速和温度

•  可记录/调用最小值、最大值读数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和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6节 AA电池、SD卡、带3.9英尺(120cm)线缆的传感器和硬质便携
箱；(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了解可选K型和J型热电偶探头)；3年质保

SDL300金属叶片的其它功能

•  通过39"(1m)线缆上的低摩擦滚柱叶轮，速度精度可达 2%
•  金属叶片可以承受高达158°F(70°C)的温度以及6900英尺/分钟的风速

SDL310叶片的其它功能

•  通过39"(1m)线缆上的低摩擦滚柱叶轮，速度精度可达2%
•  可以测量高达122°F(50°C)的空气温度以及4930英尺/分钟的风速

SDL350火线的其它功能

•  带伸缩式探针的风速计，可与HVAC管道和其它较小开
口紧配，可以测量低至40英尺/分钟的风速

•  探针配有线缆，最多可延长至7.05英尺(215cm)

规格 SDL300 SDL310 SDL350
英尺/分钟 60至6900ft/min 80至4930ft/min 40至3940ft/min

m/sec 0.3至35m/s 0.4至25m/s 0.2至25m/s

km/h 1.0至126.0km/h 1.4至90.0km/h 0.7至72km/h

MPH 0.7至78.2MPH 0.9至55.9MPH 0.5至45MPH

节 0.6至68节 0.8至48.6节 1至31节

风量(CFM = ft3/min) — — 0至1,907,000CFM

风量(CMM = m3/min) — — 0至54,000CMM

基本精度 读数的2% 读数的2% 读数的5%

温度(空气) 32至158°F (0至70°C) 32至122°F (0至50°C) 32至122°F (0至50°C)

一般特征

温度(J/K 型) J 型：-148至2192°F(-100至1200°C)/K：-148至2372°F(-100至1300°C)

数据记录 数据保存至SD存储卡(已包含)

尺寸/重量 182X73X48mm/487g

订购

SDL300  N 金属叶片热线风速仪/数据记录仪

SDL310  N 叶片热线风速仪/数据记录仪

SDL350  N 火线CFM/CMM热线风速仪/数据记录仪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AN300/AN310/AN320大型叶片CFM/CMM热线风速仪 + CO2*

大型叶片可确保尺寸较大的管道上读数更精确；还可以选择可以测量风量、湿度

和二氧化碳含量的型号。

•  配有快速响应传感器，可测量风速和风量

•  内置热敏电阻，可用于空气温度

•  具有多点和计时平均值计算功能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可选风量锥形套装(AN300-C)使得HVAC技术人员可以消除计算尺寸的麻烦，还可以 
快速且简单地实现这些常见管道尺寸的风量测量；适配器尺寸：圆形8.26"(210mm) 
和方形13.6"(346mm)

•  配有四节AAA电池和硬质便携箱；1年质保

AN310的其它功能：

•  可测量相对湿度、湿球温度和露点温度

*AN320的其它功能：

•  可测量相对湿度、湿球温度和露点温度

•  可测量二氧化碳(CO2)

规格 AN300 AN310 AN320
m/s 0.2至30m/s 0.2至30m/s 0.2至30m/s
英尺/分钟 40至5900ft/min 40至5900ft/min 40至5900ft/min
 基本精度 ±1.5% ±1.5% ±1.5%
CFM/CMM 0至99999 0至99999 0至99999
温度 -4至140°F (-20至60°C) -4至140°F (-20至60°C) -4至140°F (-20至60°C)
 基本精度 ± (0.6°C) ± (0.6°C) ± (0.6°C)
湿度 — 0.1至99.9%RH 0.1至99.9%RH
 基本精度 — ±3%RH ±3%RH
湿球温度 — -4至140°F (-20至60°C) -4至140°F (-20至60°C)
露点温度 — 23至140°F (-5至60°C) 23至140°F (-5至60°C)
二氧化碳(CO2) — — 0至9999ppm
尺寸/重量 269x106x51mm/200g

订购

AN300  N 大型叶片 CFM/CMM 热线风速仪

AN310  N 大型叶片 CFM/CMM 热线风速仪/干湿球湿度计

AN320  N 大型叶片CFM/CMM风速计/干湿球湿度计 + CO2

AN300-C 风量锥形和漏斗形适配器

AN340风速计/干湿球湿度计数据记录仪

配有伸缩式探针；此探针带有18mm直径的迷你叶片传感器，可与通气孔轻松紧

配，而且可以延长至 3.3 英尺(1m)。

•  可测量风速、风量、温度、湿度、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还具有内置 
自动温度补偿(ATC)功能

•  可手动保存/调用多达99个读数；可自动记录多达12000个读数(各参数2000个读数)， 
带12/24小时制时间和日期戳

•  可选数据采样速率为1秒至4小时：59 min59秒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具有内置PC接口

•  配有外部迷你叶片探针、Windows®兼容软件、USB线缆、6节AAA电池和 
硬质便携箱；1年质保

规格

m/s 0.5至20m/s ±3%

英尺/分钟 100至3940ft/min ±3%

温度 -4至140°F (-20至60°C) ±1.1°F (0.6°C)

湿度 0.1至99.9%RH ±3%RH

湿球温度 -4至158°F (-20至70°C)

露点温度 -4至140°F (-20至60°C)

CFM/CMM 0至99999

订购

AN340  N 迷你叶片CMM/CFM风速计/干湿球湿度计数据记录仪

叶片对火线
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传感器？对于多数技术人

员而言，其终归还是个人偏好问题。但是，一

些差异因素可以铭记在心。叶片风速计有助于

确保快速且精确地完成风速测量。火线风速计

探针的超轻便尺寸，使其方便接触百叶窗式通

气孔等较小开口。伸缩式火线探针还适用于位

置较高的地方。

SDL310

AN300

SDL300

所有SDL型号均配有
内置SD卡槽以及SD
存储卡

SDL350

AN310

AN320

AN300-C

热线风速仪/数据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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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300经认证视频粒子计数器(带内置相机)

配有独一无二的内置相机，可捕捉视频和图片并将其保存到内部存储器或者

microSD卡(未包含)内

•  可同时测量并显示粒径(最小0.3µm)的6个通道、空
气温度、湿度、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

•  配有2.8" TFT彩色液晶显示屏

•  具有内置320×240像素相机，能够捕捉视频(3GP)和图片(JPEG) 
并将其记录在内部74MB存储器内

•  内部存储器能够保存5000条记录(日期、时间、计数、湿度、
温度、样品体积和位置标签)以及20分钟的视频

•  具有可选采样时间和计数数据，可以对延迟进行设置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差值和平均值记录功能以及日期/时间设置控制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可选择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  仪表已通过NIST校准

•  配有三脚架，方便持续记录

•  具有迷你USB端口连接装置

•  microSD卡槽位于电池盒内(未包含存储卡；最大8GB)
•  配有NIST可追溯校准证书、通用交流适配器/充电器(配多个插头)、USB线缆、 

P软件、三脚架、滤光片、7.4V镍氢电池和硬质便携箱；1年质保

规格

粒径通道 0.3, 0.5, 1.0, 2.5, 5.0, 10µm

流速 0.1ft3 (2.83L/min)由内部泵控制

计数模式 累加、差值、集合

计数效率 50% @ 0.3µm；100%，对于＞0.45的粒子

符合漏计 5% @ 2,000,000 粒子/ ft3

空气温度 -14 至 140ºF(-25 至 60ºC)； 精度：±2ºF/1ºC

相对湿度 0 至 100%RH；精度：±3%RH(40% 至 60%RH)

露点温度/湿球温度 32 至 122ºF(0 至 50ºC)

尺寸/重量 240 x 75 x 57mm/570g

订购

VPC300 视频粒子计数器

RD300制冷剂泄漏探测器

适用于检测使用各种标准制冷剂的空调装置和冷却系统的泄漏情况

•  可利用热二极管传感器，检测所有标准制冷剂

•  探针尖端处有LED灯(带开/关开关)，可用于光线昏暗的区域

•  LED可显示用户可选择的高/中/低等级，灵敏度为0.25/0.50/0.99盎司/年
•  配有带静音按钮的声音和可视警报装置；还配有电池低电量指示器

•  配有现场可更换的传感器(SD300-S)和LED灯头(RD300-L)
•  尺寸：184×70×40mm；重量：280g
•  配有传感器头和LED灯、泄漏测试瓶、9V电池和硬质便携箱；1年质保

订购

RD300 制冷剂泄漏探测器

RD300-S 备用热二极管传感器头

RD300-L 备用LED灯头

EZ40 EzFlex™ 可燃性气体探测器

可快速识别并定位气体泄漏处
•  配有16"(406mm)鹅颈管，方便伸入难以触及的位置

•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  具有拇指控制灵敏度调节功能，可单手操作，消除背景气体残留量

•  甲烷达到10%(LEL)爆炸下限时，会发出可视和声音警报

•  能够定位最小的泄漏处

•  配有3节“C”电池；1年质保

规格

泵驱动现场校准范围 10ppm

传感器类型 固态

警报 甲烷达到10%LEL时，会发出可视和声音警报

预热 约 1 分钟

响应时间 <2 秒(高达40%的LEL)

占空比 间歇

电池寿命 一般可持续使用8小时

尺寸/重量 221 x 72 x 46mm/520g

订购

EZ40 ExFlex™ 可燃性气体探测器 

FG100可燃性气体泄漏探测器

可快速响应并探测可燃性气体泄漏

•  可检测可燃气体：LNG - 液化天然气(1000至6500ppm)和LPG - 液化丙烷 
(500至6500ppm)

•  具有高灵敏度探测电路以及声音和可视警报

•  配有气体泄漏和静电放电用的LED指示灯

•  可持续运行长达4小时

•  尺寸/重量：164mm×21mm/25g
•  配有便携式夹子和两节AAA电池；1年质保

订购

FG100 可燃性气体泄漏探测器

使用带USB线缆的Windows®

兼容软件，生成含视频、 
图片和数据点的报告。

视频粒子计数器

RD300-S RD300-L

制冷剂泄漏探测器和气体探测器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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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质量一氧化碳测定仪/监测仪 二氧化碳监测仪

CO100桌面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可测量二氧化碳(CO2)、空气温度和湿度，配有用户可以调节的可视和声音警报

•  可检查二氧化碳(CO2)浓度(0至9,999ppm)，显示温度(14至
140°F/-10至60°C)和相对湿度(0.1至99.9%)读数

•  配有免维护 NDIR(非色散红外)CO2传感器

•  可以 ppm 表示室内空气质量，将其显示为良好、正常或差

•  配有可视和声音CO2警报

•  可显示年、月、日和时间

•  具有最大/最小CO2值调用功能

•  配有通用交流适配器；1年质保

订购

CO100 桌面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CO200/CO210桌面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可测量二氧化碳(CO2)、空气温度和湿度，配有用户可调节的高位/低位警报； 

还配备具有数据记录功能的型号可供选择

•  可检查二氧化碳(CO2)浓度(0至9,999ppm)，显示温度(14至140°F/-10至60°C) 
和相对湿度(0.1至99.9%)读数

•  配有免维护 NDIR(非色散红外)CO2传感器

•  可以ppm表示室内空气质量，将其显示为良好、正常或差

•  可显示年、月、日和时间

•  具有最大/最小CO2值调用功能

•  具有新鲜空气下自动基线校准(最小CO2含量超7.5 过7.5天)或者手动校准功能

•  尺寸/重量：117×102×102mm/204g
•  配有通用交流适配器；1年质保

•  CO200型号 - 配有可视和声音CO2警报以及通风控制用的继电器输出 
CO210型号 - 可针对各参数记录多达5333点；这些记录点
可以通过Windows®兼容软件和线缆下载到PC上。

订购

CO200 桌面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CO210 桌面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数据记录仪

CO220桌面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配有用户可以调节的可视和声音警报，而且还可以计算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

•  配有免维护NDIR(非色散红外)CO2传感器

•  配有声音CO2警报，当浓度超过高位/低位用户设定点时，会发出警报

•  可显示年、月、日和时间

•  具有最小/最大CO2值调用功能；可手动保存/调用99个读数

•  可计算统计学上的TWA(8小时加权平均值)和STEL(15分钟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的加权平均值

•  度量单位为lps%(升/秒/人)和cfm/p(立方英尺/分钟/人)
•  具有自动基线校准功能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一氧化碳(CO) 0至9,999ppm 1ppm ±(读数的 5% + 50ppm)

温度(空气) 14至140°F (-10至60°C) 0.1°F/°C ±1.0°F (0.6°C)

相对湿度 0.1至99.9%RH 0.1%RH ±3%RH @ 25°C

尺寸/重量 155x87x81mm/165g

订购

CO220 桌面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CO10一氧化碳(CO)测定仪

可检查所有环境下高达1000ppm的CO含量

•  启动时可自动归零

•  可显示0至1000ppm的CO含量

•  具有1ppm 分辨率和 ±5% 或者 ±10ppm 基本精度(以较大为准)
•  采用稳定的电化学特定气体(CO)快速响应传感器

•  配有声音警报，可在35ppm条件下启动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10个读数

•  具有符合人体工学要求的便携式外壳

•  具有最大值保持、数据保持按钮以及自动关机功能

•  尺寸/重量：160×56×40mm/180g

订购

CO10 一氧化碳测定仪

CO30一氧化碳(CO)监测仪
具有用户可编程的声音警报，带高分贝蜂鸣器

•  壁装或桌面检测仪交替显示一氧化碳(CO)浓度、空气温度、相对湿度读数

•  配有强光三色LED指示灯：绿色<10ppm、黄色=10至29ppm、红色>30ppm
•  当室内CO含量超过设定值(可调节)时，液晶显示屏显示警报
图标、同时 LED 灯发出红光、高分贝蜂鸣器响起

•  当读数超出任意设定范围，发出可调节声音警报

•  具有“零位”重新校准功能

•  具有手动温度和相对湿度补偿功能(可调节)
•  具有在新鲜空气中进行CO校准功能

•  四个显示错误代码便于进行故障排除，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具有恢复至出厂设置功能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一氧化碳(CO) 0至999ppm 1ppm ±读数的 5% 或 ±10ppm

温度(空气) 32至122°F (0至50°C) 0.1°F/°C ±2°F/1°C

相对湿度 20至90%RH 1%RH ±5%RH @ 25°C

尺寸/重量 113x108x53mm/159g

订购

CO30 一氧化碳(CO)监测仪

CO50桌面一氧化碳(CO)监测仪

可测量一氧化碳(CO)浓度、空气温度和湿度；还配有超大声的蜂鸣警报 

(在3米远的位置，可＞85dB 声级)

•  配有强光LED(绿色和红色)，可显示室内CO警报等级

•  配有超大声的声音蜂鸣警报，其等级符合UL2013标准(在3米远的位置可>85dB)； 
默认警报阈值为30ppm CO等级(用户可调节)

•  可显示日期(年、月、日)和时间；具有CO读数最大值功能

•  配有内部存储器，可手动保存多达99个读数；还具有简单的调用功能

•  1年质保

•  配有通用交流适配器(UA100-240)和多种插头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一氧化碳(CO) 0至999ppm 1ppm ±2ppm

温度(空气) 14至140°F (-10 to 60°C) 0.1°F/°C ±1.2°F/0.6°C

相对湿度 10至90%RH 0.1%RH ±5%RH @ 25°C

尺寸/重量 155 x 87 x 81mm/165g

订购

CO50 桌面一氧化碳(CO)监测仪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包含内置支架、侧盖、通用交流适配器(带
多个型号的插头：美国、欧洲、英国和澳大
利亚)和4节AAA电池；1年质保

配有9V电池、保护皮套和便携
箱；1年质保

CO200型号

CO210型号 - 数据记录仪

具有六种表面图标，可显示室内
空气质量指标中的CO2浓度。

配有通用交流适配器 
(UA100-240)和多种插头； 
1年质保

><

><

5000

2500

1000

700

450

350

Time Weighted Average exposure Limit <8 Hours

May lead to serious oxygen deprivation resulting 
in permanent brain damage, coma & even death

Carbon Dioxide (CO2) Concentration Levels

ppm

Adverse health effects expected

General drowsiness

Complaints of stuffiness and
odors

Acceptable level

Healthy, normal outside level

< 1000 ppm
ASHRAE
Recommend

><

><

5000

2500

1000

700

450

350

Time Weighted Average exposure Limit <8 Hours

May lead to serious oxygen deprivation resulting 
in permanent brain damage, coma & even death

Carbon Dioxide (CO2) Concentration Levels

ppm

Adverse health effects expected

General drowsiness

Complaints of stuffiness and
odors

Acceptable level

Healthy, normal outside level

< 1000 ppm
ASHRAE
Recommend



107 106 N 标识代表产品具有NIST. 可追溯的校准选项。参见第160页查看完整列表。

CO230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具有自动基线校准(ABC)功能(带禁用)，可用于CO2浓度持续升高的区域 

(＞400ppm)

•  配有免维护NDIR(非色散红外)CO2传感器

•  壁装或桌面监测仪带二氧化碳(CO2)浓度、温度和湿度读数
三重显示液晶屏；可以计算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

•  配有可视/声音CO2警报，当浓度超过高位/低位用户设定点时，会发出警报

•  具有最小/最大CO2值调用功能

•  可计算统计学上的TWA(8小时加权平均值)和 STEL(15分钟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的加权平均值

•  具有通风控制用的警报继电器输出

•  配有通用交流适配器及多种类型的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1年质保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二氧化碳(CO2) 0至9,999ppm 1ppm

温度(空气) 14至140°F (-10至60°C) 0.1°F/°C

相对湿度 0.至99.9%RH 0.1%RH

湿球温度 计算所得

露点温度 计算所得

尺寸 130x85x60mm

重量 204g

订购

CO230 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CO240手持式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具有CO2浓度、湿度、温度、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的双显示功能

•  配有免维护NDIR(非色散红外)CO2传感器

•  配有声音CO2警报，当浓度超过高位用户设定点时，会发出警报

•  具有最小/最大CO2值调用功能

•  配有用于将在线(实时)数据传输到PC的软件

•  具有自动基线校准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电池低电量显示和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三脚架(三脚架单独出售)
•  配有6节AAA电池、USB电缆、PC软件、通用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 
美国、欧洲、英国和澳大利亚)和软质便携包；1年保质期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二氧化碳(CO2) 0至9,999ppm 1ppm ±(读数的 5% + 75ppm)

温度(空气) 14至122°F (-10至50°C) 0.1°F/°C ±2.0°F (1.0°C)

相对湿度 10至90%RH 0.1%RH ±5%RH @ 25°C

露点温度 -99.2至118°F (-72.9至47°C) 0.1°F/°C

湿球温度 12.2至118.8°F (-11至48.2°C) 0.1°F/°C

尺寸 211x60x40mm

重量 181.4g

ORDERING
CO240 手持式室内空气质量CO2监测仪

室内空气质量二氧化碳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室内空气质量二氧化碳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CO250便携式室内空气质量CO2测定仪

可测量二氧化碳(CO2)、温度、湿度、露点和湿球温度，可计算统计学上的8小时

和15分钟时间加权平均数

•  可检查二氧化碳(CO2)浓度，可测量温度和相对湿度，
还可显示计算所得的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

•  可计算统计学上的TWA(8小时加权平均值)和STEL(15分钟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的加权平均值

•  配有免维护NDIR(非色散红外)CO2传感器

•  配有背光三重液晶显示屏和用户可编程的声音警报

•  含有RS-232接口、软件和电缆，可在PC上分析数据

•  可选33%和75%RH校准瓶(RH300-CAL)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二氧化碳(CO2) 0至5,000ppm 1ppm

温度 14至140°F (-10至60°C) 0.1°F/°C

湿度 0.0至99.9% 0.1%

尺寸/重量 200x70x57mm/190g

订购

CO250 便携式室内空气质量CO2测定仪

RH300-CAL 33%和75%RH校准套装

EA80室内空气质量CO2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可测量二氧化碳(CO2)浓度、温度、湿度、露点和湿球温度

•  可检查二氧化碳(CO2)浓度，可测量温度和相对湿度，
还可显示计算所得的露点温度和湿球温度

•  配有免维护的双波长NDIR(非色散红外)CO2传感器

•  可持续(20,000组)或者手动(99组)实现数据记录

•  具有数据保持、最大值/最小值(带时间戳)、警报和自动关机功能

•  可在新鲜空气环境下轻松完成校准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二氧化碳(CO2) 0至6,000ppm 1ppm

温度 -4至140°F (-20至60°C) 0.1°F/°C

湿度 10至95% 0.1%

尺寸/重量 135 x 72 x 31mm/ 235g

订购

EA80 室内空气质量CO2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SD800 CO2/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可以Excel®格式将数据记录在SD卡上，以便传输到PC上进行分析

•  可检查二氧化碳(CO2)浓度

•  配有免维护的双波长NDIR(非色散红外)CO2传感器

•  配有三重液晶显示屏，可同步显示CO2、温度和相对湿度

•  可选数据采用率:5、10、30、60、120、300、600秒或者自动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二氧化碳(CO2) 0至4,000ppm 1ppm ±40ppm (<1000ppm); 
 ±读数的(>1000ppm)

温度 32至122°F (0 to 50°C) 0.1°F/°C ±1.8°F/0.8°C

湿度 10至90% 0.1% ±4%RH

数据记录 可利用4G SD存储卡(已包含)记录数据

尺寸/重量 132 x 80 x 32mm/282g

订购

SD800 CO2/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可测量办公楼内的CO2含量，
确保正常通风。配有软件和线
缆、4节AA电池和便携箱； 
1年质保

配有6节AAA电池、RS-232 
线缆和Windows®兼容软件； 
1年质保

配有6节AAA电池、SD存储
卡、通用交流适配器和安装
支架。1年质保



109 108 N 标识代表产品具有NIST. 可追溯的校准选项。参见第160页查看完整列表。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甲醛测定仪和压力数据记录仪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甲醛测定仪和压力数据记录仪

FM100甲醛(CH2O 或 HCHO)监测仪

可交替显示甲醛浓度、温度和湿度

•  配有强光三色LED指示灯：绿色<0.08ppm，黄色=0.08至0.79ppm， 
红色=0.80ppm及以上

•  当室内CH2O含量超过设定值时，液晶显示屏显示警报图
标、同时LED灯发出红光、高分贝蜂鸣器响起

•  具有“零位”重新校准功能

•  具有手动温度和相对湿度补偿功能(可调节)
•  配备电化学CH2O传感器；具有在新鲜空气中进行CH2O校准的功能

•  四个显示错误代码便于进行故障排除；具有恢复至出厂设置功能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甲醛(HCHO & CH2O) 0.00至5.00ppm (mg/m3) 0.01ppm (mg/m3) ±读数的5%+ 0.03ppm 

温度 32至122°F (0至50°C) 0.1°F/°C ±2°F/1°C

湿度 20至90%RH 1%RH ±5%RH

尺寸/重量 113x108x53mm/159g

订购

FM100 甲醛监测仪

FM200手持式甲醛(CH2O或HCHO)测定仪

可同时显示甲醛浓度、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读数

•  配有声音蜂鸣警报，其默认值为0.08ppm(可调节)
•  配备电化学CH2O传感器

•  传感器LED指示器可显示传感器是否正确连接、是否通电、风扇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  配有内置保护圈，使传感器内部的风扇能够快速吸入气体

•  具有在新鲜空气中进行CH2O校准的功能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数据保持、自动关机(带禁用功能)和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甲醛(HCHO & CH2O) 0.00至5.00ppm 0.01ppm ±5% 

温度 32至122°F (0 to 50°C) 0.1°F/°C ±2°F/1°C

湿度 10至90%RH 0.1%RH ±5%RH

尺寸/重量 15 x87x81mm/165g

订购

FM200 手持式甲醛测定仪

FM300桌面甲醛(CH2O或者HCHO)监测仪

可测量甲醛(CH2O或者HCHO)浓度、空气温度和湿度，可显示日期(年、月、日)

和时间，配有用户可设置的声音警报

•  配有明显的强光LED(绿色和红色)以及三个表面图标，可显示CH2O警报等级

•  配有声音蜂鸣警报，其默认值为0.08ppm(可调节)
•  具有最小/最大CH2O值调用功能

•  可计算统计学上的TWA(8小时加权平均值)和STEL(15分钟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的加权平均值

•  配有内部存储器，可手动保存多达99个读数；还具有调用功能

•  1年质保

•  配有通用交流适配器(UA100-240)和多种插头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甲醛(HCHO & CH2O) 0.00至5.00ppm 0.01ppm ±5% 

温度 32至122°F (0至50°C) 0.1°F/°C ±2°F/1°C

湿度 10至90%RH 0.1%RH ±5%RH

尺寸/重量 155 x 87 x 81mm/165g

订购

FM300 桌面甲醛监测仪

VFM200 VOC/甲醛(CH2O 或者 HCHO)测定仪

可测量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的实时浓度

•  背光液晶显示屏可同步显示实时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HCHO(甲醛)浓度

•  内置响应快速、高精度的燃料电池甲醛传感器

•  具有可调节的声音和可视高位/低位警报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1 年质保

•  配有可充电电池和通用交流适配器/充电器(带多个型号的插头： 
美国、欧洲、英国和澳大利亚)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TVOC 0.00至9.99ppm (mg/m3) 0.01ppm (mg/m3) ±5%FS

甲醛(CH2O or HCHO) 0.00至5.00ppm (mg/m3) 0.01ppm (mg/m3) ±5%FS 

响应时间 <2s

电源 可充电电池和交流适配器

充电时间 大约3小时

尺寸 165 x 60 x 25mm/584g

订购

VFM200 VOC/甲醛测定仪

 SD750 3通道压力计/数据记录仪

可以Excel®格式将数据记录在SD卡上，以便传输到PC进行分析；还具有3通道功

能，确保技术人员可以利用一个而不是三个仪表，轻松监控并记录三个不同来源

的压力等级

•  配有三重液晶显示屏，可同时显示3个压力通道

•  可连接至已经安装好的压力传感器(高达5000psi，带4-20mA输出)
或者可选装下文所列的30psi、150psi或者300psi压力传感器

•  具有4-20mA输入以及9种测量单位

•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能够以Excel®格式将
数据保存在SD卡上，方便传输到PC

•  用户可以选择数据采样速率：5、10、30、60、120、300、600秒或者自动

•  1年质保

•  配有6节AAA电池、SD卡、通用交流适配器、三个接头和安装支架

•  可选压力传感器单独出售(可选择30psi、150psi或300psi量程)

规格 30 PSI 150 PSI 300 PSI
巴 0.002至2巴 0.01至10巴 0.02至20巴

psi 0.02至30 psi 0.2至150 psi 0.2至300 psi

kg/cm2 0.002至2.040 kg/cm2 0.01至10.19 kg/cm2 0.02至20.40 kg/cm2

mmHg 2至1500 mmHg 10至7500 mmHg 20至15000 mmHg

inHg 0.05至59.05 inHg 0.2至295.2 inHg 0.5至590.5 inHg

mH2O 0.02至20.40 mH2O 0.1至101.9 mH2O 0.2至204.0 mH2O

inH2O 1至802 inH2O 5至4010 inH2O 10至8020 inH2O

atm 0.002至1.974 atm 0.01至9.87 atm 0.02至19.74 atm

kPa 0.2至200.0 kPa 1至1000 kPa 2至2000 kPa

数据记录 可利用 4G SD 存储卡(已包含)记录数据

尺寸/重量 132x80x32mm/199g

订购

SD750  N 3通道压力数据记录仪

配件(不含仪表)

PT30-SD SD750用压力传感器(30psi) 

PT150-SD SD750用压力传感器(150psi) 

PT300-SD SD750用压力传感器(300psi) 

应用包含液压、气动、空气
压缩机和工艺气体系统的压
力测量以及其它工业应用。

可选通用压力传感器，有三种量程可选(30psi、150psi和300psi)。 
请采购量程最适合您应用需求的压力传感器；或 者，如果需要
指导，请拨打我们的技术支持热线。

具有三种表面图标，可显示室内
空气质量指标中的CH2O浓度

包含内置支架、侧盖、通用交流适配器(带
多个型号的插头：美国、欧洲、英国和澳
大利亚)和4节AAA电池；1年质保

包含内置支架、侧
盖、通用交流适配
器(带多个型号的
插头：美国、欧
洲、英国和澳大利
亚)和 4 节 AAA
电池；1 年质保

>< >0.8ppm CH2O 

>0.08ppm, <0.80ppm CH2O 

<0.08ppm C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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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数据记录仪皮托管风速计和压差计

HD350皮托管风速计 + 压差计

在难以触及或者密封的地方，可以用皮托管风速计测量风速/风量，而叶片风速计

不适合 
•  可同时显示压力、风速或风量以及温度

•  量程为±0.7252psi
•  有5种压力测量单位可供选择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记录、相对时间戳

•  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具有归零功能，可实现偏移纠正或测量

•  可在各种模式下保存/调用多达99个读数

•  配有USB端口，含软件

•  3年质保

•  配有带线缆的Windows®兼容软件、9V电池、带两个33.5”(85cm)连接软
管的皮托管、100V-240V通用交流适配器(带多种插头)和硬质便携箱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压力

psi 0.7252psi 0.0001psi ±0.3%FS

毫巴 50.00毫巴 0.01毫巴 ±0.3%FS

inH2O 20.07inH2O 0.01inH2O ±0.3%FS

mmH2O 509.8mmH2O 0.01mmH2O ±0.3%FS

Pa 5000Pa 1Pa ±0.3%FS

线性排列/磁滞现象 ±0.29FS

最大压力 10psi

风速/风量

英尺/分钟 200至15733 1 ±1% FS

m/s 1至80.00 0.01 ±1% FS

km/h 3.5至288.0 0.1 ±1% FS

MPH 2.25至178.66 0.01 ±1% FS

knots 2.0至154.6 0.1 ±1% FS

CFM/CMM 0至99,999 0.001 ±1% FS

温度 32.0至122.0°F (0至50°C) 0.1° ±3°F/1.5°C

尺寸/重量 仪表：210×75×50mm/340g
皮托管：390×195mm； 直径：8mm/204g

订购

HD350 皮托管风速计 + 压差计

HD700系列压差计

低量程/高分辨率压力计或者压差计

•  可以选择的三种型号包括：HD700型号(量程为±2psi)、HD750型号(量程为±5psi) 
和HD755型号(量程为±0.5psi)

•  有11种可选测量单位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记录、相对时间戳

•  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归零功能，可实现偏移纠正或测量

•  配有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配有USB端口，含PC软件

•  3年质保

•  配有9V电池、带USB线缆的Windows®兼容软件、100-240V通用交流适配器、 
连接软管、内置支架和硬质便携箱

规格 HD700 HD750 HD755 
psi 2psi (0.001psi) 5psi (0.001psi) 0.5psi (0.001psi)

inH2O 55.40inH2O (0.01inH2O) 138.3inH2O (0.1inH2O) 13.85inH2O (0.01inH2O)

毫巴 137.8毫巴(0.1毫巴) 344.7毫巴 (0.1毫巴) 34.47毫巴 (0.01毫巴)

kPa 13.78kPa (0.01kPa) 34.47kPa (0.01kPa) 3.447kPa (0.001kPa)

inHg 4.072inHg (0.001inHg) 10.18inHg (0.01inHg) 1.018inHg (0.001inHg)

mmHg 103.4mmHg (0.1mmHg) 258.5mmHg (0.1mmHg) 25.85mmHg (0.01mmHg)

ozin2 32ozin2 (0.01ozin2) 80ozin2 (0.01ozin2) 8.00ozin2 (0.01ozin2)

ftH2O 4.616ftH2O (0.001ftH2O) 11.53ftH2O (0.01ftH2O) 1.154ftH2O (0.001ftH2O)

cmH2O 140cmH2O (0.1cmH2O) 350.1cmH2O (0.1cmH2O) 2.59cmH2O (0.01cmH2O)

kgcm2 0.140kgcm2 (0.001kgcm2) 0.351kgcm2 (0.001kgcm2) 0.035kgcm2 (0.001kgcm2)

巴 0.137巴 (0.001巴) 0.344巴(0.001巴) 0.034巴(0.001巴)

基本精度 ±0.3%FS ±0.3%FS ±0.3%FS

尺寸/重量 仪表：210×75×50mm/280g

订购

HD700  N 压差计(2psi)

HD750  N 压差计(5psi)

HD755  N 压差计(0.5psi)

407910耐用型压差计

具有量程较宽的双输入(带多种单位)；配有RS-232接口

•  具有双压差输入和内部传感器

•  具有较宽的测量量程(水体中，为±802英寸)，具有较高分辨率0.5英寸

•  可显示8种压力单位

•  具有归零功能，可实现偏移测量

•  具有数据保持、自动关机和最大值/最小值功能

•  配有内置RS-232 PC接口 — 可选407001数据采集软件(参见第114页，了解详细信息)
•  3年质保

•  配有2个快速拆卸管件、9V电池、保护皮套(带支架)和便携箱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psi ±29psi 0.02psi ±1% FS

毫巴 ±2000毫巴 1毫巴 ±2% FS

kg/cm2 ±2.040kg/cm2 0.001kg/cm2 ±1% FS

mmHg ±1500mmHg 1mmHg ±1% FS

inHg ±59.05inHg 0.05inHg ±1% FS

mH2O ±20.40mH2O 0.01mH2O ±1% FS

inH2O ±802.0inH2O 0.5inH2O ±1% FS

大气 ±1.974atm 0.001atm ±1% FS

尺寸/重量 仪表：178×74×33mm/350g

订购

407910  N 耐用型压差计

156119 117VAC适配器

409997 软乙烯基保护袋便携箱

HD700 - (2psi) 

包含带两个 33.5”(85cm)连接软
管的皮托管

HD750 - (5psi) 

HD755 - (0.5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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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055高能测力计(带PC接口)

220 磅(100 kg)、张力和压缩度

• 可测量张力和压缩度，具有峰值保持和归零功能

• 具有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和正反显示，方便读取

• 配有PC接口及可选软件

规格

量程 220 磅、100kg、980 牛顿

基本精度(23°C) ±(读数的 0.5%)

分辨率 0.05 磅、0.05kg、0.2 牛顿

过载容量 150kg

更新速率 快速模式 0.2 秒；慢速模式 0.6 秒

满刻度偏转 <1mm

压力传感器类型 测力元件

尺寸/重量 仪表：215 x 90 x 45 mm/450g

订购

475055  N 高能测力计(带PC接口)

407001 数据采集软件，带串行线缆

407001-USB 407001用USB适配器

475040/475044/-SD数字测力计

可以实施推力/拉力测量(以kg、磅、盎司和牛顿单位表示)

•  配有5位数0.4”(10mm)液晶显示屏而且具有反向显示功能，可配合视角

•  具有零位调节、峰值保持和可选快速/慢速响应功能

•  具有超量程、电池低电量和高级功能显示

•  1年质保

•  配有张力和压缩适配器(扁头、锥头和凿头)用钩头适配器、5”(127mm)延长
线、6 节 AA 电池和便携箱；475040-SD和475044-SD还包含SD存储卡

规格 475040/475040-SD 475044/475044-SD(高容量)
数据记录 —/SD存储卡，供475040-SD用 — / SD 存储卡，供475044-SD用

量程 176盎司、5000g、49牛顿 44磅、20kg、196牛顿

基本精度(23°C) ±(0.4%) ±(0.5%)

分辨率 0.05 盎司、1g、0.01 牛顿 0.01磅、0.01kg、0.05 牛顿

过载容量 10kg 30kg

更新速率 快速模式 0.2 秒；慢速模式 0.6 秒

满刻度偏转 2.00mm

压力传感器类型 测力元件

尺寸/重量 215x90x45mm/650g

订购

475040  N 数字测力计

475040-SD  N 数字测力计/数据记录仪

475044  N 高容量测力计

475044-SD  N 高容量测力计/数据记录仪

479097 配件套装(2个-钩头、扁头、锥头和凿头适配器)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SDL700压力计/数据记录仪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能够以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在SD卡上， 

方便传输到PC
•  可接受量程为30、150、300psi的可互换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单独出售)
• 仪表可自动感应插入式压力传感器的量程和校准情况

• 可选数据采用率：1至3600 秒
•  配有内部存储器，可手动保存99个读数；外部数据能够以

Excel格式保存在SD卡(已包含)上，方便传输到 PC
• 大型背光双液晶显示屏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6节AA电池、SD存储卡和硬质便携箱；3年质保。可选交流适配器。

规格 30psi 150psi 300psi
巴 0.002至2 0.01至10 0.02至20

psi 0.02至29 0.2至145 0.2至290

kg/cm2 0.002至2.040 0.01至10.19 0.02至20.40

mmHg 2至1500 10至7500 20至15000

inHg 0.05至59.05 0.2至295.2 0.5至590.5

mH2O 0.02至20.40 0.1至101.9 0.2至204.0

inH2O 1至802 5至4010 10至8020

atm 0.002至1.974 0.01至9.87 0.02至19.74

hPA 2至2000 10至10000 20至20000

kPA 0.2至200.0 1至1000 2至2000

尺寸/重量 仪表：182X73X48mm/490g

订购

SDL700  N 压力计/数据记录仪

PT30 30psi压力传感器

PT150 150psi压力传感器

PT300 300psi压力传感器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配有张力和压缩适配器、六
节AA 1.5V电池和便携箱；
可选交流适配器 153117或
者UA100-240，请参见下文
了解订购信息；1年质保

测力计

475040
475040-SD 475044 

475044-SD

压力数据记录仪

475040-SD 和 475044-SD 包含SD
存储卡，以方便记录读数

SD储存卡

可选压力传感器:  
30psi (PT30) 
150psi (PT150) 
300psi (PT300) 

Extech的SD系列数据记录仪可以测量、显示并记录各种工业参数，比如液压系统、气动系统、空气压缩器和工艺气体

系统为适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浓度和气压等环境条件而所需压力等级。具有日期/时间戳以及可选数据采样速率；

所有SD系列型号均可以Excel®格式将数据记录在已含的SD卡上，以便用户可以将文件传输到PC，进一步进行分析和

报告。

Extech的SD系列数据记录仪

SD750 3通道压力计/数据记录
仪(见第109页)

SD800 CO2/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见第107页) 

SD500 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见第87页)

SD700气压/湿度/温度数据记录仪
(见第87页)

SD200 3通道温度数据记录仪 
(见第73页)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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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并优化室内外的亮度，以符合OSHA法规

照
度

计

可靠、方便使用、 
精确

照度计/数据记录仪

401027便携式 
英尺烛光照度计
测量范围可高达2,000Fc， 

适用于基本照明应用

•  此款照度计方便操作， 
配有2个量程

•  采用便携式设计

•  具有超量程指示

•  配有9V电池、带保护盖

和45”(1.1m)电缆的光传

感器以及内置支架

401025英尺 
烛光(Fc)/勒克
斯测定仪
包含模拟量输出和快速/慢速

响应功能

•  可以三种量程精确显示光级 
(单位有Fc或者勒克斯)

•  可选择快速(1秒)或者慢速 
(2秒)响应时间

•  具有1mV模拟量输出/计数，

可将读数捕捉到记录仪内

•  配有9V电池、带保护盖和 
47”(1.2m)电缆的光传感器 
以及内置支架

LT300照度计
具有以Fc或者勒克斯表示的光

级数字量和模拟量显示

•  量程较宽，可达40,000 Fc或者

400,000 勒克斯，而且分辨率 
高达0.01 Fc/勒克斯

•  具有相对模式，可显示光级变化

•  具有峰值模式，可捕捉最高读数

•  配有远程光传感器，带

12”(305mm)卷缆 — 可延长 
至24”(609mm)

•  采用精密的光敏二极管

和色彩校正滤光片

•  可实施余弦和色彩校正测量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记

录和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大型液晶显示屏，

带模拟量条形图

•  在较低光级情况下，可以背光 
显示读数

•  配有9V电池、带保护盖的光传

感器、保护皮套以及便携袋

407026耐用型 
照度计 
(带PC接口)
有四种照明类型可供选择， 

提高精度；配有PC接口

•  %显示与参考点的差值

•  具有“零位”重新校准功能

•  有四种照明(钨丝灯/日光、

荧光灯、钠灯、汞灯)可供

选择，从而提高精度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内置PC串行接口，带可

选407001数据采集软件(参见

第114页，了解详细信息)

•  配有9V电池、带保护盖和

45”(1.1m)电缆的光传感器以及保

护盖和支架。可选117V(156119)
或者220V(156221)交流适配器

SDL400照度计/ 
数据记录仪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

能够以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

在SD卡上

•  量程宽：10,000Fc/100k勒克斯

•  可实施余弦和色彩校正测量

•  采用精密的光敏二极管

和光谱响应滤光片

•  可选数据采用率：1至3600秒 
(1小时)

•  可手动保存/调用多达99个记录

•  配有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具有K/J型热电偶输入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记

录和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零位”重新校准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包含6节AA电池、SD卡、硬

质便携箱和带保护盖的光传感

器；可选装通用交流适配器

UA100-240以及K型和J型热电

偶探头(请参见第41页和第70页)

规格 401027  N 401025  N LT300  N 407026  N SDL400  N 规格

Fc量程 200, 2000Fc 200, 2000, 5000Fc 40,000Fc 200, 2000, 5000Fc 200, 2000, 10kFc Fc量程

勒克斯量程  — 2000, 20000, 50000Lux 400,000Lux 2000, 20000, 50000Lux 2000, 20k, 100kLux 勒克斯量程

最高分辨率 0.1Fc 0.1Fc/1Lux 0.1Fc/1 勒克斯 0.1Fc/1 勒克斯 0.1Fc/1 勒克斯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5% FS ±5% FS ±读数的 5% ±4%FS ±读数的 4% 基本精度

温度(J/K型) — — — — J: -148至2192°F (-100至1200°C) 
K: -148至2372°F (-100至1300°C)

温度(J/K型)

余弦和色彩校正 是 是 是 是 是 余弦和色彩校正

模拟量输出 — 是 — — — 模拟量输出

PC接口 — — — 可选407001软件(见第114 页) SD卡 PC接口

数据记录 — — — — 手动：99个读数
持续：通过4GB SD存储卡记录数据

数据记录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经过CE认证

尺寸/重量 131x70x25mm/195g 163x70x30mm/220g 150x75x40mm/200g 178x74x33mm/726g 182X73X48mm/475g 尺寸/重量 

质保 1年 1年 1年 3年 3年 质保

407001数据采集软件
•  确保特定Extech仪表的用户能够在

PC上捕捉、显示并保存读数
•  采样时间：1秒 — 60分钟
•  可以将数据输入Excel
•  包含 Windows®95/98/2000/NT/

XP/7兼容的软件和串行线缆
•  可选USB适配器 — 407001-USB

配件
407001 数据采集软件

407001-USB USB适配器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
(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含SD储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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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ch照度计可以为各种行业的用户提供精

确、可重复的读数。Extech照度计因其配有大

字幕显示屏、宽量程型号、耐用的设计以及存

储和数据记录功能等而引人注目。

照
度

计

来自Extech的亮度 
解决方案

照度计和数据记录仪

EA31 EasyView®

大字幕照度计
可测量高达20,000Fc/勒克斯

的光强度

•  采用轻便、耐用的设计，配有 
大型显示屏和条形图

•  具有数据保持和最小值/最大值 
记录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内置支架、带39”(1m)卷缆 
和保护盖的光传感器、保护套、 
6节AAA电池和便携箱

EA30 EasyView® 
大字幕、宽量程
照度计
可测量高达40,000Fc和
400,000勒克斯的光强度，

是室外应用的理想之选。

•  采用轻便、耐用的设计，

配有大型显示屏和条形图

•  具有相对功能，可用于

归零功能或者与参考

值存在差异的情况

•  具有峰值功能，可在100微秒 
内捕捉短光脉冲

•  具有数据保持和最小值/最大 
值记录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和归零功能

•  配有内置支架、带39”(1m)卷
缆和保护盖的光传感器、保

护套、6节AAA电池和便携箱

EA33 EasyView® 
照度计 
(带存储器)
具有先进的照明功能和特性

•  测量量程较宽，可达

99,990Fc(999,900勒克斯)

•  可计算照度(烛光)

•  可保存和调用多达50个测量

值，包含相对和实时时间戳

•  具有纹波功能，不会受到来自

主要光源测量的杂散光影响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具有多点平均功能

•  具有定时保持功能，可以绝对值

或者%偏差表示相对值，还具有

带高位/低位警报的比较器功能

•  包含内置支架、带36”(0.9m)
卷缆和保护盖的光传感器、保

护套、6节AAA电池和便携箱

HD400照度计 
配有大型背光显示屏，带快

速的40段条形图，可用于捕

捉趋势

•  量程宽达40,000Fc或
400,000勒克斯

•  可实施余弦和色彩校正测量

•  采用精密的硅光敏二极

管和光谱响应滤光片

•  具有峰值模式(10ms)， 
可捕捉最高读数

•  具有相对模式，可显示光级变化

•  配有高压耐用型双层铸模外壳

•  具有内置USB端口

•  包含带39”(1m)线缆和保护盖

的光传感器、带USB线缆的

Windows®兼容软件、内置支

架、硬质便携箱和9V电池

HD450照度计 
数据记录仪
可自动保存多达16,000个读

数或者手动保存/调用多达99
个读数

•  可持续记录多达16,000个读数

•  量程宽达40,000Fc或400,000 
勒克斯

•  可实施余弦和色彩校正测量

•  采用精密的硅光敏二极

管和光谱响应滤光片

•  具有峰值模式(10ms)，可捕捉 
最高读数

•  具有相对模式，可显示光级变化

•  配有高压耐用型双层铸模外壳

•  具有内置USB端口

•  包含带39”(1m)线缆和保护盖的

光传感器、Windows®兼容软 
件、USB 线缆、内置支架、 
便携箱和9V电池

规格 EA31  N EA30  N EA33  N HD400  N HD450  N 规格

显示读数 2000读数的液晶显示屏 4000读数的液晶显示屏 999,999读数的液晶显示屏 4000读数的液晶显示屏 4000读数的液晶显示屏 显示读数

Fc量程 20, 200, 2000, 20,000Fc 40, 400, 4000, 40,000Fc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0Fc 40, 400, 4000, 40kFc 40, 400, 4000, 40kFc Fc量程

勒克斯量程 20, 200, 2000, 20,000勒克斯 40, 400, 4000, 40,000, 400,000勒克斯 99.99, 999.9, 9999, 99,990, 999,900勒克斯 400, 4000, 40k, 400勒克斯 400, 4000, 40k, 400勒克斯 勒克斯量程

最高分辨率 0.01Fc/勒克斯 0.01Fc/勒克斯 0.001Fc/0.01勒克斯 0.01Fc/0.1勒克斯 0.01Fc/0.1勒克斯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读数的±3% + 0.5%FS ±读数的±3% + 0.5%FS ±3% ±5% ±5% 基本精度

余弦和色彩校正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余弦和色彩校正

PC接口 — — — USB with software included USB with software included PC接口

数据记录 — — — Directly to PC using software 16,000 data (continuous)/ 99 data (manual) 数据记录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经过CE认证

尺寸 150x72x33mm 150x72x33mm 150x72x33mm 170x80x40mm 170x80x40mm) 尺寸

重量 235g 235g 320g 390g 390g 重量

质保 1年 1年 1年 3年 3年 质保

N 订购具有NIST可追溯证书的仪

表时，可以获得带相关数据的NIST可
追溯证书。查看提供NIST认证的产品

N标识。



119 118 N 标识代表产品具有NIST. 可追溯的校准选项。参见第160页查看完整列表。

LRK15照明改进套装

专为定期审查现有和备用照明系统的专业人员而设计，可提高能效和照明性能

•  成功照明改进承包商可利用此工具全面检修照明基础设施：从既定空间
的照度到能源使用。白炽灯等以前的技术或者老化的镇流器可能会影响收
益并增加能源成本。照明不足或者过量，可能因昏暗或者刺眼的照明造成
眼疲劳，从而影响生产率或者工作人员健康。与客户一起评估最新高效
荧光灯和LED照明改进方案时，可使用具有精确的可行信息的工具。

•  LRK15套装都包含：

 - LT300型号照度计：采用此款符合人体工学且方便使用的 
    照度计，可快速测量照明度(参见第115页)
 - DT200型号轻便式激光测距仪 — 甚至可以快速计算难以测量的点

 - 380940 400A 交流/直流电源钳形表：这是一款带内置功率测量功能 
    的多用电气测试工具

订购   (请访问WWW.EXTECH.COM，了解关于个别产品的信息)

LRK15 含电源钳形表的照明改进套装

SDL470 UVA/UVC照度计/数据记录仪

可测量UVA(长波)和UVC(短波)光源，具有日期/时间戳，可将文件以Excel®格式保

存在SD存储卡上

•  UVA探针可捕捉UVA(黑光)光源下的365nm UV长波辐照度测量值

•  UVC探针可捕捉UVC光源下的254nm UV短波辐照度测量值

•  配有余弦校正滤光片和金属外壳

•  配有内部存储器，可手动保存99个读数；外部数据能够以
Excel格式保存在SD卡(已包含)上，方便传输到PC

•  具有用于归零功能的偏移调节，可进行相对测量

•  可以调节数据采样速率：1至3600秒
•  具有K/J型热电偶输入，可用于温度测量(探针单独出售)
•  配备大型背光液晶显示屏

•  可记录/调用最小值、最大值读数，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规格 量程 最高分辨率 基本精度

UVA 量程 2mW/cm2, 20mW/cm2 0.001mW/cm2 ±4% FS

UVC 量程 2mW/cm2, 20mW/cm2 0.001mW/cm2 ±4% FS

频带宽度 365nm (UVA); 254nm (UVC)

K型热电偶 -148至2372°F (-100至1300°C) 0.1°F/°C ±(0.4%±1.8°F/1°C)

J型热电偶 -148至2192°F (-100至1200°C) 0.1°F/°C ±(0.4%±1.8°F/1°C)

存储器 手动：99个数据读数；随附SD存储卡，可用于记录数据

尺寸/重量 182 x 73 x 47.5mm/475g

订购

SDL470  N UVA/UVC照度计/数据记录仪

TP875 细珠K型热电偶探头-58至1000°F(-50至538°C)

LT40 LED照度计

可测量白色LED灯的光强度

• 可测量白色LED以及以勒克斯或者英尺-烛光(Fc)单位表示的标准亮度

• 配有4000字读数的显示屏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功能

• 可实施余弦和色彩校正测量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1年质保

• 配有带保护盖的内置传感器、2节AAA电池和保护袋

规格

英尺-烛光(Fc)量程 40, 400 4000, 40000

勒克斯量程 400, 4000, 40000, 400000

LED类型 白色

基本精度 ±3%

尺寸 133x48x23mm

重量 250g

订购

LT40  N LED照度计

LT45彩色LED照度计

LED照度计用于监控并优化建筑、学校和办公区域的环境亮度

•  可测量白色、红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紫色LED等以及
用勒克斯或者英尺-烛光(Fc)单位表示的标准照度

•  手动保存/调取多达99个读数

•  配有4000字读数的显示屏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功能

•  可实施余弦和色彩校正测量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1 年质保

•  配有带保护盖和卷缆可延长至59”(1.5m)的光传感器、9V电池和硬质便携箱；1年质保

规格

英尺-烛光(Fc)量程 40, 400 4000, 40000

勒克斯量程 400, 4000, 40000, 400000

LED类型 白色、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基本精度 ±3%

尺寸 130x55x38mm

重量 250g

订购

LT45  N 彩色LED照度计

应用：
• 照明系统审核
• 改进后验证测试
• 结构审核
• 项目安装

可快速测量照明度采用此款
符合人体工学工具，且方便
使用的照度计，

配有内置倾斜支架、SD存储卡、带保护盖的UVA光
传感器、UVC光传感器、硬质便携箱、通用交流适
配器和6节AA电池；1年质保

带内置工具的激光测距仪，甚至可
以快速计算难以测量点内的面积。

这是一款带内置功率测量功能的
多用电气测试工具。

LED照度计照明改进套装和紫外光强度计

LED照度计用于监控并优化
建筑、学校和办公区域的
环境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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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
音

计
数

据
记

录
仪

无与伦比的精选系列

407730数字噪音计
具有模拟量条形图和30dB量程，每

40ms更新

•  精度为±2dB，分辨率为0.1dB

•  配有模拟量交流输出，可连接

至表格记录仪和数据记录仪

•  可记录随时间变化的最大值/最小值

•  具有自动关机和最大值保持功能

•  采用0.5”(12.7mm)电容式传声器

•  配有现场用的三脚架 
(可选TR100三脚架——单独出售)

•  配有传声器挡风板和四节AAA电池

407732 2型噪音计
此仪表具有两个量程，配有背光液晶

显示屏

•   其精度较高，满足2类标准(ANSI S1.4-
1983 IEC 60651、EN 60651)要求

•   具有高低测量量程

•   具有数据保持和最大值保持功能

•   配有背光显示屏，可在光

线昏暗的地方查看

•   配有传声器挡风板和9V电池

•   可选407732-NISTL包含NIST可追

溯校准证书(单点校准至94dB)

407732-KIT 2型
噪音计套装
此款数字噪音计配有94dB声级校准仪

和便携箱

该套装包含：

•  高精度407732型号产品满足ANSI 和 
IEC 2类标准要求(见左侧产品特性)

•  407722型号校准仪可校准并验证 
噪音计的运行情况

•  耐用的双层铸模外壳

•  94dB下总谐波失真(THD)<2%

•  配有407732噪音计、407722声级校

准仪和保护性硬质便携箱(以下套装有 
NIST可追溯证书选项：407732-KIT-
NIST包含407732-NISTL和407722-
NIST)—见第160页，了解订购信息

407736 2型噪音计 
(带校准检查功能)
此款双量程仪表具有模拟量输出

•  其精度较高，满足2类标准(ANSI 
S1.4-1983 IEC 60651、EN 60651) 
要求

•  具有高低测量量程

•  具有最大值保持功能和复位按钮

•  内置校准检查(94dB)

•  具有模拟量交流/直流输出，可连接 
至分析仪或者记录仪

•  配有现场用的三脚架 
(可选 TR100 三脚架—单独出售)

•  配有传声器挡风板、9V电池和便携箱

规格 407730  N 407732  N 407732-KIT  N 407736  N

量程 40至130dB 低：35至100dB，高：65至130dB 低：35至100dB，高：65至130dB 低：35至90dB；高：75至130dB

基本精度 ±2dB ±1.5dB (2 类) ±1.5dB (2 类) ±1.5dB (2 类) 

加权(A&C) 是 是 支持 支持

响应时间(快速/慢速) 是 是 支持 支持

电容式麦克风 0.5" (12.7mm) 0.5" (12.7mm) 0.5" (12.7mm) 0.5" (12.7mm)

模拟量输出 AC — — 交流/直流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支持 支持

尺寸 230x57x44mm 210x55x32mm 仪表：210x55x32mm 241x69x25mm

质量 160g 230g 仪表：230g 215g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声级校准仪
•  可校准并验证噪音计运
行情况

•  可在94dB/114dB 
(407766)或者94dB 
(407744)下生成 1kHz 正
弦波，精度达±5%(频率)
和±0.5dB(94dB)；±0.8dB(114dB)

•  可配合0.5”或者1.0”传声器使用
•  可配合所有Extech噪音计使用
•  包含螺丝刀、电池和便携箱

配件
TR100 三脚架(供具有三脚架特征的仪表用)
40705X 交流/直流记录仪输出电缆

407744  N 94dB 声级校准仪(0.5”、1”传声器)

407766  N 94/114dB 声级校准仪(0.5”、1”传声器)

噪音计

没有任何一款噪音计产品可堪比Extech。Extech 供应适合各种应

用的型号产品；这些产品都符合2类要求，具备NIST可追溯校准选

项、PC连接性、数据记录功能、倍频带分析仪、超轻便的壁式设

计，以及个人噪音计量测定仪。(请参见第120-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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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分析工作场所和设备的声级，确保符合

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OSHA)的规定。

噪
音

计
数

据
记

录
仪

声级测量仪表投资

噪音计和数据记录仪

407750 
噪音计 
(带 PC接口)
配有大字幕背光显示屏、 

PC接口和背景音吸收器

•  其精度较高，满足2类标准 
(ANSI S1.4-1983 IEC 
60651、EN 60651)要求

•  配有背景噪音吸收器，可用于较

高环境声级情况下的噪音测量

•  配有PC接口，可将数据捕捉到 
PC上，可选装Windows®兼容 
软件(407752)

•  具有大型背光显示屏，

带模拟量条形图

•  具有自动/手动量程和最小值/ 
最大值读数

•  具有模拟量交流/直流输出， 
可连接至记录仪

•  三脚架(可选TR100三脚架 
——单独出售)

•  配有传声器挡风板、9V电池 
和便携箱

407760 USB
声级数据记录仪
精度较高，可记录多达

129,920个数据

•  其设计满足 ANSI 和 IEC 
61672 2级标准要求

•  配有USB接口，方便设置和 
下载数据

•  可选数据采用率

•  可记录带实时时间的读数

•  有两种启动模式：编程(从PC) 
或者手动

•  配有三脚架

•  配有3.6V锂电池(42299)、 
Windows®兼容软件、USB
盖、三脚架和挡风板

HD600 20,000点
数据记录噪音计
配有双层铸模外壳和USB端口

•  精度为±1.4dB

•  符合ANSI和IEC 61672-1 2类 
标准要求

•  连接到PC时，每秒可捕捉 
多达10个读数

•  以1/秒至1/59秒之间的速度，

可记录多达20,000个读数

•  可记录带真实日期和时间标记 
的读数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记录和 
数据保持功能

•  USB端口含PC软件

•  已经包含三脚架，方便现场使用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交流适配器、带USB线缆的 
Windows®兼容软件、挡风板、 
三脚架、内置支架、硬质便携箱 
和9V电池。

SDL600数据记录
噪音计，带SD卡
具有通过SD储存卡记录数据

的功能

•  精度为±1.4dB

•  符合ANSI和IEC 61672-1 2类 
标准要求

•  具有自动或者手动量程

•  外部数据可以Excel®格式保存至

SD卡(含)，可方便地传输到PC

•  用户可编程采样速率为1至 
3600秒

•  可记录带日期和时间标记的读数

•  可手动保存/调用多达99个记录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记录、

峰值保持和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SD卡、挡风板、6节AA电池 
和硬质便携箱；可选交流适配器 
UA100-240

407780A积分式 
声级数据记录仪 
(带USB接口)
可实施Leq和SEL测量，配有

内置数据记录仪和PC接口

•  满足2类标准(ANSI S1.4-1983， 
IEC 60651、EN 60651)要求

•  具有数据记录功能，可记录 
多达32,000个数据

•  可以对积分时间进行设置； 
配有实时日历/时钟

•  量程较宽(100dB)，整个量程下 
成线性变化

•  显示模式：SPL、SPL最小值/ 
最大值、SEL和Leq

•  具有脉冲/快速/慢速响应时间

•  具有模拟量和警报输出功能， 
可以用于与频率分析仪、 
图表记录仪连接

•  三脚架(可选TR100三脚架 
——单独出售)

•  配有挡风板、调节螺丝刀、 
USB线缆、Windows®兼容

软件、电池和便携箱；(可选

交流适配器 — 见第122页)

规格 407750  N 407760  N HD600  N SDL600  N 407780A  N 规格

量程 30至130dB 30至130dB 30至130dB 30至130dB (3个量程) 30至130dB 量程

基本精度 ±1.5dB (Type 2) ±1.4dB (Type 2) ±1.4dB ±1.4dB ±1.5dB 基本精度

加权(A&C) 是 是 是 是 是 加权(A&C)

响应时间(快速/慢速) 是 是 是 是 是 响应时间(快速/慢速)

电容式传声器 0.5" (12.7mm) 0.5" (12.7mm) 0.5” (12.7mm) 0.5" (12.7mm) 可拆卸0.5” (12.7mm) 电容式传声器

模拟量输出 交流/直流 — 交流/直流 交流 交流/直流 模拟量输出

PC接口 是 是 是 是 是 PC接口

数据记录 — 129,920个记录 20,000个记录 通过SD卡记录数据 32,000个记录 数据记录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是 经过CE认证

尺寸/重量 256x80x38mm/240g 130x30x25mm/20g 278x76x50mm/350g 250X73X48mm/520g 265x72x21mm/310g 尺寸/重量

质保 1年 1年 3年 3年 1年 质保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配有记录和警报LED、 
三脚架，具有USB连
通性

配件

407744  N 94dB 声级校准仪(0.5”、1”传声器)

407766  N 94/114dB 声级校准仪(0.5”、1”传声器)

TR100 三脚架(供具有三脚架特征的仪表用)

40705X 交流/直流记录仪输出电缆(3英尺/0.9m)

407764-EXT 15英尺(4.7m)传声器延长电缆(适用于407780A)

USB100 RS-232 至USB 适配器

42299 3.6V 锂电池(2 pk)

407780A和407790A用交流适配器

144118 110V 交流适配器

144220 220V 交流适配器

144240 240V 交流适配器

UA100-240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 
带4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N 订购具有 NIST可追溯证书的仪
表时，可以获得带相关数据的NIST可
追溯证书。查看提供NIST认证的产品
N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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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355/SL355个人噪音计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和套装

可测量8小时期限内的总曝露声级

•  可实施OSHA和IEC噪声累计调查(满足ANSI和IEC*标准)
•  可以调节标准等级、交换速率和阈值

•  包含Windows®兼容软件，可控制设置以及检索已
经保存的事件或者分析实时测量结果

•  噪音计量测定仪模式：数据包含启动/停止时间、剂量%、TWA和峰值标志

407355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具有RS-232接口(可与USB100适配器兼容)
•  当作噪音计使用时，可记录多达4500个读数

•  有 407355-KIT-5可供选择(见左侧说明，了解详细信息)
SL355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配有USB接口；

•  有SL355-KIT-3可供选择-包含三个SL355、407766校准仪和便携箱

规格

声级量程/分辨率 407355：70至140dBA / 0.1dB
SL355：60至130 dB / 70 至 140dB(A/C 加权)； 60至130dB / 93至133dB 
(C或Z(线性)峰值)；70至140dB / 103至143dB(C或Z(线性)峰值)

数字显示屏 液晶显示屏 0.01-9999%

标准/阈值等级 80、84、85或90dB/ 70-90(以1db步进)

响应速率/交换速率 快速或慢速/3、4、5或6 dB

高声级探测器/峰值标记 115dB/140dB(130db，针对SL355)

电池寿命 约34小时

事件保存 407355：5次调查；SL355：20次调查

尺寸/重量 407355：106×64×34mm/227g含电池
SL355：97×51×35mm/120g含电池

订购

407355  N 噪音计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407355-KIT-5 噪音计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套装

SL355  N 噪音计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SL355-KIT-3 噪音计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USB100 RS-232至USB 适配器

SL400个人噪音计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可测量8小时期限内的总曝露声级 
•   测量频率加权噪声暴露声级和峰值(C、Z)声级

•   当作噪音计使用时，可记录多达999,999个读数，采样时间介于1秒和24小时之间

•   声级模式：显示声级、最大值/最小值、时均声级(Leq)、峰值和暴露声级(SEL)
•   可以调节标准等级、交换速率和阈值

•   具有一项用户自定义测量设置

•   可选择94dB声级校准仪在每次使用前后根据ANSI标准执行校准检查功能

•   USB接口包含Windows®兼容软件，可控制设置以及检索已经保存的事件或者 
分析实时测量结果

规格

量程(A、C、Z) 30至90 dB，50至110dB；C、Z峰值：70至140dB / C和Z峰值：90至143dB  

响应速率/交换速率 快速、慢速、脉冲/3、4、5 或 6 dB 

带宽 20Hz至8kHz

存储器 剂量：10,000 点/SLM：999,999 点

标准等级 / 阈值等级 30 至 140dB(以 0.1db 步进)/ 30 至 140dB(以 0.1db 步进)

测量模式 %剂量、Lxmax、Lxyp、Lxmin、Lxeq、SEL(LAE)、最大峰值、 
LAVG、TWA、LEP、LN%、SPL

尺寸/重量 107×65×33mm - 不包括顶部的接头/198g包括电池和传声器电缆

订购

SL400  N 噪音计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SL130W噪音警报(带报警装置)

可持续监测声级 — 配有内置LED，当声级过高或者过低时，LED会提示用户

•  当声级过高或者过低时，强光LED(呈红色闪烁或者变为绿色)会提示 
用户 — 可以从30m(100英尺)处读取LED状态。

•  适用于医院、会堂、学校和声级达到设定点时有必要进行提示的其它区域

•  满足 ANSI 2类和EN IEC 60651标准要求 — 符合OSHA要求

•  采用壁装、桌架或者三脚架(可选TR100三脚架——单独出售)
•  可以调节高/低限值显示，带输出，可驱动用户的外部继电器模块

•  传声器可以旋转180°，达到期望的位置。可选15英尺(5m)传声器延长电缆(SL125)， 
适用于远程监控

•  1年质保

•  配有通用的交流适配器和传声器挡风板

规格

显示屏 117×79mm多功能液晶显示

屏频带宽度 31.5 Hz 至 8 kHz

传声器 0.5”驻极体电容传声器(可拆卸) 

测量量程 30至80dB，60至110dB，80至130dB 

频率加权 ‘A’ 和 ‘C’

响应时间 快速：125ms/慢速：1s

分辨率 0.1dB

警报输出 3.5mm收发话器插头，最大值：3.4mA @ 5 VDC

最小输出 电压：2.5 VDC

电源 配有所有功能用交流/直流适配器；监测功能用的8节AA电池 
(只在没有LED 警报的情况下)

尺寸/重量 22x18x3.2cm / 285g

订购

SL130W  N 声级警报

SL125 远程传声器电缆15’(5m)

TR100 三脚架

407766  N 声级校准仪，94/114dB

407790A实时1/3倍频带分析仪

此款2类积分式声级计配有160×160点阵背光液晶显示屏，可实现倍频和1/3倍频

带实时显示

•  可以SLM模式保存12,280个数据，以1/1或者1/3倍频模式保存1024个点

•  可将数据传输到PC上，通过配备的软件和线缆进行分析

•  具有A、C平直加权；快速/慢速响应时间

•  配有可拆卸的直径为0.52”(13.2mm)的电容式传声器和三脚架

•  配有实时时钟，带年、月、日、小时、分钟、秒显示

•  保持声级统计，以供内外部审核使用

规格

可适用标准 ANSI S1.4 2类，EN IEC 60651、EN IEC 60804 和 EN IEC 1260-1995

精度 ±1.5dB (ref 94dB @ 1kHz)

测量量程/功能 30dB至130dB / La, Lc, Lp, Leq, LE, Lmax, Lmin

声级计显示屏 25Hz ~ 10kHz

声级计显示屏 积分式SLM：数字、4位数，带条形图

实时分析仪显示屏 图示、条形图，带光标

1/1- 1/3 分析仪声级量程 30至130dB

1/1倍频&1/3倍频 1/1 倍频带中心频率：(9 个带)；1/3 倍频带中心频率：(27 个带)

信号输出 交流输出：2 Vrms(满量程时)；直流输出：10mVDC/dB

尺寸/重量 345x100x60mm/950g

订购

407790A  N 倍频带声级分析仪

407764-EXT 15英尺(4.7m)传声器延长电缆

配有Windows®兼容软件、USB电
缆、4个C电池、传声器挡风板、迷
你螺丝刀、120V交流适配器和便携
箱。见第122页，了解220-240V适
配器；1年质保；可选94/114dB校
准仪(见第120页上的407766)

噪音计量测定仪、数据记录仪和套装 声级监测仪和倍频带声级分析仪

*可访问网站 www.extech.com 的产品页面，获取 ANSI 和 IEC 标准清单

各仪表都包含带夹、带2.6
英尺(0.8m)电缆的夹式0.5”
传声器、软件、迷你螺丝
刀、电池和便携箱；1年
质保。 
407355还包含9插销至25
插销的适配器以及RS-232
线缆；SL355还包含USB线
缆。407355-KIT-5噪音计量
测定仪套装包含五个407355 
噪音计量测定仪、407766
声级校准仪(见第 120 页)和
便携箱

包含带夹、带32”(81.3cm)
电缆和挡风板的夹式
0.5”(12.7mm)传声器、9V
电池、软件、USB电缆和
便携箱；1年质保

SL355 

407355 

407355-KI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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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Extech的转速仪，可测量RPM、表面速度和

转数(见第126-129页)可选型号有接触式、非接触

式和组合式型号以及 轻便式、闪光式和面板安装

式型号。

手
持

式
转

速
仪

提高 
诊断速度

接触式转速仪和光电转速仪

461891 
接触式转速仪
可实现快速且精确的RPM和 

表面速度测量

•  可通过接触，测量正在旋转的 
物体

•  通过三个配备的配件轮子，可测

量线性表面速度，以英尺/分钟 
或者m/分钟表示

•  可调用上次/最大/最小值

•  配有表面速度测量用的锥头、 
扁头和备用轮、4节1.5V AA电池 
和便携箱

461893非接触
式光电转速仪
采用可视光，无需接触便能

完成RPM测量

•  无需接触，便能测量旋转 
物体的RPM

•  利用被测物体上的反光带和 
整体光束上的点

•  整体光束具有合适的测量范

围，可远达6”(152mm)距离处

•  每秒钟更新读数

•  可调用上次/最大/最小值

•  配有23”(0.6m)反光带、4节 
1.5V AA电池和便携箱

461895组合接触
式/光电转速仪
结合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型号

产品，适用于各种应用环境

•  显示屏上文字转向取决于模式 
(接触或者光电)

•  采用可视光，可在离目标

6”(150mm)远的位置进行测量

•  具有存储/读数按钮，可将上次 
读数保持5分钟；可调用最小/ 
最大读数

•  配有线性表面速度或者rpm测量

用的轮子、4节1.5V AA电池、 
23”(0.6m)反光带和便携箱

461995 组合接触
式/激光转速仪
结合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型号

产品，适用于各种应用环境

•  显示屏上文字转向取决于模式 
(接触或者光电)

•  依靠激光引导，无需接触， 
便可以完成远至6.5英尺(2m) 
距离处的测量

•  具有存储/读数按钮，可将上次 
读数保持5分钟；可调用最小/ 
最大读数

•  配有线性表面速度或者rpm测量 
用的轮子、4节1.5V AA电池、 
23”(0.6m)反光带和便携箱

RPM10 组合式 
激光转速仪+红外
点温仪
此款光电/接触式转速仪包含适

用于表面温度测量的非接触式

红外点温仪。

•  内置带激光的红外点温仪，

可完成电机和旋转零件上

表面温度的远程测量

•  具有固定的发射率0.95、 
6:1的测温距离系数比

•  此款非接触式光电转速仪采

用激光，确保更远的测量

距离，可达6.5英尺(2m)

•  这也是一款接触式转速仪，

可实现RPM和表面速度测量

•  可调用上次/最大/最小值

•  显示屏上文字转向取决于模式

•  配有尖头/轮子、4节1.5V AA
电池、反光带和便携箱

规格 461891  N 461893  N 461895  N 461995  N RPM10  N 规格

rpm 0.5至20,000 5至99,999 光电: 5至99,999 / 接触式: 0.5至19,999 光电: 10至99,999 / 接触式: 0.5至19,999 光电: 10至99,999 / 接触式: 0.5至20,000 rpm

英尺/分钟 0.2至6560 — 0.2至6560 0.2至6560 0.2至6560 英尺/分钟

m/分钟 0.05至1999.9 — 0.05至1999.9 0.05至1999.9 0.05至1999.9 m/分钟

基本精度 ±读数的 0.05% ±读数的 0.05% ±读数的 0.05% ±读数的 0.05% ±读数的 0.05% 基本精度

最高rpm分辨率 0.1rpm 0.1rpm 0.1rpm 0.1rpm 0.1rpm 最高rpm分辨率

激光 — — — 支持 支持 激光

温度(红外) — — — — -4至600°F (-20至315°C) 温度(红外)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支持 支持 经过CE认证

尺寸 170x27x37mm 170x27x37mm 216x66x38mm 216x66x38mm 216x66x38mm 尺寸

重量 260g 250g 300g 300g 300g 重量

质保 1年 1年 1 年 1 年 1 年 质保

配件
461937 反光带 — 十个反光带：每个

带23×0.25”(584×6mm)
461990 接触轮 - 2组锥头、扁头和

备用轮

461937 461990

N 订购具有NIST可追溯证书的仪
表时，可以获得带相关数据的NIST可
追溯证书。查看提供NIST认证的产品
N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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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仪和频闪仪便携式转速仪

461920迷你激光转速仪计数器

可实现非接触式RPM和转速计数测量，可达99,999转
•  将整体激光指向放置在被测物体上的反光带，无需接触， 
便可测量旋转物体的RPM读数。

•  配有大型5位数背光液晶显示屏

•  采用耐用的双层铸模外壳，配有上次/最大/最小值存储按钮

•  1年质保

•  配有9V电池和反光带

规格

RPM 量程 2至 99,999 rpm

计数量程 1至99,999 rev (转)

目标距离 1.6英尺(500mm)

基本精度 ±0.05%

分辨率 0.1rpm, 1 count

尺寸/重量 160x60x42mm/151g

订购

461920  N 迷你激光转速仪计数器

461937 备用反光带(每个带23")，10pk

RPM33/RPM40迷你组合接触式/激光转速仪

只用一个工具，便可快速测量RPM、表面速度和长度。为获取很近距离内的读

数，可使用接触轮；为获取非接触式读数，则采用激光模式。

•   配有大型的5位数背光LCD显示屏

•   配有带石英晶体振荡器的微处理器，可确保较高精度

•   具有较宽的RPM(光电和接触式)和线性表面速度/长度(接触式)测量

•   配有接触轮、电池和反光带；1年质保；RPM33另配有便携包；RPM40另配有锥头

RPM33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可在存储器内保存/调用4个参数(测量值、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的10组数据

•   依靠激光引导，无需接触，便可以完成远至1.6英尺(500mm)距离处的测量

RPM4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可在远至4.9英尺(1.5m)距离处进行长距离激光引导测量

规格 RPM33 RPM40
量程(rpm) 光电：2 至 99,999rpm 接触式：2 至 

20,000rpm
光电：5 至 99,999rpm 接触式：0.5 至 
19,999rpm

表面速度 0至78,720英寸/分钟 2.0至78,740英寸/分钟

0至6560英尺/分钟 0.2至6560英尺/分钟

0至2186码/分钟 —

0至2000 m/分钟 0.05至1999.9 m/分钟

长度 3.9至39370英寸 —

0.3至3280英尺 —

0.1至1093码 —

0.1至1000米 —

频率(Hz) 333 Hz —

精度 读数的 0.05% +1 位数 ±(读数的 0.1% +1 位数)

采样时间 0.5 Sec > 120rpm 1 Sec > 6rpm

分辨率 0.1rpm (<10,000 rpm); 1rpm (>10,000 rpm) 0.1rpm (<1000 rpm); 1rpm (>1000 rpm)

尺寸/重量 160x60x42mm /151g 160x50x33mm/182g

订购

RPM33  N 组合接触式/激光转速仪

RPM40  N 组合接触式/激光转速仪

461937 备用反光带(每个带23”)，10pk

461825组合式光电转速仪/频闪仪

频闪仪用于分析旋转物体；转速仪用于测量rpm
•  可以粗调以及细调闪光频率，以冻结并分析旋转物体

•  具有独一无二的显示文字，其转向取决于功能模式

•  配有大型0.4”(10mm)5 位数液晶显示屏和存储器(可保存上次/最大/最小值)
•  配有4节1.5V AA电池、反光带和便携箱；1年质保

规格 光电转速仪(RPM) 频闪仪 (FPM/RPM)

量程 5至99,999 100至100,000 

精度 ±读数的 0.1% ±读数的 0.1%

采样时间 1 Sec ≥ 60rpm; 1 Sec ≥ 60rpm;

分辨率 0.1rpm (<1,000rpm), 1rpm (≥1,000rpm) 0.1fpm (<1,000fpm), 1fpm (≥1,000fpm)

尺寸/重量 215x65x38mm/300g ±读数的 0.1%

订购

461825  N 组合式光电转速仪/频闪仪

461937 备用反光带(每个带23”)，10pk

461830/461831数字频闪测速计

无需接触，冻结并分析旋转物体

•  通过简单定位并使其闪光频率(fpm)与旋转物体同步，检查并分析运动情况和速度

•  可在4位数LED显示屏上显示rpm
•  闪光频率/速率可达100至10,000 fpm/rpm；基本精度为 ±读数的0.05%
•  占空比为5至30mins
•  配有三脚架，方便固定

•  尺寸/重量：211×122×122mm/1kg
•  配有6英尺(1.9m)电源线和手柄；1年质保

订购

461830  N 数字频闪测速计 115VAC，60Hz

461831  N 数字频闪测速计 220VAC，50Hz

461834 备用氙灯(使用寿命300 小时)，2片

461950 1/8 DIN面板转速仪

可持续且精确测量5至99,990rpm的读数

•   配有大型LED显示屏，更新速度1/s(rpm<60)
•   采用独一无二的设计，允许对一孔齿轮或者圆盘的

rpm进行测量，消除对特殊齿轮的需要

•   当黑色金属物体(双头螺栓)通过近距离传感器时，可以测量脉冲

•   有两种传感器拾取类型可供选择(都包含6英尺/1.8m电缆)近距离传感器：0.1”(3mm)
目标距离，量程高达36,000rpm (600Hz)； 
光电传感器：0.4”(10mm)目标距离，量程高达6000rpm (100Hz)

•   1年质保

规格

rpm  5至99,990rpm

基本精度 ±0.05%

分辨率 0.1rpm (5至1000rpm), 1rpm (1000至9999rpm), 10rpm (10,000rpm至99,990rpm)

电源 115V或230V AC; 50/60Hz

尺寸/重量 斜面96×48×60mm；面板开孔92×45mm仪表92×90×42mm/397g

采样时间 1sec>60rpm, >1sec>10至60rpm

尺寸/重量 124x50x33mm/114g

订购

461950  N 1/8 DIN面板装嵌式转速仪

461955 近距离传感器，最高 36,000rpm

461957 光电传感器，最高 6000rpm

461834

461955 
近距离

461957  
光电

可测量旋转物体的转速
(RPM)以及运动物体的次
数(转数)

RPM33 RPM40

激光 
RPM测量

接触式
RPM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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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

高清视频内窥镜套装

HDV610 高清视频内窥镜(直径为 5.5mm 的相机/1m 柔性电缆)

HDV620 高清视频内窥镜(直径为 5.8mm 的相机/1m 半刚性电缆)

HDV640 高清分节式视频内窥镜(直径为 6mm 的相机/1m 半刚性电缆)

HDV640W 高清无线分节式视频内窥镜(直径为 6mm 的相机/1m 半刚性电缆)

探入式视频内窥镜套装

HDV650-10G 探入式视频内窥镜套装(25mm 摄像头，带 10m 玻璃纤维电缆)

HDV650W-10G 无线探入式视频内窥镜套装(25mm 摄像头，带 10m 玻璃纤维电缆)

HDV650-30G 探入式视频内窥镜套装(25mm 摄像头，带 30m 玻璃纤维电缆)

HDV650W-30G 无线探入式视频内窥镜套装(25mm 摄像头，带 30m 玻璃纤维电缆)

视频检测监测仪 (可单独订购摄像头，详见以下配件清单)

HDV600 高清视频内窥镜(仅主机)

可选摄像头

HDV-TX1 6mm 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微距镜头和 1m 半刚性电缆

HDV-TX1L 6mm 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长焦镜头和 1m 半刚性电缆

HDV-WTX1 6mm 无线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微距镜头和 1m 半刚性电缆

HDV-WTX1L 6mm 无线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长焦镜头和 1m 半刚性电缆

HDV-TX2 6mm 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微距镜头和 2m 半刚性电缆

HDV-TX2L 6mm 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长焦镜头和 2m 半刚性电缆

HDV-WTX2 6mm 无线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微距镜头和 2m 半刚性电缆

HDV-WTX2L 6mm 无线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长焦镜头和 2m 半刚性电缆

HDV-4CAM-5FM 4mm 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微距镜头和 5m 柔性电缆

HDV-5CAM-1FM 5.5mm 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微距镜头和 1m 柔性电缆

HDV-5CAM-3F 5.5mm 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较长景深和 3m 柔性电缆

HDV-5CAM-3FM 5.5mm 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微距镜头和 3m 柔性电缆

HDV-5CAM-30FM 5.5mm 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微距镜头和 30m 柔性电缆

HDV-5CAM-10F 5.5mm 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较长景深和 10m 柔性电缆

HDV-25CAM-10G 25mm 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较长景深和 10m 玻璃纤维电缆

HDV-25CAM-30G 25mm 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较长景深和 30m 玻璃纤维电缆

HDV-WTX 无线发送器

HDV-PC HDV系列备用插线电缆

ADPTR-HDV 备用交流适配器

BRD10 无线 USB 视频接收器

工业高清视频内窥镜

HDV600系列高清工业视频内窥镜

此款直径较窄的内窥镜，配有5.7”高清彩色液晶显示屏，可以在大型彩色显示屏

上显示分辨率较高的图像和视频

•  HDV600系列视频内窥镜配有各种相机探头，可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有配备分节式或者无线功能的各种尺寸产品可供选择。

•  配有5.7”彩色液晶TFT显示屏 — 具有高清640×480像素分辨率

•  配有防水(IP67)仪表和摄像头(IP57)，带电缆

•  配有带调光器的强光白色LED灯，可以照亮被查看的物体

•  具有无闪烁的近距离视场角以及6”(15.2cm)最小焦距

•  采用2G SD存储卡，可保存>14,600 张图像

•  可完成带声音注解的视频记录(长达4小时)
•  视频和图像可以通过SD卡、USB输出或者AV输出进行传输

•  可选装无线发送器(HDV-WTX)，将其连接到相机线缆上， 
可从100英尺(30m)处的距离传输视频。

•  1年质保

•  配备SD存储卡、3.7V可充电锂聚合物电池、交流适配器、 
USB和AV线缆、带线缆的相机以及便携箱

HDV610型号

•  视频内窥镜配有直径为5.5mm的摄像头(1m柔性电缆)
HDV620型号

•  视频内窥镜配有直径为5.8mm的摄像头(1m半刚性电缆，可保持已经设置好的形状)
HDV640 & HDV640W型号

•  视频内窥镜配有直径为6mm的摄像头(1m半刚性电缆，可保持已经设置好的形状)
•  通过旋钮,轻松控制分节式摄像头，有助于查看标准摄像头无法触及的受阻区域。

•  相机探头 240°旋转(从笔直位置，向左旋转120°，向右旋转120°)
HDV640W型号

•  内窥镜电缆控制器内置无线发送器，允许从离测量点100英尺(30m)的位置 
将视频传输到主机上

 

分节式(直径6mm)摄像头可调节至240°视角。

BRD10 - 可选无线USB视频接收器允许用户
将视频直播传到PC；还可以通过VOIP连接，
远程查看视频内容。

摄像头配有内置LED灯 HDV-WTX无线发送器确保可在
100英尺(30m)远的地方进行测量

配有微距(短焦距)镜头允许检查离光学摄像头较近的功能和属性进行检查。 
长焦距镜头使得用户可以进一步查看狭窄区域。

不受限的检测应用：

家里：霉菌、虫害、电线或者水管设施

暖通空调(HVAC)：管道、电机、压缩机、 
压风喷管和冷却器

汽车：发动机、变速器、电机、电子装置

政府：安保 工业：焊接、过程设备、 
齿轮、铸模机

航空：航空器、碎片、裂缝或其它损坏 
以及其它...

防坠落/防水外壳符合IP67标准要求。

微距镜头
0.59" - 2.36"
(20 - 60 mm)

长焦距镜头

2.36" - ∞
(60 mm- ∞)

微距镜头
0.59" - 2.36"
(20 - 60 mm)

长焦距镜头

2.36" - ∞
(60 mm- ∞)

HDV650系列 — 高清探入式工业视频内窥镜

探入式视频内窥镜套装采用HDV600彩色液晶监测仪。这些
套装利用防水、耐用的大型高清彩色显示屏以及带25mm直
径的摄像头显示从排水管到直管的各种问题。内置强光灯可
协助照亮直管内较深地方的问题。相机探头足够坚固，可以
排除较小阻碍。适用于检查P型捕集器、90s、排水管、直
管、下水道、通风竖管等等。包含此款仪表的无线套装，允
许从离测量点100英尺(30m)的位置将视频传输到监测仪上。

HDV650 Kits:

•  HDV650-10G包含HDV600和10m玻璃纤维电缆线轴总成

•  HDV650W-10G包含HDV600和10m玻璃纤维电缆线轴总成和无线发送器

•  HDV650-30G包含HDV600和30m玻璃纤维电缆线轴总成

•  HDV650W-30G包含HDV600和30m玻璃纤维电缆线轴总成和无线发送器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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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高清视频内窥镜

BR200/BR250工业视频内窥镜

可以从距离测量点长达32英尺(10m)的遥远位置查看3.5”彩色可拆卸无线液晶 

监测仪

•   被捕捉到的带日期/时间戳的视频，可以在无线监测仪或者带视频输入插口的任何 
监测仪上回放。

•   视频和图像可以通过microSD卡或者USB线缆传输到PC上，并通过Windows® 

多媒体播放器查看。

•   防水(IP67)的柔性鹅颈管可以保持已经设定的形状。

•   NTSC操作菜单采用10种语言

•   具有近距离视场角；1年质保

•   包含4节AA电池、可充电的显示屏电池、带适配器的存储卡、USB线缆、延长工
具(镜面、钩子、磁铁)、视频互连电缆、交流适配器、磁性座支架和硬质便携箱

•   BR200型号 — 17mm 直径的摄像头，内置带调光器和39”(1m)柔性鹅颈管电缆的 
两个强光LED灯

•   BR250型号 — 9mm 直径的摄像头，内置带调光器和 36”(0.9m)柔性鹅颈管电缆的 
四个强光LED灯

规格

相机像素 BR200: 712x486 (NTSC) / BR250: 640 x 480 (NTSC)

传输频率/量程 2468MHz/32英尺(10m)自由视野

相机观察方向 BR200：视角50°/ BR250：视角45°相机观察 

距离 5.9至9.8"(15至25cm)

LCD屏幕类型/像素 3.5"TFT/320 x 240

监测仪视频输出电平 0.9至1.3V@75Ω

监测仪视频/图像分辨率 960×240(AVI格式)/640×480(JPEG格式)

运行/充电时间 1.5小时/3小时

尺寸/重量
相机：186×145×41mm/530g 
监测仪：100×70×25mm/140g

订购

BR200 柔性视频内窥镜(17mm 直径/1m 电缆)

BR250 柔性视频内窥镜(9mm 直径/1m 电缆)

BRD10 无线 USB 视频接收器

BR200-EXT 内窥镜延长线(19mm 直径/0.9m 电缆)

BR-4CAM 4.5mm 内窥镜摄像头，带 1m 电缆

BR-5CAM 5.8mm 内窥镜摄像头，带 1m 电缆

BR-9CAM 9mm 内窥镜摄像头，带 1m 电缆

BR-9CAM-2M 9mm 内窥镜摄像头，带 2m 电缆

BR-9CAM-5M 9mm 内窥镜摄像头，带 5m 电缆

BR-17CAM 17mm 内窥镜摄像头，带 1m 电缆

BR-17CAM-2M 17mm 内窥镜摄像头，带 2m 电缆

BR-17CAM-5M 17mm 内窥镜摄像头，带 5m 电缆

UA100-BR 通用交流适配器

注：建议最多将两个BR200-EXT 连接到一个内窥镜上，以保持分辨率。

HDV540高清分节式视频内窥镜套装

分节式(240°)摄像头有助于查看标准摄像头无法触及的受阻区域

•   包括带线手柄，不可拆卸的6mm柔性探针(1m)和微距镜头

•   分节式探头可调节至240°视角。

•   配有分辨率为 320×240像素的3.5”(89mm)高清彩色液晶TFT显示屏

•   采用轻便式、高分辨率防水(防水等级达到IP67)摄像头

•   摄像头内置4个明亮的LED灯且带有调光器，可以照亮被查看的物体

•   具有无闪烁近距离视场角

•   配有4GB SD卡，可保存超过20,000张图像

•   具有AV输出功能，可在显示器上查看图像/视频

•   视频和图像可以通过SD卡或USB输出传输到PC
•   在视频录制模式下可记录画外音音频

•   包含HDV500视频内窥镜、带6mm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的手柄、SD卡、 
3.7V可充电式锂聚合物电池、100/240V通用交流适配器及多种类型的插头 
(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USB线缆、AV线缆、硬质便携箱

规格

Camera

 焦距 0.8至2.36" (2至6cm)

 视场角 57°

 轴直径 0.24" (6mm)

 工作长度 39" (1m)

 摄像头弯曲半径 240°(向左 120°，向右 120°)

内窥镜

 彩色液晶TFT显示屏/像素 8.9cm尺寸/ 320 x 240 像素分辨率

 帧频 30 fps 帧频 (NTSC & PAL)

SD卡 含4GB SD存储卡(最大支持 32GB SD 存储卡)

运行时间 最多6小时AVI视频

尺寸/重量 仪表(带电池) 21cmx11cmx4cm/400g

订购

HDV540 高清分节式视频内窥镜套装

HDV5-6CAM-1AFM 6mm分节式视频内窥镜摄像头，带微距镜头和1m柔性电缆

可以从远至32英尺(10m)的位置远程查看可拆卸式
无线3.5”彩色显示屏。相机配有内置LED灯。

BRD10无线USB视频接收器
可选无线USB视频接收器允
许用户将视频直播从视频内
窥镜传输到PC上；还可以通
过VOIP连接，远程查看视频
内容。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采用带线手柄和相机探头，便于单
手操作分节式探头，以获得最佳视
角。探头可向左和向右旋转120°图
像/视频可保存至SD卡或USB闪存
驱动器，可在彩色显示屏或外部显
示器上查看。

工业高清视频内窥镜

折扣
价格！

新品新品
折扣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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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00/BR150工业视频内窥镜

配有直径为9mm或17mm的相机和2.4”彩色TFT液晶监测仪，带视频输出， 

可在带视频输入插孔的任何监测仪上查看

•  39”(1m)柔性鹅颈管电缆可以保持已设定的形状

•  配有迷你防水(IP67)摄像头，可确保被查看内容保持高分辨率

•  显示屏可以拆卸，以方便储存

•  1年质保

•  配有带电缆的摄像头、4节AA电池、延长工具(镜面、钩子、磁铁)、 
视频输出插孔和硬质便携箱

•  可选BR200-EXT延长电缆和配件

BR10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17mm直径相机，带2个强光LED灯和调光器

BR15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9mm直径相机，带 4 个强光LED灯和调光器

规格

镜头

观察方向 BR100：视角 50°；BR150：视角 45°

离物体的焦距 5.9"至9.8"(15至25cm)

最小弯曲半径 2.36" (60mm)

尺寸/重量 186 x 145 x 41mm/530g

监测仪

LCD 屏幕类型 2.4" TFT

像素 480 x 234

运行时间 1.5小时

尺寸/重量 100 x 70 x 30mm/140g

订购 (参见第133页，了解带更长电缆的摄像头)

BR100 柔性视频内窥镜(17mm直径/1m电缆)

BR150 柔性视频内窥镜(9mm直径/1m电缆)

BR-5CAM 5.8mm内窥镜摄像头，带电缆

BR-9CAM 9mm内窥镜摄像头，带电缆

BR-17CAM 17mm内窥镜摄像头，带电缆

BR200-EXT 内窥镜延长线(19mm直径/0.9m电缆)

(注：建议最多将两个BR200-EXT连接到一个内窥镜上，以保持分辨率)

BR80工业视频内窥镜

17mm直径相机，带39”(1m)柔性鹅颈管电缆，可保持已经设定的形状； 

还配有2.4”彩色TFT液晶监测仪

•  配有防水(IP67)摄像头和电缆以及轻量型手持设计
外壳，可轻松发现、诊断并解决问题

•  配有四个带调光器的强光 LED 灯，可以照亮被查看的物体

•  Glare-free close-up field of view
•  配有鲜明的 2.4”彩色液晶显示器，可显示细节图像；还具有 180°图像旋转功能

•  可选 BRC-EXT 延长电缆，可用于增加查看深度；配有 19mm 直径接头和 
37.5”(0.95m)长电缆(含接头)；最多只能将2根延长电缆连接到内窥镜上。

•  配有带电缆的 17mm 相机探头、4 节 AA 电池和延
长工具(镜面、钩子和磁铁)；1年质保

订购

BR80 工业视频内窥镜

BRC-17CAM 17mm内窥镜摄像头，带电缆 

BRC-EXT 内窥镜延长线(19mm直径/0.9m电缆)

(注：建议最多将两个BRC-EXT连接到一个内窥镜上，以保持分辨率)

BR100 
17mm摄像头

BR150 
9mm摄像头

Watch the

www.extech.com/video

Video

RF系列便携式白利度折射计

可测量糖、盐或工业切削/冷却润滑液的浓度

•  此款精确且操作方便的糖度计，其刻度也方便读取

•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RF11、RF12、RF15和RF20型号)
•  仅需要2、3滴溶液

•  其棱镜和透镜方便调节，能够提供可重复结果

•  配有便携箱、校准螺丝刀和校准溶液；1年质保

糖度(RF10、RF11、RF15、RF16 和 RF18)
•  可测量水果汁和工业液体中糖的浓度

白利度(RF12和RF18)
•  可保持适当的润滑液冷却浓度，以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盐度(RF20)
•  可测量水中溶解盐的浓度

通用白利度(RF30)
•  三个量程：0至42%白利度，42至71%白利度，71至90%白利度

规格 型号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RF10 糖度 0至32%白利度 0.2 ±0.2%

RF11 糖度(ATC) 0至10% (10 to 30°C) 0.1 ±0.1%

RF12 润滑液/切削液(ATC) 0至18%白利度(10至30°C) 0.2 ±0.2%

RF15 糖度(ATC) 0至32%白利度(10至30°C) 0.2 ±0.2%

RF16 糖度 0至10%白利度 0.1 ±0.1%

RF18 白利度(润滑液) 0至18%白利度 0.1% ±0.2%

RF20 盐度(ATC) 0至100ppt (10至30°C) 
1.000至1.070比重

1ppt 
0.001

±0.1‰ 
±0.001

RF30 三量程一般用途 0至42%白利度, 42至71%白利
度, 71至90%白利度

0.2 ±0.2%

订购

RF10 0 至 32% 白利度折射计 — 尺寸/重量：168×32×32mm/91g

RF11 0 至 10% 白利度折射计，带ATC — 尺寸/重量：190×40×30mm/185g

RF12 0 至 18% 白利度折射计，带ATC — 尺寸/重量：170×41×31mm/91g

RF15 0 至 32% 白利度折射计，带ATC — 尺寸/重量：159×35×35mm/200g

RF16 0 至 10% 白利度折射计 — 尺寸/重量：190×40×30mm/185g

RF18 0 至 18% 白利度折射计 — 尺寸/重量：170×41×31mm/ 91g

RF20 盐度折射计，带ATC — 尺寸/重量：194×38×38mm/227g

RF30 三量程一般用途(0 至 90% 白利度)折射计 — 尺寸/重量：200×38×28mm/620g

RF40/RF41电池冷却液/乙二醇折射计

可测量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含量

•  可测量汽车冷却液的凝固点以及电池的充电状态

•  可提供乙二醇和丙二醇%含量以及°F的精确和可重复测量值，其刻度也方便读取

•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

•  仅需要2、3滴溶液

•  配有便携箱、校准螺丝刀和校准溶液；1年质保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丙二醇凝固点 RF40: -60°F (63%)至32°F (12%) 
RF41: -50°C至0°C 

2°F (1%) 
1°C

±5°F (2%)

乙二醇凝固点 RF40: -60°F (59%)至25°F (16%) 
-51至0°C (-60 to 32°F) 
RF41: -50°C至0°C

2°F (1%) 
1°C/2°F  
1°C

±5°F (2%) 

电池酸液比重 RF40/RF41: 1.15至1.30 0.01

尺寸/重量 165x38x38mm/200g

订购

RF40 电池冷却液/乙二醇折射计，带ATC(°F)

RF41 电池冷却液/乙二醇折射计，带ATC(°C)

通过目镜缩放视角

糖度和盐度白利度折射计

折扣
价格！

新品新品
折扣
价格！

工业高清视频内窥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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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振仪和组合式转速仪测振仪/数据记录仪

461880测振仪 + 激光组合式转速仪

可测量加速度、速度、位移、RPM和表面速度

•  具有独一无二的大型液晶显示屏，其文字转向取决于功能

•  配有 Windows® XP兼容软件(已包含)，可在PC上对数据进行分析

•  基本精度：转速仪：±(读数的0.05%)，振动：±(读数的5%)
•  尺寸/重量(含探头)：188×75.5×46.8mm/507g
•  包含39”(1m)电缆的振动传感器、磁性支架、轮子(锥头和扁头)、反
光带、4 节 AA 电池、带电缆的软件和硬质便携箱；1年质保

振动计功能和特性：

•  速度(最高分辨率)：7.87in/s(0.01in/s)、200mm/s(0.1mm/s)、19.99cm/s(0.01cm/s)； 
加速度(最高分辨率)：656ft/s2(1ft/s2)、200m/s2(0.1m/s2)、20.39g(0.01g) 
位移：0.078in(0.001in)、2mm(0.001mm)；频率：10Hz至1kHz

•  具有RMS或者峰值测量模式

•  可手动/自动保存/调用多达1000个读数，具有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转速仪功能和特性：

•  RPM量程—光电：10至99,999rpm接触式：0.5至19,999rpm；
表面速度：0.2至6,560英尺/分钟(0.05至1999.9m/分钟)

•  采用激光，无需接触，便可以完成远至4.9英尺(1.5m)距离处的测量

•  可保存上次、最大和最小读数

订购

461880  N 测振仪 + 激光组合式转速仪

VB400笔式测振仪

可测量RMS加速度和速度，采用公制和英制单位

•  量程—加速度(RMS)：656ft/s2、20.39g、200m/s2； 
速度(RMS)：7.87in/s、2.00cm/s、200mm/s；频率：10Hz 至 1kHz

•  分辨率达1ft/s2；0.01g；0.1m/s2和 0.02in/s；0.01cm/s；0.1mm/s
•  基本精度为 ±5%
•  具有零位调节和数据保持和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防水、防尘等级可达IP65
•  尺寸：仪表：175×40×32mm；重量：240g 
传感器：9mm直径×30mm

•  1年质保

•  配有测试探头、磁性底座、4节AA电池和便携箱 

订购

VB400 笔式测振仪

VB300 3轴G力数据记录仪

内置3轴加速计，可记录冲击及其发生时间

•  可利用FFT测量并计算实时光谱数据

•  加速度 — 采样速率：200Hz，量程：±18g，分辨率：0.00625g， 
分辨率：±0.5g；带宽：0至60Hz

•  可根据时间记录储存、运输或运行数据

•  可记录3轴冲击和峰值以及相关时间

•  针对每个轴，可记录168,042个正常记录数据或者112,028个运动检测记录数据

•  可选择X、Y、Z轴或者任意组合(通过软件)
•  可以设置数据采样速率：50毫秒至24小时

•  具有手动/可编程启动模式以及用户可设置的警报阈值

•  尺寸/重量：95×28×21mm/20g
•  配有磁化/螺栓紧固的安装底座、3.6V锂电池和Windows®兼容分析软件；1年质保

订购

VB300 3轴G力数据记录仪

42299 3.6V锂电池(2 pk)

SDL800/VB500测振仪/数据记录仪

通过SD卡，可以Excel®格式记录带日期/时间戳的读数，以方便传输到PC上

•  频率量程宽达10Hz至1kHz
•  具有RMS、峰值测量模式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归零、最大值保持、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可以调节数据采样速率：1至3600秒
SDL800型号

•  单通道输入；包含一个振动传感器

VB500型号

•  四通道输入；包含4个振动传感器和通用交流适配器

规格

加速度(最大分辨率) 656ft/s2(1ft/s2)、200m/s2(0.1m/s2)、20.39g(0.01g)

速度(最大分辨率) 7.87in/s (0.01in/s), 200mm/s (0.1mm/s), 19.99cm/s (0.01cm/s)

位移(最大分辨率) 0.078in (0.001in), 2mm (0.001mm)

基本精度 ±5%

尺寸/重量 SDL800：仪表：182×73×48mm/仪表：599g
VB500：仪表：203×76×38mm/仪表：515g

订购

SDL800 测振仪/数据记录仪

VB500  N 四通道测振仪/数据记录仪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3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407860耐用型测振仪

可测量速度、加速度和位移

•  频率范围：10Hz至1kHz
•  具有RMS或者峰值测量模式

•  可自动/手动保存/调用多达500个读数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规格

加速度(最大分辨率) 656ft/s2 (2ft/s2)或200m/s2 (0.5m/s2)

速度(最大分辨率) 7.87in/s (0.02in/s)或200mm/s (0.5mm/s)

位移(最大分辨率) 0.078in (0.001in)或1.999mm (0.001mm)

基本精度 ±5%

尺寸/重量 仪表: 180x72x32mm/395g

订购

407860 测振仪/数据记录仪

156119 117VAC适配器

156221 220VAC适配器

VB450测振仪

宽频率范围10Hz至1500Hz
•  频率范围：10Hz至1500Hz
•  具有速度(RMS)、加速度(峰值)和位移(峰值至峰值)模式

•  具有自动关机和低电量显示功能

•  具有释放测量按钮后自动数据保持功能

规格

加速度(最大分辨率) 0.1至199.9 m/s2 (0.1m/s2)

速度(最大分辨率) 0.1至199.9mm/s (0.1mm/s)

位移(最大分辨率) 1至1999µm (1µm)

基本精度 ±5%

尺寸/重量 185x68x30mm/230g

订购

VB450 测振仪

磁化/螺栓紧固的 
安装底座

包含带磁性适配器的远程振动传感器、电池、SD卡和 
硬质便携箱；SDL800拥有3年质保和可选交流适配器。
VB500拥有1年质保，还配有4个振动传感器和100-240V 
通用交流适配器。

配有USB接头，方便插入
电脑，以进行数据分析

包含测试探头 
和磁性底座

包含带3.9英尺(1.2m)电缆的远程
传感器、磁性支架、9V电池、带
支架的保护皮套和便携箱；3年
质保。

包含远程传感器、磁性支架、9V电
池、腕带和软质便携箱；1年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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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偶、电流和电压校准仪过程校准仪

PRC10/PRC15电流和电压校准仪/测定仪

校准过程装置和测量直流过程信号的“电源”
•  配有手掌大小的双层铸模外壳和大型点阵数字背光液晶显示屏

•  可测量直流过程信号

•  具有标准香蕉I/O端口

•  具有大号电池组，可延长工作周期

•  具有多达五个用户可调节校准预设值

•  配有外部电源适配器，确保持续工作周期

•  1年质保

•  各仪表包含测试引线、鳄鱼夹、100V-240V通用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 
六节1.5V AA电池和硬质便携箱

PRC10额外功能

•  0至24mA(-25至125%)
•  配有2线电流环路用24V直流电源

PRC15额外功能

•  0至24mA(-25至125%)
•  0至20V直流校准源

规格

电源 输出0至24mA电流，可供高达1000欧姆的负荷使用；输出0至20V(仅PRC15)

测量 0至50mA电流信号；0至19.99V(仅PRC15)

电源/测量 向环路提供电源(24VDC)，测量电流(仅PRC10)

输入/输出 量程和显示 分辨率

-25.0至125.0% (代表0 24mA) 0.1%

0至19.99mA 0.01mA

0至24.0mA 0.1mA

0至1999mV 1mV

0至20.00V 10mV

精度 ± 0.01% ±1位数

尺寸/重量 159x80x44mm/232g - 不含电池重量

订购

PRC10  N 电流校准仪/测定仪

PRC15  N 电流和电压校准仪/测定仪

412440-S校准源检验器

此款方便使用的便携式检验器可用于模拟电流环路

•  便携式检验器方便使用，能提供快速且简单的仪表或者控制装置校准情况检验方式

•  可即刻确定您的设备是否需要校准或者传感器是否需要更换

•  为三个离散电流等级提供电：4mA、12mA和20mA
•  配有强光红色 LED，可显示模拟输出或者电池状态

•  可精确至0.1mA
•  负荷超过240Ω，会出现超载指示

•  轻便式便携箱，配有按钮输出选择器开关

•  是检查校准情况的理想选择；可用作在过程指示器
或者控制器上设置工程装置所需电源

•  尺寸/重量：89×58.4×25.4mm/283.5g
•  1年质保

订购

412440-S  N 校准源检验器

PRC30多功能过程校准仪

为热电偶、mA、mV和V装置提供高精电源和计量单位

•  配有手掌大小的双层铸模外壳和大型点阵背光液晶显示屏

•  可测量直流过程信号

•  具有高精度校准功能，可模拟高精热电偶输出，以便用
于校准温度计、发送器、控制器和记录仪

•  具有多达五个用户可调节校准预设值

•  显示输出，以毫伏或者温度表示(取决于热电偶表)
•  配有24V环路电源

•  具有零位调节功能；通电以及变化模式时，可自动归零

•  具有标准香蕉I/O端口和迷你热电偶输入

•  具有大号电池组，可延长工作周期

•  配有外部电源适配器，确保持续工作周期

•  1年质保

•  配有测试引线、鳄鱼夹、带迷你接头的热电偶校准电缆、带迷你端子的通用校准
电缆、带4个插头的100V-240V通用交流适配器、六节1.5V AA电池和硬质便携箱

规格 直流电源 直流测量 基本精度

电流 0至24mA, -25%至+125% 0至50mA, -25%至+230% ±(0.01%+1d)

电压 0至2000mV, 0至20V 0至1999mV, 2至20V ±(0.01%+1d)

J型 -58至1830°F (-50至1000°C) -58至1830°F (-50至1000°C) ±(0.05%+1.8°F/1°C)

K型 -58至2498°F (-50至1370°C) -58至2498°F (-50至1370°C) ±(0.05%+1.8°F/1°C)

T型 -184至752°F (-120至400°C) -184至752°F (-120至400°C) ±(0.05%+1.8°F/1°C)

环路电源 24V ±(10µV ± 1d)

最大负荷 1000Ω @ 24mA

尺寸/重量 159x80x44mm/236g - 不含电池重量

订购

PRC30  N 多功能过程校准仪

PRC20多型校准仪温度计

可为8种(J、K、T、E、C、R、S和N)类型热电偶装置提供电源， 

还可以实施相关测量

•  配有手掌大小的双层铸模外壳和大型点阵数字背光液晶显示屏(带热电偶类型显示)
•  具有高精度校准功能，可模拟高精热电偶输出，以便用
于校准温度计、发送器、控制器和记录仪

•  显示输出，以毫伏或者温度表示(取决于热电偶表)
•  具有标准迷你热电偶输入

•  具有大号电池组，可延长工作周期

•  具有多达五个用户可调节校准预设值

•  配有外部电源适配器，确保持续工作周期

•  1年质保

•  配有热电偶校准电缆(带迷你接头)、带迷你接头的标准校准电缆、带4个
插头的100V-240V通用交流适配器、六节1.5V AA电池和硬质便携箱

规格 量程 基本精度

J型 -58至1830°F (-50至1000°C) ±0.05% rdg ±1°

K型 -58至2498°F (-50至1370°C) ±0.05% rdg ±1°

T型 -184至752°F (-270至400°C) ±0.05% rdg ±1°

E型 -58至1382°F (-50至750°C) ±0.05% rdg ±1°

C型 32至3182°F (0至1750°C) ±0.05% rdg ±1°

R/S型 32至3182°F (0至1750°C) ±0.05% rdg ±1°

N型 -58至2372°F (-50至1300°C) ±0.05% rdg ±1°

电压 -10.00mV至+60.00mV 10µV ±1d

尺寸/重量 159x80x44mm/225g - 不含电池重量

订购

PRC20  N 校准仪温度计

PRC10

PRC15

N 订购具有NIST可追溯证书的仪表时，可以
获得带相关数据的NIST可追溯证书。查看提供
NIST认证的产品 N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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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计时
秒表确保对关键工业/实验室过程的始终如一的计时， 

并且能在体育赛事中提供阶段/单圈时间

秒
表

/ 计
时

器
秒表/计时器

HW30热指数秒表
配有数字UP/DOWN(累计/倒数)计

时器，可显示温度、湿度和热指数

•  具有用户可编程的热指数警报

•  具有分辨率为1/100秒的秒表/ 
记秒表模式

•  可调用最快圈/最慢圈/平均值

•  配有99圈计数器和30圈/阶段存储器

•  配有10小时倒数计时器和最后

5秒的声音蜂鸣器警报功能

•  具有可编程的警报装置

•  具有日历模式，可显示日、月和日期

•  12或24小时时钟运行

•  配有39"(1m)系索和一个3V CR2032 
电池

365510秒表/时钟
配有日历和警报的数字秒表

•  具有分辨率为1/100秒的秒表/记秒表模式

•  配有12或者24小时运行时钟

•  可以对具有整点报时功能的警报进行设置

•  具有阶段时间和双竞赛用计时器

•  具有日历功能，可显示日、月和日期

•  具有防水外壳，配有LR44电池 
和39"(1m)颈带

365515秒表/时钟， 
配有背光显示屏
具有大型背光显示屏 — 适合在光线 

昏暗的地方查看

•  具有1/100秒分辨率，可保持30分钟

•  1秒分辨率，可长达24小时

•  配有12或者24小时时钟格式

•  具有日历功能，可显示日、月和日期

•  可以对警报和整点报时设置值进行编程

•  具有防水外壳，配有LR44电池 
和39"(1m)颈带

365535十进制秒表/
时钟
用户可以将分辨率设置为1/100秒、 

1/1000分钟、1/100,000小时；配

有大型三重显示屏，其对比度可

以调节

•   可以精确到1/100秒

•   可以保存500条阶段时间和 
单圈时间记录

•   具有日历功能，可显示日、月和日期

•   可以设置每日闹钟时间

•   配有12或者24小时时钟格式

•   配有三种模式倒数计时器：倒数至 
停止、倒数然后重复倒数、倒数然后 
顺数

•   具有行程测量功能

•   配有定速装置，可以设置为

每分钟5至240次蜂鸣

•   配有防水外壳

•   配齐CR2032锂电池和39"(1m)颈带

规格 HW30  N 365510  N 365515  N 365535  N

计时功能 9小时、59分钟和59秒 23小时、59分钟和59.99秒 23小时、59分钟和59.99秒 23小时、59分钟和59.99秒

精度 ±5秒/天 ±3秒/天 ±3秒/天 ±5秒/天

警报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倒数计时器 支持 — — 3种模式

圈数记忆 30圈 — — 500圈

热指数 70至122°F (22至50°C) — — —

温度 14至122°F (-10至50°C) — — —

湿度 1至99% — — —

经过CE认证 是 是 是 是

尺寸 79x66x21mm 57x70x15mm 57x70x15mm 64x81x20mm

重量 85g 50g 50g 77g

质保 1年 1年 1年 1年

N 订购具有NIST可追溯证书的仪表
时，可以获得带相关数据的NIST可追溯证
书。查看提供NIST认证的产品 N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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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206涂层测厚仪

可自动识别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基层，可存储1500个数据，带USB接口用以在 

电脑上进一步分析数据

•  具有黑色金属基层磁感应功能

•  具有有色金属基层涡流测量功能

•  易于使用的菜单系统

•  采用点阵液晶显示屏，带8级亮度可调节背光灯

•  两种工作模式：直接模式和分组模式

•  可记忆存储1500个读数(30个分组读数)
•  一点或两点校准功能

•  USB接口含软件

•  具有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配有两节AAA电池、USB电缆、软件、校准铁、校准铝、精度标准和便携袋

规格 黑色金属探针 有色金属探针

测量量程 0至1350µm (0至53密耳) 0至1350µm (0至53密耳)

分辨率 0.1µm (0.004密耳) 0.1µm (0.004密耳)

精度 ±2.5% ±2.5%

最小曲率半径 1.5mm (59.06密耳) 3mm (118.1密耳)

最小直径 7mm (275.6密耳) 5mm (196.9密耳)

最小厚度 0.5mm (19.69密耳) 0.3mm (11.81密耳)

尺寸/重量 113.5x54x27mm/110g

订购

CG206 涂层测厚仪

CG204-REF 备用校准标准

CG304涂层测厚仪(带蓝牙功能)®

可通过蓝牙接口将数据无线传输至电脑

•  能够自动识别黑色金属或有色金属基层

•  具有黑色金属基层磁感应功能

•  具有有色金属基层涡流测量功能

•  易于使用的菜单系统

•  采用点阵液晶显示屏，带背光和对比度

•  可记忆存储2500个读数，共50组读数，每组50个读数

•  具有零点校准功能

•  配有两节AAA电池、软件、硬质箱、钢和铝基层、以及用于校准的标准膜；1年质保

规格 黑色金属探针 有色金属探针

工作原理 磁感应 涡流

测量量程 0至2000µm; 0至78.7密耳 0至2000µm; 0至78.7密耳

精度 ±(2%+2µm); ±3.5% (1000至2000µm) ±(2%+2µm); ±3.5% (1000至2000µm)

分辨率 0.1µm (0.01密耳) 0.1µm (0.01密耳)

最小曲率半径 1.5mm (59.06密耳) 3mm (118.1密耳)

最小直径 7mm (275.6密耳) 5mm (196.9密耳) 

最小厚度 0.5mm (19.69密耳) 0.3mm (11.81密耳)

尺寸/重量 120x62x32mm/175g

订购

CG304 涂层测厚仪(带蓝牙功能)

CG304-REF 备用校准标准

CG104涂层测厚仪

带可180°旋转智能显示屏，方便以任意角度查看；可自动识别黑色金属和 

有色金属基层

•  符合GB/T 4956-1985、GB/T 4957-1985、JB/T8393-1996、 
JJG 889-95和JJG 818-93要求

•  可180°反转的液晶显示屏，带LED背光灯

•  具有黑色金属基层磁感应功能；具有有色金属基层涡流测量功能。

•  可保存255个读数

•  配有用户可以调节的高位/低位警报、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  拥有基层归零和两点校准功能

•  自动保持、自动关机和低电量显示

•  配有两节AAA电池、校准标准(一块黑色金属板、一块有色金属板和一片标准镀膜板)、 
腕带和便携箱；1年质保

规格 黑色金属探针(磁感应) 有色金属探针(涡流)

量程(最大分辨率) 0至2000µm (1µm); 0至80.0密耳(0.1密耳) 0至1000µm (1µm); 0至40.0密耳 (0.1密耳)

基本精度 ±3% ±3%

最小厚度 0至80mils (0至2000µm) 0至40mils (0至1020µm)

尺寸/重量 105x55x27mm/80g

订购

CG104 涂层测厚仪

CG104-REF 校准基准(一块亚铁金属板、一块非亚铁金属板&一片镀膜)

CG204涂层测厚仪

可自动识别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基层，带USB接口，随附可在电脑上进一步分析

读数的软件

•  符合GB/T 4956-1985、GB/T 4957-1985、JB/T 8393-1996、 
JJG-889-95和JJG 818-93要求

•  具有黑色金属基层磁感应功能

•  具有有色金属基层涡流测量功能

•  具有两种测量模式(单次和持续)和工作模式(直接和分组)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400个读数：80个直接读数和320个分组读数

•  配有用户可以调节的高位/低位警报、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一点或者两点校准功能

•  USB接口含软件

•  两节AAA电池、USB电缆、软件、校准铁、校准铝、标准膜和便携箱；1年质保 

规格 黑色金属探针(磁感应) 有色金属探针(涡流)

量程(最大分辨率) 0至1250µm (0.1µm); 0至 49密耳(0.004密耳) 0至1250µm (0.1µm); 0至49密耳(0.004密耳)

基本精度 ±3% ±3%

最小曲率半径 1.5mm (59.06密耳) 3mm (118.1密耳)

最小直径 7mm (275.6密耳) 5mm (196.9密耳) 

最小厚度 0.5mm (19.69密耳) 0.3mm (11.81密耳)

尺寸/重量 120x6 x32mm/175g

订购

CG204 涂层测厚仪

CG204-REF 备用校准标准膜

涂层测厚仪涂层测厚仪

折扣
价格！

新品新品
折扣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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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500游离氯和总氯测定仪

配有各种配件，可方便测量高达3.50ppm的游离氯和总氯，分辨率为0.01ppm
•  所用方法是从废水USEPA方法330.5以及饮用水标准方法4500-Cl-G改编而来

•  配有先进的光学系统；该系统采用窄带LED灯，能够提供精确的、可重复读数。

•  仅需要一个10mL样品

•  具有独立的游离氯和总氯2点校准功能

•  配有防溅前面板

•  依靠电池运行，可适用于现场和现场测试

•  具有数据保持和最小值/最大值记录/调用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1.0ppm游离氯标准溶液、1.0总氯标准溶液、零氯标准溶液、 
(2)个测试瓶和盖、游离氯DPD粉末(10pcs)、总氯DPD粉末(10pcs)、 
清洁布、六节AAA电池和硬质便携箱；1年质保

规格

量程(ppm) 0.01至3.50ppm

分辨率 0.01ppm

精度 ±0.02ppm @ 1ppm

光源 LED, 525nm

方法 从废水USEPA方法330.5以及饮用水标准方法4500-Cl-G改编而来

响应时间 <10秒

尺寸 155 x 76 x 62mm

重量 320g

如需补充标准溶液和试剂，请联系Extech或者当地实验室。

订购

CL500 游离氯和总氯测定仪

TB400便携式浊度计

配有各种配件，有助于测试城市用水、饮食业用水和清晰度比较重要的其它 

水溶液的浊度

•  基于微处理器的电路，可确保读数精度较高而且可重复

•  仅需要一个10mL样品

•  具有2点校准功能

•  配有防溅前面板

•  依靠电池运行，可适用于现场和现场测试

•  Data Hold and Min/Max record/recall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0 NTU标准溶液测试瓶、100 NTU标准溶液测试瓶、洗涤液(蒸馏水)、 
(2)个测试瓶和盖、清洁布、六节AAA电池和硬质便携箱；1年质保

规格

量程(NTU) 0.00 至 50.00 NTU，50 至 1000 NTU(比浊法浊度单位)

分辨率 0.01 NTU

精度 ±5% FS 或者 ±0.5 NTU，以较大者为准

光源 LED, 850nm

标准 其设计满足 ISO 7027

响应时间 <10 秒

尺寸 155 x 76 x 62mm

重量 320g

如需补充标准溶液和试剂，请联系Extech或者当地实验室。

订购

TB400 浊度计

游离氯/总氯测定仪和浊度计秤/天平

SC600电子计数秤/天平

量程较宽，可测量单个重量为0.005盎司(0.1克)的小型电子部件或者批量重量高

达21.164盎司(600g)的电子部件

•  精度为±0.05%，分辨率为0.01g和0.0005盎司

•  配有液晶显示屏，其数位大小为0.8"(20.9mm)，方便读取

•  内置自校准系统，采用可追溯砝码

•  具有高精度计数功能，其预设计数采样数量可选为10个、20个、50个或100个
•  具有TARE功能，可将刻度设为零位

•  内置水准仪，带可以调节的橡胶垫

•  配有RS-232接口(可选407001软件，带线缆)
•  尺寸：底座：250×190×70mm；平台直径：4.7"(120mm)；重量：1kg
•  配有6节AA电池，金属平台和通用交流适配器；1年质保

订购

SC600 电子计数秤/天平

407001 数据采集软件，带线缆

407001-USB 407001用USB适配器

SC50电子计数秤

该款便携式电子计数秤适用于测量地磅无法测量的物品

•  配有1.6"彩色液晶显示屏，其数位大小为0.5"
•  可显示重量和皮重

•  其量程为110磅/50kg，分辨率为0.01磅(0.01kg)
•  配有简洁直观的触摸屏，可对归零和皮重进行编程

•  具有数据30秒自动保持功能

•  具有使用后30秒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超载显示功能

•  配有CR2032电池，9.4"(238mm)系带和金属挂钩；1年质保

订购

SC50 电子计数秤

测量批量电子部件。

A. 核实箱内制冷剂的水平，并在执行下次任务前核对制冷剂剩余量。
B. 登机前方便地称重您的行李，确保符合托运规定。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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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Stik®系列 — 为什么采用
平面电极?
ExStik是首款采用可更换式平面电极的防水测定棒，具有pH、

氯、氧化还原电位和温度测量功能，并且内置存储器。其电极能

够测量平面上的固体和半固体，也可测量液体。

水
质

检
测

仪
可互换型 ExStik® pH/ORP/氯测定仪

PH100/PH110 
防水ExStik®  
pH测定仪
可选择平面凝胶填充或者可重复填充

的pH电极

•  具有RENEW(更新)功能，可提醒用户 
应该更换pH电极的时间

•  具有CAL功能，可提醒用户应重新校准 
测定仪的时间

•  具有开始于中性点(pH 7.00)的模拟量 
条形图，可以查看酸碱度趋势

•  具有1、2或3点缓冲剂校准功能；ATC

•  可记录15个标记读数

•  配有防水外壳(防水等级达到IP57)

•  采用可更换式平面电极；配有备用

RE305电极和CL205电极，分别可用

于测量氧化还原电位(ORP)和总氯

•  配有传感器保护盖、带盖的取样量杯、 
四个3V纽扣电池和48"(1.2m)颈带； 
pH缓冲剂需另购

•  PH100型号测定仪包含凝胶填充 
的平面电极

•  PH110型号测定仪包含可重复填充的 
平面pH电极；PH113 KCl标准套装 
单独出售

RE300 ExStik®防水 
氧化还原电位测定仪
分辨率高达1mV

•  可测量-999至999mV的氧化还原电位 
(ORP)/氧化还原反应

•  具有自动电子自校准功能

•  具有仿真模拟量条形图，可显示 
ORP读数的变化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15个标记数据

•  防水等级达IP57，可保护仪表免受 
潮湿环境的影响

•  配有平面ORP电极、传感器保护盖、 
带盖的取样量杯、四个3V纽扣电池 
和48"(1.2m)颈带

CL200 ExStik®  
防水氯测定仪
可直接读取低至0.01ppm的总氯读数； 

不受样品的颜色或者浊度影响

•  动态量程较宽，可达10ppm；

检测限值可低至0.01ppm

•  不受样品颜色或浊度的影响

•  具有自动电子校准功能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15个标记读数

•  配有独一无二的平面氯电极，无需担心 
接头受阻或者玻璃破损

•  防水等级达IP57，可保护仪表免受潮湿 
环境的影响

•  配有大型液晶显示屏，可同时显示总氯

的ppm值、温度和模拟量条形图指示

•  配有平面氯电极、ExTab™试剂药片(50
次测试)、传感器保护盖、带盖的取样量

杯、四个3V纽扣电池和48"(1.2m) 颈带

EX900  ExStik®  
防水四合一套装
此套完整的套装，配有所有必要的配件， 

确保可以测量氯气、pH、ORP和温度 

•  此套装包含一个测定仪和三个可互换平

面电极，分别用于测量氯气、pH、ORP

•  可测量液体、半固体和固体

•  配有存储器，可存储和调用15个读数， 
并保存最后一次校准值

•  具有氯气和ORP自动电子自校准功能

和pH1点、2点或3点缓冲剂校准功能

•  防水等级达IP57，可保护仪表免受潮湿 
环境的影响

•  可直接读取低检测限值的总氯读数；

不受样品的颜色或者浊度影响

•  参见PH100、RE300和CL200， 
了解全部功能和参数

•  该套装包含CL200 ExStik®氯测定仪、平

面pH电极、平面ORP电极、ExTab™试

剂药片(50次测试)、pH 4、7和10缓冲剂

溶液(20mL)和洗涤液、加重型底座(带6个
含盖的塑料取样量杯)、四个3V CR2032
纽扣电池、48"(1.2m)颈带和便携箱  

规格  PH100  |  PH110 RE300 CL200 EX900
pH 0.00至14.00pH — — 0.00至14.00pH

ORP (mV) — -999至999mV — -999至999mV

氯(ppm) — — 0.01至10.00ppm 0.01至10.00ppm

温度 23°至194°F (-5至90°C) — 23°至194°F (-5至90°C) 23°至194°F (-5至90°C)

最大分辨率 0.01pH, 0.1° 1mV 0.01ppm; 0.1°F/°C; 0.01pH, 1mV, 0.01ppm, 0.1°

基本精度 ±0.01pH, ±1.8°F/1°C ±4mV ±读数的10% ±0.01ppm; ±1.8°F/±1°C ±0.01pH, ±4mV, ±读数的10% ±0.01ppm; ±1.8°F/±1°C 

存储器 可保存15个读数 可保存15个读数 可保存15个读数 可保存15个读数

尺寸/重量 35.6x172.7x40.6mm/110g 35.6x172.7x40.6mm/110g 35.6x172.7x40.6mm/110g Meter: 35.6x172.7x40.6mm/110g

质保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配件
PH105 pH ExStik®电极模块

PH115 备用可重复填充pH ExStik®电极模块

PH113 用于PH110的标准补充溶液套装

RE305 ExStik® ORP电极模块

CL205 备用氯电极

PH103 Tripak袋装缓冲剂

PH4-P pH 4缓冲剂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PH7-P pH 7缓冲剂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PH10-P pH 10缓冲剂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CA895 小型乙烯基便携箱，带束带圈

CA904 仪表和配件用大型硬质便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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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质

检
测

仪

省时省钱
该超值套装提供测量水质参数所需的一切配件包

括校准溶液、缓冲剂、取样量杯和电池，另配有

可用于收纳所有用品的便携箱。

pH和电导率测定仪及套件

PH90 
防水pH测定仪
平面电极可用于测量液体、 

半固体和固体的pH

•   坚固耐用的可更换式平面pH
电极可快速实地测量pH

•   支持同步显示pH和温度

•   具有2点或者3点自动识别并校准 
缓冲剂溶液(需要pH缓冲剂 -  
单独出售)功能

•   通过PTS(斜率)告知您需要更换 
电极的时间(小于70%或大于 
130%)

•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ATC)功能

•   具有数据保持、自动关机和电池 
低电量显示功能

•   采用防水设计(防水等级可达 
IP57)，在有水环境下会浮在水 
中，保护测定仪

•   配有平面pH电极、传感器保护盖 
和两个3V CR-2032纽扣电池

EC400 ExStik® II* 
防水电导仪
配有四合一多量程传感器，可

以测量电导率、TDS、 

盐度和温度 

•  具有模拟量条形图， 
可显示趋势

•  可以将电导率与TDS的比率调

节到0.4至1.0之间的任意值

•  盐度比率固定为0.5

•  具有数据保持、自动关机和 
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25个 
标记数据

•  防水等级达IP57，可保护仪表 
免受潮湿环境的影响

•  配有电导率/TDS电极、传感器

盖、带盖的取样量杯、 
四个3V CR2032纽扣电池和

48"(1.2m)颈带。请单独订购 
电导率标准溶液(参见左侧的 
配件列表)

EC500 ExStik® II* 
防水pH/电导仪
配有五合一多量程传感器，可

以测量pH、电导率、TDS、盐

度和温度

•  具有RENEW(更新)功能，可提示 
用户更换电极的时间

•  具有模拟量条形图，可显示趋势

•  可以将电导率与TDS的比率调

节到0.4至1.0之间的任意值

•  盐度比率固定为0.5

•  具有数据保持、自动关机和 
电池低电量显示功能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25个 
标记数据

•  防水等级达IP57，可保护仪表 
免受潮湿环境的影响

•  配有pH/电导率/TDS电极组合、 
传感器盖、带盖的取样量杯、四

个3V CR2032纽扣电池和48" 
(1.2m)颈带。请单独订购电导率

标准溶液和pH校准缓冲剂(参见 
左侧的配件列表)

EC410 ExStik® II* 
电导率套装
配有高度精确的多量程传感

器，可以测量电导率、TDS、
盐度和温度

•  EC400 ExStik® II电导率/TDS/
盐度/温度测定仪，配有传感
器、保护盖和84µS、1413µS和
12880µS标准溶液(每瓶30mL)、
加重型底座、3个带盖的塑料取
样量杯、四个3V CR2032纽扣
电池、48"(1.2m)颈带和便携箱

•  参见第145页，了解更多关于

EC400测定仪的规格信息

EC510 ExStik® II* 
溶解氧/pH/电导率 
套装
采用组合式电极，可测量pH、

电导率、TDS、盐度和温度

•  EC500 ExStik II pH/电导率/
TDS/盐度/温度测定仪，配

有组合式电极模块和84µS、 
1413µS、12880µS校准用标准溶

液、袋装pH缓冲剂(4、7、 
10pH各一袋，还有洗涤液)、 
加重型底座、三个带盖的取

样量杯、四个3V CR2032纽
扣电池、颈带和便携箱

•  参见左侧表格，了解更多关

于EC500测定仪的详细信息

规格 PH90 EC400 EC500 EC410 EC510 规格

pH 0.00至14.00pH — 0.00至14.00pH — 0.00至14.00pH pH

ORP (mV) — — — — — ORP (mV)

电导率 — 0至199.9µS, 200至1999µS, 2.00至19.99mS 0至199.9µS, 200至1999µS, 2.00至19.99mS 0至199.9µS, 200至1999µS, 2.00至19.99mS 0至199.9µS, 200至1999µS, 2.00至19.99mS 电导率

TDS/盐度/氟化物 —
TDS/盐度: 0至99.9ppm (mg/L),  
100至999ppm (mg/L), 1.00至9.99ppt (g/L)

TDS/盐度: 0至99.9ppm (mg/L),  
100至999ppm (mg/L), 1.00至9.99ppt (g/L)

TDS/盐度: 0至99.9ppm (mg/L),  
100至999ppm (mg/L), 1.00至9.99ppt (g/L)

TDS/盐度: 0至99.9ppm (mg/L),  
100至999ppm (mg/L), 1.00至9.99ppt (g/L) TDS/盐度/氟化物

DO 饱和度/浓度 — — — — — DO 饱和度/浓度

温度 32°至194°F (0至90°C) 32°至149°F (0至65°C) 23°至194°F (-5至90°C) 32°至149°F (0至65°C) 23°至194°F (-5至90°C) 温度

最大分辨率 0.01pH, 0.1° 0.1µS, 0.1ppm (mg/L), 0.01pH, 0.1°F/°C 0.1µS, 0.1ppm (mg/L), 0.01pH, 0.1°F/°C 0.1µS, 0.1ppm (mg/L), 0.01pH, 0.1°F/°C 0.1µS, 0.1ppm (mg/L), 0.01pH, 0.1°F/°C 最大分辨率

基本精度 ±0.01pH, ±1.8°F/1°C ±2%FS, ±0.01pH, ±1.8°F/1°C ±2%FS, ±0.01pH, ±1.8°F/1°C ±2%FS, ±0.01pH, ±1.8°F/1°C ±2%FS, ±0.01pH, ±1.8°F/1°C 基本精度

尺寸 36x170x36mm 1.4x6.8x1.6" (35.6x172.7x40.6mm) 35.6x172.7x40.6mm 35.6x172.7x40.6mm 35.6x172.7x40.6mm 尺寸

重量 85g 3.8oz (110g) 110g 110g 110g 重量

质保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质保

配件
PH95 用于PH90的pH电极模块

EC405* ExStik® II 电导率测试槽模块，用于EC400

EC505* ExStik® II pH/电导率测试槽模块，用于EC500

EC-84-P 84µS电导率标准溶液(2瓶/每瓶1品脱)

EC-1413-P 1413µS电导率标准溶液(2瓶/每瓶1品脱)

EC-12880-P 12880µS电导率标准溶液(2瓶/每瓶1品脱)

PH103 Tripak pH校准用袋装缓冲剂

EX010 3英尺(1m)延长线缆，带探针保护装置/重量装置

EX050 16英尺(5m)延长线缆，带探针保护装置/重量装置

CA895 小型乙烯基便携箱，带束带圈

CA904 仪表和配件用大型硬质便携箱

所有型号均通过CE认证

*ExStik® II电极模块不可与 
ExStik® pH/ORP/氯测定仪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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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Stik®氟化物和溶解氧测定仪及套装ExStik®氯测定仪及配件

CL200 ExStik®防水氯测定仪

可直接读取低至0.01ppm的总氯读数；不受样品的颜色或者浊度影响

•  可直接读取总氯读数，测量快速且方便

•  动态量程较宽，可达10ppm；检测限值可低至0.01ppm
•  不受样品颜色或浊度的影响

•  具有自动电子校准功能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15个标记读数

•  配有独一无二的平面氯电极，无需担心接头受阻或者玻璃破损

•  防水等级可达IP57
•  配有大型液晶显示屏，可同时显示总氯的ppm值、温度和模拟量条形图指示

•  1年质保(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  配有仪表和平面氯电极、ExTab™试剂药片(50次测试)、传感器保
护盖、带盖的取样量杯、四个3V纽扣电池和48"(1.2m)颈带

规格

ppm 0.01至10.00ppm

温度 23°至194°F (-5至90°C)

分辨率 0.01ppm; 0.1°F/°C;

基本精度 ±读数的10%/±0.01ppm；±1.8°F/±1°C

尺寸/重量 35.6x172.7x40.6mm/110g

订购

CL200 ExStik®氯测定仪

CA895 小型乙烯基便携箱，带束带圈

CL205 备用氯电极

CL207 氯标准溶液(1ppm) — 3安瓿瓶(每瓶20mL)

EX006/EX007配件

加重型底座和溶液量杯

•  建议用于ExStik®氯测定仪

•  配有加重型底座和5个带盖的溶液量杯，用于在测量过程中保持仪表和溶液， 
以取得稳定读数

CL203/CL204 ExTab™氯试剂药片

•  没有杂乱的粉末试剂

•  每次测试1个药片

•  采用箔纸包装，确保稳定环境以及较长的保质期

•  无需加药设备

•  没有杂乱的粉末试剂

•  有10pk(100次测试)装或者100pk超值包(1000次测试)

CL207氯标准溶液

•  1ppm标准溶液，供氯测定仪校准用

•  配有3安瓿瓶(每瓶20mL)1ppm校准标准溶液

订购

EX006 加重型底座，带5个溶液量杯

EX007 备用样品溶液量杯(24pk)

CL203 ExTab™试剂药片(10pk-100次测试)

CL204 ExTab™ 试剂药片(100pk-1000次测试)

CL207 氯标准溶液(1ppm) — 3安瓿瓶(每瓶20mL)

FL700 ExStik® II*氟化物测定仪

采用ATC，可直接读取0.1ppm至10ppm的氟化物；防水等级达IP57
•  第一款内置自动温度补偿功能的氟化物测定仪

•  响应最快的氟化物测定仪(<1分钟)
•  测量温度范围32至140°F(0至60°C)
•  0.1ppm，最大分辨率为0.1，基本精度为±3.0%
•  测试所需样品/TISAB的量较小(10mL)
•  符合EPA方法340.2要求(电位式离子选择性电极)
•  具有自动电子1或者2点校准功能以及偏移调整功能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25个标记数据

•  尺寸：35.6×172.7×40.6mm；重量：110g
•  若需氟化物校准标准液，请联系Extech或者当地实验室

订购

FL700 ExStik® II氟化物测定仪

FL705 ExStik® II氟化物模块，用于FL700

FL704 TISAB 试剂药片，用于FL700(100片)

DO600 ExStik® II*溶解氧测定仪

配有更换方便的螺纹膜盖以及可选装延长线缆

•  氧含量显示为饱和度(0至200.0%)或者浓度(0 至 20.00 mg/L 
[ppm])并显示温度[量程32 至 122°F(0 至 50°C)]

•  最大分辨率：0.1%，0.01ppm，0.1°；

基本精度：±2.0%FS，±0.4ppm (mg/L)，±1.8°F/1°C

•  具有可调高度补偿功能(0至20,000英尺)，增量为1,000英尺)

•  具有可调盐度补偿功(0至50ppt)

•  具有模拟量条形图显示功能；具有通电自校准功能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25个标记数据；防水等级达IP57

•  DO600测定仪包含DO电极、传感器盖、备用膜盖、电

解液、四个3V CR2032电池和48"(1.2m)颈带

•  DO600-K型号套装如左图所示。

订购

DO600 ExStik® II 溶解氧测定仪

DO600-K ExStik® II 溶解氧套装

DO605 ExStik® II 溶解氧模块，用于DO600

DO603 膜套装，用于DO600/DO605

EX010 3英尺(1m)延长线缆，带探针保护装置/重量装置

EX050 16英尺(5m)延长线缆，带探针保护装置/重量装置

DO610 ExStik® II*溶解氧/pH/电导率套装

可测量溶解氧、pH、电导率、TDS、盐度和温度 
•  EC500 pH/电导率ExStik® II测定仪，配有高精度的组合式多量程电
导率传感器，适用 于电导率、TDS、盐度、pH和温度测量

•  DO600溶解氧ExStik® II测定仪，配有电极、备用膜盖、电解液和抛光纸

配件包含：

•  样品pH缓冲剂 — 单次使用的袋装pH4、pH7、pH10缓冲剂和洗涤液

•  每个仪表都配有带2个量杯和盖子的加重型底座、四个3V CR2032电池 
和颈带以及便携箱

•  参见第149页，了解更多关于EC500的详细信息；DO600测定仪如上文所示

订购

DO610 ExStik® II 溶解氧/pH/电导率套装

套装购买，享受更
多优惠

DO600-K 套装如上所示。包
含DO600测定仪、DO603膜套
装、16英尺(5m)延长线缆、加重
型探针防护装置和便携箱

*ExStik® II 电极模块不可与ExStik® pH/ORP/氯测定仪互换

FL705

包含平面电极、传感器盖、 
TISAB试剂药片、四个3V纽扣电
池和48"(1.2m)颈带；1年质保

FL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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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电导率/TDS/盐度测试笔 配件 — pH/ORP/氯电极和pH缓冲剂

pH电极

可选择Ag/AgCl凝胶填充的标准型或者特殊型电极(快速响应：5秒内95%)
60120B和601500型号 — 常用 pH/Ref 电极

•  采用耐用的聚碳酸酯结构，配有玻璃制 pH 感应包(周围有保护齿)；pH量程 
(0至14pH)，工作温度(0至80°C)。可选择迷你型或者标准型。

601100型号 — 平面电极(方便清洁)
•  主体为PVC的电极，非常适合测量含极少水分的固体产品的pH，例如奶酪、 
土壤或电泳/琼脂凝胶；pH量程(0至14pH)，工作温度(5至80°C)。

订购

60120B 迷你 pH 电极(10 x 120mm)

601500 标准 pH 电极(12 x 160mm)

601100 平面 pH 电极 (15 x 106mm)

ExStik®备用pH、ORP和氯电极模块

可以互换的pH、ORP和氯传感器模块，适用于ExStik®系列仪表 

(请参见第144和146页)

•  可通过内置Pt-100Ω传感器(PH105、PH115和CL205)完成ATC
•  可重复填充的 pH 电极(PH115)能够以比较经济的方法完成电极的重复填充，解决
了电极保质期有限的问题，消除了污染，延长了在破坏性较强应用中的使用寿命。

•  注：PH105、CL205和RE305备用模块不能与第145页所示ExStik® II仪表互换。

•  6个月的条件质保

订购

PH105 ExStik® pH电极模块

PH115 ExStik® 可重复填充pH电极模块

PH113 PH115 用标准补充溶液套装

CL205 ExStik® 氯电极模块

RE305 ExStik® ORP电极模块

pH缓冲剂

比较方便的校准溶液，适合pH测定仪

•   校准用pH缓冲剂，新鲜而且使用方便

•   所示表格作用重大，它显示了所测缓冲剂溶液相应温度对应pH值

•   下次测量如果使用不同的溶液，应在测量前后使用
洗涤液将pH电极清洗干净，以防污染

•   袋装溶液使用方便，无需使用量杯来保存缓冲剂或者洗涤液

•   PH103中，每种缓冲剂(pH 4.00、7.00和10.00)有6袋，还有2袋洗涤液

•   还可以选择以品脱计量的pH缓冲剂溶液(PH4-P、PH7-P和PH10-P)

订购

PH4-P pH 4 缓冲剂校准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PH7-P pH 7 缓冲剂校准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PH10-P pH 10 缓冲剂校准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PH103 Tripak 袋装缓冲剂(每种6袋：4、7、10pH，2袋洗涤液)

60120B - 迷你型

601500 - 标准型

601100 - 平面型

标准补充溶液套
装，用于PH115
可重复填充pH电
极模块

平面pH、氯和ORP电极模块

PH105 CL205 RE305 PH113

PH50/PH60 pH测试笔

使用方便、成本较低的防水型pH测试笔

•  PH50型号 — 测量 pH
•  PH60型号 — 测量pH和温度，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和防水外壳

•  配有方便校准的单一CAL键，具有自动 pH 缓冲剂识别
功能(4、7 和 10pH 校准缓冲剂单独出售)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电池低电量显示和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内置电极、传感器盖、内部pH电极保护盖和四节LR44纽扣电池；1年质保

规格

pH 2.0至12.0pH 0.0至14.0pH

温度 — 32至122°F (0至50°C)

分辨率 0.1pH, 0.1° 0.1pH, 0.1°

精度 ±0.3pH ±0.2pH; ±1°F/±0.5°C

尺寸/重量 152x37x24mm/ 65g

订购

PH50 防水pH测试笔

PH60 防水pH测试笔，带温度测量功能

PH103 Tripak 缓冲剂(每种6袋 — 4、7、10pH + 2袋洗涤液)

EC100/EC150/EC170电导率/TDS/盐度测定仪

防水型仪表，配有一个高精度的多量程传感器

•  测量单位(由型号决定)包含µS/cm、mS/cm、ppm、ppt、°F和°C
• 配有大型3-1/2位数(2000次计数)液晶显示屏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电池低电量显示和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具有可以调节的自动温度补偿功能

• 采用防水设计，能够耐受潮湿环境 – 满足IP65标准要求

EC10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可测量电导率和温度并同时显示读数

• 具有两种电导率量程而且可以针对每个量程实施一点校准

EC15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可测量电导率、TDS和温度

• 可以将电导率与TDS的比率系数调节为0.4至1.0之间的任意值(计算TDS值)
• 具有两种量程(针对电导率和TDS)而且可以针对每个量程实施一点校准

EC170型号产品的其它功能

•  可以测量水产业、环境研究、地下水、锦鲤池塘、灌溉用水、 
饮用水和其它应用中的盐度

• 此款仪表是自动量程仪表，可提供两种测量量程

• 内置NaCl电导率与TDS转换因数

• 具有固定的温度系数和标准化温度

• 可以针对每个量程实施一点校准

规格

电导率(EC100/EC150) 0至1999µS/cm (0至19.99mS/cm) 1µS/cm (0.01mS/cm) ±1% FS

TDS (仅EC150) 0至1999ppm (0至19.99ppt) 1ppm (0.01ppt) ±1% FS

盐度(仅EC170) 0至10.00ppt (10.1至70.0ppt) 0.01ppt (0.1ppt) ±2% FS

温度 32°至122°F (0至50°C) 0.1°F/°C ±0.9°F/0.5°C

尺寸/重量 165 x 35 x 32mm/110g

订购

EC100 电导仪

EC150 电导率/TDS测定仪

EC170 盐度计

EX006 加重型底座，带5个溶液量杯

EX007 备用样品溶液量杯(24pk)

EC-1413-P 1413µS电导率标准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EC-12880-P 12880µS电导率标准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CA895 小型乙烯基便携箱，带束带圈

配有带盖的传感器和四个LR44纽扣电池；1年质保。 
请单独订购电导率标准溶液(校准所需)

EC100
(电导率)

EC150
(电导率/TDS) EC170

(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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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RP/温度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Extech旗下经过现场测试的实验室仪表是响应

快速的工具，专门设计用于提供精确和可重复读

数，有防水和数据记录型号产品可供选择。

 现
场

/实
验

室
pH

测

确保结果 
可靠、精确

PH210 
便携式pH/ORP/ 
温度测定仪
可同时显示pH或者mV和温度

•  BNC输入支持标准pH或ORP电极 
(需单独购买)

•  具有手动或自动温度补偿

功能(通过备用温度探针)

•  具有自动3点校准功能 
(4、7和10pH)

•  具有数据保持和最小值/最大值 
记录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9V电池和软质便携包(pH、 
ORP、温度探针和pH缓冲剂需单

独购买 - 请参见左侧的附件列表)

PH220防水 
手持式pH/温度 
测定仪
配有大型液晶显示屏和耐用外

壳，可选用pH电极棒或者线缆

连接的pH电极

•  可同时显示pH和温度

•  可自动识别缓冲剂

•  可通过电极内置Pt-100传感器 
完成自动温度补偿

•  具有电池低电量指示和 
自动关机功能

•  配有防水外壳(防水等级 
达到IP57)

•  采用耐用设计，适合手持

或者壁装(背面有磁性)

•  配有防水仪表、pH电极、

保护皮套、pH 4和7缓冲

剂(每种1袋)和9V电池

•  PH220-C型号套装包含ATC pH 
聚碳酸酯电极(直径为12mm) 
和39"(1m)线缆

•  PH220-S型号套装包含ATC pH  
聚碳酸酯电极棒(直径为12mm)， 
可直接连接到仪表

PH300 
防水pH/温度 
测定仪套装
可测量pH、mV和温度

•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4、7和10pH)

•  可选择3点校准，以确保更高 
的精度

•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200个 
标记读数

•  配有防水外壳(防水等级 
达到IP57)

•  配有大型蓝色背光双液晶显示

屏，可显示pH和温度读数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pH/mV/温度电极、pH校准 
溶液(4、7和10pH)、2节AA电池 
和硬质便携箱

Oyster™系列 
pH/ORP/温度 
测定仪套装
采用独一无二的Oyster™设

计，可用于实验室或者现场

•  配有大型液晶显示屏；该液晶显

示屏被置入可以调节的“上掀

式”盖子内；该液晶显示屏可

以同时显示pH或者mV和温度

•  配有比较方便的颈带；当您实施

测量时，可以协助您保持仪表

•  可记录25个标记读数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模式；自动或

者手动温度补偿功能(ATC/MTC)

•  具有自诊断显示代码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5点缓冲剂识别功能以

及可以调节的缓冲剂值

•  选配 ORP 电极(67500B)和通

用交流适配器(UA100-240)

•  OYSTER-15型号套装包含 
Oyster-10 仪表、颈带、9V电
池、60120B迷你 pH 电极、样

品缓冲剂(4 和 7pH)和便携箱

•  OYSTER-16型号包含

Oyster-15和RTD温度探针

SDL100 pH/ORP/
温度数据记录仪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

可以 Excel®格式将20M数据

保存在2G的SD卡上，方便传

输到PC

•  具有ATC或者手动温度补偿功能

•  具有3点校准功能，可确

保最佳线性关系和精度

•  可选数据采用率:1秒至

8小时:59分:59秒

•  手动保存/调取多达99个读数

•  大型背光双液晶显示屏

•  可记录/调用最小值、最大值读数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和自动

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具有内置PC接口

•  配有6节AA电池、SD卡、样品缓

冲剂、迷你pH电极(60120B)、温

度探针(850188)和硬质便携箱；

可选通用交流适配器UA100-240

规格 PH210  PH220-C  |  PH220-S PH300  OYSTER-15  |  OYSTER-16 SDL100  N 规格

型号 线缆连接的pH 电极(需单独购买)  线缆连接的 pH 电极 |  
 pH 电极棒 

线缆连接的pH电极  仪表+pH电极+便携箱 |  
 仪表+pH电极+便携箱+温度探针

线缆连接的pH电极 型号

pH 0.00至14.00pH 0.00至14.00pH -2.0至19pH 0.00至14.00pH 0至14pH pH

mV -1999至1999mV — -1999mV至1999mV -999至999mV -1999mV至1999mV mV

温度 32至212°F/0至100°C (手动) 
32至140°F/0至60°C (温度探针)

32°至212°F (0至99.9°C) 32至212°F (0至100°C) 32°至212°F (0至99.9°C) 32至149°F (0至65°C) 温度

最大分辨率 0.01pH, 1mV, 0.1° 0.01pH, 0.1° 0.01pH, 1mV, 0.1° 0.01pH, 1mV, 0.1° 0.01pH, 1mV, 0.1° 最大分辨率

基本精度 ±0.04pH, ±0.5%mV, ±1.5°F/±0.8°C ±0.01pH, ±0.8°F/0.5°C ±0.02pH, ±0.15mV, ±1°F/0.5°C ±0.02pH, ±2mV, ±0.8°F/0.5°C ±0.02pH, ±0.5% mV, ±1.8°F/1°C) 基本精度

存储器 可保存15个读数 — 200个读数 25个读数 采用2G SD存储卡，可记录20M读数 存储器

尺寸/重量 135x60x33mm/200g 111x79x39mm/ 260g 120x65x31mm/180g 94x107x51mm/340g 182X73X48mm/455g 尺寸/重量

质保 1年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1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3年(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质保

NOTE:建议使用前根据电导率标准校准电导仪。

所有型号均通过CE认证

PH220-C

配件
60120B 迷你 pH 电极(10×120mm)

601500 标准 pH 电极(12×160mm)

601100 平面 pH 电极(15×106mm)

67500B ORP 电极(13×154mm)

6015WC PH220 用防水 pH 电极(带电缆)

6012WS PH220 用防水 pH 电极棒(带电缆)

PH305 PH300 的备用 pH 电极

PH4-P pH 4 缓冲剂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PH7-P pH 7 缓冲剂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PH10-P pH 10 缓冲剂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PH103 Tripak 袋装缓冲剂(见上图)

850185 RTD不锈钢温度探针供Oyster用

850188 PH210 用不锈钢温度探针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 
带4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含SD储存卡

采用硬质便携箱包
装的仪表/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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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10 
便携式电导率/ 
TDS测定仪
具有可以调节的温度补偿系数，以维

持精度

•  可同时显示电导率或TDS和温度

•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

•  温度补偿系数可在0至5.0%/°C之间调节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记录和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可使用备用的1413µS电导率标准溶液 
(EC-1413-P)进行校准

•  配有电导率测试槽、39"(1m)电缆、 
9V电池和软质便携包

EC600 
防水pH/ORP/ 
电导率/TDS套装
可测量电导率、TDS、盐度、电阻

率、pH、mV和温度

•  配有防水外壳(防水等级达到IP57)

•  可选择3点pH校准

•  一点电导率校准

– 可自动识别8种校准溶液

•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对纯净水的非线

性补偿<10µS/cm，以提高测量精度)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300个标记读数

•  配有大型蓝色背光双液晶显示屏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配有pH/mV/温度电极、聚合物电导率测

试槽、pH校准溶液(4、7和10pH)、电导

率校准溶液(1413µS)、2节AA电池和硬质 
便携箱

341350A-P  
pH/电导率/TDS/ORP/
盐度测定仪
采用独一无二的Oyster™设计，可用

于实验室或者现场

•  将大型双液晶显示屏置入可调节的 
“上掀式”盖子内

•  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配有防溅外壳和 
前面板触摸板，可倾斜和校准

•  采用耐用设计，方便手持或者 
在桌台上使用

•  配有比较方便的颈带；当您实施

测量时，可以协助您保持仪表

•  可保持25个标记读数

•  具有电导率/TDS自动温度补偿功能

•  具有pH手动温度补偿功能(0至100°C)

•  配有迷你pH电极、热敏电阻探

针(850190)、样品缓冲剂、聚合

物电导率测试槽、9V电池、颈带

和便携箱；可选通用交流适配器

(UA100-240)和ORP探针(67500B)

规格 EC210 EC600 341350A-P  N

电导率 2000µS/cm, 20mS/cm, 100mS/cm 0.00至199.9mS 10至19,990µS/cm

TDS/盐度 1200ppm, 12,000ppm, 66,000ppm 0至100g/L TDS量程: 10至19,990ppm (mg/L)

pH — -2至19pH 0.01至14.00pH

mV — -1999mV至+ 1999 —

温度 32至122°F (0至50°C) pH/mV: 32至212°F (0至100°C);  
其他:32至122°F (0至50°C)

热敏电阻探针： 32至194°F (0至90.0°C)

最大分辨率 1µS/cm, 0.01mS/cm, 0.1mS/cm, 1ppm
10ppm, 100ppm, 0.1°F/°C

0.01pH, 1mV, 0.01µS, 0.01mg/L, 0.01ppt, 0.1°F/°C 0.1mS; 0.01pH

基本精度 ±2% FS, ±1.5°F/0.8°C ±0.02pH, ±0.15mV, ±1.5%FS, ±1°F/0.5°C ±2%, ±0.02pH

通过CE认证 是 是 是

尺寸 仪表：135×60×33mm/295g含探针和电池 120x65x31mm/180g 96x108x45mm/340g

质保 1年(电极6个月) 1年(电极6个月) 1年(电极6个月)

注意：建议使用前根据电导率标准校准电导仪。

水
质

检
测

仪
电导率/TDS/pH 测定仪

采用硬质便携箱包装的仪
表/配件

采用硬质便携
箱包装的仪表
和配件

确保水质优良
Extech供应水质测试工具。了解Extech产品在废水处理设施、水治理、工业系统

(锅炉水系统、冷却塔、冷却系统、闭合环路)、替代农作(水/空气种植)、养鱼业、

实验室测试、池塘维护、研发和其它领域的应用。

配件
EC-84-P 84µS电导率标准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EC-1413-P 1413µS电导率标准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EC-12880-P 12880µS电导率标准溶液(2瓶 — 每瓶1品脱)

EC210-P 备用电导率/TDS测试槽，用于EC210

EC605 备用聚合物电导率测试槽，用于EC600

804010A 聚合物电导率测试槽，用于341350A-P

PH305 备用 pH 电极，用于EC600

60120B 备用迷你 pH 电极，用于341350A-P

67500B ORP 电极(13×154mm)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850190 热敏电阻探针(32 至 194°F/0 至 90°C)，用于341350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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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氧测定仪溶解氧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DO700防水系列溶解氧套装

八合一仪表 — 可测量 溶解氧(DO)浓度/饱和度、pH、mV、电导率、TDS、盐

度、电阻率和温度

•  对于溶解氧测量，配有自动盐度补偿和手动气压补偿功能

•  采用防水外壳(防水等级达到IP57)设计，配有大型蓝色背光双液晶显示屏

•  可选择3点pH校准，以确保更高的精度；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

•  具有一点电导率校准功能 — 可自动识别8种校准液

•  配有存储器，可保存400个标记读数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1年质保(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  配有溶解氧探针(带3个膜盖)、DO内部补充溶液 (30mL)、pH/mV/温度电极、 
聚合物电导率测试槽、pH校准溶液(4、7和10pH)、电导率校准溶液(1413µS)、 
2节AA电池和硬质便携箱

规格 量程 分辨率 基本精度

溶解氧(浓度) 0至40.00mg/L 0.01mg/L ±1.5%FS

溶解氧(饱和度) 0至200.0% 0.1% ±1.5%FS

pH -2.00至19.99pH 0.01pH ±0.02pH

mV -1999至+ 1999mV 1mV ±0.15mV

电导率 0.00至199.9mS 0.01µS ±1.5%FS

TDS 0至100g/L 0.01mg/L ±1.5%FS

盐度 0至100ppt 0.01ppt ±1.5%FS

电阻率 0至100M cm 0.1 ±1.5%FS

温度(针对 pH 和 mV) 32至212°F (0至100°C) 0.1° ±1°F/±0.5°C

温度(其它) 32至122°F (0至50°C) 0.1° ±1°F/±0.5°C

尺寸/重量 120x65x31mm/180g

订购

DO700 防水系列溶解氧套装

DO705 溶解氧测电极

DO703 备用膜盖(3个)

PH305 备用 pH/mV/温度电极

EC605 备用聚合物电导率测试槽

DO210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

可快速测量溶解氧或氧% 
•  可测量溶解氧和氧%以及温度

•  通过极谱式氧探针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可进行自动温度补偿

•  具有可调高度和盐度补偿功能

•  具有最大值/最小值记录和数据保持功能

•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1年质保(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规格 溶解氧 氧 温度

量程 0至20.0 mg/L 0至100.0% 32至122°F (0至50°C)

基本精度 ±0.4 mg/L ±0.7% ± 1.5°F (±0.8°C)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ATC) 32至122°F (0至50°C)

探针补偿和调节 盐: 0至39% 高度: 0至3900m

尺寸 仪表: 135 x 60 x 33mm;  
探针: 28mm(1.1")D x 190mm(7.5")L

重量 446g 含探针和电池

订购

DO210 溶解氧测定仪

407510-P 溶解氧探针，带13英尺(4m)线缆

780417A 备用膜(10/包)

780418 DO 内部补充溶液(2袋- 每袋50mL)

SDL150溶解氧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具有数据记录仪日期/时间戳，能够以Excel®格式将数据保存在SD卡上，方便传

输到PC
•  具有氧浓度和温度的双显示

•  可测量0至20.0mg/L的溶解氧和0至100.0%的氧气以及32至122°F(0至50°C)的温度

•  通过极谱式氧探针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可完成0至50°C的自动温度补偿

•  可选数据采用率:1秒至8小时:59分:59秒
•  手动保存/调取多达99个读数

•  大型背光双液晶显示屏

•  可记录/调用最小值、最大值读数

•  具有数据保持功能和自动关机功能(含禁用功能)
•  3年质保(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  配有6节AA电池、SD卡、探针、带膜的备用探头、电解液和硬质便携箱； 
可选通用交流适配器

规格 溶解氧 氧 温度

量程 0至20.0 mg/L 0至100.0% 32至122°F (0至50°C)

精度 ±0.4 mg/L ±0.7% ±0.8°C/1.5°F

探针补偿和调节 盐：0至50% 高度：0至8910m 温度：0至50°C

数据记录 99个数据(手动)/20M数据(4G SD卡)

尺寸/重量 仪表：182×73×48mm/725g探针：0.8D×4.9"L

订购

SDL150 溶解氧测定仪/数据记录仪

407510-P 溶解氧探针，带13英尺(4m)线缆

780417A 备用膜(10/包)

780418 DO 内部补充溶液(2袋 - 每袋50mL)

UA100-240 100-240V交流适配器，带4个插头(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

407510耐用型溶解氧测定仪

具有溶液中氧浓度和温度的双显示 — 配有RS-232 PC接口

•  可测量溶解氧、氧和温度

•  具有最小值/最大值、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功能

•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功能

•  配有大型1.4"(36mm)液晶显示屏

•  内置PC接口，可选装数据采集软件407001(见第114页)
•  3年质保(仪表)/6个月条件质保(电极)

规格 溶解氧 氧 温度

量程 0至19.9mg/L 0至100.0% 32至122°F (0至50°C)

精度 ±0.4mg/L ±0.7% ±1.5°F/ ±0.8°C

探针补偿和调节 盐：0至39% 高度0至3900m 温度：0至50°C

数据记录 仪表：178×74×33mm；探针：0.8D×4.9"L

尺寸/重量 482g

订购

407510 耐用型溶解氧套装

407510-P 溶解氧探针，带13英尺(4m)线缆

780417A 备用膜(10/包)

780418 溶解氧内部补充溶液(2袋- 每袋50mL)

配有带13英尺(4m)线缆的 
0.8" (20mm)探针、膜、
带支架的保护皮套、9V电
池和便携箱。

即开即用的全面套装，包
含所有必要配件，存放在
硬质便携箱内，方便运
输。完美适合现场使用。

配有带膜和13英尺(4m)线缆
的 DO 探针、两个备用膜、
电解液、9V电池和软质便
携箱。

含SD储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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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5-T-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仅适用于42515仪表
**42570-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从-4到1500°F(-20至815°C)
***445715-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在75%下校准

****AN320-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适用于风速、相对湿度和空气温度校准*407760-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仅适用于在94.0 dB/1KHz下校准。

144118 122

144220 122

144240 122

153117 46

153220 46

156119 46, 111, 136

156221 136

341350A-P 157

341350A-P-NIST  N 157

365510 141

365510-NIST  N 141

365515 141

365515-NIST  N 141

365535 141

365535-NIST  N 141

380193 46

380260 55

380260-NIST  N 55

380320 55

380360 55

380360-NIST  N 55

380363 59

380363-NIST  N 58

380395 59

380395-NIST  N 59

380396 59

380396-NIST  N 59

380460 54

380460-NIST  N 54

380462 54

380462-NIST  N 54

380465 54

380560 54

380560-NIST  N 54

380562 54

380562-NIST  N 54

380565 54

380580 54

380580-NIST  N 54

380926 32

380926-NIST  N 32

380941 29

380941-NIST  N 29

380942 30

380942-NIST  N 30

380947 29

380947-NIST  N 29

380950 31

381676A 17

382100 60

382200 48

382202 48

382213 48

382213-NIST  N 48

382252 52

382252-NIST  N 52

382253 52

382254 52

382260 49

382270 49

382275 50

382276 50

382280 49

382357 52

382357-NIST  N 52

392050 75

39240 75

401014 75

401025 114

401025-NIST  N 114

401027 114

401027-NIST  N 114

40130 38

40180 44

407001 113, 114, 144

407001-USB 113, 114, 144

407026 115

407026-NIST  N 115

40705X 120, 122

407113 99

407113-NIST  N 99

407119 99

407119-NIST  N 99

407355 124

407355-NIST  N 124

407355-KIT-5 124

407510 158

407510-P 158, 159

407730 120

407730-NIST  N 120

407732 121

407732-NIST  N 121

407732-KIT 121

407732-KIT-NIST  N 121

407736 121

407736-NIST  N 121

407744 120, 122

407744-NIST  N 120, 122

407750 122

407750-NIST  N 122

407752 88

407760 122

407760-NISTL*  N 122

407764-EXT 122, 125

407766 120, 122

407766-NIST  N 120, 122

407780A 123, 125

407780A-NIST  N 123

407790A 125

407790A-NIST  N 125

407860 136

407910 111

407910-NIST  N 111

409992 41

409996 41

409997 41

412440-S 139

412440-S-NIST  N 139

421502 72

421502-NIST  N 72

42270 81

42275 81

42280 81

42299 83

42509 66

42509-NIST  N 66

42510A 65

42510A-NIST  N 65

42512 66

42512-NIST  N 66

42515 65

42515-NIST  N 65

42515-T 65

42515-T-NISTL*  N 65

42540 67

42540-NIST  N 67

42545 67

42545-NIST  N 67

42570 67

42570-NISTL**  N 67

445580 86

445580-NIST  N 86

445702 77

445703 78

445706 77

445713 78

445713-TP 78

445715 78

445715-NIST  N 78

445715-NISTL***  N 78

445814 78

445815 78

445815-NIST  N 78

45116 96

45118 96

45156 96

45158 96

45168CP 96

45170 97

45170CM 97

461825 129

461825-NIST  N 129

461830 129

461830-NIST  N 129

461831 129

461831-NIST  N 129

461834 129

461880 137

461880-NIST  N 137

461891 126

461891-NIST  N 126

461893 126

461893-NIST  N 126

461895 127

461895-NIST  N 127

461920 128

461920-NIST  N 128

461937 126,128,129

461950 129

461950-NIST  N 129

461955 127

461957 129

461990 126

461995 127

461995-NIST  N 127

475040 113

475040-NIST  N 113

475040-SD 113

475040-SD-NIST  N 113

475044 113

475044-NIST  N 113

475044-SD 113

475044-SD-NIST  N 113

475055 113

475055-NIST  N 113

479097 113

480400 34

480403 34

480823 63

480836 62

480846 62

589250 84

601100 153

60120B 153

6012WS 154

6015WC 154

601500 153

67500B 154

780417A 158, 159

780418 158, 159

801515 70, 72

804010A 156

850185 72, 154

850188 154

850190 156

871515 70

872502 70, 72

881602 70

881603 70

881605 70

ADPTR-HDV 131

AN100 98

AN100-NIST  N 98

AN200 98

AN200-NIST  N 98

AN25 89

AN300 101

AN300-NIST  N 101

AN300-C 101

AN310 101

AN310-NIST  N 101

AN320 101

AN320-NISTL****  N 101

AN340 101

AN340-NIST  N 101

BATT-36V-C 83

BATT-37V 68

BR100 134

BR150 134

BR-17CAM 133, 134

BR-17CAM-2M 133

BR-17CAM-5M 133

BR200 133

BR200-EXT 133, 134

BR250 133

BR-4CAM 133

BR-5CAM 133, 134

BR80 134

BR-9CAM 133, 134

BR-9CAM-2M 133

BR-9CAM-5M 133

BRC-17CAM 134

BRC-EXT 134

BRD10 131, 133

BT100 45

BT102 45

CA250 40

CA3010 33, 40

CA3018 33, 40

CA500 41

CA895 96, 146,148

CA899 41

CA900 41

CA904 146,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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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适用于除红外测温仪外的所有功能
**HT30-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仅适用于33和75%RH以及21.0°C

***HW30-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仅适用于秒表功能
****IRT600-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仅适用于红外温度功能

*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适用于除红外测温仪外的所有功能

CA-EXTECHTB 41

CB10 43

CB10-KIT 43

CB20 43

CG104 142

CG104-REF 142

CG204 142

CG204-REF 142

CG206 143

CG304 143

CG304-REF 143

CL200 147, 150

CL203 150

CL204 150

CL205 146, 150, 153

CL207 150

CL500 145

CO10 104

CO100 105

CO200 105

CO210 105

CO220 105

CO230 106

CO240 106

CO250 107

CO30 104

CO50 104

CT20 44

CT40 44

CT70 42

CT70-AC 42

CT80 42

CTH10A 77

DCP60 50

DCP60-220 50

DL150 35

DL160 35

DM110 17

DM220 17

DO210 159

DO600 151

DO600-K 151

DO603 151

DO605 151

DO610 151

DO700 159

DO703 159

DO705 159

DT300 51

DT500 51

DV23 38

DV25 38

DV26 38

DV30 38

DV40 38

DVA30 39

EA10 71

EA10-NIST  N 71

EA11A 71

EA11A-NIST  N 71

EA15 71

EA15-NIST  N 71

EA20 87

EA20-NIST  N 87

EA25 87

EA25-NIST  N 87

EA30 116

EA30-NIST  N 116

EA31 116

EA31-NIST  N 116

EA33 117

EA33-NIST  N 117

EA80 107

EC100 152

EC-12880-P 148,152,156

EC-1413-P 148,152,156

EC-84-P 148, 156

EC150 152

EC170 152

EC210 157

EC210-P 156

EC400 148

EC405 148

EC410 149

EC500 149

EC505 148

EC510 149

EC600 157

EC605 156, 159

EMF300 63

EMF450 62

EN100 97

EN100-TP 96

EN100-V 96

EN150 97

EN300 97

ET10 39

ET15 39

ET20 40

ET25 40

ET30A 40

ET40 40

ETK30 20

ETK35 20

EX006 150, 152

EX007 150, 152

EX010 148, 151

EX050 148, 151

EX310 10

EX310-NIST  N 10

EX320 10

EX320-NIST  N 10

EX330 10

EX330-NIST  N 10

EX350 11

EX350-NIST  N 11

EX355 11

EX355-NIST  N 11

EX360 12

EX360-NIST  N 12

EX363 12

EX363-NIST  N 12

EX365 12

EX365-NIST  N 12

EX410 13

EX410-NIST  N 13

EX430 13

EX430-NIST  N 13

EX470 13

EX470-NIST  N 13

EX470-NISTL*  N 13

EX505 14

EX505-NIST  N 14

EX505-K 21

EX520 14

EX520-NIST  N 14

EX530 14

EX530-NIST  N 14

EX540 15

EX540-NIST  N 15

EX542 15

EX542-NIST  N 15

EX570 15

EX570-NISTL*  N 15

EX613 25

EX613-NIST  N 25

EX623 25

EX623-NISTL*  N 25

EX650 24

EX650-NIST  N 24

EX655 24

EX655-NIST  N 24

EX820 23

EX820-NIST  N 23

EX830 23

EX830-NIST  N 23

EX840 23

EX840-NISTL*  N 23

EX850 23

EX900 147

EZ40 103

FG100 103

FL700 151

FL704 151

FL705 151

FM100 108

FM200 108

FM300 108

GRT300 53

GRT300-NIST  N 53

GRT350 53

GRT350-NIST  N 53

HD300 99

HD300-NIST  N 99

HD350 110

HD400 117

HD400-NIST  N 117

HD450 117

HD450-NIST  N 117

HD500 85

HD500-NIST  N 85

HD600 123

HD600-NIST  N 123

HD700 111

HD700-NIST  N 111

HD750 111

HD750-NIST  N 111

HD755 111

HD755-NIST  N 111

HDV-25CAM-10G 131

HDV-25CAM-30G 131

HDV-4CAM-5FM 131

HDV540 132

HDV5-6CAM-1AFM 132

HDV-5CAM-3FM 131

HDV-5CAM-10F 131

HDV-5CAM-1FM 131

HDV-5CAM-30FM 131

HDV-5CAM-3F 131

HDV600 131

HDV610 131

HDV620 131

HDV640 131

HDV640W 131

HDV650-10G 131

HDV650-30G 131

HDV650W-10G 131

HDV650W-30G 131

HDV-PC 131

HDV-TX1 131

HDV-TX1L 131

HDV-TX2 131

HDV-TX2L 131

HDV-WTX 131

HDV-WTX1 131

HDV-WTX1L 131

HDV-WTX2 131

HDV-WTX2L 131

HG500 13, 14

HT200 89

HT30 89

HT30-NISTL**  N 89

HW30 88, 140

HW30-NISTL***  N 88, 140

IR201A 64

IR260 65

IR267 65

IR300UV 69

IR400 64

IR400-NIST  N 64

IRT600 68

IRT600-NISTL****  N 68

LCR200 46

LCR203 46

LCR205 46

LRK15 118

LT300 115

LT300-NIST  N 115

LT40 119

LT40-NIST  N 119

LT45 119

LT45-NIST  N 119

MA120 28

MA120-NIST  N 28

MA140 27

MA140-NIST  N 27

MA145 27

MA145-NIST  N 27

MA1500 32

MA1500-NIST  N 32

MA160 27

MA160-NIST  N 27

MA200 26

MA200-NIST  N 26

MA220 26

MA220-NIST  N 26

MA250 29

MA250-NIST  N 29

MA260 27

MA3010 33

MA3010-NIST  N 33

MA3018 33

MA3018-NIST  N 33

MA44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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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443-NIST  N 26

MA445 26

MA445-NIST  N 26

MA61 31

MA61-NIST  N 31

MA620-K 21

MA63 31

MA63-NIST  N 31

MA640-K 21

MD10 45

MF100 63

MG300 18, 57

MG300-NIST  N 18, 57

MG300-ETK 19

MG300-MTK 19

MG302 18, 57

MG302-NIST  N 18, 57

MG302-ETK 19

MG302-MTK 19

MG310 58

MG310-NIST  N 58

MG325 18, 57

MG325-NIST  N 18, 57

MG500 59

MG500-NIST  N 59

MN15A 16

MN16A 16

MN35 16

MN36 16

MN62-K 19

MO200-PINS 90, 92

MO210 91

MO220 91

MO220-PINS 90

MO25 90

MO257 91

MO260 93

MO265 93

MO280 92

MO290 94

MO290-BP 95

MO290-EP 95

MO290-EXT 95

MO290-HP 95

MO290-P 95

MO290-PINS-EP 95

MO290-PINS-HP 95

MO295 94

MO300 94

MO300-NISTL*  N 94

MO50 90

MO50-PINS 90, 92

MO55 93

MO750 95

MO750-P 95

MO-P1 92

MS420 47

OYSTER-15 155

OYSTER-16 155

PD20 75

PH100 146

PH103 153

PH105 146, 153

PH10-P 153

PH110 146

PH113 153

PH115 153

PH210 154

PH220-C 154

PH220-S 154

PH300 155

PH305 154, 156, 159

PH4-P 146, 153,154

PH50 152

PH60 152

PH7-P 146,153,154

PH90 148

PH95 148

PQ1000 37,60,61

PQ2071 33, 61

PQ2071-NIST  N 33, 61

PQ3350-1 61

PQ3350-1-NIST  N 61

PQ3350-3 61

PQ3350-3-NIST  N 61

PQ34-12 60

PQ34-2 60

PQ34-30 60

PQ3470 60

PQ3470-12 60

PQ3470-2 60

PQ3470-30 60

PQ500 37

PRC10 139

PRC10-NIST  N 139

PRC15 139

PRC15-NIST  N 139

PRC20 138

PRC20-NIST  N 138

PRC30 138

PRC30-NIST  N 138

PRT200 34

PT150 112

PT150-SD 109

PT30 112

PT300 112

PT300-SD 109

PT30-SD 109

PWR5 83

PWRCORD-MS420 47

RD300 103

RD300-L 103

RD300-S 103

RE300 147

RE305 146,153

RF10 135

RF11 135

RF12 135

RF15 135

RF16 135

RF18 135

RF20 135

RF30 135

RF40 135

RF41 135

RH101 87

RH210 86

RH25 88

RH30 79

RH300 84

RH300-CAL 82

RH300-NIST  N 84

RH305 84

RH35 79

RH350 79

RH350-CAL 84

RH350-NIST  N 79

RH390 85

RH390-NIST  N 85

RH490 85

RH490-NIST  N 85

RH520A 81

RH520A-NIST  N 81

RH520A-220 81

RH520A-220-NIST  N 81

RH520A-240 81

RH520A-240-NIST  N 81

RH522 81

RHT10 80

RHT10-SW 80

RHT20 80

RHT3 79

RHT50 80

RPM10 127

RPM10-NIST  N 127

RPM33 128

RPM33-NIST  N 128

RPM40 128

RPM40-NIST  N 128

SC50 144

SC600 144

SD200 73

SD200-NIST  N 73

SD500 82, 87

SD700 82, 87

SD750 109

SD750-NIST  N 109

SD800 107

SD900 35

SD910 35

SDL100 155

SDL100-NIST  N 155

SDL150 158

SDL200 73

SDL200-NIST  N 73

SDL300 100

SDL300-NIST  N 100

SDL310 100

SDL310-NIST  N 100

SDL350 100

SDL350-NIST  N 100

SDL400 115

SDL400-NIST  N 115

SDL470 118

SDL470-NISTL*  N 118

SDL500 85

SDL500-NIST  N 85

SDL550 95

SDL600 123

SDL600-NIST  N 123

SDL700 112

SDL700-NIST  N 112

SDL800 136

SDL900 63

SL123 81

SL124 81

SL125 125

SL130W 125

SL130W-NIST  N 125

SL355 124

SL355-NIST  N 124

SL355-KIT-3 124

SL400 124

SL400-NIST  N 124

TB400 145

TG20 45

TH10 76, 80

THD5 76

TK430 20

TK430-IR 20

TL708 37

TL709 37

TL726 37

TL740 37

TL748 37

TL803 36

TL805 36

TL806 37

TL807C 37

TL808-KIT 36

TL809 36

TL810 36

TL900 36

TM100 70

TM100-NIST  N 70

TM20 75

TM25 75

TM26 74

TM300 70

TM300-NIST  N 70

TM500 73

TM500-NIST  N 73

TM55 74

TP200 41

TP870 41

TP873 41

TP873-5M 41

TP875 41

TP882 70, 72

TP890 84

TR100 96, 120, 122

UA100-240 72, 84, 86, 96

UA100-BR 133

UM200 53

UM200-NIST  N 53

USB100 84, 122, 124

VB300 137

VB400 137

VB450 136

VB500 136

VB500-NIST  N 136

VFM200 109

VIR50 68

VIR50-NISTL**  N 68

VPC300 102

VT30 39

*MO300-NISTL:有限 NIST 溯源性认证，适用于相对湿度、空气温度和红外温度

*SDL470-NISTL: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适用于UVA和UVC模式中的单点

**VIR50-NISTL - 有限NIST溯源性认证，适用于K型以及最大红外温度为1500°F (815°C) 

所有规格和价格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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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溯源至 
NIST
EXTECH不遗余力地为客户提供精密度有保障的测试和测量设备，满足他

们的工作需求。

Extech是为数不多的、具有NIST(国家标准与技术

研究所 — 美国商务部下属机构)可追溯校准证书

测量仪表的供应商之一。此证书可确保自采用、

实施可追溯标准以来，Extech产品不仅性能极

佳，而且在其各种功能方面还满足或者超过已发

布的规范要求。

校准增添价值

校准您的预期

我们内部校准实验室将提供各种校准和服务，其专为满足客户需求而设立。我们的校准实验室

符合所有相关业内指导方针要求，确保保持高质量标准。NIST校准由技术娴熟的技术人员严格

根据ISO-9001指导方针和程序要求而执行。我们的校准设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些设备不仅

会定期接受测试，以保持最佳性能；同时还将持续升级。

Extech是发烧友 
的好帮手

发烧友培训
知名安全专家Joe Grand在全球各地举办的广

受欢迎的“硬件改装与逆向工程实践”课程中

采用Extech EX410数字万用表作为标准设备。

EEV Blog
Extech万用表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发烧友站点

EEV Blog上的推荐产品。EX330在与其它4
款电表的万用表性能大比拼中一举夺魁，而

EX505在经历一次极端的大峡谷之旅之后安然

无恙。

《Make》杂志
Extech电表、台式电源供应器和内窥镜成为

《Make》杂志上的推荐产品：被用于产品评测

版块并且在节假日和父亲节送礼指南中榜上有

名。Extech的EX330甚至获得“《Make》最佳

产品”的殊荣。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探讨了“家庭实验室”概念，对

采用内置红外测温仪的Extech EX210万用表大

加赞誉。

拥有EXTECH，不只是堆砌，而是创造。不只是编写程序，而是修改程序。 

不只是设计，而是制作。

世界各地的新一代电子发烧友正在探索电子硬件、编程和3D印刷制作。 
这股潮流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家庭、学校，从HackerSpace、 
MakerSpace、 TechShop(科技作坊)和FabLab(创造实验室)的兴起可见一斑。

创造者们通过Arduino和Raspberry Pi之类简单却不失深邃的平台创造电子设

备，解决各种大大小小的挑战。Extech以在发烧友文化中起重要作用而深感自

豪。一探究竟：

电子发烧友的理想之选Extech可满足发烧友的

所有测试设备需求：

万用表、LCR测定仪、

示波器、红外测温仪、

电压/电流校正器、电源

供应器、直流钳形表、

线路试验器、内窥镜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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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ch即将迎来45周年华诞，我们近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不禁涌现在脑海中。我们为您提供顺利解决问题所需的工具，并且因给您的 

世界带来精彩而引以为豪。我们深知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并控制成本是您每天都要面临的挑战。

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实惠的价格提供具有独特功能的产品，我们之所以取得辉煌发展，是因为我们时刻关心您的应用需求并致力于不断 

向像您一样的专业人士提供品质出众、富有创造力的产品。

我们通过提供顶级品质的工具，品类齐全的产品和积极主动的客户支持努力赢取您的信任，以便您始终能够使用Extech仪表信心满满地

开展工作。

我们每天都关心“今天您需要测量什么？”的问题，因为测试和测量是我们始终不懈追求的事业。无论您的测量需求来自生产车间、电气或

HVAC部门，还是安全部门和测试实验室，我们总能为您提供解决问题所需的检测设备。

Arpineh Mullaney 

FLIR Systems旗下公司 

Extech Instruments销售副总裁

FLIR中国公司总部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咨询热线：400-683-1958

总机：021-51697628

邮箱：info@flir.cn 扫一扫
关注“菲力尔”官方微信

扫一扫
访问FLIR京东官方旗舰店

扫一扫
访问FLIR天猫官方旗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