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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9-20和3169-21钳式电力计可实现单机测量单相至3相4线电路。此外可以测

量诸如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素和累积值等标准参数,这些钳式电力计可以

在执行测量要求的同时实现电力管理,节能测量以及谐波测量。这两款新型的

电力计支持PC卡,同时装配了RS-232C接口以连接计算机。此外,由于数据处理

速度很快,它可以仅测量几个周期的电力,便对设备进行更详细有效的节能测

量。3169-20和3169-21是严格控制节能管理和对策的理想选择。

3169-20,3169-21钳式电力计
电力测量仪器

■最多可同时测量两个3相3线回路

    (显示三线的电压和电流),

    或四个单相2线回路

■0.5A~5000A宽量程

■体积小,重量轻

■PC卡数据存储

■每一波形的电力记录

■同时记录电量值与谐波

■9625电力测量支持软件

全新电能测试,您的节能好帮手!
节能/ISO14001测试/设备诊断/谐波测量等,一台仪器可同时做到！

可测直径达254mm的电力线

最大AC 5000A

9667
可弯曲钳式传感器

HIOKI公司概述,新的产品,环保举措和其他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得到。

上图说明3169-21与9661和9669钳式电流传感器(选件)相结合测量两个系统。

同时,3169-20/21可与最大额定电流为5000A的钳式电流传感器配合使用。

    选件

9660        钳式电流传感器(AC 100A)

9661        钳式电流传感器(AC 500A)

9667        可弯曲式钳式传感器(AC 5000A)

9669        钳式电流传感器(AC 1000A)

9694        钳式传感器(AC 5A)

9290-10     电流钳转换器(AC 1500A)

9440        连接电缆(用于外部I/O)

9612        RS-232C电缆(用于连接PC)

9442        打印机

9443        AC电源适配器(用于9442)

9721        RS-232C电缆(用于连接9442)

1196        记录纸(25m/10卷,用于9442)

9720        携带包

9625        电力测量支持软件

9626        PC卡32M

9627        PC卡64M

9726        PC卡128M

9727        PC卡256M

9728        PC卡512M

     组合举例

单相2线回路(一个回路):              3169-20+9660(100A)×1+9627(64MB)

单相3线回路

(一个回路/两个单相2线回路):      3169-20+9660(100A)×2+9627(64MB)

3相3线回路(一个回路):                3169-20+9661(500A)×2+9627(64MB)

3相3线回路

(两个回路/四个单相2线回路):      3169-20+9661(500A)×4+9627(64MB)

3相4线回路(一个回路):                3169-20+9661(500A)×3+9627(64MB)

仅使用3169-20,3169-21钳式电力计,不能测量电流和电压。

在测量前,请确认同时购买了某一钳式电流传感器(9694,9660,9661,9667

或9669) (另外购买)。

使用HIOKI专用PC卡(9626,9627,9726,9727或9728)。

其它厂家生产的PC卡不能与之兼容,您无法在此类卡上存储或读取数据。

3169-20 钳式电力计
(提供9438-03电压线,电源线(1),接地适配器(3P到2P)(1))

3169-21 (带D/A输出)钳式电力计
(提供9438-03电压线,9441连接电缆,电源线(1),接地适配器(3P到2P)(1))

附件规格

9438-03   电压线 (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各一根,线长:3m)

9441      连接电缆 (D/A输出电缆,供3169-21用)

最大1500 A AC (持续: 1000 A)
可测导体直径: 
排线: Ф55mm,宽80mm
CT比率: 10∶1
*可以使用9660和9661钳式电流传感器扩大测量量程

9440 连接线缆

用于外部I/O

线长:2m

9441 连接线缆

用于D/A输出

(供3169-21用)

线长:2m

9290-10 电流钳转换器

线长: 3m

9720 携带箱

存放3169-20/21和诸如钳式电流传感器

等附件的软箱包

尺寸及重量:约445W×340H×150Dmm，

                   约2.2kg

HIOKI专用PC卡(9626、9627、9726、

9727或9728)

9626~9728 PC卡

■选件技术参数
9442 打印机

打印方法:热敏逐行打印    

纸张宽度:112mm

打印速度:52.5cps

电源:9443 AC 适配器,或提供的镍氢电池 

(在充足电后使用9443,约可打印3000行)

尺寸与重量:约160W×66.5H×170Dmm，     

                   约580g

在购买9442打印机时，请同时购买9721 RS-232C接口线缆和9443适

配器，这样您才可以将其连接到3169-20/21上。

9721 RS-232C接口 9443 AC适配器

用于连接
9442:1.5m

适用于9442 

图为9443-03

2004

httP://www.1718power.cn

电能质量分析仪3169-20样本 网址:http://www.1718pow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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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只有A5尺寸大小
3169-20和3169-21更紧凑的设计特点,更容易携带并且方便在拥挤

的空间里使用,它大约比以前的3166钳式电力计体积减小30%。

■兼容多种语言
有六种语言可以选择。 

■使用矢量图可发现不正确的连接
使用连接确认屏上的矢量显示来检查相位,连接是否有松动,或者是

钳式电流传感器连接在测量VT(PT)/CT终端期间是否有反向。

■理想的电力和谐波管理
这台电力计装备了支持测量3相输电线的谐波测量功能。 它们也能

同时测量谐波和电量值,实现电力和谐波的管理。

■高速D/A输出
3169-21装备了4个通道的高速度D/A输出,使每一波形都能够输出

RMS值。

■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方法来显示和测量极性
当测量功率因素或无功功率时,设备为检查LAG/LEAD装备了一个极

性显示。此外,您还可以选择无功功率测量方法,或者为RMS值和相对

功率测量显示相位因素。

为节能提供新的测量方法
所有功能结合在轻便的A5尺寸中

3169-21钳式电力计(显示D/A输出)使用9661钳式电流传感器(选件)实例

同时测量3相3线2回路。   

此外,您可以为每个电路选择更合适您测量

需要的钳式电流传感器。

9661
钳式电流传感器(500A AC) (选件)

9669
钳式电流传感器(1000A AC) (选件) 

多种信号和节能
数据同时记录

9438-03电压线(提供4个夹子)

特点

■最大测量四个回路的电力线(在通常的电压下)
单机就能测量四回路(单相2线)、二回路(3相3线), 或单回路(3相4线)。

■多种测量功能
3169-20/21可以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功率(有功/无功/视在)、累积功

率、功率因素和频率。此外,在使用3相3线(3P3W2M)设置时,您只需

测量三线中的两线,就可以显示所有三条线路的电压和电流。在使用

3相4线(3P4W4I)设置时,用4电流测量,可以显示中线电流。

■支持每一波形至高速数据的存储
使用标准模式运行累积功率测量时,您能储存间隔为一秒的数据;同

时测量电量和谐波时,时间间隔最小为一分钟。 使用快速的模式时,

您能存储每个波形的RMS数据。

■PC卡可以做为额外的存储器与内部硬件配合使用
此电力计支持PC卡。与内存(1MB)相结合,能够进行长期和详细的参

数测量。

■宽量程0.5A~5000A
这台电力计提供四种类型的钳式电流传感器,能够适合测量多种项

目,从 CT 终端到粗直径的大电流输电线。

允许每个波形以0.1,0.2,或0.5

秒的间隔将高速数据存储到

PC卡上。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kW

18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kW

180.00kW

120.00kW

240.00kW

360.00kW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75.000kW

150.00kW

225.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750.00kW

1.5000MW

2.2500MW

1.5000MW

3.0000MW

4.5000MW

3.0000MW

6.0000MW

9.0000M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MW

1.8000MW

75.000W

150.00W

225.00W

150.00W

300.00W

450.00W

300.00W

600.00W

900.00W

150.00W

300.00W

450.00W

300.00W

600.00W

900.00W

600.00W

1.2000kW

1.8000kW

750.00W

1.5000kW

2.25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kW

18.000kW

7.5000kW

15.000kW

22.5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kW

180.00kW

75.000kW

150.00kW

225.00kW

150.00kW

3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150.00V

300.00V

600.00V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150.00V

300.00V

600.00V

150.00V

300.00V

600.00V

电流

电压 连接

电流
电压

9669钳式传感器

100.00A         200.00A         1.0000kA

9667可弯曲钳式传感器

500.00A                 5.0000kA

9694钳式传感器
(CATⅢ 300V)

9661钳式传感器

9660钳式传感器
(CATⅢ 300V)

500.00mA                1.0000A                 5.0000A                 10.000A                50.000A                100.00A                 500.00A

注释1: 量程结构表显示每个测量量程的满量程值。
注释2: 在表中,为了显示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测量量程"单位 W" 已被"VA" 或 "var"所替换。
注释3: 电压和电流的输入值少于测量量程的0.4%,将显示为"零"。当输电线的电压或电流显示为零时,电力值也显示为零。
注释4: 您可以显示每个测量量程的 130%的测量值。

信号名称

暂停/开始输入

占空

状态输出

数据存储输入

GND

量程结构表

外部外部I/OI/O端口插头的配置端口插头的配置

光滑的设计工艺

使用9440连接线
连接到外部装置

插头
1

2

3

4

5

D/AD/A输出端口插头的配置输出端口插头的配置

插头

1

2

3

4

5~8

信号名称

D/A输出通道1

D/A输出通道2

D/A输出通道3

D/A输出通道4

GND

使用9441连接电缆连接到外部装置。
(输出阻抗:100Ω)

对比度调整

按键锁开关

电源输入

电源开关

D/A输出端口

外部I/O端口

RS-232口

PC卡槽

钳式电力计的最新产品!

图片显示的是带D/A输出的3169-21 电压(9438-03电压线)输入端口 电流(钳式传感器)输入端口

连接
电流

电压 连接

电能质量分析仪3169-cn样本 网址:http://www.1718power.cn电能质量分析仪3169-cn样本 网址:http://www.1718power.cn电能质量分析仪3169-20样本 网址:http://www.1718power.cn

北京金三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10-82573333



1 2

■本机只有A5尺寸大小
3169-20和3169-21更紧凑的设计特点,更容易携带并且方便在拥挤

的空间里使用,它大约比以前的3166钳式电力计体积减小30%。

■兼容多种语言
有六种语言可以选择。 

■使用矢量图可发现不正确的连接
使用连接确认屏上的矢量显示来检查相位,连接是否有松动,或者是

钳式电流传感器连接在测量VT(PT)/CT终端期间是否有反向。

■理想的电力和谐波管理
这台电力计装备了支持测量3相输电线的谐波测量功能。 它们也能

同时测量谐波和电量值,实现电力和谐波的管理。

■高速D/A输出
3169-21装备了4个通道的高速度D/A输出,使每一波形都能够输出

RMS值。

■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方法来显示和测量极性
当测量功率因素或无功功率时,设备为检查LAG/LEAD装备了一个极

性显示。此外,您还可以选择无功功率测量方法,或者为RMS值和相对

功率测量显示相位因素。

为节能提供新的测量方法
所有功能结合在轻便的A5尺寸中

3169-21钳式电力计(显示D/A输出)使用9661钳式电流传感器(选件)实例

同时测量3相3线2回路。   

此外,您可以为每个电路选择更合适您测量

需要的钳式电流传感器。

9661
钳式电流传感器(500A AC) (选件)

9669
钳式电流传感器(1000A AC) (选件) 

多种信号和节能
数据同时记录

9438-03电压线(提供4个夹子)

特点

■最大测量四个回路的电力线(在通常的电压下)
单机就能测量四回路(单相2线)、二回路(3相3线), 或单回路(3相4线)。

■多种测量功能
3169-20/21可以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功率(有功/无功/视在)、累积功

率、功率因素和频率。此外,在使用3相3线(3P3W2M)设置时,您只需

测量三线中的两线,就可以显示所有三条线路的电压和电流。在使用

3相4线(3P4W4I)设置时,用4电流测量,可以显示中线电流。

■支持每一波形至高速数据的存储
使用标准模式运行累积功率测量时,您能储存间隔为一秒的数据;同

时测量电量和谐波时,时间间隔最小为一分钟。 使用快速的模式时,

您能存储每个波形的RMS数据。

■PC卡可以做为额外的存储器与内部硬件配合使用
此电力计支持PC卡。与内存(1MB)相结合,能够进行长期和详细的参

数测量。

■宽量程0.5A~5000A
这台电力计提供四种类型的钳式电流传感器,能够适合测量多种项

目,从 CT 终端到粗直径的大电流输电线。

允许每个波形以0.1,0.2,或0.5

秒的间隔将高速数据存储到

PC卡上。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kW

18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kW

180.00kW

120.00kW

240.00kW

360.00kW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75.000kW

150.00kW

225.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750.00kW

1.5000MW

2.2500MW

1.5000MW

3.0000MW

4.5000MW

3.0000MW

6.0000MW

9.0000M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MW

1.8000MW

75.000W

150.00W

225.00W

150.00W

300.00W

450.00W

300.00W

600.00W

900.00W

150.00W

300.00W

450.00W

300.00W

600.00W

900.00W

600.00W

1.2000kW

1.8000kW

750.00W

1.5000kW

2.25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kW

18.000kW

7.5000kW

15.000kW

22.5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15.000kW

30.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60.000kW

120.00kW

180.00kW

75.000kW

150.00kW

225.00kW

150.00kW

30.00kW

450.00kW

300.00kW

600.00kW

900.00kW

150.00V

300.00V

600.00V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单相2线
单相3线

3相3线
3相4线

150.00V

300.00V

600.00V

150.00V

300.00V

600.00V

电流

电压 连接

电流
电压

9669钳式传感器

100.00A         200.00A         1.0000kA

9667可弯曲钳式传感器

500.00A                 5.0000kA

9694钳式传感器
(CATⅢ 300V)

9661钳式传感器

9660钳式传感器
(CATⅢ 300V)

500.00mA                1.0000A                 5.0000A                 10.000A                50.000A                100.00A                 500.00A

注释1: 量程结构表显示每个测量量程的满量程值。
注释2: 在表中,为了显示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测量量程"单位 W" 已被"VA" 或 "var"所替换。
注释3: 电压和电流的输入值少于测量量程的0.4%,将显示为"零"。当输电线的电压或电流显示为零时,电力值也显示为零。
注释4: 您可以显示每个测量量程的 130%的测量值。

信号名称

暂停/开始输入

占空

状态输出

数据存储输入

GND

量程结构表

外部外部I/OI/O端口插头的配置端口插头的配置

光滑的设计工艺

使用9440连接线
连接到外部装置

插头
1

2

3

4

5

D/AD/A输出端口插头的配置输出端口插头的配置

插头

1

2

3

4

5~8

信号名称

D/A输出通道1

D/A输出通道2

D/A输出通道3

D/A输出通道4

GND

使用9441连接电缆连接到外部装置。
(输出阻抗:100Ω)

对比度调整

按键锁开关

电源输入

电源开关

D/A输出端口

外部I/O端口

RS-232口

PC卡槽

钳式电力计的最新产品!

图片显示的是带D/A输出的3169-21 电压(9438-03电压线)输入端口 电流(钳式传感器)输入端口

连接
电流

电压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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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为用电设备提供可靠的测量！
通过安全的连接·简单的测量·详细的数据，来发现您的潜在电力浪费

从多回路·详细数据·谐波数据等，获取想要的信息

    电力和谐波同时管理
您只需使用一台仪器就能够同时测量电力和谐波数据。
所有已获得的数据存储在一张PC卡上。
而且,电力数据(包括电量数据)和谐波数据可以同时被存储在PC卡或者设

备内存中。此外,当测量多路电路时,可以存储所有被测试系统的数据。

两款新性仪器中的每一款都能为电力和谐波质量提供一个管理系统。

    夹粗的电力线有困难吗？
使用9667可弯曲式钳式传感器,您可以测量达到5000A AC的电力
线,并且可测导体直径达到245mm
9667可弯曲式钳式传感器最大的特点是可测量5000A AC相位特性较好的电

力线,而且可测导体直径达到254mm,您可以使用它来测量那些从前很难测

量的大电流工厂干线。

    同时测量多个回路
单个仪器就可以测量两个3相3线回路。此外,您还可以使用独立的
钳式电流传感器并对每个回路的电流量程进行设置。
此外,在正常的电压下可以同时实现最多至4个回路的测量(单相2线),您可

以为每个回路设置独立的电流量程。为大、小负荷设定最适当的电流范围让

您获得更精确的测量。

范围: AC 500A/5000A

供电电源: 4*AAA碱性电池 (LR03)

(连续使用: 一个星期或更长)或9445 

AC 适配器

最多可测量4个
单相2线回路

最多可测量2个
3相3线回路

使用
9661钳式
电流传感器来
测量单个回路

使用9669钳式电流传感器
来测量2个回路

¿254mm(10.0II

 
)

    如何测量对测量精度是至关重要的
查看连接状态所附加的矢量显示,完成测量所必需的准备。
您曾经经历过不正确的测量结果吗?

导致不正确的数据最通常的因素是错误的连接。通过3169-20/21您能使用矢

量显示检查相位,是否是钳式传感器连接松了,还是钳式传感器连接被颠倒

了。同时,在测量VT(PT)/CT终端机时,即使您看不见正在测量的线路,您也可

以确保恰当的连接。

    快速捕获设备数据
通过连续处理来测量每一波形,您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精确测量数

据。
使用所需得测量方法不间断地测量每一波形的电压,电流和功率,使您在一

秒或者更少的时间里得到精确的数据。此外,您也能记录最大值,最小值和

平均值。

    与其他装置同时测量
使用外部的I/O功能,您还可以获得更详细的节能测量。
除了通过外部输入控制测量的开始/停止,您还可以使用此项功能向3169-

20/21输出测量的开始/停止信号。而且在使用多台仪器进行开始控制和多通

道记录时,可以实现各种参数的同时测量,这对设备也是非常重要的。

检查在矢量显示
上的连接

正确、可靠的结果

基本的设定不间断显示,使您更信赖测量。
在测量的时候,除了显示每个回路电压和电流的量程、VT(PT)和CT比率,设

备还能显示诸如测量间隔等其他项。 因为一直可以看见基本的设定,您可以

更有信心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同时控制来自
仪器的信号

精确的控制 同步运作 同步管理

存储记录仪3169-203169-20

大内存容纳每一波形的电力和谐波数据。支持在PC机上执行的节能测量。

经过详细的测量使节能更具灵活性!
能减少"1%"的能源消耗! 为什么不试着分析您的节能测量值?

    利用个别波形测量，能分辨出很小量的电力浪费
3169-20/21能帮助您成为聪明的节能专家

两款仪器都能通过记录每个波形的真有效值来测量电力数据。

通过测量及其周期的几秒钟，或改变设备的运行参数，您就能通过短时间比

较和从数字上查看变化掌握电力波动情况。只需对工作环境进行简单的改善，

就可获得非常好的节能效果。

    提高节能操作并有效利用能源的设备
为什么不试着去使用3169-21改良您的节能措施?

使用3169-21的D/A输出(4ch)功能,您能将仪器的多种测量和控制信号,例如

功率波形曲线和对应每一温度/流量波形,同时存储在HIOKI存储记录仪或log-

ger上。

通过对变频马达运作部件或温度设定的改变来稍微降低功率消耗,等于有

效的节能。
3169-20/21使您能看到很难单独从数字数据决定的变化。

精确的记录瞬间的
电力波动等等

同时记录功率累积

    PC卡片保存长期测量的详细内容!
为什么不试试一个比较短的数据管理间隔?

使用3169-20/21,您可以将数据记录的间隔设置成1分钟。如果您不确定该如

何着手进行节能,您可以使用一个大容量的PC卡存储测量细节,然后使用这

些数据来产生一个负载变动曲线图并且加以分析,这可以帮助您减少浪费

的耗电量。

此外,由于您能存储多种数据,包括同时记录电力和谐波数据,波形数据存

储并在屏幕上显示,这二款新型的仪器可帮助您储存测量细节。

 间隔                     1P2W×4                 1P3W×2              3P3W2M×2         3P3W3M,3P4W
 1分钟                  22天(18小时)     20天(20小时)  18天(15小时)   31天(23小时)
 2分钟                  45天(37小时)     40天(40小时)  37天(30小时)   62天(47小时)
 5分钟               114天(93小时) 102天(101小时)      94天(76小时)  156天(119小时)
10分钟               229天(7天)     204天(8天)      188天(6天)        313天(9天)
15分钟               344天(11天)        307天(12天)     282天(9天)    365天(14天)
30分钟               365天(23天)        365天(25天)      365天(19天)   365天(29天)

测量条件: 在使用PC卡时(64 MB),1分钟记录间隔

测量条件: 在使用一般测量保存所有的项目时,括号里的天数表示正常的
测量 +谐波测量,最大的测量周期为一年

一般测量(仅保存平
均、综合、需量值)

一般测量
(保存所有项目)

一般测量+谐波测量
(保存所有项目)

  42天           53天            50天                 85天

  22天           20天            18天                 31天

18小时       20小时        15小时            23小时

数据存储  1P2W×4     1P3W×2      3P3W2M×2      3P3W3M,3P4W

在使用
64 MB PC卡时

    负载不平衡是节能的大敌。 
    仔细管理电力线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平衡的3相负载会造成输电线的损坏。 

3169-20/21即使在仅测量二根线路(3P3W2M)时，也能显示所有的三根线的

电压和电流，以提供详细的测量管理。此外 ,因为当测量所有的三线  

(3P3W3M)电压和电流时，每相有效功率都显示在框线的中心,此设备也能用

来进行节能测量和电力系统管理。

    谐波造成的电力浪费
您认为谐波和节能活动无关吗?

由于使用半导体控制装置(如变频器)在设备中的广泛应用,电力质量有所

降低。而且,在谐波中消耗功率完全是浪费的功率。 

谐波的控制和管理对节能来说是必要的。

    多回路谐波测量发现谐波产生原因
如果制造设备发生故障,如果重复生产有缺陷的产品,就造成电力的浪费。

如果您认为谐波正在引起故障,您可以用多回路测量来同时测量每一电路

的谐波,来得到连同电流的方向在内的每一相位谐波发生的详细情况。使用

3169-20/21,您能同时通过分析同时得到的数据,来正确的判断在输电线之

间的谐波流入和流出之间的关系,然後基于所发生情况的原因的设计出节

能措施。

当测量3P3W2M系统的时候:

显示每根线之间的电压/

电流的差和平均值。

当用3P3W3M系统测量

的时候:

显示每相和三相的有效

功率值并显示所有三线

的电压和电流

您可以通过改变通道很容易地检查各个线路的谐波

谐波的电流方向是明显的

畸变的程度明显地

显示在电压/电流中

结果可使用诸如Excel等软件进行简便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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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为用电设备提供可靠的测量！
通过安全的连接·简单的测量·详细的数据，来发现您的潜在电力浪费

从多回路·详细数据·谐波数据等，获取想要的信息

    电力和谐波同时管理
您只需使用一台仪器就能够同时测量电力和谐波数据。
所有已获得的数据存储在一张PC卡上。
而且,电力数据(包括电量数据)和谐波数据可以同时被存储在PC卡或者设

备内存中。此外,当测量多路电路时,可以存储所有被测试系统的数据。

两款新性仪器中的每一款都能为电力和谐波质量提供一个管理系统。

    夹粗的电力线有困难吗？
使用9667可弯曲式钳式传感器,您可以测量达到5000A AC的电力
线,并且可测导体直径达到245mm
9667可弯曲式钳式传感器最大的特点是可测量5000A AC相位特性较好的电

力线,而且可测导体直径达到254mm,您可以使用它来测量那些从前很难测

量的大电流工厂干线。

    同时测量多个回路
单个仪器就可以测量两个3相3线回路。此外,您还可以使用独立的
钳式电流传感器并对每个回路的电流量程进行设置。
此外,在正常的电压下可以同时实现最多至4个回路的测量(单相2线),您可

以为每个回路设置独立的电流量程。为大、小负荷设定最适当的电流范围让

您获得更精确的测量。

范围: AC 500A/5000A

供电电源: 4*AAA碱性电池 (LR03)

(连续使用: 一个星期或更长)或9445 

AC 适配器

最多可测量4个
单相2线回路

最多可测量2个
3相3线回路

使用
9661钳式
电流传感器来
测量单个回路

使用9669钳式电流传感器
来测量2个回路

¿254mm(10.0II

 
)

    如何测量对测量精度是至关重要的
查看连接状态所附加的矢量显示,完成测量所必需的准备。
您曾经经历过不正确的测量结果吗?

导致不正确的数据最通常的因素是错误的连接。通过3169-20/21您能使用矢

量显示检查相位,是否是钳式传感器连接松了,还是钳式传感器连接被颠倒

了。同时,在测量VT(PT)/CT终端机时,即使您看不见正在测量的线路,您也可

以确保恰当的连接。

    快速捕获设备数据
通过连续处理来测量每一波形,您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精确测量数

据。
使用所需得测量方法不间断地测量每一波形的电压,电流和功率,使您在一

秒或者更少的时间里得到精确的数据。此外,您也能记录最大值,最小值和

平均值。

    与其他装置同时测量
使用外部的I/O功能,您还可以获得更详细的节能测量。
除了通过外部输入控制测量的开始/停止,您还可以使用此项功能向3169-

20/21输出测量的开始/停止信号。而且在使用多台仪器进行开始控制和多通

道记录时,可以实现各种参数的同时测量,这对设备也是非常重要的。

检查在矢量显示
上的连接

正确、可靠的结果

基本的设定不间断显示,使您更信赖测量。
在测量的时候,除了显示每个回路电压和电流的量程、VT(PT)和CT比率,设

备还能显示诸如测量间隔等其他项。 因为一直可以看见基本的设定,您可以

更有信心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同时控制来自
仪器的信号

精确的控制 同步运作 同步管理

存储记录仪3169-203169-20

大内存容纳每一波形的电力和谐波数据。支持在PC机上执行的节能测量。

经过详细的测量使节能更具灵活性!
能减少"1%"的能源消耗! 为什么不试着分析您的节能测量值?

    利用个别波形测量，能分辨出很小量的电力浪费
3169-20/21能帮助您成为聪明的节能专家

两款仪器都能通过记录每个波形的真有效值来测量电力数据。

通过测量及其周期的几秒钟，或改变设备的运行参数，您就能通过短时间比

较和从数字上查看变化掌握电力波动情况。只需对工作环境进行简单的改善，

就可获得非常好的节能效果。

    提高节能操作并有效利用能源的设备
为什么不试着去使用3169-21改良您的节能措施?

使用3169-21的D/A输出(4ch)功能,您能将仪器的多种测量和控制信号,例如

功率波形曲线和对应每一温度/流量波形,同时存储在HIOKI存储记录仪或log-

ger上。

通过对变频马达运作部件或温度设定的改变来稍微降低功率消耗,等于有

效的节能。
3169-20/21使您能看到很难单独从数字数据决定的变化。

精确的记录瞬间的
电力波动等等

同时记录功率累积

    PC卡片保存长期测量的详细内容!
为什么不试试一个比较短的数据管理间隔?

使用3169-20/21,您可以将数据记录的间隔设置成1分钟。如果您不确定该如

何着手进行节能,您可以使用一个大容量的PC卡存储测量细节,然后使用这

些数据来产生一个负载变动曲线图并且加以分析,这可以帮助您减少浪费

的耗电量。

此外,由于您能存储多种数据,包括同时记录电力和谐波数据,波形数据存

储并在屏幕上显示,这二款新型的仪器可帮助您储存测量细节。

 间隔                     1P2W×4                 1P3W×2              3P3W2M×2         3P3W3M,3P4W
 1分钟                  22天(18小时)     20天(20小时)  18天(15小时)   31天(23小时)
 2分钟                  45天(37小时)     40天(40小时)  37天(30小时)   62天(47小时)
 5分钟               114天(93小时) 102天(101小时)      94天(76小时)  156天(119小时)
10分钟               229天(7天)     204天(8天)      188天(6天)        313天(9天)
15分钟               344天(11天)        307天(12天)     282天(9天)    365天(14天)
30分钟               365天(23天)        365天(25天)      365天(19天)   365天(29天)

测量条件: 在使用PC卡时(64 MB),1分钟记录间隔

测量条件: 在使用一般测量保存所有的项目时,括号里的天数表示正常的
测量 +谐波测量,最大的测量周期为一年

一般测量(仅保存平
均、综合、需量值)

一般测量
(保存所有项目)

一般测量+谐波测量
(保存所有项目)

  42天           53天            50天                 85天

  22天           20天            18天                 31天

18小时       20小时        15小时            23小时

数据存储  1P2W×4     1P3W×2      3P3W2M×2      3P3W3M,3P4W

在使用
64 MB PC卡时

    负载不平衡是节能的大敌。 
    仔细管理电力线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平衡的3相负载会造成输电线的损坏。 

3169-20/21即使在仅测量二根线路(3P3W2M)时，也能显示所有的三根线的

电压和电流，以提供详细的测量管理。此外 ,因为当测量所有的三线  

(3P3W3M)电压和电流时，每相有效功率都显示在框线的中心,此设备也能用

来进行节能测量和电力系统管理。

    谐波造成的电力浪费
您认为谐波和节能活动无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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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使用诸如Excel等软件进行简便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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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5 电力测量支持软件
便于对从3169-20/21传输到PC的数据进行图表处理！

9625电力测量支持软件的应用,使3169-20/21和3166钳式电力计所保存的数据,能够在PC上进行
图表处理。

电力数据
&谐波数据

电力数据&谐波数据

9625能同时处理电力和
谐波测量数据

3169-20/21

3166

■时间系列图表显示功能
测量数据能以时间系列图显示。不同系列测量的需量数据可以重叠

在此显示上。

■显示功能概要
测量数据能以目录的形式显示

■日、周和月报告显示功能
可以显示电量数据的日、周和月报告

■打印功能
每个屏幕都可打印。

■谐波分析功能
以图形,列表或波形的形式显示谐波测量数据。(而且,3166捕捉的

谐波测量数据也兼容。)

特点

显示与打印诸如图表和电子表格目录这样的各种屏幕简单方便

步骤1.调用测量数据

一次最多可从3169-20/21或3166调用16组数据。测量数值和波形数据自动辨认
并显示。
1. 调用及删除数据,改变数据名称都很容易实现。
2. 多组测量数据可在一个文件上进行调用和管理。

步骤2.选择显示(屏幕)类型

可在时间系列图、概要,日、周和月报告,谐波列表,谐波

图,谐波波形或设置。

步骤3.选择显示条目(可2轴显示)

1. 选择显示数据条目(最多16条)。对于图表显示,
    可以选择图表类型(曲线或柱状图)
2. 进入数据显示细节。(数据条目名称,电平等等)

步骤4.设置起始/停止时间和显示数据间隔

1. 设置数据显示周期。(起始/停止时间和数据间隔)
         ● 通过滚动可很容易的改变显示周期。

■ 显示图可以设置到指定的起始/停止时间和数据间隔。可

    显示谐波时间系列图。

快捷功能

(1) 横(时间)轴可以滚动到所需范围

(2) 纵轴的上限和下限(测量值)易于设置和改变。

      *图表形式(曲线,柱形或堆积柱形),可设置颜色和上下限的详细数值。

(3) 任何想要的数字值都能在图表上通过光标移动来确认

     与显示。

(4) 显示可在2D与3D图表之间切换。

概要
■ 以指定的数据间隔显示指定起始/停止之间的数值概要。

快捷功能

(1) 概要除显示期间内测量值外,还显示期间,最大值,最小值

     和平均值。

(2) 测量数据名称和测量单位可在概要中编辑

日、周和月报告显示
■ 显示包含日、周和月报告全部数值的概要

快捷功能

(1) 时间轴易于改变

(2) 每个时间周期的测量数据的总时间

     范围最多可以归纳为4部分。

谐波时间系列显示
■显示时间系列图时,将纵轴选为谐波条目就可以显示谐波的

     时间系列图

快捷功能

(1) 使用2轴显示,最多可同时显示32个图。

     对一个电路测量,最多32次可以成图。使用多个仪器,可以比

     较时间系列的谐波。

(2) 通过图表上的光标,可确认任何所需要的按时间排列的详细

     情况。

谐波列表显示
■ 将选定条目以列表形式显示谐波数据

谐波图显示
■ 将选定条目以柱形图形式显示谐波数据

谐波波形显示
■ 在谐波数据基础上显示电压和电流波形

时间系列图显示功能(可两轴显示)

谐波显示功能 3169-20/21和3166所测量谐波能以各种途径显示

显示功能概要

查看详细列表 柱状图查看谐波趋势 查看波形确认畸变条件

同时显示多次谐波,可看出
谐波变化!
同时显示多个仪器的数据,
可看出电流系列的谐波!

上/下限
设置滑标

光标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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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参数

■功能参数

■基本参数 ■显示技术参数

■测量技术参数
[累积测量]

测量范围

                    

无功功率 

测量显示

 

[谐波测量]

测量范围

测量方法 

分析次数

视窗宽度

视窗类型

分 析 率

分析项目

真有效值法

在使用3相3线或3相4线系统时可以测量3条电压线和3或4条电流线

3相3线(3P3W3M设置)可以显示相位功率值

消耗量: 无标志,更新: “-”

ON: 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方法直接测量无功功率

OFF: 从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值中推算出无功功率

lag相位(LAG电流比电压慢): 无标志

lead相位(LEAD电流比电压快): “-”

(无功功率测量法“开”)

无极性

 -1.0000(lead)~0.0000~1.0000(lag)

lag相位(LAG电流比电压慢): 无标志

lead相位(LEAD电流比电压快): “-”

40.000~70.000Hz

在量程的10~110%之内(正弦波输入)

电压U1

有功功率: 0.00000mWh ~ 99999.9GWh消耗量

                -0.00000mWh ~ -99999.9GWh再生

无功功率: 0.00000mvarh ~ 99999.9Gvarh lag

                -0.00000mvarh ~ -99999.9 Gvarh lead

有功功率: 分别显示消耗量和再生

无功功率: 分别显示lag和lead 

基波频率: 45~66Hz

同步的PLL 

可达40次

一个周期(数据点分析数量: 128点)

矩形

1/16周期

谐波电平: 每次谐波的电压、电流、功率电平

谐波含量百分比: 每次谐波的电压、电流、功率百分比

谐波相位角: 每次谐波的电压、电流、功率相位角

总值: 40次谐波的电压、电流、功率总值

总谐波变形因素: 电压或电流(THD-F或THD-R)

[电压、电流测量]

测量方法

测量显示

[有功功率测量]

测量显示

极性显示

[无功功率测量]

使用无功功率测量

                  

极性显示

          

         

[视在功率测量]

极性显示

[功率因素测量]

测量量程

极性显示

         

[频率测量]

测量范围

确保安全的输入范围 

测量源

瞬间值显示

平均值显示

最大/最小值显示

累积显示

电量累积显示

(在特殊间隔时的累积值)

                                      

电量值显示
(在特殊间隔时的电量值)

最大电量值显示
(在最大间隔时的平均值)

谐波列表

        

谐波图表

         

波形显示测

测量值放大显示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平均电压、平均电流(每

个系统的平均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平均电压、平均电流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到当前测量的平均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到当前测量的最大/最小值

累积值

有功功率(消耗量/再生)

无功功率(lag/lead)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到当前测量的总功率

累积值

有功功率累积(消耗量/再生)

无功功率累积(lag/lead)

*每一特殊间隔时的功率值(最新值)

有功功率(消耗量),无功功率(lag),功率因素

*每一特殊间隔时的需量值(先前值)

从开始测量到最大电量值发生的时间和日期

列出所测项目的指定谐波(数字值)。

(包括总值和总谐波变形因素(THD-F或THD-R))

所测特定谐波项目的柱型图或矢量图

(光标测量、更新放大率,使用线性/LOG轴线选择功能)

电压和电流波形(有放大更新功能)

选择并可将即时值最多放大5个项目显示

单相2线,单相3线,3相3线,3相4线系统(50/60Hz)

单相: 1P2W ⋯⋯⋯⋯⋯⋯⋯⋯⋯⋯⋯⋯⋯⋯⋯ 4系统

         1P3W ⋯⋯⋯⋯⋯⋯⋯⋯⋯⋯⋯⋯⋯⋯⋯ 2系统

3相:   3P3W2M (测量2线的电压和电流) ⋯⋯⋯⋯⋯ 2系统

         3P3W3M (测量3线的电压和电流) ⋯⋯⋯⋯⋯ 1系统       

         3P4W (测量3线的电压和电流) ⋯⋯⋯⋯⋯⋯ 1系统

         3P4W4I(测量3线的电压和4线路的电流) ⋯⋯⋯ 1系统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累积值、频率、谐波

电压、电流、有功功率量程,详见在第2页上量程结构表

同时对电压、电流数字取样,同步的PLL或者固定时钟(50/60Hz)

电压: 隔离输入

电流: 使用钳式电流传感隔离输入

在5~110%的范围内

电压和电流: 在量程的0.4~130%之内(小于0.4 的以零代替)

功           率: 在量程的0~130%之内(当电压或电流为零以零代替)

谐 波 电 平: 在量程的0~130%之内

5.7 英尺LCD(320×240像素)有背光

手控的 (可为每个系统设置电流量程)

大概每0.5秒 (除了在使用PC卡处理内部存储或在执行RS-232C通讯时)

电压: 2.0MΩ±10% (差分输入)

电流: 200kΩ±10%

电压输入: 780Vrms AC,峰值: 1103V

电流输入: 1.7Vrms AC,峰值: 2.4V 

电压输入端口: 600Vrms AC(50/60Hz)

电压: 小于2 (满量程输入)

电流: 小于4 (满量程输入,然而在500A,1KA和5KA的量程内小于2)

1MB

测量线路的类型

可测量的数量
(系统使用相同的电压)

项       目

量       程

测量方法

输入方法

有效测量范围

总的显示区域

显示屏

范围开关方式

显示更新率

输入阻抗
(50/60Hz)

最大测量的端口电压 

最大相间电压

峰波因素

内存容量

 3169-20/21的技术参数

[复制功能]

复制到写字板上

[打印功能]

打印显示时间系列图 

打印显示概要

打印谐波显示

打印设置显示

注释输入

打印支持

每个显示都能复制到写字板上

预览并打印时间系列图上的显示内容

预览并打印概要重显示内容

预览并打印谐波扩展表的内容

预览并打印设置显示的内容

文本注释可输入至任何打印输出

操作系统支持任意彩色或单色打印

选择概要中显示的条目

显示指定日、周或月期间报告

以日、周或月报告形式计算负载因素和需量因素,并显示结果

最多可指定4当时间量程,并且将每个独立时间量程的数据汇总

显示指定时间的波形数据

显示指定时间的谐波数据列表

显示指定时间内谐波数据的柱状图

通过波形和柱状图显示光标所在处的值

显示设置条件的列表

从数据文件中(3169-20/21)调用设置条件

从设置文件中(3166)调用设置条件

[显示功能概要]

显示条目选择

日、周和月报告显示

调用因素计算显示

独立时间量程总结

[谐波显示功能]

波形显示

列表显示

图表显示

光标测量

[设置显示功能]

设置显示

参数值设置

图表类型选择

堆积柱形显示

图线类型&颜色设置

光标测量

数据显示单元设置

显示设置标准值

线型、柱状图、2轴和3尺寸

最多16种数据系列(需量值，需求数量)

可设置每组数据的线型和显示颜色,并可显示在重叠图中

测量值可通过光标显示

可选择单位(m, k, M, G,等等)

最大数据容量

[时间系列图显示功能]

图表显示条目

Y轴上/下限设置

间隔设置

显示周期量程设置

每组数据最大512MB(总合成数据最多1.5GB)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累积值(有功/无功

功率),需量,谐波(电平,电流率,相位角,总值,THD)

图表纵(Y)轴的显示位置可以通过滚动轴或指定值设定

选择每周期,或者0.1、0.2、0.5、1、2、5、10、15或30秒;1、2、5、10、15或30

分;1、2、3、4、6、8或12小时;一天

分析期间可以从全部测量数据期间中指定

(1)数字指定分析起始日期和时间(YMD,HMS)

(2)数字指定分析停止日期和时间(YMD,HMS)

显示测量数据期间(测量起始与停止的日期和时间)

保存数据

关联文件9625

9625

3166

文件扩展名 数据格式

DAT 二进制

当选择一个数据名称调用时,测量时的测试方法和设置条件都会

显示出来。

测量数据和测量条件可以同时管理

显示屏的报告和屏幕复制易于打印。

快捷功能

(1) 打印结果可通过打印预览来确认

(2) 作成报告时,屏幕数据可以复制并粘贴到商用文字处理

     程序中。

设置显示功能 打印功能

调用数据 文件扩展名 数据格式 数据内容

数据文件 CSVCSV 瞬时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累积值, 需量值, 谐波

波形数据文件

短间隔数据文件

WUI 二进制

二进制

二进制

二进制

瞬态波形

BIN

3169-20/21

瞬时值

关联文件 DAT

累积测量数据文件 ITG CSV 瞬时值, 累积值

需量测量数据文件 DEM CSV

CSV

瞬时值, 最大值，最小值，需量值

谐波测量数据文件 HRM 瞬时值, 平均值，最大值

波形数据文件 WUI 瞬太波形

设置文件 SET -

[数据调用/保存功能]

3169-20、3169-21和3166(钳式电力计)

计算机:PC-AT兼容(DOS/V机器)

CPU:奔腾200MHz以上

内存:128MB以上(推荐)

硬盘:128MB以上剩余空间

显示:XGA(1024×768)以上

磁盘驱动:CD-ROM光驱(用于安装)

操作系统:Windows95/98, NT4.0, 2000, Me, 

                XP(英文版本)

                IE4.0以上

支持仪器型号

操作环境

打印预览可在打印前确认打印结果
单击报告打印可作成日、周或月报告

图表复制也是单键操作

9625技术参数

随附媒介 CD-R光盘

电能质量分析仪3169-20样本 网址:http://www.1718power.cn

北京金三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10-8257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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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参数

■功能参数

■基本参数 ■显示技术参数

■测量技术参数
[累积测量]

测量范围

                    

无功功率 

测量显示

 

[谐波测量]

测量范围

测量方法 

分析次数

视窗宽度

视窗类型

分 析 率

分析项目

真有效值法

在使用3相3线或3相4线系统时可以测量3条电压线和3或4条电流线

3相3线(3P3W3M设置)可以显示相位功率值

消耗量: 无标志,更新: “-”

ON: 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方法直接测量无功功率

OFF: 从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值中推算出无功功率

lag相位(LAG电流比电压慢): 无标志

lead相位(LEAD电流比电压快): “-”

(无功功率测量法“开”)

无极性

 -1.0000(lead)~0.0000~1.0000(lag)

lag相位(LAG电流比电压慢): 无标志

lead相位(LEAD电流比电压快): “-”

40.000~70.000Hz

在量程的10~110%之内(正弦波输入)

电压U1

有功功率: 0.00000mWh ~ 99999.9GWh消耗量

                -0.00000mWh ~ -99999.9GWh再生

无功功率: 0.00000mvarh ~ 99999.9Gvarh lag

                -0.00000mvarh ~ -99999.9 Gvarh lead

有功功率: 分别显示消耗量和再生

无功功率: 分别显示lag和lead 

基波频率: 45~66Hz

同步的PLL 

可达40次

一个周期(数据点分析数量: 128点)

矩形

1/16周期

谐波电平: 每次谐波的电压、电流、功率电平

谐波含量百分比: 每次谐波的电压、电流、功率百分比

谐波相位角: 每次谐波的电压、电流、功率相位角

总值: 40次谐波的电压、电流、功率总值

总谐波变形因素: 电压或电流(THD-F或THD-R)

[电压、电流测量]

测量方法

测量显示

[有功功率测量]

测量显示

极性显示

[无功功率测量]

使用无功功率测量

                  

极性显示

          

         

[视在功率测量]

极性显示

[功率因素测量]

测量量程

极性显示

         

[频率测量]

测量范围

确保安全的输入范围 

测量源

瞬间值显示

平均值显示

最大/最小值显示

累积显示

电量累积显示

(在特殊间隔时的累积值)

                                      

电量值显示
(在特殊间隔时的电量值)

最大电量值显示
(在最大间隔时的平均值)

谐波列表

        

谐波图表

         

波形显示测

测量值放大显示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平均电压、平均电流(每

个系统的平均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平均电压、平均电流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到当前测量的平均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到当前测量的最大/最小值

累积值

有功功率(消耗量/再生)

无功功率(lag/lead)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到当前测量的总功率

累积值

有功功率累积(消耗量/再生)

无功功率累积(lag/lead)

*每一特殊间隔时的功率值(最新值)

有功功率(消耗量),无功功率(lag),功率因素

*每一特殊间隔时的需量值(先前值)

从开始测量到最大电量值发生的时间和日期

列出所测项目的指定谐波(数字值)。

(包括总值和总谐波变形因素(THD-F或THD-R))

所测特定谐波项目的柱型图或矢量图

(光标测量、更新放大率,使用线性/LOG轴线选择功能)

电压和电流波形(有放大更新功能)

选择并可将即时值最多放大5个项目显示

单相2线,单相3线,3相3线,3相4线系统(50/60Hz)

单相: 1P2W ⋯⋯⋯⋯⋯⋯⋯⋯⋯⋯⋯⋯⋯⋯⋯ 4系统

         1P3W ⋯⋯⋯⋯⋯⋯⋯⋯⋯⋯⋯⋯⋯⋯⋯ 2系统

3相:   3P3W2M (测量2线的电压和电流) ⋯⋯⋯⋯⋯ 2系统

         3P3W3M (测量3线的电压和电流) ⋯⋯⋯⋯⋯ 1系统       

         3P4W (测量3线的电压和电流) ⋯⋯⋯⋯⋯⋯ 1系统

         3P4W4I(测量3线的电压和4线路的电流) ⋯⋯⋯ 1系统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累积值、频率、谐波

电压、电流、有功功率量程,详见在第2页上量程结构表

同时对电压、电流数字取样,同步的PLL或者固定时钟(50/60Hz)

电压: 隔离输入

电流: 使用钳式电流传感隔离输入

在5~110%的范围内

电压和电流: 在量程的0.4~130%之内(小于0.4 的以零代替)

功           率: 在量程的0~130%之内(当电压或电流为零以零代替)

谐 波 电 平: 在量程的0~130%之内

5.7 英尺LCD(320×240像素)有背光

手控的 (可为每个系统设置电流量程)

大概每0.5秒 (除了在使用PC卡处理内部存储或在执行RS-232C通讯时)

电压: 2.0MΩ±10% (差分输入)

电流: 200kΩ±10%

电压输入: 780Vrms AC,峰值: 1103V

电流输入: 1.7Vrms AC,峰值: 2.4V 

电压输入端口: 600Vrms AC(50/60Hz)

电压: 小于2 (满量程输入)

电流: 小于4 (满量程输入,然而在500A,1KA和5KA的量程内小于2)

1MB

测量线路的类型

可测量的数量
(系统使用相同的电压)

项       目

量       程

测量方法

输入方法

有效测量范围

总的显示区域

显示屏

范围开关方式

显示更新率

输入阻抗
(50/60Hz)

最大测量的端口电压 

最大相间电压

峰波因素

内存容量

 3169-20/21的技术参数

[复制功能]

复制到写字板上

[打印功能]

打印显示时间系列图 

打印显示概要

打印谐波显示

打印设置显示

注释输入

打印支持

每个显示都能复制到写字板上

预览并打印时间系列图上的显示内容

预览并打印概要重显示内容

预览并打印谐波扩展表的内容

预览并打印设置显示的内容

文本注释可输入至任何打印输出

操作系统支持任意彩色或单色打印

选择概要中显示的条目

显示指定日、周或月期间报告

以日、周或月报告形式计算负载因素和需量因素,并显示结果

最多可指定4当时间量程,并且将每个独立时间量程的数据汇总

显示指定时间的波形数据

显示指定时间的谐波数据列表

显示指定时间内谐波数据的柱状图

通过波形和柱状图显示光标所在处的值

显示设置条件的列表

从数据文件中(3169-20/21)调用设置条件

从设置文件中(3166)调用设置条件

[显示功能概要]

显示条目选择

日、周和月报告显示

调用因素计算显示

独立时间量程总结

[谐波显示功能]

波形显示

列表显示

图表显示

光标测量

[设置显示功能]

设置显示

参数值设置

图表类型选择

堆积柱形显示

图线类型&颜色设置

光标测量

数据显示单元设置

显示设置标准值

线型、柱状图、2轴和3尺寸

最多16种数据系列(需量值，需求数量)

可设置每组数据的线型和显示颜色,并可显示在重叠图中

测量值可通过光标显示

可选择单位(m, k, M, G,等等)

最大数据容量

[时间系列图显示功能]

图表显示条目

Y轴上/下限设置

间隔设置

显示周期量程设置

每组数据最大512MB(总合成数据最多1.5GB)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累积值(有功/无功

功率),需量,谐波(电平,电流率,相位角,总值,THD)

图表纵(Y)轴的显示位置可以通过滚动轴或指定值设定

选择每周期,或者0.1、0.2、0.5、1、2、5、10、15或30秒;1、2、5、10、15或30

分;1、2、3、4、6、8或12小时;一天

分析期间可以从全部测量数据期间中指定

(1)数字指定分析起始日期和时间(YMD,HMS)

(2)数字指定分析停止日期和时间(YMD,HMS)

显示测量数据期间(测量起始与停止的日期和时间)

保存数据

关联文件9625

9625

3166

文件扩展名 数据格式

DAT 二进制

当选择一个数据名称调用时,测量时的测试方法和设置条件都会

显示出来。

测量数据和测量条件可以同时管理

显示屏的报告和屏幕复制易于打印。

快捷功能

(1) 打印结果可通过打印预览来确认

(2) 作成报告时,屏幕数据可以复制并粘贴到商用文字处理

     程序中。

设置显示功能 打印功能

调用数据 文件扩展名 数据格式 数据内容

数据文件 CSVCSV 瞬时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累积值, 需量值, 谐波

波形数据文件

短间隔数据文件

WUI 二进制

二进制

二进制

二进制

瞬态波形

BIN

3169-20/21

瞬时值

关联文件 DAT

累积测量数据文件 ITG CSV 瞬时值, 累积值

需量测量数据文件 DEM CSV

CSV

瞬时值, 最大值，最小值，需量值

谐波测量数据文件 HRM 瞬时值, 平均值，最大值

波形数据文件 WUI 瞬太波形

设置文件 SET -

[数据调用/保存功能]

3169-20、3169-21和3166(钳式电力计)

计算机:PC-AT兼容(DOS/V机器)

CPU:奔腾200MHz以上

内存:128MB以上(推荐)

硬盘:128MB以上剩余空间

显示:XGA(1024×768)以上

磁盘驱动:CD-ROM光驱(用于安装)

操作系统:Windows95/98, NT4.0, 2000, Me, 

                XP(英文版本)

                IE4.0以上

支持仪器型号

操作环境

打印预览可在打印前确认打印结果
单击报告打印可作成日、周或月报告

图表复制也是单键操作

9625技术参数

随附媒介 CD-R光盘

电能质量分析仪3169-20样本 网址:http://www.1718power.cn

北京金三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10-8257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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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件技术参数

钳式电流传感器 9667
线长:
传感器电路: 2m
电路连线: 1m

CATⅢ 1000V

外观

初级电流率 AC 500A，5000A

输出电压 AC 500mV f.s.

精度
(45~66Hz)

振幅

相位

±2.0% rdg. ±1.5 mV (输入量程的10%或更大)

±0.3% rdg. ±0.02% f.s. ±0.3% rdg. ±0.02% f.s. ±0.3% rdg. ±0.01% f.s. ±1.0% rdg. ±0.02% f.s.

在±1°内

在±2°内 在±1°内 (90A或更多时±1.3°) 在±0.5°内 在±1°内

频率特性 10Hz~20kHz时在3dB内 (与精度有偏差)
外部磁场影响 5A, 最大7.5A (400A/m AC磁场)

导体位置影响 在±3.0%内

在±0.5%内 在±1.5%内

最大测试电路电压 1000V rms (绝缘导体)

300V rms (绝缘导体) 300V rms (绝缘导体) 600V rms (绝缘导体) 600V rms (绝缘导体)

最大输入(45~66Hz) 10000A持续

50A持续 130A持续 550A持续 1000A持续

可测量的导体直径 小于¿254mm

小于¿15mm 小于¿15mm 小于¿46mm 小于¿55mm,80×20排线

尺寸与重量

供电电源

钳式电流传感器

外观

初级电流率

输出电压

精度
(45~66Hz)

振幅

相位

频率特性

外部磁场影响

导体位置影响

最大测试电路电压

最大输入(45~66Hz)

可测量的导体直径

尺寸与重量

传感器: 910mm长，240g,
电路: 57W×86H×30Dmm,140g

碱性电池(LR03)×4(连续使用168小时)
或9445 AC适配器

9694 9660 9661 9669
线长: 3米 线长: 3米 线长: 3米 线长: 3米

CATⅢ 300V CATⅢ 600V CATⅢ 600V CATⅢ 600V

AC 5A AC 100A AC 500A AC 1000A

AC 10mV/A AC 1mV/A AC 1mV/A AC 0.5mV/A

66Hz~5kHz时在±1.0%内 (与精度有偏差) 66Hz~5kHz时在±2.0%内 (与精度有偏差)

0.1A或更少 (400A/m AC磁场) 1A或更少 (400A/m AC磁场)

46W×135H×21Dmm,
230g

46W×135H×21Dmm,
230g

77W×151H×42Dmm,
360g

99.5W×188H×42Dmm,
590g

视在功率精度  

无功功率精度 

累积量精度

功率因素精度

频率精度

频率特性

温度特性

±1 dgt.从每个测量值得到推算

在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法时,±0.2% rdg. ±0.1% f.s.+ 钳式电流传感器精度

在不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法时,±1dgt.从每个测量值得到推算

±1dgt.有效功率， 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测量的精确度

±1dgt.从每个测量值得到推算

±0.5% rdg. ±1dgt.

基波达到50次±3% f.s.+测量精度(45~66Hz基波)

在±0.03% f.s./°C内

有效相间电压
                         
有效外部磁场
                          
功率因素影响
                         
无功因素影响
                          
实时时钟精度

在±0.2% f.s.内
(600Vrms AC,50/60 Hz,电压输入端口和外壳间)
在±1.5% f.s.内
(400A/m rms AC,50/60 Hz的磁场)
±1.0% rdg.
(45~66Hz，功率因素=0.5，有效功率测量)
±1.0% rdg.
(45~66Hz，无功因素=0.5，在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法时)
±10ppm±1秒(23°C)(在±1.9秒/天(23°C))

5000A

1000A

500A

200A

100A

50A

10A

5A

1A

0.5A ±0.5%rdg.±0.3%f.s.

±0.5%rdg.±0.2%f.s.

±0.5%rdg.±0.2%f.s.

±0.5%rdg.±0.12%f.s. ±0.5%rdg.±0.5%f.s.

±0.5%rdg.±0.3%f.s.

±0.5%rdg.±0.14%f.s.

±0.5%rdg.±0.12%f.s.

±0.5%rdg.±1.1%f.s.

±0.5%rdg.±0.6%f.s.

±0.5%rdg.±0.15%f.s.

±0.5%rdg.±0.11%f.s.

±1.2%rdg.±0.11%f.s.

±1.2%rdg.±0.15%f.s.

±1.2%rdg.±0.2%f.s.

±2.2%rdg.±0.4%f.s.

±2.2%rdg.±0.4%f.s.

注:简要说明表显示了3169-20/21与不同的钳式电流传感器连接的每个
量程的精度。(每个钳式电流传感器的精确度根据3169当前测量量程来
修改和显示)

·9694 (额定5A)      : ± 0.3% rdg.± 0.02% f.s.

·9660 (额定100A)  : ± 0.3% rdg.± 0.02% f.s.

·9661 (额定500A)  : ± 0.3% rdg.± 0.01% f.s.

·9669 (额定1000A): ± 1.0% rdg.± 0.01% f.s.

·9667 (额定5000A): ± 2.0% rdg.± 1.5mV

                                     (500A范围: 50~500 A 输入)

                                     (5000A范围: 500~5000 A 输入)

*f.s.是电流传感器的额定初级电流值

参考: 9694, 9660, 9661, 9667和9669钳式电流传感器的精度

电流量程 9694 9660 9661 9669 9667

●电流和有功功率与钳式电流传感器的精确度表

确保精确度的条件: 启动30分钟后，正弦波输入，PF=1

确保精确度的温度和湿度: 23°C±5°C，少于80%的相对湿度
确保精确度的基波范围: 45~66Hz

确保精确度的显示区域: 有效测量范围±0.2%rdg.±0.1%f.s. ±0.2%rdg.±0.1%f.s.+钳式电流传感器的精度

电压 电流/有功功率

■测量精确度■设置技术参数

■外接接口参数 ■公式

■一般技术参数

安全

EN61010-1: 1993+A2: 1995

电压输入: 污染度2,过电压类别(预计传输过电压6000V)

电源连线: 污染度2,过电压类别(预计传输过电压2500V)

EMC

EN61326-1: 1997+A1: 1998+A2:2001 A级

EN61000-3-2: 2000,EN61000-3-3:1995+A1:2001

9438-03电压线组(1)(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个一根)电压线(1),接地适配器

(3P到2P)(1),输入线标签(1)操作手册(2)(最新版本和快速指南),CD-R(1),(最新

版本,RS-232C接口操作手册和CSV转换软件),9441连接电缆(1)(仅用于3169-

21)

室内,达到2000m ASL

0~40°C,80%RH或更少 (无凝结)

 -10~50°C,80%RH或更少 (无凝结)

5.55k Vrms AC:  在输入电压端口和3169外壳间

3.25k Vrms AC:  在输入电压端口和电流输入端口/外部接口端口间

2.3k Vrms AC  :  在电源和3169外壳间

1.35k Vrms AC:  在电源和电流输入端口/外部接口端口间

100~240 V AC，50/60 Hz

30 VA

210W×160H×60Dmm±5mm(包括突出部),

1.2kg±100g(3196-20,3196-21)

运行环境   

运行温度和湿度 

保存温度和湿度

耐压

(50/60 Hz,1分钟间隔)    

                    

                                

电源电压比率

最大额定功率

尺寸与重量                              

认证标准  

                               

                                

                                

                 

                                

                                

附       件   

[D/A输出] 

(仅适用于3169-21)

数字输出通道

输出项目

输出电平

分辨率

输出精确度

温度特性

输出阻抗

输出更新率

 

[PC卡]

[RS-232C]

[外部I/O]
控制输入

控制输出

控制信号电平

4个通道

瞬态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

累积值: 有功功率(消耗量/再生)或者无功功率(lag/lead)

谐    波: 每一次谐波(电平,含量百分率,相位角),总值、 THD-F/THD-R

±5V DC/f.s.

极性+11位

测量精确度±0.2% f.s.

少于±0.02% f.s./°C

100Ω±5%

测量输入的每一周期(测量项目被设置除谐波外)

测量输入的每16周期(当测量项目被设置为谐波时)

槽: 1×PC卡适应标准 类型II

卡的类型: 闪存ATA卡

存储容量: 可达528MB

存储内容: 设置数据,测量数据,屏幕数据

打印机或PC连接到RS-232C接口

适用: 适当的EIARS-232C

传输方式: 异步通讯,全双向

波特率: 2400,9600,19200,38400bps

可实现流控制和分界符设置

时间系列测量的开始/暂停,数据存储

时间系列测量的低电平输出

A 0/5 V 逻辑信号或一个短电路/中断连接信号

(用于单相2线系统)

 U: 内部线电压
  I:  电流线
M:  采样数目
 s:  采样点
m:  每个周期128次采样

●还可以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法              
除了用传统的使用电压、电流和有功功率的推算方法寻找无功功率之外，还也可以使用无功

功率测量方法从电压、电流值中直接测量无功功率。正如在大量功率消耗情况下无功功率卷

积测量方法的使用。

在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方法时:

与测量有功功率一样，从电压和电流值中

直接得到无功功率(与大量功率消耗下决

定无功功率的测量原则相同。)

在不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方法时:

使用电流、电压和RMS值算出视在功率后

推算出无功功率

[设置内容]

测量线路设置

钳式电流传感器设置

TV(PT)和CT比设置

开始测量方法

停止测量方法

输出间隔

标准间隔

快速间隔

数据输出目的地

文件名称

显示平均电路

屏幕复制目的地

显示语言设置

其它设置

[文件操作]

复制文件

调用/保存所选文件

删除文件

格式化

存储格式化

1P2W,1P3W,3P3W2M,3P3W3M,3P4W,3P4W4I

9660,9661,9667和9669(*每个系统能被设置不同的电流传感)

0.01~9999.99(*每个系统能被设置不同的CT比)

手控或定时(年、月、日、小时、分钟)

手控、定时或记时器(10秒~1000小时)

标准或者快速(*最大测量周期: 1年)

1、2、5、10、15、30秒,或者1、2、5、10、15、30、60分钟

一个波形或者0.1、0.2、0.5秒

PC卡、内存或者打印机

自动得到或者设置想要的名称(最多8个字符)

OFF,2,5,10,20次(平均活动)

PC卡、内存或者打印机

日语,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无功功率测试方法,谐波畸变选择,次数显示选择,背光设置,ID设

置,定时设置等

从内存把文件复制到PC卡上。

从内存把所选文件复制到PC卡上。

从PC卡上把文件删除。

使PC卡或内存初始化

测量数据: CSV格式化(在使用快速间隔设置时二进制格式化)

波形数据: 二进制格式化

屏幕数据: BMP格式

设置数据: CSV格式化

[数据输出项目]

瞬间值

平均值

最大/最小值率

累积值

电量值

最大电量值

谐波

波形

状态信息

[打印项目]

数字值 

波形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平均电压、平均电流(每

个系统的平均值)

*间隔输出的瞬时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平均电压、平均电流(每

个系统的平均值)

*每个间隔的平均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

*每个间隔的最大/最小值(不提供项目细节)

有功功率(消耗量/再生)

无功功率(lag/lead)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的总值和每个间隔的功率卷积

有功功率(消耗量),无功功率(lag),功率因素

*每个间隔的值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到最大需量值发生的时间和日期

每一次谐波(电平、容量百分比和相位角),总值、THD-F或THD-R的瞬间值

每个间隔的每一次谐波(电平、容量百分比和相位角),总值、THD-F或THD-R

的瞬间值

每个间隔时的的每一次谐波(电平，容量百分比和相位角),总值、THD-F或

THD-R的最大/最小值(不提供事件数据)

波形(电流和电压)

持续电流/电压的峰值因素，解除PLL锁定，电力故障，持续显示

像输出项目的数据一样打印所选数值(时间系列测量期间) 

复制到屏幕(打印不能得到每个间隔)

U= ∑M
M-11

S=0
(Us)2电压

I= ∑M
M-11

S=0
(Is)2电流

P= M
1
∑
M-1

S=0
(Us×Is)2有效功率

视在功率     

无功功率

功率因素

S= U×I

PF=
S
P

无功功率 Q= ∑
M-1

S=0M
1 {Us×I(s+    )}4

m

视在功率     S= P 2+Q 2

P 2+Q 2

Q= S 2－P 2

功率因素 PF= P

电能质量分析仪3169-20样本 网址:http://www.1718power.cn

北京金三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10-82573333



9 10

■选件技术参数

钳式电流传感器 9667
线长:
传感器电路: 2m
电路连线: 1m

CATⅢ 1000V

外观

初级电流率 AC 500A，5000A

输出电压 AC 500mV f.s.

精度
(45~66Hz)

振幅

相位

±2.0% rdg. ±1.5 mV (输入量程的10%或更大)

±0.3% rdg. ±0.02% f.s. ±0.3% rdg. ±0.02%  f.s. ±0.3% rdg. ±0.01% f.s. ±1.0% rdg. ±0.02% f.s.

在±1°内

在±2°内 在±1°内 (90A或更多时±1.3°) 在±0.5°内 在±1°内

频率特性 10Hz~20kHz时在3dB内 (与精度有偏差)
外部磁场影响 5A, 最大7.5A (400A/m AC磁场)

导体位置影响 在±3.0%内

在±0.5%内 在±1.5%内

最大测试电路电压 1000V rms (绝缘导体)

300V rms (绝缘导体) 300V  rms (绝缘导体) 600V rms (绝缘导体) 600V rms (绝缘导体)

最大输入(45~66Hz) 10000A持续

50A持续 130A持续 550A持续 1000A持续

可测量的导体直径 小于φ254mm

小于φ15mm 小于φ15mm 小于φ46mm 小于φ55mm,80×20排线

尺寸与重量

供电电源

钳式电流传感器

外观

初级电流率

输出电压

精度
(45~66Hz)

振幅

相位

频率特性

外部磁场影响

导体位置影响

最大测试电路电压

最大输入(45~66Hz)

可测量的导体直径

尺寸与重量

传感器: 910mm长，240g,
电路: 57W×86H×30Dmm,140g

碱性电池(LR03)×4(连续使用168小时)
或9445 AC适配器

9694 9660 9661 9669
线长: 3米 线长: 3米 线长: 3米 线长: 3米

CATⅢ 300V CATⅢ 600V CATⅢ 600V CATⅢ 600V

AC 5A AC 100A AC 500A AC 1000A

AC 10mV/A AC 1mV/A AC 1mV/A AC 0.5mV/A

66Hz~5kHz时在±1.0%内 (与精度有偏差) 66Hz~5kHz时在±2.0%内 (与精度有偏差)

0.1A或更少 (400A/m AC磁场) 1A或更少 (400A/m AC磁场)

46W×135H×21Dmm,
230g

46W×135H×21Dmm,
230g

77W×151H×42Dmm,
360g

99.5W×188H×42Dmm,
590g

视在功率精度  

无功功率精度 

累积量精度

功率因素精度

频率精度

频率特性

温度特性

±1 dgt.从每个测量值得到推算

在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法时,±0.2% rdg. ±0.1% f.s.+ 钳式电流传感器精度

在不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法时,±1dgt.从每个测量值得到推算

±1dgt.有效功率， 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测量的精确度

±1dgt.从每个测量值得到推算

±0.5% rdg. ±1dgt.

基波达到50次±3% f.s.+测量精度(45~66Hz基波)

在±0.03% f.s./°C内

有效相间电压
                         
有效外部磁场
                          
功率因素影响
                         
无功因素影响
                          
实时时钟精度

在±0.2% f.s.内
(600Vrms AC,50/60 Hz,电压输入端口和外壳间)
在±1.5% f.s.内
(400A/m rms AC,50/60 Hz的磁场)
±1.0% rdg.
(45~66Hz，功率因素=0.5，有效功率测量)
±1.0% rdg.
(45~66Hz，无功因素=0.5，在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法时)
±10ppm±1秒(23°C)(在±1.9秒/天(23°C))

5000A

1000A

500A

200A

100A

50A

10A

5A

1A

0.5A ±0.5%rdg.±0.3%f.s.

±0.5%rdg.±0.2%f.s.

±0.5%rdg.±0.2%f.s.

±0.5%rdg.±0.12%f.s. ±0.5%rdg.±0.5%f.s.

±0.5%rdg.±0.3%f.s.

±0.5%rdg.±0.14%f.s.

±0.5%rdg.±0.12%f.s.

±0.5%rdg.±1.1%f.s.

±0.5%rdg.±0.6%f.s.

±0.5%rdg.±0.15%f.s.

±0.5%rdg.±0.11%f.s.

±1.2%rdg.±0.11%f.s.

±1.2%rdg.±0.15%f.s.

±1.2%rdg.±0.2%f.s.

±2.2%rdg.±0.4%f.s.

±2.2%rdg.±0.4%f.s.

注:简要说明表显示了3169-20/21与不同的钳式电流传感器连接的每个
量程的精度。(每个钳式电流传感器的精确度根据3169当前测量量程来
修改和显示)

·9694 (额定5A)      : ± 0.3% rdg.± 0.02% f.s.

·9660 (额定100A)  : ± 0.3% rdg.± 0.02% f.s.

·9661 (额定500A)  : ± 0.3% rdg.± 0.01% f.s.

·9669 (额定1000A): ± 1.0% rdg.± 0.01% f.s.

·9667 (额定5000A): ± 2.0% rdg.± 1.5mV

                                     (500A范围: 50~500 A 输入)

                                     (5000A范围: 500~5000 A 输入)

*f.s.是电流传感器的额定初级电流值

参考: 9694, 9660, 9661, 9667和9669钳式电流传感器的精度

电流量程 9694 9660 9661 9669 9667

●电流和有功功率与钳式电流传感器的精确度表

确保精确度的条件: 启动30分钟后，正弦波输入，PF=1

确保精确度的温度和湿度: 23°C±5°C，少于80%的相对湿度
确保精确度的基波范围: 45~66Hz

确保精确度的显示区域: 有效测量范围±0.2%rdg.±0.1%f.s. ±0.2%rdg.±0.1%f.s.+钳式电流传感器的精度

电压 电流/有功功率

■测量精确度■设置技术参数

■外接接口参数 ■公式

■一般技术参数

安全

EN61010-1: 1993+A2: 1995

电压输入: 污染度2,过电压类别(预计传输过电压6000V)

电源连线: 污染度2,过电压类别(预计传输过电压2500V)

EMC

EN61326-1: 1997+A1: 1998+A2:2001 A级

EN61000-3-2: 2000,EN61000-3-3:1995+A1:2001

9438-03电压线组(1)(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个一根)电压线(1),接地适配器

(3P到2P)(1),输入线标签(1)操作手册(2)(最新版本和快速指南),CD-R(1),(最新

版本,RS-232C接口操作手册和CSV转换软件),9441连接电缆(1)(仅用于3169-

21)

室内,达到2000m ASL

0~40°C,80%RH或更少 (无凝结)

 -10~50°C,80%RH或更少 (无凝结)

5.55k Vrms AC:  在输入电压端口和3169外壳间

3.25k Vrms AC:  在输入电压端口和电流输入端口/外部接口端口间

2.3k Vrms AC  :  在电源和3169外壳间

1.35k Vrms AC:  在电源和电流输入端口/外部接口端口间

100~240 V AC，50/60 Hz

30 VA

210W×160H×60Dmm±5mm(包括突出部),

1.2kg±100g(3196-20,3196-21)

运行环境   

运行温度和湿度 

保存温度和湿度

耐压

(50/60 Hz,1分钟间隔)    

                    

                                

电源电压比率

最大额定功率

尺寸与重量                              

认证标准  

                               

                                

                                

                 

                                

                                

附       件   

[D/A输出] 

(仅适用于3169-21)

数字输出通道

输出项目

输出电平

分辨率

输出精确度

温度特性

输出阻抗

输出更新率

 

[PC卡]

[RS-232C]

[外部I/O]
控制输入

控制输出

控制信号电平

4个通道

瞬态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

累积值: 有功功率(消耗量/再生)或者无功功率(lag/lead)

谐    波: 每一次谐波(电平,含量百分率,相位角),总值、 THD-F/THD-R

±5V DC/f.s.

极性+11位

测量精确度±0.2% f.s.

少于±0.02% f.s./°C

100Ω±5%

测量输入的每一周期(测量项目被设置除谐波外)

测量输入的每16周期(当测量项目被设置为谐波时)

槽: 1×PC卡适应标准 类型II

卡的类型: 闪存ATA卡

存储容量: 可达528MB

存储内容: 设置数据,测量数据,屏幕数据

打印机或PC连接到RS-232C接口

适用: 适当的EIARS-232C

传输方式: 异步通讯,全双向

波特率: 2400,9600,19200,38400bps

可实现流控制和分界符设置

时间系列测量的开始/暂停,数据存储

时间系列测量的低电平输出

A 0/5 V 逻辑信号或一个短电路/中断连接信号

(用于单相2线系统)

 U: 内部线电压
  I:  电流线
M:  采样数目
 s:  采样点
m:  每个周期128次采样

●还可以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法              
除了用传统的使用电压、电流和有功功率的推算方法寻找无功功率之外，还也可以使用无功

功率测量方法从电压、电流值中直接测量无功功率。正如在大量功率消耗情况下无功功率卷

积测量方法的使用。

在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方法时:

与测量有功功率一样，从电压和电流值中

直接得到无功功率(与大量功率消耗下决

定无功功率的测量原则相同。)

在不使用无功功率测量方法时:

使用电流、电压和RMS值算出视在功率后

推算出无功功率

[设置内容]

测量线路设置

钳式电流传感器设置

TV(PT)和CT比设置

开始测量方法

停止测量方法

输出间隔

标准间隔

快速间隔

数据输出目的地

文件名称

显示平均电路

屏幕复制目的地

显示语言设置

其它设置

[文件操作]

复制文件

调用/保存所选文件

删除文件

格式化

存储格式化

1P2W,1P3W,3P3W2M,3P3W3M,3P4W,3P4W4I

9660,9661,9667和9669(*每个系统能被设置不同的电流传感)

0.01~9999.99(*每个系统能被设置不同的CT比)

手控或定时(年、月、日、小时、分钟)

手控、定时或记时器(10秒~1000小时)

标准或者快速(*最大测量周期: 1年)

1、2、5、10、15、30秒,或者1、2、5、10、15、30、60分钟

一个波形或者0.1、0.2、0.5秒

PC卡、内存或者打印机

自动得到或者设置想要的名称(最多8个字符)

OFF,2,5,10,20次(平均活动)

PC卡、内存或者打印机

日语,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无功功率测试方法,谐波畸变选择,次数显示选择,背光设置,ID设

置,定时设置等

从内存把文件复制到PC卡上。

从内存把所选文件复制到PC卡上。

从PC卡上把文件删除。

使PC卡或内存初始化

测量数据: CSV格式化(在使用快速间隔设置时二进制格式化)

波形数据: 二进制格式化

屏幕数据: BMP格式

设置数据: CSV格式化

[数据输出项目]

瞬间值

平均值

最大/最小值率

累积值

电量值

最大电量值

谐波

波形

状态信息

[打印项目]

数字值 

波形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平均电压、平均电流(每

个系统的平均值)

*间隔输出的瞬时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平均电压、平均电流(每

个系统的平均值)

*每个间隔的平均值

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素、频率

*每个间隔的最大/最小值(不提供项目细节)

有功功率(消耗量/再生)

无功功率(lag/lead)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的总值和每个间隔的功率卷积

有功功率(消耗量),无功功率(lag),功率因素

*每个间隔的值

从时间系列测量开始到最大需量值发生的时间和日期

每一次谐波(电平、容量百分比和相位角),总值、THD-F或THD-R的瞬间值

每个间隔的每一次谐波(电平、容量百分比和相位角),总值、THD-F或THD-R

的瞬间值

每个间隔时的的每一次谐波(电平，容量百分比和相位角),总值、THD-F或

THD-R的最大/最小值(不提供事件数据)

波形(电流和电压)

持续电流/电压的峰值因素，解除PLL锁定，电力故障，持续显示

像输出项目的数据一样打印所选数值(时间系列测量期间) 

复制到屏幕(打印不能得到每个间隔)

U= ∑M
M-11

S=0
(Us)2电压

I= ∑M
M-11

S=0
(Is)2电流

P= M
1
∑
M-1

S=0
(Us×Is)2有效功率

视在功率     

无功功率

功率因素

S= U×I

PF=
S
P

无功功率 Q= ∑
M-1

S=0M
1 {Us×I(s+    )}4

m

视在功率     S= P 2+Q 2

P 2+Q 2

Q= S 2－P 2

功率因素 P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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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9-20和3169-21钳式电力计可实现单机测量单相至3相4线电路。此外可以测

量诸如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素和累积值等标准参数,这些钳式电力计可以

在执行测量要求的同时实现电力管理,节能测量以及谐波测量。这两款新型的

电力计支持PC卡,同时装配了RS-232C接口以连接计算机。此外,由于数据处理

速度很快,它可以仅测量几个周期的电力,便对设备进行更详细有效的节能测

量。3169-20和3169-21是严格控制节能管理和对策的理想选择。

3169-20,3169-21钳式电力计
电力测量仪器

■最多可同时测量两个3相3线回路

    (显示三线的电压和电流),

    或四个单相2线回路

■0.5A~5000A宽量程

■体积小,重量轻

■PC卡数据存储

■每一波形的电力记录

■同时记录电量值与谐波

■9625电力测量支持软件

全新电能测试,您的节能好帮手!
节能/ISO14001测试/设备诊断/谐波测量等,一台仪器可同时做到！

可测直径达254mm的电力线

最大AC 5000A

9667
可弯曲钳式传感器

HIOKI公司概述,新的产品,环保举措和其他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得到。

上图说明3169-21与9661和9669钳式电流传感器(选件)相结合测量两个系统。

同时,3169-20/21可与最大额定电流为5000A的钳式电流传感器配合使用。

    

9660        钳式电流传感器(AC 100A)

9661        钳式电流传感器(AC 500A)

9667        可弯曲式钳式传感器(AC 5000A)

9669        钳式电流传感器(AC 1000A)

9694        钳式传感器(AC 5A)

9290-10     电流钳转换器(AC 1500A)

9440        连接电缆(用于外部I/O)

9612        RS-232C电缆(用于连接PC)

9442        打印机

9443        AC电源适配器(用于9442)

9721        RS-232C电缆(用于连接9442)

1196        记录纸(25m/10卷,用于9442)

9720        携带包

9625        电力测量支持软件

9626        PC卡32M

9627        PC卡64M

9726        PC卡128M

9727        PC卡256M

9728        PC卡512M

     组合举例

单相2线回路(一个回路):              3169-20+9660(100A)×1+9627(64MB)

单相3线回路

(一个回路/两个单相2线回路):      3169-20+9660(100A)×2+9627(64MB)

3相3线回路(一个回路):                3169-20+9661(500A)×2+9627(64MB)

3相3线回路

(两个回路/四个单相2线回路):      3169-20+9661(500A)×4+9627(64MB)

3相4线回路(一个回路):                3169-20+9661(500A)×3+9627(64MB)

仅使用3169-20,3169-21钳式电力计,不能测量电流和电压。

在测量前,请确认同时购买了某一钳式电流传感器(9694,9660,9661,9667

或9669) (另外购买)。

使用HIOKI专用PC卡(9626,9627,9726,9727或9728)。

其它厂家生产的PC卡不能与之兼容,您无法在此类卡上存储或读取数据。

3169-20 钳式电力计
(提供9438-03电压线,电源线(1),接地适配器(3P到2P)(1))

3169-21 (带D/A输出)钳式电力计
(提供9438-03电压线,9441连接电缆,电源线(1),接地适配器(3P到2P)(1))

附件规格

9438-03   电压线 (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各一根,线长:3m)

9441      连接电缆 (D/A输出电缆,供3169-21用)

最大1500 A AC (持续: 1000 A)
可测导体直径: 
排线: Ф55mm,宽80mm
CT比率: 10∶1
*可以使用9660和9661钳式电流传感器扩大测量量程

9440 连接线缆

用于外部I/O

线长:2m

9441 连接线缆

用于D/A输出

(供3169-21用)

线长:2m

9290-10 电流钳转换器

线长: 3m

9720 携带箱

存放3169-20/21和诸如钳式电流传感器

等附件的软箱包

尺寸及重量:约445W×340H×150Dmm，

                   约2.2kg

HIOKI专用PC卡(9626、9627、9726、

9727或9728)

9626~9728 PC卡

■选件技术参数
9442 打印机

打印方法:热敏逐行打印    

纸张宽度:112mm

打印速度:52.5cps

电源:9443 AC 适配器,或提供的镍氢电池 

(在充足电后使用9443,约可打印3000行)

尺寸与重量:约160W×66.5H×170Dmm，     

                   约580g

在购买9442打印机时，请同时购买9721 RS-232C接口线缆和9443适

配器，这样您才可以将其连接到3169-20/21上。

9721 RS-232C接口 9443 AC适配器

用于连接
9442:1.5m

适用于9442 

图为94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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