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紺形表迭揮指南
型　　号　　CT内径

漏屯屯流甜形表

M－100　　　　　18mm（p

M－102　　　　　23Im甲

M－104　　　　　33mm（p

M－110　　　　　30mm（p

M－111　　　　　30mm（p

M－140　　　　　40mm（p

M－310　　　　　40mm（p

M－340　　　　　40mm（P

M－340Ir　　　　　40mmq）

MCL350　　　　40mm（p

MCL－400Ir　　　40mm（p

MCL400D　　　　40mm（p

MCL400DFN　　40mm（p

MCL400RMS　　40mm（p

MCL500RMS　　40mm（p

MCM400　　　　40mm（p

MCM500　　　　40mm（p

MCM8000

MCL800D　　　　　80mm

MCLllOOD lO8mm

通用型紺形表

M－200　　　　　33mm（p

M－210　　　　　23mm甲

M－220　　　　　33mm（p

M－225　　　　　40mm（p

M－2020　　　　　40mm（p

M－2010　　　　　40mm（p

M－2100　　　　　55mm（P

MCL－3000D lO8mm

M－1800　　　　　　　80mm

交流一五流丙用紺形表

M－230　　　　　23mm（p

M－240　　　　　30mm（p

M－250　　　　　40mm（p

M－260　　　　　55mm甲

M－270　　　　　55mm（p

M－280　　　　　30mm（p

M－290　　　　　30mm（p

M－600　　　　　20mm（p

M－700　　　　　　5mm（p

M－730　　　　　30mmや

高圧用形表

HCLlOOOD　　　35mmq）

HCL9000　　　　35mm（p

HCL9000S　　　35mmq）

HCL5000D　　　33mm（p

HCL3000　　　　33mm（p

高次消波測拭伐表

HWT300　　　　40mmq）

HWT301　　　40mmq）

注：柘有　竜一号的紺形表之測試方式力真有数伍測試，其他力平均値測試。

屯流渕i式荘園

200mA／20A

200mA／100A

200mA／150A

2mA／20mA／60A

20mA／200mA／60A

30mA／300mA，30A／300A

30rrLA／300mA，30A／300A

2mA／20mA／60A

lOmA／100mA／1000mA

lO／50／500mA／1／5／50／500A

40／400mA／4／40／300A

O．2／2／20／200／400A

20／200mA，2A～400A

40／400InA，4～400A

50／500InA，50／500A

40／400mA，4／40／400A

50／500mA，5／50／500A

O／－〉2000mA

200mA，2／20／200／1000A

300InA／3／30／300／3000A

20／200A

20／200A

20／200A

200／600A

30／300A

20／200／600A

20／200／2000A

30／300／3000A

20／200／1800A

20／200A

20／200A

200A／1000A

40／400／1000A

40／400／1000A

lOOOA

40／400A

200／2000mA／10A

lOOmA／1000mA

lOOmA／1000mA

20／600A

20／600A

20／600A

20／200／500A

2000mA／20／600A

400mA，4／40／300A

400mA，4／40／300A

分所率　　　　　　　各 注

0．1mA

O．lmA

O．lmA

lトIA

O．01mA高頻辻濾遮断

0．01mA

O．01mAU型CT，接触式屯流測拭

1いA

lPA有数漏屯屯流Ior，漏屯屯流Io

屯圧，屯阻測i式，

0．01mA有数漏屯屯流Ior，1，3，5，7，11，13次消波屯流，亀圧

0．1mA屯圧，屯阻渕試

0．01mA高頻辻濾遮断；屯圧，屯阻測試

0．01mA屯圧，屯阻測試，最大値保留

0．01mA屯圧，屯阻測試，最大値保留

0．01mA吋刻，最大，平均値屋示及近情，最大値保留

0．01mAMCM400基石出上増加ELB動作渕i式

可同吋測i式和i己泉8残路漏屯屯流

0，01mA大口径，竜泉数据輸出，最大値保留

0．1mA超大口径，高次膳披裁断辻濾

0．01AU型CT，接触式屯流測i式

0．01A

O．01A

O．1A超小型，可渕至600A

O．01A屯圧，屯阻渕試

0．01A屯圧，屯阻測i式

0．01A屯圧，屯阻，早通，半寺体測試功能

超大口径，可役吋同速攻測i式大屯流

可某日寸同連接測i式大屯流

0．01A

O．01A

O．1A

O．01A屯圧，屯阻，頻率，早通，半等体

0．01A屯圧，屯阻，頻率，早通，半守体，

0．1A屯圧，屯阻

0．01A屯圧，屯阻

0．1InA

O．01mA渕i式数据輸出

0．01mA渕拭数据輸出

0．01A与絶縁棒配合使用，最大値保留，10kV以下残路

0．01A測試数据輸出，10kV以下銭路

0．01A測試数据輸出，23kV以下銭路

0．01A

lmA

O．mlA綜合～25次消波渕試；数据輸出

0．mlA屯流，屯圧，踪合～25次消波渕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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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r漏屯屯流表M－340Ir，MCL－400Ir

3CT方式漏屯屯流表MCL－4000F

柑形漏屯屯流表

高精度漏屯屯流表M－140，340，110，111

袖珍漏屯屯流表M－100，102，104

万用紺形屯流表M－310，漏屯屯流表M350

高精度漏屯多功能屯表MCL－400D，400DFN

其有数値漏屯屯流表MCL－400RMS，MCL－500RMS

漏屯屯流監視器MCM－400，MCM－500

多銭路型漏屯屯流監視器MCM－8000

大L］径柑形漏屯屯流表MCL－800D・交送器LAD－800

超大口径柑形漏屯屯流表MCL－1100D，交送器LAD－1100

高精度交互流両用紺形屯流表M－700，M－730

高精度交宜流両用印形屯流表M－600

袖珍交互流両用紺形屯流表M－230，240，250

大容量交宜流雨用多功能屯表M－260，270

袖珍交宜流両用柑形屯流表M－280，交送器LAD－240，LAD－250

袖珍交互流両用柑形屯流表M－290

袖珍柑形屯流衷M－210，M－220，M－225

万用柑形屯流表M－200，袖珍柑形屯表M－2020

多功能甜形屯表M－2010，M－2100

超大口径柑形屯流表MCL－3000D，大口径柑形屯流表M－1800

高低圧甜形屯流表HCL1000D

高低圧印形屯流表HCL－9000，HCL9000S

高低圧紺形屯流表HCL－5000D，HCL－3000

新型栓屯篭Ⅴ－550，VD－320，LV－1

袖珍数字多功能屯表

MCD＿006，MCD－007，MCD－008

MCD－009，MCD－010，MCD－107

MIS

MIS系列数字兆欧表MIS－1D，2D・3D，4D

MIS系列模似兆欧表MIS－1A，2A，3A，4A

CT簡明規格及迭拝一塊表

漕披屯流監視装置

消波屯流測試伐HWT－300，HWTT301

多功能消波屯流測試装畳HWT－1000

功率氾泉伐MPR－600S

接地屯阻測武侠MET－2

変圧器蜂敵性渕試分析伐MTEC0－1

避雷器劣化栓測用甜形漏屯屯流表ALCL－40，ALCL－40L

貫通型宜流屯流借感器DCZCT－20M／20MH，高頻用AC／DC紺形屯流倍感器LAD－20

32～40

41／）42



袖珍型Io／Ior紺形漏屯屯流表

袖珍型，造合子現場庫用

保険些付（FuseProtected）屯圧測試銭

M－340Ir

高精度・高分所率（Io・Ior均力0．001mA）

可井用大口径漏屯特換器以折大便用花園

規格

渕拭功能　　　有数漏亀屯流Ior，漏屯屯流Io

Ior渕法域路　　単相2域／3残，三相3残△結城

性能（230C±50C，80％RH以下肘）

測拭功能　　　　崖程　　最小分所率　　　　粘度

Ior lOmA O．001mA　　±1．0％rdg±10dgt

lOOmA O．011nA　　±1．2％rdg±10dgt

Io lOlnA O．0011nA　　±1．0％rdg±10dgt

lOOlllA O．01mA

lOOOmA O．1111A

輸入亀住　　　単相Ⅴ－N同，三相R－T両

帝保険堕的引残3m

数据保持　　［DH］椋志点灯，同肘保持屁示数据

采杵速度　　　2次／秒

柑口宜栓　　　中40mm

渕試銭路屯圧　AC500V以下

工作温湿度　　0～50℃，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　　　　　　UM－4×3

尺寸・重邑　　200（H）×叫（W）×24（D）m，約210g

附属晶　　　　携帯用CASE，UM－4×3，引残，使用説明弔

可逸品　　　　　漏屯轄換器LAD－800，LAD－1100

Leakagecurrent（Io）：漏屯屯流

CapacitlVeleakagecurrellt（Ioc）‥　与屯容利夫的漏屯屯流

Resistiveleakagecurrent（Ior）＝　与屯阻相夫的漏屯屯流

Ior同題
一般来脱，姪辻按地域的漏亀屯流（Io）是由維嫁屯阻劣化

引起的有数漏亀屯流Ior刺静屯容昆引起的Ioc組成。即，

Ⅰ。＝Ior＋Ioc，如卜圏。力此，絶嫁屯阻性能劣化，座該用有数

漏屯屯流Ior来迎行判断。但，通常的柑形漏屯屯流表尤法

仇Io中区分Ioc与有数漏屯屯流Ior，力此眼碓対地嫁屯阻性能

劣化逃行准萌的判断。下面的測拭例眼好地脱明了送↑同題。

測試例

測試対象　　　崖程

単相100KVAIo

Ior

単相100KVAIo

Ior

単相100KVAIo

Ior

測試憶　測拭対象　　　最杵　渕拭債

2．09mA　三相100KVAIo　　7．641nA

l．091nA Ior O．75mA

2．95mA　二三相100KVAIo　　27．1mA

l．54mA Ior　　6．20mA

33．4mA　三相100KVA Io　　30．1mA

2．70mA Ior　　5，68mA

Leakagecurrent（Io）

Resistiveleakagecurrent（Ior）

漏屯屯流組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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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珍型Io／Ior紺形漏屯屯流表　　M－340Ir

可逸品

LAD－800

測i式量程：AClOOOA

CT　比：10：1

100：l

CT口径‥　800×74mm

額走屯圧：AC600V以下

重量‥　約500g

可逸品

LAD－1100

渕拭量程：AC3000mA～30A

AC30A　～3000A

CT　比：10：1

100：1

ノ　cT口径：128×1081m

額走屯圧‥　AC600V以下

重量：約1800g

3CT方式漏屯屯流表　　MCL－4000F

用3↑cT甜住各相屯銭逆行漏屯屯流渕試

作力3CT方式第一次実現了与辻去的漏屯屯流表同等的精度

道子不能将各相屯銭一起紺住測試漏屯屯流的情況

可増加CT以逆行3相4銭亀路的漏屯屯流測試

規格

CT規格

CT口径　　　甲36lTlm（引銭3111）

残留特性　　100A平衡吋10111A以下

尺寸・重量　100（W）×130（H）×25（D）mm，420g

汁渕屋示部規格

測試功能　　　漏屯屯流，銭亀流

量程　　　　　0～2000mA

O′■）800A

精度　　　　土1％rdg土5dgt

屋示　　　　　最大屋示“1999”

采杵速度　　　2次／秒

辻液特性

尺寸・重崖

屯源

山般規格

通用屯流

渕拭銭路屯圧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附属品

可逸品

ー　2　－

高頻辻濾功能（130Hz）

本体130（W）×200（H）×38（D）mln500g

UM－4×2

AC800A以下

AC600V以下

0～500C，85％m以卜（以不結露力准）

－10～60℃，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3CT（R相・S相・T舶用），与用携帯包

三相4銭亀路用（N相）CT



多功能甜形漏屯屯流表　　MCL－400Ir

克需輸入屯圧即可逆行真正的漏屯屯流Ior渕試　第1／3／7／9／11／13次消波屯流

交流屯流（銭亀流，漏屯屯流）渕試功能付　　　CT紺口宜径‥40mm　分所率0・01mA

1．概要

近年来，由子大足使用例如逆変容等没各，糸鋸コ常食有高次消波「摘己。接地域中的漏屯屯流中同伴含有上述高次膳

披亀流。英陸上，蛭辻接地域的漏屯屯流中包含経線屯阻有夫的有数漏屯亀流Ior和静屯容量有夫的Ioco即，Ⅰ。＝Ior＋Ioco

其中有数漏亀屯流lor是絶嫁性能劣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一〇但，通常的紺形漏屯屯流表元法区分Ioc与有数漏屯屯流Ioro

送次升友的木戸晶，不需要輸入屯圧，只要用住接地残或Feeder即可測試有数漏屯屯流Ioro

2．原理

低圧銭路中的負荷装宜逗行田，由子装畳内部的整流屯路，磁性材料等的影日向，略戸生第3次，第5次・第7次，第

9消波屯流。由子高低圧変圧器的接銭力星／△方式，上述消波屯流中的第3次，第9消波屯流潜在△方式接残的変圧

器2次幾圏中循杯流功，其輸出端口中根雅渕試到。

第5次，第7次消波亀流将引起高圧銭路的屯圧下降，同祥其他負荷装葦（由其他高低圧変圧器的用戸）也将引起高

圧銭路的屯圧下降。別ヒ，即使先負荷的変圧器低圧段輪出端し購屯圧中包含上述其他負荷装宜引起的第5次，第7

次消波屯流屯駄速利癌圧配銭負荷引起的第5次，第7次消波屯圧具有凡乎碇的比率0結果，接地鋸中的漏屯亀

流中的第5次，第7次亀流以銭路朋勺静亀容違和絶嫁屯阻的比例変化。当然，銭路越一に，則，基本波成分的成増‾K；

劉路中的屯抗也的康変大，号致系統接地域中的第5次，第7次亀流的比伍也略友生変化0

迫辻渕試系統接地域中的基本披，第5次消波及第7次消波屯胤利用第5次消波和第7次膳披屯流的比伍以及基本

波屯流汁算出系統接地銭漏屯屯流中的与屯阻有夫的有数屯流Ior。

規格

渕拭功能　漏亀屯流Io，屯阻有夫有数漏屯屯流Ior　　紺ロ口径

交流屯流，交流屯庄　　　　　　　　　　　屋示

膳披屯流（基本披，第3／5／7／11／13次）　　輸入頻率

昆程　　　0～40mA／400mA／4A／40A／300A／0～500V　消波健

枯嘩　（230C±50C，80％Ⅲ以下肘）　　　Ior鍵

交流屯流　　　洲拭茫闘　　　　　　精度　　　Ior残路没定性

ACO～40A　　　　±1．0％rdg±8dgt

交流屯圧　　AC40A～300A　　±1．0％rdg±1％FS

O～500V　　　　±1．0％rdg±8dgt

消波屯流　　基本波／3／5／7次　　±1．0％rdg±5dgt

±（亀流，屯圧精度）

11／13次消波　　　±2．0％rdg±5dgt

条件：最小基本波輸入≧各量程的2％

屯　　源　UM－4×3

消耗功率　的8mW

采梓速度

溢出足示

屯池亀圧

屯源自功夫閉功能

数据保持

測i式残路屯圧

工作温湿度

尺寸・重量

附属晶

－　3　－

40mm

33／4液晶昆示

45／・～65Hz

基本披／3／5／7／11／13次順序屋示

Ior低温示迭揮

単相／三相銭路俊足

2次／秒，測試Ior吋，6次／秒

［OL］椋志点灯

工作屯圧以下的，椋志点灯

最后鍵盤操作后，的辻10分仲屯源自功夫聞

［DH］椋志点灯，同肘保持鼻示数据

AC500V以下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223（叫×70（W）×34（D）m，約440g

携帯用case，UM－4×3，使用税明弔



超高精度紺形漏屯屯流表　　M－140　M－340

M－140

0．01111A～300A屯流元同断渕i式

最小分離率：0．01mA

規格

測拭功能　　　交流漏亀亀流，銭亀流

用口息径　　甲40mm

昆　　示　　　最大屋示“3200”，椚単イfH己号

［－‾蒲＝．望

M－340

最小分所率：1HA

力精魂渕試1mA以下屯流而制造

規格

測拭功能　　交流屯流

用ロ口径　　や40111111

品　　示　　最大屁示“1999”，鞘単位記号

渕試花岡　　0～30mA／3001nA，30A／300A，二量程手功切換　測拭清岡　　0～2mA／20mA／60A　手動二足程

精度（230C±50C，80％RH以下吋）

量　程　　　分別率　　　　　　　　精度

30／300mA O・011nA　　　　　　　±1・2％rdg±5dgt

30／300A O．01A O～200A　　±1・2％rdg±5dgt

200～250A　±3・0％rdg±5dgt

250～300A　±5・0％rdg±5dgt

溢出鼻示　　［OL］柘志点灯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肘保持屈示教据

屯池亀圧　　　屯比降到2．5V～2．7V以下吋，椋志点灯

其他見示　　　附有棒形国

采杵速度　　的2次／秒（数値）的，12次／秒（棒形国）

屯源自功夫囲　停止使用后，的辻10分仲，屯源将自功夫聞

測法域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屯圧　　　AC2000V／1分桝（鉄芯～会え同）

工作温湿度　　0～400C，80％m（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70％RH（以不結露う射住）

屯　　源　　　LR＿44×2

消耗功率　　　的5mW

尺寸・重墨　162（H）×糾（W）×23（D）1－11－1，的125g

附属晶　　　SOFTCASE，LR－44×2，使用税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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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最　程　　　　分所率　　　　　　　　精度

2mA lトIA　　　　　　±1．0％rdg±5dgt

20mA lOトlA

60A O．lA O～50A，　±1．0％rdg±5dgt

50～60A，L5．0％rdg±5dgt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天（60A梢除外）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町保持屋示数掘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柘志点灯

采祥速度　　的2次／秒

渕拭域路屯圧AC600V以下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亀　　源

消耗功率

尺寸・重崖

附　属　晶

0～400C，80％RH（以不結露力准）

－10～60℃，70％RH（以不結露力准）

LR－44×2

約3．5mW

175（H）×68．5（W）×23（D）mm，約145g

携帯用SOFTCASE，LR－44×2，使用説明弔



超高精度袖珍紺形漏屯屯流表　　M－110　M－111

カ精魂測斌1mA以下漏屯屯流而没汁的超高精度袖珍紺形漏屯屯流表
世界最小，最高精度之紺形漏屯屯流表之一。造合干存分屯盆等窄小姓使用

凡乎不受外界磁場的影的（当接近100A亀城吋其影口向500HA）

柑口宜径力30mm。易干同吋紺住三相屯賎銭，以測試漏屯屯流

分所率1いA，可測試各神微小屯流（M－110型）

高頻辻墟健，可以墟捧高次漕波影哺（M－111型）

M－110

規格

渕試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宜径　　甲30m

屋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イ三日己号

測i式滝田　　　0～2InA／20IllA60A，手劫三屋程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量　程　　　　分離率

2lnA lトlA

20mA lOトIA

60A O．1A

精度

M－111

規格

渕i式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宜栓　　　甲30mm

昆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正号

測試花園　　　0～20mA／200mA／60A，手劫三量程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量　程　　　分所率　　　　　　　精度

±1・0％rdg±5dgt　　　　　20mA lOいA　　　　　　±1・0％rdg±5dgt

200mA lOOトIA

O～50A　　±1・0％rdg±5dgt　　　　　60A O・1A O～50A　　±1・0％rdg±5dgt

50～60A　～5，0％rdg±5dgt

溢出足示　　　最高位［1］点天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教据

屯池亀圧　　　工作亀圧以下吋，［B］柘志点灯

釆梓速度　　　的2次／秒

測i式銭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　屯圧　　　AC2000V／1分帥（鉄芯～会え同）

工作温湿度　　0～40℃，80％M（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0％RH（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LR＿44×2

消耗功率　　　的3mW

尺寸・蚕室　158H）×58．5（W）×20（D）lml，約120g

附属品　　　　携帯用SOFCASE，屯池LR－44×2

使用説明弔

50～60A　－5．0％rdg±5dgt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大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村保持屋示教据

辻墟功能　　　　高頻辻濾ON／OFF

屯池亀圧　　　工作亀圧以下吋，［B］椋志点灯

采梓速度　　　　的2次／砂

洲i式戟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屯圧　　　AC2000V／1分桝（鉄芯～盆之同）

工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70％M（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LR－44×2

消耗功率　　　　的3mW

尺寸・重量　158（H）×58．5（W）×20（D）mn，約120g

附属晶　　　　携帯用SOFTCASE，屯池LR－44×2

使用況明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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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袖珍甜形漏屯屯流表
世界最小，高精度，凡乎不受外界磁場的影的

規格

渕i式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宜行　や18mm

屁示　　最大屈示“1999”，附単位記号

渕拭蒔田　0～2001nA／20A，二足程手功

精度（230C±50C，80％M以下吋）

崖　程　　分所率　　　　　精度

2001nA O・1mA　　±1．0％rdg±5dgt

20A O．01A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犬

高精度袖珍紺形漏屯屯流表

世界最小的紺形漏屯屯流表列戸品

規格

測i式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宜径　甲23mm

屋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正号

測試花園　0～200mA／100A，二塁程手劫

精度（230C±50C，80％RH以下け）

崖　程　　分所率　　　　　精度

200mA O・1mA　　　±2．0％rdg±5dgt

lOOA O．01A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天

高精度袖珍甜形漏屯屯流表

世界最小的紺形漏屯屯流表列戸品

規格

測試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宜径　甲33111111

屋示　　最大温示‘‘1999”，附単位追号

測拭花岡　0～200mA／150A，二鼻柱手動

精度（230C±50C，80％RH以下吋）

墨　程　　分所率　　　　　精度

2001nA O・1mA　　±2・0％rdg±5dgt

150A O．01A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欠

－　6

M－100

数据保持

L鋸也屯圧

采梓速度

測拭戟路屯圧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亀　　源

消耗功率

尺、」▲・重量

附属　品

M－102

数掘保持

屯池亀圧

采祥速度

洲i式域路亀圧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屯　　源

消耗功率

尺、」一・重量

附　属　晶

M－104

数掘保持

亀池亀圧

采梓速度

測i式残路屯圧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屯　　源

消耗功率

尺寸・重量

附　属　晶

［DH］椋志点灯，同村保持昆示教据

工作血圧以下吋，［B］椋志点灯

的2次／秒

AC600V以下

0～40℃，80％RH（以不結露力准）

－10～60℃，70％M（以不結露力准）

LR－44×2

約3111W

140（H）×45（W）×20（D）mm，約80g

SOFTCASE，LR－44×2，使用脱明－1う

［DH］椋志点灯，同吋保持昆示教掘

工作也圧以仰寸，［B］椋志点灯

的2次／秒

AC600V以下

0～400C，80％RH（以不結露力准）

－10～600C，70％RH（以不結露邪推）

LR－44×2

約3111W

146（H）×48（W）×20（D）mlll，約80g

SOFTCASE，LR－44×2，使用貌明二IS

［DH］椋志点灯，同吋保持見示教裾

工作屯圧以下目上［B］柘志点灯

的2次／秒

AC600V以下

0～400C，80％RH（以不結露為准）

－10～600C，70％RH（以不結露力准）

LR－44×2

約3111W

155（H）×54（W）×20（D）mm，約80g

SOFTCASE，LR－44×2，使用脱明弔



万能屯流表　　M－310

規格

接触式柑形CT

測拭氾同　　　300A

猪口宜径　　や201nlll

精度　　　　　単残　　（lV残）　　±5％

平行銭　（VVF戟）　　±5％

三相三城（VVR幾）　　概略慣

用形CT

渕拭茫国　　　0～30mA／300mA／30A／300A

用口宜径　　中40mlll

精度（230C±50C，80％RH以下吋）

量　程　　分離率

30111A／300111A O．01111A

30A／300A O．01A O～200A

200／‾〉250A

250′‾）3000A

通用紺形漏屯屯表
IElOl0－1CATIII600V栃准，

精度

±1．2rdg±5dgt

±1．2rdg±5dgt

±3．Ordg±5dgt

±5．Ordg±5dgt

MCL－350

高頻辻波功能

規格

渕試功能　　　　交流屯流，交流屯圧，屯阻，温度

測i式氾閻　　　　交流屯流：0～10／50／500mA，

0′～1／5／50／500A

交流屯圧：0～500V

屯阻：　0～1kn（中央値50n）

紺ロ口径　　　　40mm

附加功能　　　　　高頻辻濾功能

屋示　　　　　　指針式（Analogtautbandmeter）

精度（230C±50C，80％以下肘）

屯流・屯圧　　　　　　　　全墨程3％以下

屯阻　　　　　　　　　刻度的3％以下

数据輸出　　　　DClOOmV

測試餞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屯圧　　　　　　AC5500V／1分仲（鉄芯～会え同）

只需用接触式CT接触単相，
三相屯路的亀城既可渕到屯流。

可測至今力止的柑形表元法洲到的

配残密集姓的屯流。

加上板准装各的柑形CT，

可謂万能屯流表。

一般

測武功能

虚　示

溢出鼻示

数掘保持

屯源自動夫同

乗梓速度

測試残路屯圧

屯池亀圧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屯　　源

消耗功率

尺寸・重起

開　屈　晶

交流亀流

量大屋示”3200”，隅単位追号

［OL］鼻示

［DH］柘志点灯，剛寸保持屈示数折

停止使用后的辻10分伊，屯源将自功夫剛

的2次／秒

AC600V以下

工作屯圧以下吋，柘志点灯

0～40O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10～600C，709もⅠHi以下（以不結露升准）

LR－44×2

約51mW

180（H）×64（W）×21（D）mm，約135g

SOFTCASE，LR－44×2，使用政明lち

最大可渕500A，多功能

安全規格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屯　　源

尺寸・重量

附属晶

7　－

IElOl0－1CATIII600V椋准

0～408C，8096RH（以不結露力准）

－10～60DC，70％RH（以不結露力准）

UM－4

210．5（H）×69（W）×34（D）lT什n

約400g

携帯用CASE，屯池UM－4×2，引戟

使用税明弔



数字紺形漏屯多功能屯表　　MCL－400D

可測0～400A大泊国屯流（蛭附帯換算表吋測至600A）

規格

測拭氾闇　　　漏也屯流・銭亀流

ACO～20mA／200mA／2A／20A／400A

屯拝　　　　　　　ACO～600V

屯阻　　　　　　　2kQ／2Mr）

早通検査　　　　峰鳴声

川口口径　　　40mlll

最小分別率　　0．1mA

昆示　　　　　最大昆示“1999”，附単位記号

数字紺形漏屯多功能屯表

最小分所率0．01mA　　高頻辻濾功能

ACO～20mA／200lnA／2A／20A／400A

屯圧　　　　　　　ACO～600V

亀阻　　　　　　　2kn／2Mn

早通栓杏　　　　蜂鳴声

柑ロ口径　　　40mlll

最小分別率　　0．01mA

屋示　　　　　最大屁示“1999”，附申一位正号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交流亀流　　0～200A　　±1．0％rdg±5dgt

O～400A　　　±1．Ordg±3％（FS）

屯圧・屯阻　　　　　　　　±1．Ordg±5dgt

数据保持　　［DH］掠志点灯，同叫保持渕拭数据

溢出畳示　　　最高位［1］点天

采梓速度　　　　的2次／秒

屯池亀圧　　　工作亀圧以下吋，［B］椋志点灯

測拭残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　屯珪　　　　AC2000V／1分桝（鉄芯～会え同）

1二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0％RH（以不結露力准）

亀　　源　　　　UM－4×2

尺寸・重墨　197（印×69（W）×32（D）111111，的370g

附属晶　　　　携帯用CASE，，UM－4×2，引残，使用説明弔

MCL－400DFN

粘度：（230C±50C，80％以下呵）

交流巾．流　　0～200A　　　　±1．0％rdg±5dgt

O～400A　　　　±1．Ordg±3％（FS）

屯圧・屯阻　　　　　　　　　±1．Ordg±5dgt

数据保持　　［DH］椋志点灯，同吋保持測拭数据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天

来祥速度　　　　的2次／秒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卜吋，［B］椋志点灯

渕i式残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　屯圧　　　　AC2000V／1分帥（鉄芯～会え伺）

工作温湿度　　0～40℃，80％M（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一10～600C，70％RH（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UM－4×2

尺寸・重量　　197（H）×69（W）×32（D）mm，約370g

附属晶　　　　　携帯用CASE，UM－4×2，引幾，使用脱明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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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数値甜形漏屯屯流表　　MCL－400RMS

規格

測試功能　　交流屯流・銭屯流

甜ロ口径　　40mm

屋示　　　　最大屋示“3999”，附単位記号

渕i式屯田　　漏屯屯流・銭亀流；

0～40rrLA／400mA／4A／40A／400A，5量程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一般　　　　　　　　±1．0％rdg±5dgt

400A量程　　　　　　　±1．0％rdg±2％FS

其有数値鞘形漏屯屯流表

規格
測試功能　交流屯流・銭亀流・交流屯圧・屯阻

甜ロ口径　40mm

昆示　　　最大屋示“3999”，附単位記号

渕試茫閻　漏屯屯流・銭亀流；

0～50mA／500mA／5A／50A／500A，5宣程

屯圧0～600V

屯阻0～2kn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一般　　　　　　　　±1．0％rdg±5dgt

500A董程　　　　　　　±1．0％rdg±2％FS

［DH］椋志点灯，同吋保持測試数据

［OL］柘志点灯

按下PEAKHOLD鍵，［MAX］柘志点灯，

井屋示渕城中的峰伍

采梓速度　　　　的20次／秒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柘志点灯

渕i式銭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屯圧　　　AC2000V／1分紳（鉄芯～盆之同）

工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0％M（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自功夫閉　停止使用后的辻5分桝，屯源将自功夫岡

屯　　源　　　6LR61×1，或AC／DC特換器屯源MCMA－9

尺寸・重量　　207（H）×69（W）×33（D）mm，約450g

附属品　　　　携帯用CASE，6LR61×1，使用説明弔

可逸品　　　　　AC／DC特換器屯源MCMA－9

MCL－500RMS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測試数据

［OL］椋志点灯

按下PEAKHOLD健，［MAX］椋志点灯，

井屋示測試中的峰値

采梓速度　　　的20次／秒

屯池屯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柘志点灯

測i式銭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屯圧　　　AC2000V／1分紳（鉄芯～食え同）

工作温湿度　　0～400C，80％M（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0％RH（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自功夫聞　停止使用后的辻5分桝，屯源将自功夫閉

屯　　源　　　6LR61×1，或AC／DC特換器屯源MCMA－9

尺寸・重量　　207（H）×69（W）×33（D）m，約450g

附属晶　　　　携帯用CASE，6LR61×1，使用説明弔

可逸品　　　　　AC／DC特換器屯源MCM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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紺形屯流監視器　　MCMq400／MCM－500

測試和竜泉仇微小屯流（mA）到大屯流（400A）的紺形屯流監視器

測試和竜泉仇微小屯流（mA）到大屯流（500A）的紺形屯流盟祝器

甜形漏屯屯流表等同的大小和伶格

在銭亀流管理　絶縁（漏屯屯流）監視　用形漏屯屯流表

多神功能

竜泉卸屋示超辻没定屯流量之吋刻，恢夏吋刻，平均屯流，最大屯流共13姐次

数据輸出功能

尼京数据大的可保持5十月，国而可在現場之外逆行打印

倍率没走

可作カ2次計測CT用，其倍率可没走力1／10，1／100

屯源自功夫囲功能

屯源自功夫閉后，仇然保持竜泉数据

可渕ELB等功作屯流

可作力柑形漏屯屯流表用
規格

屯流桧出部

輔ロ口径

外部磁場影哺

耐屯圧

汁測部

渕拭花岡

40m

3InA以下（接近100A屯幾吋）

AC2000V／分帥

漏屯屯流，銭亀流‥　ACO～40mA／400mA／4A／40A／400A

5品程（MCM－400）

漏屯屯流，銭亀流‥　ACO～50mA／500mA／5A／50A／500A

5崖程（MCM－500）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一般±1％rdg±5dgt（MCM－400），±1％rdg±8dgt（MCM－500）

500A量程MCM－500：±1％rdg±2％FS

屋示　　　　　最大屋示“3999”，附単位追号（MCM－400）

最大屋示㍑4999M，附単位記号（MCM－500）

采梓速度　　　的20次／秒

溢出鼻示　　［OL］柘志点灯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柘志点灯

吋桝精度　　（230C±50C，80％以下吋）月渓差±60Sec

徳佐数据数　13組（升始／結束吋刻，平均屯流，最大屯流力1姐）

存倦器飽和吋，仇最旧的数据牙始消失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測試数据

屯流倍率　　　測試屯流×N倍没宣

測i式残路屯圧　AC600V以下

屯源自動共同　渕試模窓下停止使用后，的辻450Sec回到吋紳横森

工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6LR61×1，AC／DC特換屯源

尺寸重量　　207（H）×68（W）×33（D）mm，約430g

附属品　　　CASE，6LR61×1，使用税明弔

可逸品　　　　AC／DC特換屯源MCMA－9，熟敏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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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銭路型漏屯屯流盟祝器　　MCM－8000

多銭路（最多8銭路）漏屯屯流的快期測試，屋示，竜泉校定間隔内的平均漏屯屯流
漏屯屯流超迂改定値吋竜泉友生和終了年月日吋刻，井友出警告信号
上述測試結果用RS232C，可輸出到PC屯腋　　　　高速采梓・r域頻率辻濾功能

ACAひP

■1入れtt入力

Ⅶ■
●胃■＝■tモニター　MCH－8000

△　　センサー入力（ZCT）棚、罠

概要

1．渕斌功能

2．尼京功能

可改定同隔
一妃京内容

厄東容崖

3．峰伍測武功能

可校定屯流

i己京内容

i己京容量

4．停屯測斌功能

竜泉容量

5．輸出警叔功能

6．通執軟件

対座秋作

輸出数据

附属品

利用可逸品CT，最多可同吋測i式和竜泉8残路漏屯屯流

測i式中也可以碗玖以往妃京数据

屋示，竜泉改定同隔内的平均漏屯屯流

1／5／10／15／30／60分

渕浅村刻／渕試残路（ChNo）／同隔内的平均漏屯屯流
一段走向隔カ30分吋，約90天（8ch）

漏屯屯流超辻竣定伯朋党京友生及終了年月日／吋刻

測試銭路（CllNo），最大値（高速采梓）

10／）1000mA

笈生残路No，授産屯流値，友生次数

友生漏屯屯流超辻俊定位年月日／吋刻／低干麦田値的

年月口／吋刻以及期間最大屯流伍及年月日／吋刻

友生及終了年月日吋刻・最大屯流値　340次

友生次数　　　　　　　　　　　　　2040次

笈生停屯及恢夏年月日／吋刻

友生停屯及恢夏年月日／吋刻・最大屯流値　4000次

友生超辻設定値吋，充屯圧継屯器接点豊子［ON］

向PC輸出氾京数据

MicrosoftWindows95／98／2000／ME／XP

i己景教掘，峰憶測試数掘，停屯測拭数掘

交流特挟器，通信軟件，通信専用幾

寺用CASE，使用脱明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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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規格

測拭残路数

検出方式

測i式氾悶

最小分所率

采梓速度

辻濾特性

改定屯流箔園

精度

漏屯夏伯伍

使用場所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渕拭銭路屯圧

地象屯阻

耐屯圧

屯源

尺寸

重墨

8銭路（8Cll）

柑形CT方式

0′・～2000lnA

lmA

20111S／1次

高頻辻漉功能（130Hz）

10／■）1000mA

j＝3rdg土2dgt（柘准CT）

校定値的10～90％

屋内，海抜2000m以下

0～500C、85％RH以下

（以不結露力准）

－10～600C、70％RH以下

（以不結露力准）

AC500V以下

100Mn（鉄芯～把手会え同）

50MQ（屯源～食え同）

AC1500V／1分仲（亀源～盆）

交流轄挽器和内部屯池

190（W）×140（H）×42（D）mm

的700g



多銭路型漏屯屯流監視器　　MCM－8000

可逸品：漏屯屯流盟視器用紺形屯流侍感器
ZCT．18SCM ZCT・30SCM ZCT・40SCM ZCT・40QSCM

q｝18mln　　　　　　　　（p30mm　　　　　　　　　（p40mm　　　　　　　　　40mm

45×98×32mm　　　　　　　59×117×32mm　　　　　　　64×122×23mm　　　　　　　98×155×32mm

65g　　　　　　　　　　　　95g

l

125g

ZCT．80SCM ZCT・1100SCM　　　　　柑形CT携帯CASE

80×74mm　　　　　　　　　128×108mln ZCT－18／30／40SCMx8↑

138×225×37mm　　　　　194×342×52mm ZCT－80SCMx4↑

500g　　　　　　　　　　　500g

145g

袖珍紺形漏屯屋示器　MLD－18　MLD＿40

可安装子分屯盆或屯器没各銭路，分栓出大子15mA以上的漏屯屯流，

用LED屋示井保持。友生両歌漏屯吋，容易碗定漏屯銭路或屯器一役各

規格

渕試功能　　　交流漏屯屯流

用口宜径　　　や181－m（MCL18）

q）40mm（MCL－40）

渕試量程　　　151T止

精度　　　　　230C±50C，80％以下吋

対渕i式量程±5％

功作屋示　　　超辻渕拭量程吋，柘志灯点欠

功作吋同　　　　20ms

測試幾路屯圧　AC600V以下

其他功能　　　按下［RESET］健，回夏初始状志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虹色LED点灯

工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　　　　　　LR＿44×2

消耗功率　　　的7mW

尺、lA・重量　　MLD－18：95（H）×45（W）×23（D）mm，約80g

MLD－40：123（H）×64（W）×23（D）mm，約120g

附属品　　　　　LR＿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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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径紺形漏屯屯流表　　MCL800D

紺ロ口径80ITlm，没有竜泉用数据輸出接口

可K吋聞達鎮測試大屯流（1000A）的屯流表

方便測i式的没汁与制造的結晶

大口径漏屯屯流交流器

可以迭揮丙神比率的CT交送器

用ロ口径8011m

0．1mA～1000A大花園屯流之渕試

凡乎不受外部磁場影桐的高精度結杓

規格

渕i式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尺寸　　　74×80mm

温　　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記号

渕i式滝田　　　0～200ITLA／2A／20A／200A／1000A，5蔓：程手功

最小分所率　　0．1mA

端度　　　　（230C±50C，80％以下吋）　　　±2．0％rdg±5dgt

数据輸出　　　一般童程：　DClOOmV（溝量程吋）

1000A基程：DC50mV（満塁程吋）

溢出屋示　　　最高位［1］点大

数据保持　　［DH］椋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数据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転志点灯

采梓速度　　　的2次／砂

洲i式残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亀圧　　　AC2000V／1分紳（鉄芯～会え同）

工作温湿度　　0～400C，80％M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UM＿4　×2

尺寸・重量　　225（H）×138（W）×37（D）111111，的500g

附属品　　　　携帯用CASE，屯池UM－4，説明弔

LADt800

可役吋同渕試0～1000A以下屯流

規格

量程

CT比

柑口尺寸

屯源

尺寸・重義

附属　品

0～1000A

lO：1，100：1（2崖程）

80（H）×74（W）mm

［DH］掠志点灯，同村保持屋示教据

138（W）×225（H）×37（D），500g

HARDCASE



超大口径紺形漏屯屯流表
紺口尺寸108×128Ⅱml

ACMAX3000A

可役吋岡渕i式和竜泉0～3000A屯流

真有数値展示

高次消波裁断辻濾

測試功能　　　在銭屯流，漏屯屯流

量程　　　　　300mA／3A／30A／300A／3000A

紺口尺寸　　　108×128mm

屋示　　　　　最大屋示“3200”，開単位記号

溢出足示　　［OL］椋志点灯

超大口径漏屯屯流交流器

可以測試漏屯屯流～3000A的大屯流

MCL－1100D

精度　　　　（230C±50C，80％以下吋）

量程　　　　　分所率

300mA O．1mA

3A O．001A

30A O．01A

粘度

±1．5％rdg±8dgt

300A O．1A

3000A IA

数据保持　　［DH］栃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教据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柘志点灯

采杵速度　　　2次／秒

高頻適二浪功能　有

渕i式幾路屯圧　AC500V以下

耐屯圧　　　AC3700V／1分仲（鉄芯～会え岡）

安全規格　　　正ClO10－1CATII600V椋准

工作温湿度　　0～400C，80％M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消耗功率　　　　的6mW

尺　寸　　　341．5（印×194（W）×52（D）m

屯　　源　　　UM＿4　×2

重　量　　　的1900g

附属品　　　　携帯用CASE，背帯，屯池UM－4×2

使用説明弔

LAD－1100

可以快吋同測試3000A以下屯流

規格

量程　　　　　0～3000A

紺口尺寸　　108×1281m

CT比　　　　AC300mA～30A立程10：1

AC30A～3000A量程100：1

2次側口径　128（H）×108（W）mm

尺寸・重量　342（叫×194（W）×52（D）

1800g

附属　品　　　HARD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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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C高精度漏屯屯流表　M－700／730

宜流屯流最小分所率0．01mA的高精度測試

DCO．01mA～1000mA，ACO．011nA～10A大泊田渕i式量程

不易磁化便得役目寸同的竜泉威力可能（DClOOmV出力）

700Unlt CTP－05D⊂Sensor

規格

安全規格　　　　旺C61010－1，正C61010－2－032

CATII600V或CATIII300V

測成功能　　　　DC屯流，AC亀流

用口直径　　　M－700‥　q）51nm M－730：q）30mm

渕拭量程　　　DC屯流　0～100mA／1000mA（2最程手動）

AC屯流　0～100mA／1000InA／10A（3崖程手動）

足示　　　　　量大屋示H1999”，附単イ鋸己号

溢出屋示　　　［OL］毎志屯灯

数据保持　　［DH］称志点灯，同吋保持嵐示教据

DC洞等　　　　DC屯流須用OFFSET鍵凋客后渕試

乗梓速度　　　　DC的1次／秒，AC的6次／秒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柘志点灯

数据輸出　　　　DClOOITIV（各墨程溝邑程吋）

工作温湿度　　　0～500C，80％RH（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一10～600C，70％RIlI（以不結露力准）

耐屯圧　　　　AC3700V／1分帥（鉄芯～手把之回）

屯源自功夫岡　［APO］柘志点灯吋，停止使用的10分伸后，

屯源自功夫閉

按卜POTAUTO］，［APO］椋志消灯，

自功夫閉功能解除

屯源　　　　　　LR6×4

消耗功率　　　　的9mW

ノぐ寸・重逼　　本体：155（H）×78（W）×32（D）lnlTl　280g

CT（CTP－05DC）：

引残1．2m，133（H）×19（W）×28（D）mm

CT（CTP－30DC）：

引域1．2m，158（H）×59（W）×23（D）171111

附属晶　　　　LR6×4，CT（CTP－05DC）×1，寺川携帯包

可逸品　　　　　数据筏

730Unlt CTlL30DCSensor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宜流屯流

足　程　　　　　測拭滝田

100111A O．1〈一土50111A

±50．01111A′）±99．99111A

lOOOIllA l～土3001mA

土300．01111A～土700111A

土700，01lTIA～±999．9111A

分所率　　　精度

0．011nA　士1％rdg±5dgt

j＝1％rdgj＝10dgt

O．11nA j＝1％rdgj＝10dgt

土2％rdg士10dgt

士3％rdg士10dgt

※地磁（Terrestrialmagnetism））股‖ltり：土0．5mA以下

※着磁（MagnetizatlOn））影的‥輸入DCl．5A后切断的j＝0．5mA以下

※CT升臥紗帖　土0．7111A以下

※最大輸入屯流‥j＝1．5A（輸入大子1．5A屯流肘CT輸出降低，

［OL］柘志不能点灯）

交流屯流

星　程　　　　　渕i式滝田

100mA O～99，991TIA

lOOOlllA O／－999．9mA

lOA O／）9．999A

※最大輸入屯流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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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率　　　　精度

0．01mA

O．lmA　±1％rdg土10dgt

O．001A



交互流丙用高精度甜形屯流表　　M－600

DC屯流高精度測試（最小分所率0．1mA）

DC漏屯屯流高精度測試（同吋紺住正負西域）

概要

由子利用了磁場自平衡技木，対被測銭路不戸生影的

測試精度与被測寺銭位置克夫

交流／宜流混成（即重畳）銭路中可分別測試
交流或宜流部分屯流

峰値保持功能
MAX．HOLD

DC吋：正（＋）側最大値

AC吋：最大値的有数値

MIN．HOLD

DC吋：負（－）側最大値

AC吋；最小値的有数値

照准国防安全規範IEClOlO没汁

赴干峰値保持（MAX．MIN HOLD）功能状志吋，

由子随吋屋示測試中的MAX或MIN値，

能対銭路的状志（如，同歓漏屯現象等）逆行判断

規格

測試功能　　宜流屯流・交流屯流

等調整‥　按一一一次等調整建印可完成

等調整＝　交流吋可用干渕試相対値

紺口宜径　甲20m

屋示　　　　最大屋示“1999”，開単位記号

根性（DC），亀池亀圧不足

溢出，数据保持

量程・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渕試内容　　量程　　　測試荘園

200mA O～199．91nA

AC　　　2000rnA O～19991nA

lOA O．0′－9．99A

200mA O／‾）±199．91nA

DC　　　2000mA O～±1999mA

lOA O′～±9．99A

精度

±1・0％rdg±5dgt

±1．0％rdg±5dgt

±1．0％rdg±10dgt

±1・0％rdg±3dgt

±1・0％rdg±3dgt

±1・0％rdg±10dgt

峰値保持

釆祥速度

耐屯圧

渕拭銭路屯圧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屯源

屯源自功夫聞

消耗功率

尺寸

重量

附属品

一一　1（11

MAXHOLD／MNHOLD

l．6次／秒

AC2000V／1分帥（鉄芯～盆之同）

AC／DC600V以下

0～500C，80％M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10～600C，75％RH以下（以不結露新任）

5号屯池×2

停止使用的10分仲后，屯源白功夫同

峰値保持功能状志吋，其功能解除

的16mW

194（H）×76（W）×30（D）11m

的340g

携帯用soRcase

5号屯池×2

使用説明弔



交宜流両用多功能甜形屯表　　M－230

規格
拙式功能　　交流屯流・恵流也流

紺口離至　（揮1mm

1品　　　　最大昆示“1999”，附単位氾号

示

描程　　　交流／＿鮎狛屯流　20／200A，手功2量程

精度：（23。C±5。C，80％以下吋）

測拭内容　量程　分所率　榔式氾Ⅰ刊　　　　瑞度

数据イ椚詩

溢出足示

零朋整

采杵速度

ジ旧式鵠路頻率

i机式戟路屯庄

交肌流　20A OOIA o～19・99A　　±1％rdg±5dgt（50Hz）　瞬吋迂負荷

±20％rdg±5dgt（20～lkHz）耐ELL托

200A OIA O～1500A　　±15％rdg±5dgt（50Hz）Ih池也庄

±20％rdg±5dgt（20～11くHz）1作温湿度

1500～200・OA　　±15％rdg　±　5dgt　　　保存温湿度

±35％rdg±5dgt（20～11くHz）心　細

摘蟻　20A lOlllA O～±1999A　　±1．0％rdgjjdgt　　　消耗功率

200A OIA O～±1500A　　±15％rdg±3dgt　　　　尺寸・亜最

±150・0～』000A　±25％rdg±3dgt　　　　附属品

交互流両用紺形屯流表
規格

測拭功能　交流也流・斑流屯流

用口宜行？30Illm

見示　　最大湿示“1999”，附中一樹己号

最程　　交流／宜流屯流　20／200A，手功2道程

制度；（23。C±50C，80％以下桐）

緋式内容　最程　分執率　　　渕拭苗瀾

交流屯流　20A OOIA o～19．99A

200A OIA O～1500A

150．0′→1000A

郎細流　20A lOmA oへ』9．99A

200A OIA o一二d50．OA

M－240

数掘保4、1

滋出鼻示

峯調整

釆梓速度

［DH］椋志ノ・王府，剛寸僻川柑激据

最高位［1抽大

洲拭自▲流r蟻川，

須先用ADJ髄逆行等槻整

約2汐J秒

20Hz～lkHz

AC500V以下

AC500A

AC2000V／1分帥（鉄芯～盆之同）

工作山庄以下帖［B］柘志点灯

－10～500C，BO％RH以下（以不翫露加住）

一20～600C，75％M以下（以不翫露力准）

LR44×2

約7mW

146（叫畑8（叫×2q功mm　的100g

SOFTCASE，LR－44×2，使用悦明弔

［DH】掠志点灯，剛保嗣旧式数掘

鋸高位［1出火

渕拭宜流屯流‖寸，須先用ADJ牡辺行別紙室

的2汐J秒

渕拭域路頻率　20HzへjOOHz

精度　　　　　測拭城跡也は　AC500V以下

±1．5％rdg±5dgt（50Hz）　瞬吋辻負荷

±2％rdg±5dgt（20√づ00Hz）耐屯圧

±20％rdg±軸（50Hz）　心地岨

±2．5％rdg±5dgt（20～500Hz）工作温湿度

±30％rdg±5dgt（50Hz）　保存温温度

±40％rdg±5dgt（20100Hz），出掠

±1．5％rdg±3dgt　　　消耗功率

±20％rdg±3dgt　　尺寸・重鑓

d50・0′→或000A　　±30％rdg±3dgt　　附属品

交互流丙用紺形屯流表　　M－250

規格
洲斌功能　　　交流屯流・宜流屯流　　　　　　　　　　瞬吋辻負荷

紺口朗全　　　4棚11m　　　　　　　　　　　　　　　耐屯庄

屋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正号　　　　　　安全規格

迫程　　　　交流／宜流屯流　20α1000A，手功2昆程　　屯池屯圧

粘度：（23。C±5。C，80％以下FFJ）±15％rdg±5dgt　　　　　工作温湿度

数掘保持　　［DH］椋志点灯，同吋保持渕拭数柑　　　　保存温湿度

淀川憧示　　　最高位［1］点天　　　　　　　　　　　　城京

等洞整　　　渕鵡流山流帖須先用ADJ髄運行等凋整　消耗功率

采杵速度　　　的2次秒　　　　　　　　　　　　　尺寸・重昆

渕式戟路也庄　AC（追0V以下　　　　　　　　　　　　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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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500A

AC2000V／1分紳（玖芯～盆之周）

＿L作軌‡以下帖［B琳志点灯

0へ一双）OC，80％RH以下（以不結露新旧

－10′イ00C，75％RH以下（以木結露力准）

LR44沼

；’こJ「11＼＼

146（叫適8（＼ゆ飢5（qImll，約100g

SOFTCASE，LR－44×2，使用脚射ち

AC500A

AC2000V／1分帥（鉄芯～念之同）

IEClOlOLI CATII600V

工作屯圧以下軋［B］柘乱射T

Oへ一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邪推）

－10′JOoC，7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LR44×2

約7mW

175（叫適8．5（Ⅵり辺3（qIlⅦ㍉　約100g

SOFTCASE，LR－44×2，使用税明弔



交宜流両用甜形屯流表

IElO10－2CATIII600V栃准，

最大可渕試2000A

多功能，低仰格

M－260　M－270

M－260測i式方式：秩分方式

M－270測試方式‥　其有数値方式

規格

測斌功能　　　交流屯流，宜流屯流，支流屯圧

交流屯圧，屯阻，頻率

紺ロ口径　　　55111111

屋示　　　　　最大屋示“1999”，閏単位記号

附加功能　　　数字保持功能，屯源白功夫岡功能

其他功能　　　半守体渕試，苧通試地

温出品示　　　有

亀池亀庄屋示　有

等調整　　　［OADJ］鯉

渕低域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屯圧　　　AC5500V／1分桝（鉄芯～会之同）

工作温湿度　　0～40℃，80％RH（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70％RH（以不結露力准）

安全規格　　　rEClOl0－1CATIII600V

屯　　源　　　UM＿4

尺寸重宝　　240（H）×70（W）×34（D）mm，約500g

附属品　　　　携帯用CASE，UM－4×3，引銭

使用税明弔

M－270屋示真有数値，其他規格丙者完全相同

量程・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測試内容　　　量程　　　分離率

交流亀流　　　40A O．01A

400A O．1A

lOOOA IA

宜流屯流　　　40A O．01A

400A O．lA

lOOOA IA

交流屯圧　　　400mV O．001V

宜流屯圧　　　4V O．01V

40V O．lV

400V O．lV

屯l狙　　　　　400n O．ln

4kn O．001kn

40kn O．01kn

400kn O．lkn

4000kn lkn

40Mn O．01Mn

頻率　　　　100Hz　　0．01Hz

lOOOHz O，lHz

lOkHz IHz

lOOkHz lOHz

lOOOkHz O．1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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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

±2・0％rdg±8dgt

±1．5％rdg±5dgt

±2．0％rdg±8dgt

±1．5％rdg±5dgt

±1．0％rdg±5dgt

±1．0％rdg±5dgt

±3．0％rdg±

10dgt

±0・3％rdg±ldgt



交互流丙用多功能紺形屯表　　M－280

IElO10－1・EMC栃准，袖珍型　　　最大可測試1000A

規格
測試功能　交流／宜流屯流，交流／宜流屯圧　　　溢出鼻示

屯阻　　　　　　　　　　　　　　　零調整

相口宜径　甲30mm

屋示　　　最大昆示“9999”，附単位正号　　　最大低湿示

墨程　　　交流／宜流屯流1000A

交流／宜流屯圧　600V

屯阻　　　　　600Q

測試切換　旋組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交流屯流　　0～600A

600．1′－999．9A

宜流屯流　0～600A

600．1～999．9A

交流屯圧　0～600V

宜流屯圧　0～600V

屯阻　　　0～600Q

数据保持［DH］椋志点灯，

±1・5％rdg±8dgt

±3・0％rdg±8dgt

±1・5％rdg±3dgt

±3．0％rdg±3dgt

±1・0％rdg±8dgt

±1．0％rdg±3dgt

±1．0％rdg±3dg

同町保持測域数据

最小値屋示

采梓速度

屯池亀圧

測試銭路屯圧

耐　屯圧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安全規格

亀源白功夫岡

屯　　源

消耗功率

尺寸・重量

附属晶

［OL］椋志点灯

測i式宜流屯流吋，

須先用ADJ健逆行等調整

［MAX］柘志点灯，見示渕試辻程中的最大値

［MIN］柘志点灯，屋示測試辻程中的最小値

的2次／秒

工作屯圧以下吋，［B］柘志点灯

AC500V以下

AC3700V／1分桝（鉄芯～食え同）

0～400C，80％RH（以不結露力准）

－10～600C，70％M（以不結露力准）

IEClOl0－1　CATII　600V

停止使用后的辻10分桝，屯源滑自功夫岡

LR－44×2

約24mW

177（叫×掴．5（W）×24（D）mm，約100g

SOFTCASE，LR－44×2，引銭，使用税明弔

屯圧輸出型紺形宜流屯流借感器　　LAD－240　LAD－250

小型，通用宜流屯流測試用CT

LAD－240規格

通用花園　　DCO～±200A

CT口径　　q）30mm

輸出特性　　DC200lnV（FS）

精度　　　　　1～150A　　　土2％＋0．5％FS

150～200A　　　　±2．5％＋0．5％FS

渕試方式　　平均値栓波方式

輸入屯阻　　lMn以上

耐屯圧　　　AClOOOV／1分桝（鉄芯孔～輸出之同）

地象屯阻　　DC500V，100Mn以上（鉄芯孔～輸出之同）

使用温湿度　0～60℃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輸出引銭　　1．2m，香蕉括共

屯源　　　　　LR＿44×2

尺寸・重量　146（H）×44（W）×21（D）mm，約100g

LAD－250規

通用滝田　　AC／DCl～200A／1000A

CT口径　　や40mm

輸出特性

精度

測試方式

輸入屯阻

耐屯圧

地象屯阻

使用温湿度

輸出引銭

亀源

尺寸・重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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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A崖程　　　DC200mV（FS）

1000A崖程　　DClOOmV（FS）

士3％FS

平均値検波方式

lMn以上

AClOOOV／1分仲（鉄芯孔～輸出之同）

DC500V，100Mn以上（鉄芯孔～輸出之同）

0～40℃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1．2m，香蕉括共

LR－44×2

175（H）×69（W）×23（D）mm，約140g



交互流両用多功能紺形屯表　　M－290

対座不整波形（DistortedWave）的真有数値（RMS）袖珍型

屯流・屯圧・屯阻
最大可渕i式400A

交互流混在的杯境中交流屯流波形容易変形（不整波形），利用非真有数値屯表容易戸生俣差

規格
測拭功能　　　　交流／宜流屯流，交流／宜流屯圧，屯阻

甜口宜径　　　　甲301－11Tl

屋示　　　　　　最大屋示“9999”，附単位正号

量程　　　　　　　交流／宜流屯流　40／400A

交流／宜流屯圧　60／600V

屯阻　　　　　　lkn

測試内容切換　　　旋組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測拭内容　　　　　　量程

宜流屯流　　　　　0～40A

O～400A

交流屯流　　　　　0～40A

O／一、ノ400A

宜流屯圧　　　　　0～600V

交流屯圧　　　　　0～600V

屯阻　　　　0～999．9n

分離率

0．01A

O．1A

O．01A

O．lA

O．01V

O．01V

O．ln

数据保持　　　［DH］椋志点灯，同吋保持測試数据

溢出足示　　　［OL］椋志点灯

等調整　　　　　渕拭宜流屯流吋，須先用ADJ鍵逆行等閑整

采祥速度　　　　的2次／砂

洲試銭路屯圧　　AC500V以下

耐亀圧　　　　　AC3700V／1分桝（鉄芯～会え同）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柘志点灯

工作温湿度　　　0～40℃，809もRH（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7098RH（以不結露力准）

安全規格　　　　IEClO10－1CATII600V

屯源自功夫同　　伴止使用后，的辻10分桝，屯源将自功夫岡

屯源　　　　　　　LR■44×2

消耗功率　　　　　的91nW

尺寸・重量　　180（H）×45（W）×24（D）m，約135g

附属晶　　　　　SOFTCASE，LR－44×2，引銭，使用税明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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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

±1・5％rdg±3dgt

±1・5％rdg±5dgt

±1・5％rdg±5dgt

±1．5％rdg±8dgt

±1．0％rdg±6dgt

±1・0％rdg±8dgt

±1．5％rdg±8dgt



袖珍甜形屯流表　　M－210

連合干窄小杯境中使用

規格

渕斌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宜径．甲23mm

足　　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記号

渕拭氾固　0～20A／200A，二壷程手功切換

精度（230C±50C，80％RH以下吋）

墨　程　　分別率　　　　　精度

20A O．01A　　　±1．2％rdg±5dgt

200A O．lA

袖珍紺形屯流表　　M－220
造合干窄小杯境中使用

規格

測試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宜径　甲33mn

塩　　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記号

渕拭氾悶　0～20Aノ200A，二室程手功切換

精度（230C±50C，80％RH以卜吋）

崖　程　　分所率　　　　　精度

20A O．01A　　　±1．2％rdg±5dgt

200A O．lA

袖珍甜形屯流表　　M－225
IEClO10－2　CATIII300V椋准

規格

渕試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宜径　甲40mm

屋　　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記号

渕試氾闇　0～20A／600A，二量程手功切換

精度（230C±50C，80％RH以下吋）

墨　程　　分所率　　　　　精度

20A O．01A　　　±1．5％rdg±5dgt

200A O．1A　　　±1．0％rdg±8d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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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足示　　　最高位［1］点大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村保持屋示教据

亀池亀拝　　　丁作亀住以下吋，［B］柘志点灯

采祥速度　　　的2次／秒

渕斌残路屯圧　AC600V以下

工作温湿度　　0～400C，80％M（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DC，70％M（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LR－44×2

消耗功率　　　的2．5lTIW

尺寸・重量　146（rI）×48（W）×20（D）mTl，約80g

附属晶　　　SOFTCASE，LR－44×2，使用税明弔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大

数掘保持　　［DH］椋志点灯，同村保持屋示数据

屯池亀圧　　　丁作屯圧以下吋，［B］栃志点灯

采梓速度　　　的2次／砂

洲試幾路屯圧　AC600V以下

工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0％RH（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LR－44×2

消耗功率　　　的7mW

尺寸・重崖　155（H）×54（W）×20（D）mm，約80g

鞘属晶　　　SOFTCASE，LR－44×2，使用説明iS

※有IEClOlOr2CATIII300V柘准戸品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大

数据保持　　［DH］椋志点灯，同村保持屋示数掘

安全規格　　　旺ClO10－2　CATIII300V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椋志点灯

采梓速度　　　的2次／秒

渕試技路屯圧　AC600V以下

工作温湿度　　0～400C，80％M（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C，70％M（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LR－44×2

消耗功率　　　的7mW

尺寸・重量　175（H）×糾（W）×20（D）lnlll，約110g

附属品　　　SOFTCASE，LR－44×2，使用説明弔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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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屯流表　　M－200

只需用接触式CT接触単相，三相屯路的亀城既可測到屯流

可測至今力止的紺形表元法渕到的配銭密集牡的屯流

加上板准装各的甜形CT，可謂万能屯流表

規格　　　　　　　　　　　　　一般

接触式鮒形CT　　　　　　　　　　　　　洲試功能

測試花園　200A　　　　　　　　　　　　　　罷　示

柑口貴径　甲201nm　　　　　　　　　　　溢出鼻示

精度　　　単妓　（1V銭）　±5％　　　数掘保持

平行幾　（VVF銭）　±5％　　　采祥速度

交流屯流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妃号

［OL］屁示

［DH］柘志点灯，同町保持嵐示数据

約2次／秒

三相三城（VVR戟）　概略値　測成城路屯圧　600V以下

用形CT　　　　　　　　　　　　　　　　屯池亀圧

測拭氾周　0～20Aノ200A　　　　　　　　　　⊥作温湿度

紺口宜径　や3311m　　　　　　　　　　　保存温湿度

精度（230C±50C，80％RH以下吋）　　　　　屯　源

定　程　　分所率　　　　　精度　　　　消耗功率

20A O・01A　　　±1．2rdg±5dgt　　尺寸・重量

200A O．1A　　　±1．2rdg±5dgt　　附属晶

通用型紺形屯表　　　M－2020

IElO10－2CATII600V椋准，袖珍型，多功能，低伶格

規格
測成功能　交流屯流・交流屯圧　　　　　　　数掘保持

宜流亀圧・屯阻

工作屯圧以印寸，［B］柘志点灯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10～600C，7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LR－44×2

約5mW

170（H）×54（W）×21（D）mm，約100g

SOFTCASE，LR－44×2，使用政明弔

［DH］柘志点灯，

同肘保持渕斌数据

紺口宜行　甲40mm　　　　　　　　　　　　溢出足示　　［OL］椋志点灯

屋示　　　最大屋示“3200”　　　　　　　　采梓速度　　　的2次／秒

附単位記号　　　　　　　　　　屯池屯圧　　　工作屯圧以【印寸，［B］椋志点灯

壷程　　　交流屯流：30／300A（2鼻柱自功）　渕拭銭路亀圧　AC500V以下

交流屯圧：3V～500V（4崖程白功）　耐屯圧　　　　AC3700V／1分帥（鉄芯～会え同）

宜流屯圧：300mV～500V　　　　　工作温湿度　　0～400C，80％M（以不結露力准）

（5量程自功）　　　　　保存温湿度　　－10～60℃，70％M（以不結露力准）

屯阻：300E2～3000E2（2鼻柱自功）　安全規格　　　IEClOlO＿1CATII600V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交流屯流　　　　±2．0％rdg±8dgt

交流屯圧　　　　±2．3％rdg±6dgt

宜流屯圧　　　　±1．3％rdg±3dgt

屯阻　　　　　±2．0％rdg±5d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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亀源自功夫囲　停止使用后，約10分紬

屯源将自功夫囲

屯　　源　　　　LR＿44×2

消耗功率　　　　的5lTIW

尺寸・重量　　193（H）×糾（W）×24（D）lT皿，約100g

附属晶　　　　　SOFTCASE，LR－44×2，引残

使用税明弔

●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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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紺形屯表　　M＿2010

ElOl0－2CATIII600V椋准

測試功能　交流屯流，宜流屯圧，交流屯圧，屯阻

柑口宜径　4011m

屋示　　　最大屋示＝1999”，

墨程　　　交流屯流

交流屯圧

宜流屯圧

屯阻

早通i式始

半寺体測i式

附単位一妃号

20A／200A／600A（手動）

2V～600V（自劫）

2V～600V（自功）

200n～20Mn（自功）

2kn

2V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渕拭内容　　　　測i式花園

交流屯流　　　　0～200A

200A／■）600A

交流屯圧　　　　　0～2V

2V～600V

屯阻　　　　　0～2000kn

2000kn／～20Mn

精度

±1．5％rdg±10dgt

±1，0％rdg±8dgt

±0．7％rdg±5dgt

±1．2％rdg±5dgt

±1．2％rdg±5dgt

±3．0％rdg±10dgt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教掘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天（交宜流600A，600V除外）

屯池屯圧　　　　丁作屯圧以下吋，柘志点灯

屯源自功夫閉　停止使用的10分桝后，屯源自功夫閉

測i式銭路屯圧　AC600V以下

耐　屯圧　　　AC5500V／1分紳（鉄芯～会え同）

安全規格　　　EClOl0－2　CATII600V

工作温湿度　　040℃，80％RH（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一10～60℃，70％RH（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UM－4

尺寸・重量　　223（H）×70（W）×34（D）mm，約400g

附属品　　　　　携帯用CASE，UM－4×2，引幾，使用税明君

多功能紺形屯表　　M－2100

IElO10－2CATIII600V柘准　　　　最大可渕2000A，多功能，低仰格

規格
渕i式功能交流屯流，宜流屯圧，交流屯圧，屯阻

柑口宜径55Inm

昆示　　最大屁示り1999”，附単イ鋸己号

量程　　交流屯流

交流屯圧

宜流屯圧

屯阻

早通i式姶

半等体測i式

20A／200A／2000A（手功）

2V～600V（自動）

200mV～600V（自功）

200n～20Mn（自功）

2kn

2V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渕試内容　　　渕i式氾同

交流屯流　　　0～200A

200A／■）2000A

交流屯圧　　　0～2V

2V／～600V

屯阻　　　　0～2000kn

2000kn～20Mn

精度

±1．2％rdg±10dgt

±1．2％rdg±8dgt

±0．7％rdg±5dgt

±1．2％rdg±5dgt

±1．2％rdg±5dgt

±3．0％rdg±10d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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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数据

溢出足示　　最高位［1］点天

亀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柘志点灯

屯源自功夫同　停止使用的10分桝后，

屯源自功夫聞

渕i式幾路屯圧AC600V以下

耐　屯圧

安全規格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屯　　源

尺寸・重量

附属晶

AC5500V／1分紳（鉄芯～会え同）

IEClO10－2　CATIII600V

O400C，80％RH（以不結露力准）

－10～60℃，70％RH

（以不結露力准）

UM－4

240（印×70（W）×34（D）llnn，約400g

携帯用CASE，UM－4×2，引幾

使用悦明弔



超大口径紺形屯流表　　MCL－3000D

ACMAX3000A

紺口尺寸：108×128mm

可役対向渕浅利竜泉最大3000A屯流

真有効低湿示

高次消波迂濾

測試功能　在銭亀流

量程　　　30A／300A／3000A

柑口尺寸　108×128mm

屋　　示　最大屋示“3200”，附単位正号

溢出屋示　［OL］椋志点灯

大口径甜形屯流表　　M－1800

可快対向連接測試大屯流

、、、＿一一一・ノ

規格

測i式功能　　　交流屯流

用口宜律　　　80mm

測試荘園　　　ACO～20A／200A／1800A，3量程手功

最小分離率　10111A

屋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記号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壷程　　　　　分所率

30A O．01A

300A O．1A

精度

±1・5％rdg±8dgt

3000A IA　　　　　　±2．0％rdg±8dgt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数据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栃志点灯

采梓速度　　　　2次／砂

洲i式銭路屯圧　　AC500V以下

耐屯圧　　　　AC5500V／1分帥（鉄芯～会え同）

安全規格　　　　EClO10－1CATIII600V椋准

工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消耗功率　　　　的6mW

尺　寸　　　341．5（H）×194（W）×52（D）mm

屯　　源　　　　UM＿4　×2

重　　量　　　的1850g

附属品　　　　　携帯用CASE，背帯，屯池UM－4×2

使用税明君

精度　　　　（230C±50C，80％以下吋）±3．0％rdg±5dgt

数据輸出　　　DClOOmA（各室程溝量程吋）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保持測試数据

屯池屯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掠志点灯

采梓速度　　　　的2次／秒

耐屯圧　　　　　AC2000V

測試幾路屯圧　AC600V以下

溢出屋示　　　最高位［1］点欠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椋志点灯

工作温湿度　　0～400C，80％M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0C，75％M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　　　　　　UM＿4×2

消耗功率　　　　的3mW

尺寸・重量　　255（H）×138（W）×37（D）mm，約500g

附属品　　　　携帯用CASExl，UM－4×2，使用説明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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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圧珍甜形屯流表　　HCL－1000D

峰値／数字保持功能与絶縁操作杵相結合可測高赴屯流
防滴漏結杓

独特的散人技木：按押印可紺辺渕試屯銭，退披印可解消用人，使用方便

規格

測試功能　　　　高低圧交流屯流

用口宜径　　　甲35mm

渕試屯田　　　　0～20Aノ600A，2量程手功

屋　　不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記号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使用状志　　　　　　量程　　　　　　小分所率

通常渕i式　　　　　　20A O．01A

600A IA

峰値保持測i式　　　　20A O．01A

600A IA

精度

±2％rdg±8dgt

O～400A　　±2％rdg±8dgt

400～600A　±3％rdg±8dgt

±2．5％rdg±8dgt

O～400A　　±2．5％rdg±8dgt

400～600A　±3．5％rdg±8dgt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教据

峰値保持　　　［PEAK］柘志点灯，赴干屋示峰値数据状姦

外部磁場影的　10mA以下（接近100A屯銭吋）

絶縁屯阻　　　100MQ以上

溢出屋示　　　　最高位“1”点天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柘志点灯

采梓速度　　　　的2次／砂

洲拭幾路屯圧　　AC80V～10000V以下

耐屯圧　　　　AC15KV／1分桝（鉄芯～会え伺）

工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一10～600C，75％R月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UM－4×2

結　杓　　　　　防滴漏ⅠⅠ型

尺寸・重量　　290（H）×70（W）X32（D）mm，約350g

附属品　　　　　携帯用SOFTCASE，LR－44×2，使用説明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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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圧紺形屯流表　　HCL－9000　9000S

完全絶縁！第一十用“虹外銭倍送測試数据”的柑形屯流表

独特的蔵人技木‥　按押印可甜逆渕試屯銭，退抜印可解消紺入，使用方便

防滴漏結杓

渕i式数据輸出

●
∴＼J

規格

渕試功能　　　　　交流負荷屯流

用口宜径　　　　甲35mm

屋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正号

測試氾悶　　　　0～20A／600A（50Hz），手功2崖程

精度（230C±50C，80％以卜吋）

量程　　　　　　最小分所率

20A O．01A

600A IA

監二道二乱

精度

±2．5％rdg±8dgt

O～400A　　±2．5％rdg±8dgt

400～600A　　±3．0％rdg±8dgt

溢出鼻示　　　　最高位［1］点欠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教据

屯池屯圧　　　　CT部‥　工作屯圧以下吋，紅色LED点灯

計測部‥　工作屯圧以下吋，［B］椋志点灯

采梓速度　　　　的2次／秒

数据輸出　　　　一般量程‥　DClOOmV（酒量程吋）

600A量程‥　DC30mV（濁崖程吋）

精度：±1％FS；輸出阻抗：10kn以下

測斌銭路屯圧　　HCL－9000：AC80V～10000V以下

HCL9000S＝　AC80V～23000V以下

耐屯圧　　　　　HCL－9000＝　AC22000V／1分桝（鉄芯，手把之同）

HCL－9000S：AC46000V／1分桝（鉄芯一手把之伺）

屯源　　　　　　　CT部‥　UM－4×3

計測部：UM－4×2

消耗功率　　　　　CT部‥　約17mW

廿測部＝　約15111W

的造　　　　　　　防滴漏ⅠⅠ型

尺、J‾　　　　　　鮪短状忍：　548（叫×70（W）×50（D）lnlll

仲杖状志‥1090（H）×70（W）×50（D）m

重量　　　　　　HCL9000S：800g；HCL－9000S：750g

附属品　　　　　UM－4×5，携帯CASE，使用説明弔

注；HCL9000S可用干23000V以下銭路，其他規格与HCL9000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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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圧珍紺形屯流表　　HCL5000D

防滴漏結杓

独特的歌人技木：

按押印可相法測試屯銭，
退抜印可解消紺入，使用方便

「ノヽ

規格
測試功能　　　　高低圧交流屯流

用口宜径　　　や35mm

渕試花園　　　　0～20A／600A，2量程手劫

鼻　　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正号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量程　　　最小分所率　　　　　　　精度

20A O．01A　　　　　　　±2％rdg±8dgt

600A IA O～400A　±2％rdg±9dgt

400～600A　±3．0％rdg±10dgt

数据保持　　［DH］椋志点灯，同村保持屋示数掘

絶縁屯阻　　　100Mn以上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B］柘志点灯

釆梓速度　　　　的2次／砂

洲試銭路屯圧　　AC80V～7000V以下

耐　屯圧　　　AC15KV／1分仲（鉄芯～食え同）

工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　　　　　　UM－4×2

結杓　　　　　　防滴漏ⅠⅠ型

尺寸・重量　　356（H）×70（W）×32（D）mm，約400g

鞘属晶　　　　携帯用SOFTCASE，LR－44×2，使用説明弔

高低圧珍紺形屯流表　　HCL3000

1mA～200A大泊国測i式

∩

規格
測試功能　　　　高低圧交流屯流

経口五徳　　　や33mlTl

測試氾周　　　　0～2000mA／20A／600A，3崖程手功

屋　　示　　　　最大屋示“1999”，附単位正号

最小分離率　　lmA

精度　　　　　±2％rdg±5dgt（230C±50C，80％以下吋）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肘保持屋示教据

空色嫁屯阻　　　100MQ以上

屯池亀圧　　　工作屯庄以下吋，［B］椋志点灯

采杵速度　　　　的2次／砂

洲試磯路屯圧　　AC80V～7000V以下

耐屯圧　　　AC14KV／1分仲（鉄芯～会え同）

工作温湿度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　　源　　　　UM－4×2

尺寸・重量　　315×甲54mm（牙眉柄除外），約240g

附属品　　　　携帯用SOFTCASE，LRT44×2，使用税明弔

璽
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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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屯等　　Ⅴ－550

1夢

規格
渕試戟路屯圧　　交流対地屯圧，栓屯

渕斌功能　　　　AC500V以下

崖程　　　　　　H L（高感度）

栓屯対象　　　　端子，金属部分　　　　　　　　　　　　絶嫁包銭夕卜側

精度　　　　　　±3％rdg（23℃±50C，80％RH以印寸）　　大概値

屋示　　　　　　液晶屋示器屋示屯圧，且測試屯圧超辻15V吋有蜂鳴声

数掘保持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教据

亀　　源　　　　　LR＿44×2

尺寸・重量　　130（叫×30（W）×14（D）mm，賀り7g

附属品　　　　SOFTCASE，LR－44×2，使用説明弔

交互流両用栓屯等　　VD－320

規格

測i式功能　　　　交流／宜流亀圧

測拭銭路屯圧　　宜流屯圧：DC400V以下，交流屯圧‥AC500V以下

根性屋示　　　　宜流：＋・一柘志

交流：屯圧値（火銭）；地境元屋示

壷程　　　　　　宜流屯：DC200／400V　交流屯圧‥　AC500V

精度　　　　　　±5％rdg（23Oc±5℃，80％RH以下吋）

絶嫁屯粟渕拭　　絶嫁屯麓上接触桧屯感庄部的30秒，屋示屯圧大概値

数据保持　　　［DH］椋志点灯，同村保持屋示数据

屯　　源　　　　　LR＿44×2

尺寸・重量　　153（華）×34（寛）×24（停）lnm，約60g

附属品　　　　SOFTCASE，LR－44×2，使用税明弔

音哨友光栓屯篭LV－1（栓強触屯危険性功能付）

規格
測試幾路屯圧　　絶縁屯麓外側：AC50～600V

裸露端子：AC O～300V

絶縁屯阻　　　100MQ以上（侍感部～把手部）

耐屯庄　　　　　AC1500V／1分紳（倍感部～把手部）

動作升始屯圧　　功作感庫度可凋式

出「洞整伍AC40V（接触1V2m2飽嫁屯姓銭外側）

絶嫁劣化判定　　流向人体的屯流超辻10pA吋，L柘志灯点灯

功作屋示　　　　友光‥　栓屯・触屯椋志虹灯同村閃亮

蜂喝：断按蜂喝声

屯　　源　　　　　LR－44×2

T作温度　　　　0～400C

尺寸・重量　　129（印×20（W）×19．5（D）mn，約30g

附　属　晶　　　LR－44×2，鰐免夫（接地用），使用説明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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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珍数字多功能屯表

測試引銭収納空同村

袖珍数字多功能屯表

袖珍数字多功能屯表

MCD－006

規格

屋示　　　　　最大湿示“3200”・高速棒形国

測試内容　　　　　渕試花岡　　　　　　　　　精度

丘流屯圧

交流屯圧

屯阻

早通検査

半寺体位香

使用温湿度

屯源

尺寸・重量

DCO．11nV～500V　　　　（±0．7rdg±3dgt／3．2V）

AC lmV～500V　　　　（±2．3rdg±6dgt／3・2V）

0．1E2～32Mn　　　　　　（±2，Ordg±3dgt／3・2kfl）

蜂鳴声

0～40℃，8肌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LR－44×2

120（高）×85（麗）×12（厚）lTl111，95g

屯源自功夫閉　停止操作后，的辻10分帥屯源自功夫聞

MCD－007

規格

鼻示　　　　　最大屋示“3200”・高速棒形同

測試内容　　　　　渕拭氾周　　　　　　　　　精度

宜流屯圧　　DCO．1mV～500V　　　　（±0．7rdg±3dgt／3．2V）

交流屯圧　　AClmV～500V　　　　（±2．3rdg±6dgt／3．2V）

屯阻　　　0．1E2～32ME2　　　　　（±2．Ordg±3dgt／3．2kE2）

早通桧歪　　蜂喝声

半等体検査

使用温湿度　　0～40℃，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　　　　　　LR－44×2

尺寸・重量　110（H）×60（W）×9．5（D）m肌，酌座Og

屯源伯功夫閉　停1日粂作后，的辻10分帥屯源自功夫聞

MCD－008

規格

屋示　　　　　最大屋示“3200”・高速棒形匡【

測斌内容　　　　　測斌氾問　　　　　　　　　精度

宜流屯圧　　DCO．11nV～500V　　　（±0．7rdg±3dgt／3．2V）

交流屯圧　　AClmV～500V　　　（±23rdg±6dgt／3．2V）

屯阻　　　　0．1E2～32ME2　　　（±2．Ordg±3dgt／3．2kE2）

等通検査　　蜂喝声

半等体栓査

使用温湿度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　　　　　　LR－44×2

尺寸・重量　114（H）×72（W）×22．5（D）mm，約110g

屯源白功夫岡　停止操作后，約辻10分紳亀源自功夫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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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珍数字多功能屯表　　MCD－009　MCD＿010

真有数値屋示 規格

見示

渕i式内容

宜流屯圧

交流屯圧

（40Hz～1kHz）

屯阻

早通検査

半等体検査

使用温湿度

屯源

尺寸・重畳

屯源自功夫閉

洲i式方式

最大足示“3200”・高速棒形国

洲試氾悶　　　　　　　　　　精度

DCO・1mV～500V　　　（±0，7rdg±3dgt／3．2V）

AClmV～500V　　　（±2，3rdg±6dgt／3．2V）

0・1f2～32ME2　　　　（±2．Ordg±3dgt／3．2kf2）

蜂喝声

0～40℃，80％RH以卜（以不結露力准）

LR－44×2

110（H）×60（W）×9．5（D）mlll，約60g

停止操作后，的辻10分仲屯源白功夫閉

真有数値方式

注：MCD－010有渕拭引幾白功巻塊功能，其他規格与MCD－009相同

袖珍数字多功能屯表　　MCD－107
交流屯圧・宜流屯圧・屯阻
静屯容量・頻率・Duty

規格

屋示　　　最大屋示“3999”，附単位正号

測試内容　　　　最程　　　　　　　精度

丘流屯圧　400．OmV　　　±0．7rdg±3dgt

4・000V　　　　±1．3rdg±3dgt

40．00V

400．OV

交流屯圧　　4．000V　　　±2．3rdg±10dgt

40．00V

400・OV　　　　±2・3rdg±5dgt

500V

屯阻 400・OE2　　　　　　±2・Ordg±5dgt

4．000K＿Q

40．00KQ

400．0KQ

4・000ME2　　　　　　±5・Ordg±5dgt

40・00ME2　　　　　±10・Ordg±5dgt

静屯容邑　　40．00nF　　　　　±5．Ordg±10dgt

400．OnF

4．000上lF

頻率

Dtlty

40・00LLF　　　　　　±10rdg±15dgt

lOO．001JF

5・000Hz　　　　　　±0．7rdg±5dgt

50．00Hz

500．0Hz

5．000kHz

50．00kHz

O・l～99％　（RectangularWaveInputDuty50％）

2・5VOtopeakinput≧1kHz

6VOtopeakinput；≡10kHz

40VOtopeakinput≧70kfIz

早通栓蜜　蜂喝声

半等体桧賓

使用温湿度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　　　　LR＿44×2

尺寸・重量　99（H）×59（W）×8．6（D）mm，約6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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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似式三量程兆欧表　　MIS－lA／2A／3A／4A

性能伏越，小型軽量，伶格低

精度 第一一有数渕拭氾閤：±5％以下

第二有数渕試泊周：±10％以下

第三有数測試氾周：±30％以下

交流屯流　　測試花岡：0～600V

精度‥　量程的2．5％以下

規格　　　JISC．1302絶嫁屯阻渕試伐基准

屯渡　　　　LR6×6

尺寸・重宝170（W）×105（H）×52（D）mm，310g

附属品　　　接地残，引域，CASE，背帯

型号　　　　　　　MIS－1A MIS－2A MIS－3A MIST4A

額定　　　　　　50V／10Mn　　　125V／20Mn　　　125V／20Mr）　　　　250V／50Mn

125V／20Mn　　　　　250V／50Mn　　　　250V／50Mn　　　　　500V／100Mn

250V／50MO　　　　500V／100MO lOOOV／2000Mn lOOOV／2000Mn

数字式三量程兆欧表　　MIS－2D／3D／4D

性能伏越，小型軽量，仰格低

精度 第一有数測試苑問：±5％以下

型号　　　　　　　　　　MIS－2D

第二有数測武蔵固：±10％以下

交流屯流　　洲浅薄臥　0～600V

精度：量程的2．5％以下

規格　　　JISC．1302絶嫁屯阻測浅イ文碁准

屯源　　　　LR6×6

尺寸・重量170（W）×105（H）×52（D）mm，330g

附属品　　　接地残，引残，CASE，背帯

MIS－3D

額走　　　　　　　　125V／20Mn　　　　　　　　250V／50Mn

250V／50Mn　　　　　　　　　500V／100Mr）

MIS－4D

125V／20Mn

250V／50Mn

500V／100Mn lOOOV／2000Mr）　　　　　　1000V／2000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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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簡明規格及迭拝一見表

分業　　　　　　　　　　豚沖交流も流偉感器　　　　　　　　　　　紺形主流屯流倖感器

型号　　　　　　　CTF－03　　　　　　　CTF－05　　　　　　　ZCT－22F ZCT－DC18S ZCT－DC30S

形状

芸年毎亀
特征・用途　　　聴沖屯流測拭，　　肱沖屯流渕試，　　肱沖屯流渕試，　　　超小型，　　　　　小型，

通也，断戟検査　　通屯，断残桧歪　　通屯，断域検査　　宜流漏屯屯流渕試　宜流漏屯屯流測試

道川亀流　　　　ACO．lmA～8A ACllnA～100A AClmA～100A DC±0・1mA～土100mA

輸出／公称交流比　　　　800＝1　　　　　　800：1　　　　　4000：1　　　　　25mV／1111A（2・5VlOOmA）

CT口径　　　　　　　3mm

屯源／最大容件屯流　　　　10A

尺寸・重量　　　　24×28×121nlll

的8g

各考　　　　　　　高感度型

耐干拭

阻燃相脂

分突

5mm　　　　　　　22mm　　　　　　（P18mm　　　　　（p30mln

lOOArms速攻　　100Arms逢鎮　　　　　　　　　　DC5V

50×50×20mm　　　　48×48×23mm　　　45×98×20mm　　　　59×117×20mm

95g　　　　　　　　200g

高感度型　　　　　　高感度型

耐干洗　　　　　　　面干挑

4m引残

分寓式主流屯流倖感器

型号　　　　　　　CTF－5DC CTF－50DC CTF－100DC CTF－200DC CTF－500DC

形状

ささ　替
特征・用途　　　　　　　　　　　　　　　　DC～10kHz，功率測試，逆交器測試

通用屯流　　　　AC／DC　～5A AC／DC　～50A AC／DC　～100A AC／DC　～200A AC／DC　～400A

輸出／公称交流比　　　　　　　　　　　　　　　　　　　　　土4V／額走屯流

CT口径　　　　　　10mm　　　　　　　10mm　　　　　　　16mm　　　　　　　24mm　　　　　　　35mm

屯源屯流　　　　　　　　　　　　　　　　　　　　　　　　　　　　土DC12V

尺寸・重昆　　　　25×33×41mm　　　25×33×41mm　　　31×30×54mln　　　36×45×76mm　　　60×40×80mm

的60g　　　　　的60g　　　　　的85g　　　　　約190g　　　　　約360g

各考 1酎滑功能，阻燃PP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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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簡明規格及迭拝一見表

分美

型号　　　　　　　　　CTF－5A

形状

特征・用途

遣用屯流

輸出／公称交流比

CT口径

屯源／最大容祥屯流

尺寸・重崖

特征・用途

分寓式交流屯流倖感器

CTF－50A CTF－100A CTF－200A

さ　雷

小型，屯流，功率測拭

5A銭路

ACO．1′‾）5A

3000：1

10lTlm

AClOOA

25×33×41mm

的45g

小型，屯流，功率渕試

反僕端子屯流渕拭

ACO．1／－〉50A

3000；1

10mm

AClOOA

26×23×48mm

的45g

鎗盆
中型，屯流，功率測拭

反條屯流測拭

ACO．1′～100A

3000：1

1bmm

AC200A

31×30×54mm

的85g

ACO．1′－200A

3000：1

24mm

AC300A

36×45×76mm

約190g

M3端子輸出，防滑功能，阻燃PP村脂

分商式交流屯流偉感器　　　　　　　　　　　微小漏屯屯流偉感器

CTFT400A CTF－600A ZCT－20M ZCT－22

ささ
大型，屯流，功率測試

通用屯流　　　　　　ACO．1～400A ACO．1～600A

輸出／公称交流比　　　　　　6000；1　　　　　　　　9000：l

CT口径　　　　　　　　35mm　　　　　　　　　　35mm

屯源／最大容杵屯流　　　　　AC600A AC800A

盈

耐干枕，mA屯流測拭　　小型，屯流，功率測試

AClmA～20A AClmA～100A

2000：1　　　　　　　　　　　2000；1

甲20mm　　　　　　　　（p20mlTI

AC60A AC120A

尺寸・重邑　　60×40×80mm約310g　60×40×80mm約350g　39×41×17mm約160g　54×58×30mm的200g

各考　　　　　　M3端子輸出，防滑功能，阻燃PP樹脂　　　　　固定式，4m引幾　　　　分寓式，4m引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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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簡明規格及迭揮一塩表

CTS－100

特征・用途

分寓式交流屯流倖感器

CTS－200　　　　　　　　　　　CTS－300

通用汁測投各輸出lA用

固定式

額走1次屯流　　　　　　AClOOA

額定2次屯流

額定負裁

CT口径

最大容祥屯流　　　　　　AC120A

尺寸・重量

特征・用途

額走1次屯流

額走2次屯流

額走負我

CT口径

最大容搾屯流

CTS－600

1A

O．2VA

CTS－400

通用計測没各輸出5A用

固定式

AC200A AC300A AC400A

5A

5VA

35mlll

AC240A AC360A AC480A

127×95×40mm

的540g

一般伐器伐表1奴相当精度，付安全対策短絡牙夫，固定金具

分寓式交流屯流偉感器

CTF－100T CTF－200T CTF－400T

通用計測没各輸出5A用

固定式

AC600A

5A

O．2VA

35mm

AC720A

通用汁測没各輸出lA用

分寓式

AClOOA AC200A AC400A

IA

O．2VA

24mm　　　　　　　　　　　　　　　　　　　　　35mm

AC120A AC240A AC480A

尺寸・重畳　　　　127×95×40mm　　　　　　36×45×76mm　　　　　　　　　　　　60×40×80mm

約540g

各考　　　一般伐器伐表1扱相当精度，付

安全対策短路升美，

固定金具

約19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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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10g

一般伐器伐表1扱相当精度，

何安全対策短路升夫，

防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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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簡明規格及迭拝一見表

CT－23

甜形交流屯流偉感器

CT－23S

特征・用途

造用屯流

公称交流比

CT口径

最大容杵屯流

il
小型，屯流測試

反僕端子屯流渕試

ACIA／－〉200A

2000：1

甲23mm

AC240A

小型，屯流測拭

反煤屯流渕試

ACIA～200A

2000ニ1

甲33mm

AC240A

尺寸・重量　　　　　48×146×20mm　　　　　　48×105×20mm　　　　　　54×155×20mm　　　　　　54×114×20mm

約70g

特征・用途

造用屯流

公称交流比

CT口径

最大容祥屯流

尺寸・重量

各考

中型

屯流，功率渕i式用

ACIA～600A

3600：1

甲4011Ⅶn

AC720A

64×168×23mm

的120g

通用紺形交流屯流CT，

甲3単芯屏蔽銭20cm付

約65g　　　　　　　　　的80g

通用紺形交流屯流CT，0．3S平行銭20cln付

紺形交流屯流偉感器

CT－80

ロ
大型

主干銭亀流渕試用

ACIA／■〉1800A

2000：1

80×74mm

AC2200A

138×225×37mm

的500g

大型紺形交流屯流CT

甲3単芯屏蔽銭1m付

ー　35　一

約75g

CT－3000

超大型

主干銭亀流渕i式

ACIA～3000A

2000：1

128×10　mm

AC3600A

194×342×52mm

的1800g

大型用形交流屯流CT

甲3単芯屏蔽残1m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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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簡明規格及迭拝一見表

分業

型号　　　　　　　　ZCT＿23

形状

特征・用途

造用屯流

公称交流比

CT口径

最大容件屯流

甜形交流屯流偉感器

ZCT－23S

i q
小型，屯流測拭

反慄端子屯流測斌

ACO．1A～120A

2000：1

甲231nm

AC150A

ZCT－33 ZCT－33S

小型，屯流測i式

反僕屯流測i式

ACO．1A／－〉150A

2000：1

甲33mm

AC180A

尺、十・重量　　　　48×168×20mm　　　　　48×105×20mm　　　　　54×155×20mm　　　　　54×114×20mm

約70g

各考

分共

型号

形状

特征・用途

造用屯流

公称交流比

CT口径

最大容搾屯流

尺寸・重量　　　　　　　64×168×23mm

的120g

各考

約65g　　　　　　　　的80g　　　　　　　　的75g

通用紺形交流屯流CT，q）3単芯屏蔽残20cm付

紺形交流屯流偉感器

ZCT－40PS

中型

屯流，功率渕i式用

ACO．1A～500A

2000：1

甲401Tun

AC600A

ZCT－80

笹　甘

64×128×23mm

的115g

通用甜形交流屯流CT，

甲3単芯屏蔽銭20cm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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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

主干銭亀流渕i式用

AClmA／－〉1000A

2000：1

80×74mm

AClOOOA

138×225×37mm

的500g

大型紺形交流屯流CT

や3単芯屏敲残1111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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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簡明規格及迭拝一塩表

分美

型号　　　　　　　　　ZCT－30

形状

特征・用途

通用屯流

公称受流比

CT口径

最大容搾屯流

ACllnA～100A

2000：1

甲30mm

AC120A

甜形交流漏屯屯流偉感器

ZCT－30S ZCT－140

llnA級屯流測i式

反僕屯流渕i式

AClmA～300A

2400：1

甲40mm

AC360A

ZCT－140S

尺寸・重量　　　　　59×158×20mm　　　　　59×117×20mm　　　　　64×162×23mm　　　　　　64×122×23mm

約100g

特征・用途

通用屯流

公称受流比

CTU径

最大容搾屯流

尺寸・重量

各考

ZCT－40Sq

低イ介格

反僕屯流渕i式

ACllnA～50A

4000：1

中40mm

AC60A

98×155×23mm

的155g

漏屯屯流CT

甲3単芯屏蔽残20cm付

約95g　　　　　　　　的130g

通用紺形漏屯屯流CT，甲3単芯屏蔽残20cm付

甜形交流漏屯屯流偉感器

ZCT－1100

約125g

ZCTT150T

大型

主干銭亀流渕i式

AClmA／－〉1000A

2000：1

80X741T汀n

AClOOOA

138×225×37mm

的500g

漏屯屯流CT

甲3単芯屏蔽銭1m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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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

主干銭亀流測i式

AClmA～3000A

2000：1

128×108mm

AC3600A

194×342×52111m

的1800g

漏屯屯流CT

や3単芯屏蔽銭1m付

漏屯屯流

分寓式飽造型

AClmA～50A

2000：1

32×150nⅡn

AC60A

230×120×50mm

的1300g

漏屯屯流CT

輸出端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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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簡明規格及迭拝一塩表

紺形交流微小漏屯も流偉感器

ZCT－110　　　　　　　　　　ZCT－110S ZCT＿340 ZCT－340S

㌣トト
特征・用途

通用屯流

公称交流比

CT口径

最大容韓屯流

尺寸・重量

各考

分共

型号

形状

特征・用途

通用屯流

公称交流比

CT口径

最大容杵屯流

尺寸・重量

各考

抗干洗

1mA以下漏屯屯流測i式

ACO．01mA～20A

1600：1

甲30mm

AC30A

抗干枕

1mA以下漏屯屯流測拭

ACO．01mA～20A

2000：1

甲40Ilm

AC30A

59×158×23mm　　　　　　59×117×23mm　　　　　69×175×23mm　　　　　69×136×23mm

約105g

ZCT－18

約95g　　　　　　　　的120g

漏屯屯流CT

甲3単芯屏蔽銭20cm月

報形交流微小漏屯も流偉感器

ZCT－18S

ゝ忘

抗干挑

1mA以下漏屯屯流測i式

ACO．01InA′〉20A

2200：l

W18mm

AC30A

45×140×20mm

的70g

45×198×20mm

的65g

漏屯屯流CT

甲3単芯屏蔽銭20cm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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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15g

ALCL－40D

抗干扶

1mA以下漏屯屯流渕i式

ACILIA～50A

2400：1

甲37mm

AC60A

135×166×61mm

的1000g

避雷器漏屯屯流CT



CT簡明規格及迭拝一塩表

分美

型号　　　　　　　　LAD－240

形状

亀
特征・用途　　　　宜流屯流渕拭

宜流屯圧輸出

渕試滝田　　　　　DCIA～200A

測拭鼻柱　　　　　　　DC200A

輸出特性／精度　　　参照CATALOG

CT口径　　　　　　　甲30mm

尺寸・重量　　　　44×146×21mm

的100g

各考　　　　　　屯源LR－44×2

1．2m香蕉挿其引幾

分美　　　　も圧輸出型主流

型号　　　　　　　　DCT－1000

形状

特征・用途

測試花岡

渕i式崖程

輸出特性／精度

CTLI栓

尺寸・重最

各考

宜流・交流亀流渕拭

宜流屯斥輸出

ACIA～1000A

DClOOOA

DClOV　±　3％FS

甲40mm

69×175×23mm

的350g

屯源24V

輸出・屯源銭各5111

屯圧輸出型甜形主流屯流偉感器

DCT－10 DCT－100

氏流・交流屯流渕拭

古流屯圧輸出

庄流・交流亀流渕拭

古流亀圧輸出

AC／DCIA～1000A ACO・1A～10A ACO・lA～100A

AC／DC200／1000A DClOA

参照CATALOG

甲40mm

69×175×23mm

的140g

屯源LR－44×2

1．2m香蕉摘共引残

RCT－18

、2’

DClOOA

DClOV　±　3％FS

甲23111111

48×146×20mm

的300g

亀源24V

輸出・亀源域各5111

屯圧輸出型紺形交流屯流偉感器

ACT＿5H ACT－50H

漏亀屯流渕試　　　　　5A残路測試　　　　反僻肯子亀流測拭

宜流屯圧輸出　　　　　DC5V輸出　　　　　DC5V輸出

AC／DC O．1mA～100mA ACO・1A～5A ACO・1A～50A

AClO／100111A

DClOOmV　±　2％FS

甲18m111

45×140×20mm

的100g

屯源LR－44×2

1．2m香蕉捕其引残

－　39　－

AC5A AC50A

DC5V　±　2％FS

甲23m111

48×146×20mm

的85g

屯源24V

3芯引抜3111



CT簡明規格及逸揮一塩表

分美　　　　　　　　　　　　　貫通型ZCT・貫通型CT

型号　　　　　　砲造型ZCT　　　　　　貫通型CT

形状

ノート▲一．■・‾　‾一▼‾■‘　‾‾‾‾一一　」　　－

－／、‾叫

（一′■

特征・用途　　　　地道型ZCT　　　　　　貫通型CT　　　　　　葦を通塾CT

造用屯流　　　　　AC400A AC600A AClOOA

輸出　　　　　AC19．4mV士5％　　　　AC300mVj＝5％　　　　　ACO．97～1．03V

負荷屯阻100n　　　　　負荷屯阻1n

CT口径　　　　　　　　　　　　　　　　　　　　　　　　や20mm

最大容杵屯流　　　　　　　　　　　　　　　　　　　　　　　　AC150Arms

尺寸・重最　　　265×110×301nm q）98×q）140×25mm　　　　39×41×17mm

各考　　　　　　　高精度ZCT

分突　　　　3CT方式漏屯屯流偉感器

型号　　　　　　　　　zcT＿3300

形状

特征・用途　　　　3CT分別紺住各相屯銭

約160g

通周型　　　　　　通用型，固定脚付

磯波屯流偉感器

Im－34

注入用CT

辺行漏［むh流渕斌

渕試滝田　　　　漏屯屯流ACO～2000lnA AClmA～100mA

公称交流比／輸出　　　　　　　2000：1

CT口径　　　　　　甲361nlTl（引幾）

造用頻率清岡

尺寸・重量　　　　各CTlOOx130×25mm

420g

各考　　　　　　　BNC端子輸出

50：1

一　40　1

分寓式交流屯流倖感器

CTF－13NF

分寓式CT

AClOOA

甲13111111

AC200A

38×30111m

約60g

超紫凌投汁，高精度

HFCT－34

・崖
高頻屯流測試用CT

AClmA～20A

lO8：1

甲3411un

4kHZ～200kHz

91×165×38111111

的440g

2．5m屏蔽銭，安全括共



消波屯流測試伐　　HWT－30　HWT－300

簡単方便測試綜合～25次漕波屯流屯圧真有数値　　操作簡便，軽量，低仰格

高精度甜形CT，可作力漏屯屯流表使用（最小分所率0・1mA）

規格
CT部

甜ロ口径　　　40mm

外部磁場影哺　3mA以下（接近100A屯銭）

耐屯圧　　　　AC2200V／1分桝

計測部

渕試功能　　銭亀流，漏屯屯流，消波屯流，

交流屯圧，漕披屯圧，屯阻（HWT－301）

宣程　　　　　0～400mA／4A／40A／300A／400mV／400V／40000

輸入頻率　　　45～65Hz

演算方式　　真有数値方式（模似演算方式）

屋示　　　　最大屋示“3999”，附単位記号

采杵速度　　　的2次／秒

溢出鼻示　　［OL］椋志点灯

屯池亀圧　　　工作屯圧以下吋，柘志点灯

屯源自功夫聞　打牙屯源后，約辻20分仲屯源自功夫閉0

数据保持　　［DH］柘志点灯，同吋保持屋示数据

渕試残路屯圧　AC600V以下

工作温湿度　0～40℃，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一10～600C，7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屯源　　　　　UM－4×3

消耗功率　　　的13mW

尺寸・重室　223（H）×70（W）×34（D）m，約440g

附属品　　　携帯用CASE，UM－4×2，引銭，使用税明弔

注：所謂相部消波，璧如対第5次漕披而言，指第4次，

第6次消波。倒れ　当第4次，第6次消波含有率

迭到65％吋，対第5次消波而言将戸生上述炭差0

性能（AllPassMode，230C±50C，80％RH以下吋）

渕試内容　　　崖程　　分所率　　　　　精度

交流屯流　　400mA O．lmA　　　±1．0％rdg±8dgt

4A lInA

40A lOmA

300A lOOmA　　　±1．0％rdg±1％FS

交流屯圧　　4001nV O．1mV　　　±1．0％rdg±8dgt

300V lOOmV

亀阻　　　40000　　10　　　　±1．0％rdg±8dgt

性能（HarmonicMode，230C±50C，80％RH以下肘）

漕波析出方式　自劫同歩辻濾方式

漕波測浅薄闇　基本波～第25次消波

測試条件　　　基本披≧各崖程全程的5％

各次消波≧基本波的4％

膳披次数　　　精度

1～9次　±1．0％rdg±5dgt　　±（交流屯流屯圧精度）

10～19次　±2．0％rdg±5dgt　　－（相嗣消波影［］向俣差）

20～25次　±5．0％rdg±5dgt

高次消波模窓下粕郭消波屯流，屯圧的捌句俣差

次数　　　　　相部漕波屯流含有墨

2～6次　　　　　　65％

7～8次　　　　　　41％

9～14次　　　　　　20％

15～20次　　　　　10％

21～25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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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波屯流測試装畳　　HWT－1000

概要

本装葺用子渕試漕波屯流，屯圧，分析各次消波成分，展示，龍京和打印其渕試和分析結果

測試銭路：　単▲相，単相3銭，三相3銭

三相4銭

測試・分析：屯圧／屯流漕波，有功／元功功率

相位／功率国素，

屯圧／屯流的波形屋示

規格

輸入通道

屯圧

量程

最小分所率

基本精度

屯流

量程

最小分所率

基本精度

高次消波分析

分析箔問

屋示花園

屯圧／屯流輸入通運：1

150／500Vrms二量程

0．1Vrms

±0・5％＋3dgt

O．5／5／50／300Arms四量程

0．1mArms

±1・5％＋5dgt

碁本披～第40次消波

各次屯圧／屯流低利Vn血相位角

各次屯圧／屯流含有率和Vn－h相位角

基准相位　　　屯圧（只輸入屯流吋力屯流）

分析結果屋示　各次功率漕

各次含有率／相位角一見表

各次有数値／相位角一塩表

功率分析

測拭分析屋示　有数功率，元致功率，相位，功率因素

各次消波功率／方向功率譜

高次消波分析・屋示‥

屯圧／屯流的高次漕披功率渚屋示

高次漕披功率／方向的功率渚展示

各次浦波含有率／相位一塩表

各次漕披有数値／相位一塩表

波形屋示 亀圧／屯流的1周期波形

屯圧／屯流偏移率，屯圧／屯流峰値

渕試結果赴理　測試結果存備：100件

存偶器中的数据打印

其他功能　　　〟D交換分解能：16bit

采梓速度＝　256／周期

平均化：1，2，4，8，16周期中速揮

三相3銭／三相4幾有功率／相位朴正

一般規格

屯源　　　　　Ni－Cd充屯屯池（内蔵）／専用充屯器

工作温湿度　　5～35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500C，7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耐屯圧　　　　AC2000V／1分桝

絶縁屯阻　　10Mr）

尺　寸　　　　20（華）×100（高）×81（厚）m（本体）

重　量　　　　的1．7kg（本体）

附属晶　　　携帯用CASE，使用説明弔，屯圧測試引銭

亀流検出用CT，充屯器（HWTA－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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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竜泉伐　　MPR－600S

屯流，屯圧，功率，有効功率，功率因素的測試，尼東和管理
非接触式倍感器：不接触裸銭（戎端子）的安全測試
PC上的竜泉数据数据赴理（MicrosoftWindows95／98／ME／XP対症）

規格

測試銭路

渕斌内容

輸入方式

：1号1‥

渕拭方法

采梓速度

単相2域，単相3銭，二相3銭

亀圧，屯流，有数功率，功率，功率固素

墨汁屯能，累計吋回，頻率，視在功率

屯圧‥　接其宜接接残

非接触式佗感接共非接触接銭

亀流‥　紺形CT

屯圧：0～500V

屯流：10／50／100／600A

有数功率：屯圧×屯流量程之組合

功率囚素：0～100％

頻率：45～65Hz

数字采祥方式

2回／秒

精度230C±50C，80％以下，正弦波，功率因素＝1．0吋

亀住　　　±0．5％1・dg±0．3FS

屯流　　±0．5％rdg±0．3FS＋紺形CT粘度

有数功率　±0．5％rdg±03FS＋紺形CT精度

功率凶素　±2．0％rdg　＋棚形CT精度

CrestFactor　屯圧／屯流　2以下

渕拭同隔　1／5／10／15／30／60分（6神速拝）

屯圧輸入引銭 CT40600A

非接触屯圧借感接共PS60　　　CT－80（1000A）

近東内容　　測拭吋刻，渕試条件

竜泉1、矧隔同的平均屯圧，平均祝在功率

平均屯流

平均有数功率

平均功率因嘉

男汁亀能

把吃容量　　校定同隔カ30分帥叶，約210【］内容

通凪　　　　RS－232C

其他功能　　洲浅井始／終了設定，伊表，屯池亀圧低下警告

PT／CT比没定

屯源　　　　AC／DC轄挽屯源

使用温湿度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一10～600C，7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尺寸・重昆　本体＝190（W）×140（H）×42（D）mm，約1kg

附属品　　　屯圧引残

柑形CT（甲401nlll）×2

（額定輸入屯流：AC600A；粘度：±1％rdg±0．3FS）

寺用軟件，通用域（RS232C）

AC／DC特挽屯源，使用説明弔

可逸品　　　二桐妾他作感接其PS60，柑形CT－80P（1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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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屯阻測試伐　　MET－2

（日日11、卜目上＝ヽIl

r■「Tl　■

芯聖刀

規格

亀流検出用CT

用口五経

耐屯圧

引幾世度

尺寸・重宝

注入用CT

柑口宜径

耐屯圧

注入頻率

注入波形

注入強度

引幾世度

甲34111m（柑形）

AC3700V／1分桝（CT金属部分～把柄）

2．5111

90・5（W）×165（叫×38（D），約460g

甲34111111（柑形）

AC3700V／1分帥（CT金属部分～把柄）

4kHz～400kHz（自動拍描）

正弦波

的320111Vp＿P

2．5ln

汁測＿提示部規格

数据保持

日　　示
、l巨

采梓速度

測拭吋同

溢出鼻示

屯池亀圧

屯源自功夫閉

存儒功能

接地屯阻，交流也流（銭亀流，漏屯屯流）

用形CT

接地屯阻：0～10£甘300n

（最小分所率0．01n）

交流屯流‥　0～200111A／2A／20A

（最小分離率0．1mA）

洲試交流亀流肘，

可利用数据保持健保杵渕拭数据

2行×16文字液晶鼻示，付明暗調整鍵

渕斌交流屯流，約2次／砂

洲斌接地屯阻，約30秒

［OVER］椋志点灯

工作屯庄一下吋，［B］柘志点灯

最后健虚操作后，的辻5分仲，

屯源自功夫閉

最多可存儲200↑数据井屁示

接地屯阻
分所率0．01n

交流屯流（在銭亀流，漏屯屯流）
IEClO10－2CATII600V柘准

特高圧，高圧屯焉没各外箱，

秩架之接地屯阻

避雷針接地屯阻

特高圧計量用交送器二次屯路接地屯阻

B，C，D神接地屯阻

等屯位屏蔽用等体的接地碗玖

静屯対策用接地岡塾的接地屯阻，

静屯対策用接地屯阻

多重接地単体接地屯阻

精度（230C±50C，80％以下的）

接地亀阻　　　　　　　分班率

10n O．01n

接地屯阻

交流l一也流

一般規格

也　　源

測i式幾路屯圧

耐　屯圧

絶縁屯阻

工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消耗功率

尺寸・重量

附属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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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n O．1n

2001nA O．lmA

2000111A llllA

精度

0．1′）ln

l／、10n

lO′～50n

50／－150n

150～200n

200／＼300n

±0．1n

±0．5Q

±2．On

±5．On

±20．On

±30．On

±3％rdg±8dgt

±2％rdg±8dgt

20A O，01A

最大容杵屯流20A

Ni－Cd充亀屯池（1．2Vx5）

AC500V以下

AC3700V／1分帥（鉄芯～把手食え回）

AC2300V／1分桝（屯源～把手会え同）

100Mn（鉄芯～把手会え同）

50Mn（亀源～会え伺）

0～4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10～600C，7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渕i式接地屯阻肘，4001nW

190（W）×140（H）×42（D）11un，約800g

携帯用CASE

検出用CTxl

注入周CTxl

使用税明弔

充屯器META－10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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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圧器蛭酔性測試分析伐　　MTEC0－1

測試分析変圧器使用状況，汁算出合道的変圧器容量

仇高圧段和低圧段両側渕試変圧器的在銭元負荷損失，利用PT安全宜接輸入高圧段屯圧

渕試分析功率因素，屋示亘降低元功屯流的恰当屯容容量和相庫的牧小的変圧器容量，

力迭到省能源，減小C02的効果提供根据

根据測試数据分析，屋示必要的高効率変圧器容量和相庇的屯容容量，井屋示的年減小量

屋示利用非晶変圧器等省能変圧器的年用屯量減小量等

規格

変圧器的元負荷拐利負荷損測試

変圧器詣問　単相変圧器，三相変圧器，単三変圧器　　　　　高圧段量程　屯圧：0～300V（2次側）

測試項目　　屯圧，屯流，有数功率，視在功率，功率因素，

元負荷損，負荷損

輸入方式　　屯圧：接共宜接接銭

亀流‥　高圧段　高圧屯流倍感器

低圧段　紺形CT

低圧段量程　屯圧：0～300V

屯流；10／50／100／500A　自功

測i式方法

采梓速度

屯流：高圧倍感器0．5A／2A／10A／50A手功4量程

2次側CT MAXlOA白功

有数功率：屯圧×屯流XPT比×CT比

功率因嘉：0～100％

頻率：45～65Hz

数字采梓方式（Bankl屯圧力基准）

2次／秒

有数功率‥　屯圧×屯流×PT比×CT比　　　　　　精度23OC±50C，80％以下，正弦波，功率国東＝1．0吋

功率因素：0～100％

頻率：45～65Hz

屯圧

屯流

有数功率

功率因素

一　45　－

±0．5％rdg±0・3FS

±0．5％rdg±0．3FS＋柑形CT精度

±0．5％rdg±0．5FS＋紺形CT精度

±2．0％rdg　＋印形CT精度



変圧器蛭浄性測試分析伐

低圧段（負荷側）測試

測拭幾路　　単相2幾，単相3銭，三相3戟

渕試項目　　屯圧，屯流，祝在功率，功率因素，累汁用屯昆

頻率

輸入方式　　屯応接其丘接接銭

亀流‥　紺形CT

最程　　　　屯圧：0～300V

屯流：10／50／100／500A自動

有数功率‥　屯圧×屯流PT比×CT比

功率園素：0～100％

頻率：45～65Hz

測斌方法　　数字采梓方式（Bankl屯圧力基准）

采梓速度　　2次／秒

精度230C±50C，80％以下，正弦波，功率因素＝1．0吋

屯圧　　　　　　　　±0・5％rdg±0．3FS

屯流　　　　　±0．5％rdg±03FS＋紺形CT精度

有数功率　　　　±0．5％rdg±0．5FS＋柑形CT粘度

功率因素　　　　　±2．0％rdg　＋輔形CT精度

測斌同隔　1／5／10／15／30／60分（6神速揮）

竜泉内容　　渕試Bank，測拭吋刻，測拭状泰

同隔同的平均屯圧，平均屯流，平均有致功率

平均功率国東，盟汁用屯墨

記憶容遠　　投走同隔力30分榊寸，約70日以上

CrestFactor　屯圧／屯流　2以下

通　　凪　　RS－232C

其他功能　　洲武井始麿了没走，仲表，屯池亀圧低下警告

PT／CT比設定

亀　　源　AC／DC特換屯源

使用温湿度　0～5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10～60。C，7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尺寸・重量　236（W）×170（H）×56（D），約1．5kg

附属晶　　　屯圧引残×2SET

印形CT（CT－40TE）R相，T相　×1SET

柑形CT（CT－33TE）R相，T相　×1SET

高圧情感器　LAD－1000T R相，T相　×1SET

専用歓件，RS－232C通用銭

AC／DC特換屯源，使用税明弔

可逸品　　　CT－80PB：屯流滝田0～1000A，80mm

MTEC0－1

附属紺形CT規格

（1）低圧CT

型号　　　　　　cT－40TE CT＿33TE

額走1次屯流　　　　AC600A AClOOA

額走2次屯流　　AC300lnA AC50mA

精度　　　　　　　　　　±1・0％rdg±0．3FS

等体位署影的　　　　　　　　　0．5％以内

用銭路屯圧　　　　　　AC500Vrms以下地嫁幾路

用ロロ在　　　中40m　　　　　甲3311m

尺寸・重宝　　　W70×H180×D30mm W54×Hl14×D32rrm

160g　　　　　　　　75g

（2）高圧偉感器

塑号　　　　　　LAD＿1000T

崖程　　　　　　0．5／2／10／10A手劫

輸出屯圧　　　　各室程満足程吋AC400mV

精度　　　　　　±1．0％　FS

使用域路屯庄　　AC7000V以下

用ロ口径　　　　甲35mm

尺寸・重量　　　W70×H180×D3011m，160g

屯源　　　　　　7号屯池×5

消耗功率　　　　141TIW

（Low－Voltag8S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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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接銭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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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劣化栓測用甜形漏屯屯流表ALCL－40（ALCL－40L）

いA級超微小屯流渕i式用漏屯屯流表

分寓型ZCT中，最初的超高精度

不易受外部影桐的超高感度型

連用干避雷器等板小漏屯屯流測i式

高亀城，強磁場下穏定測試

規格

CT兢格

川に＝－1■．け

耐亀住

結杓

計測屋示部規格

測拭功能

眉：111．

輸入頻率

見示

采梓速度

溢出鼻示

屯池亀圧

数据保持

屯源自功夫閉功能

一般規格

屯源

測i式銭路亀圧

上作温湿度

保存温湿度

尺寸・重墨

山
■uLT1

1■■「

甲40111111

AC2200V／1分仲（鉄芯孔～輸出之同）

汁測与良示部分寓型（ALCL40）

汁測Ij屁示部　▲体型（ALCL－40L）

漏屯屯流，消波亀流

0－300LIA／31nA／30mA（3崖程手功）

45Hz′）65Hz

最大提示“3200”

2次／秒

［OL］柘志点灯

工作屯圧一下吋，柘志点灯

［DH］椋志点灯，保持数据

最后操作后的10分和也源自功夫閉

LR6×4

AC500V以下

0～500C、85％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10～600C、7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一体型：160×950×84mm（仲世吋160×2680×84111111），約2600g

分寓型：95×160×34mm約260g（本体）；135×166×61mm，約1000g（ZCT）

精度（230C±50C，80％以下吋）

最程　　　　　　　　　分所率　　　　　　　　　　精度

30伸A lOOnA（0．1匹A）

3mA lトLA（0．0011nA）　　　　j＝1．2％rdg土8dgt

30mA lOA（0．01111A）

CrestFactor：＜　3（鼻柱的0～50％），2（墨程的50％～100％）

消波亀流精度（基本披与第3次波）230C±50C，80％以卜吋

（±1％rdg土5dgt）士（交流屯流精度）－（粕部消波影哺俣差）

高次消波屯流力基本波4％以上吋，相部消波影的俣差的1．5％

最人容杵屯流

40Arms



貫通型宜流屯流侍感器　　DCZCT＿20M／20MH

最新宜流漏屯倖感器

不易磁化（Magnetization）

温度影哨非常小

地賂宜流（EarthFaultDC）屯流測試

小型DC屯机屯流測試

規格

型号　　　　　DCZCT－20MH DCZCT＿20M

測試荘園　　　DCj＝1mA～j＝200mA DCj＝10mA～土1000mA

CT宜径　　　q）20mm

輸出屯圧　　1000mV／200mA lOOOmV／1000mA

精度　　　　　±1．OFS

絶嫁屯阻　　　100Mn以上

使用温湿度　　－20～80℃，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渕試磯路屯圧　AC500V以下

尺寸　　　　　56（H）×43（W）×17（D）1m1，固定脚除外

高頻用AC／DC紺形屯流侍感器　　LAD＿20

高頻用AC／DC屯流分寓式情感器LAD＿20

可以測試宜流屯流，0～100KHz高頻交流屯流

数据輸出
可以和示披器朕用

可以与AC特換器井用

規格

渕試方式　　　　　甜形CT

屯流栓出方式　　磁場平衡方式

測試苑悶　　　　　AC O～20ARMS

DC O／－土30A

屯圧輸出　　　　100mV／A

精度（230C±5。C，80％RIl以下吋）j＝1％rdg土5mA（DC～100KHz）

頻率特性　　　　－1．5dB（DC～100KHz）

輸出屯抗負荷　10Kn以上，100PF以下

寺体位宣影埴　　土1％以内

輸出温度素数　　0．013％／Oc

輸出DC等凋整　零調整観

相口宜径　　　　や17mm

屯源　　　　　　　6LR61×1，AC　轄換器

消耗功率　　　　　的20mW（輸入OA吋）

輸出端子　　　　　BNCConnect。r

輸出引銭　　　　　2m

工作銭路屯圧　　AC／DC300V以下

使用温湿度　　　一10～500C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保存温湿度　　　－20～85℃80％RH以下，以不結露力准

耐屯圧　　　　　AC3700V／1分桝（AC　轄換器除外）

杯保規格　　　　　R。HS

尺寸・重量　　192（H）×70（W）×25（D）mm，約28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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