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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 3C产品 航空电子 光伏逆变器和储能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 自动化测试系统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产品特色

PSA/PWR 系列不仅是可编程交流、直流或交流 + 直流电源，而且集成

电压波动与谐波合成功能，模拟正常或异常供电工况，测试验证家电、信息

与通信技术、航空、新能源等领域的电子产品的性能及功能。同时集成高精

度功率计，可实现高达 99 次谐波成分分析与实时电气参数测量；配备 GUI 

监控软件，可对交流电源进行实时监控，并提供多元的简捷操作体验。高性

能可编程交流电源集成完善的保护功能（OV P/OCP/OPP/OT P 等），可轻松

应对研发、认证、生产检验等阶段的复杂测试。

• 输出交流电压高达 400Vac

• 输出直流电压高达 565Vdc

• 输出模式：AC、DC、AC+DC

• 大屏 LCD,简洁直观用户界面

• 电压精度最高可达 0.2%,电流精度最高可达 0.4%

• 3/4/5/6KW交流电源自由切换单相或三相模式

• 可调初始 /结束相位角、电压变化率

• 强大谐波分析功能，高达 99阶谐波成分分析

• 集成 List、Step、线路仿真等功能，实现电压波动仿真输出

• PWR1000L采用线性放大技术，高精度、超快响应，输出频率高达 10kHz

• 功率超过 2kVA采用先进 PWM调制技术，小体积、高效率、输出频率高达 5kHz

• 集成高精度功率计，可实时量测如电压、电流、功率等电气参数

• 符合 IEC61000-4-11/13/14/28/29等标准的电压波动测试（专业版）

• 谐波合成、宽基波频率，合成高达 50阶谐波，精准模拟失真电网（专业版）

• USB接口支持导入导出，包括系统参数、波形库、编程波形参数

• 内置多种类型波形数据，可快捷调用（专业版）

• 支持多机并联输出，可实现大功率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源

• 支持 RS-232 /Ethernet /GPIB等通讯接口

应用领域

产品选型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版本
全方位满足更多应用场合，可编程交流电源将分为两个版本，即专业版和标准版

型号 版本 类型 相位数 交流功率 交流电压 输出频率 直流功率 直流电压
PWR1000L 专业版 线性型 单相 1.0kVA 150/300V 0.1Hz~10kHz 0.7kW 212/424V
PWR2000W 标准版 开关型 单相 2.0kVA 150/300V 1Hz~1kHz 1.0kW 212/424V
PWR2000W-Pro 专业版
PSA6002-1 标准版 开关型 单相 2.0kVA 标配：165/330V

选配：200/400V
标配：1~ 2500Hz
标配：1~ 5000Hz 1.5kW 标配：233/466V

选配：282/564VPSA6002-1-Pro 专业版
PSA6003-3 标准版 开关型 单相 &三相 3.0kVA 标配：165/330V

选配：200/400V
标配：1~ 2500Hz
标配：1~ 5000Hz 2.2kW 标配：233/466V

选配：282/564VPSA6003-3-Pro 专业版
PSA6004-3 标准版 开关型 单相 &三相 4.0kVA 标配：165/330V

选配：200/400V
标配：1~ 2500Hz
标配：1~ 5000Hz 3.0kW 标配：233/466V

选配：282/564VPSA6004-3-Pro 专业版
PSA6005-3 标准版 开关型 单相 &三相 5.0kVA 标配：165/330V

选配：200/400V
标配：1~ 2500Hz
标配：1~ 5000Hz 3.7kW 标配：233/466V

选配：282/564VPSA6005-3-Pro 专业版
PSA6006-3 标准版 开关型 单相 &三相 6.0kVA 标配：165/330V

选配：200/400V
标配：1~ 2500Hz
标配：1~ 5000Hz 4.5kW 标配：233/466V

选配：282/564VPSA6006-3-Pro 专业版
PSA6010-3-SYS-Pro 专业版 开关型 单相 &三相 10.8kVA 标配：165/330V

选配：200/400V
标配：1~ 2500Hz
标配：1~ 5000Hz 8.1kW 标配：233/466V

选配：282/564V

PSA6013-3-SYS-Pro 专业版 开关型 单相 &三相 13.5kVA 标配：165/330V
选配：200/400V

标配：1~ 2500Hz
标配：1~ 5000Hz 10.0kW 标配：233/466V

选配：282/564V

PSA6016-3-SYS-Pro 专业版 开关型 单相 &三相 16.2kVA 标配：165/330V
选配：200/400V

标配：1~ 2500Hz
标配：1~ 5000Hz 12.0kW 标配：233/466V

选配：282/564V

PSA6021-3-SYS-Pro 专业版 开关型 单相 &三相 21.6kVA 标配：165/330V
选配：200/400V

标配：1~ 2500Hz
标配：1~ 5000Hz 16.0kW 标配：233/466V

选配：282/564V

版本 波形库 List 功能 Step功能 线路仿真 谐波仿真 IEC4-11 IEC4-13 IEC4-14 IEC4-28 IEC4-29

专业版 任意波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准版 正弦波 标配 标配 标配 无 标配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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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充电器电源
测试方案

智能终端设备日益广泛使用，其充电器年市场需求超过 10亿支。充电器宽范围输入，基本形
成“一支充电器，全球使用”趋势，在研发、生产、认证等阶段进行严苛测试验证 。

充电器包括手机充电器、手机无线充电器、平板电脑充电器、相机充电器、笔记本适配器等，
功率通常 10~300W，输入电压 90~305VAC，输出电压范围 5~20V DC。

测试项目：全球电网适用测试、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认证法规标准测试、输入峰值电流、谐波、
谐波抗扰度、纹波、响应速度、负载效应等。

智能终端充电器电源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充电器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全球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2-1-Pro

PWR1000L

输出电压：0~ 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 2000Hz

输出功率：1~ 2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谐波抗扰度测试

最大输入电流测试

峰值电流测试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 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保护 /响应时间

负载效应

纹波测试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计 PA323

基本精度：0.1%

测量带宽：DC,0.1~ 100kHz

最高采样率：200kS/s

测量通道：3ch

测量电流：0~ 20A

测量电压：0~ 600V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总谐波测试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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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电源
测试方案

LED照明具备耗能低、亮度高、寿命长等优点，正逐步取代传统照明，广泛应用各个领域。
LED照明在（尤其 LED驱动电源）研发、生产、认证等环节严格检测验证。

LED照明包括室内照明、户外照明、植物培育照明等，其电源功率通常 10~1200W，输入电压
90~320VAC，输出电压范围 5~20V DC。

测试项目：区域电网适应测试、谐波抗扰能力、电网中断抗扰能力、输入最大峰值电流测试、
功率因数、直流纹波等。

LED电源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LED照明驱动电源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全球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2-1-Pro

PWR1000L

输出电压：0~ 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 2000Hz

输出功率：1~ 2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谐波抗扰度测试

最大输入电流测试

峰值电流测试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保护 /响应时间

负载效应

纹波测试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计 PA333H

基本精度：0.1%

测量带宽：DC,0.1~ 300kHz

最高采样率：200kS/s

测量通道：3ch

测量电流：0~ 50A

测量电压：0~ 1000V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总谐波测试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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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并网逆变器
测试方案

光伏并网逆变器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压（DC）转换为市电频率交流（AC）的逆变器，反馈
回电网系统。光伏发电绿色环保，逐渐成为重要发电模式。

光伏并网逆变器包括微型逆变器、户用光伏逆变器、商业光伏逆变器等，其电源功率通常
0.2~100kW，输入直流电压 80~1800VDC，输出电压范围 180~380VAC。

测试项目：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孤岛保护、三相不平衡测试、转换效率、输出谐波、低压穿越等。

光伏并网逆变器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光伏并网逆变器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0系列

输出电压：0~ 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 2000Hz

输出功率：2~ 21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专业版）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三相不平衡测试

谐波抗扰度测试

峰值电压电流测试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 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纹波测试

异常保护时间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5000H

基本精度：0.05%

测量带宽：DC,0.1Hz~ 5MHz

最高采样率：2MS/s

测量通道：7ch(典型 )

测量电流：0~ 50A（直接输入）
测量电压：0~ 1500V（直接输入）

待机功耗

效率测试

谐波测试

功率因数

高 /低压穿越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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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
测试方案

随着 5G和车联网发展，汽车无线充电系统正逐步取代有线充电桩，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

无线充电包括静态无线充电、动态无线充电等，其无线充电功率通常 1~60kW，输入交流电压
180~ 270VAC，输出电压范围 200~ 900V DC。

无线充电系统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测试项目：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IEC标准、三相不平衡测试、转换效率、输出纹波和响应速度、
互操作测试等。

无线充电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0系列

输出电压：0~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2~21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专业版）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三相不平衡测试

谐波抗扰度测试

异常保护时间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纹波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输出电压过冲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8000

基本精度：0.01%

测量带宽：DC,0.1Hz~5MHz

最高采样率：2MS/s

测量通道：7ch(典型 )

测量电流：0~50A（直接输入）
测量电压：0~1500V（直接输入）
具备相位补偿功能，精准测试 85kHz电压 /电流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线圈传输效率测试

总谐波测试与分析

功率因数

能量回馈电网

高性能回馈式直流电子负载 ELR6000系列
电压：0~1500V

功率：0~75kW

工作模式：CC/CV/CP/组合模式
充电模式模拟

动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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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充电桩
测试方案

交流充电桩是目前新能源主要充电方式之一，充电桩输出交流电输送至车上的车载充电机（OBC），
经过 AC/ DC转换后对电池组充电。

交流充电桩功率通常 3~21kW，输入交流电压 180~270VAC，输出电压范围 180~264VAC。

测试项目：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IEC标准测试、通讯握手测试等。

交流充电桩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交流充电桩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0系列

输出电压：0~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2~21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专业版）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谐波抗扰度测试

异常保护时间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计 PA333H

基本精度：0.1%

测量带宽：DC,0.1~300kHz

最高采样率：200kS/s

测量通道：3ch

测量电流：0~50A

测量电压：0~1000V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总谐波测试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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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充电器（OBC）
测试方案

测试项目：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IEC标准测试、谐波、三相不平衡测试、纹波、响应速度、
负载效应、通讯握手测试等。

车载充电机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交流充电桩是目前新能源主要充电方式之一，充电桩输出交流电输送至车上的车载充电机（OBC），
经过 AC/DC转换后对电池组充电。

车载充电器（OBC）功率通常3~21kW，输入交流电压180~270VAC，输出电压范围 200~1000VDC。

车载充电器（OBC）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0系列

输出电压：0~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2~21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专业版）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三相不平衡测试

谐波抗扰度测试

异常保护时间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纹波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输出电压过冲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8000

基本精度：0.01%

测量带宽：DC,0.1Hz~5MHz

最高采样率：2MS/s

测量通道：7ch(典型 )

测量电流：0~50A（直接输入）
测量电压：0~1500V（直接输入）
具备相位补偿功能，精准测试 85kHz电压 /电流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总谐波测试与分析

功率因数

能量回馈电网

高性能回馈式直流电子负载 ELR6000系列
电压：0~1500V

功率：0~75kW

工作模式：CC/CV/CP/组合模式
充电模式模拟

动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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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充电模块
测试方案

直流充电桩是目前新能源主要充电方式之一，直流充电桩由多组直流充电模块并联组成，可
直接对新能源汽车充电。

直流充电桩功率通常 15~30kW，输入交流电压 180~265VAC，输出电压范围 200~1000V DC。

测试项目：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IEC标准测试、三相不平衡测试、谐波、纹波、响应速度、
负载效应、通讯握手测试等。

直流充电模块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直流充电模块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0系列

输出电压：0~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2~21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专业版）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三相不平衡测试

谐波抗扰度测试

异常保护时间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 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纹波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负载效应

输出电压过冲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5000H

基本精度：0.05%

测量带宽：DC,0.1Hz~5MHz

最高采样率：2MS/s

测量通道：7ch(典型 )

测量电流：0~50A（直接输入）
测量电压：0~1500V（直接输入）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谐波测试

功率因数

能量回馈电网

高性能回馈式直流电子负载 ELR6000系列
电压：0~1500V

功率：0~75kW

工作模式：CC/CV/CP/组合模式
充电模式模拟

动态响应



11

5G
5G通讯电源
测试方案

5G通信网络已启动规模化商用，未来几年需求大量 5G电源（模块化设计，由多模块并联组成）。

输出参数：
输出功率：3/4KW；
输出电流：50A/60A；
输出电压范围：-42 ~ -58Vdc 。

输入参数（3种输入模式）：
输入交流电压：85~300Vac；
输入直流低电压（DC，电池输入）：40~60Vdc；
输入直流高电压（HVDC，光伏或油电）：80~400Vdc。

5G单个模块常规参数

测试项目：全球电网适用测试、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认证法规标准测试、谐波、纹波、响应速度、
负载效应等。

5G通讯电源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5G通讯电源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5-3-Pro 

PSA6006-3-Pro

输出电压：0~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5~6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专业版）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三相不平衡测试

谐波抗扰度测试

异常保护时间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纹波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负载效应

输出电压过冲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5000H

基本精度：0.05%

测量带宽：DC,0.1Hz~5MHz

最高采样率：2MS/s

测量通道：7ch(典型 )

测量电流：0~50A（直接输入）
测量电压：0~1500V（直接输入）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谐波测试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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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飞机用电设备
测试方案

飞机用电设备必须满足相应航空标准要求，以验证用电设备处于极端条件下依然抗扰能力。

国内飞机用电设备满足国军标：GJB181及 GJB181A , GJB181B，类似于 MIL-STD-704。 

测试项目：电压谐波、电压与频率瞬变、三相不平衡、电网中断、电压调制等 。

飞机用电设备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航空电气设备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飞机电源供电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0系列（专业版）

输出电压：0~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2~21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符合航空标准测试

三相不平衡

异常保护时间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纹波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响应时间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5000H

基本精度：0.05%

测量带宽：DC,0.1Hz~5MHz

最高采样率：2MS/s

测量通道：7ch(典型 )

测量电流：0~50A（直接输入）
测量电压：0~1500V（直接输入）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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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模块电源
测试方案

测试项目：全球电网适用测试、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输入峰值电流测试、300VAC电网浪涌测试、
漏电流、转换效率、谐波、纹波、响应速度、负载效应等。

医疗模块电源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医疗设备（如影像设备、手术台、扫描仪、医疗测量仪器等）中通常内置多种医疗模块电源，
向医疗设备的子单元提供稳定供电。

医疗模块电源一般全球通用（适用不同区域电网），输出功率 10~1500W，超低泄漏电流和
接触电流，具备医疗认证资格。

医疗模块电源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2-3-Pro 

PSA6003-3-Pro

输出电压：0~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2~3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专业版）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谐波抗扰度测试

异常保护时间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响应时间

纹波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负载效应

输出电压过冲

异常保护时间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5000H

基本精度：0.05%

测量带宽：DC,0.1Hz~5MHz

最高采样率：2MS/s

测量通道：7ch(典型 )

测量电流：0~50A（直接输入）
测量电压：0~1500V（直接输入）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谐波测试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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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区域电网适用测试、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输入峰值电流测试、、谐波抗扰度验证、
电网暂降中断测试、特定电网输出等。

医疗设备测试项目

医疗设备
测试方案

医疗电子设备必须符合国际认可标准，同时其他如基本的性能和采用的电源是否符合规格都非常重要。
因为医疗设备故障所产生的后果会直接影响病人的健康，甚至对病人造成短暂性或永久性的伤害。因
此医疗设备在研发、制造等阶段均需进行严格的测试与验证，以确保产品安全可靠。

医疗电子设备主要包括影像设备（如 CT/ MRI/ PET扫描仪、超音波仪）、诊断仪器（如心电图机 ECG、肌
电图机 EMG、眼科验光机、牙科诊疗椅）、医疗仪器（如高频手术电刀、内镜电切刀）、医美仪器（电波拉
皮机、雷射美容仪、脉冲光仪器、UV皮肤检测仪）、生化与免疫分析（生化分析仪、DNA分析仪、酵素免
疫分析）、血液分析（离心机、自动血球分析仪、血红素分析器、血细胞分析仪、血球计数器）等。

测试项目与设备
医疗模块电源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0系列（专业版）

输出电压：0~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2~21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

异常保护与恢复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谐波抗扰度测试

异常保护时间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wfms/s

具备环路测试

响应时间

纹波测试

输入峰值电流

负载效应

输出电压过冲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5000H

基本精度：0.05%

测量带宽：DC,0.1Hz~5MHz

最高采样率：2MS/s

测量通道：7ch(典型 )

测量电流：0~50A（直接输入）
测量电压：0~1500V（直接输入）

待机功耗

谐波测试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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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摩托车充电器
测试方案

充电器作为电动摩托车四大件（控制器、充电器、电池、电机）之一，是电动摩托车重要的组
成部分，直接影响着电动摩托车安全。劣质充电器可能引起触电、起火甚至是爆炸的严重后果。
因此充电器在研发、生产、认证等阶段都会进行严苛的测试认证。

充电器输入电压 180-265V，输出直流 48-86V，输出电流 1.8-4.5A 。

测试项目：电网适用测试、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认证法规标准测试、输入峰值电流、谐波、
谐波抗扰度、纹波、响应速度、负载效应等。

电动摩托车充电器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充电器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2-1-Pro

PWR2000W

输出电压：0~30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2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

浪涌电流测试（0ã、90ã、270ã）

最大输入电流测试

峰值电流测试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次
具备环路测试

保护 /响应时间

开关损耗

负载效应

纹波测试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计 PA323

基本精度：0.1%
测量带宽：DC,0.1~100kHz
最高采样率：200kS/s
测量通道：3ch
测量电流：0~20A
测量电压：0~600V

待机功耗

转换效率测试

总谐波测试

功率因数

耐久测试
示波记录仪 ZDL6000

精度高达 0.3%
记录通道高达 128ch
采样率最高达 100MS/s
带宽高达 20MHz

捕获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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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炉（电磁灶 ）
测试方案

电磁炉作为高效节能厨具，广泛用于商业与家用领域，其在研发、生产、认证等阶段都会进
行严苛的测试验证，适应全球区域电网（包括不稳定或不规范电网），正常稳定运行。

电磁炉输入电压 180-265V，输出功率 1~10kW。

测试项目：全球电网适用测试、电网和频率异常保护、认证法规标准测试、输入峰值电流、 

谐波抗扰度等。

电磁炉（电磁灶）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充电器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电网适应性与保护测试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6-3-Pro

输出电压：0~300V（典型）
输出频率：DC,1~2000Hz
输出功率：6kVA
具备 list编程、谐波合成、波形
导入

浪涌电流测试（0ã、90ã、270ã）

异常电网抗扰度（波形导入）

谐波抗扰度

峰值电流测试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次
具备环路测试

保护 /响应时间

异常波形数据保存（CSV.文件）

开关损耗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2000mini

基本精度：0.05%
测量带宽：DC,0.1Hz~500kHz
最高采样率：500kS/s
测量通道：4ch
谐波分析：256次
测量电压：0~1500V
锂电池供电，可户外使用

电压电流谐波分析

功率因数

户外电网质量分析与数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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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电腐蚀
测试方案

电机轴承与轴之间通常存在轴电压，当轴电压较高，使润滑油膜放电击穿形成回路产生轴电
流，局部放电能量产生的高温，可以融化轴承内圈、外圈或滚珠上许多微小区域，并形成凹槽，
从而产生噪声、振动等异常现象。目前采用绝缘轴承以防止轴承发生电腐蚀，外圈或内圈一
表面有一层涂层，可承受特定电压，在实际研发制造中，需要测试绝缘轴承的绝缘能力。

测试项目：方波频率与幅值下绝缘漏电流。

轴承电腐蚀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与设备
充电器测试项目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方波（调频与调压）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WR1000L
输出电压：0~300V（典型）
频率：1~2000Hz

峰值电流测试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 / 350M/ 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 M
波形刷新率：1M次响应时间

电压电流测试 高精度功率计 PA310

基本精度：0.1%
测量带宽：DC, 0.1Hz~300kHz
最高采样率：500kS/s
测量通道：1ch
电流量程：5mA、10 mA、20 mA、50 mA、
100 mA、200 mA、0.5A、1 A、2 A、5 A
测量电压：0~ 6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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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姆霍兹线圈
供电解决方案

亥姆霍兹线圈（Helmholtz coil）是由一对完全相同的圆形导体线圈组成，产生均匀磁场区体积大，
实现一维、二维与三维组合磁场，可提供交流磁场或直流磁场，很容易将其它仪器置入或移出。
广泛于医疗、电子、材料等领域，如医疗应用中胶囊内镜机器人。

亥姆霍兹线圈产生交流磁场的主流交流供电规格――电压：0~200Vac，频率：0.1~5000Hz。
PSA系列可编程交流电源可提供宽范围电压频率输出（三相独立输出，交流电压：0~300Vac;

频率：0.1~ 5000Hz，直流电压：0~424Vdc）,较传统供电方案（信号发生器 +放大器组合）操
作更加简单，采购成本更低。

供电方案： PSA系列可编程交流电源供电解决方案。

亥姆霍兹线圈供电解决方案

测试项目与设备
亥姆霍兹线圈供电解决方案 测试仪器设备 推荐型号 设备规格

宽范围电压频率调试输出

高性能可编程交流电源 PSA6000系列

三相独立输出
输出电压：0~ 330V（典型）
输出频率：DC,1~5000Hz（选配）
输出功率：3~21kVA三相不平衡测试

电压电流测试 数据挖掘型示波器 ZDS4000系列

带宽：500M/350M/200M
采样率：4G Sa/s
存储深度：512M
波形刷新率：1M次
具备环路测试

电压电流功率测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PA5000H

基本精度：0.05%

测量带宽：DC,0.1Hz~5MHz

最高采样率：2MS/s

测量通道：7ch(典型 )

测量电流：0~50A（直接输入）
测量电压：0~1500V（直接输入）

频率测试

谐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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