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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和
能源儲存

適用於各種功率轉換設備
的測試：

EV, HEV, PHEV

交流/直流、直流/交流
直流對直流轉換器

太陽能逆變器

衛星和
航太與國防

即時查看、精密量測、可靠驗證
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將準確的功率量測與觸控式示波器的直覺顯示進行完美 
結合。這樣一台功率分析儀，讓您能輕鬆實現即時信號的擷取、準確的量測，以及產品 
設計效能的可靠驗證。

透過單一儀器完成所有關鍵的功率參數量測
 – 功率分析儀的量測準確度，加上與示波器相同的即時波形顯示和操控，大幅縮短儀器
設定時間

 – 靈活的範圍調整和隔離的信號輸入，可滿足各種測試情境的要求
 – 隨附的高速數位轉換器可即時擷取電壓、電流和電源，方便您查看暫態信號、 
湧入電流及狀態變化 

 – 在時域或頻域中觀察並分析電壓、電流和功率量測結果
 – 利用 12.1吋高畫質觸控螢幕，您可輕鬆洞察自己的設計並獲得全新的量測視野
 – 小巧的外形設計，可大幅節省儀器佔用的桌面空間

PA2203A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 4通道，3相分析

同時查看 4個動態功率通道 直覺的接線配置軟體，方便您快速查看細節 提供相位圖，以簡化相位關係分析

02 | Keysight | IntegraVision PA2200 Series Power Analyzers - Data Sheet

UPS and  
Energy Storage

Power converter test for:

EV, HEV, PHEV

AC/DC, DC/AC,  
DC/DC Converters

Solar Inverters

Satellites and 
Aero/Defense

PA2203A IntegraVision Power Analyzer  4 Power Channels, 3-Phase Analysis

Visualize 4 dynamic power channels simultaneously Intuitive wiring configurator for faster insights Phasor diagram for phase relationship analysis

See it, measure it, prove it

The Keysight IntegraVision power analyzer is an intuitive combination of accurate power 
measurements and touch-driven oscilloscope visualization. Within a single instrument, it 
delivers the dynamic views you need to see, measure and 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your 
design.

Make all of your critical power measurements with one instrument
– Achieve power analyzer accuracies and scope-like waveform visualization with reduced 

setup time
– Address multiple test scenarios with the flexibility of wide-ranging, isolated inputs 
– Visualize transients, in-rush currents and state changes with a high-speed digitizer that 

captures voltage, current and power in real-time
– Analyze voltage, current and power in the time and frequency domains 
– Explore your design and gain new insights through the 12.1” / 310 mm high-resolution 

display with touch interface
– Save space on your bench with minimum-depth form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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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和
能源儲存

適用於各種功率轉換設備
的測試：

EV, HEV, PHEV

交流/直流、直流/交流
直流對直流轉換器

太陽能逆變器

衛星和 
航太與國防

目標：將產品功率最佳化
目前，全球對於能源和電源效率的需求日益升高，因此工程師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必須想
盡辦法提升電源轉換系統的轉換效率，例如 AC/DC電源、DC/DC轉換器、DC/AC逆變器、
太陽能逆變器、電池管理系統、電動汽車電源控制系統、衛星電源系統和通用的航太與 
國防應用等等；而且，交流用電裝電源系統也需不斷降低其功耗並提升效率。為了設計出
具有高電源效率的產品，研發工程師需執行嚴格的量測，以確保其設計符合預定目標， 
特別是在各種複雜的暫態條件下，能夠維持高效率的穩定運作，而不會產生雜訊或其它 
功率品質問題。

傳統的功率量測儀錶通常無法執行準確的動態量測，或者量測隨時間快速變化的功率，而
示波器也無法用於高準確度的功率量測。

工程師在功率方面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 如何提高能源轉換系統的效率和效能？
 – 如何充分運用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逆變器？
 – 如何將高效率電源力轉換器最佳化並看到逐步改善的成果？
 – 如何實現準確且可重複的功率和效率量測？
 – 如何有效分析複雜的電力系統，從休眠模式切換到全功率模式的效率和效能？
 – 如何有效分析電力轉換系統在動態或暫態條件下的效能？

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是最佳的解決方案
對於亟欲以互動方式快速量測交流和直流功耗的研發工程師而言，Keysight IntegraVision 
功率分析儀是最理想的選擇。這款創新儀器具備 0.05%的基本準確度和 16位元的解析度，
讓工程師能輕易量測電源轉換效率、操作響應和激發，以及常見的交流電源參數，例如
頻率、相位和諧波。此外，這款功率分析儀提供每秒 5百萬個樣本的數位轉換速度和 2.5 
MHzMHz的頻寬，可協助工程師在動態變化的狀況下確實評估功耗特性。

深入洞察 -精確的功率量測和即時波形顯示，讓工程師能深入洞察功率消耗和效能。

熟悉的操控方式 -操作介面和您熟悉的示波器一樣，您可輕鬆快速地上手；只要會使用 
示波器，一定也會使用 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

容易連接 -所有輸入埠都彼此隔離，並與機箱接地隔離，因此您可以非常簡單地進行連接，
無需使用額外的差動電壓或電流探棒，也不會因為參考接地的儀錶電壓浮接而遇到危險。

同步功率計算
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可同時擷取所有通道上的電壓和電流，然後逐點進行電壓、
電流相乘，以獲得即時的瞬時功率波形顯示和功率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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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功率：使用功率分析儀還是示波器？
專職研發電力轉換系統的工程師，需透過精準的量測，來評估並確認各種電源
裝置不斷提升的電源供電效率，這些裝置包含電源逆變器或轉換器、不斷電電
源供應器、電池管理系統、車載電源系統和飛機電源系統，以及照明系統 /電子
安定器和各種電源設備。目前市售的某些功率分析儀具有充足的量測準確度，
但操作方式卻相當繁瑣，而且無法在動態條件下分析裝置的功耗特性。過去，
工程師需使用一台電源分析儀來執行精準量測，另外還需使用一台示波器來觀
察重複事件和單次事件，例如開機狀態和暫態現象的發生。在量測配置中去掉
一台示波器，就可顯著降低測試複雜度並縮短配置時間。

精密型功率分析儀具有極高的量測準確度，而且很容易連接待測物，類常適用
於功耗、效率和電源品質的穩態量測。對於這些量測，功率分析儀的準確度能
夠滿足研發工程師對量測完整性的要求。精密型電源分析儀支援浮接輸入和直
接電壓及電流連接量測，可輕易地連接至 DUT。

過去只有示波器才提供單次量測功能，可滿足功能測試過程中進行動態量測的
需求。此外，示波器可顯示現正發生的事件，以協助工程師更深入分析 DUT並
找出問題。不過，示波器的準確度較低，因此無法對高效率轉換器進行重要的
效率量測。而示波器的前端是參考接地，沒有隔離，因此需利用探棒進行浮接
和電流量測。然而，探棒會進一步降低量測準確度，並導致示波器更難以連接
到 DUT進行高準確度的功率相關量測。

為此，研發工程師不得不根據所需執行的量測類型，替換使用這兩種儀器：使
用功率分析儀來執行精準量測，另外使用示波器來觀察重複事件和單次事件，
例如開機狀態和暫態事件。在兩台儀器間進行切換不但耗時，而且很難獲得一
致、可重複的量測結果。

特定時段量測
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讓您能
在一段特定時間內進行電壓、電流和
功率波形，並藉由將游標放到擷取波形
上，以執行量測。這項功能對於查看暫
態現象，以及設計週期性控制裝置，非
常有用。例如要確保您的 DUT符合能源
標準，最重要的一點是量測從休眠到完
全運作等各種不同模式下的功耗，以及
兩者之間所有暫態的功耗。

擷取意外或無規律的現象
異常現象往往在螢幕上轉瞬即逝，因此
很難被偵測到。和傳統示波器一樣，
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可設定
為單次量測，以擷取並量測暫態現象，
包括湧入電流、週期性壓降、斷電、電
壓不足，以及其它線路中斷事件。 

連續完整週期分析
功率分析儀使用數學轉換式來分析 
信號。為提高準確度，量測視窗不能有
任何間斷或空隙。PA2000系列使用的 
連續完全週期分析（CWA）是無間隙 
量測技術，可在信號週期的正整數週期
進行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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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規格
 – 功率分析儀的量測，類似示波器的操控。
 – 基本準確度高達 0.05%，確保卓越的量測完整性。
 – Keysight PA2201A配備 2個功率通道，可用於單相量測和分析。 
PA2203配備 4個功率通道，可用於三相量測和分析。

 – 提供隔離電壓輸入，以進行安全的連接。
 – 利用 5 MSa/s數位轉換器可擷取波形。
 – 即時顯示電壓、電流和功率波形，幫助您深入分析待測裝置 。
 – 體積小，節省空間。
 – 可在支援手勢操作的大尺寸觸控螢幕上清晰顯示波形細節。

電壓和電流輸入的通道連接
 – 可同時取樣所有通道上的電壓和電流輸入。
 – 浮接的電壓和電流輸入，彼此間以及機箱接地間有 1000 V隔離，因此您無需使用不同的探棒
便可輕鬆進行連接，並且避免參考接地儀器之電壓浮接所產生的危險。 

 – 使用通用的遮罩型香蕉插頭建立連接以便量測電壓。
 – 提供內建的 2 A和 50 A電流分流器，效能經過全面測試和校驗，可兼顧大範圍電流的精確量測。
 – 讓您能對所有通道進行所需的 2 A和 50 A電流量測。相較之下，其他的功率分析儀要求您必須
在小電流輸入和大電流輸入之間進行選擇。

 – 如果您測試的電流在 50 A或 100 kHz頻寬以上，可使用鉗形探棒或其它類型的電流探棒。您可
以使用自己最常用的探棒，或任何具有高達 10 V全刻度輸出的傳感器。此功率分析儀並可對每
個通道進行外部電流量測。探棒透過浮接的 BNC連接器連接測試點。這款功率分析儀還支援
是德科技多種電流探棒，例如 Keysight 11488、N2780B、N2781B、N2782B或 N2783B。

 – 使用支援 2 A和 50 A電流量測輸入的比流器時，您可設定電流信號的安培轉安培轉換比率係數。
 – Keysight PA2201A配備 2個功率通道，可用於單相量測和分析。PA2203配備 4個功率通道，可用
於三相量測和分析。

暫態
 – 擷取一次性事件（例如啟動）或暫態事件（例如週期性壓降），並在您的功率分析儀上顯示
結果和進行分析。以前，只有示波器能夠提供這種功能。

 – 對電壓、電流或功率信號使用邊沿觸發，進而輕鬆地與啟動、浪湧或尖峰等事件同步。
 – 使用外部觸發輸入與交流源同步，進而輕鬆擷取您的元件對類比的交流線路中斷所做出的 
響應。

 – 使用外部觸發輸出與測試臺上的其它儀錶同步。
 – 10 MHz參考輸入和觸發輸入輸出均為 0至 3.3 V邏輯位準（最大值 5 V）。
 – 觸發輸出連接具有 50 Ω輸出阻抗。
 – 使用 SMA連接器提高安全性，防止高電壓或浮置功率信號意外、錯誤的接到以參考接地的
低電壓觸發線路和時脈線路。

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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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
 – 標配所有的量測功能，因而可以讓配置和購買過程簡單無比，不像其它功率分析儀那樣需要
配置各種複雜的選項。

 – 提供 29種預定義的遊標波形量測，包括峰峰值、上升時間、頻率和波形面積。
 – 一次顯示多達 10種自動量測 ,以及量測結果統計。
 – 透過手動將遊標放置到波形上或自動選擇（遊標追蹤波形），執行選通量測。
 – 即使您的波形不是正弦波或具有直流偏移，也能量測電壓和電流的真有效值。
 – 量測功率品質：瓦數、VA、VAR、功率係數、相位角、電壓波峰因數和電流波峰因數。
 – 量測功率和效率。
 – 使用 FFT和諧波量測結果執行頻域分析。
 – 量測高達 250次的電壓諧波、電流諧波和功率諧波。
 – 同時查看電壓、電流或功率的諧波資料，以及擷取和顯示它們的時域信號資料。
 – 透過精確的階次值表格來顯示諧波，或透過長條圖顯示諧波以便查看諧波的相對大小。
 – 按照 IEC方法量測總諧波失真（THD）。
 – 根據 IEC 61000-3-2 Class A、B、C和 D限制檢查諧波
 – 使用數學功能對擷取的波形執行運算，以產生新的使用者定義的量測，例如產生 i2T以計算
熱能，進而精準確認保險絲的大小。

 – 在數學功能中使用運算元（可嵌入數學功能中）：
 – 加、減、乘、除
 – 微分、積分
 – 快速傅立葉轉換（FFT）
 – Ax + B

 – 平方、平方根
 – 絕對值
 – 常用對數、自然對數
 – 指數、以 10為底的指數

 – 執行安培 -小時（AH）和瓦特 -小時（WH）積分能量量測，透過確定總體的 AC和 DC能量 
消耗來分析電網耗電量，或是與電池充電 /放電相關的能量。

 – 比較真實波形與參考波形。您可擷取多達 4個參考波形並儲存到永久性參考波形記憶體中。

操作介面
 – 使用手勢、縮放、捲動功能 ─ 您可在支援手勢操作的大尺寸觸控螢幕上進行直覺操作， 
就像使用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一樣。

 – 如果不喜歡觸控操作，可關閉觸控功能並使用按鍵和功能鍵來進行操作。
 – 您可選擇 8種不同的顯示模式，清晰呈現您需要的資訊，以便快速進行分析。
 – 可產生客製的波形標籤和螢幕註解，讓文件記錄變得更容易。
 – 可儲存狀態，並且在稍後叫出，以便快速跳到常用設定。
 – Autoscale按鈕可快速找到信號並自動配置顯示設定。
 – 可輕易地將 USB裝置插入面板上的 USB槽，然後輕鬆存入資料和螢幕截圖。
 – 按下任意鍵並停留幾秒，即可獲得上下文相關的輔助說明。系統內建完整的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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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記錄器
 – 擷取資料以進行離線分析和測試歸檔
 – 紀錄間隔時間可設為 50毫秒到 1天
 – 紀錄時間可設為 1秒到 1年

遠端 IO
 – 透過您選擇的 USB或 LAN介面進行遠端通訊。兩種介面均為標準配置，無需額外購買任何
其它選項。

 – 使用標準的網路瀏覽器，透過 LAN進行遠端控制。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內建網路
伺服器端程式，可在網頁上顯示具有圖形介面的 PA2201A/PA2203A面板。這種網路操作介面
的操作與 PA2201A/PA2203A實際前面板的操作方式完全一樣。

安全保護、安裝和支援
 – 電流連接上提供整合式安全蓋，可確保安全的操作。
 – 透過可拆卸連接器（是德科技零件編號 5067-6088或 Phoenix連接器類型 PC 16/3-STF-10、

16，Phoenix零件編號 1967469）存取直接電流輸入埠進行量測。
 – CAT II額定輸入為 1000 V。
 – 提供符合 NISPOM要求的資料清理方式。
 – 通用 AC輸入，包括 400 Hz AC運作。
 – 安裝在標準測試機架上。 
（機架安裝套件於 2015年夏季上市 -請至 www.keysight.com/find/PA2200Series以瞭解上市資訊
和訂貨資訊。）

 – 校驗週期長達 1年，而其它功率分析儀則僅在 6個月內符合公佈的規格，超過 6個月就需要
再次調整規格。

 – 提供 3年保固。
 – 透過前面板 USB介面輕鬆升級韌體。最新韌體檔可至 www.keysight.com/find/PA2200Series 
下載。只需將韌體更新檔存入 USB裝置，就可以使用實用工具功能清單更新您的 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

http://www.keysight.com/find/PA2200Series
http://www.keysight.com/find/PA2200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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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查看、精密量測、可靠驗證

同時查看所有通道上的電壓、電流和功率，每個參數都有自己的 
柵格（螢幕預設佈局）。螢幕佈局和功能與傳統的示波器相同。

按 [Analyze]鍵查看功率品質量測結果（顯示於藍色的功率品質分析
面板）。在顯示功率品質量測結果的同時，您還可以查看即時的 
電壓、電流和功率波形。

單次量測模式可分析功率暫態。本例中，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
分析儀顯示一個通道上的交流線路電壓的完整壓降週期（黃色軌
跡），以及另一通道上的直流電源輸出的相應響應（綠色軌跡）。
得益於單次量測和顯示，您可輕易看到 20 V直流輸出降低了大約
0.6 V，然後在 10 ms時間內恢復過來。

使用游標執行常用量測，如右側面板所示。在本例中，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顯示的是交流線路輸入電壓開啟後（上方
的電壓軌跡）的湧入電流（中間的電流軌跡）和功率（下方的功
率軌跡）。游標顯示在第一個週期內電流峰值為 6.75 A。

主要畫面 暫態參數量測

功率分析面板 使用游標進行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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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查看、精密量測、可靠驗證

執行電壓或電流諧波分析。螢幕上可以同時顯示這兩種時域波形
（黃色軌跡）和諧波表。

除了諧波表之外，您還可以同時查看諧波階次的長條圖，以便直覺
地識別參數值較高的諧波。

您可以選擇 8種不同的螢幕佈局來顯示電壓、電流和功率波形。
在本例中，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在同一個柵格上顯示 
電壓和電流的放大圖，以清楚顯示電壓與電流之間的時間關係。

依據 IEC 61000-3-2限制（Classes A、B、C和 D）快速簡查諧波。

諧波量測和圖形顯示 使用者可選擇螢幕佈局

諧波量測和長條圖顯示 螢幕鍵盤和觸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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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2203A面板

PA2203A背板

10 | Keysight | IntegraVision PA2200 Series Power Analyzers - Data Sheet

Front Panel PA2203A

Rear Panel PA2203A

10 | Keysight | IntegraVision PA2200 Series Power Analyzers - Data Sheet

Front Panel PA2203A

Rear Panel PA22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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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的電流輸入量測電流時，您可利用可拆卸式連接器將纜線連接到 DUT，方便您迅速
移除纜線，以加快重新配置。

纜線將插入連接器可拆卸的那一端，並使用螺絲將導線緊緊固定在連接器內部。

背板 PA2201A

USB

LAN

觸發輸入/輸出
直接電流輸入：2個內建分流器，
適用於2 Arms和50 Arms電流

整合的安全滑蓋

隔離的BNC輸入，
用於連接外部電流
探棒和全刻度高達

10 V的感測器

電壓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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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應用

電力轉換系統
範例：

 – 交流 /直流電源供應器
 – 直流 /交流變頻器
 – 直流 /直流轉換器
 – 太陽能逆變器
 – 混合動力電動汽車（HEV）、電動汽車（EV）和插入式混合動力電動汽車（PHEV）逆變器

重要的電源轉換器量測：
 – 電源消耗
 – 效率
 – 諧波和 THD

 – 動態條件響應
 – 啟動特性分析

和傳統的功率分析儀一樣，Keysight IntegraVision可快速、精確地量測功耗、效率和諧波等常見參數。

隨著控制系統的複雜程度不斷升高，查看和量測動態條件變得日益重要。Keysight IntegraVision 
可擷取特定時間內的電壓、電流和功率波形。您只需將游標放到擷取的波形上，便可查看和量測
各種模式，例如從休眠模式到完全活動模式，以及兩者之間的所有暫態下的功耗。

Keysight IntegraVision的單次量測功能能夠同時擷取電壓和電流，因此您可以查看和量測重要的 
一次性事件，例如您的元件對不穩定的交流電網等動態條件的響應。藉由使用觸發輸入，您可讓
交流電源和 Keysight IntegraVision維持同步，並擷取電源轉換器對週期性壓降、線路尖峰、下降 / 
上升和其它交流線路失真的響應。同樣的，您還可以擷取待測元件對其它時間變化事件，例如負
載步進變化或其它動態負載條件的響應。您還可查看和量測啟動、浪入電流等事件，以及計算保
險絲規格 i2T。Keysight IntegraVision可直接對您的轉換器的輸出執行高準確度量測，因此您可以查
看和量測暫態響應、趨穩時間以及其它電源效能特性。許多參考接地的 8位或 10位示波器很難
執行這些量測，因為它們沒有足夠的垂直準確度或解析度來量測負載穩壓率，或是解決狹窄的 
趨穩頻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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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儲存設備
範例：

 – UPS

 – 電池供電的備份和待機系統
 – 電池充電器
 – 充電裝置
 – 電池管理系統 

 – 能量儲存系統

重要的能量儲存量測：
 – 容量
 – 執行時間
 – 切換時間
 – 累積能量輸入 /輸出

Keysight IntegraVision可量測流入、流出待測元件之電流的即時正、負電流值。它以 5 MSa/s的 
取樣率擷取資料，並對數值進行積分運算，以計算累積的安培小時和瓦小時。對於功率使用率和
功率流動方向波動極大的元件而言，這種高速積分功能可以更準確地量測元件的功耗。如此一
來，當您觀察電流流動、功率流動以及儲能設備中的能量增加 /減少狀況時，便可根據實際負載
情況計算電池容量並確定電池的使用時間。

對於 UPS和電池備份系統，利用 Keysight IntegraVision的單次量測功能，您可以擷取和分析從交流
線路切換到備用電池的單次事件和切換時間。

電氣系統和機電系統
範例：

 – 照明設備
 – 家用電器
 – 工業機器
 – 機器人

電氣系統 /機電系統的重要量測：
 – 瞬時和峰值功率
 – 電源消耗
 – 諧波和 THD

 – 暫態和動態電流消耗

在測試照明設備時，經常需要量測電壓波形、電流波形和 THD。這是因為隨著控制系統的複雜 
程度日益加深，電壓波形和電流波形中的失真也逐漸增加。

對於家用電器和工業機器，您需要量測各種操作（例如機器的一次迴圈或機器人的一個動作）的
動態電流和電壓。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增加或降低發動機速度或啟動子系統可能需要幾百毫秒到
幾秒。Keysight IntegraVision讓您能夠對短時間（僅幾毫秒）事件和長功率周期（長達幾秒、幾分鐘、
幾小時甚至幾天）的功耗和和待測元件特性進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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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基本功率準確度（50/60 Hz） 讀值的 0.05%

最佳功率準確度（50/60 Hz） 讀值的 0.1%

功率通道（電壓和電流）
PA2201A：2個通道，
PA2203A：4個通道

電壓量測頻寬（- 3 dB） 2.5 MHz （-3 dB）

電流量測頻寬（2 A或 50 A輸入） 100 kHz （-3 dB）
電流量測頻寬（外部輸入） 2.5 MHz （-3 dB）
最大電壓 1000 Vrms （2000 V峰值） 

最大電流 直接輸入： 2 Arms（6 A峰值）或 50 Arms（100 A峰值）
外部傳感器： 10 Vrms （30 V峰值）

記錄長度 同時對每個波形最多記錄 1.5 M點
數位轉換速度 同時對每個波形進行取樣，取樣速率高達 5 MSa/s，解析度為 16位元
螢幕尺寸與類型 12.1吋電容式觸控螢幕，支援多點觸控 /手勢操作
功率通道（電壓和電流）

電壓 連接器 安全香蕉插頭
最大電壓 1000 Vrms，2000 V峰值 

輸入阻抗 2 M Ω || 12.5 pF

範圍 5 V、10 V、20 V、50 V、100 V、200 V、500 V、1000 V

電流 直接連接 連接器 插拔式接線端子 , Phoenix零件編號：1967469

最大電流 2 Arms，6 A峰值或 50 Arms，100 A峰值 

輸入阻抗 2 A輸入：60 mΩ + 0.10 µH

50 A輸入：6 mΩ + 0.06 µH

範圍 2 A輸入：10 mA、20 mA、50 mA、100 mA、200 mA、
500 mA、1 A、2 A

50 A輸入：200 mA、500 mA、1 A、2 A、5 A、10 A、 
20 A、50 A

外部傳感器 連接器 隔離的 BNC

最大輸入電壓 10 Vrms，30 V峰值 

輸入阻抗 100 kΩ || 100 pF

範圍 50 mV、100 mV、 200 mV、500 mV、1 V、2 V、 
5 V、10 V

波峰因數 3，全刻度（除非與最大輸入額定值相衝突） 
在全刻度的 10%時，最大波峰因數為 30

電流輸入保護 內部分流器量測路徑未安裝保險絲。使用者應提供電流限制保護（保險絲或斷路器）
以及適當的電線長度。超過額定有效值電流 140%的電流，可能會導致電流量測分流
器永久受損。專為這兩個分流器提供的內部保護機制，可避免錯誤連線所導致的元件
損壞，但如果預計電流會超過 2 Arms，這種保護機制有可能失效。

隔離值 電壓和電流端子從接地到 1000 V CAT II額定值隔離。 
電壓與電流的隔離度達 1000 V CAT II額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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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功能

基本量測功能 電壓、電流、功率、數學 峰對峰值、最小值、最大值、振幅、頂部、底部、過擊、預擊、N週期平均值、
全螢幕平均值、N週期 DCrms、全螢幕 DCrms、直流、N週期 ACrms、全螢幕 ACrms

（標準差）、直流
時間 週期、頻率、+信號週期、-信號週期、上升時間、下降時間、延遲、相位、

Y值最小時的 X、Y值最大時的 X、N週期面積、全螢幕面積
數學運算 4種波形：加、減、乘、除、積分、FFT、Mx+B、x2、平方根
參考 4種波形 

觸發 自動、等待觸發、強制觸發、信號源觸發（V、I、P、外部、電源線）、 
信號緣（上升信號緣、下降信號緣、同時包括兩者）、雜訊拒斥

自動刻度調整 有
游標 2X、2Y、追蹤或手動
檔案儲存 儲存、叫出、移動、列印

連續整個週期的分析
（CWA）

電壓 直流、交流有效值、交流 +直流有效值、整流平均值、頻率、最大值、最小值、
波峰因數

電流 直流、交流有效值、交流 +直流有效值、整流平均值、頻率、最大值、最小值、
波峰因數

功率 交流實際功率，交流 +直流實際功率、直流實際功率、交流視在功率、 
交流 +直流視在功率、交流無功功率、交流 +直流無功功率、交流功率 
因數、交流 +直流功率因數，交流功率角、交流 +直流功率角

諧波 類型 電壓或電流
任意階諧波的最大頻率 任意階諧波：< 30 kHz

可使用內部數學 FFT功能 
顯示 30 kHz至 2.5 MHz間 
的頻率內容
最大諧波次數 250次（可達到 120 Hz基本諧波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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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些規格在以下條件下有效：23 ± 5˚C操作溫度、20至 80%相對濕度、儀器經過至少 60分鐘暖機。校驗週期為 1年。輸入必須是正弦波，振幅介於範圍的 10%至 110%之間，
無共模信號，功率因數為 1。量測方法必須採用連續全週期分析（CWA）方法，同時間隔大於或等於 200 ms。輸入超過 0.8 x 107 V ● Hz時，其規格為特性值。直流至 10 Hz及
1 MHz以上頻率的規格為特性值。內部電流和內部電流功率在 10 kHz以上的規格為特性值。操作溫度超出 23 ± 5 ˚C時，規格增加以下：讀值的 % + 範圍的 %。

V、I 溫度係數 0.005 + 0.005 /˚C（超出 23 ± 5 ˚C）  

直流溫度係數 0.005 + 0.020 /˚C（超出 23 ± 5 ˚C） 

P、Q、S 溫度係數 0.01 + 0.01 /˚C（超出 23 ± 5 ˚C） 

直流溫度係數 0.01 + 0.02 /˚C（超出 23 ± 5 ˚C） 

2. 對於 100 kHz以上的量測，必須關閉抗混疊（AA）濾波器。如果開啟 AA濾波器，則額外增加（0.00004 ● f 2）x讀值的%。對於與頻率有關的所有規格，使用 kHz作為頻率 (f )單位。

3. 為達到表格所列的直流準確度，必須在過去 1小時內或環境溫度變化不超過 2 ˚C時進行過零位補償。任何時候如果範圍改變，或測試人員透過操作介面提出明確要求時，
量測儀錶將會自動進行零位補償。如果沒有進行零位補償，則增加範圍的 0.1%。.

4. 在上面的規格中，Rtrans =電壓 /電流感測器增益，Ntrans為變流器的電流 /電流匝數比。電壓讀值項為同一功率通道的電壓量測結果有效值。

5. 當抗混疊功能關閉時，電壓和感測器輸入的 -3 dB頻寬為 2.5 MHz。

6. 如果向 50 A輸入埠輸入超過 20 Arms的電流 , 那麼您必須等待至少 10分鐘才能得到 20 Arms以下的完整準確度。這樣可以避免分流器自熱效應的影響。

7. 施加到電流端子的共模信號可能會影響量測準確度。要計算共模的影響，可以用交流有效值共模電壓乘以共模信號的頻率，再乘以下面的規格加法器。對於功率準確度的
影響，用此誤差項乘以 Macrms。

2 A 2 nA / VHz

50 A 10 nA / VHz

8. 使用這些 P、Q和 S規格。功率量測的範圍定義為（電壓範圍）x（電流範圍）。

9. 將此誤差加入功率 P和無功功率 Q中。若功率因數（λ）在 0和 1之間，使用下式計算： .  λ= − 20 1 1errP f● ● x範圍的 %和 λ=errQ 0.1 f     ● ● x範圍的 %

10. 功率因數準確度： ( ) λ− 20.005 0.00+ 18 1f●  

11. 相位準確性： ( )+0.03 0.054  f● 度

準確度 

λ、V、I、P、Q、S、lambda、相位的準確度規格：±（讀值的 % + 範圍的 % + 固定項）1 

完成校驗後 1年內有效

頻率
直流 3 - 10 Hz 10 Hz - 40 Hz 40 Hz - 100 Hz 100 Hz - 1 kHz 1 kHz - 10 kHz 10 kHz - 100 kHz 2 100 kHz - 1 MHz 2

電壓 4 讀值的 % + 範圍的 % 0.05 + 0.05 0.06 + 0.05 0.05 + 0.05 0.05 + 0.05 0.1 + 0.05 0.8 + 0.4 0.008 x f + 0.5

固定項 100 µV 

電流 4 

（外部輸入）
讀值的 % + 範圍的 % 0.05 + 0.05 0.06 + 0.05 0.05 + 0.05 0.05 + 0.05 0.1 + 0.05 0.8 + 0.4 0.008 x f + 0.5

固定項 100 µV●
 (1/Rtrans)

電流 6, 7 

（直接連接 2 A 

和 50 A輸入）

讀值的 % + 範圍的 % 0.08 + 0.04 0.08 + 0.03 0.08 + 0.03 0.1 + 0.05 0.5 + 0.2 (0.05 x f ) + 0.4

未說明固定項 2 A 0.05 mA

固定項 50 A 1 mA

功率 8, 9 

（外部電流輸入） 

讀值的 % + 範圍的 % 0.08 + 0.08 0.08 + 0.08 0.08 + 0.08 0.08 + 0.08 0.15 + 0.08 1.6 + 0.7
未說明

固定項 100 µV● Rtrans
●電壓讀值 4

功率 8, 9 

（直接連接輸入）

讀值的 % + 範圍的 % 0.1 + 0.05 0.1 + 0.05 0.1 + 0.05 0.1 + 0.05 0.5 + 0.05 (0.05 x f ) + 0.7

未說明固定項 2 A 0.05 mA ● Rtrans ● 電壓讀值 4

固定項 50 A 1 mA ● Rtrans 
● 電壓讀值 4

附註：

對於與頻率有關的所有規格，使用 kHz作為頻率 (f ) 單位。

範圍： 電壓：5 V、10 V、20 V、50 V、100 V、200 V、500 V、1000 V
2 A輸入：10 mA、20 mA、50 mA、100 mA、200 mA、500 mA、1 A、2 A
50 A輸入：200 mA、500 mA、1 A、2 A、5 A、10 A、20 A、50 A
外部傳感器輸入：50 mV、100 mV、200 mV、500 mV、1 V、2 V、5 V、1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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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A頻率量測

1. 若信號小於下表所列的值，則增加 0.2% 
 
 
 
 

2. 對於 2 A輸入端上小於 5 mA以及 50 A輸入端上小於 100 mA的電流，在上表列出的最小可量測頻率 10倍以下頻率的頻率量測準確度指標未作詳細規定。
3. 上述規格僅在輸入信號為正弦信號且大於 CWA頻率量測範圍的 10％時有效。

量測特性

THD - 75 dBc，全刻度，所有輸入（< 10 kHz） 

對地 dV/dt共模電壓，不重設儀器 > 25 kV/ms

觸發抖動 ±100 ns輸入和輸出
雜訊底線 範圍的 1% 在直接連接的電流輸入端，增加 5 mA（2 A連接）和 50 mA（50 A連接） 

電壓量測電容接地：
電流量測電容接地：

< 130 pF
< 130 pF

顯示特性

顯示幕 12.1吋電容式觸控螢幕，支援多點觸控、手勢操作
解析度 800（水平）x 600（垂直）畫素（螢幕顯示區域）
灰階顯示 256個色階亮度顯示能力
顯示格式 可配置 

連接介面

USB 2.0高速主控埠 前面板上有 2個 USB 2.0高速主機埠，用於連接記憶體件和外部設備（例如鍵盤、滑鼠、印表機）
USB 2.0高速裝置埠 背板配備 1個 USB 2.0高速裝置連接埠。相容於 USB量測級介面（USBTMC）
LAN連接埠 背板配備 1個 10/100/1000 Base-T埠 

Web遠端控制 VNC網頁介面（透過常見的瀏覽器操作）
10 MHz參考輸入 背板上有 1個參考接地的 SMA介面。0至 3.3 V邏輯位準（5 V最大值）
觸發輸入 背板上有 1個參考接地的 SMA介面。0至 3.3 V邏輯位準（5 V最大值）
觸發輸出 背板上有 1個參考接地的 SMA介面。0到 3.3 V邏輯位準，50 Ω輸出阻抗 

準確度：0.05%

量測極限與 CWA時窗長度：

CWA時窗長度 最小可量測頻率

50 ms 200 Hz

100 ms 100 Hz

200 ms 45 Hz

500 ms 20 Hz

1 s 10 Hz

2 s 5 Hz

5 s 2 Hz

10 s 1 Hz

20 s 0.5 Hz

外部電流輸入 10 mV

2 A 20 mA

50 A 50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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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環境特性

電源線功耗 最大 180 VA

電源線的電壓範圍 100 - 240 V、50/60 Hz ±10%；100 - 120 VV、50/60/400 Hz；自動調整範圍 

溫度 操作狀態 0至 + 40 ˚C

非操作狀態 – 40至 + 70 ˚C

濕度 操作狀態 在 40 ˚C時為 80%（非凝結）
海拔高度 操作狀態 最高 3,000公尺 

非操作狀態 最高 15,300公尺 

雜訊功率 < 40 dBa典型值，最壞情況下的雜訊 < 56 dBa

暖機時間 60分鐘
符合的電磁安規標準 符合 EMC指令（2004/108/EC），

IEC 61326-1:2012/EN 61326-1:2013 Group 1 Class A

加拿大：ICES-001:2004

澳洲 /紐西蘭：AS/NZS

韓國 KC標誌
安規 UL 61010-1 3rd edition, CAN/CSA_22.2 No.61010-1-12, IEC 61010-1:2010 3 rd edition

IEC 61010-2-030: 2010, CAT II

震動 符合 IEC 60068標準
撞擊 符合 IEC 60068標準
體積 426 mm寬 x 308 mm高 x 272.8 mm深
重量 PA2201A：淨重：11.4公斤，含包裝的重量：12.8公斤

PA2203A：淨重：12.3公斤，含包裝的重量：13.7公斤

訂購資訊
PA2201A提供 2個通道，可用於單相量測和和分析 
PA2203A提供 4個通道，可用於三相量測和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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