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ezoc.biz     sales@ezoc.biz     +886-3-667-6481

  

EZO 翌宙科技 

V：S01-PQ9-02 

PQ 900 – 電力品質分析儀 
PQ 900 依據 EN50160 或自訂限定值的電網監測波形即時顯示(4 路電壓/4
路電流)半週期有效值測量(電壓和電流)，可測量直流成分諧波和間諧波的測
量、計算與顯示可達 50 次 向量圖、趨勢圖、柱狀圖、事件表顯示電壓驟升
驟降、電壓快速變化、電壓中斷事件的檢測和記錄內置 8G 存儲卡，資料存
儲和截屏(可重播或輸出到 PC)PC 可通過 LAN 口與儀器保持即時遠端通訊、
操作儀器、回讀測量資料。安全性: CAT III 1000V / CAT IV 600V 

 
 

頻率測量 
標稱頻率 量程 解析度 準確度 
50Hz 42.50~57.50 Hz 0.01Hz ±0.1% 
60Hz 51.00~69.00 Hz 0.01Hz ±0.1% 

電壓輸入 

電壓輸入 規範 
輸入數量 4 個(3 相+中性線)直流耦合 
最大持續輸入電壓 1000Vrms 
標稱電壓範圍 50~500V 
最大脈衝峰值電壓 6kV 
輸入阻抗 4MΩ/5pF 

電流輸入 

電流輸入 規範 
輸入數量 4 個(3 相+中性線)直流耦合 
類型 夾式電流感測器，帶 mV 輸出 
標稱輸入範圍 0~±5.625Vpeak，0~3.97Vrms 正弦 
輸入範圍 用標配的電流鉗為 1 至 3000A rms 
輸入阻抗 50kΩ 

採樣系統 

採樣系統 規範 
解析度 8 通道 16 位 AD 
取樣速率 每通道 20kS/s，8 通道同時採樣 
RMS 取樣 10/12 個週期為 5000 個點(依照 IEC 61000-4-30) 
PLL 同步 10/12 個週期為 4096 個點(依照 IEC 61000-4-7) 

顯示模式 

顯示模式 顯示方式 
波形圖顯示 4 路電壓和 4 路電流信號波形可同時顯示，在示波器和瞬變模式下顯示 
向量圖顯示 直觀的查看各相電壓和電流的相位(不平衡下可顯示) 
表格圖螢幕 在電壓/電流/頻率、諧波、功率和能量、閃變、不平衡模式下可顯示 

趨勢圖顯示 顯示測量參數隨時間變化的趨勢記錄圖形(電壓電流頻率、功率和能量、驟升驟
降、湧浪電流、閃變、監測模式下可顯示) 

事件表顯示 顯示各種超出限值的事件資訊(驟升驟降、瞬變、湧浪電流、監測模式下可顯示) 
柱狀圖顯示 諧波和間諧波柱狀圖顯示模式更直觀 c 諧波和監測模式下可顯示) 

測量模式 

量測模式 可測參數 
示波器 Vrms、Arms、Vcursor、Acursor、Hz 
電壓/電流/頻率 Vrms、Vpk、Vcf、Arms、Apk、Acf、Hz 
驟升驟降 Vrms1/2、Arms1/2，最多可捕捉 1000 個事件，含日期、時間、持續時 

諧波 1-50 次，諧波電壓、總諧波失真電壓、諧波電流、總諧波失真電流、間諧波電
壓、間諧波電流 

功率和能量 W、VA、VAR、功率因數、位移功率因數、Arms、Vrms、kWh、kVah、kVARh 
閃變 Pst(1 分鐘)、Pst、Plt、PF5 
不平衡 Vneg、Vzero、Aneg、Azero、Vfund、Afund、Hz、V 相角、A 相角 
瞬變 Vrms、Vcursor 
湧浪電流 湧浪電流、湧浪持續時間、Arms1/2、Vrms1/2 

系統監測 
Vrms、Arms、諧波電壓、總諧波失真電壓、Plt、Vrms1/2、Arms1/2、Vneg、
Hz、驟升、驟降、電壓中斷、電壓快速變化。所有參數均依照 EN50160 標準同
時測量。依照 IEC61000-4-30 標準指定不可靠的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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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電流/頻率 測量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Vrms(交流+直流) 1~1000Vrms 0.1Vrms 標稱電壓的 ±0.5% 
Vpk 1~1400Vpk 0.1Vpk 標稱電壓的 ±0.5% 
V(CF) 1.0~>2.8 0.01 ±5% 
Arms(交流) 1~3000A; 1~300A 1A ; 0.1A ±1% ±5 characters; ±1% ±5 

characters 
Apk 1~4000Apk 1A ±1% ±5 characters 
A(CF) 1~10 0.01 ±5% 
頻率 50Hz 標稱 42.5~57.5 0.01Hz ±0.01% 
頻率 60Hz 標稱 51~69 0.01Hz ±0.01% 
諧波 測量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諧波次數 1~50   
間諧波 1~49   
諧波電壓 0.0~100.0% 0.10% ±0.1% ±n×0.1% 
諧波電流 0.0~100.0% 0.10% ±0.1% ±n×0.1% 
THD 0.0~100.0% 0.10% ±2.5% 
直流分量 0.0~100.0% 0.10% ±0.2% 
頻率 0~3500Hz 1Hz 1Hz 
相角 -360°~ 0° 1° ±n×1.5° 
驟升驟降 測量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Vrms1/2 0~200%標稱電壓 0.1Vrms ±1% 
Arms1/2 1~3000A 1A ±1% ±2A 

門限值 門限可根據標稱電壓百分比設置。 
可檢測到的事件類型有驟降、驟升、電壓中斷、電壓快速變化 

持續時間 時-分-秒-微秒 0.5 週期 1 週期 
功率和能量 測量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有功功率、視在功率、無功功率 1.0~20.00MW 0.1kW ±1.5 ±10 characters 
千瓦時 0.00kWh~200GWh 10Wh ±1.5 ±10 characters 
功率因數 0~1 0.01 ±0.03 
位移功率因數 0~1 0.01 ±0.03 
閃變 測量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閃變嚴重度(Pst、Plt)和暫態閃變
視感度 0.00~20.00 0.01 

在依照 IEC61000-4-15 表格值的
±5%內 

不平衡 測量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電壓不平衡度 0.0~5.0% 0.10% ±0.5% 
電流不平衡度 0.0~20.0% 0.10% ±1% 
電壓相角 -360°~ 0° 1° ±2 characters 
電流相角 -360°~ 0° 1° ±5 characters 
電壓瞬變 測量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Vpk ±6000Vpk 1V ±15% 
Vrms 10~1000Vrms 1V ±2.5% 
最小檢測時間 50μs   
抽樣速率 20kS/s   
湧浪電流 測量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Arms 0~3000Arms 0.1 ±1%，±5 characters 
湧浪持續時間 6s~32min 可設置 10ms ±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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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Ø +NEUTRAL 單相帶中性線 
1Ø SPLIT PHASE 分相 
1Ø IT NO NEUTRAL 單相制，帶兩相電壓，無中性線 
3Ø WYE 三相四線制，Y 型 
3Ø DELTA 三相三線制三角形(Delta) 
3Ø IT 三相 Y 型，無中性線 
3Ø HIGH LEG 四線制三相三角形(Delta)，帶中心抽頭高壓相腳 
3Ø OPEN LEG 開口三角形(Delta)三線制，帶兩個變壓繞組 
2-ELEMENT 三相三線制，L2/B 相位無電流感測器(2 瓦功率計法) 
2 1/2-ELEMENT 三相四線制，L2/B 相位無電壓感測器 

     

通
用

特
性

 

隔離 USB Host 介面 U 盤拷貝存儲檔到 PC 機上，用上位機軟體進行分析。 
隔離 LAN 口 實現儀器的遠端控制，測量資料的傳輸。 
顯示幕 彩色 TFT 液晶 
螢幕尺寸 5.6 英寸 
解析度 320×240 
亮度 用戶可調 
快閃記憶體 128M 
TF 卡 標配 8G 
電池 可充電鋰電池，7.4V，4.4Ah 
電池工作時間 >7 小時 
電池充電時間 6 小時 
機器尺寸 262×173×66mm 
重量 1.6 kg 

     

安
全

性
 

符合 IEC61010-1，安全等級：600V CAT IV 1000V CAT III，污染等級：2 
電壓輸入端最大電壓 600V CAT IV 1000V CAT III 
電流輸入端最大電壓 42Vpk 

 
 
標準配件 
 
最高 3000A rms 柔性電流筆 4
電壓測試線 5
鱷魚夾 5
適配器 1
CD 1
軟包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