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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钳式传感器9695-02/-03时的注意点

9219连接线

3169-20和3169-21

连接线

措施

购买钳形传感器9695-02/-03时，
请另外购买9219连接线。

9695-02，9695-03

＋
线长3m
端口形状：插式端口(传感器)

BNC端口(输出)

钳形功率计钳形功率计
为确保测量数据保存及运作正常，请购
买使用HIOKI正版PC卡
(不支持1GB 9729,2GB 9830)

53

9722

从被测线路获得电源供给
AC100~240V
线长:270mm

磁性转接头9804-01,02

红色或黑色，可根据实际需要购买
例:单相2线-2个；单相3线/三相3线-3个

9804-01(红色1个)

9804-02(黑色1个)

φ11mm

电压线前端转换头

20 21

20/21

、

连接线(用于9695-02/-03)9219

线

9443-02

连接线

9695-03

9695-02

9720-01

磁性转接头(红1个)9804-01

柔性电流钳CT9667

磁性转接头(黑1个)9804-02

3169-20和3169-21

9443-02

L9438-53

L9438-53

3169-20

3169-21

电能

9727(256MB)

9727(256MB)

9727(256MB)

9727(256MB)

形

钳形功率计

钳形功率计

电能质量

柔性电流钳

CT9667

可测最大直径达254mm

钳形功率计

钳形功率计

“新”节能测量的好帮手！
■每次电力测量的1个周期(1个波形)

■需量&谐波同时记录

■PC卡数据存储

■三相3线：可测量2个回路 (好评！显示3线的电压和电流)

　单相2线：可测量4个回路 (可选不同的电流传感器及量程)

■0.5A~5000A量程 (可选的电流传感器增至7种)

好评！ 电能质量支持软件(选件)

应对节能法/ISO 14001/
设备诊断/谐波对策

钳形

钳形

钳形功率计

钳形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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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适用于正负极表示和无功功率法的测量
可显示功率因数和无功功率的超前/滞后正负极。并且可选择无功

功率计量方法，也可显示有效值功率因数和功率比/功率因数。

检查 线

1

7

钳形功率计钳形传感器

钳形

3169-20/21

于 口

中文、英文等9

耗

3169-21面板

接

(量程：5A/10A/50A/100A/500A)

(量程：5A/10A/50A/100A)(量程：500mA/1A/5A)

(量程：500mA/1A/5A/10A/50A)

*可弯曲钳形传感器9667:CATⅢ 1000V

标配4根

能能

L9438-53

L9438-53

3169-21

3169-20和3169-21

主

3169-21

钳形

钳形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9695-02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9695-03 钳形传感器

钳形功率计的经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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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显示功率因数和无功功率的超前/滞后正负极。并且可选择无功

功率计量方法，也可显示有效值功率因数和功率比/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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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避免测量时的失误

磁性转接头，可以对应鳄鱼夹难以夹住的金属端口

功率

功率

用鳄鱼夹难以夹住金属部分的情况下，可用磁性转换器替换
电压线9438-53前端来检测电压。

后

256

170天 212天 200天 342天

90天 82天 74天 124天

74小时 80小时 60小时 92小时

90天(74小时)
182天(148小时)

365天(15天)
365天(30天)
365天(46天)
365天(92天)

82天(80小时)
164天(162小时)

365天(16天)
365天(32天)
365天(50天)
365天(100天)

365天(38天)
365天(76天)

74天(60小时)
150天(120小时)

365天(12天)
365天(24天)

124天(92小时)
250天(186小时)

365天(19天)
365天(38天)
365天(58天)
365天(116天)

φ 11mm

选件选件

磁性转接头
9804-01, 9804-02

前端部分带磁性(标配螺丝：M6平头螺丝钉)

256

可将长时间记录的数据保存在PC卡里面！可将长时间记录的数据保存在PC卡里面！

电能

20/21

电能电能

电能

电能

3169-20/21

3169-21

3169-21

3169-20/21

3169-20/21

3169-20/21

3169-20/21

3169-20/21钳形

钳形 钳形

钳形

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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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件)

功率

、线(实线、虚线)

电能质

3169-20/21 3169-20/213169-20/21

3169-20/21

3169-20/21

钳形功率计3169-20/21电能质量

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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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9-20、3169-21

[CSV形式转换功能]

可转换的画面 时序图、条目、日报、周报、月报、波形

线路

线路

线路

线路

线路

线路

绝缘

绝缘

动

畸变率

×1

3169-20/21

视在

Windows2000/XP/Vista(32bit),

Windows 7(32bit)

瞬态值显示

钳形



3169-20、3169-21

[CSV形式转换功能]

可转换的画面 时序图、条目、日报、周报、月报、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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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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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50.5W×58H×18.7Dmm，50g
请使用9219连接线(线长3m)

9695-039695-02CT9667

连接

E

韩语汉语

*保证工作PC卡：选件PC卡(9726～9728)

8784

,9695-02/9695-03

(3196-20,3196-21)

耗

同相

3169-21

9438-53

体积及重量

体积及重量

(±3dB)

CAT Ⅳ 600V

体积及重量

钳形

钳形

钳形

钳形

钳形传感器

钳形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设置

传感器线直径：  13mm，线长：传感器-电路盒直径2m，输出线1m，
电路盒：35W×120.5H×34Dmm，470g

5号碱性电池(LR6)×2，连续使用时间：7天，
AC适配器9445-02，外部DC电源DC5~15V

(±在传感器中心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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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W×58H×18.7Dmm，50g
请使用9219连接线(线长3m)

9695-039695-02CT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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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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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工作PC卡：选件PC卡(9726～9728)

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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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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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形

钳形

钳形

钳形

钳形传感器

钳形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设置

传感器线直径：  13mm，线长：传感器-电路盒直径2m，输出线1m，
电路盒：35W×120.5H×34Dmm，47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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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钳式传感器9695-02/-03时的注意点

9219连接线

3169-20和3169-21

连接线

措施

购买钳形传感器9695-02/-03时，
请另外购买9219连接线。

9695-02，9695-03

＋
线长3m
端口形状：插式端口(传感器)

BNC端口(输出)

钳形功率计钳形功率计
为确保测量数据保存及运作正常，请购
买使用HIOKI正版PC卡
(不支持1GB 9729,2GB 9830)

53

9722

从被测线路获得电源供给
AC100~240V
线长:270mm

磁性转接头9804-01,02

红色或黑色，可根据实际需要购买
例:单相2线-2个；单相3线/三相3线-3个

9804-01(红色1个)

9804-02(黑色1个)

φ11mm

电压线前端转换头

20 21

20/21

、

连接线(用于9695-02/-03)9219

线

9443-02

连接线

9695-03

9695-02

9720-01

磁性转接头(红1个)9804-01

柔性电流钳CT9667

磁性转接头(黑1个)9804-02

3169-20和3169-21

9443-02

L9438-53

L9438-53

3169-20

3169-21

电能

9727(256MB)

9727(256MB)

9727(256MB)

9727(256MB)

形

钳形功率计

钳形功率计

电能质量

柔性电流钳

CT9667

可测最大直径达254mm

钳形功率计

钳形功率计

“新”节能测量的好帮手！
■每次电力测量的1个周期(1个波形)

■需量&谐波同时记录

■PC卡数据存储

■三相3线：可测量2个回路 (好评！显示3线的电压和电流)

　单相2线：可测量4个回路 (可选不同的电流传感器及量程)

■0.5A~5000A量程 (可选的电流传感器增至7种)

好评！ 电能质量支持软件(选件)

应对节能法/ISO 14001/
设备诊断/谐波对策

钳形

钳形

钳形功率计

钳形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钳形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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