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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系列安规测试仪（彩屏,可把测试结果导入 U 盘）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11AS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5μA—15.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5800.00 

CS9911BS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  （0.050-5.000）kV(AC) /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μ A—15.00mA（AC）/  0.050μ A—5.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7800.00 

CS9912AS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5μ A—2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6800.00 

CS9912BS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  （0.050-5.000）kV(AC) /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μ A—20.00mA（AC）/ 0.050μ A —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8800.00 

CS9913AS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5μ A—5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1000.00 

CS9913BS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50.00mA（AC）/ 0.050μ A—20.00mA（DC）  

· 测量精度：±(2%+2 个字) 

13000.00 

CS9914AS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5μ A—10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5000.00 

CS9914BS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μ A—100.00mA（AC）/ 0.050μ A—50.00mA（DC）  

· 测量精度：±(2%+2 个字) 

20000.00 

CS9922S 程控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μ A—15.00mA（AC）/ 0.050μ A—5.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2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11000.00 

CS9922BS 程控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μ 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14000.00 

CS9922CS 程控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5μ A—20.00mA（A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11000.00 

CS9922DS 程控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μ A—50.00mA（AC）/ 0.050μ A—2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20000.00 

CS9922ES 程控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μ A—100.00mA（AC）/ 0.050μ A—5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24000.00 

CS9922FS 程控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μ A—100.00mA（AC）/ 0.050μ A—5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26000.00 

CS9922HS 程控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测量精度：±(2%+2个字) 

·漏电流范围：5μ A—2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 绝缘电阻： 1M -99.999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13000.00 



长 盛 仪 器 产 品 报 价 表 
                                                                                2013年 3月 1日执行 

注：★为新品                                                                           第 4 页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33S 程控绝缘耐

压接地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μ 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接地电流输出：(3.00~30.00)A(恒流输出) /接地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测量精度：±(2%+2 个字) 

20000.00 

CS9950S 程控接地电

阻测试仪 

·电流输出：(3.0~30.0)A(恒流输出)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阻测试：(10~510) mΩ  
9000.00 

CS9950AS 程控接地电

阻测试仪 

·电流输出：(3.0~25.0)A(恒流输出)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阻测试：(10~510) mΩ  
7000.00 

CS9950CS 程控接地电

阻测试仪 

·电流输出：(3.0~40.0)A(恒流输出)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阻测试：(10.0~510.0) mΩ  
17000.00 

CS9930AS 程控安规综

合测试仪（耐压、绝缘、

泄漏） 

·耐压:  ( 0.050~5.000/6.000)kV(AC/DC) 

·电流：（0-20.00）mA(AC) （0-10.00）mA(DC) 

·绝缘: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GΩ     

·泄漏：(30.0~300.0)V/泄漏电流：0~20.00mA 

·泄漏功率基本配置：300VA       

25000.00 

CS9931AS 程控安规综

合测试仪（耐压、泄漏、

接地） 

·耐压:  (0.050~5.000)kV(AC)  (0. 05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40.00）mA(AC)   DC：（0.001~20.00）mA(DC)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泄漏：(30.0~300.0)V/泄漏电流：0.1uA~20mA 

·泄漏功率基本配置：300VA 

28000.00 

CS9932AS 程控安规综

合测试仪（耐压、绝缘、

接地） 

·耐压:  (0.050~5.000)kV(AC)  (0. 05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20.00）mA(AC)   DC：（0.001~10.00）mA(DC) 

·绝缘: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28000.00 

CS9934S 程控安规综

合测试仪（耐压、绝缘、

接地、无源功率，需要

外接电源） 

·耐压:  (0.050~5.000)kV(AC)  (0. 05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20.00）mA(AC)  （0.001~10.00）mA(DC) 

·绝缘: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功率输出电压：（30.0—300.0）V  电流范围：（0—20）A  功率范围：（0—6000）VA 

30000.00 

CS9935S 程控安规综

合测试仪（耐压、绝缘、

接地、无源泄漏，需要

外接电源） 

·耐压:  (0.050~5.000)kV(AC)  (0. 05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20.00）mA(AC)   DC：（0.001~10.00）mA(DC) 

·绝缘: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泄漏：(30.0~300.0)V   泄漏电流：0.1uA~20mA        

30000.00 

CS9940AS 程控安规综

合测试仪（耐压、绝缘、

接地、泄漏） 

·耐压:  (0.050~5.000)kV(AC)  (0. 05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40.00）mA(AC)  （0.001~20.00）mA(DC) 

·绝缘: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 /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泄漏：(30.0~300.0)V/泄漏电流：0.1uA~20mA   

·泄漏功率基本配置：300VA 

46000.00 

CS9949 程控安规综合

测试仪（耐压、绝缘、

接地、泄漏、功率、低

压启动） 

·耐压:  (0.050~5.000)kV(AC)  (0. 05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40.00）mA(AC)  （0.001~20.00）mA(DC) 

·绝缘: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泄漏：(30.0~300.0)V/泄漏电流：0.1uA~20mA/泄漏功率基本配置：300VA 

·功率输出电压：（30.0—300.0）V/ 电流范围：（0—5.000）A/功率范围：（0—300）VA          

·低压启动 输出电压：（30.0—300.0）V    电流范围：（0—5.000）A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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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安规测试仪系列  标准 IEC61730、UL1703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22GS 光伏绝缘耐

压测试（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10μ A—1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耐压测量精度：±(1.5%+2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25000.00 

CS9922GS-1 光伏绝缘

耐压测试（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100.00mA（AC）/0.010μ A—5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耐压测量精度：±(1.5%+2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31000.00 

CS9923GS 光伏绝缘耐

压测试（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9.999）kV(DC)  ·漏电流范围： 0.010μ A—1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耐压测量精度：±(1.5%+2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38000.00 

CS9950CGS 光伏接地

阻抗测试仪（4.3 寸彩

屏） 

·电流输出：(3.00~30.00)A(恒流输出)   ·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测量精度：±(1.5%+2 个字) 
13000.00 

CS9933GS 光伏综合测

试仪（耐压、绝缘、接

地）（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1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1.5%+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接地电流输出：(3.00~30.00)A(恒流输出)/接地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测量精度：±(1.5%+2 个字) 

30000.00 

CS9922G 光伏绝缘耐

压测试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10μ A—1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耐压测量精度：±(1.5%+2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24000.00 

CS9922G-1 光伏绝缘

耐压测试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100.00mA（AC）/0.010μ A—5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耐压测量精度：±(1.5%+2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30000.00 

CS9923G 光伏绝缘耐

压测试 

·输出电压：（0.050-9.999）kV(DC)    ·漏电流范围： 0.010μ A—1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耐压测量精度：±(1.5%+2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36000.00 

CS9950CG 光伏接地

阻抗测试仪 

·电流输出：(3.00~30.00)A(恒流输出)    ·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测量精度：±(1.5%+2 个字) 
12000.00 

CS9950CG-1 光伏接地

阻抗测试仪 

·电流输出：(3.00~40.00)A(恒流输出)     ·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测量精度：±(1.5%+2 个字) 
16000.00 

CS9933G 光伏综合测

试仪（耐压、绝缘、接

地）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10μ A—1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电流输出：(3.00~30.00)A(恒流输出)/电阻测试：(10.0~510.0 )mΩ    

·耐压/接地测量精度：±(1.5%+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28000.00 

CS9914G 光伏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100.00mA（AC）/ 0.010μ A—50.00mA（DC）      

·测量精度：±(1.5%+2 个字) 

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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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安规测试仪系列  标准 GB7000.1-2007、IEC60598-1：2008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50B 程控灯具接

地阻抗测试仪 

·电流输出：(5.0~25.0)A(恒流输出)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阻测试：(10~500) mΩ（10A 电流可测试电阻到 500mΩ ) 
6000.00 

CS5505D 泄漏电流测

试仪(灯具类) 

·输出电压：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500VA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 -20mA  ·精度：±（2%+2 个字）  

·符合 GB7000.1-2007 灯具标准要求，四种检波方式：有效值班、平均值、峰值、DC 

8000.00 

CS5510D 泄漏电流测

试仪(灯具类) 

·输出电压：0～250V（AC可调）/隔离变压器容量： 1000VA 

·漏电流测试范围： 10.0uA -20mA   ·精度：±（2%+2 个字）  

·符合 GB7000.1-2007 灯具标准要求，四种检波方式：有效值班、平均值、峰值、DC 

9800.00 

CS5520D 泄漏电流测

试仪(灯具类) 

·输出电压：0～250V（AC可调）/隔离变压器容量：2000V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 -20mA ·精度：±（2%+2 个字） 

·符合 GB7000.1-2007 灯具标准要求，四种检波方式：有效值班、平均值、峰值、DC 

12800.00 

CS5505E 泄漏电流测

试仪(灯具类) 

·输出电压：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500VA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 -20mA  ·精度：±（2%+2 个字）  

·符合 IEC60598-1：2008 灯具标准要求，四种检波方式：有效值班、平均值、峰值、DC 

9000.00 

CS5510E 泄漏电流测

试仪(灯具类) 

·输出电压：0～250V（AC可调）/隔离变压器容量： 1000VA 

·漏电流测试范围： 10.0uA -20mA   ·精度：±（2%+2 个字）  

·符合 IEC60598-1：2008 灯具标准要求，四种检波方式：有效值班、平均值、峰值、DC 

10800.00 

CS5520E 泄漏电流测

试仪(灯具类) 

·输出电压：0～250V（AC可调）/隔离变压器容量：2000V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 -20mA ·精度：±（2%+2 个字） 

·符合 IEC60598-1：2008 灯具标准要求，四种检波方式：有效值班、平均值、峰值、DC 

15000.00 

医用安规测试仪系列   符合标准 GB9706.1-2007 IEC601-1-1988 医用标准要求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12YS 程控医用耐

压测试仪（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具有观察李沙育图形的示波器接口 

11800.00 

CS9914YS 程控医用耐

压测试仪（4.3 寸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100.00mA（AC）/0.050μ A—5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具有观察李沙育图形的示波器接口 

22000.00 

CS9912Y 程控医用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具有观察李沙育图形的示波器接口 

9000.00 

CS9914Y 程控医用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100.00mA（AC）/0.050μ A—5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具有观察李沙育图形的示波器接口 

22000.00 

CS9950Y 程控接地电

阻测试仪 

·电流输出：(5.00~30.00)A(恒流输出)   ·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测量精度：±(2%+2 个字) 
13000.00 

CS5052Y 医用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 ： (0.105.00)kV（AC）   ·漏电流范围：(0.10020.00)mA        

·精度：±（2%+2 个字）  
5800.00 

CS5505F 医用泄漏测

试仪 

·输出电压：0～250V（AC可调）    ·隔离变压器容量： 500VA    

·精度：±（2%+2个字）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10.00mA（AC/DC）   
8800.00 

CS5510F 医用泄漏测

试仪 

·输出电压：0～250V（AC可调）    ·隔离变压器容量： 1000VA    

·精度：±（2%+2个字）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10.00mA（AC/DC） 
9800.00 

CS5520F 医用泄漏测

试仪 

·输出电压：0～250V（AC可调）    ·隔离变压器容量： 2000VA   

·精度：±（2%+2个字）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10.00mA（AC/DC）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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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5800Y 医用接地电阻

测试仪            

·输出电流： (5.00～30.00)A       ·接地电阻测试范围：(10～600)m           

·精度：±（2%+2个字）                 ·开路电压小于 6V    
5200.00 

CS2670Y 医用耐压测试

仪 

·电压：0-5kV /电流：0-20mA ·精度：±(5%+2 个字)  

·具有观察李沙育图形的示波器接口 4000.00 

★CS2675FX 医用泄漏

测试仪(蓝色数码管) 

·输出电压 ： 0250V5%（可调） · 时间： 1 99s·隔离变压器容量： 500VA   

·漏电流范围： 0200uA/02mA/215mA（AC）0200uA+5%/02mA（DC） 

·测量精度：±5% 

6000.00 

★CS2675FX-1医用泄漏

电流测试仪(蓝色数码管) 

·输出电压 ： 0250V5%（可调） · 时间： 1 99s·隔离变压器容量： 1000VA   

·漏电流范围： 0200uA/02mA/215mA（AC）0200uA+5%/02mA（DC） 

·测量精度：±5%  

7200.00 

★CS2675FX-2 医用泄

漏电流测试仪(蓝色数码

管) 

·输出电压 ： 0250V5%（可调） · 时间： 1 99s·隔离变压器容量： 2000VA   

·漏电流范围： 0200uA/02mA/215mA（AC）0200uA+5%/02mA（DC） 

·测量精度：±5% 

9800.00 

★CS2675WF 医用三

相无源泄漏电流测试

仪 

·输出电压 ： 0400V5%（可调）(AC)   

·漏电流范围： 0200uA+5%/02mA/210mA（连续）(AC)  

·最大测试容量： 20kVA   ·测量精度：±5% 

7000.00 

CS2678Y 全数显医用接

地电阻测试仪            

·输出电流： 5—30A   ·接地电阻测试范围 0—600m         

·精度：±（5%+2 个字）  
4000.00 

    程控安规测试仪系列（字符液晶屏）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11AI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10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0.050—12.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弧侦测方式：电流方式 
4400.00 

★CS9911AH 程控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10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0.050—12.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弧侦测方式：0-9 级 
4000.00 

CS9911BI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  （0.100-5.000）kV(AC) / （0.10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0.050—12.00）mA（AC）/  （0.050 —5.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弧侦测方式：电流方式 

5400.00 

★CS9911BH 程控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0-5.000）kV(AC) / （0.10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0.050—12.00）mA（AC）/ （ 0.050 —5.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弧侦测方式：0-9 级 

5000.00 

CS9912AI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10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0.050—2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弧侦测方式：电流方式 
4900.00 

★CS9912AH 程控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10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0.050—2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弧侦测方式：0-9 级 
4500.00 

CS9912BI 程控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  （0.100-5.000）kV(AC) / （0.10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0.050—20.00)mA（AC）/( 0.050 —9.999)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弧侦测方式：电流方式 

5900.00 

★CS9912BH 程控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0-5.000）kV(AC) / （0.10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0.050—20.00)mA（AC）/( 0.050 —9.999)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弧侦测方式：0-9 级 

5500.00 

CS9922A I 程控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100-5.000）kV(AC)/漏电流范围：(0.050—12.00)mA（AC）      

·绝缘测试电压： (0.2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9.99G    

·电弧侦测方式：电流方式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8200.00 

★CS9922A H 程控绝

缘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100-5.000）kV(AC)/漏电流范围：(0.050—12.00)mA（AC）      

·绝缘测试电压： (0.2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9.99G    

·电弧侦测方式：0-9 级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8000.00 

CS9922I程控绝缘耐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0-5.000）kV(AC) /（0.10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0.050—12.00)mA（AC）/ 0.050 —5.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2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9.99G     

·电弧侦测方式：电流方式·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

(5%+2 个字)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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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22H 程控绝缘

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0-5.000）kV(AC) /（0.10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0.050—12.00)mA（AC）/ 0.050 —5.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2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9.99G     

·电弧侦测方式：0-9 级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8800.00 

CS9922BI 程控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0-5.000）kV(AC) /（0.10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0.050—20.00)mA（AC）/( 0.050 —1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250-1.000)kV（DC）/绝缘电阻： 1.0M -9.99G   

·电弧侦测方式：电流方式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10000.00 

程控精密安规测试仪系列（中文液晶屏）电弧侦测方式：电流方式、等级方式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12BX程控精密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 测量精度：±(2%+2 个字)  

7800.00 

CS9913AX 程控精密

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5.0uA—5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9600.00 

CS9913BX程控精密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50.00mA（AC）/ 0.050μ A—2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1000.00 

CS9914AX 程控精密

型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5.0uA—10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2000.00 

CS9914BX程控精密型

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100.00mA（AC）/ 0.050μ A—50.00mA（DC）  

· 测量精度：±(2%+2 个字) 

18000.00 

CS9922BX 程控精密

绝缘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12000.00 

CS9922CX 程控精密

绝缘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10000.00 

CS9922DX 程控精密

绝缘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50.00mA（AC）/ 0.050μ A—2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18000.00 

CS9922EX  

程控精密绝缘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100.00mA（AC）/ 0.050μ A—5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20000.00 

CS9922FX  

程控精密绝缘耐压测

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100.00mA（AC）/ 0.050μ A—5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G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24000.00 

CS9933X 程控精密绝

缘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10μ A—10.00mA（DC）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电流输出：(3.00~30.00)A(恒流输出)/电阻测试：(10.0~510.0 )mΩ         

·耐压/接地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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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30A 程控交直流

耐压、绝缘、泄漏测试

仪（四合一） 

·耐压:  ( 0.050~5.000/6.000)kV(AC/DC) 

·电流范围：（0-20.00）mA(AC) （0-10.00）mA(DC) 

·绝缘: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GΩ     

·泄漏：(30.0~300.0)V·泄漏电流：0~20.00mA ·泄漏功率基本配置：300VA       

22000.00 

CS9931A 程控交直流

耐压、泄漏、绝缘测试

仪（四合一） 

·耐压:  ( 0.500~5.000)kV(AC)  (0.50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40.00/20.00）mA(AC /DC)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泄漏：(30.0~300.0)V ·泄漏电流：0.1uA~20mA 

·泄漏功率基本配置：300VA 

28000.00 

CS9932A 程控交直流

耐压、接地、绝缘测试

仪（四合一） 

·耐压:  ( 0.500~5.000)kV(AC)  (0.50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40.00）mA(AC) （0.001~20.00）mA(DC) 

·绝缘:  (0.10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28000.00 

CS9934 程控交直流耐

压、接地、绝缘、功率

测试仪（四合一，需要

外接电源） 

·耐压:  ( 0.500~5.000)kV(AC)  (0.50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20.00）mA(AC)/（0.001~10.00）mA(DC) 

·绝缘:  (0.10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功率输出电压：（30.0—300.0）V    电流范围：（0—20）A   

  功率范围：（0—6000）VA 

26000.00 

CS9935 程控交直流耐

压、接地、绝缘、泄漏

测试仪 

（四合一，需要外接电

源） 

·耐压:  ( 0.500~5.000)kV(AC)  (0.50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20.00）mA(AC)   DC：（0.001~10.00）mA(DC) 

·绝缘:  (0.10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泄漏：(30.0~300.0)V   泄漏电流：0.1uA~20mA      

26000.00 

CS9940A 程控交直流

耐压、接地、绝缘、泄

漏测试仪（五合一） 

·耐压:  ( 0.500~5.000)kV(AC)  (0.50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20.00）mA(AC)  （0.001~10.00）mA(DC) 

·绝缘:  (0.10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 /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泄漏：(30.0~300.0)V/泄漏电流：0.1uA~20mA   

·泄漏功率基本配置：300VA 

42000.00 

CS9946 程控安规综合

测试仪(七合一) 

·耐压:  ( 0.500~5.000)kV(AC)  (0.500~6.000)kV(DC) 

·电流范围：（0.01~40.00）mA(AC)  （0.001~20.00）mA(DC) 

·绝缘:  (0.100~1.000)kV(DC)/绝缘电阻：(1~9999)MΩ  

·接地： (3.00-30.00)A/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泄漏：(30.0~300.0)V/泄漏电流：0.1uA~20mA 

  泄漏功率基本配置：300VA 

·功率输出电压：（30.0—300.0）V/ 电流范围：（0—5.000）A/功率范围：（0—300）VA          

·低压启动 输出电压：（30.0—300.0）V    电流范围：（0—5.000）A 

56000.00 

       程控超高压测试仪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15AX 程控超高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500-9.999)kV(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漏电流范围：(0.100 -1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5000.00 

CS9916AX 程控超高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500-9.999)kV(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漏电流范围：(0.100 -2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9000.00 

CS9916BX程控超高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500-9.999)kV(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漏电流范围：(0.100 -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20000.00 

CS9917AX 程控超高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500-9.999)kV(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漏电流范围：(0.100 -5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22000.00 

CS9917BX程控超高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500-9.999)kV(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漏电流范围：(0.100 -2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25000.00 

CS9920A 程控超高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500-20.00)kV(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漏电流范围：(0.100 -10.00)mA(AC)      测量精度：±(2%+2 个字) 
35000.00 

CS9920B 程控超高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500-20.00)kV(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漏电流范围：(0.100 -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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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控接地电阻测试仪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50 程控接地阻抗

测试仪 

·电流输出：(5.0~30.0)A(恒流输出)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阻测试：(10~510) mΩ  
7000.00 

CS9950A 程控接地阻

抗测试仪 

·电流输出：(5.0~25.0)A(恒流输出)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阻测试：(10~510) mΩ  
5200.00 

CS9950CX 程控接地

阻抗测试仪 

·电流输出：(3.0~40.0)A(恒流输出)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阻测试：(10.0~510.0) mΩ  
15000.00 

CS9950D 程控接地阻

抗测试仪 

·电流输出：(3.0~60.0)A(恒流输出)      测量精度：±(2%+2 个字)   

·电阻测试：(10~510) mΩ  
20000.00 

★CS9950E 程控直流

接地电阻测试仪 

·输出电流：1.00A～30.00A（DC）     ·分辨率：0.01A    ·准确度：(0.5%+0.01A) 

·电阻设定范围：(1.0～600.0)m    ·分辨率：0.1m     ·定时器：0.0s～999.9s 
8000.00 

★CS9950EA 程控直

流接地电阻测试仪 

·输出电流：1.00A～40.00A（DC）     ·分辨率：0.01A    ·准确度：(0.5%+0.01A) 

·电阻设定范围：(1.0～600.0)m    ·分辨率：0.1m     ·定时器：0.0s～999.9s 
18000.00 

★CS9950EC程控直流

接地电阻测试仪 

·输出电流：1.00A～60.00A（DC）  ·分辨率：0.01A       ·准确度：(0.5%+0.02A) 

·电阻设定范围：(1.0～600.0)m   ·分辨率：0.1m      ·定时器：0.0s～999.9s 
22000.00 

         程控多路绝缘耐压测试仪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19AS 多路耐压测

试仪（8 路）（4.3 寸彩

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4800.00 

CS9919BS 多路耐压测

试仪（4 路）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2000.00 

CS9929AS 程控多路绝

缘耐压测试仪（8 路）

（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18000.00 

CS9929BS 程控多路绝

缘耐压测试仪（4 路）

（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15800.00 

CS9929CS 程控多路绝

缘耐压测试仪（8 路）

（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24000.00 

CS9929ES 程控多路绝

缘耐压测试仪（16 路）

（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44000.00 

CS9939S 程控多路综

合测试仪（8 路）（4.3

寸彩屏）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1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电流输出：(3.00~30.00)A(恒流输出)/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测量精度：±(2%+2 个字) 

26000.00 

CS9919AX 多路耐压

测试仪（8 路）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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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19BX多路耐压测

试仪（4 路）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12000.00 

CS9929AX程控多路绝缘

耐压测试仪（8 路）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9.999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18000.00 

CS9929BX 程控多路绝缘

耐压测试仪（4 路）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9.999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15800.00 

CS9929CX程控多路绝缘

耐压测试仪（8 路）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24000.00 

CS9929EX 程控多路绝缘

耐压测试仪（14 路）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5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50.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44000.00 

CS9939X 程控多路综

合测试仪（8 路） 

·输出电压：（0.050-5.000）kV(AC) /（0.050-6.000）kV(DC)      

·漏电流范围：5.0uA—20.00mA（AC）/ 0.010μ A—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测试电压： (0.050-1.000)kV（DC）/绝缘电阻： 1M -10.0 G      

·测量精度：±(5%+2 个字)    

·电流输出：(3.00~30.00)A(恒流输出)/电阻测试：(10.0~510.0 )mΩ         

·测量精度：±(2%+2 个字) 

25000.00 

        50 系列安规测试仪系列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5050 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 (0.105.00)kV（AC） ·漏电流范围：(0.100100)mA         

·精度：±（2%+2 个字） 
5000.00 

CS5051 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 / （0.100-5.00）kV(DC)        

·漏电流范围：0.100—100.00mA（AC） 0.100—2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5800.00 

CS5052 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 (0.105.00)kV（AC）/漏电流范围：(0.10020.00)mA      

·精度：±（2%+2 个字） 
3600.00 

CS5053 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 /（0.100-5.00）kV(DC)       

·漏电流范围：0.100—20.00mA（AC）/ 0.100—1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4200.00 

CS5101 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10.00）kV(AC) /（0.100-10.00）kV(DC)        

·漏电流范围：0.100—20.00mA（AC）/ 0.100—10.00mA（DC）         

· 测量精度：±(2%+2 个字) 

6800.00 

CS5600 自动绝缘/耐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 

·漏电流范围：0.100—100.00mA（AC）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100V/250V/500V/1000V 电阻范围：(1-9999)M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8800.00 

CS5601 自动绝缘/耐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 /（0.100-5.00）kV(DC)        

·漏电流范围：（0.100—100.00）mA（AC）/ （0.10—20.00）mA（DC）         

·测量精度：±(2%+2 个字)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100V/250V/500V/1000V/电阻范围：(1-9999)M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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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5602 自动绝缘/耐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漏电流范围：（0.100—20.00）mA（AC）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100V/250V/500V/1000V/电阻范围：(1-9999)M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5800.00 

CS5603 自动绝缘/耐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0.10-5.00）kV(DC)         

·漏电流范围：（0.100—20.00）mA（AC）/ （0.100—10.00）mA（DC）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100V/250V/500V/1000V/电阻范围：(1-9999)M       

·耐压测量精度：±(2%+2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6800.00 

CS5800 接地电阻测试

仪 

·输出电流： (5.00～30.00)A/接地电阻测试范围：(10～600)m         

·精度：±（2%+2个字）    ·开路电压小于 12V 
3600.00 

★CS5800A 接地电阻

测试仪 

·输出电流： (5.00～42.00)A/  接地电阻测试范围：(10～600)m        

·精度：±（2%+2个字）   ·开路电压小于 12V 
7000.00 

CS5505 泄漏电流测试

仪 

·输出电压：0～250V（可调）（AC）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 -20mA 

·隔离变压器容量： 500VA  ·精度：±（2%+2 个字） 

·符合 GB4706.1-2005/IEC60335-1/GB4943-2001/IEC60950/GB8898-2001/IEC60065 标准

要求，真有效值检波 

5000.00 

CS5510 泄漏电流测试

仪 

·输出电压：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1000VA/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 -20mA        ·精度：±（2%+2 个字） 

·符合 GB4706.1-2005/IEC60335-1/GB4943-2001/IEC60950/GB8898-2001/IEC60065 标准

要求，真有效值检波 

6000.00 

CS5520 泄漏电流测试

仪 

·输出电压：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2000VA 

·漏电流测试范围：10.0uA -20mA         ·精度：±（2%+2 个字） 

·符合 GB4706.1-2005/IEC60335-1/GB4943-2001/IEC60950/GB8898-2001/IEC60065 标准

要求，真有效值检波 

7000.00 

      普通安规测试仪系列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2670AX 耐压仪 ·输出电压：05kV（AC）/ 精度：±（5%+5 个字）/漏电流范围： 02mA/20mA  

·精度：±（5%+5 个字） 
2600.00 

★CS2671AX 耐压仪 ·输出电压：010kV（AC/DC）/漏电流范围：020mA(AC)/ 010mA (DC) 

· 精度：±（5%+5 个字） 
3200.00 

★CS2671BX 耐压仪  ·输出电压：010kV(AC/DC)/漏电流范围： 050mA(AC) 020mA (DC)    

·精度：±（5%+5 个字） 
4800.00 

★CS2672BX 耐压仪 

·输出电压：05kV （AC）/漏电流范围： 02mA/20mA/100mA       

·精度：±（5%+5 个字） 
3000.00 

★CS2672CX 耐压仪  
·输出电压：05kV（AC/DC）/漏电流范围：0/100mA(AC) 020mA (DC)   

·精度：±（5%+5 个字） 
3100.00 

★CS2672DX 耐压仪  

·输出电压：05kV （AC/DC）/漏电流范围：020mA(AC)010mA(DC)    

·精度：±（5%+5 个字） 
 2800.00 

★CS2673X 耐压仪 ·输出电压：05kV（AC）/漏电流范围： 02mA/20mA /200mA         

·精度：±（5%+5 个字） 
6000.00 

★CS2673AX 全数显电

容器耐压测试仪 

·耐压：0—200V/1000V±3%（可调）（DC）/漏电流范围：0-2mA/20mA/200mA±3%（DC） 

·测试时间：(1—99)s（连续设定） ·充电时间：0—5s（连续可调） 

·电容器测量最大范围：50µF 

3000.00 

★CS2673BX 全数显电

容器耐压测试仪 

·耐压：0—200V/2000V±3%（可调）（DC）/漏电流范围：0-2mA/20mA/100mA（DC） 

·其余指标同 73A 
3300.00 

★CS2673CX 全数显电

容器耐压测试仪 

·耐压：0—1000V/3000V±3%（可调）（DC）/电流范围：0-2mA/20mA/100mA(DC) 

·其余指标同 73A 
3600.00 

CS2675 全数显耐压/泄

漏测试仪 

·耐压输出：  0—5 kV（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300VA   精度：±（5%+5 个字） 

·泄漏测试电压： 0—250V（AC）/变压器容量： 500VA/漏电流测试范围： 0-2/20mA  
3500.00 

★CS2675AX 全数显

泄漏测试仪 

·输出电压： 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500VA    

·精度：±（5%+5 个字）  ·漏电流测试范围： 0-2/20mA      

·符合 GB4706.1-2005 标准,主要应用于家电类 

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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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2675BX 全数显

泄漏测试仪 

·输出电压： 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1000VA   

·精度：±（5%+5 个字）·漏电流测试范围： 0-2/20mA         

·符合 GB4706.1-2005 标准,主要应用于家电类 

3300.00 

★CS2675CX 全数显

泄漏测试仪 

·输出电压： 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2000VA    

·精度：±（5%+5 个字）  ·漏电流测试范围： 0-2/20mA       

·符合 GB4706.1-2005 标准,主要应用于家电类 

5300.00 

★CS2675CX-1 全数显

泄漏测试仪 

·输出电压： 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3000VA   

·精度：±（5%+5 个字）  ·漏电流测试范围： 0-2/20mA         

·符合 GB4706.1-2005 标准,主要应用于家电类 

6300.00 

CS2675CX-4 全数显泄

漏测试仪 

·输出电压： 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4000VA    

·精度：±（5%+5 个字） ·漏电流测试范围： 0-2/20mA          

·符合 GB4706.1-2005 标准,主要应用于家电类 

14800.00 

CS2675CX-5 全数显泄

漏测试仪 

·输出电压： 0—250V（可调）（AC）   ·隔离变压器容量： 5000VA     

·精度：±（5%+5 个字）·漏电流测试范围： 0-2/20mA       

·符合 GB4706.1-2005 标准,主要应用于家电类 

18000.00 

CS2675X-1 泄漏电流测试

仪（全数显） 

·输出电压 ：0250V5%（可调）(AC)  

·漏电流范围：02mA/220mA（连续）   ·隔离变压器容量： 1000VA   

·符合 GB4943.1-2001（IEC60950：1999）、GB8898-2001、 GB/T12113 人体网络标准要求 
5300.00 

CS2675X-2 泄漏电流测试

仪(全数显)  

·输出电压 ：0250V5%（可调）(AC) 

·漏电流范围：02mA/220mA（连续）   

·隔离变压器容量： 2000VA     其余参数同 CS2675X-1 

7000.00 

CS2675W 无源泄漏电流

测试仪 
·符合 GB4706.1 标准,主要应用于家电类(如热水器、洗衣机、冰箱、浴霸等) 2600.00 

CS2675W-1 无源泄漏

电流测试仪 
·符合 GB9706.1-2007 医用泄漏标准(医用类) 2600.00 

CS2675W-2 无源泄漏电

流测试仪 

·符合 GB8898-2001、GB4943-2001 信息类泄漏标准（如电脑、VCD、打印机、磁盘等）

(信息类) 
2600.00 

CS2675W-3 无源泄漏电

流测试仪 
·符合 GB7000.1 灯具泄漏标准(灯具类) 2600.00 

★CS2675WT 三相无

源泄漏电流测试仪 
符合 GB4706.1 标准, 5000.00 

CS2676N 

自动绝缘/耐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 （0.100-5.00）kV(DC)       

·漏电流范围：（0.100—20.00）mA（AC）/ （0.100—10.00）mA（DC）             

·测量精度：±(3%+3 个字)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 500V/1000V/绝缘电阻范围：(1-9999)M     

·精度：±（5%+2 个字） 

6000.00 

CS2676AN 自动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漏电流范围：（0.100—20.00）mA（AC）       

·测量精度：±(3%+3 个字)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 500V/1000V/绝缘电阻范围：(1-9999)M         

·测量精度：±（5%+2 个字 

5000.00 

CS2676DN 自动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漏电流范围：（0.100—100.00）mA（AC）      

·测量精度：±(3%+3 个字)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 500V/1000V/绝缘电阻范围：(1-9999)M         

·测量精度：±（5%+2 个字） 

7000.00 

CS2676EN 自动绝缘/耐

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 （0.10-5.00）kV(AC) /（0.100-5.00）kV(DC)         

·漏电流范围：（0.100—100.00）mA（AC）/（0.100—20.00） mA（DC）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 500V/1000V/绝缘电阻范围：(1-9999)M   

·耐压测量精度：±(3%+3 个字)，绝缘电阻测量精度：±（5%+2 个字） 

8800.00 

CS2676FX 绝缘电阻测

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输出电压： 500V/1000V                                          

·绝缘电阻测试范围：0.2M—2000M               精度：±5% 
2000.00 

CS2678X 全数显接地

电阻测试仪 

·输出电流： （5—30）A    

·接地电阻测试范围 0—600m         精度：±（5%+2 个字） 
2800.00 

★CS2678N 全数显接

地电阻测试仪 

·输出电流： （5—32）A    

·接地电阻测试范围 0—600m         精度：±（5%+2 个字） 
3200.00 

CS6001 直流多路耐压

测试仪 

·输出电压： （0—2）kV(DC)                  变压器容量： 100VA 

·漏电流测试范围： 0.3-2/2-20mA (DC)      精度：±（5%+5 个字）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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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超高阻计/程控绝缘电阻测试仪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2676CX 程控绝缘

电阻测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输出电压： 100V/250V/500V/1000V                                          

·绝缘电阻测试范围：100 K—9999M             ·精度：±5% 
4000.00 

CS2676CX-1 程控绝缘

电阻测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输出电压：  1.0V1000V 

·绝缘电阻测试范围：100 K—50 G              ·精度：±5% 
6000.00 

CS2676CX-2 程控绝缘

电阻测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输出电压：  1.0V 1000V 

·绝缘电阻测试范围：100 K—99.99G            ·精度：±5% 
9000.00 

CS2676CX-3 程控绝缘

电阻测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输出电压： 1.0V 1000V 

·绝缘电阻测试范围： 100 K—1T              ·精度：±5%      (彩屏) 
19800.00 

CS2676CX-4 程控绝缘

电阻测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输出电压：  1.0V 1000V 

·绝缘电阻测试范围：100 K—10T              ·精度：±5%     (彩屏) 
29800.00 

        超高压耐压测试仪系列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2674AX 全数显耐压

仪 

·输出电压：（020kV）（AC/DC） ·漏电流范围：（ 010）mA (AC/DC)  

·输出容量：200VA          ·时间： 1 99s 
8800.00 

CS2674BX 超高压测试

仪 

·输出电压：（030）kV（AC/DC）  ·时间： (1—99)s 

·漏电流测试范围：（0-20）mA       ·输出容量： 600VA  

19000.00 

（定制） 

CS2674CX 超高压测试

仪 

·输出电压：（050）kV（AC/DC）  ·时间： (1—99)s 

·漏电流测试范围：（0-20）mA       ·输出容量： 1000VA 

25000.00 

（定制） 

CS2674-10超高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10）kV (AC/DC)   ·输出容量：5000VA 

·漏电流范围：（0—500）mA (AC) （ 0—250）mA(DC)  

·时间： (199)s 

35000.00 

（定制） 

CS2674-20超高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20）kV (AC/DC)   ·输出容量：4000VA 

·漏电流范围：（0—200）mA (AC) （ 0—100）mA(DC) ·时间： (199)s 

35000.00 

（定制） 

CS2674-75超高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075）kV (AC/DC)   ·输出容量：7500VA 

·漏电流范围：（0—100）mA (AC) ( 0—50）mA(DC)  ·时间： (199)s 

70000.00 

（定制） 

CS2674-100 超高压测试

仪 

·输出电压：（0100）kV (AC/DC)   ·输出容量：10000VA 

·漏电流范围：（0—100）mA (AC) ( 0—50）mA(DC)  ·时间： (199)s 

90000.00 

（定制） 

数字高压表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149-10  ·输出电压：（ 500—10000）V（AC/DC）·输入电阻： 1000M 6000.00 

CS149-20A ·输出电压：（ 500—20000）V（AC/DC）·输入电阻： 1000M 20000.00 

CS149-30A ·输出电压：（ 500—30000）V（AC/DC）·输入电阻： 1000M 30000.00 

CS149N-10  ·电压范围： AC：（0.5~10）kV  ±（1% +5个字）DC：（0.5~10）kV ±（ 1% +5个字）  8800.00 

程控耐压测试仪校验装置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2040N 程控耐压综合

校验装置 

·电压范围：AC：（0.5~12）kV  ±（1% +5个字）   DC：（0.5~12）kV ±（1% +5个字）   

·电流范围： AC：（0.1 ~200）mA±（1%+5个字）        DC：1uA ~200mA±（1%+5个字）   

·时间：1~999.9s   ·输入阻抗：≥500 MΩ  

13800.00 

CS9010N 程控耐压综合

校验装置 

·电压范围：AC：（0.5~12）kV  ±（0.5% +5个字）   DC：（0.5~12）kV ±（0.3% +5个字）   

·电流范围： AC：（0.1 ~200）mA±（0.5%+5个字）      DC：1uA ~200mA±（0.3%+5个字）   

·时间：1~999.9s   ·输入阻抗：≥500 MΩ  

48000.00 

CS2040X 程控高精度

耐压测试仪校验装置 

 

·电压范围：AC：（0.5~15）kV  ±（0.5% +5个字）    DC：（0.5~15）kV ±（0.5% +5个字）   

·电流范围： AC：（0.1  ~200）mA±（0..5%+5个字）   DC：1uA ~200mA±（0.5%+5个字） 

·时间：（1~999. 9）s   ·输入阻抗：≥500 MΩ   

·TFT 真彩显示  ·触发锁存 ·分选功能 ·结果统计功能  

·真有效值/平均值两种检波方式 ·失真测量 ·纹波测量  

·测试频率·过压报警·过热报警·防电墙功能 

1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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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010X 

程控高精度耐压测试

仪校验装置 

·电压范围：AC：（0.5~15）kV  ±0.3% +5个字）   DC：（0.5~15kV） ±（0.3% +5个字）   

·电流范围： AC：1uA ~200mA±（0.3%+5个字）      DC：1uA ~200mA±（0.3%+5个字） 

·时间：（1~999.9）s    

·输入阻抗：≥500 MΩ     

·TFT 真彩显示·触发锁存 ·分选功能  

·结果统计功能 ·真有效值/平均值两种检波方式  

·失真测量 ·纹波测量 ·测试频率·过压报警·过热报警·防电墙功能 

58000.00 

           匝间绝缘耐压测试仪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18N  

·脉冲峰值电压：500V～3000V    ·采样频率：40MHz   

·阀值设定分辨率：±0.1%        ·脉冲峰值设定精度：±5%    

·脉冲重复周期：0.2s            ·脉冲上升时间：1.2μ s 

·波形面积差重复精度：＜±1%     ·波形差面积重复精度：＜±1%         

·频率比较重复精度： ＜±1%     ·存储标准波形最大可达 160 组  

·三通道 

15000.00 

CS9918NA  ·脉冲峰值电压：500V～5000V ·三通道 ·其余参数同 CS9918N 18000.00 

CS9918NB  ·脉冲峰值电压：500V～3000V ·单通道 ·其余参数同 CS9918N 13800.00 

CS9918NC  ·脉冲峰值电压：500V～5000V ·单通道  ·其余参数同 CS9918N 16800.00 

          可编程电子直流负载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1782A  

·四种工作模式：定电流、定电压、定电阻、定功率  150W,60V,60A 

·瞬态操作：10kHz     · 序列操作：1kHz  ·外部模拟编程输入 

·电流编程精度：0.1%+7.5mA/15mA/电流回读精度：0.05%+5 mA/10mA 

·电压编程精度：0.1%+3mV/8mV/电压回读精度：0.05%+3mV/8mV 

4600.00 

★CS1782  

·四种工作模式：定电流、定电压、定电阻、定功率   300W,60V,60A 

·瞬态操作：10kHz    ·序列操作：1kHz ·外部模拟编程输入 

·电流编程精度：0.1%+7.5mA/15mA/电流回读精度：0.05%+5 mA/10mA 

·电压编程精度：0.1%+3mV/8mV/电压回读精度：0.05%+3mV/8mV 

5800.00 

备注 CS1780,CS1780A,CS1781,CS1781A 已经停产 

      精密宽频全数字化 LCR 电桥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7620  

·测量参数：IZI、Y、C、L、X、B、R、G、D、Q、θ  

·测量范围：R、IZI：0.01Ω -100MΩ  C:0.1Pf-10F    L:0.1Nh-1000H 

·测试频率:20Hz-2MHz(连续)     ·频率分辨率:1mHz   ·频率失真度:0.01%                

·测试电平:5mv-2Vrms·基本测量精度: 0.05%         ·校准:开路/短路/负载 

·频响分析:任意频率范围的元件频率响应分析 

52000.00 

CS7610  ·测试频率:20Hz-1MHz(连续) ·基本测量精度: 0.05%   ·其余指标同 CS7620 39800.00 

CS7605  ·测试频率:20Hz-500kHz(连续) ·基本测量精度: 0.05% ·其余指标同 CS7620 29800.00 

CS7603  ·测试频率:20Hz-300kHz(连续) ·基本测量精度: 0.05% ·其余指标同 CS7620 26800.00 

CS7602  ·测试频率:20Hz-200kHz(连续)·基本测量精度: 0.05%  ·其余指标同 CS7620 20000.00 

  程控电容器漏电流/绝缘电阻测试仪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01A 电解电容耐压

漏电流测试仪 

·测试电压：1.00V-500V(DC)  ·测试电流：0.1nA~20.00mA  

·最大充电电流：500mA    
3600.00 

CS9901B 电解电容耐压

漏电流测试仪 

·测试电压：1.00V-800V(DC)   ·测试电流：0.1nA~20.00mA  

·最大充电电流：500mA    
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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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9901C 电解电容耐压

漏电流测试仪 

·测试电压：1.00V-1000V(DC)   ·测试电流：0.1nA~20.00mA  

·最大充电电流：500mA    
12000.00 

CS9901DX电容器绝缘电

阻测试仪 

·测试电压：100V-1000V(DC)  

·最大充电电流：500mA   ·测试电阻：100.0kΩ~99.99GΩ 
16000.00 

CS9902A 电容器漏电

流/绝缘测试仪 

·测试电压：1V-1000V(DC) ·测试电流： 10nA~20.00mA  

·最大充电电流：500mA   ·测试电阻：100.0kΩ~100.0GΩ 
18000.00 

CS9902B 电容器漏电

流/绝缘测试仪 

·测试电压：1V-1000V(DC) ·测试电流： 1nA~20.00mA  

·最大充电电流：500mA   ·测试电阻：100.0kΩ~1.000TΩ 
28000.00 

CS9902C 电容器漏电

流/绝缘测试仪 

·测试电压：1V-1000V(DC) ·测试电流： 0.1nA~20.00mA  

·最大充电电流：500mA   ·测试电阻：100.0kΩ~10.00TΩ 
42000.00 

      可编程直流低电阻测试仪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2513 A 

直流低电阻测试仪 

·测试范围：200 mΩ～20kΩ·电流输出：100μ A～100mA      

·测量准确度：0.1%±2 个字  ·增加上限功能 
1200.00 

CS2512 ·测试范围：1μ Ω～2MΩ·电流输出：1μ A～1A      ·测量准确度：0.1%±2 个字 4600.00 

CS2512A ·测试范围：10μ Ω～200KΩ·电流输出：10μ A～100mA ·测量准确度：0.1%±2 个字 3500.00 

CS2512B  ·测试范围：1μ Ω～20kΩ·电流输出： 100μ A～1A   ·测量准确度：0.1%±2 个字 2800.00 

      数字合成函数信号发生器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16405 

数字合成函数信号发

生器 

·主波形：正弦波、方波、脉冲波    ·存储波形：三角波、正负锯齿波、升降指数波、 

升降对数波、高斯噪声、心电图、SIN（X）/X、DC、6 个下载波形 

·新特点：方波可调占空比 

主方波：100μ Hz～5MHz  占空比调节范围 20%～80%  5MHz～10/20MHz    

占空比调节范围 40%～60% 

脉冲波：100μ Hz～10kHz  占空比调节范围 0.1%～99.9%  10kHz～100kHz   

占空比调节范围 1%～99% 

三角波/正负锯齿波    100μ Hz～500kHz  支持任意波猝发、调制、扫描功能 

全频段、全幅值范围内直流电平可任意调节（±10VPP） 

4200.00 

16410 ·主波形：100μHz～10MHz    分辨率：1μHz  其余指标同 16405 4800.00 

16420 ·主波形：100μHz～20MHz    分辨率：1μHz   其余指标同 16405 5800.00 

16440 

·主波形：正弦波、方波、脉冲波    频率特性   ·主波形：100μHz～40MHz 分辨率：1μHz 

·存储波形：三角波、正负锯齿波、升降指数波、升降对数波、高斯噪声、心电图、 

SIN（X）/X、DC、6 种可下载波形    

6600.00 

16480 ·主波形：100μHz～80MHz   分辨率：1μHz  其余指标同 16410 7800.00 

164120 ·主波形：100μHz～120MHz  分辨率：1μHz  其余指标同 16410 8800.00 

数字合成任意波信号发生器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16605 

·主波形：正弦波、方波、脉冲波    ·存储波形：三角波、正负锯齿波、升降指数波、 

升降对数波、高斯噪声、心电图、SIN（X）/X、DC、6 个下载波形 

·新特点：方波可调占空比 

主方波：100μ Hz～5MHz  占空比调节范围 20%～80% 5MHz～10/20MHz   

 占空比调节范围 40%～60% 

脉冲波：100μ Hz～10kHz  占空比调节范围 0.1%～99.9% 10kHz～100kHz   

占空比调节范围 1%～99% 

三角波/正负锯齿波    100μ Hz～500kHz 支持任意波猝发、调制、扫描功能  全频段、 

全幅值范围内直流电平可任意调节（±10VPP） 

·任意波形：波型长度 8-4096 点 ·任意波形：10mHz～100kHz   分辨率：10mHz 

8200.00 

16610 ·主波形：100μHz～10MHz   分辨率：1μHz 其余指标同 16605 8800.00 

16620 ·主波形：100μHz～20MHz   分辨率：1μHz 其余指标同 16605 9800.00 

16640 ·主波形：100μHz～40MHz   分辨率：1μHz 10600.00 



长 盛 仪 器 产 品 报 价 表 
                                                                                2013年 3月 1日执行 

注：★为新品                                                                           第 17 页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16680 ·主波形：100mHz～80MHz   分辨率：100μHz 其余指标同 16640 11800.00 

166120 ·主波形：100mHz～120MHz  分辨率：100μHz 其余指标同 16640 12800.00 

功放 波形：Sine  wave   频率：10Hz～200kHz 功率：5W（10Ω）  幅度：200mVpp～20Vpp（10Ω）  1000．00 

注：标配计数器、RS232C、双通道，可选配 IEEE488\GPIB 接口、功放等 

       数字标量网络测试仪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单价(元) 

CS36113A 

·频率范围：1～1300MHz    ·频率分辨率：1Hz  ·频率稳定度：频率日老化率±5×10
-6
/日 

·扫频方式：点频和扫频（扫频点数：251 点/250ms；扫频速率：501 点/500ms） 

·输出阻抗为 50Ω，输出电平为+13dBm（20mW）； 

·两个有源检波通道：A 通道、B 通道；一个外检波输入通道：C 通道  ·对数动态范围：60dB 

38000.00 

CS36113B ·输出阻抗为 75Ω，输出电平为 116dBμ V±1.5dB·其余指标同 36113A 38000.00 

CS36110A 
·频率范围：1～1000MHz  ·输出阻抗为 50Ω，输出电平为+13dBm（20mW）；  

· 其余指标同 36113A 
34000.00 

CS36110B ·输出阻抗为 75Ω，输出电平为 116dBμ V±1.5dB·其余指标同 36110A 34000.00 

       附                   件 
产品型号 单价(元) 产品型号 单价(元) 

CS26001-1      电容器耐压遥控测试盒 500.00 CS26002-1          耐压遥控测试枪 300.00 

CS26003-1      接地阻抗测试枪 500.00 CS26004—1        耐压测试棒（5kV） 100.00 

CS26004—1     耐压测试棒（10kV） 200.00 CS26004—1        耐压测试棒（20kV） 300.00 

CS26005-1      遥控测试棒 200.00 CS26006-1         耐压测试夹 60.00 

CS26007-1      贴片耐压遥控 500.00 CS26008-1         （红色）绝缘电阻测试夹 60.00 

CS26008-2     （黑色）绝缘电阻测试夹 60.00 CS26009-1         程控高压测试棒 150.00 

CS26009-2      程控高压测试夹 60.00 CS26009-3         程控电流测试夹 60.00 

CS26010-1      红接地线 20.00 CS26010-2         黑接地线 20.00 

CS26011-1      接地附件（红色） 100.00 CS26011-2         接地附件（黑色） 100.00 

CS26011-3      9950D 接地附件（红色） 150.00 CS26011-4         9950D 接地附件（黑色） 150.00 

CS26012-1      绝缘电阻标准 500.00 CS26012-2         双梅花头测试线 90.00 

CS26012-3      高压表测试线 100.00 CS26014-1         2512两端测试附件 200.00 

CS26014-2      2512四端测试附件 200.00 CS26016-1         149 测试棒（20kV） 300.00 

CS26016-2      149 测试棒（30kV） 300.00 CS26016-3/4       149 测试夹（20/30kV） 100.00 

CS26016-5      74A 高压测试棒 300.00 CS26016-6         74A 高压测试夹 100.00 

CS26017-1/2/3/4  安规综合测试仪附件 500.00 CS26018-1         双 Q9 头测试线 100.00 

CS26018-2      Q9 头双夹线 60.00 CS26019-1         6001 测试仪附件 100.00 

CS26019-2      6001 测试线 150.00 CS26020-1         9918测试夹 60.00 

CS26023-1      数据连接线 60.00 CS26024-1         脚踏开关 100.00 

CS26027-1      USB接口电缆 50.00 CS26028-1         GPIB接口电缆 3000.00 

CS26029-1      50欧适配器 200.00 CS26031-1         电源线 50.00 

CS26032        耐压点检盒 500.00 CS26033          泄漏点检盒 500.00 

CS26034        绝缘点检盒 500.00 CS26035          接地点检盒 1000.00 

CS76001       四端开尔文测试电缆 300.00 CS76002          四端测试夹具（4锁） 300.00 

CS76003       四端测试夹具（2锁） 300.00 CS76004          SMD元件测试夹 600.00 

CS76005       SMD元件测试夹 300.00 CS76006          镀金短路板 50.00 

CS76007       SMD元件测试夹 600.00 CS76008         外部偏置适配器 3000.00 

CS36001       驻波电桥 1500.00 CS36003         检波器 1000.00 

南京长盛仪器有限公司 
地  址：南京江宁滨江开发区飞鹰路 08 号    
邮  编：211178 
电  话：（025）68132208、68132218 
传  真：（025）52101482 
Http:www.csallwin.com 
E-mail：cswangy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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