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波形显示功能

谐波测试功能

测量精度高达 0.1%

输入范围 1000Vrms/50Arms

访问艾德克斯电子网站www.itechate.com获取更多产品资讯

Power Meter

IT9100 功率分析仪

IT91 00IT91 00IT91 00

电机、家用电器、UPS、光伏风电、充电
桩等测试领域



FEATURE

测量对象及用途

4.3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TFT)

输入范围覆盖：1000Vrms/50Arms

谐波成分

电压电流量测精度高达0.1％

可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和谐波等参数

具有谐波量测功能，最大到50次的频率量测功能

丰富的积分功能，计算买/卖电能

提供USB外围设备接口，用户可将数据保存到外部储存介质

内置USB/GPIB/RS232和以太网通信接口

IT9100 功率分析仪01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提供1000Vrms和50Arms的最大输入，以及100KHZ的测量带宽，可以方便地进行电压、电流、功率、频
率、谐波等参数的量测。标配有USB、GPIB、RS232和以太网通信接口，您可以通过这些接口实现对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的
远程控制，同时您还可以利用USB外围设备接口，直接将量测参数保存到外部储存介质中。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具有0.1％
的电压、电流精度，同时还具有丰富的有功功率积分功能。广泛应用于电机、家用电器、UPS、光伏风电、充电桩等测试领域。

IT9100IT9100IT9100

*1

*1 IT9121E不具备此功能

可自定义界面显示风格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为用户提供了4.3英寸的彩色解析
TFT液晶显示屏，可提供高亮度和色彩鲜明的实时显示，
同时提供了三种界面显示风格View1,View4,View12。用户
可自定义页面的参数类型和显示位置，此人性化设置可以
满足工程师测试中多种量测需求。

UPS
家用电器
发动机
能源之星
开关电源
光伏风电
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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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波功能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的示波功能可以让用户在测试家
用电器性能时，直接观察电压、电流和功率趋势显示中的
波动，并可设置显示趋势、波形、数值，柱状图。并通过外
围USB存储接口，直接抓取波形和记录数值，无需再外接
示波器.

丰富的量测功能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可以量测所有交直流参数，包含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素，电压，电流，频
率，相位差等，提供积分量测和高达50次的谐波量测功
能。广泛的应用于电子电机，家电PCB板，UPS电源灯领
域的测试。

谐波测量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带宽为100kHz，可实现告诉及
动态范围更宽广的谐波测量。在谐波模式下实现电压，电
流及各次谐波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相位和总谐波失真
因数（THD）的测试。

积分量测功能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的积分功能可以量测电网互连之
中的卖出/买入电量。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提供电流积
分和有功功率积分（Wh）。能够在买电和卖电的模式下，根
据输入电平的大小，自动切换量程，准确执行积分测量。

电流传感器输入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提供电压0~1000V，电流0~50A
的量测范围。对于高于20A的电流测量，可使用电压输入
型电流钳或电流传感器。IT9100允许用户选择50mV-2V
(EX1)或者2.5V-10V（EXT2）量程。

丰富的通信接口全标配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内 置 G P I B / RS 2 3 2 / US B / L A N
四种通信接口,无需另外选购,选择性高,节约成本.还为
用 户 提 供 了 U S B - H o s t 接 口，用 于 直 接 连 接 U 盘，用 于
save用户测试界面的数据和波形。

GPIB RS232  USB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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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185 功率表治具
IT-E185 功率表治具是 ITECH 为用户提供的一款可选配
件，可以方便客户进行IT9100系列功率表的接线测试。

线路和频率滤波
I T 9 1 0 0 滤 除 信 号 中 无 用 的 频 率 成 分，提 高 波 形 的 纯 净
度，从而提高测试的准确度。频率滤波即滤除干扰的高频
成分，使测得的频率参数更加精确。

LPF

开启线路滤波前的
波形

未开启线路滤波前
的波形

能源之星Energy Star领域应用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电流最小量程为5mA，测量显示位
数为5位，能够比较准确的测量到待机时产品的电流值，
也能比较准确的测量到功率值，能够满足能源之星的测
试需求。

家用电器功耗测试领域应用
5mA量程有助于小电流测量
积分模式下的自动量程功能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可进行功率因素，谐波，效率，
功耗及波峰因素等参数的量测。

测试AC-DC适配器的交流输入功耗，需将 IT9100 串
联到适配器与市电之间的线路中。使用IT-E185治具，
无需破坏原有插头，即可简单接线。

IT9100系列功率表提供了可选配件
测量治具盒IT-E185（250V/15A), 方便客户使用

应用

治具前面板 治具后面板

2.无需剪断插头，经过治
具后，治具自动从三芯插
头 里 剥 离 出 电 压 端 子 和
电流端子，将对应的电压
端子和电流端子与9100
上对应相连即可。1.将待测物的输入端

接治具点面板三芯插座

电机测试领域应用
长时间积分测量
频率带宽: DC，0.5Hz至100kHz
IT9100功率积分功能可以量测电网互连之中的卖出/
买入电量。IT9100功率分析仪提供电流积分和有功功
率积分（Wh）。能够在买电和卖电的模式下，根据输入
电平的大小，自动切换量程，准确执行积分测量。

充电桩行业应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补贴力度不断加
大，加上支持政策的逐渐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而随之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的建设问题也急
需得到解决。艾德克斯功率分析仪可针对充电桩的整体
设备做出全方位的测试解决方案，旨在帮助用户提供充
电桩设计的有力依据。
    充电桩效率测量
    充电桩输入谐波测量
    充电桩待机功耗测量

IT9100 功率分析仪应用

电机

IT9121

电压

电流传感器
的外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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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风电行业应用
IT9100系列功率分析仪可以准确测量新能源逆变器的
输入和输出的电压、电流、功率和其他电参数。并且可以
提供准确的效率、谐波以及低电压穿越测试等功能。

电源行业应用
开关电源与UPS电源是目前使用最多的电源之一。开关
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
的电子设备。而UPS电源则是利用逆变器原理对负载提
供稳定、 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因为大量的使用，国际标准
对于开关电源对电网的谐波污染给出明确指标。IT9100
可对开关电源研发和生产阶段，提供全面参数量测。

设置THD运算的最大分析次数

• 只需一台功率计便可完成效率测量               • 积分模式下的平均有功功率测量

AC/DC电子负载光伏/太阳能仿真电源

光伏逆变器

功率表

输入测量

MPPT效率  

电气参数（输入）             

统计分析    

低电压穿越测试 

防孤岛效应保护测试  

过压/欠压保护  

过频/欠频保护

输出测量  

谐波分析 

转换效率  

功率因数 

电气参数（输出）  

直流分量

IT9121
测量范围 600Vrms/20Arms 600Vrms/50Arms

15V~600V共6个档位 15V~600V共6个档位
5mA~20A共12个档位 1A~50A共6个档位
EX1：50mV~2V共6个档位 EX1：5V/10V共2个档位

EX2：100mV~2.5V共6个档位EX2：2.5V/5V/10V共3个档位
0.1%
DC,0.5HZ~100KHZ

√

选择OFF或ON(截止频率为500HZ)
选择OFF或ON(截止频率为500HZ)

4.3英寸彩色液晶显示TFT
自由设定屏幕显示矩阵列数
及常用量测参数值显示

标配
50次

√

√

√

√

√

√

√

选择OFF或ON(截止频率为500HZ)
选择OFF或ON(截止频率为500HZ)

4.3英寸彩色液晶显示TFT
自由设定屏幕显示矩阵列数
及常用量测参数值显示

标配
50次

√

√

√

√

√

√

USB
USB外围设备接口
GPIB
RS232
以太网

600Vrms/20Arms
15V~600V共6个档位
5mA~20A共12个档位
EX1：50mV~2V共6个档位
EX2：2.5V/5V/10V共3个档位
0.1%
DC,0.5HZ~100KHZ

√

选择OFF或ON(截止频率为500HZ)
选择OFF或ON(截止频率为500HZ)

4.3英寸彩色液晶显示TFT
自由设定屏幕显示矩阵列数
及常用量测参数值显示

×
×

√

×

√

√

√

√

USB
USB外围设备接口
GPIB
RS232
以太网

0.1%
DC,0.5HZ~100KHZ
USB
USB外围设备接口
GPIB
RS232
以太网

1000Vrms/20Arms
15V~1000V共7个档位
5mA~20A共12个档位
EX1：2.5V/5V/10V共3个档位
EX2：50mV~2V共6个档位

√

选择OFF或ON(截止频率为500HZ)
选择OFF或ON(截止频率为500HZ)

4.3英寸彩色液晶显示TFT
自由设定屏幕显示矩阵列数
及常用量测参数值显示

标配
50次

√

√

√

√

√

√

0.1%
DC,0.5HZ~100KHZ
USB
USB外围设备接口
GPIB
RS232
以太网

电压量程
直接输入电流量程（CF=3）
外部电流输入（CF=3）

*1 . 1000V量程CF=1.5

精度
频宽
通信接口

同时测量电压、电流、
功率和谐波等参数
频率量测功能
频率滤波器
线路滤波器
谐波测量
测量谐波次数
单次谐波分析功能
示波功能
电流积分，有功功率积分
自动量程
测量同步源
显示屏

特性

IT9121C IT9121H IT9121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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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

/IT9121E/IT9121C/IT9121H
100VAC-240VAC    47-63Hz

电压

电流
直接
输入

外部
电流
传感器
输入
(/EX1)

外部
电流
传感器
输入
(/EX2)

峰值因数3

峰值因数6

峰值因数3

峰值因数6

峰值因数3

峰值因数6

峰值因数3

峰值因数6

IT9121/E：15V/30V/60V/150V/300V/600V
IT9121C：15V/30V/60V/ 150V/300V/600V
IT9121H：5V/ 30V/ 60V/150V/300V/600V/1000V(CF=1.5)

IT9121/E：5mA/10mA /20mA /50mA /100mA /
                  200mA /0.5A/1A/2A/5A/10A/20A
IT9121C：1A/2A/5A/10A/20A/50A
IT9121H：5mA/10mA /20mA /50mA /100mA /
                 200mA /0.5A/1A/2A/5A/10A/20A

T9121/E：2.5 mA /5mA/10mA/25mA/50mA/100mA/
                   250mA/0.5A/1A/2.5A/5A/10A.
IT9121C：1A/2A/5A/10A/20A/50A
IT9121H：2.5 mA /5mA/10mA/25mA/50mA/100mA/
                   250mA/0.5A/1A/2.5A/5A/10A.

IT9121/E：7.5V/15V/30V/75V/150V/300V
IT9121C：7.5V/15V/30V/75V/150V/300V
IT9121H：7.5V/15V/30V/75V/150V/300V/500V(CF=3

IT9121/E：2.5V/5V/10 V
IT9121C：5V/10 V
IT9121H：2.5V/5V/10 V

IT9121/E：50mV/100mV/200mV/500mV/1V/2V
IT9121C：100 mV /250 mV /500 mV /1V/2.5V
IT9121H：50mV/100mV/200mV/500mV/1V/2V

IT9121/E：25mV/50mV/100mV/250mV/500mV/1V
IT9121C：50 mV /125 mV /250 mV /0.5V/1.25V
IT9121H：25mV/50mV/100mV/250mV/500mV/1V

IT9121/E：1.25V/2.5V/5V
IT9121C：2.5V/5V
IT9121H：1.25V/2.5V/5V

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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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9121E不具备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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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标变更的权利、产品规格变更的权利，恕无法另行通知，请随时访问www.itechate.com官网、登陆艾德克斯微信、微博了解其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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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南路108号
TEL: 86-25-52415098
FAX: 86-25-52415268

E-mail: sales@itechate.com
服务专线: 4006-025-000

中国部

ITECH官网 ITECH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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