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精 度 功 率 分 析 仪 LMG95

同 类 产 品 中 精 度 最 高

● 基本精度：读数的 0.015+量程的 0.01%
● 精度范围：DC…500kHz
● 设备和某一组成部分在开关过程或者调整操作时的分析
● 谐波和闪变符合 EN61000-3-2/-3/-11/-12 标准

LMG95.精确.直入.所有波形
LMG95 是 ZES ZIMMER 公司高精度功率测量仪表
LMG 系列中突出的产品。高精度连续无间隙信号测量和
处理，人性化操作和结果显示，用于高效率系统应用的
高速数据传输接口-这些都是识别 LMG95 的显著特点。

开关电源充电电流

所有波形
在产品的设计开发过程中，不管电流和电压是正弦
信号，还是失真信号，负载是不是线性，电路工作在脉
冲模式还是调制模式，器件和设备的高精度功率测量，
使得产品质量得到了保证，生产也变得容易。与被测量
信号周期同步使得一直产生清晰而稳定的测量显示和结
果。

充电电流波
形

直入电压到 600V，电流到 20A
相互隔离的直入测量范围到 600V（1600Vpeak）和
20A (960Apeak 的脉冲电流)，用分流器或者其他传感器
作为电流测量的输入得到的测量信号是准确无误没有误
差的。

符合 A 级标准的 CE 评估的电
流谐波频谱

相角控制

读数的 0.015+量程的 0.01%
0.025%的基本精度是同类产品中精度最高的设备，
因此它被用作电能表、功率计、变压器功率测量和电流
电压真有效值测量的参考仪器。

谐波和闪变完全符合
EN61000-3-2/-3/-11/-12 标准

电流波形

在基本装置中可以得到完全符合 EN61000-3-2/-12
标准的谐波分析，作为选件的闪变测量模块符合闪变测
量的 EN61000-4-15 和 EN61000-3-3/-11 标准。这两个功
能在研究与开发实验室中很大程度扩展了 LMG95 的应用。
如 果 有 合 适 稳 定 的 电 压 源 ， CE 测 试 的 标 准 按 照
EN61000-3-2/-3/-11/-12 执行。

CE 测试系统中的
分析仪
LMG95 被用作 CE
测试系统中的一个分析
仪，来测试电气设备的谐
波和闪变以及他们对供
电线路的影响。
ZES ZIMMER 的
CE-Test61k 测试系统通
常和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LMG500-3 或者 LMG95 一
起使用，但是各部分也可
以单独订购和使用，用户
自己的电源也是非常容
易集成的。

符合 A 级标准的电流谐波表格

PWM 变频器

与假象中性
点对应的线
电压

100 次谐波模块电压谐波的频
谱测量。增加第 47 次和第 49
次，基频等于 fn/47=26.25Hz。

在时间和频率范围内实时显示
电子变压器

12V 电子变压器给卤素灯供电。
幅度调制的 150Hz 载波，包络线 100Hz。，

热风风机的猝发点火控制
谐波分析

在 100 次谐波分析帮助下的频谱图。猝发点火装置提供 1.56Hz 的载波调制（供电电压 50Hz）
，频谱
的直流成分来源于鼓风机的半波操作，扩展的“X 轴触发”的触发模式检测被用来作为同步的 1.56Hz
信号

闪变测量
用图表功能，绘制随时间变化
的半波真有效值 Ul 波形 (下面
的曲线 B)，波形有大约 8V 不
对称的电压下降，曲线 A 表示
由这些变化导致的瞬间闪变。

瞬态模式下测量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开关电流
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开关电
流。铁芯未磁饱和。

变压器的浪涌电流

在没有电流通过的时候，未被磁
化的变压器被打开，一个是额定
电流好几倍的电流产生必要的磁
通量，铁心迅速饱和，这时
Iinr/Itrms=12.9

公式编辑器，仪器设置和快速模拟输出
在低功率因数和高频下的铁损

原边励磁电流 I 输入到 LMG95 的电流输入，开路的副边感应电压输入到电压输入，这样就只测量了铁
损（磁损）而不是铜损。LMG95 测量的整流电压值是时域电压，然后产生感应磁通量。在公式编辑器
中，可以用测量的电气数据以及铁心的几何数据计算 B-H 特性曲线的值。

仪器设置
可以用“Save” 键保存多达 8 种仪器设置，设置中包含被测仪器的
名字和细节等，用“Recll”键调用已保存的设置。
这给高水平的用户提供了方便，因为他可能在不同的被测仪器上交
替测量。

HIL(硬件回路控制)的快速模拟输出 u(t),i(t),p(t)
瞬时值 u(t),i(t),p(t)可以以 100k/s 的
采样率输出，这些数据通过过程信号接
口被传送到被测设备或者一个用于测试
的模拟动态控制。
快速硬件回路控制需要的是瞬时值而不
是延时和测量周期（≥50ms） 的平均值。

能效

欧盟能源标识
从 1988 年像电冰箱，洗衣机类的家用电器必须贴有欧盟能源标识（见图片），绿色
行“A”表示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红色行“ G” 表示能源利用效率最低。功率分析仪
LMG95 在通过独立测试实验室选择标识条时是必不可少的。

能源之星
能源之星源于北美，现在已经扩展到全球，贴有能源之星的标志必须满足定义的要
求，例如，在美国一款新出的冰箱必须与目前允许的最高耗能相比节能 20%。高精
度功率分析仪在新产品的研发和检测产品是否满足规定的节能要求是非常必要的。

能效

EuP-耗能产品
2005/32/EC 指令定义了家用电器和办公设备的生态设计要求。它规定了产品在使用过
程中允许的能耗和在制造与销毁过程中的能耗，另外，这个指令还提出了更多生态方
面要求，如通过使用经济性材料节约资源和避免有害物质。

绿色 IT
为了保护环境， 信息技术和通讯设备必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节约能源，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在产品开
发过程中选择设备是非常重要的，这样，高精度功率分析仪对于每个研发工程师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工
具。

SPECpower_ssj2008
性能评估标准机构是由一些计算机系统的知名生产厂商组成的，SPEC 已经创建了 SPECpower_ssj2008
工业标准，它是测量计算机功耗和能效的方法，缩写 ssj（server side JAVA 服务器端的 JAVA）只是
涉及服务器端的负载，开始是 100%（满载）降到 0（没有负载），然后以每次降低 10%（见图），
SPECpower_ssj2008 要求功率分析仪记录分辨率为 1 秒的功耗，并将数据传输到控制系统。ZES ZIMMER
功率分析仪（单相的 LMG95,多相的 LMG450 和 LMG500）满足这个标准，由于他们的范围是动态的，所
以他们可以准确捕捉到负载的变化，而且，他们不但能够传输测量值，各自的测量范围和使用率也可
以传输，因此，每个周期的测量误差都可以被计算出来，ZES ZIMMER LMG 系列功率分析仪已经通过了
SPEC 标准。

待机功耗的限值
欧盟委员会 1275/2008 号法规定义了家用电器关机模式和待机模式功耗的限值，从 2010 年 1 月起它们
的限制分别是 1W 和 2W，从 2014 年起这些限值将分别被减到 0.5W 和 1W。
在负载为 1 欧姆，电压为 230V,可允许的功耗为 0.5W 的情况下，流过的电流大约是 2.2mA，0.5W2%的精
度就是 10mW 的误差，这样好像大部分功率分析仪是很容易实现的，但在实际中，待机电流有一个非常
低的功率因数和波峰因数，假如功率因数是 0.1，而这个值对于电冰箱和电脑显示器是非常普通的，那
么电流就是上面例子的 10 倍，而且测量范围也因为功率需要扩大。
由于整流器带滤波电容器，艺术级的“零瓦 PC”的波峰因数可以达到 6 或者更高，这些峰值叠加到容抗
电流，是待机功耗的主要部分，这样测量范围必须增加另一个因数，在这个例子中，测量范围必须测量
22mA 的电流，峰值为 130mA。
低功率因数和高峰值因数增加了测量误差，因此功率分析仪必须有 0.03%的基本精度。

能效

LMG95 满足高端要求。为了优化缩放比
例，保护设备，ZES ZIMMER 建议用选配
的外部分流器(L95-SH-xxx-P)，对于小电
流，最好用电流修正测量。
更多的信息请看ZES ZIMMER应用资料
#102“待机功耗和能效的测量”，应用资
料可以在www.zes.com网站中找到。
ZES ZIMMER提供EN/IEC62301标准有关用于
测量和传输数据的“CE-待机测试”软件，
详情请咨询。
用外部分流器(L95-SH-xxx-P)电流修正测量
技数参数
电压测量范围
额定值/V
允许的有效值/V
满量程时的峰值/V
过载容量
输入阻抗

用于修正 600V 标准测量输
入的选件：
选件：
测量范围：

电流测量范围
额定值/A
允许的有效值/A
满量程时的峰值/A
过载容量
输入阻抗
用分流器或者传感器测量
电流的电压输入
额定值/V
允许的有效值/V
满量程时的峰值/V
过载容量
输入阻抗

用于修正 600V 标准测量输
入的选件：
选件：
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的选择
隔离
测量方法
测量周期，同步和平均值

自动，手动或者远程控制
电流和电压通道间都相互隔离，对地 1000V/ CAT III 可能将波动
电流电压输入同时采样，瞬时值 AD 转换，存储多达 200 百万个采样值
电流，电压有效值和有功功率的测量，测量周期可以在 50ms 到 60s 的范围内调整，在每个测量周期，
100kHz 无间隙采样和评估，同步信号可以是测量信号，基谐波，包络线，电源或者外部信号。平均值
可以是 1 到 1000 个测量周期平均。

测量误差（标准形式）

测量误差（500kHz,选件 L95-O6-1)

技术参数
不同功率因数下的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的条件：

1、正弦电压和电流； 2、环境温度 23±3℃；
3、预热 1 小时；
4、电流和电压范围的乘积决定功率范围 0 ≤ IλI ≤ 1, λ = P/S（功率因数）
5、12 个月校准一次
其他数据
其他所有数据都是由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推倒出来。推倒出来数据的精度与函数关系有关
内部时基
±100ppm
频率测量
0.05Hz...500kHz±测量数据的 0.01%，测量通道可选
测量数据和计算所得数据的显示
表示
用被测量量的标准缩写，6 位数，带符号，小数点和单位（例如：Itrms 0.73851mA），通过默认或者用户定义的
菜单，选择同时显示 4-8 个数据。
电流，电压
有效值，峰值(min, max, pp)，整流值(rect)，平均值（dc），交流部分的有效值（ac），波形因数，振幅因数。
功率
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 (Q)，视在功率（S），相角(ϕ)， 功率因数 (λ)。
阻抗
总量（Z），串联等效电路中的实部和虚部
建立在测量时间上的积分值 可以手动控制积分，也可以通过外部触发或者通过计算机接口远程选择开始和结束时间自动控制积分。
电量和电荷
有功电量(Ep)， 无功电量(Eq)，视在电量 (Es)，电荷 (q)。
日期和时间，测量时间
当前日期(年，月，日)和时间 (时，分，秒)，准确的实时时钟，测量开始时间，测量运行时间，每一个
测量值都有一个准确的测量时间
可以调整的参数
外部分流器，电流和电压传感器的比例因数
同步
同步与被测量信号的周期有关，周期可以是u(t)， i(t)， p(t)，u2(t)或i2(t)的周期，而且每一个都
有与所选择的滤波器相对应的周期，为了显示稳定，可以采用脉宽调制信号（如：变频器）和幅度调制
信号（如：电子镇流器），因此可以选择内部通道信号或外部信号来定义同步。
示波功能
采样数据的图形显示（信号的波形）。
矢量显示功能
计算所得数据的时间矢量图，如真有效值，功率。
CE谐波分析
高达40次的电流，电压谐波分析（总共41次的直流成分），基频在45Hz到65Hz的范围内，谐波分析符合
EN61000-4-7 标准，评估标准符合EN61000-3-2/-12标准。
100次谐波分析
高达100次的电流，电压和有功功率的谐波分析，
（总共100次的直流成分，最大10/50kHz）,基频在0.1Hz
（选件L95-O10）
到1.2kHz的范围内，用一个可调整的分频器（1。。。50），可以将新的基频设置为参考，来测定间谐波。
闪变测量（选件L95-O4）
闪变测量符合EN61000-4-15标准，评估标准符合EN61000-3-3/-11标准。
扩展存储 ( 选件L95-O11) 扩展存储可以存储代表4百万个电流，电压和功率采样数据的波形，采样数据通过借口获得。
瞬态—监视和存储
瞬态的存储和波形显示的分频率是10μs,包含扩展存储。存储深度是4百万个采样值，可选择0.05到60s
（选件L95-O5）
的存储时间，可调整预触发，以应对不同的触发。
计算机接口
接口：RS232和IEEE488.2，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接口。
远程控制
所有功能都可以远程控制。
输出数据
所有可以显示的数据都可以输出，所有接口的数据格式都是一样的，是SCPI指令。
传输速率
RS232：最大115200 Baud，IEEE488.2： 最大1MByte/sec。
打印机接口
25针SUB-D型并行打印机接口。
（包含选件在L50-O1中）
用来打印数据，表格和波形
过程信号接口
25 针 SUB-D 型
（选件 L95-O3）
4 个模拟输入（16bit, ±10V）
4 个模拟输出：
各种测量值和操作数；在每个测量周期的结束升级
信号采样（i,u,p），和 100kHz 的采样频率同步
4 个数字输入；4 个数字输出；1 个频率和方向输入；1 个电源输出 12V/50Ma
输入和输出之间是互相隔离的，以防止干扰（测试电压：500V）
其他参数
外部同步/触发
测量周期和积分时间的外部控制接口是隔离的，输出实际测量的状态信号。
RS232接口
用于安装选件和软件，以及仪器检测
辅助电源输出
+15V/0.4A 和-15V/0.2A （用于外部传感器）
尺寸/重量
(宽)320mm x (高)147mm x (长)274mm， 机柜 84PU， 3HU， (d)274mm，大约5.5kg
安全标准
EN61010-1, class I级安全等级， 过载class III
电磁兼容性
EN61326-1， EN61000-3-2， EN61000-3-3
保护等级
IP20 符合 EN60529
操作环境温度和储存温度
5...40°C， -20...+55°C
电源
90...250V， 45...65Hz， 大约 30W

测量配件
“N 型插头测量”电流传感器可以将电流范围扩展到 5000A
高精度 DC
0.02% DC...1MHz 0.8A...5000A
高精度 AC
0.02% 15Hz...5kHz 5A...1500A
电流钳 CT
0.15% 2Hz...50kHz 0.3A...3000A
宽带宽 AC
0.25% 30Hz...1MHz 10A...1000A
低成本霍尔
0.3% DC...200kHz 0.3A...2000A
用于待机测量的分流器
0.15% DC...100kHz 0.15mA...1A
HF 带负载电阻的微分传感器用于几乎测量不到电流测量
技术参数，信息和选型指导 在用户手册“ ZES Sensors and
Accessories”中（可申请或在 www.zes.com 上得到）
高精度高压分压器
高精度高压分压器可用于 3/6/9/12/30kV，频率可以到 300kHz，
0.05%，可忽略不计的相位误差，所以非常适合宽带宽功率测量。
1 通道 HST 适用于单相电压
2 通道 HST 适用于测量不稳定电压（不同测量）
3 通道 HST 适用于三项系统（变频器）
铁路技术和中压系统的电能质量分析，黄褐色的表皮是通过绝
缘检测的，可以测量低至 0.1Hz 的信号，适合带大过载电压的
户外应用。
其他附件和特殊型号

U/I 测量的安全插座适配器

L5-IOBOX-S /-F
用于便于过程信号连接的适配器
（导轨安装），包含 2m 的连接电缆

WR-24-230
24VDC 转成 230VAC/50Hz 的转
换器，用于给 LMG 设备供电

LMG95-1HE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LMG95，1U
机型，不带显示和键盘

L95-Z01
将 LMG95 装入工业机柜的机
壳

L95-Z09
测量输入的接口在仪器的背
面，例如：工业机柜

LMG95-Z318

LMG-MAK1, LMG-MAS1

RS232 以太网 10/100M 转换

KR-L95
校准证书
LMG95 应用软件（选件）
LMG-CONTROL-B

LMG-CONTROL-WA
CE-Test61k
CE 测试备份
LabVIEW 驱动

用于数据传输，配置和显示的 PC 软件，模块化设计，保存和加载仪器的设置，人机交互式的建立测量，
数据的纪录间隔可以精确到 ms 级，用于不同应用和评估的分析模块，基本的显示是免费的，可以在
www.zes.com 网站上下载得到。
LMG-CONTROL 的增加模块，记录和分析 LMG 所有的采样值，谐波分析到 50kHz，框架分析和瞬态记录。
用于测试 LMG95 的谐波和闪变是否符合 EN61000-3-2/-3/-11/-12 标准的控制/数据记录/评估软件。
用于备份测量符合 EN/IEC62301 的 PC 软件。
LMG95 的 LabVIEW 8.2 驱动，用 RS232 和 IEEE488.2 接口，带软件样例，驱动是免费的。

对技术改变，特别是产品的改进，将不提前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