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注意事项

本仪器和手册中使用多种符号，用于确保产品的安全使用，以及防止
可能发生的危险或损坏。在适当情况下会使用以下安全符号。阅读文
本之前，请仔细阅读说明并熟悉这些符号。

警告
 表示如果不遵守操作说明，可能导致人员死亡或
重伤。

注意
 表示如果不遵守操作说明，可能导致人员受伤，
还可能损坏本产品或其它设备。

本仪器和手册中还使用以下安全符号: 

警告 危险！小心操作

 此符号表示操作员必须按照操作手册中的指示操作，以避免人
员伤亡或仪器损坏。

 此符号表示，本仪器设计为环绕或脱离危险带电导体，前提是
电路对地的额定电压不超过测量类别中指定的值。

 双重绝缘

 此符号表示双重绝缘。

 交流电

 此符号表示交流电压/电流。

 直流电

 此符号表示直流电压/电流。

  接地端

 此符号表示接地。

警告

n 严格遵守以下警示事项，以避免发生触电等危险事故，导
致人员伤亡或仪器损坏。

• 如果仪器外壳、电池盖、显示屏和标签损坏或者外壳被拆
除，请不要使用此仪器。

• 护环可避免接触导体。 
 使用本仪器时注意不要越过护环。
• 打开外壳以更换电池之前，将仪器从正在测试的可测导体
上断开。

• 使用本仪器时，必须佩戴橡胶绝缘手套等安全防护用具，
以防止触电。

• 如果本仪器被雨淋或受潮，或者您的手比较湿，请不要使
用本仪器。

• 不要在有易燃易爆气体的地方使用本仪器。

警告

30031A的测量类别

测量 
类别(CAT.) 允许的最大输入 

III

62Arms
(电路对地额定电压: 300Vrms AC)
不要施加超过此值的输入。否则，不仅会损坏测试
仪，还会带来人身伤害的危险。有关安全标准，请
参阅规格说明。

注意

• 不要在会发出噪音的设备旁边或会发生温度骤变的地方使
用此仪器。否则本仪器的读数可能不稳定或出错。

• 不要用任何有机溶剂擦拭本仪器，如苯、油漆稀释剂等。
否则前面板可能损坏或变色。清洁本仪器时，请使用干
布。

• 不要将此测试仪长时间放在受阳光直射或湿热的位置，如
汽车内。

• 如果准备长期不使用本仪器，请取出电池。

操作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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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钳口部分是精密的传感器。使用时，不要让钳口受到过强
的冲击、振动或外力。

• 如果灰尘进入钳口上部，请立即将其清除。灰尘卡在接缝
中时，不要关闭钳口，否则传感器可能断裂。

部件

1) 钳口部分
  用于检测电流的精密传感器。

2) 开/关杆
  打开和关闭钳口。

3) 显示屏
  显示测量值(数字读数或条形图)、单位、功能和电池电量过低符号 

( )。

4) mA/A选择开关
  选择要测量的交流电流的单位("mA"或"A")。

5) 数据保持开关
  保持测量的数据。如果按此开关，显示屏出现  符号，数据被

保持。如果再按一下此开关，数据保持被取消（  符号消失）。

6) 电源开关
  打开仪器的电源。  

7) 电池仓(电池盖)
  包含电池。

8) 护环
  防止接触电线。

钳口
部分

开/关杆

电池仓
(盖)

mA/A 
选择开关

电源开关

数据保持
开关

显示屏

手提带

护环

显示屏(LCD)

自动关机功能

n 使用自动关机功能时
•  出现AUTO OFF。
•  距最近一次开关操作10分钟后，本仪器自动关闭。自动关机之
前，蜂鸣器鸣音15秒时间。

•  鸣音后按任意开关将重新启动自动关机功能。

请妥善保管此手册，
以备将来查阅。

n 不使用自动关机功能时
  (取消自动关机功能)
•  关闭电源。
•  在按住DATA HOLD开关的同时，将POWER开关按住2秒以上，
以打开电源。

 此时蜂鸣器鸣音，自动关机功能被取消(AUTO OFF熄灭)。
 在取消自动关机功能的情况下使用本仪器时，注意不要让电池电
量用尽。

n 恢复自动关机功能
•  关闭电源。
•  打开电源。这样可以恢复自动关机功能。(出现AUTO OFF。)

测量说明

n 测量之前
a)  检查仪器的外壳、电池仓、显示屏和标签是否正常。
b)  确保电池盖牢固关闭。

n 测量交流电流(单位: mA/A）
a)  按POWER开关打开电源。
b)  扣压开/关杆以打开钳口。将在测试的可测导体的一条电线穿过钳

口，确保钳口顶部关紧。
c)  读数稳定时，读取值。如果难以读取值，请使用数据保持功能。
d)  测量负载电流时，按mA/A开关切换到A量程。
e)  完成测量时，按POWER开关关闭测试仪。

注意

•	如果钳口没有准确放置，显示的测量值将不正确。确保钳
口已关紧。

n 使用DATA HOLD开关
按DATA HOLD开关将保持测量数据并显示 。在这种状况下不能
使用mA/A选择开关。唯一可用的开关是DATA HOLD开关(取消数据
保持)和POWER开关。

量程选择

n 量程选择
3mA和30mA量程之间以及30A和60A量程之间的切换是通过自动量
程执行的。要在3/30mA 和30/60A量程之间切换，必须使用mA/A选
择开关来切换量程。

n 量程

3mA量程

30mA量程

30A量程

60A量程

0.000mA

0.010mA<I

I≤2.88mA

I≥3.270mA

I≥32.70mA

零位校正

超量程

OL

I≤28.8A

I≥32.70A

I≥60.6A
62.0A MAX 

量程降低
超量程

量程提高

量程降低 量程提高

OL

0.05A<I

零位校正

0.00A

更换电池

n 电池电压
如果电池耗尽并且电压降低到工作电压(有效范围)以下，LCD显示屏
中将出现  符号；请立即换上新的电池。
(电池: CR2032，1节。)

注意

• 电池电压处于有效范围以内才能保证指定的精度。
 如果显示  符号，请立即更换电池。
• 如果按下POWER开关也无法打开电源，电池电压可能过
低。 请换上新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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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更换电池

注意

• 更换电池之前，一定要将测试仪从正在测试的可测导体上
断开，否则可能有触电的危险。更换后，将电池盖关紧并
执行测量。

• 使用指定的锂电池(CR2032)。

更换电池:
a)  按POWER开关关闭电源。
b)  使用硬币等物向箭头方向转动仪器背面的电池盖。
c)  拆下盖子和电池。
d)  插入一节新电池，确保极性正确。
e)  向与箭头相反的方向转动电池盖，以将其关回原位。

       插入电池          关闭电池盖

电池盖

关闭电池盖，将箭尾对准标记点
，然后顺时针转动。

插入电池时注意极性是否正确。

测量示例

n 测量漏电电流示例

负
载

负
载

单相二线电路

负
载

接地线

(1) (3) 

(2) 

单相三线或
三相三线电路

n 测量负载电流示例

规格(30031A)
n 规格
条件:         温度和湿度
                 23℃±5℃，80%RH或更低
频率:         50Hz±1.0Hz, 60Hz±1.0Hz
电池电压:  在有效范围以内

测量交流电流
 精度: ±(读数的%百分比+数字)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允许的

 最大电流

3mA 0.001mA
0.010<I≤32.70 mA: 1.0%+5

3.270mA
30mA 0.01mA 32.70mA
30A 0.01A 0.05< I≤ 50.0 A: 1.0%+5 32.70A
60A 0.1A 50.0 <I≤60.6A: 5.0%+5 60.6A

零位校正
 3mA量程: 0.010mA<I时显示0.000mA(零)
 30A量程: 0.05A<I时显示0.00 A(零)
n 一般规格
• 方法: 平均值检测和rms值校准
• 显示屏(LCD):  数字读数 ........3200计数
  条形图 ................32段
  "OL"超量程指示
   电池电量过低符号
   数据保持符号
  "AUTO OFF"自动关机指示
• 采样:  数字读数 ........2次/秒
  条形图 ................12次/秒
• 量程:  3mA、30mA、30A、60A
• 量程选择:  自动(3mA和30mA量程之间以及30A和60A量程之

间)
  手动(3mA和30mA量程之间以及30A和60A量程之

间)
• 附加功能:  数据保持和自动关机
• 工作温度和湿度范围: 
  0~50℃，最高湿度80%RH或以下(无冷凝)
• 储藏温度和湿度范围: 
  -20~60℃，湿度范围20到70%RH(无冷凝)
• 温度系数: 
  在0~18℃或28~50℃的温度范围内必须添加以下

值。
  0≤I≤50.0A: ±(读数的0.08%/℃+0.5个字/℃)
  50.0<I≤60.6A: ±(读数的0.3%/℃+0.5 个字/℃C)
• 外部磁场的影响: 
  典型值(相邻电线中的电流强度)的0.0005%
• 可测导体的直径:  Ø40mm(最大)
• 电路对地额定电压: 300Vrms或更小
• 可承受电压:     3.7kV AC持续一分钟(在钳口部分的中心和外壳之

间测试) 
• 功耗:                 最高6mW 
• 自动关机:          距最近一次开关操作约10分钟后自动关闭电源。
                            (关机之前报警蜂鸣器鸣音15秒钟。)
• 电源:  CR2032锂电池 ..............................1
• 电池寿命:  约90小时(连续操作) 
• 尺寸:  约70(宽)x178(高)x25(深)(mm)，
  不包括突出部分
• 重量:  约200g(包括电池)
• 附件:  电池(装在仪器中) ..........................1
  RB057软手提箱 ............................1
  操作手册
• 安全标准:  符合EN61010-1、EN61010-2-032
  测量类别III
  (电路对地额定电压: 300Vrms AC)
  污染度2
  环境条件: 
  可工作海拔: 海平面以上最高2000米； 
  室内使用
• EMC标准:  EN55011 ClassB Group1
  EN61326-1 ClassB
  EN61326-2-2

警告

测量类别 (CAT.)
测量类别 说明 注释

I CAT.I 对不直接连接到母线的电路执行测量。

II CAT.II 对直接连接到低电压装置的电路执行
测量。

电器、便携式 
设备等

III CAT.III 在建筑物装置中执行测量。
配电盘、 
断路器等

IV CAT.IV 对低电压装置的电源执行测量。
架空电线、 
电缆系统等。

内部线路

插座

入口电缆 T 

固定设备等

配电盘 CAT. II

设备

CAT. I CAT. IV

CAT. III

产品废弃

废弃电子产品(WEEE) 
指令2002/96/EC

本产品符合WEEE指令(2002/96/EC)标志要求。粘贴的产品标签(如下
所示)指示: 不得将此电气/电子产品作为家庭生活垃圾丢弃。

产品类别
根据WEEE指令附录1中的设备类型，本产品被归类为"监视和控制
仪器"产品。

要在欧盟地区返回不需要的产品，请联系您当地的Yokogawa Europe 
B.V.办事处。 
不要弃置于家庭生活垃圾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以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的条例。
它们只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电流探头 
( 夹子 ) × × × × ○ ○

○:  表示该部件的所有均质材料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标准中所规定的

限量以下。

×:  表示该部件中至少有一种均质材料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含量超过 SJ/T11363-2006
标准所规定的限量要求。

环保使用期限 :

该标识适用于 2006 年 2 月 28 日颁布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以及 
SJ /T11364 – 2006《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要求》中所述，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销

售的电子信息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

只要您遵守该产品相关的安全及使用注意事项，在自制造日起算的年限内，则不会因

产品中有害物质泄漏或突发变异，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或对人体及财产产生恶劣影响。

注） 该年数为“环保使用期限＂， 并非产品的质量保证期。零件更换的推荐周期，请参

照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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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将一根电线穿过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