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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 C.A 6522、C.A 6524 或 C.A 6526 型兆欧计。

欲从本仪器获得最佳结果，请：
 � 仔细阅读操作说明，
 � 遵循使用注意事项。

警告，有危险！每当有危险图标出现时，操作员都必须参照这些说明。

警告，触电危险。带有此标志的部件上的外施电压可能有危险性。

双重绝缘保护设备。	 接地。

端子上的电压不得超过 700	V。	 电池。	

远程控制探头。	 信息或有用的提示。

依据 ISO14040 标准进行的生命周期分析表明本产品可回收。

Chauvin	Arnoux 设计本仪器时采用的是生态型设计。全生命周期分析使我们能够控制并优化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本仪器尤其在回收和再利用方面超越了法规要求。

CE 标志表明本仪器符合欧洲指令，尤其是 LVD 和 EMC。

上有直线穿过的垃圾箱标志表明，在欧盟，必须按照 WEEE	2002/96/EC 指令对本产品进行选择性处置。

不得将本设备作为生活垃圾处置。

测量分类的定义：

	� 测量 IV 类指在低压设备源上进行的测量。
比如电力馈线、计数器及保护装置。

	� 测量 III 类指在建筑设备上进行的测量。
比如配电盘、断路器、机器或固定工业设备

	� 测量 II 类指在与低压设备直接相连的回路上进行的测量。
比如家用电子设备和便携式工具的电源。

> 7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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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项

本仪器符合 IEC	61010-2-030 安全标准，引线符合 IEC	61010-031 标准，最高可测电压为 IV 类 600	V 和 III 类 1,000	V。
不遵守安全说明可能导致触电、火灾、爆炸、仪器和设备的损坏。

	� 操作员和 / 或负责人必须仔细阅读并清楚了解使用中应注意的的各种注意事项。欲使用本仪器，必须对电气危险有健全的知识
和敏锐的意识。

	� 若不按规定使用本仪器，则仪器提供的保护可能打折，如此可能给您造成危害。

	� 本仪器可能被集成到的任何系统的安全性由系统的集成者负责。	

	� 本仪器可用于 IV 类设备，测量的对地电压不得超过 600	Vrms，测量的端子之间电压不得超过 700	Vrms。

	� 切勿在电压或分类超过上述要求的网络上使用本仪器。

	� 遵守使用的环境条件。

	� 除电压测量外，请勿测量通电设备。

	� 本仪器有损坏、不完备或封闭不良情况时请勿使用。

	� 每次使用前检查引线、外壳及配件的绝缘状况。必须将绝缘不良（即使是部分不良）的任何部件置于一旁，以备修理或报废。
不盖电池盒盖使用本仪器有触电风险。

	� 使用本仪器前检查其是否已完全干燥。若尚未完全干燥，必须将其彻底干燥后方可连接或使用。

	� 只可使用附带的引线和配件。若使用较低额定电压或分类的引线（或配件），则仪器和引线（或配件）的组合限定于最低分类
和工作电压。

	� 操作引线、测试探头及鳄鱼夹时手部须佩戴物理防护装置。

	� 拆下电池盒盖前，确保测量引线（和配件）已断开。一次性更换所有电池。使用碱性电池。	

	� 系统性使用个人防护设备。

	� 任何故障排除和计量检定只能由合格的授权人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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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x	C.A	6522、C.A	6524	或	C.A	6526（取决于订购的型号）。

2 2	x	直/直角安全引线（一红一黑）。

3 1	x	红色鳄鱼夹。

4 1	x	黑色测试探头。

5 6	x	LR6	或	AA	电池。

6 1	x	手提箱（也可实现仪器的免提式使用）。

7 1	x	CD（内含用户手册，每种语言一个文件）。

8 1	x	多语言安全数据表。

9 1	x	多语言入门指南。

10 1	x	CD（内含	C.A	6526	的	MEG	软件）。

1. 介绍

1.1. 交货状态

English 
 

Safety data sheet Measuring Instrument in CAT II or CAT III or CAT IV (en)  
 

For your safety and to avoid damage to property: 
Read what follows carefully and observe these precautions 
Read the other documents provided carefully, including any documents on the CD-ROM 
 
Meanings of the principal symbols that may be present on your product:  
 

 

CAUTION! Risk of Danger!  
Refer to this safety datasheet and comply 
with the precautions for use.  

CAUTION! Risk of electric shock!  
Refer to this safety datasheet, to the user 
manual and comply with the precautions for use. 

 

Current clamp: Can be applied to or 
removed from non-insulated or bare 
conductors at dangerous voltages.  

Current clamp: Do not apply to or remove from 
conductors at dangerous voltages. 

 

The CE marking indicates comp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Low Voltage", "EMC", 
"WEEE", and "RoHS" directiv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product is 
subject to selective col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uropean WEEE directive. Do not 
dispose of it as ordinary waste; contact the 
manufacturer for information about 
collection points. 

 
Earth 

 
Double insulation 

 

Do not dispose of the batteries as ordinary 
waste; take them to a collection point. 

Conditions of use 
Temperature, Humidity: Comply with the values stated in the user manual. 
Altitude : 2 000 m 
Pollution degree : 2 

Precautions for use 
These safety instructions must be respected to assure the personal safety and the environment of use. If 
you do not comply with them, there is a risk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re. 
If you use these instruments other than as speci�ed or without observing the elementary safety rules, the 
protection they provide may be compromised, endangering you. 
� The safety of any system which may include these leads or accessories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ssembler of the system. 
� Each time before use, always check that the insulation of the leads or accessories is in good 

condition. Any element whose insulation is damaged (even partially) must be removed from use and 
scrapped. A change of color of the insulating material is an indication of deterioration. 

� The steady-state voltages, currents, and measurement categories are marked on the instruments, on 
the cords, and on the accessories. Comply with these values. 

� Use speci�c individual safety protections when hazardous live parts can be accessible in the 
installation where the measure is performed 

� Before using your instrument, check that it is in  good working order (for example, by measuring a 
known dangerous voltage). 

� If the manual states how to replace the fuse(s) of your instrument, use only the recommended fuses. 
� Before replacing the batteries (rechargeable or not), disconnect the leads of your instrument. 

 
 

 

The use of a measurement instrument, a lead or an accessory with a lower 
category or voltage downgrades the use of the assembly (instrument + lead + 
accessory) to the lowest category and/or operating voltage. 

Using a measuring instrument in a category II or III or IV environment can be dangerous. In such 
measurement environments, the operators must be trained and/or accredited and/or informed of the 
safety measures to be taken. 

Measurement categories: 
CAT II: Measurement category II is for measurements performed on circuit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low voltage installation 
Examples: measurements on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portable tools. 

CAT III:  Measurement category III is for measurement performed in the building installation 
Examples: distribution boards, circuit-breakers, machine or industrial equipment with permanent 
connection to the �xed installation. 

CAT IV:  Measurement category IV is for measurements performed at the source of the low-voltage installation. 
Example: meters and measurements on primary overcurrent protection devices and ripple 
control units. 

Cleaning 
� Disconnect the leads or the test accessories 
� Use a soft cloth, dampened with soapy water. Rinse with a damp cloth and dry rapidly with a dry 

cloth or forced air. Do not use alcohol, solvents, or hydrocarbons.  
� Do not modify the leads or accessories.  Any non-compliant repairs can cause risks of electric shock 

or burns.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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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件
3 型远程控制探头	

连续性极	

温度计	+	K 型热电偶，C.A	861	

温湿表，C.A	846	

USB- 蓝牙适配器	

DataView®	软件	

1.3. 更换件
2	x	直 / 直角安全引线（一红一黑，1.50 米长）	

2	x	鳄鱼夹（一红一黑）	

2	x	测试探头（一红一黑）	

1	x	手提箱（也可实现仪器的免提式使用）	

关于配件和备件，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chauvin-arnoux.com

http://www.chauvin-arno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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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SET-UP

C.A 6522
MEGOHMMETER

0

V OFF

Ω

 250V

 500V

 1000V

MΩ 

TEST

G    
M

V DC
ACk

M   mAµA
G   VHz % G

M

HOLD P

<ALARM

连接端子。

背光数字显示单元。

4个功能键。

用于选择功能或关闭仪器的六位开关。

用于开始测量的 TEST（测试）按钮。

1.4. 仪器说明

1.4.1. C.A 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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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MEM SET-UP

CLR

C.A 6524
MEGOHMMETER

0

100V

V

kΩ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MR

TEST
REL

G    
M

V DC
ACk

<>ALARM
MEM

DARPI T1T2

k   
M   mAµA
G   VHz % G

M

HOLD REL P

连接端子。

背光数字显示单元。

6个功能键。

用于开始测量的 TEST（测试）按钮。

用于选择功能或关闭仪器的十位开关。

1.4.2. C.A 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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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MEM SET-UP

CLR

C.A 6526
MEGOHMMETER

0

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TEST
REL

G    nF
µFM

V DC
ACk

<>ALARM
MEM

DARPI T1T2

k   
M   mAµA
G   VHz % G

M

HOLD REL P

1.4.3. C.A 6526

连接端子。

背光数字显示单元。

6个功能键。

用于开始测量的 TEST（测试）按钮。

用于选择功能或关闭仪器的 11 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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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背面

直角回转紧固锁。

电池盒盖。

支柱。

用于吸附于金属表面的磁铁
（C.A	6524 和 C.A	6526）。

防滑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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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端子排
端子排上有一个	+	端子和一个	-	端子，用于连接远程控制探头（可选配件）。

> 700V 

600V CAT IV

1.6. 本仪器的功能 
C.A	6522、C.A	6524 及 C.A	6526 兆欧计是带数字显示的便携式测量仪器。三种型号均采用电池供电。

这些仪器用于检查电气设备的安全性。用于测试尚未通电的新设备、检查断电状态下的现有设备、寻找设备的故障。	

 C.A 6522  C.A 6524 C.A 6526

绝缘测量的测试电压 250V	-	500V	-	1,000V 50V	-	100V	-	250V	-	
500V	-	1,000V

50V	-	100V	-	250V	-	
500V	-	1,000V

PI	与	DAR	比率的计算   

连续性测量   

电阻测量   

可编程报警   

频率测量   

电容测量   

测量值的存储   

蓝牙   

在连续性测试中，本仪器有外加电压保护功能（保险丝熔断）。

1.7. TEST（测试）按钮
TEST（测试）按钮用于进行绝缘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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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功能键
一般而言，功能键有第一功能（标记在键上，通过短按实现）和第二功能（标记在键下，通过长按实现）。

键 功能

定时器键 用于选择 、 、PI 及 DAR 功能。

	 键用于打开和关闭显示单元背光。

HOLD HOLD（保持）键用于冻结 /解冻测量的显示。	

SET-UP SET-UP（设置）键用于访问仪器的参数和信息。

0 0 键用于在连续性测试中对测量引线的电阻应用补偿。

		 对于 C.A	6524 和 C.A	6526，报警键 用于激活或取消报警。
对于 C.A	6526，报警键 拥有双色（绿色和红色）指示器，用于报告是否超出报警阈值。

	和	 和键用于：
	� 修改显示和编程绝缘测量的持续时间， 
	� 选择连续性测试电流， 
	� 编程报警阈值（C.A	6524 和 C.A	6526）。

∆Rel 对于 C.A	6524 和 C.A	6526，∆Rel 键用于显示减去存储的参考测量值后的测量值。

MEM 对于 C.A	6524 和 C.A	6526，MEM 键用于记录测量值。

CLR 对于 C.A	6524 和 C.A	6526，CLR（清除）键用于删除记录的测量值。

		 对于 C.A	 6526，蓝牙键 用于使用蓝牙无线连接将仪器的存储器中记录的数据传输到电脑。蓝牙连接也可用于从

电脑启动绝缘测量。

1.9. 显示

G    nF
µFM

V DC
ACk

<>ALARM
MEM
VAR

DARPI T1T2

k   nF/ km
M   mAµA
G   VHz % G

M

HOLD REL P

显示绝缘测量值的对数条形图。

辅助显示单位。

主显示单元。

当测定值小于最低值时，仪器显示	-	-	-	-。

在电压测量中，当测定值超过限值（上限或下限）时，仪器显示 OL 或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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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电池电压过低，无法确保仪器的正确运行，则仪器报告
电压过低。	

G   VHz %

	 除电压测量外，所有测量均须在设备处于断电状态时进行。因此，进行测量前，必须检查待测设备，确保其不带电压。

2.2. 电压测量

V DC
AC

G   VHz 

将开关置于 V 或其中一个 MΩ位置。 	 每次使用前先测量一个已知的电压，以确定电压测量功能是
否正常。比如，测量电源插座的电压。

然后，使用引线将待测设备连接到本仪器的端子。

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仪器显示端子上的电压。仪器检测电压是 AC（交流）还是 DC（直流），若是 AC，则显示其频率（C.A	6524 和 C.A	6526）。

V DC
AC

G   VHz 

2. 使用

2.1. 综述

启动时，仪器显示电池剩余寿命。

此时电池寿命显示不再可靠，必须更换电池（见 §	4.2）。

在 MΩ设置中， 符号表明电压过高（>	25	V），禁止进行绝缘测量。

若电压超过 15	V，则禁止进行连续性、电阻及电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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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2.3. 绝缘测量

将开关置于其中一个 MΩ位置。	

应该选择哪个电压取决于待测设备的电压。比如，对于 230	 V 的网络设备，绝缘测
量应选择 500	V。

按下 TEST（测试）按钮并按住，直到显示的测量值稳定
为止。
若检测到电压高于 25	V，则按下 TEST（测试）按钮无效果。

测量值显示在主显示单元和条形图上。
辅助显示单元显示仪器产生的测试电压。

M

G   V

M

符号表明仪器产生的是危险电压（>	70	V）。	

	 测量结果可能因并联附加电路的阻抗或瞬变电流而消失。

测量结束时，松开 TEST（测试）按钮。仪器停止产生测试电压，并进行被测设备的放电。设备的电压降到70	V以下后 符号消失。

	 显示 符号时，切勿断开引线，切勿开始任何测量。

松开 TEST（测试）按钮后，在下次测量、按下 HOLD（保持）键、或关闭仪器前测量结果一直显示（保持）。			

使用引线将待测设备连接到本仪器的
端子。待测设备必须处于断电状态。

若在测量前或测量中按下 键，则
辅助显示单元转变为显示电流（C.A	
6524 和 C.A	6526）或经过时间。

V DC


TEST

>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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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

M

M
DAR

连续按键显示中间值。

对于 ：

	� 显示编程时间、测量结束时的电压和电流。

对于 PI 和 DAR ：
	� 显示时间 T1 和当时的电压、电流及绝缘电阻。
	� 显示时间 T2 和当时的电压、电流及绝缘电阻。


HOLD

2.3.1. TEST（测试）按钮的操作
TEST（测试）按钮用于进行绝缘测量。只要按住该按钮，测试电压就一直产生。松开该按钮后，测量停止。

在 模式下，只需按下 TEST（测试）按钮一次，测量即开始，再次按下后测量停止，无需一直按住该按钮。但是，若您忘记停止测量，

则 15 分钟后测量自动停止。

在定时测试模式（ 、DAR、PI）下，按下 TEST（测试）按钮一次即开始测量，编程时间结束时测量自动停止。

2.3.2. 定时器键

该键仅对绝缘测量有效。

第一次
按下

该功能用于锁定	TEST（测试）按钮，让您不必在绝缘测量期间一直按住该按钮。

第二次
按下

该功能用于编程介于 1-39:59 分钟的到测试时间。使用和键修改显示值。
当显示时间时，按下键进入编程模式。当第一位数闪烁时，可使用键修改其数值。
按下转到第二位数，然后使用修改其数值。最后按下一次予以确认。	

第三次
按下

PI T1T2 PI 功能用于计算极化指数，即 T2	=	10 分钟时的测量值与 T1	=	1 分钟时的测量值之比。

第四次
按下

DARPI T1T2 DAR 功能用于计算介质吸收比，即 T2	=	1 分钟时的测量值与 T1	=	30 秒时的测量值之比。

第五次
按下

退出功能。

对 、PI 或 DAR 三种功能的其中一种完成编程后，按下	TEST（测试）按钮触发编程时间倒计时。倒计时完成时，测量停止，

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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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C

连接该探头后， 符号显示。


TEST

按下 TEST（测试）键返回电压测量。

2.3.3. 远程控制探头（选配）
远程控制探头用于使用探头上的远程 TEST（测试）按钮触发测量。欲使用该配件，请参考其操作说明。

结果解释

DAR PI 绝缘状况

													DAR	<	
1.25

PI	<	2 不良，甚或危险

1.25	≤	DAR	<	1.6 	2	≤	PI	<	4 良好

								1.6	≤	DAR 											4	≤	PI 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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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s

M   mA

显示变为 0，且	 	符号显示。这将从所有连续性测量值系统性减去引线的电阻。如果引线的电阻	>	10	Ω，则无补偿。

	 仪器关闭前补偿值一直在存储器中。连续性测量范围是减去存储的补偿值后的范围。

	 若更换引线后未更改补偿值，则显示值可能变成负数。此时仪器屏幕上	 	闪烁，指示必须重新进行补偿。	

	 标准要求在 200	mA 下测量。但采用 20	mA 的电流可降低仪器的消耗，从而增加电池的寿命。

C.A	6522 只能在 200	mA 下进行测量。

2.4.1. 引线的补偿
为确保测量的精确性，必须补偿测量引线的电阻。

短路测量引线并长按	 0 	键。

2.4. 连续性测量
连续性测量是测量高电流（200mA 或 20	mA）时的低电阻（<	10 或 100	Ω，具体取决于电流）。

将开关置于	 	Ω。

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按下		键选择电流测量。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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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s

2.4.2. 去除引线的补偿
欲去除引线的补偿，保持引线开路的同时长按	 0 	键。

M   mA

R

仪器直接进行测量，并显示结果和测量电流。

欲依据 IEC	61557 标准获得连续性值，请：

	� 在 200	mA 下进行测量，记录值 R1。

	� 然后颠倒引线并记录值 R2。

	� 计算平均值：R	=
R
1
	+	R

2

					2

M   mA

	 若连续性测量期间出现外加电压	>	15	V	的情况，则仪器保险丝熔断（保护功能）。连续性测量随即停止，仪器报告一个
错误，直到电压消失为止。

显示屏显示引线的电阻， 	符号熄灭。

2.4.3. 进行测量
使用引线将待测设备连接到本仪器的端子。待测设备必须处于断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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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将开关置于	MΩ位置。 同连续性测量一样，将待测设备连接到本仪器的端子。
待测设备必须处于断电状态（见 §	2.4.3）。

2.5. 电阻测量（C.A 6524 和 C.A 6526）
电阻测量使用弱电流进行，可测量最高 1000	kΩ的电阻。	

k

2.6. 电容测量（C.A 6526）

将开关置于		 	位置。

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同连续性测量一样，将待测设备连接到本仪器的端子。
待测设备必须处于断电状态（见 §	2.4.3）。

G    nF

M

      V G

M

REL

      V G
CLR

REL

2.7. ∆REL 功能（C.A 6524 和 C.A 6526）
对于绝缘、电阻或电容测量，可以从测定值减去参考值，显示两者的差值。

为此，先进行测量，然后按下	 ∆REL。测量值（Rref）
保存并从目前的测量值（Rmeas）减去该值。	

主显示变为 0，∆REL 符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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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测定值小于存储值，则显示值变为负数。

%

M

REL

G

	 在绝缘测量中，∆REL 只修改数字显示值。条形图继续显示真实测定值。

欲退出	∆REL	功能，须再次按下	∆REL	键或转动开关。

2.8. HOLD（保持）功能 
按下	HOLD（保持）键冻结测量的显示。这可以在除	MΩ设置中的电压之外的所有功能中实现。	

x	100
	Rmeas	-	Rref

Rref


HOLD


0

欲解冻显示，再次按下	HOLD（保持）键。

在定时测量（ 、DAR、PI）中无法使用	HOLD（保持）功能。

2.9. 背光

按下	 	键打开显示单元的背光。

欲关闭背光，再次按下	 	键。背光一分钟后自动熄灭。


MEM

按下		键后，显示测定值占存储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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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SET-UP（设置）


SET-UP

> 2s
长按 SET-UP（设置）键可进入仪器的配置（设置）功能。

然后使用		和		键滚动并修改参数。

第一次按下
下	

蜂鸣器启用。	
欲禁用蜂鸣器，按下		使	On（开）闪烁，然后按下	将On更改为	OFF（关），
然后按下		确认更改。
退出设置后	 	符号从显示屏消失。

第二次按下
下	

P

“自动关闭”激活。	
欲禁用，按下		使	OFF（关）闪烁，然后按下		将OFF更改为	On（开），然后
按下		确认更改。
退出设置后	 P 	符号出现在显示屏上。

第三次按下
下	

显示仪器型号。

第四次按下
下	

显示内部软件版本。

第五次按下
下	

显示电路板版本。

第六次按
下	

返回第一次按下时的状态。

欲退出配置，短按	SET-UP（设置）键。

仪器关闭后蜂鸣器的禁用和“自动关闭”设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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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A	 6524 和 C.A	 6526，按下	 	键即可激活报警。

绝缘、电阻及连续性测量中可使用报警功能。	

辅助显示单元显示	 	符号和阈值。

ALARM <


HOLD

阈值显示时，可使用		键更改该值，绝缘测量时除外。开关的每个位置有 3个预记录阈值：
	� 连续性测量：<	2	Ω、<	1	Ω	及	<	0.5	Ω。
	� 电阻测量：>	50kΩ、>	100kΩ	及	>	200kΩ。
	� 绝缘测量：

	� 50V ：<	50	kW、<	100	kW	及	<	200	kW。
	� 100V ：<	100	kW、<	200	kW	及	<	400	kW。
	� 250V ：<	250	kW、<	500	kW	及	<	1	MW。
	� 500V ：<	500	kW、<	1	MW	及		<	2	MW。
	� 1000V ：<	1	MW、<	2	MW	及	<	4	MW。


MEM

可用用户编程值代替第三个阈值。

若欲设定特定阈值，在阈值显示时按下		键进入编程功能。		
>	符号开始闪烁，可使用		键将其更改为	<。该符号指示报警阈值的方向：<	为低阈值，>	为高阈值。
再次按下		键到第一位数，然后依次到小数点、第二位数，等等，一直到单位，最后再按一次		键确认
编程的阈值。

超出报警阈值时，即测量值低于低报警阈值或高于高报警阈值时，仪器发出连续的声音信号，辅助显示单元显示超出阈值。

ALARM <

M

ALARM k   

M

>

2.11. 报警功能
对于 C.A	6522，在连续性测试中，按下 TEST（测试）键即可激活报警。随之显示 	符号和阈值（2欧姆）。若测量值低于该阈值，

且蜂鸣器已启用，则仪器发出声音信号。

因此，在以上示例中，用户无需看显示单元，仅通过听便可确定连续性测量值实际上低于 2	Ω。您可以相同方式确认绝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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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A	6526，未超出报警阈值时， 	键为绿色，超出时为红色。连续性测量中与此相反。这使测量结果一目了然。

HOLD（保持）键也用于超出报警阈值后停止蜂鸣器。

第二次按下	 	键即可禁用报警。

2.12. 自动停止
若 5分钟内不操作（按下键或转动开关），则仪器切换到待机状态。	

按下任意键即可退出待机状态。仪器随之返回之前的状态，所有信息仍存在：上一次测量的值、引线的补偿值、∆Rel、定时模式、
报警，等等。

以下情况时“自动关闭”处于禁用状态：

	� 	模式和定时模式（ 、PI 或 DAR）下的绝缘测量期间。

	� 连续性测量期间（只要在进行测量时）。

“自动关闭”可禁用（见	§	2.10）。

2.13. 存储（C.A 6524 和 C.A 6526）
2.13.1. 记录测量值
欲记录测量值，首先必须使用	HOLD（保持）键冻结显示或等待定时测量结束。在绝缘测量中，必须到测量值稳定时方可冻结。


HOLD

M

M

HOLD

M   mAµA

> 2s

MEM

然后长按	MEM	键保存测量值。

M

MEM

测量值记录在第一插槽中的存储器中（此处为 1号）。
存储器记录与之关联的所有信息（但不一定在存储时显

示）：电压、电流、PI 和 DAR 情形下的测试持续时间 T1 和 T2，等等。

条形图指示存储器占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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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将开关置于	MR 位置。

M

MEM

仪器显示最后记录的测量值。


MEM

欲查看其它测量值，按下		 键。记录编号按倒序排列，
每条记录对应相应的测量值。
欲快速滚动记录的测量值，一直按住		键。


HOLD

欲查看某特定测量值，使用		键更改记录编号。

2.13.2. 重读记录

> 2s

MEM

选择记录编号后便可看到关于该测量值的所有信息。
长按	MEM	键，然后使用		键滚动信息。

欲退出记录重读，再次长按	MEM	键。

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将开关置于	MR 位置。


CLR

REL

> 2s

使用		和		键选择欲删除的记录的编号。	
然后长按	CLR（清除）键。

2.13.3. 删除一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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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编号闪烁，主显示单元显示	CLR（清除）。

> 2s

MEM

然后长按	MEM	键确认删除。

如欲取消，则再次长按	CLR	键。

2.13.4. 删除所有记录
重复记录删除程序：
	� 将开关置于	MR 位置。
	� 长按	CLR（清除）键。
	� 按下		键将记录编号替换为	ALL（全部）。
	� 欲取消，长按	CLR	（清除）键。
	� 欲确认删除所有记录，长按	MEM	键。

仪器随后报告存储器已清空。

2.14. 蓝牙通信（C.A 6526）
首次连接仪器前，先安装附带的 MEG 软件。

MEM

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 2s

将开关置于	MR	 位置。 然后长按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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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显示，仪器等待来自电脑的消息。设置好连接后， 	符号开始闪烁。	

若您的电脑无蓝牙端口，请安装一个 USB- 蓝牙适配器。然后在 Windows 任务栏找到蓝牙图标，右击该图标，然后选择	
Add a peripheral（添加外设）。

电脑开始搜索周围环境中的蓝牙兼容设备。检测到兆欧计后，选择其图标并点击	Next（下一步）。	

若要求耦合代码，则输入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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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随后便可将仪器中记录的数据传输到电脑。若将开关转动到绝缘位置，您可以实时传输测量值。	

欲使用 MEG 软件，请参考其帮助功能。

欲退出蓝牙连接，无论开关在何位置，再次长按	 	键即可。

2.15. 错误
仪器在运行期间可能报错。排除任何报错原因后方可继续使用仪器。

2.15.1. 绝缘测量前存在电压

进行绝缘测量时，若待测值超出测量范围（取决于仪器和测试电压），仪器会相
应报告。

在 C.A	6524 或 C.A	6526 的 1000	V 范围情形下，超出范围后屏幕显示如左图所
示内容。G    

<
M   mAµA

G

V

绝缘测量前，仪器处于电压测量模式。若在端子上存在超过 25	V 电压的情况下
进行测量，则仪器会相应报错。

消除电压后再继续测量。

2.15.2. 绝缘测量时超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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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A	6524 或 C.A	6526，若在 DAR 或 PI 测量时出现这种情况，则仪器中断测
量，屏幕显示如左图所示内容。

MEM

若在连续性、电阻或电容测量时仪器检测到外加电压超过 15	 V（交流或直流），
则仪器中断测量，屏幕显示如左图所示内容。

必须消除电压后再继续测量。

G    

DAR

2.15.3. 连续性、电阻或电容测量时存在电压

2.15.4. 存储器已满（C.A 6524 和 C.A 6526）

当存储器已满时（C.A	6524 为 300 条记录，C.A	6526 为 1300 条记录），不再能
记录测量值，仪器屏幕显示如左图所示内容。

删除记录后方能记录新测量值。

同时按下		和	 	键。	 然后转动开关。


HOLD


0

+

100V

V

kΩ

MR -

OFF

Ω

 250V

 500V

 1000V

 50V

MΩ 

仪器重新启动。

2.16. 复位仪器
若仪器崩溃，可以像电脑一样将其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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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特性

3.1. 一般参照条件

影响量 参考值

温度 23	±	3°C	
相对湿度 45%至55%	RH

频率 （直流和45Hz	-	65Hz）

电源电压
8	±	0.2V

电池寿命显示58	±	8%

电场 0V/m

磁场 <	40A/m

参考条件下陈述的出错情况是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

如 IEC-61557 标准中所述，操作不确定性包括固有不确定性和影响量（位置、电源电压、温度，等等）的变化。

不确定性的表达式为读数（R）的百分比 +显示点（ct）数目：
±	(a	%R	+	b	ct)

3.2. 电气特性

3.2.1. 电压测量
特定参照条件

峰值系数	=	1.414（交流，正弦信号）

规定的测量范围 0.3 - 399.9V 400 - 700V

分辨率 0.1V 1V

固有不确定性 ±	(3%	+	2	ct)

输入阻抗	 400kΩ

频率范围 直流和15.3时800Hz

3.2.2. 频率测量

测量范围 15.3Hz - 399.9Hz 400 - 800Hz

分辨率 0.1Hz 1Hz

固有不确定性 ±	(1%	+	2	ct) ±	(1.5%	+	1	ct)

3.2.3. 绝缘测量
特定参照条件

电阻上的并联电容：无效

各型号仪器的测量范围

测试电压 C.A 6522 C.A 6524 C.A 6526

50V 10kΩ	-	10GΩ 10kΩ	-	10GΩ

100V 20kΩ	-	20GΩ 20kΩ	-	20GΩ

250V 50kΩ	-	10GΩ 50kΩ	-	50GΩ 50kΩ	-	50GΩ

500V 100kΩ	-	20GΩ 100kΩ	-	100GΩ 100kΩ	-	100GΩ

1,000V 200kΩ	-	40GΩ 200kΩ	-	200GΩ 200kΩ	-	200G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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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不确定性

测试电压（U
N
） 50V	-	100V	-	250V	-	500V	-	1,000V

规定的测量范围 10	-	999	kΩ和
1.000	-	3.999	

MΩ

4.00	-	39.99	
MΩ

40.0	-	399.9	
MΩ

400	-	3999	
MΩ

4.00	-	39.99	
GΩ

40.0	-	200.0	
GΩ

分辨率 1kΩ 10kΩ 100kΩ	 1MΩ 10MΩ 100MΩ

固有不确定性 	� U
N
	=	50V时：±（3%	+	2	ct	+	2%/GΩ）

	� U
N
	=	100V时：±（3%	+	2	ct	+	1%/GΩ）

	� U
N
	=	250V时：±（3%	+	2	ct	+	0.4%/GΩ）

	� U
N
	=	500V时：±（3%	+	2	ct	+	0.2%/GΩ）

	� U
N
	=	1,000V时：±（3%	+	2	ct	+	0.1%/GΩ）

绝缘电阻≤	2	GΩ时，无论测试电压为多少，固有不确定性均为±（3%	+	2	ct）。

条形图

规定的测量范围 0.1MΩ	-	200GΩ	*

分辨率 每10倍9段

固有不确定性 	±（5%	+	1段）

*：超出测量范围时显示整个条形图。

测试电压
测试电流	<	1	mA 时，UN 的固有不确定性为	-0%	+	20%。

规定的测量范围 0.0	-	399.9V 400	-	1,250V

分辨率 0.1V 1V

固有不确定性 	±	(3%	+	3	ct)

测试后的典型放电时间
从 UN 到 25	V 的放电时间为	<	2s/µF				

测试电流
最大测试电流：2mA	+0%	-50%

规定的测量范围 0.01	-	39.99µA 40.0	-	399.9µA 0.400	-	2.000mA

分辨率 10nA 100nA 1µA

固有不确定性 	±	(10%	+	3	ct)

典型测试电压对比负载曲线
电压随测定电阻变化的形式如下：

I = 1 mA

UN

RN = UN / 1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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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EC 61557，工作范围为从 100kΩ到 2 GΩ （见§	3.4）。

3.2.4. 连续性测量
特定参照条件

电阻串联电感：0。

规定的测量范围（无引线的补偿） 0.00	*	-	10.00	Ω 0.0	*	-	100.0	Ω

分辨率 10mΩ 100mΩ

固有不确定性 	±	(2%	+	2	ct)

测试电流 200mA 20mA

空载电压 ≥	6V

* ：引线补偿错误时，仪器可以显示负值，200	A 时最低	-0.05	Ω，20	mA 时	-0.5	Ω。

测试电流
200	mA	范围：200mA	(-0mA	+	20mA)
20	mA	范围：20mA	±	5mA

规定的测量范围 0	-	250mA

分辨率 1mA

固有不确定性 	±	(2	%	+	2	ct)

引线的补偿：0 到 9.99	Ω。

3.2.5. 电阻测量（C.A 6524 和 C.A 6526）

规定的测量范围 0	-	3999	Ω 4.00	-	39.99kΩ 40.0	-	399.9kΩ 400	-	1000kΩ

分辨率 1Ω 10Ω 100Ω 1kΩ

固有不确定性 	±	(3%	+	2	ct)

空载电压 约4.5V

3.2.6. 电容测量（C.A 6526）

规定的测量范围 0.1	-	399.9nF 400	-	3999nF 4.00	-	10.0µF

分辨率 0.1nF 1nF 10nF

固有不确定性 	±	(3%	+	2	ct)

3.2.7. 计时器

规定的测量范围 0:00	-	39:59

分辨率 1s

固有不确定性 	±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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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存储
记录条数：	
	� C.A	6524 为 300 条	
	� C.A	6526 为 1300 条。

3.2.9. 蓝牙
蓝牙 2.1
Class	II
10 米范围

3.3. 使用范围的变化

3.3.1. 电压测量

影响量 影响范围 影响量
影响

典型 最大

温度 -20°C	-	+	55°C V、F 0.3%/10°C	+	1	ct

相对湿度 20%	-	80%	RH V、F 1%	+	2	ct

频率 15.3	至	800Hz V 1% 2%	+	1	ct

电源电压 6.6	至	9.6V V、F 0.1%	+	2	ct

交流50/60	Hz时的共模抑制 0-600Vac V 50dB 40dB

3.3.2. 绝缘测量

影响量 影响范围 影响量
影响

典型 最大

温度 -20°C	-	+	55°C

MΩ
R	≤	3GΩ

3GΩ	<	R	<	10GΩ
10GΩ	≤	R

1%/10°C	+	1pt 2%/10°C	+	2	ct	
3%/10°C	+	2	ct
4%/10°C	+	2	ct

U
N
：50	至	500V
U
N
：1,000V

0.5%/10°C	+	1	ct	
1%/10°C	+	1	ct

测量电流 1%/10°C	+	1	ct 2%/10°C	+	2	ct

相对湿度 20%	-	80%	RH

MΩ 2%	+	1	ct 3%	+	2	ct

U
N
：50	至	1,000V 1%	+	2	ct

测量电流 1%	+	2	ct

电源电压 6.6	至	9.6V MΩ 0.1%	+	2	ct

叠加于测试电压（U
N
）

的50/60Hz交流电压

50V范围
R	≤	0.1GΩ :4V

从0.1GΩ到1GΩ ：0.2V

5%	+	2	ct
100V和250V范围

从100kΩ 到10MΩ ：20V
从10MΩ到1	GΩ ：0.3V

500V和1,000V范围
从500kΩ到50MΩ ：20V
从50MΩ到3	GΩ ：0.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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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量 影响范围 影响量
影响

典型 最大

待测电阻上的并联电容

1mA时0µF	-	5µF MΩ 1%	+	1	ct

0µF	-	2µF

50V、100V及250V范围 
从10kΩ	到	3	GΩ

6%	+	2	ct 10%	+	2	ct

500V和1,000V范围
从100kΩ	到	10GΩ

6%	+	2	ct 10%	+	2	ct

0µF	-	1µF

50V范围，≤	5GΩ
250V范围，	
≤	15GΩ

1,000V范围，
≤	100GΩ

6%	+	2	ct 10%	+	2	ct

交流50/60	Hz时的共模
抑制

0-600Vac V 50dB 40dB

3.3.3. 电阻和连续性测量

影响量 影响范围 影响量
影响

典型 最大

温度 -20°C	-	+	55°C

200mA时 2%/10°C	+	2	ct

20mA时 2%/10°C	+	2	ct

R 1%/10°C	+	2	ct

相对湿度 20%	-	80%	RH

200mA时 4%	+	2	ct

20mA时 4%	+	2	ct

R 3%	+	2	ct

电源电压 6.6	至	9.6V
200mA时
20mA时

R
0.1%	+	2	ct

叠加于测试电压的
50/60Hz交流电压

0.5Vac 200mA时

5%	+	10	ct
R	≥	10	Ω时：	

0.4Vac
20mA时

不受扰动 R

交流50/60	Hz时的共模
抑制

0-600Vac
200mA时
20mA时

R
50dB 40dB

3.3.4. 电容测量（C.A6526）

影响量 影响范围 影响量
影响

典型 最大

温度 -20°C	-	+	55°C µF 0.5%/10°C	+	1	ct 1%/10°C	+	2	ct

相对湿度 20%	-	80%	RH µF 1%	+	2	ct

电源电压 6.6	至	9.6V µF 0.1%	+	2	ct

叠加于测试电压的
50/60Hz交流电压

0.5Vac µF 5%	+	2	ct

交流50/60	Hz时的共模
抑制

0-600Vac µF 50dB 4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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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固有不确定性和操作不确定性
本兆欧计符合 IEC-61557 标准，该标准要求操作不确定性（称为 B）低于 30%。

	� 在绝缘测量中，B	=	±	(	|A|	+	1.15	√	E1²	+	E2²	+	E3²	)

其中，	 A	=	固有不确定性
	 E1	=	参考位置的影响	±	90°。

	 E2	=	制造商指定的限定范围内电源的影响。
	 E3	=	0°C-35°C 的温度的影响。

	� 在连续性测量中，B	=	±	(	|A|	+	1.15	√	E1²	+	E2²	+	E3²	)

3.5. 电源
本仪器使用 6节 1.5	V 碱性 AA（LR6）电池供电。	
确保正确运行的电压范围为 6.6	V	-	9.6	V。

续航时间
	� 1,500	—	1000V、R	=	1	MΩ时的 5秒电阻测量，每分钟测量一次。
	� 3,000	—	5 秒连续性测量，每分钟测量一次。	

3.6. 环境条件
室内使用。
规定工作范围	 -20°C	-	+55°C，20%RH	-	80%RH
存储范围（无电池）		 -30°C	-	+80°C，10%RH	-	90%RH（无冷凝）
海拔		 <2000m
污染等级		 			2

3.7. 机械特性 
尺寸（长 x宽 x高）		 211	x	108	x	60mm
重量	 约 850g

浪涌保护	 IP	54（依据 IEC	60529，非工作中）

	 IK	04（依据 IEC	50102）	

跌落试验	 依据 IEC	61010-1

3.8. 符合国际标准
本设备符合 IEC	61010-1、IEC	61010-2-030 标准的 600V	CAT	IV 等级。

本设备符合 EC	61557 的第 1、2、4及 10 部分。

3.9. 电磁兼容性（CEM）
本仪器符合 IEC	61326-1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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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护

	 除电池外，仪器其他部件的更换必须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授权人员进行。未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部件修
理或更换可能严重危及安全 

4.1. 清洁
将仪器完全断开，将旋转开关转动到 OFF（关）。

用蘸有肥皂水的软布擦拭。用湿布擦拭，然后迅速用干布擦干或吹干。切勿使用酒精、溶剂或碳氢化合物。

仪器完全干燥后方可再次使用。	

4.2. 更换蓄电池
显示单元上	 	符号开始闪烁时，必须更换全部电池。

	� 将仪器完全断开，将旋转开关转动到 OFF（关）。
	� 使用工具或硬币转动电池盒盖的直角回转锁。
	� 拆下电池盒盖。
	� 从电池盒取出电池。

	 不得将用过的原电池和蓄电池作为普通家庭垃圾处置。应运至适当收集点予以回收。

	� 将新电池放入电池盒中，注意极性。
	� 将电池盒盖装到位，然后拧回直角回转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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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修 

除非另有规定，我们的保修期为 24 个月（从设备售出日期起）。可根据要求提供《一般销售条件》的内容。

以下情况时不予保修：

	� 设备使用不当，或与不兼容设备使用；

	� 未经制造商的技术人员明确许可而擅自改动设备；

	� 由未经制造商批准的人员修理设备

	� 用于设备定义未涵盖或用户手册中未说明的某特殊应用。

	� 震动、跌落或进水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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