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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产品综观和技术指标 

概述 
本章包含产品信息、安全须知、联系方式以及技术指标。

联系 Fluke 
要联系 Fluke，请拨打以下电话号码： 

• 美国技术支持：1-800-44-FLUKE (1-800-443-5853)

• 美国校准/修理：1-888-99-FLUKE (1-888-993-5853)

• 加拿大：1-800-36-FLUKE (1-800-363-5853)

• 欧洲：+31 402-675-200

• 中国：+86-400-810-3435

• 日本：+81-3-6714-3114

• 新加坡：+65-6799-5566

• 世界任何地区：+1-425-446-5500

或者，请访问 Fluke 公司网站：www.fluke.com。 

如需注册产品，请访问 http://register.fluke.com。 

要查看、打印或下载 新版的手册修订信息，请访问 http://en-
us.fluke.com/support/manuals. 

产品综观 
Fluke BT510 Battery Analyzer（以下称“产品”）是一款专为测试和测量固定电池系统而设
计的多功能仪表。本产品可以测量电池内部电阻和电压。这些测量值可用于确定该系统的
总体状况。本产品同样可测量电气参数以用于电池系统维护，包括高达 600 V 的直流电
压、600 V 的交流电压以及波纹电压。 

产品功能包括：

• CAT III 600 V 安全额定值 – 本产品在 III 类环境中 高可测量 600 V 交流电压。

• 电池内部电阻 – 本产品通过开尔文连接测量内部电阻。与已知基准相比，内部电阻变
大则表明电池性能正在弱化。这一测试需时不超过 3 秒。

http://www.fluke.com
http://register.flu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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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电压 – 在内部电阻测试过程中，本产品还可以测量受测电池的电压。 

• 放电电压 – 在放电或负载测试期间，放电模式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多次收集各电池的电
压。用户可以计算电池降至终止电压的耗时，并通过这一时间确定该电池的电量损
失。 

• 纹波电压测试 – 测量直流充电电路和逆变电路中不需要的整流电压的残余交流成分。
使用户能够测试直流充电电路中的交流成分，并找出电池性能恶化的根本原因。 

• Meter 模式和 Sequence 模式 – Meter 模式用于快速测试或故障排查。在该模式下，
您可以按时间顺序保存和读取读数。Sequence 模式用于多个电力系统和电池组的维
护工作。任务开始之前，用户可以为该任务配置一个档案以用于管理数据和生成报
告。  

• 阈值和报警 – 用户可以配置 多 10 组阈值，并在每次测量完成之后收到合格/失效/警
告指示。  

• 自动保持 –“自动保持”启用时，当读数保持稳定达 1 秒钟，本产品将冻结该读数。开始
新的测量时，将释放被冻结的读数。 

• 自动保存 –“自动保存”模式启用时，测量值在“自动保持”之后会自动保存到本产品的存
储器中。 

• Fluke Battery Analyzer 软件 – 轻松将数据从本产品导入到计算机。测量数据和电池
档案信息通过 Analyze 软件进行存储和归档，并可用于对比和趋势分析。可使用所有
测量数据、电池档案和分析信息轻松地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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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设备 
表 1-1 中列出的物品随本产品一同提供。图 1-1 中显示了这些物品。 

表 1-1. 标准设备 

项目编号 说明 数量 

 主机 1 

 BTL10, Basic Test Lead 1 

 TL175, TwistGuard™ Test Leads 1 

 BTL_A, Voltage/Current Probe Adapter 1 

 BP500, 7.4 V 3000 mAh 锂电池 1 

 BC500、18 V 直流充电器 1 

 电源线 1 

 标准 mini-b USB 线缆（线缆长度： 1 米） 1 

 BCR, 零位校准板 1 

 肩带 1 

 挂带 1 

 磁片 1 

 C500S, 小号便携软包 1 

 备用保险丝 2 

-- 安全数据表（未显示） 1 

-- 保修卡（未显示） 1 

-- 快速参考指南（未显示） 1 

-- 
FlukeView® Battery（光盘）包含 USB 驱动程序以及所有语言

版本的使用手册（未显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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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标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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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警告表示可能对用户造成危险的状况和操作。小心表示可能对产品或受测设备造成损坏的
状况和操作。 

 警告 

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触电、火灾或人身伤害： 

• 仔细阅读所有说明。 

• 在使用产品前，请先阅读所有安全须知。 

• 请仅将产品用于指定用途，否则可能减弱产品提供的防护。 

• 请勿在爆炸性气体、蒸汽周围或在潮湿环境中使用产品。 

• 若产品损坏，请勿使用。 

• 若产品工作异常，请勿使用。 

• 端子间或每个端子与接地点之间施加的电压不能超过额定值。 

• 禁止触摸电压超过 30 V 真有效值交流电、42 V 交流电峰值或 60 V 
直流电的带电导体。 

• 请勿超出产品、探针或附件中额定值 低的单个元件的测量类别 
(CAT) 额定值。 

• 请勿使用 HOLD 功能测量未知电位。开启 HOLD（保持）后，在测

量到不同电位时显示屏不会发生改变。 

• 在裸露的导线或母线附近工作时要格外小心。与导线接触可导致触

电。 

• 请勿使用已损坏的测试导线。检查测试引线的绝缘是否破损或是否

裸露金属，或磨损指示器是否露出。检查测试导线的通断性。 

• 测量时，请先连接零线或地线，再连接火线；断开时，请先切断火

线，再断开零线和地线。 

• 避免同时接触电池和可能接地的机架或硬件。 

• 遵守当地和国家的安全规范。穿戴个人防护用品（经认可的橡胶手

套、面具和阻燃衣物等），以防危险带电导体裸露时遭受电击和电

弧而受伤。 

• 使用产品前先检查外壳。检查是否存在裂纹或塑胶缺损。请仔细检

查端子附近的绝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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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使用正确的测量类别 (CAT)、电压和电流额定探针、测试线以

及转接器进行测量。 

• 先测量一个已知电压，确定产品是否正常运行。 

• 请按照指定的测量类别、电压或电流额定值进行操作。 

• 请将手指握在探针护指装置的后面。 

• 打开电池盖之前，首先断开所有探针、测试导线和附件。 

• 测量时，必须使用正确的端子、功能档和量程档。 

• 请仅使用本产品随附的测试导线和转接头。 

• 在 CAT III 环境中使用本产品时，安装测试导线的 CAT III 保护帽。 
CAT III 保护帽将裸露的金属探头减少至 < 4 mm。 

• 在盖子取下或机壳打开时，请勿操作产品。可能会接触到危险电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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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以及本产品所使用的符号列表，请参阅表 1-2 。 

表 1-2. 符号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警告。危险。请参阅手册。  AC（交流电） 

 警告。危险电压。触电危险。  DC（直流电） 

 接地  保险丝 

 
II 类测量适用于测试和测量与低电

压电源装置的用电点（插座和相似

点）直接连接的电路。 
 

III 类测量适用于与建筑物低压电源装置配电

部分连接的测试和测量电路。 

 
IV 类测量适用于测试和测量与建

筑物低电压电源装置电源部分连接

的电路。 
 符合相关的韩国 EMC 标准。 

 通过 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认
证。 

 经 CSA Group 认证符合北美安全标准。 

 符合欧盟指令。  符合澳大利亚相关 EMC 标准。 

 
本产品符合 WEEE 指令的标识要求。粘贴的标签指示不得将本电气/电子产品作为家庭垃圾丢

弃。产品类别：参照 WEEE 指令附录 I 中的设备类型，本产品被划为第 9 类“监控仪器”产品。

请勿将本产品作为未分类的城市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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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和输入/输出端子 
表 1-3 中对各种按键进行了描述和说明。 

表 1-3. 按键 

1 2 3

578 46

 
hsn001.eps

项目 按键 功能 

 
12 

34 
显示屏上的功能键可灵活地完成各种功能。 

 L 从菜单中选择一个项目，滚动了解相关信息。 

  在手动量程和自动量程之间切换。在手动量程模式下，在所有量程间循环。  

  开启或关闭背光灯。 

  打开“设置”菜单以进行配置，例如对比度、语言、日期/时间、断电时间等。 

 M 
在 Meter 和 Sequence 测量模式之间进行切换。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3 章。在 
Meter 和 Sequence 存储器之间进行切换。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5 章。 

  开启和关闭本产品。 

  冻结显示屏上的当前读数，使显示读数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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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显示了本产品的端子。 

 
hsw002.eps 

图 1-2. 输入/输出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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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显示屏 
本产品配有一个 LCD 显示屏，可显示各种测量功能的不同要素。表 1-4 描述了在 
Sequence 模式下进行电池内阻测量的典型要素。 

表 1-4. LCD 显示屏上的典型要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6

17

19

20

18

12131415
 

hsn055.eps

项目 说明 项目 说明 

 档案名称  平均读数 

 
测试笔连接状态。“实圈”表示已连接；“空圈”
表示未连接。 

 功能键 F4 – Profile（档案） 

 当前日期  功能键 F3 – Threshold（阈值） 

 
当前时间 

 
功能键 F2 – Low Pass Filter（低通滤波

器） 

 电池使用情况  功能键 F1 – Save（保存）(保存当前读数) 

 阈值指示  已测试电池数量/电池组中总电池数量 

 测试结果（合格、警报、失效）  光标位置 

 电池内部电阻读数  至少有一个“数据保持”已成功（手动或自动）

 电压读数  “自动保持”功能已启用 

 进度条（仅 Sequence 模式）  “自动保存”功能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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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通用技术指标 
 

 电阻保险丝保护 ................................................. 0.44 A (44/100 A, 440 mA)，1000 V 快熔式保险丝，仅限 Fluke 指定的

零件 

电源 

电池电源.............................................................. BP500 智能电池组：锂离子双电池，7.4 V，3000 mAh 

电池使用时间满负荷连续运行时 ......................... >8 小时 

电池充电时间 ...................................................... ≤4 小时 

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 ........................................... 仅使用 BC500 电池充电器：18 V, 840 mA 

线路电源.............................................................. 交流 100 V 至 240 V 适配器配有当地国家/地区适用的插头 

频率 ..................................................................... 50 Hz～60 Hz 

温度 

工作温度.............................................................. 0 °C 至 40 °C 

存放温度.............................................................. -20 °C 至 50 °C 

锂离子电池充电温度 ........................................... 0 °C 至 40 °C 

相对湿度（无冷凝，10 °C） 

操作湿度 ............................................................. ≤80 %（10 °C 至 30 °C 时） 

 ≤75 %（30 °C 至 40 °C 时）  

海拔 

工作海拔 ............................................................. 2000 m 

存放海拔 ............................................................. 12000 m 

温度系数.................................................................. 0.1 x（指定精度）/°C（<18 °C 或 >28 °C） 

尺寸 ......................................................................... 58 x 103 x 220 (mm) 

重量 ......................................................................... 850 g 

存储器 

数据/设置闪存 ..................................................... 4 MB 

实时时钟.................................................................. 为测量添加时间和日期戳。实时时钟工作时间 >50 天（不带电池的条件

下）。 

IP 防护等级 ............................................................. IEC 60529: IP 40 

安全性 ..................................................................... IEC 61010-1, IEC 61010-2-030, IEC 61010-031, 污染等级 2 

600 V CAT III；安装 CAT II 探头帽后降至 CAT II 

EMI、RFI、EMC、RF ............................................ EC 61326-1：便携式电磁环境；IEC 61326-2-2 

CISPR 11: 第 1 组，A 类 

第 1 组：设备内部产生和/或使用与传导相关的无线电频率能量，
该能量对于设备自身的内部功能必不可少。 

A 类：设备适用于非家庭使用以及未直接连接到为住宅建筑物供电
的低电压网络的任意设备中。 

EN 300 328、EN 301 489-1、EN 301 489-17、FCC 第 15 部分 C 子部

分第 15.207、15.209、15.249 节 

包括 FCC ID： T68-FWCS, XDULE40-S2 

IC: 6627A-FWCS、8456A-LE4S2 （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fluke.com 并搜索“Radio Frequency Data for Class A（A 类无线电

频率数据）”。） 

电磁兼容性 ............................................. 仅适用于韩国。A 类设备（工业广播和通信设备）
[1] 

[1] 销售商或用户应了解本产品满足工业用（A 类）电磁波设备的要求。该设备设计用于商业环境中，而非用于家庭环境中。 



BT510 
用户手册 

1-12 

精度规格 

精度在校准后一年内适用，工作温度为 18 °C 至 28 °C (64 °F 至 82 °F)，相对湿度至 
80 %。精度规格的计算如下： ±([读数的 %] + [ 小有效位数字值])。精度规格假定环境温
度稳定 (±1 °C)。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准确度 

电池内部电阻[1] 

3 mΩ 0.001 mΩ  1 % + 8 

30 mΩ 0.01 mΩ 0.8 % + 6 

300 mΩ 0.1 mΩ 0.8 % + 6 

3000 mΩ 1 mΩ 0.8 % + 6 

直流电压 

6 V 0.001 V 

0.09 % +5 60 V 0.01 V 

600 V 0.1 V 

交流电压（45 至 500 Hz，带低

通滤波器） 
600 V 0.1 V  2 % + 10 

频率（以交流电压形式显示） 

触发电平： ≥ 10 mV（交流电压

条件下）； 

45 Hz 至 500 Hz 0.1 Hz 0.5 % + 8 

交流电压纹波（ 大 20 kHz ） 600 mV 

6000 mV 

0.1 mV 

1 mV 

3 % + 20 

3 % + 10 

[1] 该测量基于交流注入法。注入的源信号 <100 mA, 1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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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容量 

功能 Meter 模式 Sequence 

电池内部电阻 按测试顺序保存，带时间戳，

多 999 条记录 一个档案中 多 450 条记录 

电池电压 显示和保存电池内部电阻， 多 
999 条记录 

显示和保存电池内部电阻，一个

档案中 多 450 条记录 

放电电压 不可用 一个档案 多支持 8 次、 多 
450 个电池。 

直流电压 多 999 条记录 一个档案中 多 20 条记录 

交流电压 多 999 条记录 以交流电压形式显示和保存，一

个档案中 多 20 条记录 

Hz 以交流电压形式显示和保存，

多 999 条记录 
以交流电压形式显示和保存，一

个档案中 多 20 条记录 

交流电压纹波 多 999 条记录 一个档案中 多 20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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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设定 

概述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本产品。 

斜立支架 
本产品带有一个斜立支架，便于在平坦表面上以一定角度观看屏幕。请参阅图 2-1。 

 
hsn007.eps 

图 2-1. 斜立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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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带 
图 2-2 所示是如何使用本产品的挂带。 

 
hsn031.eps 

图 2-2. 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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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显示对比度 
要调整显示对比度：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这时已选中 Contrast（对比度）。 

2. 按 – 功能键减小对比度，或按 + 功能键增大对比度。 

注意 
如果按下 – 时间过长，屏幕将变为空白。 

3.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正常操作。 

设置语言 
本产品显示屏可以显示以下 11 种语言： 

• 英语 

• 德语 

• 法语 

• 意大利语 

• 荷兰语 

• 葡萄牙语 

• 俄语 

• 西班牙语 

• 土耳其语 

• 简体中文 

• 韩语 

默认显示语言为英语。 

要选择其他语言：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2. 使用 L 选中 Language/English（语言/英语）。 

3. 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打开语言菜单。 

4. 使用 L 和  选中要选择的语言，然后按下 Confirm（确认）功能键。 

5.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正常操作。 

设置日期和时间 
本产品使用内部时钟进行屏幕记时，并按测试时间记录测量数据。 

要变更日期和时间：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2. 使用 L 和  选中 General（通用），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默认选择 Date/time（日期/时间）。 

3. 按 Adjust（调整）功能键打开“日期/时间 – 调整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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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和  选中要编辑的字段。使用  和 L 增加或减少数值。 

5. 设置正确的日期和时间之后，按下 OK（确定）功能键。 

6.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正常操作。 

更改日期格式的步骤：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2. 使用 L 和  选中 General（通用），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默认选择 Date/time（日期/时间）。 

3. 按 Format（格式）功能键打开日期格式菜单。 

4. 使用 L 和  选择正确的日期格式。 

5. 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 

6.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正常操作。 

打开/关闭蜂鸣 
打开或关闭蜂鸣：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2. 使用 L 选中 Beep（蜂鸣），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3. 使用  和 L 选择 Off（关闭）或 On（打开），然后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 

4.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正常操作。 

“自动保持”模式和“自动保存”模式 

注意 
“自动保持”和“自动保存”仅适用于电池内部电阻和放电测量功能。 

打开“自动保持”时，屏幕将显示“心跳”图标。当读数稳定时间达到 1 秒钟时，本产品将保
持读数不变。“自动保持”成功之后，屏幕上将显示 HOLD（保持） 图标。即使用户从测试
对象上断开测试导线，自动保持的读数仍然不会消失。 

在“自动保存”模式下，屏幕显示 AutoSave（自动保存） 图标。自动保持的读数将自动保
存到内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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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为防止可能发生触电、火灾或人身伤害，请勿使用 HOLD（保持）功

能测量未知电位。开启 HOLD（保持）后，在测量到不同电位时显示

屏不会发生改变。 

要设置“自动保持”和“自动保存”模式：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2. 使用 L 和  选中 Auto mode（自动模式）。 

3. 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打开自动模式菜单。 

4. 使用 L 和  选中 Disable（禁用）、HOLD（保持） 或 HOLD+SAVE（保持+存
储）。 

5. 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 

6.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正常操作。 

设置自动关机时间 
本产品具有自动关机功能，以节省电量。可以启用或禁用自动关机。还可以设置 后一次
操作到自动关机之间的时间间隔。 

设置自动关机时间：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2. 使用 L 和  选中 General（通用），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3. 使用 L 和  选中 Power off（关机），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4. 使用 L 和  选中 5 Minutes（5 分钟）、15 Minutes（15 分钟）、30 Minutes
（30 分钟）或 Never（从不）。 

5. 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 

6.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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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设备信息 
本产品提供以下设备信息：型号、序列号、版本、模拟板版本及校准日期。 

要查看设备信息：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2. 使用 L 和  选中 General（通用），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3. 使用 L 和  选中 Device info（设备信息），然后按 View（查看）功能键。 

随后显示设备信息… 屏幕。 

4.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设置屏幕。 

重置为出厂模式 
恢复本产品出厂模式：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2. 使用 L 和  选中 General（通用），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3. 使用 L 和  选中 Factory mode（出厂模式），然后按 Reset（复位）功能键。 

4. 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将本产品重置为出厂模式。 

注意 
如果本产品重置为出厂模式，当前的所有测量数据都将丢失。 

查看内存使用信息 
要查看内存使用信息： 

1. 按  打开设置菜单。 

2. 使用 L 和  选中 Memory info.（内存信息），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屏幕将以 Meter 模式和 Sequence 模式显示内存使用信息。 

3.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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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章 

使用本产品 

概述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本产品。 本产品具有两种不同的测量模式：Meter 模式和 Sequence 模
式。 

Meter 模式可以简单、快速地执行测量，并将测量读数和测试时间保存在本产品内存中。
在该模式下，本产品可以测量电池内部电阻和电压、直流电压、交流电压及纹波电压。 

Sequence 模式专为往返于多个测试现场的电池维护人员而设计。在该模式下，用户能够

针对待测电池组建立一个测试档案。 档案内容包括自定义的测试地点、设备类型、序

号、电池数量、型号等信息。测试期间，所有测试数据（包括电池电阻、电压和纹波电

压）将被存储在该档案中。完成一组电池的测试之后，可以为下一组电池或测试现场新建

一个档案。用户也可以调阅或删除历史档案中的测试数据。 

借助于集成式档案管理功能和 PC 端分析软件，用户可以高效地分析维护数据的变化趋势

以及制作报告。例如，可以为测试现场生成全面的测试和维护报告，或分析电池组的电阻

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Meter 模式和 Sequence 模式切换 
每次开机后将默认进入 Meter 模式。 屏幕左上角显示 METER 模式。 

从 Meter 模式切换到 Sequence 模式：  

1. 按 M。 

随后显示“进入 SEQUENCE 模式？”屏幕。 

2. 按 Continue（继续）、New（新建）或 Load（加载）功能键并选择其他所需项，以
进入 Sequence 模式的测量屏幕。 

注意 
首次进入 SEQUENCE 模式时，按“New（新建）”功能键创建一个新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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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回 Meter 模式： 

1. 按 M。 

2. 当屏幕显示“返回 METER 模式？”时，按 Continue（继续）功能键。 

屏幕显示 Meter 模式下的测量界面。  

注意 
在 Sequence 模式下进行的所有测量保存到内存中。 

 
hsn003.jpg

 
hsn0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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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equence 模式下使用档案 
在 Sequence 模式下，本产品按照档案对数据进行管理、分类和分析。 下图是一个典型
的档案。 

 
hsn006.jpg 

管理档案 

本产品 多可存储 100 个档案。档案以树形结构啦展示电池维护的环境。 

例如： 

• 现场名称：Fluke 

• 设备名称：ABC 500kVA 

• 设备 ID：1 

• 电池组：1 

• 起始 ID：1 

在本例中，屏幕左上角显示档案名称为 Fluke-ABC 500KVA-1-1。PC 端软件使用相同的
结构对档案进行归类。 

为了更好地分析数据，建议您对同一电池组始终使用相同的档案名。这些档案可根据其创
建时间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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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档案 

本产品提供以下的档案创建选项： 

• 默认创建： 使用系统默认数据创建每个档案。  

• 模板复制： 从现有模板复制数据。 

• 电池组+1： 从前一个档案复制数据，并使电池组的值增加 1。  

注意 
“模板复制”选项只能在用户已从 PC 软件上下载模板之后可用。 

在 Sequence 模式下创建档案： 

1. 在 Sequence 模式的测量屏幕上，按 Profile（档案）功能键。  

屏幕将显示“档案信息”菜单。 

2. 按 New（新建）功能键。屏幕将显示“选择创建方式”菜单。  

 
hsn0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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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和 L 选择 Create by default（默认创建）、Copy from template（模板复
制）或 String+1（电池组+1）。 

4. 按 Create（创建）功能键。  

屏幕将显示“新建档案”菜单。 

5. 必要时先按 Edit（编辑）功能键，然后使用箭头键和功能键编辑字段值。  

6. 按 Done（完成）功能键退出编辑状态。 

7. 按 Start（启动）功能键进入测量屏幕。  

注意 
• 如果对同一电池组进行定期测试，Fluke 建议使用同一档案。这样可以对测

试数据归档，便于查看数据变化趋势。 

• 结束测试系统中的一个电池组之后，“电池组+1”功能便于用户切换到下一个
电池组，无需重复输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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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档案 

在 Sequence 模式下，可以在创建档案或执行测量期间编辑档案。 

创建期间编辑档案 
创建期间编辑档案： 

1. 在“新建档案”菜单上，使用  和 L 选中要编辑的数据字段。 

2. 编辑数据值。 

a. 对于 Device ID（设备 ID）和 Battery string（电池组），使用 – 和 +.功能键更
改数据值。 

b. 对于其他的数据字段，按 Edit（编辑）功能键并使用箭头键更改数据值。 使用 
Select（选择）功能键选择各选项，按 Done（完成）功能键完成数据字段的编
辑。 

3. 按 Start（启动）功能键确认更改，并进入测量屏幕。 

测量期间修改档案 
测量期间编辑档案： 

1. 按 Profile（档案）功能键。 

屏幕显示“档案信息”界面。 

注意 
一旦创建了档案，则无法更改电池编号或起始 ID。 可以编辑其他的数据
值。  

2. 按 Modify（修改）功能键。 

随后显示“编辑档案”屏幕。 

3. 使用  和 L 选中要编辑的数据字段。 

4. 使用“创建期间编辑档案”一节介绍的方法编辑档案。 

加载档案 

本产品可以在切换到 Sequence 模式时或在 Sequence 模式下进行测量时，加载之前保存
的档案。 可以使用该方法继续编辑未完成的档案。 

注意  
加载以前的档案时，当前档案中的所有数据将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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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 Sequence 模式时加载档案 
切换到 Sequence 模式时加载档案： 

1. 在“进入 SEQUENCE 模式？”屏幕上按 Load（加载）功能键。 
“加载档案”屏幕将显示本产品内存中的历史档案列表。 

2. 使用  和 L 选中要加载的档案编号。 
3. 按 Load（加载）功能键。 

屏幕将显示所选档案的配置。 
4. 按 Continue（继续）功能键确认加载所选档案。 

屏幕左上角将显示所加载档案的名称。 

在 Sequence 模式下测量期间加载档案 
在 Sequence 模式下测量期间加载档案： 

1. 在测量屏幕上按 Profile（档案）功能键。 

屏幕显示“档案信息”界面。 

2. 按 Load（加载）功能键。 

随后显示“加载档案”屏幕。 

3. 使用 Prev（前一个）和 Next（下一个）功能键及 L 选择一个档案。 

4. 按 Load（加载）功能键。  

5. 按 Continue（继续）功能键加载所选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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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量 

测试电池的内部电阻和电压或铁板电阻 

本产品可以同时测试电池的内部电阻和电压。 

此功能可用来判断电池的整体状况。 本产品也可以测试铁板电阻，因为腐蚀或连接松动
可能导致电阻变大。  

要测试电池的内部电阻和电压或铁板电阻，先将旋钮开关拨到 mΩ 位置。 参见图 3-1。 

A B C D

A B C D

 
hsw068.eps 

图 3-1. 测试电池的内部电阻和电压或铁板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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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测试探头 
将测试探头连接至电池极柱： 

1. 用测试探头的笔尖内圈接触目标表面。 

2. 推进测试导线以回拨笔尖内圈，直到笔尖内圈和外圈完全接触被测目标。此时测试
笔和电池极柱之前形成 4 线连接。 

注意 
仅当测试探头的笔尖内圈和外圈都与电池极柱完全连接时，才会显示
稳定、正确的读数。要获得更准确的电池内部电阻读数，不要将测试
探头连接到螺钉。参见图 3-2。  

连接两个探头的笔尖外圈进行 mΩ 测量之前，检查保险丝是否断开。
如果 mΩ 读数从 OL 变为破折号又变回 OL，说明保险丝良好。如果 
mΩ 读数保持 OL 不变，说明保险丝断开，需要更换。 

在该功能中，电池正负极之间的电压必须 < 60 V。电压 >60 V 会造成
保险丝熔断。 

 
hti008.eps 

图 3-2. 将测试探头连接到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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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测试读数 
下图是 Meter 模式下典型的电池测试屏幕。 

 
hsn068.jpg 

下图是 Sequence 模式下典型的电池测试屏幕： 

电池数量：表示已测试电池的数量。  

进度条：根据档案中的电池总数生成进度条。每一格对应一个电池。 空心方格表示还未
测试的电池。 实心方格表示已测试并保存读数的电池。实心方格中的十字表示已启用阈
值功能。 

光标：使用  和  移动光标。 当前测试的电池数量随之变化。当光标位于实心方格上
时，该电池的相应读数将显示在进度条下方。 

平均读数：保存两组或更多测试读数之后，本产品将显示平均读数，包括平均电阻和平均
电压。 

提示： 如果一节电池的测试读数与平均读数相差较大，可能表示该电池出现异常。 

在 Sequence 模式下测量铁板电阻 
铁板组自动建立在电池组后面同一档案里。铁板编号与电池编号一致。 按 Strap（铁板）
功能键切换到铁板组测试。屏幕显示  表示铁板组。按 Battery（电池）功能键切换回
电池组测试。 

 
hsn07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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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量程 
电池电阻或铁板电阻只有手动量程。电池电阻或铁板电阻测量的默认量程为 30 mΩ。 可
以按  采用以下顺序切换不同量程：30 mΩ > 300 mΩ > 3000 mΩ > 3 mΩ。 电池电
压默认被设为自动量程，并不可切换。  

保存电池测试读数 
在 Meter 模式下，按下 Save（保存）功能键将保存当前的电阻值、电压值及测试时间。 

所有数据以时间顺序保存。在 Sequence 模式下，按下 Save（保存）功能键将保存当前
的电阻和电压读数。同时，当前位置序号自动加 1。测试进度条向右移动一格。 

注意 
如果测试导线未连接电池，或是未安装测试导线，保存功能将无效。 

清除测试数据 
在 Sequence 模式下清除某节电池的测试读数： 

1. 使用  和  将光标对准该电池。 

2. 按 Erase（清除）功能键。 

光标所指的方格变为空心。按 Save（保存）功能键为该电池保存新的测试读数。 

为电阻测量开启低通滤波器 
过高的交流纹波电压会对电池的电阻测量产生不利影响。使用内置的低通滤波器可以稳定
或减少交流纹波对电阻测量的影响。 

要为电池电阻测量开启低通滤波器，在 Meter 模式下按 LO 功能键，在 Sequence 模式下
按 More（更多）功能键和 LO 功能键。界面显示 LO 图标。 

 
hsn07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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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测量阈值 
本产品允许您定义测量阈值的上限和下限或公差范围。 定义的这些阈值随后会与测量值
进行比较，以便自动确认读数是否超出公差范围，并通过电池的 PASS（合格）、FAIL
（失效）或 WARN（警告）指示符提醒用户。 

默认禁用阈值功能。用户可以设置多达 10 组阈值，并按需要选择其中一组阈值。 

要设置和选择测量阈值： 

1. 在测量屏幕上，按 More（更多）功能键和 Threshold（阈值）功能键打开“选择阈值”
菜单。 

2. 使用  和  从 10 组阈值中选择其中一组。 

 
hsn072.jpg 

3. 使用  和 L 在 Voltage lower（电压下限）、Reference（参考值）、Warning（警
告）、Fail（失效）、Low limit（下限）和 Notes（注释）中选中要编辑的值。 

4. 编辑所选字段。 

a. 使用 – 和 + 功能键更改 Warning（警告）和 Fail（失效）的值。 

b. 对于其他字段，先按 Edit（编辑）功能键，然后使用箭头键编辑阈值， 后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保存阈值。 

5. 如果所有阈值都正确，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保存阈值设置。 

随后会应用阈值设置，并在屏幕上显示 T-X（X 代表 No. 值）图标及相应的“合格/警告/失
效”指示符。 

要关闭测量阈值： 

1. 在测量屏幕上，按 Threshold（阈值）功能键打开“选择阈值”菜单。 

No. 值已被选中。 

2. 使用  将 No. 设为 ---。 

3. 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 

屏幕不再显示 T-X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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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工作原理 
应用阈值设置时，本产品会将每个电阻读数与当前阈值设置中的电阻参考值进行比较。  

• 如果读数大于参考值 ×（1 + 失效阈值）或小于电阻下限，比较结果将为“失效”，表示
所测电池可能受损，应做进一步调查。 

• 如果读数大于参考值 ×（1 + 警告阈值）但小于参考值 ×（1 + 失效阈值），比较结果
将为警告，表示所测电池需要引起注意，并增加测试频率。 

• 如果读数小于参考值×（1+ 警告阈值），比较结果将为合格，表示所测电池处于规定
的公差限值内。 

比如采用以下阈值设置：Resistance Reference（电阻参考值）设为 3.00 mΩ，
Warning（警告）设为 20%，Fail（失效）设为 50%，并且 Low limit（下限）设为 2.00 
mΩ。 如果电阻读数大于 3.00 x (1 + 50%) = 4.50 mΩ，比较结果将为 FAIL（失效）。 如
果电阻读数小于 3.00 x (1 + 20%) = 3.60 mΩ，比较结果将为 PASS（合格）。 如果电阻
读数小于 4.50 mΩ 但大于 3.60 mΩ，比较结果将为 WARN（警告）。 

同时，本产品还会将每个稳定的电压读数与所用电压阈值的下限进行比较。 如果读数小
于电压阈值的下限，比较结果将为 FAIL（失效）。如果读数大于阈值下限，比较结果将
为 PASS（合格）。 

注意 
如果电阻测试与电压测试的结果不同，本产品会在屏幕上显示更差的
结果。比如，电阻指示“合格”但电压指示“失效”，本产品屏幕仍将显示
“失效”。 

测量放电电压 

在典型的电池负载放电测试中，需要循环测试电池组中每个电池的电压。典型的电池负载
放电测试从电池满电量时开始监测每个电池的电压，直到任何一个电池的电压在恒定负载
下达到预定义的 低电压值。 

进行测量 
要测试放电电压 

1. 根据需要按下 M 进入 Sequence 模式。 

2. 拨动旋钮开关至 Discharge VOLTS（放电电压）位置。  

注意 
放电电压只能在 Sequence 模式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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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界面 
下图为放电电压测量时的典型界面。  

 
hsn052.jpg 

进度条：表示正在测试的电池的数量。 

电池 ID 和总数：“/”符号左侧数字表示已测电池的 ID。 / 右侧数字表示档案中的电池总
数。  

循环次数和测试时间：进度条上面一行表示循环次数和每一循环的测试时间。 

光标： 进度条左侧数字表示电池的 ID，与光标所指的方格相对应。按  和  可移动光
标。 进度条左侧数字随之改变。如果光标所指方格对应着含有读数的电池，会在进度条
下方显示该读数。  

平均读数： 保存两组或多组测试读数之后，本产品会显示本次循环的平均电压读数。 

按 Save（保存）功能键保存当前放电电压读数和测试时间。 当前电池数和进度方格数自
动加 1。当前被测电池对应的方格变为实心，光标向前移动一位。  

按 F3 功能键开始下一循环测试。 保存第一个读数时，测试时间将显示在循环次数的旁
边。 

注意 
开始新的循环测试时，不能返回上一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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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直流电压 

本产品可以测量直流电压。还能在屏幕上显示极性。 

要测量直流电压，将旋钮开关拨至  位置。 请参阅图 3-3 了解连接方法。 

UPS Vdc

 
hsw019.eps 

图 3-3. 测量直流电压 

设置量程 
在该测量模式下，默认使用自动量程。 当输入信号达到当前量程上限的 110% 时，本产
品会自动增大量程。 当输入信号达到当前量程下限的 90% 时，本产品会自动减小量程。 

要手动设置量程，按  切换 6 、60 V、 V 和 600 V。 

保存直流电压读数 
在 Meter 模式下，按 Save（保存）功能键保存当前的直流电压读数和测试时间。 所有数
据以时间顺序保存。  

在 Sequence 模式下，按 Save（保存）功能键保存当前的直流电压读数和测试时间。 当
前电池数会自动加 1。 此时与被测点对应的方格变为实心，并且光标向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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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交流电压 

本产品可分开显示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频率。 

要测量交流电压，将旋钮开关拨至  位置。 请参阅图 3-4 了解连接方法。 

Vac UPS

 
hsn021.eps 

图 3-4. 测量交流电压 

量程 
交流电压的测量只有一个量程： 600 V。频率测量使用自动量程。用户无法更改量程。 

保存交流电压读数 
在 Meter 模式下，按 Save（保存）功能键保存当前的交流电压读数和测试时间。所有数
据以时间顺序保存。  

在 Sequence 模式下，按 Save（保存）功能键保存当前的交流电压读数和测试时间。当
前电池编号自动加 1。此时与被测点对应的方格变为实心，并且光标向前移动。 

注意 
每个档案可以保存 多 20 个交流电压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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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纹波电压 

本产品可测量直流电压中的交流分量，即交流纹波。过高的交流纹波会导致电池过热，从
而缩短电池寿命。另外会导致系统能量流失。 

要测量纹波电压，将旋钮拨至 RIPPLE VOLTS（纹波电压） 位置。 

设置量程 
在纹波电压功能中，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默认使用自动量程。  

要手动设置交流电压的量程，按  键在 600 mV 与 6000 mV 之间切换。 

直流电压测量使用自动量程。用户无法更改量程。 

保存纹波电压读数 
在 Meter 模式下，按 Save（保存）功能键保存当前的纹波电压读数和测试时间。所有数
据以时间顺序保存。  

在 Sequence 模式下，按 Save（保存）功能键保存当前的纹波电压读数和测试时间。当
前电池数会自动加 1。此时与被测点对应的方格变为实心，并且光标向前移动。 

注意 
每个档案可以保存 多 20 个纹波电压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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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L175 测量电压 

本产品可以通过 TL175 测试导线测量放电电压、VDC、VAC 及纹波电压。 

测量电压： 

1. 将 TL175 连接到 BTL_A 适配器。 

2. 将 BTL_A 适配器连接到本产品。 

3. 将旋钮开关拨到所需位置。 

测量详情请参阅“测量放电电压”、“测量直流电压”、“测量交流电压”及“测量纹波电压”几
节。 

比如图 3-5 介绍了如何利用 TL175 测试导线测量直流电压。 

UPS

TL175 

 
hsw053.eps 

图 3-5. 利用 TL175 测量直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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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使用 BTL20 Interactive Test Probe 

概述 
本产品随附一个 BTL20 Interactive Test Probe。本章介绍如何使用该交互式测试探头。 

BTL20 概述 

 警告 

为防止可能发生电击、火灾或人身伤害，应握住触摸挡板 () 后侧的

手柄。 

图 4-1 所示是 BTL20 Interactive Test Probe。表 4-1 介绍了各组成部分。 

3
2

1

6

7

8

5

4

 
hsn022.eps 

图 4-1. BTL20 Interactive Test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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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交互式测试探头的组成部分 

项目编号 名称 功能 

 屏幕 显示测量读数和电池 ID 等信息。 

 LED 指示灯 
指示测量状态。绿灯表示“合格”；橙灯表示“警告”；红灯表示“失
效”。 

 “保存”按键 手动保存测量读数。 

 背光键 打开或关闭交互式测试探头的背光。 

 电源键 打开或关闭交互式测试探头的电源。 

 扬声器 启用后播放音频提示（“合格”、“警告”、“失效”及电池数量）。 

 探头端部 将交互式测试探头连接到被测单元。可以更换探头端部。 

 触摸挡板 握住触摸挡板后侧的手柄，以防出现人身伤害。 

将探头连接到本产品 
使用交互式测试探头之前，将探头连接到本产品。 

设置音频 
交互式测试探头带有一个扬声器，可以播放音频提示。 

设置音频： 

1. 按下产品上的  键，打开 Setup（设置）界面。 

2. 使用 L 选中 Handle（手柄），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这时已选中 Audio（音频）。 

3. 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4. 使用  和 L 选中 Disable（禁用）、Threshold result（阈值结果）、Battery 
number（电池数量）或 Both（二者）。 

5. 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 

6.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设置”屏幕。 

打开/关闭电源 
交互式测试探头由本产品供电。  

当该探头连接到本产品时，会自动打开电源。 

按下交互式测试探头显示屏下方的电源键可以打开或关闭其电源。 

如要节省本产品的电池电量，可以按下手柄显示屏下方的电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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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显示屏 
表 4-2 所示是 BTL20 Interactive Test Probe 显示屏的典型组成。 

表 4-2. BTL20 显示屏的典型组成 

1
2 3

5

7
8

9

6

4

hsn027.eps

项目编号 说明 项目编号 说明 

 电池 ID（Sequence 模式）  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 

 危险电压  频率单位 

 启用 AutoHold 功能。  电压或频率读数 

 交流伏特、交流毫伏或直流伏特  电压或电阻读数 

 电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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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延长杆和短延长杆 
图 4-2 所示是如何互换长延长杆和短延长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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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长延长杆和短延长杆 

注意 
为了获得准确读数，应该完全拧紧手柄与延长杆之间的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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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探头端部 
图 4-3 如何更换探头端部。 

 警告 

为防止可能发生电击、火灾或人身伤害，应在不同的 CAT 环境中使

用正确的端盖（CAT II 或 CAT III）。 

 
hsn026.eps 

图 4-3. 更换探头端部 

注意 
探头端部在不保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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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位校准  
每次更换测试探头之后，都需要进行零位校准。 

进行零位校准： 

1. 将零位校准板水平放在平面上。请参阅图 4-4。 

2. 在“设置”菜单中设置零位校准。 

a. 按 。 

b. 按 L 直到选中 General（通用）。 

c. 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d. 按 L 直到选中 Zero calibration（零位校准）。 

e. 按 Zero（零位）功能键。 

3. 将红色和黑色探头端部插入校准孔中。 

4. 按 Calibrate（校准）功能键。 

 
hsw028.eps 

图 4-4. 零位校准设置 

本产品开始对所有的功能量程进行零位校准。完成零位校准之后，本产品将会蜂鸣表

示校准成功，并自动退出零位校准模式。 

注意 
在零位校准期间，确保探头端部的内外针脚完全连接到校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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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查看内存 

概述 
本章描述如何查看产品内存中的测量数据，包括自动保存和手动保存的数据。 

用户可以查看本产品的内存存储的测量数据。Meter 模式和 Sequence 模式下的测量数据
单独显示。可以在 Setup（设置）菜单中查看整个内存的使用情况。 

查看 Meter 模式下保存的数据 
要查看 Meter 模式下保存的数据： 

1. 将旋钮开关拨至 VIEW memory（数据查看）位置。 

2. 按下 M 直至屏幕左上角显示 MEMORY（内存）– Meter（仪表）。 

3. 查看内存项，如有需要按下 Next（下一页）功能键查看下一页。 

4. 使用 1 切换以下四个数据设置： mΩ.V、VDC、VAC 和 Ripple。 

 
hsn06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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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Meter 模式下保存的数据 
要删除 Meter 模式下保存的数据： 

1. 将旋钮开关拨至 VIEW memory（数据查看）位置。 

2. 按下 M 直至屏幕左上角显示 MEMORY（内存）– Meter（仪表）。 

3. 当屏幕显示要删除的数据时，按 More（更多）功能键。 

a. 如要逐个删除数据条目，先用 和 L 选中数据条目，然后按 Delete（删除）功
能键。 

当屏幕显示 Confirm to delete the reading?（确认删除读数？）时，按  

Delete（删除）功能键。 

b. 如要删除测量设置中的所有数据，按 Delete all（删除全部）功能键。 

当屏幕显示 Confirm to delete all readings?（确认删除全部读数？）时，按
Delete（删除）功能键。 

 
 

hsn06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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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Sequence 模式下保存的档案 
查看 Sequence 模式下保存的测量数据： 

1. 将旋钮开关拨至 VIEW memory（数据查看）位置。 

2. 按下 M 直至屏幕左上角显示 MEMORY（内存）– SEQUENCE。 

屏幕将显示“加载档案”菜单。 

3. 使用  和  选中一个档案，然后按 View（查看）功能键。 

4. 查看内存项，如有需要按下 Next（下一页）功能键查看下一页。 

5. 使用 1 切换以下四个数据集： mΩ.V、Dis.V、VDC、VAC 和 Ripple。 

 
hsn065.jpg 

删除 Sequence 模式下保存的档案 
要删除 Sequence 模式下保存的档案： 

1. 将旋钮开关拨至 VIEW memory（数据查看）位置。 

2. 按下 M 直至屏幕左上角显示 MEMORY（内存）– SEQUENCE。 

3. 当屏幕显示 View profile（查看档案）菜单时，使用  和 L 选中一个档案，然后按
More（更多）功能键。 

a. 如要仅删除选中的档案，按 Delete（删除）功能键。 

当屏幕显示 Confirm to delete current profile?（确认删除当前档案？）时，按
Delete（删除）功能键。 

b. 如要删除所有档案，按 Delete all（删除全部）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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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n066.jpg

 
hsn067.jpg

4. 当屏幕显示 Confirm to delete all profiles?（确认删除所有档案？）时，按 Delete
（删除）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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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连接到计算机 

概述 
本章介绍如何将本产品连接到计算机。 

将产品连接到计算机 
本产品带有一个 USB 端口，便于通过 USB 线缆将本产品连接至计算机。 请参阅图 6-1。 

 
hsn030.eps 

图 6-1.连接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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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计算机时，可以使用计算机应用程序： 

• 查看本产品内存数据 

• 从本产品内存导出数据 

• 向本产品内存导入数据 

• 删除本产品内存中的数据 

• 升级本产品固件 

注意 
请参阅计算机应用程序帮助文件，以了解如何使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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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维护 

概述 
本章介绍基本的维护程序。 

 警告 

为确保产品的安全运行和维护： 

• 请仅使用指定的备件。 

• 请仅使用指定的替换保险丝。 

• 请由经过认可的技术人员维修产品。 

• 操作本产品前请确保电池盖关闭且锁定。 

• 电池含有危险化学物质，可能造成灼伤或爆炸。如果接触到化学

物质，请用水清洗或求医。 

• 清洁产品前先移除输入信号。 

• 请勿拆开或挤压电池和电池组。 

• 勿将电池和电池组置于热源或火源附近。请勿置于阳光下照射。 

• 显示屏上指示电池电量低可能导致仪表停止测量。 

• 将电池组放在儿童和动物够不到的地方。 

• 切勿使电池组遭受严重的撞击，比如机械撞击。 

• 只允许使用测试仪随附的专用充电器。 

• 切勿使用非测试仪专用电池或非 Fluke 推荐的电池。 

• 打开电池盖之前，首先断开所有探针、测试导线和附件。 

• 如果发生电池泄漏，使用前请先修复本产品。 

•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或将本产品存放在超出电池制造商技术

指标的温度中，请取出电池。如果未取出电池，电池漏液可能会

损坏本产品。 

• 将电池充电器连接到产品前面的电源插座。 

• 请仅使用 Fluke 认可的电源适配器对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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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电池和电池组清洁干燥。用干燥、清洁的布清理肮脏的接

头。 

• 请勿将电池或电池组置于可能引起端子短路的容器内。 

• 确保保险丝的通断性。如果保护性保险丝开路，mΩ 功能将显示

“OL”，同时所有探头端部导体短路。 

• 只能用规定的替换件替换熔断的保险丝，以防止电弧闪光带来的

危险。 

• 长期存放后，可能有必要多次充放电，以获得 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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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或更换电池组 

 警告 

绝不能在拆下电池盖的情况下操作本产品。接触电压可能发生危险。 

安装或更换电池组： 

1. 确保本产品已关闭。 

2. 取下所有探头和/或测试导线。 

3. 松开本产品后侧的电池盖。拧松螺钉半圈。 

4. 安装电池组。 

5. 重新装上电池盖。 

6. 拧紧螺钉。 

图 7-1 所示是如何安装或更换电池组。 

1 2

 
hsz005.eps 

图 7-1. 安装或更换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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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保险丝 

 警告 

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触电、火灾或人身伤害： 

• 请仅使用指定的替换保险丝。 

• 只能用规定的替换件替换熔断的保险丝，以防止电弧闪光带来的

危险。 

要更换保险丝： 

1. 确保本产品已关闭，并断开任何测试导线。 

2. 用螺丝刀拧松本产品上端保险丝盖上的外加螺丝。 

3. 装入新保险丝。 

4. 重新装上保险丝盖。 

5. 拧紧保险丝盖螺丝。 

参见图 7-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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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更换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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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本产品 

 警告 

为了安全地操作和维护本产品，清洁期间应将本产品及其附件断开所

有电压源。 

用湿布和中性肥皂清洁本产品。不要使用研磨剂、溶剂或酒精。这会损坏本产品的标记和
标签。 

给电池充电 
交付仪器时，锂离子电池可能已没电，必须充电 4 个小时（关闭测试仪的情况下）以达到
满电量。充满电时，电池可使用 8 个小时。 

由电池供电时，屏幕上方的电池指示符会告知电池的状况。  

为电池充电时，请按照图 7-3 所示连接电池充电器。  

小心 

为避免充电期间电池过热，切勿超过技术规范中指定的容许环境温
度。 

注意 
充电期间，所有测量功能均被禁用，LCD 将显示充电状态。 

如果充电器与分析仪长时间连接，比如经过一个周末，也不会发生损
坏。仪器随后会自动切换到持续充电。 

 



BT520 
用户手册 

7-6 

 
hsn032.eps 

图 7-3. 给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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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和附件 
表 7-1 列出了用户可更换的零件和附件。要订购更换零件或其它附件，请联系离您 近的
Fluke 服务中心。请参阅“联系 Fluke”一节。 

表 7-1. 零件和附件 

项目编号 说明 Fluke 零件号 数量 

 BTL10, Basic Test Lead -- 1 

 TL175, TwistGuard™ Test Leads -- 1 

 BTL_A, Voltage/Current Probe Adapter -- 1 

 BTL20, Interactive Test Probe 套件，带延长杆 -- 1 

 BP500, 7.4 V 3000 mAh 锂电池 4398817 1 

 BC500、18 V 直流充电器 4459488 1 

 电源线 -- 1 

 标准 mini-b USB 线缆（线缆长度： 1 米） 4499448 1 

 BCR, 零位校准板 4497419 1 

 肩带 4462888 1 

 挂带 4490316 1 

 磁片 4329190 1 

 C500L 大尺寸软质便携袋 4497130 1 

 备用保险丝 943121 2 

 电池标签纸 4499453 100 

 安全说明书 4453942 1 

 保修卡 2396000 1 

 快速参考指南 4453956 1 

 
FlukeView® 电池（CD 光盘），含 USB 驱动

程序和各种语言版本的手册 
4529552 1 

 
BT-500 Probe-Tip, Replacement 
Probe 探头端部，带探头盖 

456129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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