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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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的手册补遗，请访问 http://en-
us.fluke.com/support/manuals。 

产品综观 
Fluke BT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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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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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负极接线柱温度 – 本产品通过 BTL21 Interactive Test Probe 的黑色测试笔尖端附近
的红外传感器可以测量负极接线柱的温度。在电池内部电阻测试期间，温度读数显示
在 Interactive Test Probe 的液晶屏上并存储到本产品的存储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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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流： 通过电流钳附件和适配器可以测试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并将测量值存储到存储
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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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轻松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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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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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0，探头灯  2 

 BTL21, Interactive Test Probe 套件，带延长杆和温度传感器 1 

 i410,  AC/DC Current Clamp 1 

 BP500, 7.4 V 3000 mAh 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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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00L 大尺寸软质便携袋 1 

 备用保险丝 2 

 电池标签纸 100 

-- 安全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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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遵守操作说明中的规定使用电流钳。否则电流钳的安全功能可

能无法提供保护。 

• 使用电流钳时，请勿握在触摸挡板之外的任何位置。 

• 每次使用前，先检查电流夹钳。检查夹钳外壳或输出电缆绝缘是否

有开裂或破损。还要查看是否有连接松脱或功能弱化的组件。特别

注意钳口附近的绝缘。 

• 切勿在电压高于 600 V (CAT III) 或频率高于 400 Hz 的电路上使用

电流钳。 

• 在裸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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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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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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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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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断开所有探头、测试线和附件。 

• 测量时，必须使用正确的端子、功能档和量程档。 

• 请仅使用产品随附的电流探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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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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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III 

III 类测量适用于测试和测量与建筑物低压电

源装置的配电部件相连中的电路。 

CAT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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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TÜV 产品 服务检测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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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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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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频率数据 
请参阅 Fluke 网站上的 Radio Frequency Data for Class A (A 类无线电频率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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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键表 1-4. 按键 

1 2 3

5689 47

 
hsz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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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本产品和附近的移动设备之间建立连接以进行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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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i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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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描述了在 
Sequence 模式下进行电池内阻测量的典型要素。 

表 1-5. LCD 显示屏上的典型要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8

19

21

22

20

14151617

hsz055.eps

项目 说明 项目 说明 

 档案名称  进度条（仅 Sequence 模式） 

 已启用蓝牙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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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模块连接状态。“实圈”表示已连接；“空
圈”表示未连接。 

 功能键 F3 – Threshold（阈值） 

 
当前日期 

 
功能键 F2 – Low Pass Filter（低通滤波

器） 

 
当前时间 

 
功能键 F1 – Save（保存）（保存当前读

数） 

 电池使用  已测试电池数量/电池组中总电池数量 

 阈值指示  光标位置 

 测试结果（合格、警报、失效）  至少有一个“数据保持”已成功（手动或自动）

 电池内部电阻读数   “自动保持”功能已启用 

 电压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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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直流 1000 V；安装 CAT II 探头帽后降至 CAT II 

EMI, RFI, EMC, RF ................................................. IEC 61326-1, IEC 61326-2-2, EN 300328, EN 301489-1, EN 301489-
17, FCC 第 15 部分 C 子部分的 15.207、15.209、15.249 节 

包括 FCC ID： T68-FWCS, XDULE40-S2 

IC: 6627A-FWCS, 8456A-LE4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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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备适用于工作环境，而非家庭环境。 



BT521 
用户手册 

1-12 

准确度技术指标 

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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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度技术指标的计算如下： ±([读数的 %] + [ 小有效位数字值])。准确度指标假
定环境温度稳定 (±1 °C)。 

功能 量程 分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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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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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410 显示交流电压、交流电流）[2] 

触发电平： ≥ 10 mV（交流电压条件下）； 

≥ 10 A（交流电流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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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流电流/交流电流（通过附件 Fluke i410） 400 A  1 A 3.5 % + 2 

温度 0 °C 至 60 °C  1 °C 2 °C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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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于交流频率测量，量程为 45 Hz 至 4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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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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极接线柱温度 仅在 BTL21 上显示， 多 999 
条记录 

仅在 BTL21 上显示，一个档案

多 450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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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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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31.eps 

图 2-2. 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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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显示对比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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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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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z049.jpg

 

 
hsz048.jpg

 

 警告 

为防止可能发生的触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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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保存到内存中。 

 
hsz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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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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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软件采用相同的
结构对档案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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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的时间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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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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04.jpg

 

 
hsz0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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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期测试同一电池组时，Fluke 建议使用相同的档案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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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电池内部电阻和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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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测试皮带电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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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电阻，先将旋钮开关拨到 mΩ 位置。请参阅图 3-1。 

A B C D

A B C D

 
hti068.eps 

图 3-1. 测试电池内部电阻和电压 



BT521 
用户手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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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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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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28.jpg 

 

下图是 Sequence 模式下典型的电池测试屏幕： 

 
hsz03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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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下测量铁带电阻 
皮带组自动建立在电池组后面同一档案里。皮带编号与电池编号一致。按 Strap（铁带）
功能键切换到铁带组测试。屏幕显示  表示铁带组。按 Battery（电池）功能键切换回
电池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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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量程 

电池电阻或铁带电阻只有手动量程。电池电阻或铁带电阻测量的默认量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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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电压测量处于自动量程模式，无法更改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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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光标对准正确电池对应得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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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为电池的阻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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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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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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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参考值设为 3.00 mΩ，警告设为 20%，“失效”设为 50%，
并且下限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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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效。如果电阻读数小于 3.00 x (1 + 20%) = 3.60 mΩ，比较结果将为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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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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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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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i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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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60 V、600 V 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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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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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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电流（AUX 功能） 

本产品可以利用 BTL_A 适配器和 Fluke i410 电流夹钳以无接触方式测量电流（直流和交
流）。 

如要测量电流，将旋钮开关拨到 AUX 位置。参见图 3-5。 

 
hsz054.eps 

图 3-5. AUX 功能 

设置量程 
在 AUX 功能中，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均使用 400 A 固定量程。用户无法更改量程。 

交流电流的频率使用自动量程。用户也无法更改该量程。 

保存电流测量读数 
在 Meter 模式下，按 Save（保存）功能键保存电流读数（包括交流电流的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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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键保存电流读数（包括交流电流的频率）和
测试时间。当前电池数会自动加 1。当前被测电池对应的方格变为实心，光标向前移动一
位。 

注意 
每个档案可以保存 多 20 个电流读数。 

使用 i410 电流夹钳 
有关如何使用 i410 电流夹钳的详情，请参阅本产品随附的单独的 i410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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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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介绍了如何利用 TL175 测试导线测量直流电压。 

UPS

TL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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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测量直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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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使用 BTL21 Interactive Test Probe 

概述 
本产品随附一个 BTL21 Interactive Test Probe。本章介绍如何使用该交互式测试探头。 

BT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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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L21 Interactive Test Probe。表 4-1 介绍了各组成部分。 

3
2

1

6

7

8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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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BT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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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产品上配置交互式测试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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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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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温度单位 

为交互式测试探头设置温度单位： 

1. 按  打开“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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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用 L 选中 Temperature unit（温度单位），然后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4. 使用  和 L 选中 Celsius（摄氏度）或 Fahrenheit（华氏度），然后按 Confirm
（确认）功能键。 

5. 按 Back（返回）功能键返回“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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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发射率值 

发射率表明材料的能量辐射特征。大多数有机材料及涂漆表面或氧化表面的发射率约为 
0.95，也是本产品的默认设置。电池极柱或端子所需发射率值可能不同。 如果需要不同的
发射率，请参阅表 4-2。 

表 4-2. 发射率表 

材料 发射率 

铝箔 0.03 

已受过阳极化处理的铝 0.90 

光面铜 0.04 

经氧化处理的黄铜 0.87 

光面不锈钢 0.16 

经氧化处理的不锈钢 0.80 

经氧化处理的铅 0.63 

经氧化处理的灰色铅 0.28 

不透明有色塑料 0.95 

交互式测试探头还允许设置本产品的发射率。 

要设置发射率值： 

1. 按 。 

2. 按 L 直到选中 Handle（手柄）。 

3. 按 Select（选择）功能键。 

随后显示“手柄”菜单。 

4. 按 L 直到选中 Emissivity（发射率）。 

5. 按 Edit（编辑）功能键，然后使用四个箭头键设置发射率值。 

6. 按 Confirm（确认）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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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默认发射率值为 0.95。可用发射率值为 0.1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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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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关闭交互式测试探头的电源时，LED 指示灯、“保存”按钮、扬声器及
测温功能都将禁用。用户仍然可以使用探头进行其他测量，并在本产
品屏幕上查看读数。 

熟悉显示屏 
表 4-3 所示是 BTL21 Interactive Test Probe 显示屏的典型组成。 

表 4-3. BTL21 显示屏的典型组成 

1
2 3

4

7

9
10

11

5

8

6

hsz027.eps

项目编号 说明 项目编号 说明 

 电池 ID（Sequence 模式）  电阻单位 

 危险电压   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 

 启用 AutoHold 功能。  频率单位 

 温度读数  电压或频率读数 

 温度单位（摄氏度或华氏度）  电压或电阻读数 

 交流伏特、交流毫伏或直流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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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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24.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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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26.eps 

图 4-3. 更换探头端部 

注意 

探头端部不在保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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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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i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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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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温度 
BTL21 Interactive Test Probe 的黑色延长杆（长延长杆和短延长杆）分别配有一个红外

温度传感器。红外温度传感器可以测量电池极柱（负极）的温度。 

测量电池极柱的温度：  

1. 使红外传感器对准电池极柱。 

2. 调整测试导线，使全部闪光落在电池极柱上。参见图 4-5。 

温度读数显示在交互式测试探头的 LCD 上。 

3. 按下交互式测试探头上的 Save（保存）键。 

温度读数将保存在本产品内存中。该读数只能通过计算机访问。 

图 4-5 显示电池极柱的测量区域。 

D = 11.5 mm

BTL21
Test Lead

 
hsz023.eps 

图 4-5. 测量电池极柱的温度 

注意 
如要要根据电池极柱的材料设置目标表面发射率，请按“设置 > 手柄 > 
发射率”。请参阅“发射率”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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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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ple 和 AUX。 

 
hsz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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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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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ple 和 Aux。 

 
hsz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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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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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到计算机或移动设备 

概述 
本章介绍如何将本产品连接到计算机或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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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z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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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本产品连接到移动设备 

本产品可以通过蓝牙连接到移动设备 (iPhone, iPad)。 

将本产品连接到移动设备： 

1. 按下本产品上的 。 

屏幕上部的指示栏将显示相应的 F 图标。  

2. 运行移动设备上的 Fluke 电池应用程序。 
移动设备将显示一列查找结果。 

3. 单击本产品名称以建立连接。 

一旦连接成功，本产品上的  键开始闪烁，表示已建立连接。 

连接到移动设备时，可以使用移动应用程序： 

• 查看档案及相关数据 

• 将档案和相关数据以 .csv 文件形式通过邮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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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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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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断开所有探头、测试线和附件。 

• 如果发生电池泄漏，使用前请先修复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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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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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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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 
 清洁本产品 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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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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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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福禄克服务中心。 请参阅“联系 Fluke ”一节。 

表 7-1. 零件和附件 

项目编号 说明 福禄克零件号 数量 

 BTL10, Basic Test Lead -- 1 

 TL175, TwistGuard™ Test Leads -- 1 

 BTL_A, Voltage/Current Probe Adapter -- 1 

 
BTL21，Interactive Test Probe 套件，带延长

杆和温度传感器 
-- 1 

 i410,  AC/DC Current Cla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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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带盖子的探头端部 4561297 10 



BT521 
用户手册 

7-8 

 


	BT521 用户手册
	有限担保和有限责任
	目录
	表格索引
	图片索引

	1.  产品综观和技术指标
	概述
	联系 Fluke
	产品综观
	标准设备
	安全须知
	无线电频率数据
	按键和输入/输出端子
	LCD 显示屏
	技术指标
	通用技术指标
	准确度技术指标
	记录容量


	2.  设定
	概述
	斜立支架
	挂带
	调整显示对比度
	设置语言
	设置日期和时间
	打开/关闭蜂鸣
	“自动保持”模式和“自动保存”模式
	设置自动关机时间
	查看设备信息
	重置为出厂模式
	查看内存使用信息

	3.  使用本产品
	概述
	Meter 模式和 Sequence 模式切换
	在 Sequence 模式下使用档案
	管理档案
	创建档案
	编辑档案
	创建期间编辑档案
	测量期间修改档案

	加载档案
	切换到 Sequence 模式时加载档案
	在 Sequence 模式下测量期间加载档案


	进行测量
	测试电池内部电阻和电压
	电池测试探头
	查看测试读数
	在 Sequence 模式下测量铁带电阻
	设置量程
	保存电池测试读数
	清除测试数据
	为电阻测量开启低通滤波器
	设置测量阈值
	阈值工作原理

	测量放电电压
	进行测量
	典型界面

	测量直流电压
	设置量程
	保存直流电压读数

	测量交流电压
	量程
	保存交流电压读数

	测量纹波电压
	设置量程
	保存纹波电压读数

	测量电流（AUX 功能）
	设置量程
	保存电流测量读数
	使用 i410 电流夹钳

	通过 TL175 测量电压


	4.  使用 BTL21 Interactive Test Probe
	概述
	BTL21 概述
	将探头连接到本产品
	在本产品上配置交互式测试探头
	设置音频
	设置温度单位
	设置发射率值

	打开/关闭电源
	熟悉显示屏
	长延长杆和短延长杆
	更换探头端部
	探头端部不在保修范围内。零位校准
	零位校准
	测量温度

	5.  查看内存
	概述
	查看 Meter 模式下保存的数据
	删除 Meter 模式下保存的数据
	查看 Sequence 模式下保存的档案
	删除 Sequence 模式下保存的档案

	6.  连接到计算机或移动设备
	概述
	将产品连接到计算机
	将本产品连接到移动设备

	7.  维护
	概述
	安装或更换电池组
	更换保险丝
	清洁本产品
	给电池充电
	零件和附件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tru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fals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fals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