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D-33 便携式三相标准表

概述

产品特点：产品特点：RD-33三相电学标准表是最具多功能
的参考表之一。RD-33对于涵盖其整个操作范围内的功能可
以做到最差精度为 0.01%。最差精度包含不稳定度，功率因
数，溯源不确定度，系统误差等因素。

RD-33使用了Radian公司最新测量技术，其中含有Radian
公司设计的A/D信号转换器。不同于用在其他仪器中的A/D
转换器，RD-33是特别设计应用在电力和能量测量领域中的。
独特的设计使得RD-30在准确测量“实际世界”波形中表现
出色。RD-33的 A/D转换器结合了Radian公司电子补偿电压，
电流输入的变压器和一个可以提供高精度，高稳定性，高通
用性的密封参考单元，所有元件集成在一个单相标准表中。

测量：RD-33是一个4象限，三相测量仪器，它可以记录正
向，反向能量波动，并且提供每一个象限的电压，电流，功
率和能量（有功，无功，表象）等信息。

模拟读出：可选项的模拟读出特性提供0－2mA的模拟电流
输出，确保传感器和电能表的测量。

电表和标准表测试：RD-33使用可控电流源并可以准确测量
电表及相关的标准表。在现场应用中，RD-33可以执行一个
三相的电表精度来测试现有的负载。为了获得感应电表盘片
旋转或校准红外脉冲，可见光，或者是KYZ信号脉冲插头直
接连接道RD-33上。面对电厂，变电站，电网部门等用户，
RD-33是理想的测试终端电能表的工具。RD-33也可以提供
有功参考标准来做为继电器测试的补充，或者是周期性测试
精度保证工具。

RD-33装在一个便携式的夹装箱体内。其技术细节详见后面
补充材料说明。

强大的软件功能

RD-33有一个可选的彩色触摸屏，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
下的测试与分析软件RR-MobileSuite。此软件操作简单，功

能丰富。Metrics程序可以使用户
浏览和操作测量项目，其包括瞬时，
MIN/MAX，累加。Configure程序设
定各种器件
参数。
Meter Test
允许用户对

电表进行测试。Standard Test 允许
用户测试最高3项的次级标准，所得
的电表和标准表的结果将会进行计算，
显示和存储起来。标准表的存储卡可

以增大数据存储量。数据管理特性
确保用户可以容易的查询，浏览，
转换测试结果到 PC机上。个性化的
输出文件可以使用 (CSV) 文件格式
创建，使得所要数据可以在其他的
PC机上使用。
RD-33 可以
通过 RS-232

口与外部计算机进行通讯。 RR-
PCSuite可以直接存储测试结果到计
算机硬盘上。RR-Kit 软件包自带一套
命令，程序和说明便于用户自定义扩
展功能。

电力分析： RD-33增加了矢量图显示程序。Vectors 程序
可以通过
图形的方
式来显示
三相电压，
电流波形
的总谐波
失真度
（THD），

以及振幅和最大 64组谐波数据的相对相位角。Trend 可以
允许用户生成任一瞬时量程的趋势
图 。出色的波形失真测量精度及强
大的电力品质分析功能使得RD-33
在电力应用上成为完美的参考标准
表。



 
操作范围：

电流输入范围：0.02 ～ 120 (200 可选) amps 每次输入自动量程直接连接

电压输入范围：30 ～ 630 volts 自动量程

辅助电源输入范围： 60 ～ 630 volts 自动量程

BNC 脉冲输出默认值为 0.00001 Wh/pulse，但是可以通过RR-MobileSuite 或 RR-
PCSuite.软件来重新编程。

频率范围：45 ～ 65 Hz. (基本)

通过64次谐波命令来进行谐波分析.

功率因数范围：任意.

操作温度范围：–20oC ～ +40oC.

振动性: 防震

物理特性描述：

可以调整为架装，台式，现场等应用状态

重量: 7.2kg; 12.6 kg 装运重量

尺寸： (127mm H, 444.5mm W,158.75mm D.)

箱体结构：镀铝

背光LCD

电流输入: 6mm 多连接插口120 Amp型号 或 8mm 螺栓紧固200 Amp型号

辅助电源输入为 4mm多连接插口

9 pin DB9 插口

Lemo 连接器方便连接接口和传感器.

3个钳制CT输入，连接器可以直接连接到可选的钳制电流变压器上。

测试和校准

软件执行校准

50 或 60 Hz 校准

方向性: 无

二次校准时间间隔: 365 天

预热时间: 小于15 秒

精度

精度要求 - 所有测量功能使用正弦波，覆盖整个产品的操作范围，温度在 18°C -
30°C. 最差精度包含不稳定度，功率因数，溯源不确定度，系统误差等因素。

典型精度: 在溯源不确定范围内

最差精度: ±0.01% 

外部温度影响正常使用范围每 °C:

±0.0005% 典型值, ±0.001%最大值

对于功率因数 100% 和 50% 输出Whrs, VARhrs, VAhrs 对于精度没有影响。

对于功率因数 <0.5 (PF 在 - 60° 和 -90° )最差精度是 ± 0.02%/PF.

保护性：

绝缘性: 完全: 输入/输出/电源/包装/控制

耐电介质度: 2.3 kVrms, 60Hz, 60秒

耐电涌度: IEEE 472 和 ANSI 37.90

保险丝: #0342516

环境：

温度:  18°C ～ 30°C  操作

-20°C ～ 40°C 保存

湿度: 0% ～ 95% .非冷凝

输入 1, 2, 3

门: BNC 150 ohms – 拔起 5 volts, 夹紧 5.7 volts

门比率: 200 nS 脉冲宽度最小值, 最大20 Hz 重复频率

输出 1, 2, 3

类型: BNC, 开放集电极, 夹紧27 volts

频率: Max 2.1 MHz (200 nS脉冲宽度最小值)

量度: 可选，例如：Watt hours, VAR hours, VA Hours, 等等.

RD-33测量和功能性选单: 最后 3个数字决定RD-33型号. 第一个数字决定测量功能;
第二个数字决定RD-33是否含有内置计算机，电力分析选件，模拟读出输入功能；第
三个数字决定电流输入值以及箱体类型。

描述第一个数字功能: RD-33-Xxx

类型                 测试功能

RD-32-2xx            Whrs, VARhrs, Volts, Amps, VAhrs, Qhrs,

                     Watts, VARs, VA, 相位角，功率因数，频率

RD-32-3xx            Whrs, VARhrs, VAhrs, Qhrs, Volts, Amps, 

                     Watts, VARs, VA, Vhr, Ahr, V2hr, A2hr, 相位角，

                     功率因数，频率Min & Max 测量: 所有显示功能。

RD-32-4xx            Whrs, Volts, Amps, VARhrs, Qhrs, Vahrs,

                     Watts, VARs, VA, Vhr, Ahr, V2hr, A2hr, 相位角，

功率因数，频率Min & Max 测量: 所有显示功能。  

AVG response: VAhrs, VA, Volts, Vhrs, Amps, 

Ahrs

描述第二个数字功能: RD-33-xXx

-x0x                 无计算机，无电力分析，无模拟读出输入

-x1x                 内置计算机（彩屏并且使WIN CE 系统MobileSuite

                     软件）

-x2x                 电力分析 (谐波，趋势图，矢量图分析)

-x3x                 内置计算机和电力分析

-x4x                 模拟读出输入(Volts, Amps, Watts, VARs, VA)

-x5x                 内置计算机和模拟读出输入

-x6x                 电力分析和模拟读出输入

-x7x                 内置计算机，电力分析和模拟读出输入

描述第三个数字功能: RD-33-xxX

-xx1                  120 Amp (6mm插口) 电流输入, 架装式

-xx2                  200 Amp (螺栓紧固) 电流输入, 架装式

-xx3                  120 Amp (6mm插口) 电流输入, 便携式

-xx4                  200 Amp (螺栓紧固) 电流输入, 便携式

附件：

RR-PCSuite            测试分析软件 PC software for RDStandards

RR-Kit                用户应用拓展软件包

RR-1H                 光学拾波器 便于拾取红外 LED, 4-Pin插头

RR-DS/sm              电度表圆盘传感器 附带 with 4-Pin插头, 吸盘座

RR-DS/f               电度表圆盘传感器 附带 with 4-Pin插头, 现场座

RR-DS/s               电度表圆盘传感器 附带 with 4-Pin插头, 工场座

RR-KYZ                脉冲输入适配器 附带 with 4-Pin插头

技術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