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02A多产品校准器
5500A的升级换代产品，满足您校准需要的坚固、便携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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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进一步提高，校准范围广泛的电子测量

仪器

● 超强的保护电路，防止误操作对仪器造成损

坏

● 便携式运输箱内置把手和轮子，带可拆卸前/

后盖门，方便运输和现场校准

● 配合使用52120A跨导放大器，电流直接输出

可扩展至100A直流和120A 交流

● 性价比优异的解决方案

5502A 性能概览



功能众多，覆盖广泛的

被校准对象
福禄克校准器

多产品校准器 高精度多功能校准器

被校准对象 5080A 5502A 5522A 5700A 5720A 
模拟指针表/面板表
重负载表

轻负载表

数字多用表

直流电压基本准确度 100 ppm 50 ppm 11 ppm 6.4 ppm 3.25 ppm 
3.5 位表
(典型值 ± 0.3 % dc V) 
4.5 位表
(典型值 ± 0.025 % dc V) 
5.5 位表
(典型值 ± 0.015 % dc V) 
6.5 位表
(典型值 ± 0.0024 % dc V) 
7.5 位表
(典型值 ± 12 ppm dc V) 
8.5 位表
(典型值 ± 3.9 ppm dc V) 
温度压力

模拟RTD 
RTD 测温
模拟热电偶

热电偶测量

压力模块 选件

示波器校准选件 1 通道
200 MHz 至 600 MHz 

200 MHz 
选件

300 MHz 
或 600 

MHz 选件

600 MHz 
选件

1.1 GHz 选件

2.1 GHz 
3.2 GHz 
6 GHz 
25 ps快沿
安规校准

耐电压测试仪

兆欧表 选件

安装时

PATs 
导通性测试仪 选件

功率/电能
瓦特表

谐波分析仪

闪变表 PQ 选件
相位表 PQ 选件
功率分析仪 PQ 选件
功率记录仪

其他

钳形表

LCR表 仅限CR 仅限CR 
过程校准器

数据采集器

射频毫伏表 03选件 03选件
# 校准器功能项目 8 11 11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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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2A多产品校准器是5500A的升级换代产品。

可覆盖范围广泛的被校准对象，例如三位半及四位半

数字多用表。5502A 附带内部和外部的保护电路，可

帮助您方便携带和运输，并且安全的校准。5502A还

可和MET/CAL软件结合实现全自动校准。对校准中低

端电子测量仪器的解决方案来讲，5502A是理想的选

择。

5502A可直接输出电压和电流，可输出各种电

压、电流波形；5502A可同时输出电压、电流或者双

路电压，实现相位控制，用来模拟直流和交流功率。

5502A可输出电阻、电容、模拟热电偶和RTD等。 

5502A可测量热电偶和热电偶模拟器。

5502A有两个示波器校准选件，分别是300MHz

示波器校准选件和600MHz校准选件。

使用福禄克52120A跨导放大器，5502A的电流

输出还可从20.5A扩展到100A直流和120A交流。使用

25匝和50匝线圈选件，更可产生高达6000A的等效电

流。

5502A覆盖范围广泛的被校准对象，包括：

● 数字式和模拟式多用表

● 电流钳和钳形表

● 面板表

● 功率表

● 数据采集器

● 温度计（热偶及RTD）

● 各种类型的记录仪

● 过程校准器

● 功率谐波分析仪

● 很多其他类似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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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背光LCD显示屏使
您能够从各种角度及各种

灯光条件下轻松读数。 

温度校准模式提供热电偶

模拟输出，并能够记录校

准时的环境温度，满足所

有质量标准要求。

按下STBY(待机)
和OPR(操作 )键
即可控制输出 

计算器式的键

盘，输入数值

更简单。

通过Edit(编辑)旋轮，可
以改变输出。输出改变

时，误差自动计算并显

示在控制窗口上。

MULT [X]和DIV[÷]键简化
了所有输出设置的十倍

程增大或减小，也可以

使您能够以1-2-5的顺序
向上或向下进入下一量

程，方便实现示波器校

准。 

通过软键可操作控制窗口上的菜单，能够选

择参数，如偏移、波形、相位、热电偶或热

电阻类型。PREV MENU(前一菜单)使您能够
返回前一个菜单。 

点击SCOPE(示波器)键，
进入示波器校准功能 (可
选)。

控制窗口显示各种状态消

息、菜单和状态以及其他

辅助信息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坚

固把手更易于运输。



效率和投资回报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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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范围
最优的1年技术指标

（±ppm+ppm量程）
直流电压 0 至±1020 V 50+1.5
直流电流 0 至±20.5 A 100+7.6
交流电压 1 mV 至1020 V，10 Hz 至500 kHz 300+18
电压/频率 1000 V@ 10 kHz/330 V@100 kHz
交流电流 29 μA至20.5 A 10 Hz 至30 kHz 400+61
波形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截顶正弦波

电阻 0Ω至1100MΩ 90+18
电容 220 pF 至110 mF 0.25%+0.091%
最大功率（虚负载） 20.9 kW
相位控制 0到±179.99°，10Hz到10KHz 0.15°
热电偶（输出和测量温度） -250℃到+2316℃（11种类型）B, C, E, J, K L N R, S, T, U 10 μV/℃和1 mV/℃ 0.14℃
RTD (输出和测量温度) -200℃到630℃（8种类型）Pt 385-100Ω, Pt 3926-100ΩPt 3916-100Ω, Pt 385-

200Ω, Pt 385-500Ω, Pt 385 1000Ω, PtNi 385-120Ω(Ni120), Cu 427
10Ω

0.03℃

频率 0.01Hz到2.0MHz 25ppm+1mHz
示波器校准(选件) 稳幅正弦波，从5 mV 至5.5 Vpp最大, 频率从50 kHz 至600 kHz；上升沿< 300 ps，

多触发功能，直流，方波和时标。

电流放大(辅助放大器52120A) 将电流输出从20.5 A 放大至最高100 A 直流，120 A交流（频率从10 Hz 至10 k Hz）
通信接口 RS-232, IEEE 488

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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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多产品校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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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A多产品校准器
安全保护，坚固便携，现场校准，覆盖范围宽

在这个等级的校准器家族中，5522A多产品校准器是

指标最好的。它可以校准最高至六位半数字多用表。5522A

覆盖范围非常广泛的被校准对象，一台仪器可以解决众多种

类电学仪器的校准。5522A还包括电能质量校准选件，以及

带宽至600MHz和1.1GHz的示波器校准选件，帮助您提升校

准能力。

5522A还提供超强的安全保护功能，从内部电路和外

部过流保险丝设计上对5522A提供安全保护，最高反向电压

可承受300V峰值。安全保护功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由于误操

作导致的仪器以为损坏，大大减少用户的损失。

5522A还可和MET/CAL计量管理自动校准软件配合，实

现全自动校准及资产管理。对那些被校准对象种类很多，数

量很多的计量实验室来讲，这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5080A超强驱动能力的多产品校准器
模拟式和数字式仪表的校准解决方案

5080A多产品校准器可准确、经济地校准各种模拟和

数字仪表。其高顺从电压的电流功能使得模拟仪表的校准方

便而准确。并且内置保护电路可防止破坏性输入电压造成的

损坏。

简单易用，可校准各种负载，包括：

● 模拟表     ● 面板表     ● 数字表     ● 功率表

● 钳型表(线圈选件)  ● 兆欧表(选件)
● 示波器，最高达200 MHz(选件)
● 以及更多…

通过多用途软件应用程序，您可以无纸化记录结果，

以及更多。

选件和附件扩展了工作范围

通过选件和附件，您可以使用5080A来校准更广泛的

对象，包括：

● 通过9100-200 10匝/50匝线圈或5500A/COIL 50匝电

流线圈，您可以使用5080A来校准最常用的钳型表，电流输

出高达1000 安匝。
● 示波器校准选件可快速、简单、经济地校准200MHz

带宽的示波器。

● 兆欧表选件可输出大电阻、高电压电阻，最高达18G

欧姆，同时可测量高电压输出。

● 5080/CAL全中文校准软件轻松完成半自动化校准，

保存数据打印报告等。

福禄克公司计量校准部首创了多产品校准

器的概念，用一台设备即可校准多种测量测试

仪器。福禄克现已开发了一系列校准器产品。

这些校准器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以满足不

同用户的不同需求。

福禄克公司以其在温度、压力、电能和

射频校准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广受赞誉。福禄克

公司为您提供校准实验室所需的校准器、标准

器、计量管理及自动校准软件、维修服务、技

术支持和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



订购信息
型号

5502A  多产品校准器

5502A/3 带300MHz示波器校准选件的多产品校准器

5502A/6  带600MHz示波器校准选件的多产品校准器

附件

52120A 跨导放大器

5522A/CARRYCASE 便携运输箱，带可拆卸的前/后盖门

55XX/CASE  带轮子的坚固运输箱

5500A/LEADS  综合测试线套件

5500A/COIL  50匝线圈

9100-200  10匝和50匝线圈

5500A/HNDL  侧把手

Y5537  上机架套件

软件

MET/CAL  自动校准和计量管理软件

MET/TEAM  资产管理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