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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择 HIOKI RM2611 电极电阻计。为了您能充分而持
久地使用本产品，请妥善保管使用说明书。
在使用本仪器前，还请认真阅读 RM2610 电极电阻测试系统
的使用说明书与另附的“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说明书的对象读者

本使用说明书以使用产品以及指导产品使用方法的人员为对
象。
以具有电气方面知识（工业专科学校电气专业毕业的水平）为前
提，说明产品的使用方法。

安全相关标记

本手册将风险的严重性与危险性等级进行了如下分类与标记。
表示必须执行的“强制”事项。

检查

请先确认没有因保存和运输造成的故障，并在检查和确认操作
之后再使用。

有问题时

认为有故障时，请确认 RM2610 电�电阻测试�统的使用说
明书中的“送去修理前”后，垂询销售店（代理店）或最近的
HIOKI 营业据点。

清洁

去除本仪器的脏污时，请用柔软的布蘸少量的水或中性洗涤剂
之后，轻轻擦拭。

使用注意事项

为了您能安全地使用本仪器，并充分运用其功能，请遵守以下
注意事项。

注意

请勿将本仪器放置在不稳定的台座上或倾斜的地方。否
则可能会因掉落或翻倒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本仪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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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输入规格 / 输出规格 / 测量规格

RM2611 电极电阻计为 RM2610 电�电阻测试�统的测量仪
器部分。通过配套使用 RM9003 测试用台架、RM9004 测试
针单元、RM9005 连接线与 RM2612 电�电阻测试软件，测
量电极片的电位分布。RM2611 电极电阻计无法单独使用。利
用 RM2612 电�电阻测试软件进行设置或操作。
（有关配线、连接方法，请参照 RM2610 电�电阻测试�统的
使用说明书）

规格

一般规格

使用场所

使用温湿度范围
保存温湿度范围
适用标准
电源

接口

外形尺寸

重量

室内使用，污染度 2，海拔高度 2000 m 以下

电阻测量端子

测试针单元连接器

电阻测量方式

电阻测量范围

恒电流发生范围

（没有结露）

精度保证条件

安全性 EN61010

EMC

温度测量端子

EN61326 Class A

工频电源
额定电源电压 ：AC 100 V ～ 240 V（已考虑
额定电源电压 ±10% 的电压波动）
额定电源频率 ：50 Hz、60 Hz
预计过渡过电压 ：2500 V
最大额定功率 ：40 VA（不包括 PC 的功率）

• USB 端子（PC 连接专用）
• 测试针单元连接器
• TEMP.SENSOR 端子（连接 Z2001 温度探
头）

约 215W × 80H × 306.5D mm

约 3.4 kg

3年

附件

• 电源线
• USB 连接线
• Z2001 温度探头
• 使用说明书
• 使用注意事项 (0990A905)

选件

恒电流

测试针单元连接器

0°C ～ 50°C、80% RH 以下

F1.6AH 250 V 1 个

直流电阻、温度
利用 RM2612 电�电阻测试软件进行自动测
量。
仅使用 RM2611 电极电阻计无法进行测量。

电阻测量信号

0°C ～ 40°C、80% RH 以下
（没有结露）

产品保修期
保险丝

测量项目

接口规格
USB

直流 4 端子测试法
量程构成 ：

1000 mΩ、10 Ω、100 Ω、1000 Ω、
10 kΩ、100 kΩ、1000 kΩ、10 MΩ*
* ：10 MΩ 量程下的电位测量值为参考值。
（有关与量程的对应关系，请参照 RM2610 电
�电阻测试�统的使用说明书）

1 µA（最小）～ 10 mA（最大）
（有关与量程的对应关系，请参照 RM2610 电
�电阻测试�统的使用说明书）
D-Sub 50 针 插口

TEMP.SENSOR 端子（Z2001 连接用）

• 规定测试针单元连接器的电阻测试精度
• 精度保证期间 ：1 年
• 调整后精度保证期间 ：1 年
• 精度保证温湿度范围 ：
23°C±5°C、80% RH 以下
• 预热时间 ：60 分钟以上
• 电源频率范围 ：
50 Hz±2 Hz、60 Hz±2 Hz
（有关精度规格，请参照 RM2610 电�电阻测
试�统的使用说明书）

USB 2.0 (Full Speed) 连接器 ：
系列 B 插口
RM2611 电极电阻计 - PC 连接专用

有关外观图，请参照 RM2610 电�电阻测试�统的使用说明书。

• RM2612 电�电阻测试软件
• RM9003 测试用台架
• RM9004 测试针单元
• RM9005 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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