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規格

HART 通訊

709H 新增 HART 通訊功能，並
支援精選的 HART 通用和一般實
務指令組。因此，709H 是獨一
無二的產品，不但是經濟實惠、
設計精巧的迴路校正器，也是功
能強大的 HART 通訊疑難排解
工具。
 使用者在通訊器模式中可以
讀取基本裝置資訊、執行診斷測
試，以及修整大多數 HART 型發
送器的 mA 輸出。過去這項工
作僅能以專屬的通訊器、高階多
功能校正器，或具備 HART 數據
機的膝上型電腦來完成。Fluke 
709H 幾乎可讓所有技師維修和
支援 HART 裝置。

節省時間，獲得答案

此外，709H 可以：

 •  現場記錄 HART 資料。在現
場由 709H 記錄之後，709H/
追蹤軟體能上傳您工廠內最多 
(20) 個 HART 裝置的 HART 配
置，並以 (.csv) 或 (.txt) 格式
輸出資料。

 •  可從特定發送器記錄含有 mA 
迴路測量結果和 HART 資料
記錄的資料，以進行疑難排
解和迴路微調。 資料記錄功
能提供從 1 至 60 秒的可選擇
式擷取記錄間隔，以及可容
納 9800 筆記錄或 99 個獨立
工作階段的記錄容量。每一資
料樣本包含 709H mA 測量結
果、全部 4 項程序變數，以
及標準狀態條件。

Fluke 709/709H 
精密電流迴路校正器 

具備 HART 通訊功能

Fluke 709 和 709H mA 迴路校正器的設計目標是節省時間，並產生

高品質的成果。這些校正器的設計核心，是具備快速設定旋轉編碼器旋

鈕的簡易介面。這項工具能減少用於測量或取得電流的時間，以及對迴

路供電所需的時間。保護套讓技師易於持握，大尺寸的背光顯示幕可更

輕鬆地閱讀，即使在黑暗、狹隘的工作環境也不例外。

Fluke 的可靠確實。HART 功能相容。

Fluke 將 HART 通訊功能置入精密迴路校正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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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焦點

 •  同等級產品中的最佳準確度，讀數達 0.01%
 •  設計精巧又堅固耐用的設計 
 •  直覺式的使用者介面具備快速設定旋鈕，設定快速、使用簡易

 •  24 V DC 迴路電源具備 mA 測量模式 (-25% 至 125%)
 •  mA 範圍的解析度是 1 µA，電壓範圍的解析度是 1 mV
 •  內建可選擇式 250 Ω 電阻器，適用於 HART 通訊

 •  單純的兩線連線適用於所有測量操作

 •  自動關機能保留電池電力 
 •  以秒為單位的可變階差和升降時間

 •  閥測試 (以 % 鍵取得與模擬定義的 mA 值)

規格

功能 mA 取得、mA 模擬、mA 讀取、mA 讀取/迴路電力，以及電壓讀取。

範圍 mA (0 至 24mA) 和伏特 (0 至 30VDC) 

解析度 mA 範圍是 1 µA，電壓範圍是 1mV 

準確度 0.01% +/- 2 計數，所有範圍 (@23° +/- 5°C)

操作溫度範圍 -10 °C 到 55 °C (14 °F 到 131 °F)

濕度範圍 10 至 95%，非凝結

穩定度 20 ppm 的 F.S. /°C 從 -10°C 到 18°C 以及 28°C 到 55°C

顯示幕 128 x 64 像素，具LCD背光 ，34 " 高數位

電源 6 顆 AAA 鹼性電池

電池壽命 ≥ 40 小時連續使用 (測量模式，使用鹼性電池)

迴路相容電壓 24VDC @ 20mA

過電壓保護 240VAC

過載電流保護 28mA DC

EMC EN61326 附錄 A (可攜式儀器)

尺寸 (長 x 寬 x 深) 15 cm x 9 cm x 3 cm 

重量 0.3 kg 

內附配件 NIST 可追蹤校正證書，以及資料、電池、測試導線和手冊

保固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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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 通訊

Fluke 709H 具有內建 HART 數據機，提供通訊功能，可執行下列
指令：

 •  讀取訊息

 •  讀取標籤、描述符號、校正日期

 •  讀取感應器的 PV 資訊

 •  讀取 PV 輸出資訊

 •  讀取長標籤

 •  寫入 PV 範圍 (上層和下層)

 •  進入/結束固定電流模式

 •  設定零偏移

 •  修整 DAC 零 (mA 輸出 4 mA)
 •  修整 DAC 增益 (mA 輸出 20 mA)
 •  Fluke 709H 也能儲存多達 20 個 HART 裝置配置檔案，並可透
過 709H/Track 軟體上傳。配置可儲存為 .csv 或 .txt 檔案。如此
一來，使用者即能輕鬆記錄工廠的 HART。

配置可儲存為 .csv 或 .txt 檔案。此功能讓技師能直接存取重要裝
置參數，使對工廠資產的疑難排解、校正和維護作業更佳。 
 
標準設備

 •  兩個 AC72 鱷魚夾 (709)
 • TL75 測試導線 (709)
 •  延長齒鱷魚夾組 (709H)
 • 75X-8014 可堆疊導線組 (709H)
 • TP220 測試探頭 (709H)
 • AC280 SureGrip™ 鉤夾 (709H)
 • HART 連接線 (僅限 709H)
 •  軟質包

 •  六顆 AAA 電池 (已安裝)

 • 709/709H 產品手冊 CD-ROM
 • 709/709H 快速參考手冊

 • 709/709H 安全須知

選購軟體
 • 709H/追蹤軟體/連接線

訂購資訊

FLUKE-709 精密迴路校正器

FLUKE-709H 精密 HART 迴路校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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