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 
 

 

 

钳形接地电阻计 

 

 

 

 

 

 

MODEL 4200/ KEW 4202 



目录 

1、 安全警告 

2、 特点 

3、 规格 

4、 各部位名称 

5、 测试原理 

6、 测量前的准备 

7、 测量方法 

7-1.普通电流测定 

7-2.漏电流测定 

7-3.接地电阻测定 

8、其它功能 

   8-1.自动关机功能 

   8-2.数据保持功能 

   8-3.蜂鸣功能 

   8-4.背光功能 

   8-5.存储功能 

   8-6.蓝牙功能（仅 KEW4202） 

9、更换电池 

10、配对方法（仅 KEW4202） 

11、KEW Smart 功能（仅 KEW4202） 

 

 

 

 

 

 

 

 

 

 

 

 

 

 

 

 

 

 

 

 

 

 

 

 

 

 

 



1. 安全警告 

本品以 IEC61010 安全要求（电子测试装置安全规格）的标准进行设计、制造，经检验合格后，最佳状况出厂。本使用说明书中记

载了避免事故危险不损伤本品，及保持长期良好状态的使用事项。因此使用前请勿必认真阅读。 

 

 

 

 

 

 

 

本仪器上的标志   意思是指为了安全而阅读本手册的必要性。并且，此类标志分为以下 3 种，请仔细阅读其各自的内容。  

危险  是表示无视此标志进行错误操作时，造成死亡或重伤的危险性极高。 

警告  是表示无视此标志进行错误操作时，造成死亡或重伤的危险性相当高。 

注意  是表示无视此标志进行错误操作时，可能造成人身事故及仪表损害的 

本仪器中表示标志有以下几种，使用时请注意其内容。 

       表示必须参照使用说明书。 

       表示是能够钳住裸导体的设计。 

表示有双重绝缘或强化绝缘保护的仪器 

   表示是交流电流（AC） 

 

危险 

● AC300V 的对地电压回路中切勿使用本仪器。 

● 雷、雨天气时请勿测量。若使用中遇到雷雨天气，请立刻停止测试并从被测物上取下仪器。 

● 请勿在易燃环境中测量。否则可能引起火花造成爆炸。 

● 若被测物和周边环境可能会导致触电时，请穿着绝缘保护器具后测试。 

● 钳口头部采用不易与被测物发生短路的设计，但是仍需注意测试未绝缘导体时，避免造成短路。 

● 使用者的手潮湿时请勿使用仪器。 

● 测试时，请不要有超过测试范围的输入。 

● 请勿测量大于 30A 电流。钳口过热会引起火灾或变形，降低绝缘。若夹住的导体电流超过 30A，LCD 将显示“OL”，

请立刻停止测量并将仪器从被测导体上取下。 

● 测试中绝对不要打开电池盖。 

● 磨损至钳口开口部的磨损指示线（如下图）时，请勿继续使用仪器。 

 

警告 

● 使用过程中，若仪器发生裂痕，金属部分暴露时，请停止使用。 

● 请勿对本仪器进行分解、改造、代用部件的安装，需要修理调整时请送至本公司或销售店。 

● 请勿在潮湿状态下更换电池。 

● 需更换电池打开电池盖时，请先关闭电源。 

● 测试中，请勿碰触绝缘层（参照下图）上侧部分，可能有触电的危险。 

 

注意 

● 测试开始前，确认功能开关已调节至所需功能上。 

● 请勿将本仪器放置于高温多湿、结露及阳光直射的场所。 

● 使用后务必关闭电源，若长期不使用请取出电池后保管仪器。 

● 清洗时，请勿使用研磨剂、有机溶剂，应使用浸泡过中性洗剂或水的布檫洗。 

● 使用时请注意切勿使仪器受撞击（如掉落），否则可能使钳口受损。 

● 请勿夹任何不符合要求的物体。 

警  告 

●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说明书的内容。 

●请随身保存说明书以便随时参考。 

●请遵守使用说明书的指示。 

●对于本说明书的安全指示，请在理解的基础上严格遵守。 

请勿必严格遵守以上指示，如违反指示进行操作，可能会导致事故及人身伤害的发生。 



 

 

2、特点 

本仪器是适用于多种接地方式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只需夹住接地线即可测量接地电阻。同时具备测试低于 30A 漏电流的交流电流

功能。 

※ 不能测试单独接地极的接地电阻。 

 测量范围 

接地电阻     最大 1200Ω     最小分辨率 0.01Ω 

交流电流     最大 30A        最小分辨率 0.1mA 

 干扰检测功能   接地电阻测试中检测对测试有影响的电流并显示在 LCD 上的功能。 

 真有效值表示   交流电流测试中显示变形波的真有效值（True RMS）。 

 自动关机功能   避免忘记关闭电源节约电池寿命的功能。 

 数据保持功能   将测量数据保留在显示屏上的功能。 

 蜂鸣功能   若测试结果在 10Ω 以下，蜂鸣器鸣叫。 

 背光功能  在昏暗处及夜间作业中非常便利的背光功能。 

 存储功能   能够保存、显示测试结果。 

 安全规格为标准的安全设计    

IEC61010-1：2001（CAT. 300V 污染度 2）   IEC61010-2-032：2002。 

 双重绝缘或强化绝缘的安全构造。 

 蓝牙通信功能（仅 KEW4202） 

本仪器和 Android 末端可使用蓝牙功能连接，可通过末端进行远程监控，数据管理。 

 

 

 

 

 

 

 

 

 

 

 

 

 

 

 

 

 

 

磨损指示线 

绝缘层 



3、 规格 

 测量范围及其精度 

功能  范围 分辨率  测量范围 精度 

接地电阻 

（自动量程） 

20Ω 0.01Ω 0.00～20.00Ω ± 1% ± 5dgt 

200Ω 0.1Ω 20.0～200.0Ω ± 3% ± 5dgt 

600Ω 

 

1Ω 

 

200～399Ω ± 6% ±5dgt 

400～599Ω ±10% ± 10dgt 

1200Ω 10Ω 600～1200Ω - 

交流电流（ACA） 

(自动量程) 

 (50Hz/60Hz) 

100mA 0.1mA 0.0～100.0mA 

± 2%±5dgt 

（正弦波） 

1000mA 1mA 100～1000mA 

10A 0.01A 1.00～10.00A 

30A 0.1A 10.0～30.0A 

•  峰值系数≤2.5       正弦波精确度+1%（50/60Hz、波高值低于 60A）      

•  接地电阻 20Ω 量程的 0.04Ω 以下，交流电流 100mA 量程的 0.4mA 以下显示为 0。 

•  自动量程功能会在当前量程的 105%以上时自动升级上一个量程，未满 80%时自动下降下一个量程。 

 

● 工作方式：          接地电阻功能：定电压注入。电流检出法（频率：2400Hz）  双集成电路 

                      交流电流功能：逐次比较有效值演算方式 

● 显示                液晶显示(最大 2099) 

● 输入 OL 表示        超过测试范围时表示为“OL” 

● 应答时间            接地电阻功能：约 7 秒   交流电流功能：约 2 秒 

● 采样率              约 1 次/秒 

● 使用环境:            海拔 2000m 以下 (户内/户外使用) 

● IP 保护等级           IP40 

● 保证精度的温湿度范围   23ºC±5ºC   相对湿度 85% 以下，不结露。 

● 操作温湿度范围         0ºC ~40ºC     相对湿度 85% 以下，不结露。 

● 存储温湿度范围         -20ºC ~ 60ºC   相对湿度 85%以下，不结露。 

● 电源                   DC6V：R6P（单 3 形锰电池）×4 或 LR6（单 3 形碱性电池）×4 

● 消耗电流               MODEL 4200：约 50mA （最大时约 100mA） 

                         KEW 4202：约 90mA（最大时约 140mA） 

● 连续测量时间           MODEL 4200：使用 R6P 时约 12 小时，使用 LR6 时约 24 小时 

                         KEW 4202：使用 R6P 时约 5 小时，使用 LR6 时约 21 小时 

● 自动关机功能           操作约 10 分钟后自动关机。 

● 安全规格               IEC 61010-1  CATIV 300V 污染度 2 

IEC 61010-2-032 

IEC 61326 -2-2（EMC 规格） 

● 外部通信方式           蓝牙 Ver2.1 + EDR 标准 Class2 

● 耐电压                 AC5160Vrms/5 秒 钳口和外箱间（除头部） 

● 绝缘电阻               50MΩ/1000V  钳口和外箱间（除头部） 

● 被测导体直径           最大 Ф32mm 

● 尺寸                   246（L）×120（W）×54（D）mm 

● 重量                   约 780g (含电池) 

● 附件                   电池 R6P ×4 / LR6×4    

使用说明书 ×1    

工作确认电阻（MODEL 8304）×1  

                         便携箱（MODEL 9166）1（MODEL 4200） 

                         便携箱（MODEL 9167）1（KEW 4202）  

 



〇 真有效值（RMS） 

真有效值亦可称为 RMS（ROOT-MEAN-SQUARE，均方根），表示为 RMS= 2lin （= 2Vin ）。就是说可看作，为获得输入电流（电

压）lin(vin)二次方后的平均根，而换算拥有相同电力的 DC 电流（电压）。一方平均值整流有效值的校正是指仅测试于输入电流（电

压）Iin（vin）整流后所取的平均值相同的正弦波的情况下，有效值的误差如下表所示。虽然平均值与波形率（有效值/平均率）=1.111

相乘后的值与有效值的误差几乎没有，但测试正弦波以外的波形时，由于波形率发生变化，可能存在误差。 

 

〇 峰值系数（CF 波高率） 

CF（波高率）表示为波高值/有效值。 

例）正弦波：CF=1.414 

负载比 1：9 的方形波：CF=3 

波形 
   有效值 

Vrms 

平均值 

Vavg 
波形率 

平均值检波 

测定器指示误差 

峰值系数 

    CF 

 

A
2

1
 

≒0.707 

 

A


2
 

≒0.637 

A
22


 

≒1.111 

0% 
2  

≒1.414 

 

A A 1 
100

111.1




A

AA
 

=11.1% 

1 

 

A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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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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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部位名称 

 各部位和开关（MODEL 4200、KEW4202 通用） 

⑴钳口 

⑵扳机 

⑶背光控制开关 

  背光的 ON/OFF 

⑷功能开关  

 AC /A 接地电阻范围的切换 

⑸存储模式开关  存储地址选择 

⑹数据保持开关 

  表示值的保留/解除 

⑺电源开关  电源 ON/OFF 

⑻液晶显示器 

⑼上光标开关（UP） 

   选择位置编号，保存测量值，查看保存测量数据 

⑽下光标开关 

  选择位置编号，保存测量值，查看保存测量数据 

⑾保存开关 

  测试值的保存 

 

 

 

 

 

 

 

● LCD 显示标志 

 存储模式或保存测量值时显示。 

 电池电量耗尽时显示。 

 接地电阻功能中若钳口未正常关闭时显示。 

 接地电阻功能中产生对测量值有影响的电流

或干扰时显示。 

 
数据保持功能启动时显示。 

 ACA 功能时显示。 

 电阻功能的导通模式时显示。 

 

 

 

 

 

 

 

 

 

 

 

 

 

测量值 单位 

数据编号 1~100 



5、 测量原理 

本仪器可测试多重接地方式的接地电阻。（如下图所示）。假设被测接地电阻为 Rx，其它接地电阻为 R1、R2、…Rn。 

 

这些接地电阻中，可看成 R1、R2、R3、Rn 全部并联，作为一个合成电阻 Rs，由于是几个电阻并列连接而形成的合成电阻，与

RX相比，Rs 可示为十分小的数值。下图是等价电路图。 

 

在此电路中，在钳口（CT1）处施加电压（V），使与接地电阻相应的电流（I）流动。该电流与测试电阻 R（合成电阻：Rx+Rs）

成反比例关系，可使用其它钳口（CT2）检测出的电流，计算后求取此测试电阻 R。此时，R 作为测量值。不过，相对于 RX，RS

可视作非常小的数值而忽略不记，因此，显示值可作为测试的接地电阻值。 

 

注意 

本仪器无法测试以下场所的接地方式：  

 没有其它接地相连接的单独接地（如避雷针等）。  

 超过本仪器电流值 2A 范围的 AC 电流测量。 

 被测接地电阻小于其他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超过 1200Ω。 

使用本公司接地电阻计 M-4102A 及 M-4105A 可进行以上测量。 

 

 

M-4102A 测试举例 

被测接地极 辅助接地棒 



6、 测量前的准备工作 

注意 

开机时仪器会进行 3 秒自动校准。（LCD 显示“CAL”标志）在此期间请勿夹任何导体或打开钳口。否则，无法保证

测量精确度。 

（1） 检查电池电压 

显示屏中无任何显示时，按下电源开关 ，接通电源。 

此时，若显示鲜明并且没有 标志， 则表示电池电压正常。 

若显示不鲜明、显示 标志或无任何显示时，请按【9. 电池的更换】事项更换电池。 

（2） 请检查接地电阻测试是否正常。 

将本仪器附带的工作确认电阻（MODEL8304）钳住，如下图所示。确认钳口回路是否正常工作。若显示值在下表范围内则表

示正常。若显示值大大超过精确度，请进行维修。修理时请将工作确认电阻一并附上。 

 

工作确认电阻 允许范围 

1Ω 0.93～1.07 

10Ω 9.75～10.25 

 

7、测量方法 

危险 

● 为避免触电的危险，切勿测试 AC300V 以上对地电位的电路。 

● 钳口头部设计为不会造成被测物短路的结构。当测试不绝缘导线时，请小心使用，不要造成被测物的短路。 

● 电池盖未盖上时切勿进行测试。 

● 请勿测试 30A 以上的电流，可能会使钳口内部发热，引起火灾及成形品变形，造成绝缘不良的危险。 

● 万一夹住导线，仪器显示为“OL”时，立刻中止测试，将本仪器与被测物脱离。 

 

注意 

● 为确保高精度测试，对钳口进行了精密调整。因此，使用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施加冲击、振动及不必要的外力。 

● 由于本仪器在电源接通后 3 秒内会自动校准(LCD 显示“CAL”标志)，在此期间，请不要随意开关钳口，否则可能

影响精确度。 

● 发生钳口因夹住异物或对其施加了不必要的外力造成无法咬合的情况时，钳口会难以闭合。此时请勿立刻强行

闭合钳口而实施扳动板机等行为，而应该取出异物利用板机自身弹簧的自然力闭合钳口。 

● 被测导体的最大的直径为 Φ30mm，尺寸过大的导体钳口会无法完全闭合，将不能正确测试。 

● 测量大电流时，钳口处可能会发出蜂鸣声，并非异常现象。 

● 本仪器采用了高敏感度的钳口设计，仪器无法完全排除受外部磁场的影响，若附近有大磁场的发生源，在夹住

导线之前，可能就会显示电流值（非零显示），此时请尽可能将仪器远离磁场发生源后再使用。 

代表性的发生源有：有大电流流动的导体、马达、使用磁石的机器、电力计。 

 

 

工作确认电阻 



7-1 普通电流测定 

按下功能键“A/Ω”选择 ACA 功能。 

确认液晶显示的单位是“mA”，并且显示屏左上侧“MEM”标志没有点亮。 

请按下板机，打开钳口，夹住被测试导体中的 1 根。 

显示被测电流值。（接地线中的接地泄漏电流也可使用以上方法进行测试） 

 

 

7-2.漏电流的测定 

按下功能键“A/Ω”选择 ACA 功能。 

确认液晶显示的单位是“mA”，并且显示屏左上侧“MEM”标志没有点亮。 

将接地线以外的所有导线全部夹在一起。 

显示被测电流值。 

 

               单相 2 线式                                         三相 3 线式  

    单相 3 线式时，将 3 根导体一起夹住。                     3 相 4 线式时，将 4 根导体一起夹住。 

 

7-.3  接地电阻的测定 

 注意 

● 事先按“7-1 普通电流测定”内容确认接地线中的电流。如下列干扰检测功能一样在 LCD 显示屏的右上部分 

“ noise”标志点亮时，测试结果可能存在相当大的误差。请切断有电流在被测对象的接地线中流动的机器电源，

减少接地线中电流。 

● 非多重接地和相对被测对象的接地电阻而言其他接地电阻较大的情况下，不能测试。 

● 本仪器不能多次测试同一个接地系统。测试结果可能有较大误差。 

● 接地电阻测试中， 标志点亮时表示钳口没有完全关闭。此标志出现时请停止测试。在钳口完全关闭后才能

继续测试。 

● 接地电阻功能的应答时间约为 7 秒。请等待显示值稳定后读取数据。 

测试顺序 

1） 按下功能键“A/Ω”选择接地电阻功能。 

2） 确认液晶显示的单位是“Ω”，并且显示屏左上侧“MEM”标志没有点亮。 

3） 按下扳手，打开钳口夹住被测接地线。 

4） 显示被测电阻值。 



 

<干扰检测功能> 

接地电阻功能中以下情况可能会对测试结果有影响。此时，显示屏右上部分“NOISE”标志点亮。 

 接地线中的电流值超过接地电阻功能各量程的允许范围： 

接地电阻 容许电流 

20Ω 2 A 以下 

200Ω / 600Ω / 1200Ω 400mA 以下 

 接地线中电流含有对测试结果有影响的谐波。 

<钳口打开检测功能> 

钳口未完全关闭时，显示屏上 标志会点亮。此时，请停止测试。 

 

8、其它功能 

8-1．自动关机功能 

为避免忘记关闭电源而造成的电池消耗，延长电池寿命的功能。操作后约 10 分钟会自动关机。 

再次按下  按钮打开电源即可返回普通模式。 

 仪器关机前蜂鸣。   

 请按以下步骤解除自动关机功能： 

（1）按下数据保留按钮的同时按下 键打开电源后放开 键，仍然按住数据保留功能。 

（2）打开电源后显示屏上会出现“P.OFF”标志 1 秒，自动关机功能已解除。 

启动自动关机功能时，先将电源关闭，打开电源时不按数据保留按钮即可。 

8-2 ．数据保持功能 

将测试数据固定于显示屏的功能，一旦按下数据保持（DATA HOLD）按钮保留当时的数据，即使输入变化，显示数据不变，

显示屏右上部显示“ ”标记。再次按数据保持按钮即可解除数据保持状态。 

 数据保留过程中一旦自动关机功能启动，将会解除保存状态。 

8-3．蜂鸣功能 

接地电阻在 10Ω 以下即蜂鸣警告的功能。接地电阻模式中按住“A/Ω”键 2 秒以上启动蜂鸣功能（显示屏左下部“ ”标志点

亮）。接地电阻在 10Ω 以下时蜂鸣器会鸣响。再次按“A/Ω”键可解除蜂鸣功能（“ ”标志熄灭）。 

8-4．背光功能 

便于在昏暗场所读取测试结果的功能。接通电源后，按下“ ”键启动液晶显示屏的背光功能。亮灯时再次按“ ”键，可熄灭

背光灯。 

 为避免消耗电池，约 1 分钟后背光灯会自动熄灭。 

8-5．存储功能 

保存显示测试结果的功能。 

 保存测试结果 

（1） ACA 或接地电阻功能中，使用指示按钮▲、▼可从保存数据号码 1-100 中选择任意一个保存测试数据。 

 一直按着按钮时数字会快进。 

（2） 按下“MEM WRITE”按钮，将显示中的测试结果保存于显示的数据号码。（显示屏左上的“MEM”亮灯约 1 秒钟） 

 保存后数据号码会自动+1，显示下个号码。（号码保存至 100 时，会自动回至 1） 



 在已保存过的测试结果的地址号上保存新结果时，以前的保存结果会被新结果覆盖。 

 在数据保持功能启动后保存时，LCD 也保存该数据。 

 查看保存数据 

按下“MEM MODE”键，液晶显示屏左上部的“MEM”灯亮。 

按▲或 ▼选择液晶屏上部的地址号码时，会显示保存的测试结果。 

 解除数据查看模式可再次按“MEM MODE”键或功能键“A/ Ω”。 

 显示“----”时表示该地址没有保存数据。 

 清除保存数据 

按下“MEM MODE”键的同时在按下“MEM WRITE”键，LCD 显示屏上显示“CLR”标志 2 秒，可删除当前数据号码的测定结果。

（显示屏上的内容变成“---”） 

 按以下方法可一次性删除全部测试结果。 

1） 电源 OFF 状态中，同时按下“MEM MODE”键和“MEM WRITE”保存开关键，然后打开电源开关后，只松开电源开关。 

2） 电源接通后，约 2 秒内显示屏上“MEM”“ALL”“CLR”标志点亮。 

即可删除所有测试结果。 

8-6．蓝牙功能（仅 KEW 4202） 

连接蓝牙可与 Android 末端通信。 

 使用前 

本功能是 KEW4202 专用功能。MODEL4200 不能使用。 

使用本功能前必须将 Android 末端连接网络，下载专用程序“KEW Smart”。并且，其中 一部分功能必须连接网络状态下才

能使用。详情请查询【11.KEW Smart 功能】或专用程序【KEW Smart】的帮助内容。 

警告 

使用蓝牙功能的电波可能会对医疗电子机器等的工作产生影响。在有医疗机器的场所使用时请注意避免造成错误。 

注意： 

 本仪器所安装的蓝牙功能的最长连接距离约为 10m，但是，仪器和 Android 末端间若有障碍物（墙壁，门，人物等）时，同

时，测试现场的电波情况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连接距离有影响。 

 仪器或 Android 末端附近若有无线 LAN（IEEE802.11.b/g）的机器时，可能会由于电波干扰而造成无法连接、从仪器传送到

末端的数据速度变慢或者仪器 LCD 显示更新和 Android 末端的显示更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时间差等情况。此时，请尽量将仪器

和 Android 末端远离无线 LAN 机器、切断电源或使仪器和 Android 末端的距离尽可能靠近。 

 仪器或 Android 末端的任何一个若放入金属盒中进行通信的话，可能无法连接。请更换测试场所或使仪器和 Android 末端间

没有金属板的阻隔。 

 蓝牙通信时若发生信息泄露，本公司概不负责。 

 即使使用的是专用程序的 Android 末端，不同机种也可能无法与仪器连接。若与其他 Android 末端连接后仍然无法接通时可

能是存在故障，请与本公司或代理商连接。 

 蓝牙的字标和 logo 都属于 Bluetooth SIG，Inc.所有。KYORITSU 公司获得使用权。 

 Android、Android 市场、Google Play Store、Google Map 为 Google Inc.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TM 标志、○R 标志没有标注。 

 设定 

仪器和 Android 末端间进行配对。接通仪器电源后在 Android 末端的设定画面中进行配对。详情请参考 Android 末端的使用说

明书、【KEW Smart】的帮助或【10.配对方法】。 

 与 Android 末端的通信 

本功能将仪器上的测试结果通过蓝牙连接，使用专用程序【KEW Smart】显示到 Android 末端。所测试的接地电阻值、交流

电流值可显示在 Android 末端上。因此，即使不在附近也可确认测试结果。 

（1）通信方法 

接通仪器电源，设定需测试的功能，夹住被测对象。 

Android 末端上启动【KEW Smart】，在设定菜单上点击链接，选择需要连接的个体，与仪器确立连接。确立后，点击画面上

的【测试开始】，自动将测试结果显示在 Android 末端的画面上。 

 

 



（2）切断连接和完成测试 

切断通信时请从设定菜单上点击切断。如需再次启动通信请点击连接。 

测试完成后，点击画面上的【测试完成】可结束测试。此时，与仪器的通信并未切断。 

【KEW Smart】中有各种功能。详情请参考【11.KEW Smart 功能】或【KEW Smart】帮助。 

 

9、电池的更换 

警告 

 为避免触电事故，更换电池时，请与被测物分离，电源处于 OFF 状态。 

 

注意 

 请勿将新电池与旧电池混合使用。 

 请勿搞错电池极性，与箱内电池指示方向相符。 

 

电池电压警告标志“ ”在显示屏左上部出现时，请更换电池。请注意电池完全用尽时，显示屏上的显示会消失，“ ”警告

标记也不会显示。 

（1） 测试进行时，请取下被测物。 

（2） 按下 POWER 按钮关闭电源。 

（3） 请将本品背面电池盖的螺丝旋松，松开电池盖，并取下电池盖。 

（4） 更换新电池时请注意不要弄错极性。 

（5） 更换后将电池盖装上，旋紧螺丝。 

 

 

10、配对方法（KEW 4202） 

KEW4202 和 Android 末端间使用蓝牙连接时必须要对 Android 末端进行配对。 

 请注意电池剩余量。显示屏上 标志点亮时请更换电池后继续测试。 

（1）打开仪器电源。 

（2）启动 Android 末端，从末端设定画面上进入无线设定，进入蓝牙设定画面。 

（3）请搜索附近的设备。搜索结果显示【KEW 4202-XXXXXXX】的个体名（个体名字的后半部分是仪器的序列号）。 

（4）选择需配对的个体，进行配对。 

如无法配对，请确认以下内容。 

※ 仪器和 Android 末端分离时，请将仪器靠近 Android 末端后设定。 

※ Android 末端的蓝牙功能 OFF 时，Android 末端的设定画面上改为 ON。 

确认以上 2 个内容后再次进行配对。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搜索结果。 

 

 



11.KEW Smart 功能（KEW 4202） 

安装 Android 末端专用程序【KEW Smart】，在 KEW4202 的附近场所可使用手上的 Android 末端确定测试结果。 

【KEW Smart】在 Google Play Store（原 Android 市场）中免费提供（必需连接网络）。下载和特定功能的使用的通信费，网络连

接费等由客户承担。【KEW Smart】不在记录媒体上发布。 

【KEW Smart】有以下功能。 

 在附近场所可确认测试结果（接地电阻值 / 交流电流值） 

 数据保留功能（仅 Android 末端显示） 

 文档保存/显示功能 

测试完成后，可与测试数据一起备注后保存（32 个文字以内）。GPS 打开时，保存文件中自动保存测试场所的位置信息。 

 比较功能（接地电阻值） 

测试结果比设定值大或者小的话 Android 末端会发出蜂鸣。 

 内存下载功能 

可下载仪器内存中保存的测试数据。按仪器上的内存模式开关 进入内存模式后在 Android 末端即可下载。此功能在测试

完成状态时可使用。 

连接网络后可使用以下功能 

 送信功能 

保存数据可添加到邮件后送信。此功能可在与仪器切断连接的状态时使用。 

 地图显示功能 

GPS 功能 ON 时，保存数据完成测试后或者保存文档中保存了位置信息后，通过数据通信可在 Google MAP 上显示测试位置。 

其他，Android 末端画面上与仪器连动，显示“OPEN”，“NOISE”的文字。 

详细设定方法请参考【KEW Smart】帮助。 

注意： 

 Android 末端画面上不显示仪器的电源状况。使用本功能测试前请确认仪器的电池剩余量，必要时更换新电池。 

 Android 末端上不能操作仪器（切换功能开关，数据保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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