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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感谢您购买和使用我公司产品，在您使用本仪器前首先请根据说明书最后一章

“保修”的事项进行确认，若有不符请尽快与我公司联系，以维护您的权益。 

1.1 引言 

TH9520/A综合分析系统在单机内实现交流耐压、直流耐压、绝缘电阻、匝间绝

缘测试、直流低电阻、电感量(TH9520A选配)测试六大功能。针对线圈类元器件需要

的测试项目如安规耐压、匝间绝缘、绕线电阻值、线圈电感量(TH9520A选配)，以前

需要四台仪器分别测试的功能，现在在单机内即可实现。凭借同惠电子丰富的元器

件分析技术，TH9520/A带来的不仅仅是四台普通仪器的简单叠加：500VA/200VA 功

率 AC设计，5kV AC/6kV DC 输出高压，绝缘电阻电压提高至 5kV(TH9520)，匝间绝

缘测试电压提高至 6kV(TH9520)，新型高压测试夹具实现四端直流低电阻和测试频率

最高至 100kHz的电感量测试，新技术的实现给您的产品带来更好的品质保证。单机

配备八通道扫描接口，每个通道可设置为高端、低端、关闭三种状态，可实现最多

八组器件的测试，满足用户最多的应用需求。 

仪器提供了多种测试功能： 

⚫ 六合一综合分析仪，单机实现线圈类元器件测试需求： 

交流耐压分析 

直流耐压分析 

绝缘电阻分析 

匝间绝缘分析 

直流低电阻分析 

电感量测试分析(TH9520A选配) 

八通道扫描测试，可同时测试最多八组器件； 

500VA功率 AC设计(TH9520A 200VA功率)； 

绝缘电阻测试最高电压 5kV； 

DC/IR自动快速放电功能； 

匝间绝缘测试采样 ADC 提升至 12bit、200MHz采样率； 

直流低电阻测试支持△Y型电机直流电阻计算； 

直流低电阻温度转换功能，可选的温度传感器； 

最高 100KHz频率的电感量测试分析 

新型高压测试夹具 

最大测试步骤高达 32 步 

高分辨率 7寸 800×480点，TFT-LCD显示 

内部文件存储和外部 U 盘文件保存 

仪器提供多种方便的通讯接口为仪器的测量结果输出至外部设备或组成自动测

试系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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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接口: RS-232C为仪器与外设的串行通讯提供了极大方便，外设可通过该接

口对仪器进行各项功能和参数的设定，基本可取代键盘的功能； 

USB接口：USB接口有 USBCDC和 USBTMC两种选择，极大方便了对仪器的远程无

面板控制。 

LAN接口：LAN接口有 LAN和 LXI两种选择，极大方便了利用网络对仪器的远程

无面板控制。 

用户可选购基于 WINDOWS的操作界面，以组成元件的自动检测分析系统。 

GPIB接口(选件): 该通用接口为仪器与计算机和其他测量仪器共同组成自动测

试系统提供了方便。 

RS-232C接口、USB接口、LAN接口和 GPIB接口命令使用国际惯用的可程控仪器

标准命令（SCPI）格式编写，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编程。 

HANDLER接口：该接口可使仪器与元件的机械处理设备相同步并检测分选元件，

将分档结果输出至机械处理设备； 

本仪器简捷易用的操作界面，醒目的分选结果指示，快速接触检查，完善的高

压保护，丰富的接口功能，完善的数据传输和数据保存功能，将简化您的测试流

程，节省产品测试时间。 

1.2 使用条件 

1.2.1 电源 

电源电压：100V～240VAC 

电源频率：47Hz～63Hz 

额定功率：800VA 

1.2.2 环境温度与湿度 

正常工作温度：0℃～40℃，湿度：< 90%RH 

参比工作温度：20℃±8℃，湿度：< 80%RH 

运输环境温度：0℃～55℃，湿度：93%RH 

1.2.3 预热 

开机后预热时间：≥ 20分钟 

 

1.2.4 几点注意问题 

请不要在多尘、震动、日光直射、有腐蚀气体等不良环境下使用。 

仪器长期不使用，请将其放在原始包装箱或相似箱子中储存在温度为 5℃～

40℃，相对湿度不大于 85%RH 的通风室内，空气中不应含有腐蚀测量仪的有害杂

质，且应避免日光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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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电源之前，确保电源电压和保险丝与设备说明书上的一致，包括形状、

等级、特性等。如果用了不同类型的保险丝或者短路，那么可能会损坏设备。 

输入电压范围 频率范围 
保险丝（慢

熔） 
额定功率 

110VAC 

（100V～

120VAC） 
47-63Hz 

10A 800VA 

220V 

（200V～

240VAC） 

5A 800VA 

本仪器已经经过仔细设计以减少因 AC电源端输入带来的杂波干扰，然而仍应尽

量使其在低杂讯的环境下使用，如果无法避免，请安装电源滤波器。 

不要在有强烈磁场或者电场效应的地方使用该仪器，因为电磁脉冲会引起仪器

故障有可能产生火灾。 

不要在敏感的测试设备和接受设备附近使用该仪器。如果在本仪器的附近使用

这些设备，被测件失效击穿产生的噪声也许会影响这些设备。超过 3kV的测试电

压，测试线间的电场会电离空气产生电晕，在测试线之间产生大量的 RF（射频）带

宽的干扰。为了减少这种影响，需确保测试线之间的距离足够远。另外，保持测试

线远离导电表面（特别是尖鋭的金属末端）。 

本仪器后有散热风扇，左右有散热通风孔，以避免内部温度升高影响精度，请

确保仪器处于良好通风状态下。 

请勿频繁开关仪器。切断电源开关后，再次打开电源开关前确保要间隔几秒钟

或者更长的时间。不要重复频繁的开/关电源开关，如果那么做，仪器的保护设施也

许就不能完全的执行保护功能。当仪器正在产生测试电压时，不要关断电源开关，

除非在特殊或者紧急的情况下。 

当正常使用仪器时，尽可能的使功能互锁(INTERLOCK)确保使用的安全。工作空

间比较局促的场合：为被测件制作一个类似盒子的结构；在对结构复杂的大型被测

件进行测试场合：在测试区域的周围使用围栏等等防止触电的保护结构，在触电保

护结构被打开时，断开(INTERLOCK)信号回路，保证工作场所的安全可靠。 

1.3 体积与重量 

体积(W xH xD)：430mm(W)x177mm(H)x570mm(D) 

重量：约 25kg 

1.4 安全要求 

本仪器为 I类安全仪器 

1.4.1 绝缘电阻 

在参比工作条件下，电源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50M； 

在湿热运输条件下，电源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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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绝缘强度 

在参比工作条件下，电源端子与外壳之间能承受额定电压为 1.5kV，频率为

50Hz的交流电压 1分钟，无击穿及飞弧现象。 

1.4.3 泄漏电流 

泄漏电流不大于 3.5mA。 

1.5 电磁兼容 

1.5.1 电源瞬态敏感度按 GB6833.4 的要求。 

1.5.2 传导敏感度按 GB6833.6 的要求。 

1.5.3 辐射干扰按 GB6833.10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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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操作规范和措施 
本章内容描述了在使用本仪器过程中要遵守的规范和措施。当使用本仪器时，要特别注意保证安全。 

△!警告：本仪器有 5KVAC 或 6KVDC 的测试高压输出，如因不正确或错误的操作本仪器，将会造成意外事

故，甚至死亡！因此，为了本身的安全着想，请详读本章节的注意事项，并牢记以避

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2.1 操作规范 

1) 绝缘手套 

当使用仪器时戴上绝缘手套可以保护自身不触及高压电，但是尽量不要在高压测

试时用手接触带电导体。 

2) 接地 

在本测试仪的后板外壳上有一安全接地端子，请用适当的工具，

将此接地端连接到电气地（安全地、大地）。如果没有良好的接

地，当电源的电路与地端短路或者任何设备的连接线与地短路

时，测试仪器的外壳可能将会有高压的存在，这是非常危险的，

只要任何人在上述的状态下触碰仪器外壳，都将可能造成触电事

故的发生。因此务必确保安全接地端子连接至大地。 

 

3) 测试线连接 

先按下 STOP 键，确认 DANGER 指示灯没亮，再进行测试线连接。 

当要用测试线连接被测物时，请先以 CH1～CH8 或 RTN/LOW 的测试线先接上被

测物。假若 CH1～CH8 或 RTN/LOW 的测试线连接不完全或者掉落是非常危险

的，因为整个被测件上将有可能被充满高电压。 

测试前必须检查，CH1～CH8 或 RTN/LOW 端的测试线是否接好、松动或脱落。 

4) 中止（暂停）测试 

要改变测试条件，请先按一次 STOP 开关，使仪器退出测试准备状态，并确保

DANGER 灯不亮。如果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将离开测试的地方，请关掉电源

开关，以防止误触启动开关引起安全危险。 

5) 远程控制 

在进行远程控制模式操作使用仪器时要特别小心，因为高压的启动停止是远程控

制的，操作员不能通过界面知道仪器的实际工作状态。要特别注意远控连接可靠： 

⚫ 「STOP」按钮，必须可靠连接，更换被测件前先按一下「STOP」按钮。 

⚫ 在人多的工作环境工作时，远控开关必须有「INTLOCK」互锁开关和高压指示

灯。更换被测件前断开「INTLOCK」互锁开关。 

⚫ 在测试电压输出时，不允许操作员或其他人员触摸被测件、测试线、探头、

输出端和其周围的地方。 

6) 测试完成确认 

若因为重新连接或其他与测试相关状况，不得不去触碰被测件、测试线、探头或

者输出端等高压区域，请先确认： 

⚫ 电源开关已关掉或仪器显示的工作状态不是测试状态，并DANGER灯熄灭。 

⚫ 被测件在测试完毕有可能被充满一高压在上面，需要特别注意，被测件是否

放电完全。 

7) 高压测试放电 

安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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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压测试中，测试线、测试探头和被测件都充有高压。仪器拥有放电电路，有

时侯在输出被切断后仍需要放电。放电过程仍有触电的危险，不要去触碰任何可

能造成触电的地方。测试结束，仪器的放电电路开始强制放电。在测试中和放电

结束前不要去拆卸被测件。 

 

放电时间： 

电压被完全放电的时间，由所用的测试电压及被测件本身特性不同来决定。 

在测试过程中，被测元件放电是通过变压器副边（约 2K电阻）实现的，10uF电容

6000V 电压放电到 30V 时间大约 0.1S。仪器固定放电时间 0.2S 可以保证放电完

毕。仪器内部滤波电容是通过放电电路放电，可保证 0.2S内放电完全。 

假定高电压加在被测件上相当于高电压加在一个 0.01uF 的电容并联一个 100MΩ

电阻的电路，若在测试中或在放电结束前被测件被分离，被测件放电到 30V电压，

测试电压为 5000V时大约需要 5S，为 1000V时大约需要 3.5S的时间。 

放电时间计算公式：t = -ln（30 / U）×R×C 

t：放电时间 

30：放电剩余安全电压 30V 

U：测试设定电压 

R：被测件的放电阻抗，约为 2KΩ电阻 

C：被测件的电容量 

若被测件的时间常数知道，那么放电到 30V 需要的时间在输出切断后可以通过上

述公式得出。 

8) 开启或关闭电源开关 

一旦电源开关被切断时，如欲再度开启时，则需等待几秒之后，千万不要把电源

开关连续做开与关的动作，以免产生错误的动作。尤其是当有高压输出的状态下

连续做开与关是非常危险的。开启或关闭电源时，高压输出端不可连接任何物品

以免因不正常高压输出造成危险。 

9) 测试状态下，勿碰触高压区域 

在仪器处于测试状态中，高压输出端、高压测试线、高压探头、被测件和它们的

暴露导体周围都带有危险的高压电，请不要靠近或触摸这些区域。 

 

△! 警告：千万不要去触摸测试线上的鳄鱼夹，当仪器处于测试状态下，因鳄鱼

夹上的橡胶皮绝缘并不够，去触摸是非常危险的！ 

 

10) 测试输出端不要和地短路 

不要使仪器的高压输出线，接地线与传输线或其他连接器的接地线或交流电源短

路，以避免整个测试仪器的外壳被充电到非常危险的电压。若要使高压输出端

CH1～CH8 或 RTN/LOW 端短路时，必须先将本测试仪整个外壳与大地有可靠连

接。 

11) 测试端不要连接外部电压 

不要将任何外部电压连到仪器的输出端。在非放电状态仪器不具备对外放电功能，

输出端与外部电压相连可能会损坏仪器。 

2.2 处理措施 

1) 紧急情况处理 

在遇到紧急情况（比如触电和被测件燃烧）仪器又没有断开高压输出时，进行以

下操作。你可以先做到（a）或（b），但是两个操作必须都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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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断仪器的电源开关； 

（b） 从电源线插头上拔掉仪器的电源线。 

2) 故障仪器的危险状态处理 

在下列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都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按下 STOP 键，其输出端仍

有可能有高压输出因此必须非常小心。 

⚫ 当按下 STOP 键，DANGER 指示灯仍持续亮着。 

⚫ 电压表没有电压读值，但 DANGER 指示灯亮着。 

当发生上述状况时，请立即关掉电源并拔掉电源插头。请立即远离这台仪器，请

相关技术人员对测试电路检测确认无危险；或者仪器静置一小时以上，确认测试

端无输出电压。拆除相关连接线，将仪器发回给我们维修。 

 

△! 警告：关闭电源后立即远离这台仪器，同时防止其他人员接近，千万不要立即

拆卸测试电路。立即联系我们的销售商或者代理商。仪器内部可能留存有高电压，

非专业人员试图检修仪器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 

 

3) DANGER 指示灯故障 

当发现按 START 键后，电压表上已有读数，但是 DANGER 指示灯仍没有亮，可

能是指示灯故障，请立即关机，将仪器发回本公司或办事处，进行维修处理。 

4) 长时间无故障使用 

若所设定的上限限制为 100.0mA（耐压测试时），请注意其温度变化，如果周围

温度超过 40℃时先暂停使用，使其温度下降至正常温度后在使用，请务必检测。 

5) 更换保险丝 

为了防止触电，在检查或者替换保险丝之前，确保关掉了电源开关，拔出了交流

电源线。搬开位于电源插座内的保险丝座，取出保险丝再将新的保险丝压入保险

丝座，在压入电源插座即可。 

 

△! 警告：确保使用的保险丝与设备说明书上的一致，包括形状、等级、特性等。

如果用了不同类型的保险丝或者短路，那么可能会损坏设备。 

 

6) AC 交流电源 

本仪器所使用的 AC 输入电源为 100V～240VAC，频率 47Hz～63Hz。若电源非

常不稳定则会造成本仪器的动作不确实或异常动作，因此请用适当的设备转成适

用的电源，如电源稳压器。 

7) 仪器输出功率 500VA 

如被测装置汲取大量电流时，在不良品的判定和输出电流的截止前，有可能流入

大电流（约数十安培）达数十毫秒，在进行测试前亦有可能有相同的情况。因此

必须注意电源线的容量及与其他仪器或设备共同连接适用的电流线。 

8) 测试线远离面板 

设备操作时，请将高压线或被测物至少远离面板 30CM，避免高压干扰显示器。 

 

9) 连接自动化设备注意事项 

⚫ 设备与自动化设备的接地系统必须接在一起。 

⚫ 高压线与 RTN/LOW 测试线的 2 端（设备输出端与待测物端）加装防干扰磁

环，并且绕线至少一圈以上。 

⚫ 高压线与 RTN/LOW 测试线必须与控制线分开 

⚫ 高压线与 RTN/LOW 测试线必须与仪器/面板保持适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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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面板说明 
本章内容仅为概略性说明,具体操作及详细解释参阅第 3章相应内容。 

3.1 前面板说明 

前面板示意图如图 2-1 所示。 

 

 

 

表格 3-1 

1 电源开关(POWER)  
接通或切断交流电源，处于按下位置时，接通电源；处于弹出位置

时，切断电源。 

2 STOP 按键 
STOP 键：停止键用来中止测试；也可以用来取消 PASS、FAIL 等提

示状态。 

3 START 键 START 键：用来启动测试，一旦测试开始 DANGER 指示灯亮。 

4 USB HOST 接口 连接 USB 存储器 

5 商标和型号 显示仪器商标和型号 

6 液晶显示屏 显示设置和测量数据 

7 功能键 F1～F6 

在各个不同的显示页面下有不同的功能。显示屏幕右侧有对应的功

能选项可快速选择，若说明文字为空白或灰色字体，表示该对应键

无效。 

8 PrtScn 键 截屏键，截取当前屏幕图片到 USB 存储器 

9 TEST 键 进入测试界面 

10 SETUP 键 进入测量设置界面 

11 SYSTEM 键 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12 方向键和滚轮 移动光标 

13 DANGER 灯 
只要正在测试这个灯就会亮了，指示测试在进行中，表示有高压正

在输出。 

14 PASS 灯 测量结果为 PASS 时，该指示灯亮 

15 FAIL 灯 测量结果为 FAIL 时，该指示灯亮 

16 通道高端指示灯 通道设置为高时，相应的指示灯亮 

17 通道低端指示灯 通道设置为低时，相应的指示灯亮 

18 数字键盘 输入数字或字符 

19 FILE 键 进入内部文件和外部文件 

20 输出端口 CH1～CH8 测试信号输出端口 

5  

 1  

6  

20  

8  7  

19  18  17   

 14  

 15  

 13  12 

 16  

9  10  11  

图 2-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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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后面板说明 

后面板示意图如图 2-2 所示。 

 

 

 

表格 3-2 

1 RTN/LOW 端 高压测试低端。 

2 
HANDLER 接口 通过该接口可控制仪器启动/停止，并可输出测试结果。

详细说明参见仪器 HANDLER 接口说明章节 

3 INTER LOCK 接口 将此两端短路，才允许有高压输出 

4 TC SENSOR 接口 连接温度传感器 

5 USB DEVICE 接口 通讯接口，电脑可通过此接口用控制指令集控制本仪器 

6 LAN 接口 网络通讯接口 

7 RS232C 接口 串行通讯接口 

8 

GPIB（选件） 提供仪器与外部设备的通用并行通讯接口，所有参数设

置，命令等均可由计算机设定和获得，以实现无仪器面

板的远程控制。 

9 保护地端子 安全接地端子，需用适当工具，将此接地端可靠接地 

10 
电源插座 交流电源插座及保险丝座，为一个三线式电源和保险丝

插座。 

11 保险丝 保险丝安装位置。 

 

 

2 3  4   8   

 1   

 7   6   5  

 10   

 9    11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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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操作说明 

4.1 步骤设置 SETUP 界面 

在任意界面下按 SETUP 键进入步骤设置界面。 

4.1.1 步骤设置参数 

进入步骤设置界面，通过▲▼◄►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步骤设置选项，如下图所

示： 

 

图片 4-1 

通过功能键步骤设置可以进入步骤设置界面。 

通过功能键测量设置可以进入测量参数设置界面。 

通过功能键文件系统可以进入文件系统界面。 

4.1.2 测试步骤参数 

进入步骤设置界面，通过▲▼◄►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测试步骤选项，如下图所

示： 

 

图片 4-2 

通过功能键复制可以复制当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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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功能键粘贴可以粘贴之前复制的步骤。 

通过功能键插入可以在当前步骤之后插入一个步骤。 

通过功能键+-可以移动光标到当前步骤的下一个步骤或上一个步骤。 

通过功能键 1/2更多可以切换到第二页功能键区，如下图所示： 

 

图片 4-3 

通过功能键增加主步骤可以添加一个主步骤。 

通过功能键增加从步骤可以添加一个从步骤。 

通过功能键删除可以删除当前主步骤或从步骤。 

通过功能键 2/2更多可以返回第一页功能键区。 

4.1.3 测试模式参数 

进入步骤设置界面，通过▲▼◄►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测试模式选项，如下图所

示： 

 

图片 4-4 

通过功能键交流耐压、直流耐压、绝缘电阻、匝间测试、直流电阻可以选择相

应的测试模式。 

通过功能键 1/2更多可以进入第二页功能键区，如下图所示： 



第 4 章操作说明 

4-3 

 

图片 4-5 

通过功能键电感测试、开短路、暂停模式、ΔY电阻选择相应的测试模式。 

4.1.4 测试通道参数 

进入步骤设置界面，通过▲▼◄►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测试通道选项，如下图所

示： 

.  

图片 4-6 

通过功能键高端设置相应的通道为测试高端。 

通过功能键低端设置相应的通道为测试低端。 

通过功能键关关闭相应的通道。 

4.1.5 各测试模式参数 

 

 

 

 

 

 

 



第 4 章操作说明 

4-4 

交流耐压测试模式 

 

图片 4-7 

测试电压：设定测试电压输出，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0.050kV～5.000kV，单位为 kV。 

上升时间：设定耐压测试输出电压爬升至设定电压所需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

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1s～999.9s。 

测试时间：设定测试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0.1s～999.9s。 

下降时间：从设定电压下降到低电压所需要的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

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1s～999.9s。 

上限电流：设定漏电流上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0.001mA～120.0mA/40.0mA(TH9520A)，单位为 mA。 

下限电流：设定漏电流下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001mA～上限电流值，单位为 mA。 

电弧检测：设定电弧上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1mA～20.0mA。 

直流耐压测试模式 

 

图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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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电压：设定测试电压输出，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

为 0.050kV～6.000kV，单位为 kV。 

上升时间：设定耐压测试输出电压爬升至设定电压所需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

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1s～999.9s。 

等待时间：设定等待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

0.1s～999.9s，在等待时间内不判断漏电流上限值和下限值。 

测试时间：设定测试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0.1s～999.9s。 

下降时间：从设定电压下降到低电压所需要的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

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1s～999.9s。 

上限电流：设定漏电流上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0.1uA～20.00mA/10.0mA(TH9520A)，单位为 mA。 

下限电流：设定漏电流下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1uA～上限电流值，单位为 mA。 

上升电弧：设定上升时间内电弧检测上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

入，输入范围为 OFF，0.1mA～10.0mA。 

电弧检测：设定电弧上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1mA～10.0mA。 

绝缘电阻测试模式 

 

图片 4-9 

测试电压：设定测试电压输出，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

为 0.050kV～5.000kV/1.00kV(TH9520A)，单位为 kV。 

上升时间：设定耐压测试输出电压爬升至设定电压所需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

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1s～999.9s。 

等待时间：设定等待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

0.1s～999.9s，在等待时间内不判断绝缘电阻上限值和下限值。 

测试时间：设定测试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0.7s～999.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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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时间：从设定电压下降到低电压所需要的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

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0.1s～999.9s。 

上限电阻：设定绝缘电阻上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按数

字键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输入单位，默认单位为 MΩ，输入范围为 0.100MΩ～

60.00GΩ。 

下限电阻：设定绝缘电阻下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按数

字键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输入单位，默认单位为 MΩ，输入范围为 0.100MΩ～上限

电阻值。 

量程电阻：设定绝缘电阻中漏电流测试量程，功能键自动表示自动切换量程，

功能键保持表示锁定当前量程，功能键 +-上下增减量程，量程范围为 0.5uA –

5uA–50uA–500uA–5mA–20mA。 

匝间耐压测试模式 

 

图片 4-10 

测试电压：设定测试电压输出，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

为 0.100kV～6.000kV/3.000kV(TH9520A)，单位为 kV。 

采样率：设定波形采样率，通过功能键设定选择，设定范围为 200Msa/s – 

100Msa/s – 50Msa/s – 25Msa/s – 12.5Msa/s – 6.25Msa/s – 3.12Msa/s – 

1.56Msa/s。 

脉冲次数：左侧设定项设定测试脉冲次数，设定范围 1-32，右侧设定项设定消

磁脉冲次数，设定范围 0-16， 

面积比较：设定面积比较判断值。 

START：设定面积比较判断起始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

0～结束值。 

END：设定面积比较判断结束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起始

值～12000。 

DIFF：设定面积比较判断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

0.1%～99.9%。 

STATUS：设定面积比较判断开关状态，可通过功能键开启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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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差比较：设定面积差比较判断值。 

START：设定面积差比较判断起始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

0～结束值。 

END：设定面积差比较判断结束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起

始值～12000。 

DIFF：设定面积差比较判断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

0.1%～99.9%。 

STATUS：设定面积差比较判断开关状态，可通过功能键开启或关闭。 

电晕比较：设定电晕比较判断值。 

START：设定电晕比较判断起始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

0～结束值。 

END：设定电晕比较判断结束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起始

值～12000。 

DIFF：设定电晕比较判断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 1～

4095。 

STATUS：设定电晕比较判断开关状态，可通过功能键开启或关闭。 

相位比较：设定相位比较判断值。 

START：设定相位比较判断起始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

2～99。 

DIFF：设定相位比较判断限值，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范围为

0.1%～99.9%。 

STATUS：设定相位比较判断开关状态，可通过功能键开启或关闭。 

标波采样：通过 F5功能键采样进入标波采样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片 4-11 

各功能键作用如下： 

开始：按下该键进入标波采样测试，采样结束后标准波形显示在界面中，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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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下该键采集多次标准波形，此时功能键平均处会显示标准波形次数。 

平均：按下该键对当前取得的所有标准波形取平均。 

撤销：按下该键取消当前测得的标准波形。 

撤销全部：按下该键取消取得的全部标准波形。 

采样完成：按下该键表示采样完成，保存采集的标准波形，返回匝间测试界

面。 

返回：按下该键不保存标准波形，返回匝间测试界面。 

直流电阻测试模式 

 

图片 4-12 

上限电阻：设定直流电阻判断上限值，可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按

数字键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输入单位，默认单位为Ω，输入范围为 1. 00mΩ～

1200.0KΩ。 

下限电阻：设定直流电阻判断下限值，，可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

按数字键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输入单位，默认单位为 Ω，输入范围为 1. 00mΩ～上

限电阻值。 

量程电阻：设定直流电阻测试量程，功能键自动表示自动切换量程，功能键保

持表示锁定当前量程，功能键 +-上下增减量程，量程范围为 100mΩ–1Ω–10Ω–

100Ω–1KΩ–10KΩ–100KΩ–1MΩ。 

等待时间：设定等待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OFF，

0.1s～999.9s，在等待时间内不判断直流电阻上限值和下限值。 

测试时间：设定测试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0.1s～999.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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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测试模式(TH9520A选配) 

 

图片 4-13 

测试功能：设定电感测试功能，通过功能键选择，选择模式包括：Ls-Q，Ls-

Rs，Lp-Q，Lp-Rp。 

测试频率：设定电感测试频率，通过功能键选择，包括：100Hz，120Hz，

1KHz，10KHz，100KHz。 

等待时间：设定电感测试等待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

范围为 OFF，0.1s～999.9s，在等待时间内不判断主参上下限值和副参上下限值。 

测试时间：设定测试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0.1s～999.9s。 

测试量程：设定电感测试量程，功能键自动表示自动切换量程，功能键保持表

示锁定当前量程，功能键 +-上下增减量程，量程范围为 10Ω–31.6Ω–100Ω–

316Ω–1KΩ–3.16KΩ–10KΩ–31.6KΩ–100KΩ，其中当测试频率为 100KHz时，

最大量程设置到 31.6KΩ。 

主参上限：设定主参数电感上限值，可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按数

字键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输入单位，默认单位为 mH，输入范围为 10.000uH～

99.999KH。 

主参下限：设定主参数电感下限值，可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按数

字键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输入单位，默认单位为 mH，输入范围为 OFF，10.000uH～

主参数上限值。 

副参上限：设定副参数上限值，可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按数字键

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输入单位。当测试功能选择为 Ls-Rs或 Lp-Rp时，输入范围为

OFF，0.0010mΩ～99.999MΩ，默认单位为Ω。当测试功能选择为 Ls-Q或 Lp-Q时，

输入范围为 OFF，0.0010～9.999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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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参下限：设定副参数下限值，可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按数字键

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输入单位。当测试功能选择为 Ls-Rs或 Lp-Rp时，输入范围为

OFF，0.0010mΩ～副参数上限值，默认单位为Ω。当测试功能选择为 Ls-Q或 Lp-Q

时，输入范围为 OFF，0.0010～副参数上限值。 

 

 

开/短路测试模式 

 

图片 4-14 

开路电容：设置开短路测试为开路的条件，当测试电容值小于标准电容值乘以

开路电容系数值时，判定为开路，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10.0%～

100.0%。 

短路电容：设置开短路测试为短路的条件，当测试电容值大于标准电容值乘以

端路电容系数值时，判定为短路，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入范围为

100.0%～500.0%。 

标准电容：设置开短路测试的标准电容值，可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输

入范围为 0.01nF～40.0nF，也可通过功能键 GET获取标准电容值。当按下 GET键

时，仪器自动触发一次测量，将采样到的电容值作为标准电容值。 

暂停模式 

 

图片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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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设定暂停模式的动作模式 

当通过功能键 TRIG设定为触发模式时，需按下前面板的 START 键或者发送

HANDLER 接口的 START信号时，暂停模式才会结束。 

当通过功能键或者数字键盘输入时间时，时间倒计时结束时暂停模式结束，输

入时间范围为 TRIG或 0.1s～999.9s，当设置为 TRIG 时，运行到该模式时需要按下

前面板的 START 键程序再运行下面的测试步骤。 

显示消息：设定暂停测试界面显示的消息，最多 10个字符。 

Δ/Y电阻模式 

 

图片 4-16 

测试类型：设定Δ/Y 直流电阻测试模式为Δ型或 Y型。 

测试时间：设定Δ/Y 直流电阻测试时间，，可以通过功能键或数字键盘输入，

输入范围为 0.1s～1.0s。 

测试量程：设定Δ/Y 直流电阻测试量程，功能键自动表示自动切换量程，功能

键保持表示锁定当前量程，功能键 +-上下增减量程，量程范围为 100mΩ–1Ω–

10Ω–100Ω–1KΩ–10KΩ–100KΩ–1MΩ。 

平衡电阻：设定Δ/Y 直流电阻三相平衡的判断条件。当三个测试值两两相减差

值大于设定的平衡电阻值时判定为平衡电阻不合格，当三个测试值两两相减差值小

于设定的平衡电阻值时判定为合格。可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按数字键

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输入单位，默认单位为Ω，输入范围为 OFF，1. 00mΩ～

1200.0KΩ。 

上下限电阻：通过功能键结合数字键盘输入，先按数字键输入数字再按功能键

输入单位，默认单位为Ω，输入范围为 1. 00mΩ～上限电阻值。当测试类型设定为

Δ 或 Y型时，上限电阻和下限电阻设定分别为： 

表格 4-1 

测试类型 上下限设定 说明 

Δ 型 

RAB 上限 设定 AB 相直流电阻判断上限值 

RBC 上限 设定 BC 相直流电阻判断上限值 

RCA 上限 设定 CA 相直流电阻判断上限值 

RAB 下限 设定 AB 相直流电阻判断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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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下限 设定 BC 相直流电阻判断下限值 

RCA 下限 设定 CA 相直流电阻判断下限值 

Y 型 

RA 上限 设定 A 相直流电阻判断上限值 

RB 上限 设定 B 相直流电阻判断上限值 

RC 上限 设定 C 相直流电阻判断上限值 

RA 下限 设定 A 相直流电阻判断下限值 

RB 下限 设定 B 相直流电阻判断下限值 

RC 下限 设定 C 相直流电阻判断下限值 

测试通道参数设定：进入步骤设置界面，通过▲▼◄►或滚轮移动光标到测试

通道选项，如下图所示： 

 

图片 4-17 

通过功能键 A 设置相应的通道为 A 相。 

通过功能键 B 设置相应的通道为 B 相。 

通过功能键 C 设置相应的通道为 C 相。 

通过功能键关闭相应的通道。 

 

4.1.6 测量设置参数 

测量设置界面设置各项与测试测量有关的参数。 

在任何界面下按 SETUP 键进入步骤设置界面，通过▲▼◄►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

步骤设置选项，再通过功能键测量设置进入测量设置界面。 

在测量设置界面通过▲▼◄►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测量设置选项，通过功能键步

骤设置可以返回步骤设置界面。测量设置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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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18 

 

表格 4-2 

设定项目 设定范围 默认值 说明 

电源频率 50Hz，60Hz 50Hz 设定交流耐压输出电压频率。 

测试不良后 继续，停止 停止 设定测试不合格后是否继续往下测试，具体请参考主步骤与从

步骤设定说明章节。 

上升判断 关闭，开启 关闭 设定直流耐压模式下上升时间内是否判断上限电流值。 

当设定为关闭时，上升时间内不判断上限电流值。 

当设定为开启式，上升时间内判断上限电流值。 

人体触电保护 关闭，开启 开启 设定人体触电保护是否开启，具体请参考人体触电保护章节。 

触发类型 内部，手动 

外部，总线 

手动 设定仪器的触发方式： 

手动触发：按前面板的 START 键启动测试 

外部触发：由外部 HANDLER 接口发送的 START 信号触发 

总线触发：通过 RS232C、USBTMC、USBCDC 或者 LAN 接口发送

TRIGGER 命令启动测量 

温度设置 关闭，开启 

设置 

关闭 设置直流电阻温度补偿功能关闭与开启。 

关闭：关闭直流电阻温度补偿功能。 

开启：开启直流电阻温度补偿功能。 

设置：进入温度测量设置界面，具体请参考温度设置参数章节。 

上升下降超量

程保护 

关闭，开启 开启 设置在直流耐压测试上升下降时是否开启超量程保护（在其他

测试时间内始终检测电流是否超量程，该设置只影响上升下降

时间）： 

关闭：在直流耐压测试上升下降时不判断电流是否超量程。 

开启：在直流耐压测试上升下降时判断电流是否超量程。 

 

4.1.7 主步骤与从步骤设定说明 

在任意界面下按 SETUP 键进入测量设置界面，通过方向键或滚轮移动光标到测

试步骤选项，通过功能键 F1～F5选择相应的步骤操作功能，F6键可在两页测试模式

中切换，其中增加主步骤，增加从步骤，删除功能在第二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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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19 

当无从步骤时，步骤显示模式为 X /Y。X表示当前显示的主步骤编号；Y表示添

加的主步骤总数。 

当添加从步骤后，主步骤下步骤显示模式为 X/Y+Z。X表示当前显示的主步骤编

号；Y表示添加的主步骤总数，Z表示添加的从步骤总数，如下图所示： 

 

图片 4-20 

在主步骤下从步骤显示模式为 X.W/Y+Z。X表示当前显示的主步骤编号；W表示

当前显示的主步骤下从步骤编号；Y表示添加的主步骤总数，Z表示添加的从步骤总

数。 

如下图中 4.1/5+2表示：当前显示的是第 4个主步骤下的第一个从步骤，一共

设置了 5个主步骤，2个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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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21 

表格 4-3 

测试不良后设定值 测试结果 说明 

停止 主步骤合格 不进行从步骤测试，进入下一个主步骤测试。 

主步骤不合格 启动从步骤测试，当从步骤测试完成后，测试停止，不进行下一个

主步骤测试。 

继续 主步骤合格 不进行从步骤测试，进入下一个主步骤测试。 

主步骤不合格 启动从步骤测试，当从步骤测试完成后，进行下一个主步骤测试。 

 

从步骤的添加是为了提高测试速度。当主步骤测试合格后不进行从步骤的测

试，只有当主步骤测试不合格后才进行从步骤的完整测试，提高了测试效率。 

4.1.8 人体触电保护 

注意：本仪器输出功率可达 500VA/200VA(TH9520A)，输出电流达

100mA/40mA(交流耐压测试模式)，倘若触电，情况非常严重，会引起操作人员的昏

迷甚至死亡。 

当人体触电保护设置为开启 ON时，当操作人员与高压输出端接触时，如下图所

示，电流表分别测得不同的电流值，则流经人体的电流𝐼3 = 𝐼2 − 𝐼1，当I3超过限值

0.5mA时，立即切断高压输出，以达到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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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22 

 

4.1.9 温度设置参数 

温度设置界面设置各项与温度测量有关的参数。 

在任何界面下按 SETUP 键进入步骤设置界面，通过▲▼◄►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

步骤设置选项，再通过功能键测量设置进入测量设置界面。 

在测量设置界面通过▲▼◄►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温度设置选项，通过功能键设

置进入温度设置界面。温度设置界面如下所示： 

 

图片 4-23 

 

 

表格 4-4 

设定项目 设定值 默认值 说明 

温度单位 ℃，℉ ℃ 设定温度测量显示单位 

温度系数 0ppm～9999ppm 3390ppm 设定温度系数 

标准温度 -10.0℃～99.9℃ 20℃ 设定标准温度值，将所测得的电阻值换算成标准温度

下的电阻值。 

环境温度 -10.0℃～99.9℃ 25℃ 设定环境温度值，当温度补偿功能设定为手动时使用

此值。 

温度补偿功能 手动，测量 测量 设定环境温度测量方式 

手动：环境温度手动设定，通过环境温度选项设定，

此时实际温度栏显示“---------”。 

测量：环境温度实时测量，通过传感器温度测量方式

获得环境温度，此时实际温度栏显示测量环境温度，

实际温度显示范围为-10℃～99.9℃ 

 

4.1.9.1 直流电阻温度补偿计算说明 

温度补偿功能：在当前环境温度下测试所得到的元器件电阻值转化到用户设定

的标准温度的电阻值，譬如，在 20℃下测到的电阻值为 100Ω，通过计算公式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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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电阻在 10℃下的值为 96.22Ω。 

计算公式：𝑅t0 =
R𝑡

1+𝛼𝑡0×(𝑡−𝑡0)
 

𝑅t0：待换算的标准温度下电阻值 

𝑅t：当前环境温度下测量得到的电阻值 

𝑡0：设定的标准温度 

𝑡：当前环境温度 

𝛼t0：标准温度下材料的温度系数 

例如：在温度设置界面设定如下参数： 

设定温度单位为℃； 

设定温度系数为 3930ppm； 

设定标准温度为 10℃； 

设置环境温度为 20℃； 

温度补偿功能为手动。 

在环境温度 20℃下测到的电阻值为 100Ω，那么在标准温度 10℃下的电阻值计

算过程为： 

𝑅t0：待换算的标准温度下电阻值 

𝑅t：100Ω 

𝑡0：10℃ 

𝑡：20℃ 

𝛼t0：3930ppm 

计算公式：𝑅t0 =
100

1+3930×10−6×(20−10)
= 96.22𝛺 

注：在测量前，要有足够的时间让仪器和探针预热一会，一般为半个小时左

后，温度传感器要尽可能的靠近被测元器件，但不要与它接触，等测量显示的值稳

定下来再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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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量 TEST 界面 

在任意界面下按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如下图所示： 

 

 

 

 

 

 

 

 

 

 

 

 

 

 

 

 

 

 

 

表格 4-5 

显示位置 显示信息 

1 显示当前测试步骤编号和总的测试步骤数 

2 显示当前测试步骤的测试模式 

3 显示当前测试模式的设定参数 

4 测试数据栏：显示当前测试模式的测试数据 

测试总结果栏：测试完成后显示总结果（PASS/FAIL） 

5 信息提示栏，显示测试时间，测试流程等 

6 测试通道栏，显示当前测试步骤设置的测试通道高低信息 

在除 ΔY 电阻模式下，红色表示测试高端，黑色表示测试低端 

在 ΔY 电阻模式下，黄色表示测试 A 相，绿色表示测试 B 相，红色表示测试 C 相。 

7 单步测试结果显示栏，显示测试合格和不合格信息 

8 测量显示：按下该键进入测量显示界面 

9 列表扫描：按下该键进入列表扫描显示界面 

10 用户校正：按下该键进入用户校正界面 

 

当添加最后一个测试步骤不是匝间耐压时，显示总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片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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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25 

当添加最后一个测试步骤是匝间耐压时，显示总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片 4-26 

通过▲▼键可以切换当前步骤显示，此时清除总结果数据区域，分步骤结果依

然有效，如下图所示： 

 

图片 4-27 

当开启温度补偿功能后，直流低电阻测试界面如下图所示： 

总结果 

当前步骤

结果 

总结果 

当前步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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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28 

电感量测试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片 4-29 

 

 

Δ/Y直流电阻测试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片 4-30 

补偿后值 

当前环境

下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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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列表扫描界面 

在任意界面下按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通过功能键列表扫描进入列表扫描界

面，如下图所示： 

 

图片 4-31 

在该界面下可通过功能键测量显示进入测量显示界面或通过功能键用户校正进

入用户校正界面。 

区域 1测试信息栏，显示测试时间，测试流程等 

区域 2测试总结果栏，显示测试完成后的总测量结果（PASS/FAIL）。 

通过▲▼或滚轮移动光标可查看测试步骤测量结果 

 

4.2.2 用户校正界面 

在任意界面下按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通过功能键用户校正进入用户校正界

面，如下图所示： 

 

图片 4-32 

 

通过▲▼或滚轮移动光标至要设置的选项，通过功能键开启、关闭来设置测试

模式是否启用用户校正功能，如下图所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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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33 

注意：当您在步骤设置界面设置的测试步骤内无用户校正界面所列的测试模式

时，该测试模式不进行用户校正。 

用户校正的测试通道也依据您在步骤界面设置的测试通道进行。 

当在步骤设置界面更改测试通道后，当前步骤的用户校正值“清零”，也即当

步骤测试通道更改后要再次执行用户校正得到针对当前通道的用户校正值。 

当测试模式为交流耐压时，更改测试电压后，当前步骤的用户校正值“清

零”，也即当测试电压更改后要再次执行用户校正得到针对当前测试电压的用户校

正值。 

执行用户校正后，仪器会自动执行全量程、全频率（电感测试）“清零”。 

通过▲▼或滚轮移动光标至用户校正选项，通过功能键开路清零执行开路清零

操作。 

按下开路清零按键，左下角信息提示栏提示“请断开所有测试端，按 START键

清零”，此时按前面板的 START 键开始执行开路清零操作，DANGER指示灯闪烁，如

下图所示： 

 

图片 4-34 

通过▲▼或滚轮移动光标至用户校正选项，通过功能键短路清零执行短路清零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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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短路清零按键，左下角信息提示栏提示“请短路所有测试端，按 START键

清零”，此时按前面板的 START 键开始执行短路清零操作，DANGER指示灯闪烁，如

下图所示： 

 

图片 4-35 

注意：当短路清零时，确保测试夹具保持短路状态。 

通过▲▼或滚轮移动光标至退出选项，可退出当前用户校正页面。 

                    注：电感测试只 TH9520 标配 

4.3 系统设置 SYSTEM 界面 

在任意界面下按 SYSTEM 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4.3.1 系统设置参数 

进入系统设置界面，通过▲▼◄►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系统设置选项，如下图所

示： 

 

图片 4-36 

通过功能键环境设置可以进入环境设置界面。 

通过功能键接口设置可以进入接口设置界面。 

通过功能键默认设置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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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功能键复位可以软复位仪器。 

通过功能键校准可以进入系统校准界面。 

通过功能键升级可以进入系统升级界面。 

4.3.2 环境设置界面 

在系统设置界面，通过 ▲▼◄►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系统设置选项，通过功能

键环境设置进入环境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片 4-37 

在环境设置界面，通过▲▼ 按键或滚轮移动光标到设置选项，通过数字键或功

能键设置相应的功能。 

 

 

表格 4-6 

设定项目 设定值 默认值 说明 

语言 中文，英语 中文 设置仪器显示语言。 

按键音量 高，中，低，关 低 设置按键蜂鸣器音量。 

合格音量 高，中，低，关 关 设置合格产品蜂鸣器音量 

不合格音量 高，中，低，关 中 设置不合格产品蜂鸣器音量 

HANDLER 电源 外部，内部 外部 设置 HANDLER 电源是用外部电源还是内部电源。 

日期   设定仪器日期 

按下功能键设置，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数字更改日期

ENTER 键确认修改，按下功能键完成设置，保存更

改的日期 

时间   设定仪器时间 

按下功能键设置，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数字更改时间

ENTER 键确认修改，按下功能键完成设置，保存更

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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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接口设置界面 

在系统设置界面，通过 ▲▼◄► 或滚轮移动光标到系统设置选项，通过功能

键接口设置进入接口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片 4-38 

 

图片 4-39 

在接口设置界面，通过▲▼ 按键或滚轮移动光标到设置选项，通过数字键或功

能键设置相应的功能。 

表格 4-7 

设定项目 设定值 默认值 说明 

总线模式 RS232C 

GPIB（选配） 

USBTMC 

USBCDC 

LAN 

LXI 

RS232C 设定总线通信模式。 

波特率 9600 

19200 

28800 

38400 

96000 

9600 设定 RS232C 通信波特率 

通过功能键+-更改波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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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00 

IP 地址  192.168.1.118 设定 LAN/LXI 通信 IP 地址 

按下功能键设置，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数字更改，ENTER 键

确认修改，按下功能键完成设置，保存更改的项目。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设定 LAN 通信子网掩码 

按下功能键设置，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数字更改，ENTER 键

确认修改，按下功能键完成设置，保存更改的项目。 

网关  192.168.1.1 设定 LAN 通信网关 

按下功能键设置，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数字更改，ENTER 键

确认修改，按下功能键完成设置，保存更改的项目。 

动态协议 开启/关闭 关闭 设定 LAN 通信动态协议开关 

端口号  8000 设定 LAN 通信端口号 

GPIB 地址  8 设定 GPIB 通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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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元件的正确测量 

5.1 低端测试线连接方式 

本仪器高端测试线连接到前面板 CH1～CH8设定的任意一高端通道。 

本仪器低端测试线有两种连接方式： 

1低端测试线连接到仪器后面板的 RTN/LOW端，CHx通道到 RTN/LOW通道形成测

试回路，该连接方式可大大减小在高电压测试时带来的漏电流底数影响。 

2低端测试线连接到前面板 CH1～CH8设定的任意一低端通道，CHxH通道到CHxL

通道形成测试回路。 

第一种连接方式适用于交流耐压，直流耐压，绝缘电阻，开短路测试模式。 

第二种连接方式适用于所有的测试模式。 

5.2 连接被测件方式 

首先确认仪器无电压输出，且 DANGER指示灯不亮也不闪烁。 

然后把低电位用的测试线连接到仪器的 RTN/LOW 或设定的电压低端，把高压测

试线连接到设定的电压高端，将低端测试线与高端测试线短路，确认没有高压输

出。 

最后，先把低端（RTN/LOW 或设定电压低端通道）的测试线接上被测件，再把设

定的电压高端测试线接于被测件上。 

5.3 测试线/治具的用户校正 

5.3.1 开路清零 

首先将待测物从测试线或治具上移除，确认所设定的测试条件。 

按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按功能键用户校正键，进入用户校正界面，通过▲▼ 

按键或滚轮移动光标选定要开路清零的测试模式（交流耐压、直流耐压、绝缘电

阻、直流电阻、电感测试）。 

通过▲▼ 按键或滚轮移动光标至用户校正选项，按下功能键开路清零键，按下

前面板的 START 键仪器开始清零操作，此时 DANGER指示灯闪烁。 

清零结束后 DANGER灯停止闪烁。 

5.3.2 短路清零 

首先将测试线正确短接，确认所设定的测试条件。 

按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按功能键用户校正键，进入用户校正界面，通过▲▼ 

按键或滚轮移动光标选定要短路清零的测试模式（直流电阻、电感测试）。 

通过▲▼ 按键或滚轮移动光标至用户校正选项，按下功能键短路清零键，按下

前面板的 START 键仪器开始清零操作，此时 DANGER指示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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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结束后 DANGER灯停止闪烁。 

 

5.4 交流耐压/直流耐压测试步骤 

根据被测件连接方式正确连接被测件。 

按下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 

按下 STOP 键，准备测试，信息提示栏显示等待。 

按下 START 键，开始测试。 

当按下此键时，会有高电压输出，此时 DANGER 灯闪烁。警告：此时处于测试状

态，有大电压输出！！！测试数据栏显示测试的电压电流数据，信息提示栏显示倒

计时信息。 

合格判定 

当所有测试状态都测试完且测试结果显示合格，则仪器判定为合格，并切断高

压输出，HANDLER接口给出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 

不合格判定 

若检测出测试值异常，仪器就判定为不合格，并立即切断输出。HANDLER 接口给

出不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且持续动作直到仪器按下 STOP 键为止。单步测试

结果显示栏显示不合格信息栏。 

任何情况下，想中断测试输出只要按下 STOP 键即可。 

表格 5-1 

不合格信息 说明 

上限不合格 测量电流大于设置的电流上限值 

下限不合格 测量电流小于设置的电流下限值 

实部电流不合格 测量的真实漏电流大于设置的实部电流上限 

上升电弧不合格（DC 情况下） 上升时间内电流电弧大于上升电弧设定值 

电弧不合格 电流电弧大于设定的上限值 

输出不合格 输出电压不能达到设定电压的 70% 

人体触电保护 人体触电保护动作中断 

短路电流不合格 测试电流超过硬件电路上限制 

超量程 测试电流超过当前量程最大值 

 

5.5 绝缘电阻测试步骤 

根据被测件连接方式正确连接被测件。 

按下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 

按下 STOP 键，准备测试，信息提示栏显示等待。 

按下 START 键，开始测试。 

当按下此键时，会有高电压输出，此时 DANGER 灯闪烁。警告：此时处于测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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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有大电压输出！！！测试数据栏显示测试的电压电阻数据，信息提示栏显示倒

计时信息。 

合格判定 

当所有测试状态都测试完且测试结果显示合格，则仪器判定为合格，并切断高

压输出，HANDLER接口给出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 

不合格判定 

若检测出测试值异常，仪器就判定为不合格，并立即切断输出。HANDLER 接口给

出不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且持续动作直到仪器按下 STOP 键为止。单步测试

结果显示栏显示不合格信息栏。 

任何情况下，想中断测试输出只要按下 STOP 键即可。 

表格 5-2 

不合格信息 说明 

上限不合格 测量电阻大于设置的电阻上限值 

下限不合格 测量电阻小于设置的电阻下限值 

输出不合格 输出电压不能达到设定电压的 70% 

人体触电保护 人体触电保护动作中断 

短路电流不合格 测试电流超过硬件电路上限制 

超量程 测试电流超过当前量程最大值 

 

5.6 匝间测试步骤 

根据被测件连接方式正确连接被测件。 

按下 SETUP 键，进入步骤设置界面，设置好相应的参数。 

移动光标到标准采样，按下功能键采样进入标准采样界面。 

在标准采样界面按下功能键开始进行标波采样。 

按下功能键采样完成保存标准波形，并返回步骤设置界面。 

按下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 

按下 STOP 键，准备测试，信息提示栏显示等待。 

按下 START 键，开始测试。 

当按下此键时，会有高电压输出，此时 DANGER 灯闪烁。警告：此时处于测试状

态，有大电压输出！！！测试波形栏显示测试的峰值电压，已开启判据的判断结果

值，红色表示该判据超过设定上限值，绿色表示该判据合格。 

合格判定 

当所有已开启判据判断合格，则仪器判定为合格，HANDLER接口给出合格信号，

蜂鸣器同时动作。 

不合格判定 

当已开启判据有一个判断为不合格，仪器就判定为不合格。HANDLER接口给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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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且持续动作直到仪器按下 STOP 键为止。单步测试结果

显示栏显示不合格信息栏。 

任何情况下，想中断测试输出只要按下 STOP 键即可。 

表格 5-3 

不合格信息 说明 

面积不合格（波形栏显示红色） 测试结果超过设定面积比较判断值 

面积差不合格（波形栏显示红色） 测试结果超过设定面积差比较判断值 

电晕不合格（波形栏显示红色） 测试结果超过设定电晕比较判断值 

相位差不合格（波形栏显示红色） 测试结果超过设定相位差比较判断值 

无标准波形 检测到当前测试未采集标准波形 

 

 

5.7 直流电阻测试步骤 

根据被测件连接方式正确连接被测件。 

按下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 

按下 STOP 键，准备测试，信息提示栏显示等待。 

按下 START 键，开始测试。 

当按下此键时，启动测试，此时 DANGER灯闪烁。测试数据栏显示测试的电阻数

据，如果开启温度补偿功能，还会显示补偿后的电阻值和温度值。信息提示栏显示

倒计时信息。 

合格判定 

当所有测试状态都测试完且测试结果显示合格，则仪器判定为合格，并切断信

号，HANDLER接口给出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 

不合格判定 

若检测出测试值异常，仪器就判定为不合格，并立即切断输出。HANDLER 接口给

出不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且持续动作直到仪器按下 STOP 键为止。单步测试

结果显示栏显示不合格信息栏。 

任何情况下，想中断测试输出只要按下 STOP 键即可。 

 

表格 5-4 

不合格信息 说明 

上限不合格 测量电阻大于设置的电阻上限值 

下限不合格 测量电阻小于设置的电阻下限值 

温度不合格 测试温度超过测量范围 

 

5.8 电感测试步骤 

根据被测件连接方式正确连接被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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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 

按下 STOP 键，准备测试，信息提示栏显示等待。 

按下 START 键，开始测试。 

当按下此键时，启动测试，此时 DANGER灯闪烁。测试数据栏显示测试的主参数

和副参数。信息提示栏显示倒计时信息。 

合格判定 

当所有测试状态都测试完且测试结果显示合格，则仪器判定为合格，HANDLER 接

口给出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 

不合格判定 

若检测出测试值异常，仪器就判定为不合格。HANDLER接口给出不合格信号，蜂

鸣器同时动作，且持续动作直到仪器按下 STOP 键为止。单步测试结果显示栏显示不

合格信息栏。 

任何情况下，想中断测试输出只要按下 STOP 键即可。 

 

表格 5-5 

不合格信息 说明 

主参上限不合格 主参数测量值大于设置的主参数上限值 

主参下限不合格 主参数测量值小于设置的主参数下限值 

副参上限不合格 副参数测量值大于设置的副参数上限值 

副参下限不合格 副参数测量值小于设置的副参数下限值 

 

5.9 开短路测试步骤 

根据被测件连接方式正确连接被测件。 

按下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 

按下 STOP 键，准备测试，信息提示栏显示等待。 

按下 START 键，开始测试。 

当按下此键时，会有高电压输出，此时 DANGER 灯闪烁。警告：此时处于测试状

态，有大电压输出！！！测试数据栏显示测试的电压电阻数据，信息提示栏显示倒

计时信息。 

合格判定 

当所有测试状态都测试完且测试结果显示合格，则仪器判定为合格，并切断高

压输出，HANDLER接口给出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 

不合格判定 

若检测出测试值异常，仪器就判定为不合格，并立即切断输出。HANDLER 接口给

出不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且持续动作直到仪器按下 STOP 键为止。单步测试

结果显示栏显示不合格信息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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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下，想中断测试输出只要按下 STOP 键即可。 

表格 5-6 

不合格信息 说明 

开路不合格 开路电容值小于设置的开路电容值 

短路不合格 短路电容值小于设置的短路电容值 

人体触电保护 人体触电保护动作中断 

短路电流不合格 测试电流超过硬件电路上限制 

超量程 测试电流超过当前量程最大值 

 

5.10 暂停模式测试步骤 

根据被测件连接方式正确连接被测件。 

按下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 

按下 STOP 键，准备测试，信息提示栏显示等待。 

按下 START 键，开始测试。 

合格判定 

当暂停模式测试时间完成后结果显示合格，蜂鸣器同时动作。 

 

5.11 ΔY 电阻测试步骤 

根据被测件连接方式正确连接被测件。 

按下 TEST 键，进入测量界面。 

按下 STOP 键，准备测试，信息提示栏显示等待。 

按下 START 键，开始测试。 

当按下此键时，启动测试，此时 DANGER灯闪烁。测试数据栏显示测试的三相电

阻值数据。信息提示栏显示倒计时信息。 

合格判定 

当所有测试状态都测试完且测试结果显示合格，则仪器判定为合格，并切断信

号，HANDLER接口给出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 

不合格判定 

若检测出测试值异常，仪器就判定为不合格，并立即切断输出。HANDLER 接口给

出不合格信号，蜂鸣器同时动作，且持续动作直到仪器按下 STOP 键为止。单步测试

结果显示栏显示不合格信息栏。 

任何情况下，想中断测试输出只要按下 STOP 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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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7 

不合格信息 说明 

A 相上限不合格 测量 A 相电阻值大于设置的上限值 

B 相上下不合格 测量 B 相电阻值大于设置的上限值 

C 相上限不合格 测量 C 相电阻值大于设置的上限值 

A 相下限不合格 测量 A 相电阻值小于设置的下限值 

B 相下下不合格 测量 B 相电阻值小于设置的下限值 

C 相下限不合格 测量 C 相电阻值小于设置的下限值 

平衡不合格 ABC 三相任意两相电阻差值大于设置的平衡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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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HANDLER 分选接口 

6.1 HANDLER 电源模式设置 

本仪器 HANDLER接口电源可以由外部电源提供或由仪器内部电源提供。 

两种供电模式可以通过仪器程序设定，设置方式如下： 

按下 SETUP 键进入步骤设置界面。 

按下功能键测量设置进入测量设置界面。 

移动光标到 HANDLER电源选项。 

通过功能键设置电源模式为外部或内部电源。 

提示：仪器出厂默认值是外部电源。 

6.2 引脚定义 

表格 6-1 

脚位 测试模式 信号名称 输入/输出 说明 

1 公共 /STN0 输出 /STN0～/STN4 以 5 位二进制码形式表示 32 个测试

步骤，输出格式/STN0 为低位，/STN4 为高位。 2 公共 /STN1 输出 

3 公共 /STN2 输出 

4 公共 /STN3 输出 

5 公共 /STN4 输出 

6 保留 保留 输出 保留脚位 

7 公共 /PASS_FAIL 输出 测试结果为合格时输出低 

测试结果为不合格时输出高 

8 交流耐压 /HIGH FAIL 输出 测试结果为上限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直流耐压 

绝缘电阻 

匝间测试 /AREA FAIL 测试结果为面积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直流电阻 /HIGH FAIL 测试结果为上限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电感测试 /MAIN HIGH FAIL 测试结果为主参数上限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开短路 /OPEN FAIL 测试结果为开路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Δ/Y 电阻 /RAB UP FAIL 测试结果为 AB 相（Δ 型）或 A 相（Y 型）上限不

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9 交流耐压 /LOW FAIL 输出 测试结果为下限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直流耐压 

绝缘电阻 

匝间测试 /AREA DIFF FAIL 测试结果为面积差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直流电阻 /LOW FAIL 测试结果为下限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电感测试 /MAIN LOW FAIL 测试结果为主参数下限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开短路 /SHORT FAIL 测试结果为短路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Δ/Y 电阻 /RAB DOWN FAIL 测试结果为 AB 相（Δ 型）或 A 相（Y 型）下限不

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10 交流耐压 /ARC FAIL 输出 测试结果为电弧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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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耐压 

匝间测试 /CORROAN FAIL 测试结果为电晕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直流电阻 /TEMP FAIL 温度测量值超过上下限时输出由高到低 

电感测试 /SUB HIGH FAIL 测试结果为副参数上限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Δ/Y 电阻 /RBC UP FAIL 测试结果为 BC 相（Δ 型）或 B 相（Y 型）上限不

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11 直流耐压 /ARC RISE FAIL 输出 测试结果为上升电弧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匝间测试 /PHASE FAIL 测试结果为相位差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电感测试 /SUB LOW FAIL 测试结果为副参数下限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Δ/Y 电阻 /RBCDOWN FAIL 测试结果为 BC 相（Δ 型）或 B 相（Y 型）下限不

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12 交流耐压 /REAL FAIL 输出 测试结果为实部电流不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匝间测试 /NO WAVEFORM 无标准波形时输出由高到低 

Δ/Y 电阻 /RCA UP FAIL 测试结果为 CA 相（Δ 型）或 C 相（Y 型）上限不

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13 Δ/Y 电阻 /RCADOWN FAIL 输出 测试结果为 CA 相（Δ 型）或 C 相（Y 型）下限不

合格时输出由高到低 

14 Δ/Y 电阻 /BALANCE FAIL 输出 测试结果为三相不平衡时输出由高到低 

15 公共 /HARD_FAULT 输出 硬件错误，当仪器出现以下 GFI FAIL、SHORT 

FAIL、OUT FAIL、OVI RANGE FAIL 任一个错误

时输出由高到低 

16 公共 /EOT 输出 当此信号为高时，表示仪器正在测试中 

当此信号为低时，表示测试结束 

17 公共 /EOS 输出 当此信号为高时，表示测试步骤正在测试中 

当此信号为低时，表示上一个测试步骤已经结束，

下一个测试步骤还未开始。 

18 暂停模式 /PA 输出 启动测试时此信号变高，测试过程中每经过一次暂

停模式测试步骤，该信号电平翻转一次。 

19 公共 +VEXT  外部直流电源正输入，输入电压范围为+3V～+26V 

20 

21 公共 +24VIN  内部直流电源正输出，输出电压为+24V 

22 

23 保留 保留 输入 保留脚位 

24 保留 保留 输入 保留脚位 

25 保留 保留 输入 保留脚位 

26 保留 保留 输入 保留脚位 

27 公共 /STOP 输入 外部 STOP 信号输入，信号输入低时终止当前测量 

28 公共 /START 输入 外部 START 信号输入，信号输入低时触发仪器开

始测量 

29 保留 保留 输出 保留脚位 

30 保留 保留 输出 保留脚位 

31 公共 /TOTAL_FAIL 输出 所有测试步骤测试结束后，总结果为不合格时输出

由高到低 

32 保留 保留 输出 保留脚位 

33 公共 EXGND  外部直流电源负输入，当设置为外部电源时，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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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入输出信号的参考低端 

35 公共 INGND  内部直流电源负端，当设置为内部电源时，为输入

输出信号的参考低端 36 

 

 

6.3 时序图 

6.3.1 TOTL P/F 设置为 OFF 

 
 

6.3.2 TOTL  P/F 设置为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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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2 

时间 限制 说明 

T1 ＞20mS 外部触发信号/START 脉冲宽度，大于 20mS。 

T2 ＜20mS 外部触发信号/START 开始到/EOT 信号无效的时间，小于 20mS。 

T3 ---- 触发延迟设定时间 

T4 ---- 测试步骤测试所用时间。 

T5 ＞10mS PASS 或 FAIL 判断结果信号输出稳定时间，大于 10mS。 

T6 ＞10mS PASS 或 FAIL 判断结果信号保持时间，大于 10mS。 

T7 ---- 各测试步骤测试结束后判断结果所用时间。 

T8 ---- 测试程序所需要的时间。 

 

6.4 电气特性 

每个直流输出信号都是光电耦合器隔离的内置上拉电阻的集电极输出。每根信

号线上的输出电压由 HANDLER 接口供电电源决定。供电电源可以通过程序设置为内

部电源（DC 24V）或外部电源（DC  3V～26V）提供。 

内部电源输出范围：DC  24V 

外部电源输入范围：DC  3V～26V 

直流隔离输出和输入电气特征参见下表： 

表格 6-3 

电源模式 输出额定电压 输出电流 输入电流 参考地 

输出低电平 输出高电平 

外部电源 ≤0.5V +3V～+26V 6mA 10mA±4mA EXGND 

内部电源 ≤0.5V +24V 6mA  IN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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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外部控制电路 

6.5.1 外部电源控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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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内部电源控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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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接口与通讯 
 本仪器可使用 RS232C 串行接口（标配）或 GPIB并行接口（选件）进行数据

通讯和无仪器面板的远程控制，但二者不可同时使用；它们具有相同的程控命令，

但使用不同的硬件配置和通讯协议。本章介绍接口的使用方法，接口命令的使用详

见第 5.2章。 

7.1 远程控制接口 

7.1.1 RS232C 接口说明 

仪器提供的 RS232C接口既可用于与计算机通讯，也可用于对本公司生产的偏置

电流源进行控制。仪器提供丰富的程控命令，通过 RS232C接口，计算机可实行仪器

面板上几乎所有功能操作。 

7.1.1.1 RS232C 接口简介 

目前广泛采用的串行通讯标准是 RS-232 标准，也可以叫作异步串行通讯标

准，用于实现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计算机与外设之间的数据通讯。RS为

“Recommended Standard”（推荐标准）的英文缩写，232是标准号，该标准是美国

电子工业协会(EIA)1969年正式公布的标准，它规定每次一位地经一条数据线传送。 

大多数串行口的配置通常不是严格基于 RS-232 标准：在每个端口使用 25芯连

接器（IMB AT使用 9芯连接器）的。最常用的 RS-232信号如表所示： 

信号 符号 25 芯连接器引脚号 9 芯连接器引脚号 

请求发送 RTS 4 7 

清除发送 CTS 5 8 

数据设置准备 DSR 6 6 

数据载波探测 DCD 8 1 

数据终端准备 DTR 20 4 

发送数据 TXD 2 3 

接收数据 RXD 3 2 

接地 GND 7 5 

同世界上大多数串行口一样，本仪器的串行接口不是严格基于 RS-232标准的，

而是只提供一个最小的子集。如下表： 

信号 符号 连接器引脚号 

发送数据 TXD 3 

接收数据 RXD 2 

接地 GND 5 

这是使用串行口通讯最简单而又便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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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仪器的串行口引脚定义与标准 9芯 RS232C的连接器的引脚定义基本

相同。 

本仪器的 RS232C连接器使用 9芯针式 DB型插座，引脚顺序如下图所示： 

 

 

 

使用标准的 DB型 9芯孔式插头可以与之直接相连。 

警告：为避免电气冲击，插拔连接器时，应先关掉电源； 

警告：请勿随意短接输出端子，或与机壳短接，以免损坏器件。 

7.1.1.2 与计算机通讯 

仪器与计算机连接如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到，本仪器的引脚定义与 IMB AT 兼容机使用的 9芯连接器串行接

口引脚定义相同。用户可使用双芯屏蔽线按图示自行制做三线连接电缆（长度应小

于 1.5m）或从同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到计算机与仪器间的串行接口电缆线或直

接购买标准的 DB9芯电缆线(交叉线)。 

自制连接电缆时，注意应在计算机连接器上将 4、6脚短接，7、8脚短接。 

通过串行口与计算机通讯时，应首先设置仪器的总线方式，操作顺序如下： 

按 SYSTEM 键→（按功能键接口设置）→移动光标到总线模式→功能键 RS232C。 

串行口主要参数 

传输方式 含起始位和停止位的全双工异步通讯 

波特率 9600 bps，19200 bps，28800 bps，38400 bps，

96000 bps，115200 bps 

数据位 8 BIT 

停止位 1 BIT 

校验 无 

结束符 NL（换行符，ASCII 代码 10） 

联络方式 软件联络 

!

!

(从外侧看) 

1 2 3 4 5

6 7 8 9

DTR(4) 

DSR(6) 

RXD(2) 

计算机 

（控制者）TXD(3) 

 

GND(5) 

RTS(7) 

CTS(8) 

 

(2) RXD 

 

(3) TXD    TH9520/A 

 

(5)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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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 DB9 芯 

 

软件协议 

由于在 RS232接口上不使用硬件通讯联络，为减小通讯中可能的数据丢失或数

据错误的现象，本仪器采用字符回送的方式进行软件联络。编制计算机通讯软件时

请参考下述内容： 

命令串语法及格式在第八章“命令参考”中叙述。 

主机发送的命令以 ASCII代码传送，以 NL（即换行符，ASCII代码 10）为结束

符，仪器在收到结束符后开始执行命令串。 

仪器每接受到一个字符后，立即将该字符回送给主机，主机应在接收到这个回

送字符后再继续发下一个字符。如接受不到回送字符，可能因素有 

串行口连接故障。 

检查仪器是否已打开 RS232 口功能，且 TALK ONLY未打开。 

仪器正在执行总线命令，暂时不能响应串行接受。此时，上一发送字符被仪器

忽略，如果要保证命令串的完整，主机应该重发未回送的字符。 

本仪器仅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向主机发送信息： 

正常接收到主机的命令字符，以该字符回送。 

执行查询命令，向主机发送查询结果。 

仪器一旦执行到查询命令，将立即发送查询结果，而不管当前命令串是否已全

部执行完毕。因此，一个命令串中可以有多次查询，但主机要有相应次数的读结果

操作。本协议推荐一个命令串中仅包含一次查询。 

查询结果以 ASCII码字串送出，以 NL（即换行符，ASCII代码 10）为结束符。 

仪器发送查询结果时，是连续发送的（间隔约 1ms），主机应处于接受数据状

态，否则可能造成数据的丢失。 

主机产生查询后，要保证读空查询结果（接受到 NL表示结束），以避免查询与

回送间的冲突；同样主机在读取查询结果前，也应读空回送字符。 

对于一些需长时间才能完成的总线命令，如清零等，主机应主动等待，或以响

应用户键盘输入确认的方式来同步上一命令的执行，以避免在命令执行过程中下一

个命令被忽略或出错。 

以 DOS应用软件编制的通讯软件，则应在支持串行口的纯 DOS环境下运行，若

在 WINDOWS下运行，则可能会因对串行口的管理方式不一样而产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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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GPIB 接口说明 

7.1.2.1 GPIB 总线 

 IEEE488（GPIB）通用并行总线接口是国际通用的智能仪器总线接口标准。

IEEE为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的英文缩写，488为标准号。通过该接口可以与计算

机或其它智能化设备连接通讯，可以方便地与其它测试仪器一起组成自动测试系

统。在同一总线上可以同时连接多台测试仪器。在本仪器中，仪器采用 IEEE488.2

标准，接口板由用户选购。控制指令系统是开放的，用户可以使用产品提供的计算

机操作界面，也可自己根据该控制指令系统编程以达到目的。控制指令系统支持仪

器绝大多数功能，也就是说，在控制计算机上可以达到仪器几乎所有功能的操作，

以实现仪器的远程控制。 

使用本仪器 GPIB系统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个总线系统的电缆总长度不应超过 2米和连接的测试仪器总数的乘积，并且

电缆总长不超过 20米。 

同一总线上最多可同时连接 15台测试仪器。 

电缆怎样连接在一起并无限制,但推荐在任一测试仪器上仅叠加 4个背式接插

件。 

 

 

 

 

 

 

 

 

 

 

 

 

 

 

 

 

  

图 7-1  GPIB 接插件/管脚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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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B电缆连接法之一： 

 

 

 

 

 

 

 

 

 

 

 

 

 

 

GPIB电缆连接法之二： 

 

 

 

 

 

 

 

 

 

 

 

 

  

测试仪器 

背式接插件 

图 7-2  双背式接插件叠加 

图 7-3  四背式接插件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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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GPIB 接口功能 

本仪器提供了除控者外的绝大多数 GPIB通用功能，参见下表： 

代号 功能 

SH1 支持全部数据源联络功能 

AH1 支持全部受信器联络功能 

T5 基本讲功能；只讲功能；MLA 时讲取消；不支持串行点名 

L4 基本听功能；MTA 时听取消；无只听功能 

RL1 远控/本地功能 

DC1 设备清除功能 

DT1 设备触发功能 

C0 无控者功能 

E1 开集电极驱动 

7.1.2.3 GPIB 地址 

本仪器的 GPIB以单地址方式寻址，没有副地址，可使用 0-30作为 GPIB地址，

出厂时默认地址为 8，地址值可自动被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地址的设置详见第

四章中 GPIB ADDR一节。 

7.1.2.4 GPIB 总线功能 

本仪器可响应以下 GPIB总线命令： 

接口清除（IFC） 

清除设备（SDC或 DCL） 

仪器接受到此命令后将清除输入输出缓冲器，GPIB接口处于准备状态。 

本地控制（GTL） 

此命令使仪器返回本地控制，面板上按键处于有效状态。 

本地封锁（LLO） 

此命令使面板上包括 LOCAL 软键在内的所有按键均不可操作。 

执行“本地控制”命令后可解除本地封锁。 

远程控制（RMT） 

此命令使仪器进入远控方式，仪器将在面板上显示 LOCAL软键，按此键可使仪

器返回本地，而其它按键在远控状态下均不可操作。 

触发（GET） 

此命令将产生一次触发，仪器在测量后将测量结果送入输出缓冲器中。 

即等同于 SCPI的 TRIG+FETCh?命令和 GPIB公用命令*TRG。 

可程控仪器标准命令（SCPI）的详情参见下一章：命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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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USB 通讯接口 

7.1.3.1 USBCDC 接口 

通过选择 USB总线方式“USBCDC”，可以将 USB 接口配置成一个虚拟串口。 

通过 USB电缆将 TH9520后面板上的 USB接口与主机上的 USB接口相连。 

安装驱动：选择驱动文件 TH9520-VCOM.inf 文件所在的路径安装驱动，驱动安

装好后，用户可以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看到“TH9520 USB Vcom Port(COM9)”。

此时，TH9520 USB Vcom Port(COM9)就相当于一个串口。当 PC没有串口时，基于串

口的通讯软件可以在这种模式下通过 USB虚拟串口使用。 

7.1.3.2 USBTMC 接口 

USB(通用串行总线)远程控制系统通过 USB接口来控制设备。该连接符合

USBTMC-USB488和 USB2.0协议。 

通过 USB电缆将 TH9520后面板上的 USB接口与主机上的 USB接口相连。 

安装驱动：USBTMC的驱动安装过程与 USBCDC类似，请参照 4.1.2.3.1节，在

此不再详细描述。驱动安装好之后，在用户电脑的资源管理器中将看到“USB Test 

and Measurement Devices”字样，如下图所示。 

 

图 7-3 已安装 USBTMC 驱动资源管理器显示 

本公司向用户提供通过 Labview控制 TH9520的软件。具体软件操作说明请参考

Labview 软件的使用文档。 

7.1.3.3 命令格式 

USB通讯命令格式参考 7.2节数据格式和 7.3命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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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数据格式 

仪器从接口总线输出测量结果时，以 ASCII字符串的格式传送。 

指令格式简要说明: 

⒈仪器指令集只描述仪器接受或发送的实际字符。 

                  ⒉指令字符都是 ASCII字符。 

                  ⒊指令的数据“<???>”都是 ASCII字符串。系统默认格式为整数或浮点数，默认数

据单位不在指令中出现。 

                  ⒋指令结束必须有指令结束标记，默认结束标记为: 

a) NL:回车符，整数 10（0x0A）。一条指令结束的标识符，无此符仪器不解析

指令。 

b) ^END:IEEE-488 总线的 EOI（结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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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命令参考 

7.3.1 命令结构 

仪器命令分为两种类型：GPIB公用命令和 SCPI(可程控仪器标准命令)命令。

GPIB公用命令由 IEEE488.2-1987标准定义，这些命令适用于所有仪器装置，但本仪

器并不支持全部公用命令。SCPI命令是树状结构的，最多可以有五层，在这里最高

层称为子系统命令。只有选择了子系统命令，该命令下的层才能有效，使用冒号来

分隔命令的层次结构。 

7.3.1.1  命令结构的基本规则 

忽略大小写。 

例：SETUP:GFI ON = setup:gfi on = Setup:Gfi On 

空格用以分隔命令和命令的参数，空格前为命令，空格后为该命令对应的参数 

例：SETUP:GFI ON中，GFI是命令，ON是其参数。 

有些命令没有参数。 

例如：触发命令 TRIG，开路清零命令 CORR:OPEN。 

空格(_表示空格)不能放在冒号的前后。 

例： SETUP_:_GFI ON  SETUP:GFI ON 

命令可以缩写，也可以全部拼写(在以后的命令叙述中，缩写以大写字母给出) 

例：FUNCTION:IMPEDANCE CPD = FUNC:IMP CPD 

命令后紧跟一个问号(?)执行一次对应于该命令的查询。 

例：SETUP:GFI? 

7.3.1.2  命令及参数的缩写 

如果完整命令或参数（以后称长格式）的字符数小于 4（含 4个字符），则缩写

和长格式是一样的； 

长格式字符数大于 4时： 

如第四个字符是元音，则缩写取前 3个字符。 

如第四个字符不是元音，则缩写取前 4个字符。 

例如： 

MODE缩写为 MODE。 

TRIGger缩写为 TRIG。 

FREQuency缩写为 FREQ。 

有些命令或参数的描述是由两个以上单词组成的，其长格式是取用第一个单词

的首字符和最后一个单词的全部，再从长格式中取用缩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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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百分比公差（Percent TOLerance）的长格式为 PTOLerance，缩写为

PTOL。 

提示：本仪器在命令的处理中并不区分大小写，包括单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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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符号约定与定义 

命令中所用到的语法符号： 

：   冒号是命令的层次，表示进入命令的下一层 

；   分号表示开始多重命令 

*    星号后的命令是公用命令 

？   问号表示查询 

，   逗号是多参数的分隔符 

     空格是命令和参数的分隔符 

“” 引号内是被原样引用的内容，命令分析程序不对其做任何加工 

在后面的命令解释中，将可能使用到以下符号： 

NR1 ：整数，例如：123 

NR2 ：定点数，例如：12.3 

NR3 ：浮点数，例如：12.3E+5 

NL ：换行符，整数 10，是字串输入输出的结束符 

^END：IEEE-488总线的 EOI（结束）信号 

<>  尖括号包含的字符表示程序代码参数。 

[ ]  方括号表示包含的项目是可选的。方括号加上星号(例如，[,<value>*])

表示重复包含的项目(<value>)直到最大数。 

{ }  当大括号包含几个项目时，表示只能从中选择一个项目。 

 

7.3.3 详细命令内容与说明 

仪器支持如下子系统命令： 

●DISPlay ●TRIGger ●SETUP ●SYSTem 

●SAFety  ●Mass MEMory ●FETCh? 

仪器支持如下公用命令： 

●*RST ●*TRG ●*IDN  

 

在此后的命令叙述里，每一个子系统命令的解释都给出如下内容： 

1．子系统命令名及其概要应用说明 

2．命令树及其层次结构 

3．每一个命令（包括子命令）的全名及其缩写（以大写表示） 

4．子命令的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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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命令的语法 

6．符合语法规则的命令例子 

7．查询语法 

8．查询返回内容 

7.3.3.1 DISPlay 子系统命令 

DISPlay子系统命令主要用于设定仪器的显示页面。图 7-4是 DISPlay子系统命

令的命令树结构。 

DISPlay :PAGE  MEASurement 

  SETUP 

  INTFILE 

  EXTFILE 

  SYSTEM 

  MSETUP 

 图 7-4  

 

例如：WrtCmd(“DISP:PAGE MEAS”)，设定显示页面至：测量显示页面。 

命令语法： DISPlay:PAGE <page name> 

<page name>具体如下： 

MEASurement 设定显示页面至：测量显示页面 

SETUP 设定显示页面至：步骤设置页面 

INTFILE 设定显示页面至：内部文件显示页面 

EXTFILE 设定显示页面至：外部文件显示页面 

SYSTEM 设定显示页面至：系统设置页面 

MSSETUP 设定显示页面至：测量设置页面 

  

  

  

  

  

  

查询语法：DISPlay:PAGE? 

查询返回：<page name><NL^END> 

<page name>具体如下： 

<MEASurement > 表示当前页面为：测量显示页面 

<STEPsetup(AC/DC/IR…)> 表示当前页面为：步骤设置页面()内为具体功能 

<INTFile> 表示当前页面为：内部文件显示页面 

< EXTFile> 表示当前页面为：外部文件显示页面 

<SYSTem> 表示当前页面为：系统设置页面 

< MSETup> 表示当前页面为：测量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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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2 TRIGger 子系统命令 

TRIGger子系统命令主要用于设定测量触发方式等。图 7-5是 TRIGger子系统命

令树。 

TRIGger :MODE  MANual 

  EXTernal 

  BUS 

 :IMMediate  

 图 7-5  

 例如：WrtCmd(“TRIG:MODE BUS”)，设定触发方式为：总线触发。 

命令语法： TRIGger:MODE <trig name> 

<trig name>具体如下： 

MANual        手动触发 

EXTernal    外部触发 

BUS     总线触发 

 

查询语法：TRIGger:MODE? 

查询返回：<trig name><NL^END> 

<trig name>具体如下： 

<MANual> 表示当前页面为：测量显示页面 

<EXTernal> 表示当前页面为：步骤设置页面()内为具体功能 

<BUS> 表示当前页面为：内部文件显示页面 

  

TRIGger:IMMediate 该指令可在测试界面立即启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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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 SETUP 子系统命令 

SETUP子系统命令主要用于测量设置的设定，包含了电源频率、测试不良后的处

理等等。图 7-6是 SETUP子系统命令树。 

SETUP :AC :FREQuency 50/60  

 :FAIL :OPERation CONTinue/STOP  

 :RJUDgment ON/OFF   

 :GFI ON/OFF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ENABle ON/OFF 

  :TYPE MANual 

  :UNIT F/C 

  :TCOefficient  

  :BTEMperature  

  :ETEMperature  

 :OVRAnfailrise ON/OFF   

 :STEP DELete   

 NEW   

 INSert   

 ADDMain   

 ADDSub   

图 7-6 

 

SETUP:AC:FREQuency        设置/查询电源频率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AC:FREQuency <frequency>    

                             查询格式：SETUP:AC:FREQuency? 

                       --数据< frequency >：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50/60                                                   

                      --范例： 

                             设置电源频率为：50Hz 

                             设置指令：SETUP:AC:FREQuency 50 

                             查询指令：SETUP:AC:FREQuency? 

                             返回值：   +5.000000E+01 

SETUP:FAIL:OPERation        设置/查询测试失败后的处理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FAIL:OPERation <string>    

                             查询格式：SETUP:FAIL:OPERation? 

                       --数据< string >：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CONTinue/STOP                                                   

                      --范例： 

                             设置测试失败后：继续测试 

                             设置指令：SETUP:FAIL:OPERation CONTinue 

                             查询指令：SETUP:FAIL: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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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CONTinue 

SETUP:RJUDgment         设置/查询上升判断状态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RJUDgment <string/sn>    

                             查询格式：SETUP:RJUDgment? 

                       --数据< string/sn >： 

                             数据类型：字符型/整型 

                             数据范围：ON/OFF    1/0                                               

                      --范例： 

                             设置上升判断为：打开 

                             设置指令：SETUP:RJUDgment ON 

                             查询指令：SETUP:RJUDgment? 

                             返回值：   1 

SETUP:GFI           设置/查询人体触电保护开关状态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GFI <string/sn>    

                             查询格式：SETUP:GFI? 

                       --数据< string/sn >： 

                             数据类型：字符型/整型 

                             数据范围：ON/OFF    1/0                                               

                      --范例： 

                             设置人体触电保护开关为：打开 

                             设置指令：SETUP:GFI ON 

                             查询指令：SETUP:GFI? 

                             返回值：   1 

SETUP:TEMPerature: COMPensation:ENABle 设置/查询温度补偿状态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ENABle<string/sn>    

                          查询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ENABle? 

                       --数据< string/sn >： 

                          数据类型：字符型/整型 

                          数据范围：ON/OFF    1/0                                               

                      --范例： 

                          设置温度补偿为：打开 

                          设置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ENABle ON 

                          查询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ENABle? 

                          返回值：   1 

SETUP:TEMPerature: COMPensation:TYPE 设置/查询温度补偿方式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TYPE <string>    

                          查询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TYPE? 

                       --数据<string>：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MANual/MEAsure                                                  

                      --范例： 

                          设置温度补偿方式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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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TYPE MEAsure 

                          查询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TYPE? 

                          返回值：   MEAsure 

SETUP:TEMPerature: COMPensation:UNIT   设置/查询温度显示单位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UNIT <string>    

                          查询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UNIT? 

                       --数据<string>：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C/F                                                  

                      --范例： 

                          设置温度显示单位为：摄氏度 

                          设置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UNIT C 

                          查询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UNIT? 

                返回值：C 

SETUP:TEMPerature: COMPensation:TCOefficient 设置/查询温度系数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TCOefficient <n>    

                          查询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TCOefficient?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0~9999 

数据精度：1                               

                      --范例： 

                          设置温度系数为：3390 

                          设置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TCOefficient 3390 

                          查询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TCOefficient? 

          返回值：  3390 

SETUP:TEMPerature: COMPensation:BTEMperature 设置/查询标准温度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BTEMperature <n>    

                          查询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BTEMperature?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1~100(摄氏温标)  13~212(华氏温标) 

数据精度：1                               

                      --范例： 

                          设置标准温度为：25 

                          设置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BTEMperature 25 

                          查询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BTEMperature? 

          返回值：  25 

SETUP:TEMPerature: COMPensation:TCOefficient     设置/查询环境温度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ETEMperature <n>    

                          查询格式：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E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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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1~100(摄氏温标)  13~212(华氏温标) 

数据精度：1                               

                      --范例： 

                          设置环境温度为：30 

                          设置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ETEMperature 30 

                          查询指令：SETUP:TEMPerature:COMPensation:ETEMperature? 

          返回值：  30 

SETUP:OVRAnfailrise  设置/查询上升下降超量程保护开关状态 

                       --格式： 

                             设置格式：SETUP:OVRAnfailrise <string/sn>    

                             查询格式：SETUP:OVRAnfailrise? 

                       --数据< string/sn >： 

                             数据类型：字符型/整型 

                             数据范围：ON/OFF    1/0                                               

                      --范例： 

                             设置上升下降超量程保护开关为：打开 

                             设置指令：SETUP:OVRAnfailrise ON 

                             查询指令：SETUP:OVRAnfailrise? 

                             返回值：   1 

 

SETUP:STEP:DELete    删除当前测试步骤  

SETUP:STEP:NEW      新建测试步骤  

SETUP:STEP:INSert     插入测试步骤  

SETUP:STEP:ADDMain  增加主测试步骤 

SETUP:STEP:ADDSub   增加从测试步骤 

7.3.3.4 [:SOURce]:SAFety:STEP 子系统命令 

[:SOURce]:SAFety:STEP 子系统命令主要用于测量步骤的相关设定。图 7-7 是

SAFety 子系统命令树。 

SAFety :STEP<n> :MODE   

:AC 

:DC 

:IR 

:DCR 

:OSC 

:IWT 

:PAuse 

:YDELta 

:LCR 

:CHANnel HIGH 

LOW 

NONe 

:CORRection :CURRent 

:CAP 

:IMPedance 

:SHORt 

:OPEN 

:RANGe 

:LIMit :ARC 

:HIGH 

:LOW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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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 

:RBC 

:RCA 

 

:SHORT 

:MAIN 

:SUB 

:TIME :DWELl 

:FALL 

:RAMP 

:TEST 

:RANGe UPPer 

LOWer 

AUTO 

:SWAVE :START 

:FINISH 

:TRIGger 

:WIDTh  

:PULSe TEST 

ERASE 

:AREA 

:ZONE 

:COROna 

:PHASe 

:SCOP 

:MESSage  

:BALance :HIGH 

:TYPE DELTa 

Y 

:FUNCtion LPQ 

LPRP 

LSQ 

LSRS 

RX 

:FREQuency  

:LEVel  

                                图 7-7 

[:SOURce]:SAFety:STEP<n>[:MAIN]:MODE  设置/查询步骤 n的测试模式 

[:SOURce]:SAFety:STEP<n>:SUB<s>:MODE 设置/查询步骤 n的从步骤 s的测试模式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MODE <string>  

[:SOURce]:SAFety:STEP<n>:SUB<s>:MODE <string>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MODE?  

[:SOURce]:SAFety:STEP<n>:SUB<s>:MODE? 

                       --数据<n> <s>： 

                             数据类型：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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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范围：1~32  

--数据<string>： 

                             数据类型：字符型    

                      <string>具体如下：  

AC                 交流耐压模式 

DC                 直流耐压模式 

IR      绝缘电阻模式 

DCR      直流电阻模式 

OSC                开/短路模式 

IWT                 匝间测试模式 

Pause               暂停模式 

YDELta              Y/△直流电阻模式 

LCR                 电感测试模式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模式为：直流电阻模式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MODE DCR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MODE?  

                          返回值：   DCR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模式为：绝缘电阻模式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MODE IR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MODE? 

                          返回值：  IR 

 

 

7.3.3.4.1    AC 交流耐压模式相关设置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高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测试

高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CHANnel[:HIGH] <N>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HANnel[:HIGH]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CHANnel[: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HANnel[: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CHANnel[:HIGH]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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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CHANnel[:HIGH]?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CHANnel:HIGH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CHANnel:HIGH?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低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HANnel:LOW设置/查询步骤 n的从步骤 s测试低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HANnel:LOW <N>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HANnel:LOW <N>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HANnel: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HANnel: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5,6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CHANnel:LOW 5,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CHANnel:LOW? 

      返回值：  5,6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7,8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CHANnel:LOW 7,8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CHANnel:LOW? 

      返回值：  7,8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关闭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测试关闭通

道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HANnel:NONE <N>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HANnel:NONE <N>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HANnel:NONE?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HANnel:NON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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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1,3,5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CHANnel:NONE 1,3,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CHANnel:NONE? 

      返回值：  1,3,5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2,4,6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CHANnel:NONE 2,4,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CHANnel:NONE? 

                            返回值：  2,4,6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A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A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TH9520 数据范围：0.000001~0.12(<4kV)/0.10(>4kV) 

       TH9520A 数据范围：0.000001~0.04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为：0.01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0.000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返回值：+1.000000E-05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为：0.02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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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0.0000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返回值：+2.000000E-05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AC 测试所有量程用户校准开路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的 AC 测试所有量程用户校准开路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value1>,<value2>,<value3>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value1>,<value2>,<value3>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value2>,<value3>： 

               数据类型：浮点型 

        TH9520 数据范围：0.000001~0.12(<4kV)/0.10(>4kV) 

       TH9520A 数据范围：0.000001~0.04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用户校准三个量程开路值分别为：0.01mA,0.02mA,0.03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0.00001,0.00002,0.0000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返回值：  +1.000000E-05, +2.000000E-05, +3.000000E-05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用户校准三个量程开路值分别为：0.04mA,0.05mA,0.06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0.00004,0.00005,0.00006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A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返回值：  +1.000000E-05, +2.000000E-05, +3.000000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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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MAIN]:AC[: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AC 测试电压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AC 测试电压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LEVel] <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EVe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LEVel]?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EVe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50~500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电压为：2000V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EVel] 2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EVel]? 

              返回值：  +2.000000E+03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电压为：3000V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EVel] 3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EVel]? 

              返回值：  +3.000000E+03 

 

[:SOURce]:SAFety:STEP<n>[:MAIN]:AC:LIMit:ARC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AC 测试电弧检测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IMit:ARC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AC 测试电弧检测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LIMit:ARC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IMit:ARC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LIMit:ARC?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IMit:ARC?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001~0.020/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电弧检测值为：10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ARC 0.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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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AC 测试电弧检测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ARC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ARC?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电弧检测值为：20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ARC 0.0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ARC? 

              返回值：  +2.000000E-02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电弧检测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ARC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ARC?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AC:LIMit[: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AC 测试电流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IMit[: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AC 测试电流上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LIMit[: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IMit[:HIGH]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LIMit[: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IMit[: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TH9520 数据范围：0.000001~0.12(<4kV)/0.10(>4kV) 

      TH9520A 数据范围：0.000001~0.04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电流上限值为：10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HIGH] 0.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HIGH]?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电流上限值为：20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HIGH] 0.0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HIGH]? 

              返回值：  +2.000000E-02 

 

[:SOURce]:SAFety:STEP<n>[:MAIN]:AC:LIMit: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AC 测试电流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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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SUB<s>:AC:LIMit: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AC 测试电流下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LIMit: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IMit:LOW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LIMit: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AC:LIMit: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000001~上限值/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电流下限值为：1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LOW 0.0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LOW? 

              返回值：  +1.000000E-03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AC 测试下限电流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LOW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LIMit:LOW?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电流下限值为：2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LOW 0.00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LOW? 

              返回值：  +2.000000E-03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下限电流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LOW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LIMit:LOW?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AC:TIME:RAMP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AC 测试上升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AC:TIME:RAMP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AC 测试上升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TIME:RAMP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AC:TIME:RAMP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TIME:RAMP? 

[:SOURce]:SAFety:STEP<n>:SUB<s>:AC:TIME:RAMP?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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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2~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上升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RAMP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RAMP?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AC 测试上升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RAMP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RAMP?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上升时间值为：3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RAMP 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RAMP? 

              返回值：  +3.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上升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RAMP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RAMP?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AC: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AC 测试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AC: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AC 测试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TIME[:T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AC:TIME[:TES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TIME[:T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AC:TIME[:T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2~999.9/CONTinue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TEST]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TEST]?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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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为持续测试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TEST] CONTinue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TEST]? 

              返回值：  CONT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时间值为：3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TEST] 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TEST]? 

              返回值：  +3.000000E+00 

   --范例 4：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为持续测试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TEST] CONTinue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TEST]? 

              返回值：  CONT 

 

[:SOURce]:SAFety:STEP<n>[:MAIN]:AC:TIME:F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AC 测试下降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AC:TIME:F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AC 测试下降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TIME:FAL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AC:TIME:FAL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AC:TIME:F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AC:TIME:F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2~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AC 测试下降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FALL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FALL?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AC 测试下降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FA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AC:TIME:FALL?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下降时间值为：3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FALL 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FALL? 

              返回值：  +3.000000E+00 

   --范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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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AC 测试下降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FA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AC:TIME:FALL? 

             返回值：  OFF 

7.3.3.4.2   DC 直流耐压模式相关设置 

[:SOURce]:SAFety:STEP<n>[:MAIN]:DC: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高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的测试高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CHANnel:HIGH <N>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HANnel:HIGH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CHANnel: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HANnel: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CHANnel:HIGH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CHANnel:HIGH?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CHANnel:HIGH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CHANnel:HIGH?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DC: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低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的测试低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CHANnel:LOW <N>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HANnel:LOW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CHANnel: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HANnel: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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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5,6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CHANnel:LOW 5,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CHANnel:LOW? 

     返回值：  5,6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7,8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CHANnel:LOW 7,8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CHANnel:LOW? 

     返回值：  7,8                      

 

[:SOURce]:SAFety:STEP<n>[:MAIN]:DC: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关闭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的测试关闭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CHANnel:NONE <N>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HANnel:NONE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CHANnel[NON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HANnel:NON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CHANnel:NONE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CHANnel:NONE?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CHANnel:NONE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CHANnel:NONE?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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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0.02/0.01(TH9520A)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为：0.01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0.00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返回值：  +1.000000E-05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的 D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为：0.02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0.00002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返回值：  +2.000000E-05 

 

[:SOURce]:SAFety:STEP<n>[: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所有量程用户校准开路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所有量程用户校准开路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value1>,<value2>,<value3>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value1>,<value2>,<value3>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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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value2>,<value3>：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0.02/0.01(TH952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用户校准三个量程开路值分别为：0.01mA,0.02mA,0.03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0.00001,0.00002,0.00003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返回值：  +1.000000E-05, +2.000000E-05, +3.000000E-05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的DC 测试用户校准三个量程开路值分别为：0.02mA,0.03mA,0.04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0.00001,0.00002,0.00003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DC: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返回值：  +2.000000E-05, +3.000000E-05, +4.000000E-05 

 

[:SOURce]:SAFety:STEP<n>[:MAIN]:DC[: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电压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电压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EVe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EVe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EVel]?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EVe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50~600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电压为：2000V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EVe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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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EVel]? 

              返回值：  +2.000000E+03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电压为：3000V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DC[:LEVel] 3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DC[:LEVel]? 

              返回值：  +3.000000E+03 

 

[: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ARC[: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电弧检测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ARC[: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电弧检测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ARC[:LEVe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ARC[:LEVe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ARC[:LEVel]?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ARC[:LEVe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001~0.020/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电弧检测值为：10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ARC[:LEVel] 0.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ARC[:LEVel]?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DC 测试电弧检测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ARC[:LEVe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ARC[:LEVel]?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电弧检测值为：5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ARC[:LEVel] 0.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ARC[:LEVel]?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电弧检测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ARC[:LEVe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ARC[:LEVel]?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ARC:R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上升电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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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ARC:R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上升电弧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ARC:RLEVe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ARC:RLEVe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ARC:RLEVel?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ARC:RLEVe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001~0.020/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电弧检测值为：5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ARC:RLEVel 0.0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ARC:RLEVel? 

              返回值：  +5.000000E-03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电弧检测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ARC:RLEVe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ARC:RLEVel?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电弧检测值为：5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ARC:RLEVel 0.0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ARC:RLEVel? 

              返回值：  +5.000000E-03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电弧检测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ARC:RLEVe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ARC:RLEVel?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电流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电流上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HIGH]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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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000001~0.02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电流上限值为：10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HIGH] 0.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HIGH]?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电流上限值为：5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HIGH] 0.0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HIGH]? 

              返回值：  +5.000000E-03 

 

 

[: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电流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电流下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LOW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LIMit: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DC:LIMit: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000001~上限值/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电流下限值为：5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LOW 0.0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LOW? 

              返回值：  +5.000000E-03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DC 测试下限电流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LOW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LIMit:LOW?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电流下限值为：1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LOW 0.0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LOW? 

              返回值：  +1.000000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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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下限电流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LOW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LIMit:LOW?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RAMP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RAMP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RAMP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RAMP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RAMP?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RAMP?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RAMP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RAMP?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RAMP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RAMP?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值为：6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RAMP 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RAMP? 

              返回值：  +6.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RAMP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RAMP?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DWE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等待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DWE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等待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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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DWEL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DWEL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DWELl?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DWE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DWELl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DWELl?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DWE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DWELl?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值为：6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DWELl 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DWELl? 

              返回值：  +6.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上升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DWE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DWELl?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 测试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T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TES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T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T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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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范围：0.1~999.9/CONTinue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TEST]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TEST]?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为持续测试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TEST]  CONTinue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TEST]? 

              返回值：  CONT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时间值为：3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TEST] 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TEST]? 

              返回值：  +3.000000E+00 

   --范例 4：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为持续测试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TEST]  CONTinue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TEST]? 

              返回值：  CONT 

 

[: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F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下降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F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 测试下降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FAL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FAL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TIME:F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DC:TIME:F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 测试下降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FALL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FALL?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DC 测试下降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FA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TIME: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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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下降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FALL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FALL?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 测试下降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FA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TIME:FALL? 

              返回值：  OFF 

 

7.3.3.4.3   IR 绝缘电阻模式相关设置 

 [:SOURce]:SAFety:STEP<n>[:MAIN]:IR: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高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高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CHANnel:HIGH <N>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HANnel:HIGH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CHANnel: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HANnel: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CHANnel:HIGH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CHANnel:HIGH?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CHANnel:HIGH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CHANnel:HIGH?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IR: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低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HANn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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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低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CHANnel:LOW <N>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HANnel:LOW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CHANnel: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HANnel: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5,6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CHANnel:LOW 5,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CHANnel:LOW? 

     返回值：  5,6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7,8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CHANnel:LOW 7,8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CHANnel:LOW? 

     返回值：  7,8                      

 

[:SOURce]:SAFety:STEP<n>[:MAIN]:IR: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关闭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关闭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CHANnel:NONE <N>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HANnel:NONE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CHANnel:NON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HANnel:NON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CHANnel:NONE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CHANnel:NONE?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CHANnel:NON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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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CHANnel:NONE?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0.02/0.01(TH9520A)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为：0.01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0.00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返回值：  +1.000000E-05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的 I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值为：0.02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0.00002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BEST]? 

         返回值：  +2.000000E-05 

 

[:SOURce]:SAFety:STEP<n>[: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所有量程用户校准开路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测试所有量程用户校准开路值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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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value1>,<value2>,<value3>,<value4>,<value5>,<value6>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value1>,<value2>,<value3>,<value4>,<value5>,<value6>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value2>,<value3>,<value4>,<value5>,<value6>：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0.02/0.01(TH952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用户校准六个量程开路值分别为： 

0.01mA,0.02mA,0.03mA,0.04mA,0.05mA,0.06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0.00001,0.00002,0.00003, 0.00004,0.00005,0.00006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返回值：  +1.000000E-05, +2.000000E-05, +3.000000E-05,  

+4.000000E-05, +5.000000E-05, +6.000000E-05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的 IR 测试用户校准三个量程开路值分别为：0.02mA,0.03mA,0.04mA, 

                                                                0.05mA,0.06mA,0.07mA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0.00001,0.00002,0.00003,0.00004,0.00005,0.00006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IR:CORRection[:CURRent]:OPEN[:RANGe]: 

ALL? 

             返回值：  +2.000000E-05, +3.000000E-05, +4.000000E-05 

                        +5.000000E-05, +6.000000E-05, +7.000000E-05 

 

[:SOURce]:SAFety:STEP<n>[:MAIN]:IR[: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电压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R[: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测试电压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LEVe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LEVe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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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LEVel]? 

[:SOURce]:SAFety:STEP<n>:SUB<s>:IR[:LEVe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50~100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电压为：1000V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LEVel] 1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LEVel]? 

              返回值：  +1.000000E+03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电压为：500V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IR[:LEVel] 5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IR[:LEVel]? 

              返回值：  +5.000000E+02 

 

[:SOURce]:SAFety:STEP<n>[:MAIN]:IR:LIMit: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R:LIMit: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上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LIMit: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LIMit:HIGH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LIMit: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IR:LIMit: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1.0e+5~6.0e+10/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上限值为：1000M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LIMit:HIGH 1.0e+9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LIMit:HIGH? 

              返回值：  +1.000000E+09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上限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LIMit:HIGH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LIMit:HIGH?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 IR 上限值为：2000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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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LIMit:HIGH 2.0e+9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LIMit:HIGH? 

              返回值：  +2.000000E+09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上限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LIMit:HIGH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LIMit:HIGH?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IR:LIMit[: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R:LIMit[: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下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LIMit[: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LIMit[:LOW]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LIMit[: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IR:LIMit[: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1.0e+5~上限值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下限值为：10M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LIMit[:LOW] 1.0e+7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LIMit[:LOW]? 

              返回值：  +1.000000E+07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下限值为：5M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LIMit[:LOW] 5.0e+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LIMit[:LOW]? 

              返回值：  +5.000000E+06 

 

 

[: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RAMP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上升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RAMP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测试上升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RAMP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RAMP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RAMP?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RAMP? 

         --数据<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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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上升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RAMP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RAMP?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IR 测试上升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RAMP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RAMP?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上升时间值为：6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RAMP 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RAMP? 

              返回值：  +6.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上升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RAMP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RAMP?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DWE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等待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DWE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测试等待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DWEL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DWEL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DWELl?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DWE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等待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DWELl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DWELl? 

              返回值：  +5.000000E+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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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IR 测试等待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DWE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DWELl?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等待时间值为：6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DWELl 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DWELl? 

              返回值：  +6.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等待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DWE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DWELl?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测试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T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TES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T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T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CONTinue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TEST]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TEST]?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为持续测试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TEST]  CONTinue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TEST]? 

              返回值：  CONT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时间值为：3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TEST] 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TEST]? 

              返回值：  +3.000000E+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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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例 4：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为持续测试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TEST]  CONTinue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TEST]? 

              返回值：  CONT 

 

[: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F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下降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F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下降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FAL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FAL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TIME:F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IR:TIME:F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下降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FALL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FALL?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IR 测试下降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FA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TIME:FALL?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下降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FALL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FALL?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下降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FA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TIME:FALL?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IR:RANGe:UPP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大于设定值电流的量程 

[:SOURce]:SAFety:STEP<n>:SUB<s>:IR:RANGe: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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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测试大于设定值电流的量程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RANGe:UPPer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RANGe:UPPer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RANGe:UPPer?  

[:SOURce]:SAFety:STEP<n>:SUB<s>:IR:RANGe:UPPer?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 ~2.0e-2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量程电流大于：5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RANGe:UPPer 0.0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RANGe:UPPer? 

              返回值：  +2.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量程电流大于：3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RANGe:UPPer 0.00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RANGe:UPPer? 

              返回值：  +5.000000E-03 

 

[:SOURce]:SAFety:STEP<n>[:MAIN]:IR:RANGe:LOW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小于设定值电流的量程 

[:SOURce]:SAFety:STEP<n>:SUB<s>:IR:RANGe:LOW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测试小于设定值电流的量程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RANGe:LOWer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RANGe:LOWer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RANGe:LOWer?  

[:SOURce]:SAFety:STEP<n>:SUB<s>:IR:RANGe:LOWer?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 ~2.0e-2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量程电流小于：5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RANGe:LOWer 0.0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RANGe:LOWer? 

              返回值：  +5.000000E-04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R 测试量程电流小于：5m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RANGe:LOWer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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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R:RANGe:LOWer? 

              返回值：  +5.000000E-04 

 

[:SOURce]:SAFety:STEP<n>[:MAIN]:IR:RANGe:AUTO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R 测试自动量程开关 

[:SOURce]:SAFety:STEP<n>:SUB<s>:IR:RANGe:AUTO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R 测试自动量程开关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RANGe:AUTO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R:RANGe:AUTO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R:RANGe:AUTO?  

[:SOURce]:SAFety:STEP<n>:SUB<s>:IR:RANGe:AUTO?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ON,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R 测试量程为：自动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RANGe:AUTO 1/ON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R:RANGe:AUTO? 

              返回值：  1 

7.3.3.4.4   DCR 直流电阻模式相关设置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高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高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HANnel:HIGH <N>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HANnel:HIGH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HANnel: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HANnel: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HANnel:HIGH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HANnel: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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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HANnel:HIGH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HANnel:HIGH?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低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低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HANnel:LOW <N>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HANnel:LOW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HANnel: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HANnel: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5,6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HANnel:LOW 5,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HANnel:LOW? 

     返回值：  5,6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7,8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HANnel:LOW 7,8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HANnel:LOW? 

     返回值：  7,8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关闭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关闭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HANnel:NONE <N>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HANnel:NONE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HANnel:NON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HANnel:NON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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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HANnel:NONE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HANnel:NONE?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HANnel:NONE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HANnel:NONE?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短路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 

NGe][: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短路值 

         --格式： 

      设置格式：SAFety:STEP<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Ge:BEST <value>    

      查询格式：SAFety:STEP<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Ge:B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短路电阻值为：1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BEST] 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BEST]?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短路电阻值为：2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BEST] 0.02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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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2.000000E-02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R 测试所有量程用户校准短路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 

NGe]: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R 测试所有量程用户校准短路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ALL <value1>,<value2>,<value3>,<value4>,<value5>,<value6>,<value7>, 

<value8>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 

NGe]:ALL<value1>,<value2>,<value3>,<value4>,<value5>,<value6>,<value7>, 

<value8>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 

NGe]: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value2>,<value3>,<value4>,<value5>,<value6>,<value7>,<value8>：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R 测试用户校准八个量程短路值分别为： 

10mΩ,100mΩ,1Ω,10Ω,100Ω,1kΩ,10kΩ,100k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ALL 0.01,0.1,1,10,100,1000,10000,100000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ALL? 

              返回值： 

+1.000000E-02,+1.000000E-

01,+1.000000E+00,+1.000000E+01,+1.000000E+02,+1.000000E+03,+1.000000E

+04,+1.000000E+05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R 测试用户校准八个量程短路值分别为： 

20mΩ,200mΩ,2Ω,20Ω,200Ω,2kΩ,20kΩ,200k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ALL 0.02,0.2,2,20,200,2000,20000,200000 

查询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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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1:SUB1:DCR:CORRection[:RESistance]:SHORt[:RAN 

Ge]:ALL? 

              返回值： 

+2.000000E-02,+2.000000E-

01,+2.000000E+00,+2.000000E+01,+2.000000E+02,+2.000000E+03,+2.000000E

+04,+2.000000E+05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LIMit[: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直流电阻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LIMit[: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直流电阻上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LIMit[: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LIMit[:HIGH]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LIMit[: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LIMit[: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200mΩ~12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直流电阻上限值为：1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LIMit[:HIGH] 1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LIMit[:HIGH]?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直流电阻上限值为：2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LIMit[:HIGH] 2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LIMit[:HIGH]? 

              返回值：  +2.000000E+01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LIMit: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直流电阻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LIMit: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直流电阻下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LIMit: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LIMit:LOW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LIMit: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LIMit: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第 7 章接口与通讯 

7-59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1mΩ~上限值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直流电阻下限值为：1m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LIMit:LOW 0.0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LIMit:LOW? 

              返回值：  +1.000000E-03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直流电阻下限值为：2m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LIMit:LOW 0.00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LIMit:LOW? 

          返回值：  +2.000000E-03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RANGe:UPP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R 测试大于设定值电阻的量程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RANGe:UPP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R 测试大于设定值电阻的量程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RANGe:UPPer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RANGe:UPPer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RANGe:UPPer?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RANGe:UPPer?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 ~12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R 测试量程电阻大于：5m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RANGe:UPPer 0.0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RANGe:UPPer?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R 测试量程电阻大于：100m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RANGe:UPPer 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RANGe:UPPer? 

              返回值：  +1.000000E+00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RANGe:LOW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R 测试小于设定值电阻的量程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RANGe:LOW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R 测试小于设定值电阻的量程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RANGe:LOWer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RANGe:LOWe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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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RANGe:LOWer?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RANGe:LOWer?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 ~12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R 测试量程电阻小于：1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RANGe:LOWer 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RANGe:LOWer?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R 测试量程电阻小于：1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RANGe:LOWer 1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RANGe:LOWer? 

              返回值：  +1.000000E+00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RANGe:AUTO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R 测试自动量程开关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RANGe:AUTO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R 测试自动量程开关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RANGe:AUTO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RANGe:AUTO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RANGe:AUTO?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RANGe:AUTO?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ON,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R 测试量程为：自动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RANGe:AUTO 1/ON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RANGe:AUTO? 

              返回值：  1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TIME:DWE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R 测试等待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TIME:DWE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R 测试等待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TIME:DWEL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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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SUB<s>:DCR:TIME:DWEL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TIME:DWELl?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TIME:DWE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DCR 测试等待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TIME:DWELl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TIME:DWELl?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DCR 测试等待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TIME:DWE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TIME:DWELl?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R 测试等待时间值为：6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TIME:DWELl 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TIME:DWELl? 

              返回值：  +6.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R 测试等待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TIME:DWE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TIME:DWELl?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DCR: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DCR 测试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DCR 测试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TIME[:T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TIME[:TES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DCR:TIME[:T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DCR:TIME[:T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CONTinue 

        --范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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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步骤 1的 DCR 测试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TIME[:TEST]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TIME[:TEST]?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 DCR 测试为持续测试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TIME[:TEST]  CONTinue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DCR:TIME[:TEST]? 

              返回值：  CONT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R 测试时间值为：3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TIME[:TEST] 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TIME[:TEST]? 

              返回值：  +3.000000E+00 

   --范例 4：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DCR 测试为持续测试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TIME[:TEST]  CONTinue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DCR:TIME[:TEST]? 

              返回值：  CONT  

7.3.3.4.5   OSC 开短路模式相关设置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高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高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HANnel:HIGH <N>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HANnel:HIGH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HANnel: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HANnel: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HANnel:HIGH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HANnel:HIGH?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HANnel:HIG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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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HANnel:HIGH?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低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低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HANnel:LOW <N>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HANnel:LOW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HANnel: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HANnel: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5,6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HANnel:LOW 5,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HANnel:LOW? 

     返回值：  5,6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7,8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HANnel:LOW 7,8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HANnel:LOW? 

     返回值：  7,8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关闭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关闭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HANnel:NONE <N>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HANnel:NONE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HANnel:NONE?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HANnel:NON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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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HANnel:NONE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HANnel:NONE?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HANnel:NONE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HANnel:NONE?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

Ge][: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OS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电容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

NGe][:BEST]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OS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电容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B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BEST] <value>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B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B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40n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OS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电容值为：100pF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BEST] 0.0000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BEST]? 

         返回值：  +1.000000E-07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的 OSC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电容值为：200pF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BEST] 0.0000000002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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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返回值：  +2.000000E-10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 

Ge]:ALL 设 置 / 查 询 步 骤 n 的 OSC 测 试 所 有 量 程 用 户 校 准 开 路 电 容 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

NGe]: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OSC 测试所有量程用户校准开路电容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ALL <value1>,<value2>,<value3>,<value4>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

e]:ALL <value1>,<value2>,<value3>,<value4>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

e]: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value2>,<value3>,<value4>：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40n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OSC 测试用户校准四个量程开路电容值分别为：10pF,100pF,1nF,10nF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ALL 0.00000000001,0.0000000001,0.000000001,0.00000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ALL? 

             返回值：  +1.000000E-11, +1.000000E-10, +1.000000E-09, +1.000000E-08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的 OSC 测试用户校准三个量程开路电容值分别为： 

20pF,200pF,2nF,20nF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ALL 0.00000000001,0.0000000001,0.000000001,0.00000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ORRection[:CAPacitance]:OPEN[:RANGe]: 

ALL? 

             返回值：  +2.000000E-11, +2.000000E-10, +2.000000E-09, +2.000000E-08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SAMPl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OSC 测试所用量程与标准电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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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ORRection[:CAPacitance]:SAMPl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OSC 测试所用量程与标准电容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SAMPle 

<range>,<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ORRection[:CAPacitance]:SAMPle 

<range>,<number >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SAMPle?  

[:SOURce]:SAFety:STEP<n>:SUB<s>:OSC:CORRection[:CAPacitance]:SAMPl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range>：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4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40nF/GET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OSC 测试所用量程与标准电容值为：2 量程,1nF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 SAMPle 

2,0.000000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 SAMPle? 

         返回值： 2,+1.000000E-09 

        启动步骤 1的 OSC 测试标准电容值和量程自动获取：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 SAMPle GET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的 OSC 测试所用量程与标准电容值为：量程 1,10nF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 SAMPle 

1, 0.00000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CORRection[:CAPacitance]: SAMPle? 

         返回值： 1,+1.000000E-08 

启动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OSC 测试标准电容值和量程自动获取： 

   [:SOURce]:SAFety:STEP1:SUB1:OSC:CORRection[:CAPacitance]: SAMPle GET 

 

[:SOURce]: SAFety: STEP<n>[:MAIN]:OSC:LIMit[:OPE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OSC 测试开路判断百分比。 

[:SOURce]: SAFety: STEP<n>:SUB<s>:OSC:LIMit[:OPE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OSC 测试开路判断百分比。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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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格式： 

[:SOURce]: SAFety: STEP<n>[:MAIN]:OSC:LIMit[:OPEN] <value> 

[:SOURce]: SAFety: STEP<n>:SUB<s>:OSC:LIMit[:OPEN] <value>  

         查询格式： 

[:SOURce]: SAFety: STEP<n>[:MAIN]:OSC:LIMit[:OPEN]?  

[:SOURce]: SAFety: STEP<n>:SUB<s>:OSC:LIMit[:OPEN]?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1.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OSC 测试开路判断百分比为：10%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LIMit[:OPEN] 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LIMit[:OPEN]?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 OSC 测试开路判断百分比为：20% 

设置指令： 

[:SOURce]: SAFety: STEP1:SUB1:OSC:LIMit[:OPEN] 0.2 

查询指令： 

[:SOURce]: SAFety: STEP1:SUB1:OSC:LIMit[:OPEN]? 

             返回值： +2.000000E-01 

   

[:SOURce]: SAFety: STEP<n>[:MAIN]:OSC:LIMit:SHOR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OSC 测试短路判断百分比。 

[:SOURce]: SAFety: STEP<n>:SUB<s>:OSC:LIMit:SHOR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OSC 测试短路判断百分比。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 SAFety: STEP<n>[:MAIN]:OSC:LIMit:SHORt <value> 

[:SOURce]: SAFety: STEP<n>:SUB<s>:OSC:LIMit:SHORt <value>  

         查询格式： 

[:SOURce]: SAFety: STEP<n>[:MAIN]:OSC:LIMit:SHORt? 

[:SOURce]: SAFety: STEP<n>:SUB<s>:OSC:LIMit:SHOR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1.0~5.0/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OSC 测试短路判断百分比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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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LIMit:SHORt 1.5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LIMit:SHORt? 

             返回值： +1.5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OSC 测试短路判断。 

设置指令： 

[:SOURce]: SAFety: STEP1[:MAIN]:OSC:LIMit:SHORt OFF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OSC:LIMit:SHORt?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OSC 测试短路判断百分比为：200%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OSC:LIMit:SHORt 2.0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OSC:LIMit:SHORt? 

             返回值： +2.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OSC 测试短路判断。 

设置指令： 

[:SOURce]: SAFety: STEP1:SUB1:OSC:LIMit:SHORt OFF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OSC:LIMit:SHORt? 

         返回值： OFF 

7.3.3.4.6   IWT 匝间模式相关设置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高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高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HANnel:HIGH <N>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HANnel:HIGH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HANnel: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HANnel: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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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HANnel:HIGH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HANnel:HIGH?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HANnel:HIGH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HANnel:HIGH?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低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低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HANnel:LOW <N>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HANnel:LOW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HANnel: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HANnel: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5,6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HANnel:LOW 5,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HANnel:LOW? 

     返回值：  5,6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7,8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HANnel:LOW 7,8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HANnel:LOW? 

     返回值：  7,8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关闭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关闭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HANnel:NONE <N>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HANnel:NONE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HANnel:NON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HANnel:NONE? 

           --数据<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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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HANnel:NONE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HANnel:NONE?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HANnel:NONE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HANnel:NONE?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电压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LEVe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电压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LEVe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LEVe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LEVel?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LEVe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50~6000/3000(TH9520A)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压为：2000V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LEVel 2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LEVel? 

              返回值：  +2.000000E+03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压为：3000V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LEVel 3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LEVel? 

返回值：  +3.000000E+03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WIDT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采样率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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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采样率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WIDT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WIDTh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WIDTh?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WIDT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1.56e+6 ~ 2e+8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采样率为：1.56MSa/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WIDTh 1.56e+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WIDTh? 

              返回值：  +1.560000E+06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采样率为：200MSa/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WIDTh 2e+8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WIDTh? 

返回值：  +2.000000E+08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ULS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脉冲次数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ULS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脉冲次数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ULSe <value1>.<value2>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ULSe <value1>.<value2>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ULS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ULS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测试脉冲次数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2>：消磁脉冲次数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0~16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脉冲次数为 10，消磁脉冲次数为 5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PULSe 1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PULSe? 

              返回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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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脉冲次数为 8，消磁脉冲次数为 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PULSe 8.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PULSe? 

返回值：  8.4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SCOPe:BEGi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起点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SCOPe:BEGi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起点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SCOPe:BEGin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SCOPe:BEGin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SCOPe:BEGin?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SCOPe:BEGin?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0~终点值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起点值为：1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AREA:SCOPe:BEGin 1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AREA:SCOPe:BEGin? 

              返回值：  1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起点值为：3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AREA:SCOPe:BEGin 3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AREA:SCOPe:BEGin? 

          返回值：  30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SCOPe:END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终点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SCOPe:END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终点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SCOPe:END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SCOPe:END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SCOPe:END?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SCOPe:END?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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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范围：起点值~1200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终点值为：80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AREA:SCOPe:END 8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AREA:SCOPe:END? 

              返回值：  80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终点值为：100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AREA:SCOPe:END 10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AREA:SCOPe:END? 

          返回值： 1000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LIMit:STATus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开关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LIMit:STATus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开关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LIMit:STATus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LIMit:STATus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LIMit:STATus?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LIMit:STATus?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1,0/ON,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开关为：打开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AREA:LIMit:STATus ON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AREA:LIMit:STATus? 

              返回值：  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开关为：关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AREA:LIMit:STATus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AREA:LIMit:STATus? 

返回值：  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LIMi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差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LIMi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差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LIMi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LIMi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AREA: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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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SUB<s>:IWT:AREA:LIMi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1~99.9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差值为：2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AREA:LIMit 2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AREA:LIMit? 

              返回值： +2.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比较差值为：15.5%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AREA:LIMit 15.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AREA:LIMit? 

返回值： +1.550000E+01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SCOPe:BEGi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起点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SCOPe:BEGi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起点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SCOPe:BEGin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SCOPe:BEGin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SCOPe:BEGin?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SCOPe:BEGin?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0~终点值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起点值为：1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DARea:SCOPe:BEGin 1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DARea:SCOPe:BEGin? 

              返回值：  1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起点值为：3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DARea:SCOPe:BEGin 3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DARea:SCOPe:BEGin? 

          返回值：  30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SCOPe:END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终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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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SCOPe:END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终点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SCOPe:END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SCOPe:END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SCOPe:END?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SCOPe:END?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起点值~1200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终点值为：80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DARea:SCOPe:END 8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DARea:SCOPe:END? 

              返回值：  80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终点值为：100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DARea:SCOPe:END 10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DARea:SCOPe:END? 

          返回值： 1000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LIMit:STATus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开关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LIMit:STATus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开关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LIMit:STATus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LIMit:STATus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LIMit:STATus?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LIMit:STATus?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1,0/ON,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开关为：打开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DARea:LIMit:STATus ON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DARea:LIMit:STATus? 

              返回值：  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开关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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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DARea:LIMit:STATus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DARea:LIMit:STATus? 

返回值：  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LIMi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差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LIMi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差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LIMi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LIMi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DARea:LIMit?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DARea:LIMi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1~99.9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差值为：2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DARea:LIMit 2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DARea:LIMit? 

              返回值： +2.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差值为：15.5%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DARea:LIMit 15.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DARea:LIMit? 

返回值： +1.550000E+01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SCOPe:BEGi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起点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SCOPe:BEGi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起点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SCOPe:BEGin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SCOPe:BEGin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SCOPe:BEGin?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SCOPe:BEGin?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0~终点值 

        --范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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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起点值为：1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OROna:SCOPe:BEGin 1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OROna:SCOPe:BEGin? 

              返回值：  1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起点值为：3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OROna:SCOPe:BEGin 3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OROna:SCOPe:BEGin? 

          返回值：  30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SCOPe:END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终点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SCOPe:END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终点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SCOPe:END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SCOPe:END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SCOPe:END?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SCOPe:END?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起点值~1200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终点值为：80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OROna:SCOPe:END 8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OROna:SCOPe:END? 

              返回值：  80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终点值为：1000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OROna:SCOPe:END 10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OROna:SCOPe:END? 

          返回值： 1000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LIMit:STATus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开关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LIMit:STATus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开关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LIMit:STATus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LIMit:STATus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LIMit:STATus?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LIMit:STATus? 

         --数据<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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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1,0/ON,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开关为：打开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OROna:LIMit:STATus ON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OROna:LIMit:STATus? 

              返回值：  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开关为：关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OROna:LIMit:STATus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OROna:LIMit:STATus? 

返回值：  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LIMi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差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LIMi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差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LIMi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LIMi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COROna:LIMit?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COROna:LIMi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 4095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差值为：2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OROna:LIMit 2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COROna:LIMit? 

              返回值： 2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电晕比较差值为：3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OROna:LIMit 3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COROna:LIMit? 

返回值： 3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HASe:SCOPe:BEGi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起点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HASe:SCOPe:BEGi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起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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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HASe:SCOPe:BEGin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HASe:SCOPe:BEGin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HASe:SCOPe:BEGin?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HASe:SCOPe:BEGin?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2~99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起点值为：2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PHASe:SCOPe:BEGin 2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PHASe:SCOPe:BEGin? 

              返回值：  2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起点值为：3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PHASe:SCOPe:BEGin 3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PHASe:SCOPe:BEGin? 

          返回值：  3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HASe:LIMit:STATus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开关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HASe:LIMit:STATus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开关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HASe:LIMit:STATus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HASe:LIMit:STATus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HASe:LIMit:STATus?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HASe:LIMit:STATus?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1,0/ON,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开关为：打开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PHASe:LIMit:STATus ON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PHASe:LIMit:STATus? 

              返回值：  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开关为：关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PHASe:LIMit:STATu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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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PHASe:LIMit:STATus? 

返回值：  0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HASe:LIMi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差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HASe:LIMi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差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HASe:LIMi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HASe:LIMi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IWT:PHASe:LIMit?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PHASe:LIMi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1~99.9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IWT 测试相位比较差值为：2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PHASe:LIMit 2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IWT:PHASe:LIMit? 

              返回值： +2.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面积差比较差值为：15.5%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PHASe:LIMit 15.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IWT:PHASe:LIMit? 

返回值： +1.550000E+01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SWAVE 

启动/完成/查询步骤 n 的 IWT 测试标准波形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SWAVE 

启动/完成/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IWT 测试标准波形 

         --格式： 

         启动标准波采集:[:SOURce]:SAFety:STEP<n>[:MAIN]:IWT:SWAVE:START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SWAVE:START   

  

         完成标准波采集:[:SOURce]:SAFety:STEP<n>[:MAIN]:IWT:SWAVE:FINISH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SWAVE:FINISH 

 

        查询标准波数据: [:SOURce]:SAFety:STEP<n>[:MAIN]:IWT:SWAVE? 

[:SOURce]:SAFety:STEP<n>:SUB<s>:IWT:SWAVE? 

                返回值:12000 个采样点的 16 进制数据 

        --范例 1： 

        启动步骤 1的 IWT 测试标准波采集 

        [:SOURce]:SAFety:STEP1[:MAIN]:IWT:SWAV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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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例 2 

        启动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标准波采集 

[:SOURce]:SAFety:STEP1:SUB1:IWT:SWAVE:START 

 --范例 3： 

        完成步骤 1的 IWT 测试标准波采集 

        [:SOURce]:SAFety:STEP1[:MAIN]:IWT:SWAVE:FINISH 

         --范例 4 

        完成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标准波采集 

        [:SOURce]:SAFety:STEP1:SUB1:IWT:SWAVE:FINISH 

 --范例 5： 

        查询步骤 1的 IWT 测试标准波数据 

        [:SOURce]:SAFety:STEP1[:MAIN]:IWT:SWAVE? 

         --范例 6 

        查询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IWT 测试标准波数据 

[:SOURce]:SAFety:STEP1:SUB1:IWT:SWAVE? 

 

7.3.3.4.7   PA 暂停模式相关设置 

[:SOURce]:SAFety:STEP<n>[:MAIN]:PA:MESSag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暂停模式显示字符 

[:SOURce]:SAFety:STEP<n>:SUB<s>:PA:MESSag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暂停模式显示字符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PA:MESSage 

 <string> 

[:SOURce]:SAFety:STEP<n>:SUB<s>:PA[:MESSage] 

                                      <string>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PA:MESSage? 

[:SOURce]:SAFety:STEP<n>:SUB<s>:PA:MESSag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string>： 

                             数据类型：字符型 长度不超过 12 个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暂停模式显示字符为：hello!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PA:MESSage hello!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PA:MESSage? 

           返回值：  hello!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暂停模式显示字符为：welcome!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PA:MESSage welcome!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PA:MESSage? 

           返回值：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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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MAIN]:PA:TIM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暂停模式持续时间 

[:SOURce]:SAFety:STEP<n>:SUB<s>:PA:TIM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暂停模式持续时间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PA:TIME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PA:TIME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PA:TIME? 

[:SOURce]:SAFety:STEP<n>:SUB<s>:PA:TIM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0/TRIG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暂停模式持续时间为：10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PA:TIME1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PA:TIME?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暂停模式持续时间为：按键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PA:TIME TRIG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PA:TIME? 

           返回值： TRIG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暂停模式持续时间为：20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PA:TIME2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PA:TIME? 

           返回值：  +2.000000E+01 

--范例 4：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暂停模式持续时间为：按键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PA:TIME TRIG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PA:TIME? 

           返回值： TRIG 

 

7.3.3.4.8   Y△直流电阻模式相关设置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A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 A 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A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 A 通道 

          --格式： 



第 7 章接口与通讯 

7-83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A <N>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A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A?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A?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 A 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CHANnel:A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CHANnel:A?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 A 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CHANnel:A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CHANnel:A?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B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 B 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B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 B 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B <N>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B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B?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B?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 B 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CHANnel:B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CHANnel:B?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 B 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CHANnel:B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CHANnel:B? 

     返回值：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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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C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 C 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C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 C 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C <N>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C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C?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C?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 C 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CHANnel:C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CHANnel:C?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 C 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CHANnel:C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CHANnel:C?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关闭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关闭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NONE <N>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NONE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CHANnel:NON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CHANnel:NON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CHANnel:NONE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CHANnel: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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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CHANnel:NONE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CHANnel:NONE?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TYP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Y/Delta 模式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TYP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Y/Delta 模式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TYPE <string>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TYPE <string>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TYP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TYP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string>：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DELTa/Y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模式为：Y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TYPE Y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TYPE? 

     返回值：  Y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模式为：Delta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TYPE DELTa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TYPE? 

                         返回值： DELTa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RANGe:UPP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大于设定值的测试量程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RANGe:UPP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大于设定值的测试量程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RANGe:UPPer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RANGe:UPPer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RANGe:UPPer?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RANGe:UPPer?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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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1~100000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量程大于设定值：1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RANGe:UPPer 1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RANGe:UPPer?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量程大于设定值：10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RANGe:UPPer 1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RANGe:UPPer? 

                         返回值： +1.000000E+03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RANGe:UPP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小于设定值的测试量程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RANGe:LOW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小于设定值的测试量程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RANGe:LOWer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RANGe:LOWer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RANGe:LOWer?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RANGe:LOWer?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1~100000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量程小于设定值：100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RANGe:LOWer 1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RANGe:LOWer?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量程小于设定值：10k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RANGe:LOWer 10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RANGe:LOWer? 

                         返回值： +1.000000E+03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RANGe:AUTO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自动量程状态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RANGe:AUTO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自动量程状态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RANGe:AUTO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RANGe:AUTO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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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RANGe:AUTO?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RANGe:AUTO?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整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1,0/ON,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自动量程为:打开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RANGe:AUTO ON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RANGe:AUTO? 

     返回值：  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自动量程为:关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RANGe:AUTO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RANGe:AUTO? 

                         返回值： 0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时间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时间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TIME[:T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TIME[:TES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TIME[:T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TIME[:T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1~1.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时间为:0.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TIME[:TEST] 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TIME[:TEST]? 

                         返回值：  +5.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时间为:0.3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TIME[:TEST] 0.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TIME[:TEST]? 

                         返回值： +3.000000E-01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BALance[: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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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平衡电阻阻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BALance[: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平衡电阻阻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BALance[:HIGH]<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BALance[:HIGH]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BALance[: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BALance[: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001~1200000/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平衡电阻阻值为:1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BALance[:HIGH] 1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BALance[:HIGH]?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平衡电阻阻值为:3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BALance[:HIGH] 3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BALance[:HIGH]? 

                         返回值： +3.000000E+01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平衡电阻判断关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BALance[:HIGH]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BALance[:HIGH]?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AB: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Y/Delta 模式 R1/Rab 的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AB: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Y/Delta 模式 R1/Rab 的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BC: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Y/Delta 模式 R2/Rbc 的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BC: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Y/Delta 模式 R2/Rbc 的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CA: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Y/Delta 模式 R3/Rca 的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CA: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Y/Delta 模式 R3/Rca 的上限值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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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AB: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AB: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BC: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BC: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CA: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CA:HIGH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AB: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AB:HIGH?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BC: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BC:HIGH?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CA: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CA: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1mΩ~12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Y/Delta 模式 R1/Rab 的上限值为：1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LIMit:RAB:HIGH 1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LIMit:RAB:HIGH?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Y/Delta 模式 R2/Rbc 的上限值为：20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LIMit:RBC:HIGH 2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LIMit:RBC:HIGH? 

     返回值：  +2.000000E+01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AB: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Y/Delta 模式 R1/Rab 的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AB: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Y/Delta 模式 R1/Rab 的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BC: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Y/Delta 模式 R2/Rbc 的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BC: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Y/Delta 模式 R2/Rbc 的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CA:LOW  



第 7 章接口与通讯 

7-90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Y/Delta 模式 R3/Rca 的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CA: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Y/Delta 模式 R3/Rca 的下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AB: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AB: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BC: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BC: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CA: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CA:LOW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AB: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AB:LOW?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BC: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BC:LOW? 

 

[:SOURce]:SAFety:STEP<n>[:MAIN]:YDELta:LIMit:RCA: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YDELta:LIMit:RCA: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1mΩ~上限值/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Y/Delta 模式 R1/Rab 的下限值为：5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LIMit:RAB:LOW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YDELta:LIMit:RAB:LOW?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Y/Delta 模式 R2/Rbc 的下限值为：1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LIMit:RBC:LOW 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LIMit:RBC:LOW? 

                         返回值：  +1.000000E+00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Y/Delta 模式 R3/Rca 的下限值判断为：关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LIMit:RCA:LOW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YDELta:LIMit:RCA:LOW? 

                         返回值：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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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4.9   LCR 电感模式相关设置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高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HANnel[: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高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HANnel[:HIGH] <N>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HANnel[:HIGH]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HANnel[: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HANnel[: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HANnel[:HIGH]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HANnel[:HIGH]?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高端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HANnel[:HIGH]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HANnel[:HIGH]?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低端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HANnel: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低端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HANnel:LOW <N>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HANnel:LOW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HANnel: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HANnel: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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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5,6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HANnel:LOW 5,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HANnel:LOW? 

     返回值：  5,6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低端通道为：7,8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HANnel:LOW 7,8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HANnel:LOW? 

     返回值：  7,8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测试关闭通道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HANnel:NONE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测试关闭通道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HANnel:NONE <N>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HANnel:NONE <N>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HANnel:NON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HANnel:NONE?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N>：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8 (多个数据用“,”隔开)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1,2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HANnel:NONE 1,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HANnel:NONE? 

     返回值：  1,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测试关闭通道为：3,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HANnel:NONE 3,4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HANnel:NONE? 

                         返回值：  3,4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短路阻抗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 

NGe][: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短路阻抗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BEST] <value1>,<valu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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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BEST] <value1>,<value1.1>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B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B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实部阻抗值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数据<value1.1>：虚部阻抗值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短路阻抗值实部与虚部分别为：1Ω,1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BEST] 1,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BEST]?  

         返回值：  +1.000000E+00,+1.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短路阻抗值实部与虚部分别为：2Ω,2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BEST] 2,0.02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BEST]?  

         返回值：  +2.000000E+00,+2.000000E-02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所有量程短路阻抗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 

NGe]: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所有量程短路阻抗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ALL  

<value1>,<value1.1>,<value2>,<value2.1>,<value3>,<value3.1>,<value4>,<value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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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5>,<value5.1>,<value6>,<value6.1>,<value7>,<value7.1>,<value8>,<value8.1>, 

<value9>,<value9.1>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ALL  

<value1>,<value1.1>,<value2>,<value2.1>,<value3>,<value3.1>,<value4>,<value4.1>, 

<value5>,<value5.1>,<value6>,<value6.1>,<value7>,<value7.1>,<value8>,<value8.1>, 

<value9>,<value9.1>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实部阻抗值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数据<value1.1>….：虚部阻抗值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九个量程短路阻抗值实部与虚部分别为： 

1Ω,10mΩ, 2Ω,20mΩ, 3Ω,30mΩ, 4Ω,40mΩ, 5Ω,50mΩ, 6Ω,60mΩ, 7Ω,70mΩ, 8Ω,80mΩ, 

9Ω,9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ALL 1,0.01, 2,0.02, 3,0.03, 4,0.04, 5,0.05, 6,0.06, 7,0.07, 8,0.08, 9,0.09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ALL?  

         返回值： 

+1.000000E+00,+1.000000E-02,+2.000000E+00,+2.000000E-

02,+3.000000E+00,+3.000000E-02,+4.000000E+00,+4.000000E-

02,+5.000000E+00,+5.000000E-02, 

+6.000000E+00,+6.000000E-02,+7.000000E+00,+7.000000E-

02,+8.000000E+00,+8.000000E-02,+9.000000E+00,+9.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九个量程短路阻抗值实部与虚部分别为： 

1Ω,10mΩ, 2Ω,20mΩ, 3Ω,30mΩ, 4Ω,40mΩ, 5Ω,50mΩ, 6Ω,60mΩ, 7Ω,70mΩ, 8Ω,80mΩ, 

9Ω,9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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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LL 1,0.01, 2,0.02, 3,0.03, 4,0.04, 5,0.05, 6,0.06, 7,0.07, 8,0.08, 9,0.09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ORRection:[IMPedance]:SHORt[:RAN 

Ge]:ALL?  

         返回值： 

+1.000000E+00,+1.000000E-02,+2.000000E+00,+2.000000E-

02,+3.000000E+00,+3.000000E-02,+4.000000E+00,+4.000000E-

02,+5.000000E+00,+5.000000E-02, 

+6.000000E+00,+6.000000E-02,+7.000000E+00,+7.000000E-

02,+8.000000E+00,+8.000000E-02,+9.000000E+00,+9.000000E-02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阻抗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 

NGe][:B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阻抗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BEST] <value1>,<value1.1>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BEST] <value1>,<value1.1>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B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B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实部阻抗值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数据<value1.1>：虚部阻抗值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阻抗值实部与虚部分别为：1Ω,1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BEST] 1,0.01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BEST]?  

         返回值：  +1.000000E+00,+1.000000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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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最小开路阻抗值实部与虚部分别为：2Ω,2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BEST] 2,0.02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BEST]?  

         返回值：  +2.000000E+00,+2.000000E-02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所有量程开路阻抗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 

NGe]:A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所有量程开路阻抗值 

         --格式： 

      设置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ALL  

<value1>,<value1.1>,<value2>,<value2.1>,<value3>,<value3.1>,<value4>,<value4.1>, 

<value5>,<value5.1>,<value6>,<value6.1>,<value7>,<value7.1>,<value8>,<value8.1>, 

<value9>,<value9.1>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ALL  

<value1>,<value1.1>,<value2>,<value2.1>,<value3>,<value3.1>,<value4>,<value4.1>, 

<value5>,<value5.1>,<value6>,<value6.1>,<value7>,<value7.1>,<value8>,<value8.1>, 

<value9>,<value9.1> 

 

查询格式：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ALL?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A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1>….：实部阻抗值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数据<value1.1>….：虚部阻抗值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5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九个量程开路阻抗值实部与虚部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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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Ω,10mΩ, 2Ω,20mΩ, 3Ω,30mΩ, 4Ω,40mΩ, 5Ω,50mΩ, 6Ω,60mΩ, 7Ω,70mΩ, 8Ω,80mΩ, 

9Ω,9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ALL 1,0.01, 2,0.02, 3,0.03, 4,0.04, 5,0.05, 6,0.06, 7,0.07, 8,0.08, 9,0.09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MAIN]: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ALL?  

         返回值： 

+1.000000E+00,+1.000000E-02,+2.000000E+00,+2.000000E-

02,+3.000000E+00,+3.000000E-02,+4.000000E+00,+4.000000E-

02,+5.000000E+00,+5.000000E-02, 

+6.000000E+00,+6.000000E-02,+7.000000E+00,+7.000000E-

02,+8.000000E+00,+8.000000E-02,+9.000000E+00,+9.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用户校准九个量程开路阻抗值实部与虚部分别为： 

1Ω,10mΩ, 2Ω,20mΩ, 3Ω,30mΩ, 4Ω,40mΩ, 5Ω,50mΩ, 6Ω,60mΩ, 7Ω,70mΩ, 8Ω,80mΩ, 

9Ω,90mΩ 

        设置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ALL 1,0.01, 2,0.02, 3,0.03, 4,0.04, 5,0.05, 6,0.06, 7,0.07, 8,0.08, 9,0.09 

查询指令： 

[:SOURce]:SAFety:STEP1:SUB1:LCR:CORRection:[IMPedance]:OPEN[:RAN 

Ge]:ALL?  

         返回值： 

+1.000000E+00,+1.000000E-02,+2.000000E+00,+2.000000E-

02,+3.000000E+00,+3.000000E-02,+4.000000E+00,+4.000000E-

02,+5.000000E+00,+5.000000E-02, 

+6.000000E+00,+6.000000E-02,+7.000000E+00,+7.000000E-

02,+8.000000E+00,+8.000000E-02,+9.000000E+00,+9.000000E-02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MAIN[: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主参数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MAIN[: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主参数上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MAIN[: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MAIN[:HIGH]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MAIN[: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MAIN[: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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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9.9996e-6 ~9.9996e+7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s-Q 串联等效电感上限值为：10mH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MAIN [:HIGH] 1.0E-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MAIN [:HIGH]?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s-Q 电阻上限值为：20mH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MAIN[:HIGH] 2.0E-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MAIN[:HIGH]? 

              返回值：  +2.000000E-02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SUB[: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副参数上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SUB[:HIGH]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副参数上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SUB[:HIGH]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SUB[:HIGH]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SUB[:HIGH]?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SUB[:HIGH]?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9.9996e-6 ~9.9996e+7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s-Q 品质因素上限值为：1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SUB [:HIGH] 1.0E+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SUB [:HIGH]?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s-Q 品质因素上限值为：2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SUB[:HIGH] 2.0E+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SUB[:HIGH]? 

              返回值：  +2.000000E+01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MAIN: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主参数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MAIN: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主参数下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MAIN: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MAIN:LOW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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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MAIN: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MAIN: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9.9996e-6 ~9.9996e+7/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s-Q 串联等效电感下限值为：10mH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MAIN :LOW 1.0E-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MAIN :LOW? 

              返回值：  +1.000000E-02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s-Q 串联等效电感下限值为：20mH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MAIN:LOW 2.0E-2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MAIN:LOW? 

              返回值：  +2.000000E-02 

--范例 3： 

        关闭步骤 1的 Ls-Q 串联等效电感下限值判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MAIN :LOW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MAIN :LOW? 

              返回值：  OFF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s-Q 串联等效电感下限值判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MAIN:LOW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MAIN:LOW?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SUB: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副参数下限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SUB:LOW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副参数下限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SUB:LOW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SUB:LOW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LIMit:SUB:LOW?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LIMit:SUB:LOW?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9.9996e-6 ~9.9996e+7/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s-Q 品质因素下限值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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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SUB :LOW 1.0E+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SUB :LOW?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s-Q 品质因素下限值为：20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SUB:LOW 2.0E+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SUB:LOW? 

          返回值：  +2.000000E+01 

--范例 3： 

        关闭步骤 1的 Ls-Q 品质因素下限值判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SUB :LOW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LIMit:SUB :LOW? 

              返回值：  OFF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s-Q 品质因素下限值判断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SUB:LOW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LIMit:SUB:LOW?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FUNCtio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功能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FUNCtion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功能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FUNCtion <string>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FUNCtion <string>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FUNCtion?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FUNCtion?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string>： 

               数据类型：字符型 LPQ LPRP LSQ LSRS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功能为：Ls-Q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FUNCtion LSQ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FUNCtion? 

              返回值：  Ls-Q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功能为：Lp-Q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FUNCtion LPQ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FUNCtion? 

              返回值：  Lp-Q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RANGe:UPP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大于设定值电阻的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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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AFety:STEP<n>:SUB<s>:LCR:RANGe:UPP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大于设定值电阻的量程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RANGe:UPPer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RANGe:UPPer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RANGe:UPPer?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RANGe:UPPer?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 ~12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量程电阻大于：5m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RANGe:UPPer 0.00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RANGe:UPPer?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量程电阻大于：100m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RANGe:UPPer 0.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RANGe:UPPer? 

              返回值：  +1.000000E+00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RANGe:LOW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小于设定值电阻的量程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RANGe:LOWer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小于设定值电阻的量程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RANGe:LOWer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RANGe:LOWer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RANGe:LOWer?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RANGe:LOWer?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 ~1200kΩ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量程电阻小于：1Ω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RANGe:LOWer 1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RANGe:LOWer? 

              返回值：  +1.000000E-01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量程电阻小于：1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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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RANGe:LOWer 1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RANGe:LOWer? 

              返回值：  +1.000000E+00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RANGe:AUTO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自动量程开关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RANGe:AUTO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自动量程开关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RANGe:AUTO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RANGe:AUTO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RANGe:AUTO?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RANGe:AUTO?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整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ON,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量程为：自动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RANGe:AUTO 1/ON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RANGe:AUTO? 

              返回值：  1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FREQuency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频率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 FREQuency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频率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FREQuency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 FREQuency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FREQuency?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FREQuency?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50~100000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频率为：1kHz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FREQuency 1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FREQuency? 

              返回值： +1.000000E+03    

--范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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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功能为：10kHz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FREQuency 10000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FREQuency? 

              返回值：  +1.000000E+04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TIME:DWE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等待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TIME:DWELl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等待时间值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TIME:DWELl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TIME:DWELl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TIME:DWELl?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TIME:DWELl?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浮点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0.1~999.9/OFF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等待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TIME:DWELl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TIME:DWELl?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关闭步骤 1的 LCR 测试等待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TIME:DWE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TIME:DWELl? 

          返回值：  OFF 

--范例 3：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等待时间值为：6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TIME:DWELl 6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TIME:DWELl? 

              返回值：  +6.000000E+00 

   --范例 4： 

        关闭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等待时间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TIME:DWELl OFF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TIME:DWELl? 

          返回值：  OFF 

     

[:SOURce]:SAFety:STEP<n>[:MAIN]:LCR: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 LCR 测试时间值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TIME[:TEST] 

设置/查询步骤 n 的从步骤 s 的 LCR 测试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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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 

         设置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TIME[:TEST] <value>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TIME[:TEST] <value>    

         查询格式：[:SOURce]:SAFety:STEP<n>[:MAIN]:LCR:TIME[:TEST]? 

[:SOURce]:SAFety:STEP<n>:SUB<s>:LCR:TIME[:TEST]? 

         --数据<n><s>： 

               数据类型：整型 

               数据范围：1~32  

--数据< value >： 

               数据类型：浮点型 

               数据范围：0.1~999.9 

        --范例 1： 

        设置步骤 1的 LCR 测试时间值为：5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TIME[:TEST] 5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MAIN]:LCR:TIME[:TEST]? 

              返回值：  +5.000000E+00    

--范例 2： 

        设置步骤 1的从步骤 1的 LCR 测试时间值为：3s 

        设置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TIME[:TEST] 3 

        查询指令：[:SOURce]:SAFety:STEP1:SUB1:LCR:TIME[:TEST]? 

              返回值：  +3.000000E+00 

 

7.3.3.5 SAFety:STARt 子系统命令  

SAFety:STARt 子系统命令用于仪器用户校准启动查询 

 

SAFety:STARt:ONCE 启动一次测试 

 

SAFety:STARt:CORRection:OPEN GET 打开并启动开路清零 

 

SAFety:STARt:CORRection:OPEN OFF 关闭开路清零 

 

SAFety:STARt:CORRection:OPEN?查询开路清零项目 

返回值：1,1,1,1,1,（分别表示打开了 AC DC IR LCR 与 OSC 开路清零，1—ON 

0--OFF） 

 

SAFety:STARt:CORRection:SHORT GET 打开并启动短路清零 

 

SAFety:STARt:CORRection:SHORT OFF 关闭短路清零 

 

SAFety:STARt:CORRection:SHORT?查询短路清零项目 

返回值：1,1(分别表示打开了 DCR 与 LCR 短路清零，1—ON 

0—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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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6 FETCh?子系统命令 

FETCh子系统命令用于仪器被触发测量后输出测量结果。 

fetch?命令用于输出仪器最近一次测量的结果。 

查询语法：FETCh? 

FETCh？命令使仪器将测量结果复制到输出缓冲区。在 GPIB总线上，仪器处于

讲者状态时，缓冲区数据被输出；在 RS232C总线上，只要输出缓冲区有数据，总是

被立即输出。 

例如： WrtCmd(“TRIG:SOUR BUS”) 

  WrtCmd(“TRIG”) 

  WrtCmd(“FETC?”) 

查询结果的输出详见第七章“数据格式”一节。 

提示：如果测量结果已被取走，而仪器尚未开始新的测量或正在测量中，则

FETC？命令将在新的测量或当前测量结束后才会有效。 

注意：FETC？命令仅在 4个测量页面(元件测量显示页面，档号显示页面，档

计数页面和列表扫描显示页面)有效；在非测量页面，查询返回的结果是

“9.9E37,9.9E37”。 

注意：在列表扫描显示页面，如果扫描方式是“STEP”，则每一个 FETC？对

应于每一步扫描结果；如果扫描方式是“SEQ”，则一个 FETC？对应于一次扫描的全

部结果,参见 7.3.2数据格式 2；如果未设定列表扫描数据，查询结果是

“9.9E37,9.9E37”。 

fetch:step<n>:wavedata? （1<=n<=32）查询步骤 n的 IWT测试波形数据 

fetch:step<n>:dispwavedata? （1<=n<=32）查询步骤 n的显示波形数据数

据 

 

FETCH:AUTO  查询/设置自动返回测试结果 

--格式： 

                          设置格式：FETCH:AUTO  <value>    

                          查询格式：FETCH:AUTO? 

                       --数据<value>： 

                          数据类型：字符型 

                          数据范围：ON/OFF                            

                      --范例： 

                          设置打开自动返回测试结果 

                          设置指令：FETCH:AUTO ON 

                          查询指令：FETCH:AUTO? 

          返回值：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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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7 Mass MEMory 子系统命令 

Mass MEMory子系统命令用于文件的保存、删除与加载。 

:LOAD:STATe 命令用于加载已保存的文件。 

 

命令语法：MMEMory:LOAD:STATe <value> 

  这里： 

  <value>  1 到 8（NR1）的文件序号。 

例如： WrtCmd(“MMEM:LOAD:STATe 1”) 

提示：如果加载的文件号不存在，仪器将显示“Record Not Exist”的报警信

息。 

提示：文件中包含了页面信息，加载后将直接跳转至原保存文件的页面。 

:SAVE:STATe 命令用于保存文件。 

:SAVE:STATe或 STORe:STATe 命令用于保存当前仪器的设置到一个文件。 

命令语法：MMEMory:STOR:STATe <value>,filename 

  这里： 

  <value>  1 到 8（NR1）的文件序号。 

 filename 要保存的文件名，可用 18个以内的 ASCII字符表示。 

例如： WrtCmd(“MMEM:STORe:STATe 1,product1) 

提示：总线指定的文件名是被原样引用的，因此通过总线可以得到一些在仪器

面板上不能输入的字符，如一些特殊符号，小写字母等。 

注意：本仪器在覆盖已存在的文件记录时并不提示。 

:DELete:STATe 命令用于删除文件。 

命令语法：MMEMory:DELete:STATe <value> 

这里： 

  <value>  1 到 8（NR1）的文件序号。 

例如： WrtCmd(“MMEM:DELete:STATe 1”) 

7.3.3.8 公用命令 

本仪器目前仅提供以下几种公用命令： 

*RST 命令用于复位仪器。 

命令语法：*RST 

例如：WrtCmd(“*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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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G  命令用于触发仪器测量，并将测量结果写入输出缓冲器中。 

即等同于 TRIG+FETCh?命令。 

命令语法：*TRG 

在非测量页面，触发被忽略，同时仪器返回的测量结果是“9.9E37,9.9E37”。 

例如：WrtCmd(“*TRG”) 

 

*IDN?命令用于查询仪器信息。 

查询语法：*IDN? 

查询返回：Tonghui,<product>,<version> Copyright(c) date <NL^END> 

 这里：Tonghui,TH9520,V1.0.9 Copyright(c) 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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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出错信息  

发给仪器的总线命令中，可能包含错误命令或语法，或不正确的参数。本仪器

对命令串是边分析边执行，如果遇到错误，则显示出错信息并中止命令分析，因而

在一个命令串中，错误之后的内容将被仪器忽略。 

以下是总线上常见错误信息表，错误信息将在显示屏上的弹出窗口中显示。 

错 误 信 息 说             明 

Unknow Message! 未知消息，即无法识别的命令。 

例如 TRG，应为 TRIG； 

COMP:NOM 100p，应为 COMP:TOL:NOM 100p。 

:DEV:MUDE percent，DEV应为 DEV1或 DEV2，“MUDE”拼写错

误。 

Syntax Error! 语法错误，错写、多写或漏写了语法符号。 

例如 TRIG IMM，应写为 TRIG:IMM（IMM是可选用的触发命令，

不是 TRIG的参数）。 

Data Error! 数据错误，数值超限或不支持的数值。 

例如 VOLT:LEVEL 2.5V，电平数值超出仪器设定范围。 

Error 

Parameter. 

参数错误，无法识别的命令参数。 

例如 COMP:TOL:NOM 100pF，标称值设定不需要附单位； 

FUNC:IMP ZRAD，仪器不支持的测量参数类型。 

Error Suffix. 后缀错误，一般是不匹配的单位，倍率等。 

例如 FREQ 0.1MHZ，应写为 0.1MAHZ。 

Data Too Long! 数据太长，例如数值参数超过 20 个字符，文件名超过 18个字

符。 

Cannot 

Executed! 

无法执行，当前状态下无法执行的命令，例如在频率扫描测量

时发送的频率命令。 

Record Not 

Exist! 

记录不存在，要加载的文件记录并不存在。 

 

总线命令在执行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正常的提示信息，这类信息不影响后续命

令的继续运行，主要的有： 

提 示 信 息 说             明 

Open Progress.. 表示正在开路清零过程中 

Short 

Progress.. 

表示正在短路清零过程中 

Save Progress.. 表示正在保存当前设置到一个文件 

Query Updated! 在 GPIB 总线上，输出缓冲器的数据尚未读尽，新的查询已产生 

Data Print 

Fail! 

在 GPIB 总线的只讲方式下，数据发送超时（无听者）。 

Data Corrupt 数据混乱，是作为查询结果发送到总线上的，不在 LCD 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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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技术指标 
 

8.1 通用技术指标 

表格 8-1 

产品型号 TH9520 TH9520A 

通道数 8 

耐压测试 

输出规格 AC:5kV/100mA 

DC:6kV/20mA 

AC:5kV/40mA 

DC:6kV/10mA 

输出电压 

AC 0.050 - 5.000kV，步进 0.001kV，频率 50Hz/60Hz ±0.1%，

正弦波形 

DC 0.050 - 6.000kV，步进 0.001kV 

电压精度 ±(1%设定值 + 0.1%满量程) 

电压调整率 ≤(1%输出 + 0.1%满量程)额定功率 

电压采样精度 ±(1%读数 + 0.1%满量程),1V 分辨率 

电流测试 
AC 

测试范围： 

电压≤4.000kV：0.001mA - 

120.0mA 

电压＞4.000kV：0.001mA - 

100.0mA 

测试范围： 

0.001mA - 40.0mA 

DC 测试范围：0.1uA - 20.00mA 测试范围：0.1uA - 10.00mA 

电流采样精度 ±(1%读数 + 0.5%满量程) 

测试时间 

上升时间 OFF，0.1s - 999.9s，步进 0.1s 

测试时间 0.1s - 999.9s，步进 0.1s 

下降时间 OFF，0.1s - 999.9s，步进 0.1s 

等待时间 DC OFF，0.1s - 999.9s，步进 0.1s 

ARC 电弧 
AC 1.0mA - 20.0mA，0.1mA 步进 

DC 1.0mA - 10.0mA，0.1mA 步进 

快速放电功能 
测量结束后自动放电 

放电速度 0.02uF/10mS 

绝缘电阻测试 

输出电压 

0.050 - 5.000kV ， 步 进

0.001kV 

0.050 - 1.000kV ， 步 进

0.001kV 

精度±(1%设定值 + 0.1%满量程) 

电压采样精度 ±(1%读数 + 0.1%满量程),1V 分辨率 

电阻测试范围 
0.100MΩ - 50.00GΩ      

分辨率：0.1MΩ 

0.100MΩ - 10.00GΩ      

分辨率：0.1MΩ 

电阻测量精度 

≥500V 

1.000MΩ– 1.000GΩ，±(3%读数+5 个字) 

1.000GΩ– 10.00GΩ，±(7%读数+5 个字) 

10.00GΩ– 50.00GΩ，±(10%读数+5 个字) 

＜500V 
0.100MΩ– 1.000GΩ，±(7%读数+5 个字) 

1.000GΩ - 50.00GΩ，仅供参考无精度要求 

测试时间 上升时间 OFF，0.1s - 999.9s，步进 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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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 0.7s - 999.9s，步进 0.1s 

下降时间 OFF，0.1s - 999.9s，步进 0.1s 

等待时间 OFF，0.1s - 999.9s，步进 0.1s 

快速放电功能 
测量结束后自动放电 

放电速度 0.02uF/10mS 

匝间绝缘测试 

脉冲电压 

输出 0.01kV - 6.000kV，0.01kV

步进，±5%设置值±15V（标

波采样后） 

0.01kV - 3.000kV，0.01kV

步进，±5%设置值±15V（标

波采样后） 

读回 ±5%读数±15V 

脉冲能量 最大 0.36 焦耳 

电感测试范围 ≥10uH 

波形采样 

采样率：12bit 

采样速度：200MHz，8 级可调 

存储深度:12k Byte 

样本平均：1 - 32 

施加脉冲数 测试脉冲 1 - 32 个，消磁脉冲 0 - 16 个 

判定方法 

1：面积比较 

2：面积差比较 

3：电晕放电 

4：相位差比较 

OSC 开短路测试 

输出电压 开环测试，输出电压＜ 200V 

显示范围 0.01nF - 40.0nF 

设置范围 

标准电容：GET 获取或程序设置 0.01nF - 40.0nF 

开路电容：10.0% - 100.0%，步进 0.1% 

短路电容：100.0% - 500.0%，步进 0.1% 

直流电阻测试/△与 Y 型电阻测试 

测试信号 100 mΩ 1A，1Ω 0.5A，其他  ≤3V 

测试范围 0.01mΩ - 1.2MΩ 

测量范围精度 

100mΩ 0.01mΩ - 120.00mΩ ±(0.5%读数+0.04%满量程) 

1Ω 0.1mΩ - 1200.0mΩ ±(0.3%读数+0.03%满量程) 

10Ω 0.001Ω - 12.000Ω ±(0.2%读数+0.03%满量程) 

100Ω 0.01Ω - 120.00Ω 

±(0.1%读数+0.03%满量程) 
1KΩ 0.1Ω - 1200.0Ω 

10KΩ 0.001kΩ - 12.000kΩ 

100KΩ 0.01kΩ - 120.00kΩ 

1MΩ 0.1kΩ - 1200.0kΩ ±(0.2%读数+0.03%满量程) 

DCR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 0.1s - 999.9s，步进 0.1s 

等待时间 OFF，0.1s - 999.9s，步进 0.1s 

△Y 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 OFF，0.1s - 1.0s，步进 0.1s 

△Y 平衡电阻 OFF，0.01mΩ - 1200.0kΩ 

电感测试（标配) 电感测试（选配) 

测试参数 Ls, Lp，Rs，Rp，Q 

测试频率 100Hz,120Hz,1kHz,10kHz,10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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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电平 1.0Vrms，10%精度 

输出阻抗 100Ω 

基本准确度 详见表格 8.2 

显示范围 

L 0.0001uH - 99.999kH 

R 0.0001Ω - 99.999MΩ 

Q 0.0001 - 9999.9 

设置范围 

L 
主参数上限：0.0001uH - 99.999kH 

主参数下限：OFF，0.0001uH - 主参数上限 

R 
副参数上限：OFF，0.0001Ω - 99.999MΩ 

副参数下限：OFF，0.0001Ω - 副参数上限 

Q 
副参数上限：OFF，0.0001 - 9999.9 

副参数下限：OFF，0.0001 - 副参数上限 

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 
100Hz/120Hz：0.3s - 999.9s，步进 0.3s 

1kHz/10kHz/100kHz：0.2s - 999.8s，步进 0.2s 

等待时间 
100Hz/120Hz：OFF，0.3s - 999.9s，步进 0.3s 

1kHz/10kHz/100kHz：OFF，0.2s - 999.8s，步进 0.2s 

温度测量 

温度传感器 PT500（选件） 

测量单位 ℃，℉可选 

测量范围精度 -10.0℃ - 99.9℃，±(0.5%读数+0.5℃)（不包括温度传感

器误差） 

温度转换功能 测量设置中 ON/OFF 可选 

接口 

标配 RS232，USB HOST，USB DEVICE，LAN，HANDLER，

INTERLOCK 

选配 GPIB 

通用技术参数 

供电电源 100VAC - 240VAC，50/60Hz 

功耗 待机＜150W，满载＜1000W 

体积 430mm(W)x177mm(H)x570mm(D) 

净重 25Kg 

工作环境 0℃ - 40℃，≤75% R.H. 

 

8.2 电感量测试之电感 L 和品质因素 Q 精度列表 

表格 8-2 

量程 显示范围 准确度 Le 准确度 De * 推荐等效模式 

1
0

0
H

z
/1

2
0
H

z
 

1000H 400.00H1000.0H 3.00%+3 字 0.0300 并联 

400H 40.000H399.99H 1.00%+2 字 0.0100 并联 

40H 4.0000H39.999H 0.50%+2 字 0.0050 并联 

4H 400.00mH3.9999H 0.50%+2 字 0.0050 ---- 

400mH 40.000mH399.99mH 0.50%+2 字 0.0050 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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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H 4.0000mH39.999mH 1.00%+2 字 0.0100 串联 

4mH 0.0000uH3.9999mH 3.50%+5 字 ------ 串联 
1

k
H

z
 

100H 40.000H100.00H 3.00%+3 字 0.0300 并联 

40H 4.0000H39.999H 1.00%+2 字 0.0100 并联 

4H 400.00mH3.9999H 0.50%+2 字 0.0050 并联 

400mH 40.000mH399.99mH 0.50%+2 字 0.0050 ---- 

40mH 4.0000mH39.999mH 0.50%+2 字 0.0050 串联 

4mH 400.00uH3.9999mH 1.00%+2 字 0.0100 串联 

400μH 0.0000uH399.99μH 3.50%+5 字 ------ 串联 

1
0

k
H

z
 

1000mH 400.00mH999.99mH 2.00%+3 字 0.0200 并联 

400mH 40.000mH399.99mH 1.00%+2 字 0.0100 并联 

40mH 4.0000mH39.999mH 0.50%+2 字 0.0050 ---- 

4mH 400.00uH3.9999mH 0.80%+2 字 0.0080 串联 

400μH 40.000uH399.99μH 1.00%+2 字 0.0100 串联 

40μH 0.0000uH39.999μH 3.50%+5 字 ------ 串联 

1
0

0
k
H

z
 

100mH 40.000mH399.99mH 3.00%+5 字 0.0300 并联 

40mH 4.0000mH39.999mH 1.20%+2 字 0.0120 并联 

4mH 400.00uH3.9999mH 0.80%+2 字 0.0080 ---- 

400μH 40.000uH399.99μH 0.80%+2 字 0.0080 串联 

40μH 4.0000uH39.999μH 1.20%+5 字 0.0120 串联 

4μH 0.0000uH3.9999μH 6.00%+10 字 ------ 串联 

*注:  De 精度在 De < 0.5 时评估 

品质因素 Q 准确度 Qe 按下式计算: 

当
ex DQ  ≤ 1 时，

ex

ex
e

DQ

DQ
Q




=
1

2

 

 上式中，
xQ 为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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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保修 
保修期：使用单位从本公司购买仪器者，自公司发运日期计算，自经营部门购

买者，自经营部门发运日期计算，保修期二年。保修应出具该仪器保修卡。保修期

内，由于使用者操作不当而损坏仪器者，维修费用由用户承担。仪器由本公司负责

终生维修。 

本仪器维修需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修；维修时请不要擅自更换仪器内部各器

件；对仪器维修后，需重新计量校准，以免影响测试精度。由于用户盲目维修，更

换仪器部件造成仪器损坏不属保修范围，用户应承担维修费用。 

仪器应防晒、防湿，应在 1.2所述的环境中正确使用仪器。 

长期不使用仪器，应将仪器用出厂时包装箱包装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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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手册更改说明 

版本历史： 

 本说明书将不断完善以利于使用。 

 由于说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遗漏，仪器功能的改进和完善，技术的更新

及软件的升级，说明书将做相应的调整和修订。 

 请关注您使用的软件版本及说明书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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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第二版 

2020年 7月……………………………………..第三版 

 

 

 

 

 

 

 

 

 

 

 

 

 

 

 

 

 

 

 

 

 

 

声明：本公司可能对该产品的性能、功能、软件、结构、外观、附件、包装以及说明书等进行完

善和提高，恕不另行通知！如造成疑惑，请与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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