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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本公司可能對該產品的性能、功能、軟體、結構、外觀、附件、包裝以及用戶手冊

等進行的修改和提高規格，恕不另行通知！如有疑惑，請與本公司聯繫。 

安全注意事項補充說明： 

IEC664 標準規定，數位萬用電錶測量電路（如 B&K 5491B）及 USB 介面屬 CATⅡ

類產品。交流輸入端屬 CATⅠ類產品。 

 

該儀器污染等級為 2 級，僅限室內使用。 

 

安全注意事項： 

這些安全措施適用於操作及維護人員，在操作、服務及維修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設備接地 

為避免觸電，請將設備機殼接地。請使用本機配套的三線交流接地電源線將該儀器

接地。電源線必須連接至合格的三線電源插座。請勿改變接地連接。在無接地保護

的情況下，所有導電零件（包括調節旋鈕）都可能會引起觸電。電源插座及相應的

電源線插頭都必須符合 IEC 安全標準。 

請勿在易燃易爆環境中使用 

請避免在易燃易爆氣體存在的環境中使用該儀器。 

遠離帶電電路 

操作人員不可打開儀器機蓋。零件的更換及儀器的內部調整必須由合格的專業維修

人員來進行。打開儀器機蓋、替換零件前，請斷開電源、拔掉電源線。某些情況下，

即使斷開電源線仍然會有危險電壓存在。為避免人員傷亡，打開機蓋及替換零件前

務必斷開電源並將電路放電。 

不可單獨維修或調整儀器 

不可在無人陪伴的情況單獨對儀器內部進行維修或調整。 

請勿更換零件或修改儀器 

請勿替換儀器零件或進行未授權修改。為保證安全，請將受損儀器返還 B&K 公司

進行維修。 

警告&小心 

以下例子及本說明書中出現的警告及小心聲明表示有危險。請按聲明的指示進行操



                              5491B 使用手冊                                 

 III 

作。 

警告聲明表示有危險存在。它提醒當前用戶注意操作步驟、實際及操作條件，如果

不按照說明書的要求正確操作可能會造成人員傷亡或儀器受損。 

小心聲明表示有危險存在。它提醒當前用戶注意操作步驟、實際及操作條件，如果

不按照說明書的要求正確操作可能會造成人員傷亡或儀器受損。 

警告：請勿改變接地連接。在無接地保護的情況下，所有導電零件（包括調節旋鈕）

都可能會引起觸電。電源插座及相應的電源線插頭都必須符合 IEC 安全標準。 

警告：為避免觸電，請在打開儀器機蓋前斷開電源。儀器維修應由專業合格人員進

行。 

小心：將電源線連接交流電源插座前，請檢查後面板交流線電壓指示。施加規定外

的電壓可能會損壞保險絲。為避免火災，請使用規定具有額定電壓、電流的保險絲。 

小心：該儀器中的某些零件可能會因靜電放電（ESD）而受損。為避免損壞零件，

在安裝、存放、運輸零件及易發生靜電放電的零件時，請遵循正確的步驟。 

安全符號 

安全警告，提醒用戶按手冊中相關操作規定使用。 

提醒用戶當前情況下存在觸電危險 

接地標誌 

CAT I (1000V)  IEC 測量Ⅱ類 

              Ⅱ類過電壓情況下，輸入端可連接電源（高達 300VAC）。 

CATⅡ(300V)   IEC 測量Ⅱ類 

               Ⅱ類過電壓情況下，輸入端可連接電源（高達 300VAC）。 

 

合法聲明 

舊電子電氣設備的處理（適用於具有分類回收系統的歐盟及歐洲國家）

 

 

該產品符合歐洲議會及歐盟委員會提出的2002/96EC條

例中對廢棄電子電氣設備（WEEE）的要求，同時該產

品也可用於採用該條例的行政地區。該產品自2005年8

月13日上市後便貼有該標誌，表示該產品不能作為未分

類的城市垃圾處理。處理該產品時，請使用您所在地的

WEEE回收設備並遵守其他的垃圾回收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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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概述  

    感謝您購買和使用台灣百科產品。在您使用本儀器前，首先，請根據該手冊中

本章的 1.2 開箱檢查 一節的事項進行確認，若有不符請儘快與台灣百科聯繫，以

維護您的權益。 

    假如您閱讀完本手冊後仍有疑問，請您聯繫當地的經銷商或直接致電台灣百科

的工程師，進行進一步的洽詢。 

 

1.1 概述 

5491B 是高精度、高穩定、快速的雙顯示數位萬用電錶。儀器以 25 次/秒的最

快讀取速率，直流電壓基本精度為 0.02%。 

 

5491B有很寬廣的測量範圍： 

· 直流電壓至 1000V 

· 交流電壓至 750V 

· 直流電流至 20A 

· 交流電流至 20A 

· 電阻測量至 50MΩ 

· 頻率 10Hz至 1MHz 

 

    除上述功能之外，5491B 還有一些額外的功能:  

· 全部功能：除上述功能之外，它增加了週期(Period)、dB、dBm、導通測試功

能(Continuity)、二極體測試、Max,Min 記錄以及百分比(Percent)計算等

功能。多種功能可組合於雙顯示螢幕。 

·編程語言及控制介面：本機提供 SCPI 程式控制語言，提供 USB(虛擬 COM Port)

控制介面供您使用。 

 

 

 



5491B 用戶手冊                   第一章  概述 

 2 

1.2 開箱檢查 

儀器在出廠前，已針對機體部分及電氣方面的特性做過仔細的檢驗。拆箱後，

請檢查機體是否有因運送而造成的明顯損傷。若有任何損傷，請立刻通知運送單位，

安排更換。此外，請保留廠商的紙箱，以便日後可能需要再搬運時使用。每一台儀

器都應包含下列物品： 

· 數位萬用電錶  

· 符合安全標準的測試棒 

· 電源線  

· 保險絲  

· 使用手冊  

· 測試報告  

客戶收到儀器後，請開箱檢查並核對以上物品，若發生短缺，請立即與本公司

或經銷部門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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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電錶介紹 

2.1 前面板介紹 

5491B 的前面板如下圖 2-1 所示。該圖包括一些重要簡短的資訊應該在操作儀

器之前瀏覽的。 

     主參數                        1 功能鍵  2 數學鍵  測試端  保險絲座 

 
 副參數   電源開關              3 速度和第二顯示開關   6 Trig/Hold 鍵 

        5 選單和方向鍵   4 功能表操作鍵   7  Shift/Local 鍵 

              圖 2-1 

 

1. 功能鍵 

    選擇測量功能：直流電壓（DC V）/直流電流（DC I）,交流電壓（AC V）/ 交

流電流（AC I）,電阻（Ω）/導通（
DCH1 
ACH2 

MED FAST SLOW REL HOLD TRIG MATH AUTO 

DCH1 
ACH2 
COMP ADRS MAX MIN SHIFT RMT IN LO HI ERR 

），/頻率（Freq）/ 週期（Period），交

直流真有效值(AC+DC)/dB,二極體（ ）/dBm。 

2. 數學鍵 

打開或關閉數學功能（Rel,%,Max/Min,Comp,Hold） 

3. 速度和第二顯示開關 2nd， 

設置儀器測量速度為 Fast，Medium和 Slow. 

 +  打開和關閉第二顯示功能。 

4. 功能表操作鍵 

 +   打開/關閉選單 

    在選單內透過選擇移動準位,命令準位,參數準位 

    在選單內透過選擇移動準位,命令準位,參數準位 

        移動選單到上一準位 

      移動選單到下一準位 

     ( ENTER)  儲存改變“參數”準位，並回到“命令”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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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改變“參數”準位，並回到“命令”準位 

5. 範圍和結合功能選擇鍵 

   在第二顯示功能打開後選擇副參數組合顯示 

   在第二顯示功能打開後選擇副參數組合顯示 

   選擇高範圍檔位；關掉自動量測 

   選擇低範圍檔位；關掉自動量測 

    開啟/關閉自動量測； 

6. Trig/Hold鍵 

   從前面板觸發測量 

 +   在顯示上鎖定讀值 

7. Shift/Local 鍵 

    使用此鍵進入複合鍵 

（Local） 取消遠端控制模式並回到 LOCAL 模式 

2.2 螢幕指示資訊 

DC 
AC 

MED FAST SLOW REL HOLD TRIG MATH AUTO 

DC 
AC 
COMP AUTO MAX MIN SHIFTRMT IN LO HI ERR 

 
FAST  快速讀值速率 

MED  中速讀值速率 

SLOW  慢速讀值速率 

TRIG  處於單次觸發狀態 

HOLD  讀值保持功能打開 

AUTO  自動量測狀態指示 

REL  相對運算功能 

MATH  數學功能（%,dB,dBm） 

DCH1 
ACH2 

MED FAST SLOW REL HOLD TRIG MATH AUTO 

DCH1 
ACH2 
COMP ADRS MAX MIN SHIFT RMT IN LO HI ERR 

  導通測試功能  

DCH1 
ACH2 

MED FAST SLOW REL HOLD TRIG MATH AUTO 

DCH1 
ACH2 
COMP ADRS MAX MIN SHIFT RMT IN LO HI ERR 

  二極體測試功能 

DC  直流指示 

AC  交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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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  限制比較測試功能打開 

  HI/IN/LO 限制比較測試，過高/合格/過低指示 

RMT  處於遠端控制模式 

AUTO  自動量測狀態指示 

MAX/MIN Max/Min 功能下最大最小值指示 

ERR  檢測到硬體或遠端控制錯誤 

SHIFT  進入複合鍵 

2.3 前面板選單一覽表 

A:   MATH  MEU  

1:HI LIMIT → 2:LO LIMIT → 3:PERC REF → 4:dB REF → 5:dBm REF  

1.HI LIMIT   在限制比較測試項目中設定高點 

2.LO LIMIT   在限制比較測試項目中設定低點 

3.PERC REF   在百分比測試項目中設定數值 

4.dB REF    在 dB測試項目中設定數值 

5.dBm REF    在 dBm測試項目中設定數值 

B:  TRIG  MEU 

1:TRIG MOD 

1.TRIG MOD   選擇立即觸發/手動觸發/匯流排觸發來源模式 

C:  SYS  MEU 

   1:BEEP STA → 2:BAUD RAT → 3:TX TERM → 4:RETURN → 5:KEY SONG→6:REVISION 

   1.BEEP STA   打開或關閉蜂鳴器功能 

   2.BAUD RAT   選擇 USB/RS232 介面的串列傳輸速率 

   3.TX TERM   設置 USB/RS232 介面傳輸時的結束字串 

   4.RETURN    設定是否啟動傳送 SCPI指令,機器回覆時是否跟著顯示 

                        剛剛下的指令 

   5.KEY SONG   打開或關閉按鍵聲音 

   6.REVISION   顯示機型號碼及 FW版本 

2.4 選單操作說明 

選單由上到下共有三個階層(選單(Menus),命令(Commands)，參數(Parameters))

組成樹狀圖。您可以使用上(  ) 或下(  )鍵移動樹狀圖從第一階層移動到下

一階層；使用左(  )或右(  )去瀏覽三個階層中同階層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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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選單，按  +  (Menu). 

· 關閉選單，按  +  (Menu)，或者按任何一種功能鍵或數學鍵. 

· 確認執行一個選單命令，按  (Enter)鍵. 

 

 

說明：當在“選單（MENU）”階層時，如果你按下 ，你不能再回到上一階

層的選單；同樣當在“參數(Parameter)”階層時，如果按下 ，也不能到下一

階層選單。 

 

 

2.5  後面板介紹 

5491B 的後面板如圖 2-2 所示，本節包含許多測量操作前需瞭解的重要資訊。

 

圖 2-2 

1． USB(虛擬 COM Port) 

USB 遠端控制連接端 

2． 接地 

儀器的接地端。 



                                5491B 用戶手冊                  第二章  電錶介紹 

 7 

3． 電源插座 

交流電源的輸入端，可以使用於交流電壓 110V/220V±10%,50Hz/60Hz±5%。 

保險絲(220V/500mA,110V/1A) 

4． RS232 

RS232遠端控制連接端 

注意：請使用相同規格保險絲。檢查、替換保險絲前，請斷開電源並拔出保險絲座。 

2.6 開機準備及開機狀態 

2.6.1 連接電源 

    (1). 連接電源前，應保持供電電壓在 110V/220V±10%,並且頻率在 50/60Hz±5%

的條件下工作。 

    注意：如果因為使用錯誤電源而導致儀器的損壞，則不在產品保修範圍之內。 

    (2). 插入電源線前，務必先確認前面板的電源開關是在關的狀態。 

    (3). 將電源線連接至儀器後面板的交流電源輸入端和三孔交流電源的輸出端

(務必是有接地線的交流電源）。 

    警告：儀器自帶的三孔電源線有一個獨立的接地端線，所用的電源必須是三孔

的，而且有接地的，否則，可能會因電擊而導致人員的傷亡。 

(4). 按下儀器前面板的開關，打開儀器，準備操作。 

2.6.2 輸入端介紹 

輸入端功能介紹如 2-3 圖所示，輸入最大允許值見表格。



                                5491B 用戶手冊                  第二章  電錶介紹 

 8 

DC I AC I

Per i od

dB dBm

% Comp

Hol d

Menu Local

T1AL  25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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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V

 MAX

 

mA

MAX

 

ALL INPUT
1KV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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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TⅠ(1000V)

C ATⅡ(3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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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V AC V

Ω Freq

A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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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H1 
ACH2 

MED FAST SLOW REL HOLD TRIG MATH AUTO 

DCH1 
ACH2 
COMP ADRS MAX MIN SHIFT RMT IN LO HI ERR 

50000 Count MultmeterTH1942

 

           圖 2-3 

 

 

 輸入正端，用於電壓，電阻，二極

體，導通，頻率週期測量 

 

 5mA~500mA 直流/交流電流輸入

正端，用於直流/交流電流的測量 

 

 輸入負端 

 

 

 5A/20A 電流範圍輸入正端，用於直

流/交流電流的測量 

 

 5mA/50mA/500mA 範 圍 保 險 絲

(T1AL/250V)

表 2-1 各項功能輸入極限 

功能 輸入端 最大允許輸入 

直流電壓  到 COM 1010V 直流 

交流電壓，頻率  到 COM 757.5V 交流有效值，1000V 峰值 

mA，頻率 500mA 到 COM 500mA 直流或 500mA 交流有效值 

20A，頻率 20A   到 COM 20A 直流或 20A 交流有效值 

電阻  到 COM 500V 直流或 500V 交流有效值 

二極體，導通  到 COM 500V 直流或 500V 交流有效值 

所有測試功能 所有測試端到地 1000V 直流或 1000V 交流峰值 

2.6.3 開機程式 

    當打開電源，5491B 會依內部 EPROM 和 RAM 的設定作自我測試，並且會將螢幕

上所有的顯示資訊打開近 1 秒鐘。如果檢測出任何儀器故障，螢幕中央會顯示出錯

誤的資訊代碼，並出現 ERR 的螢幕顯示資訊。 

    當儀器通過了自我測試，會顯示儀器當前的版本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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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高壓線路測量的安全注意事項 

    為了安全上的考慮，當您需要在高壓線路中測量電壓時，請遵循以下注意事項： 

    在高壓線路中測量時，請務必使用符合下列要求的導線及配件： 

    · 測試導線和配件必須完全的絕緣。 

    · 在自動測試時，必須使用能夠與線路連接的導線，例如：鱷魚夾、扁平插頭

等導線。 

    · 不要使用會縮小電壓空間的測試配件，因為那樣會降低保護的功能，而造成

極危險的狀態。 

 

    按照下列的步驟，在高壓線路中進行測量： 

•（1） 使用標準的連斷裝置，如斷路器等，來作為線路連接用。 

•（2） 使用符合安全規格範圍內的測試導線和附件，來與線路相連接。 

•（3） 將 5491B 設定在正確的測量功能和檔位。 

•（4） 使用(1)所敍述的開關來使線路通電後，再用 5491B測量。（此時，切

勿將測試導線從 5491B 輸入端拔出）。 

•（5） 使用(1)所敍述的開關線路斷開電源。 

•（6） 將測試接頭從高壓線路的測試單元分離。 

警告：在 COM 電壓為 500V 峰值。超過此範圍時，可能會導致絕緣的崩潰而有

電擊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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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開機預設狀態 

    5491B開機後的設定狀態為原廠預設的設定狀態。 

    因為本手冊中所敍述的基本測量程式都是假設儀器處於原廠設定的狀態，所以

當您依本手冊一步一步的學習測量程式時，請先重新設定至原廠所設定的狀態。表

2-2 所示為原廠的預設狀態。 

表 2-2 開機預設狀態 

參數 原廠預設設置 

Function 

Range 

Rate 

Remote/Local 

Trigger Mode 

Relative Mode 

Compare Mode  

Hi Limit 

Lo Limit 

Percent Mode 

Reference 

Max/Min Mode  

Reading Hold 

Secondary Display Mode 

Cal Mode  

DCV 

AUTO 

Medium 

Local 

Immediate 

OFF 

OFF 

+1 

-1 

OFF 

+1 

OFF 

OFF 

OFF 

OFF 

2.6.6 預熱時間 

    當儀器完成開機程序後，即可操作使用。但是，為了測量上的精確度和穩定度，

建議讓儀器有三十分鐘的預熱時間。預熱後，如果要將儀器移到溫差很大的另一場

所進行測量時，最好再多等待一些時間，直到儀器內部的溫度穩定之後再開始測量。 

2.7 顯示幕 

   儀器的顯示幕會依循著測量種類和檔位將讀值顯示出來。而位於顯示幕左邊、右

邊、下邊的特殊符號，則可以指示各種不同的操作狀態，關於具體資訊的定義請參

照 2.2 螢幕指示資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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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測量 

3.1 開始 

首先，你要做的就是了解前面板的操作。我們在之前已經簡述了一些關於前面

板的操作及開機前的準備。 

前面板共有兩排可供選擇各種功能和操作的按鍵，大部分按鍵的上面有一用藍

色字體標記的附屬功能。如果要執行附屬功能，首先按下 按鍵（Shift 標記將

會點亮），然後，再按下你所期望的功能鍵。例如：選擇交流電流功能，應該首先按

下  然後再按下  。 

    如果按下 鍵，再次按下該鍵，Shift 標記將關閉。 

 

3.2 電壓測量 

電壓測量範圍：5491B— 500 mV, 5 V, 50 V, 500 V, 1000 V (750 VAC)；最

大解析度是50μV(DCV)及1mV(ACV)，交流電壓為真有效值（True RMS），最大交流

電壓峰峰值是1000V。 

3.2.1 連接方法 

假如儀器處於原廠設定的條件下，操作流程如下： 

 

1. 連接測試導線到 和 COM 端。 

2. 按下  或 鍵來選擇測量直流電壓或交流電壓功能。 

3. 按  鍵鎖定自動切檔功能。當您啟動此功能後，請注意 AUTO 標記 

       被點亮。如果你想手動切檔，使用 和  鍵去選擇與實際電 

       壓一致的檔位。 

4. 具體連接方法如圖 3-1： 

    注意：不要連接超過 1000V 的峰值電壓到儀器輸入端，否則儀器可能會損壞。 

 

5. 顯示幕如果出現“OVL.D”時，請使用 鍵選擇一個更高的範圍，直到 

       顯示出正常讀值為止（或按 選擇自動切檔）。為了有最佳的分辨力，盡 

       可能設定在最低的範圍。 

6. 按 + 鍵來開啟第二顯示，按 或 鍵來選擇當前功能下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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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副參數組合顯示。 

7. 讀取顯示幕上的讀值。 

     

輸入阻抗 = 10MΩ 

 注意：最大輸入 = 1010 Vpeak 

              

  輸入阻抗=1.1MΩ和 100pF 

    注意：最大輸入=750V 有效值，1000V 峰值, 3×10
7
 Volt·Hz 

                圖 3-1 電壓測量連接 

3.3 電流測量 

電流測量範圍：5491B— 5 mA, 50 mA, 500 mA, *5 A, *20 A 

*代表只能手動切檔至此範圍, 

最大解析度是100nA(5mA檔位),除了*檔位外,都能使用Auto Range功能。 

3.3.1 連接方法 

假如儀器處於原廠設定的條件下，操作流程如下： 

1. 連接測試導線到 COM 和 500mA或是 20A端。 

2. 按下 + 或 + 鍵來選擇測量直流電流或交流電流功能。 

DC VOLTAGE   SOURCE 

- + 

AC VOLTAGE   SOUR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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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鍵鎖定自動切檔。當您啟動此功能後，請注意 AUTO 標記被點亮。

如果你想手動切檔，使用 和  鍵去選擇與電流一致的範圍。 

4. 具體連接方法如圖 3-2： 

注意：在 500mA 輸入端不要使用超過 1A 電流和 250V 電壓到儀器的 500mA 輸入

端，否則下方的保險絲將燒斷。 

5. 顯示幕如果出現“OVL.D”時，請使用 鍵選擇一個更高的範圍，直到

顯示出正常讀值為止（或按 選擇自動切檔）。為了有最佳的分辨力，

盡可能設定在最低的檔位。 

6. 按 + 鍵來開啟第二顯示，按 或 鍵來選擇當前功能下的各

種副參數組合顯示。 

7. 讀取顯示幕上的讀值。 

              

5491B在 5mA,50mA,500mA檔位的直流電流連接方式 

 

    

5491B在 5mA,50mA,500mA檔位的交流電流連接方式 

DC VOLTAGE   SOURCE 

AC VOLTAGE   SOURC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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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1B在5A，20A檔位的直流電流連接方式 

 

 

5491B在5A，20A檔位的交流電流連接方式 

     注意：最大輸入=20A直流電流或真有效值電流，最大測試時間<20Sec 

                   圖 3-2 電流測量連接 

3.3.2 前板保險絲的更換 

    警告：當您要更換前板保險絲時，請務必確認，5491B 沒有連接交流電源或與

其他儀器連接。 

1. 關閉電源，並且拔下電源線和測試導線。 

2. 在前面板 1A 250V 端點用十字螺絲逆時針旋轉幾圈，保險絲座即可彈出。 

3. 更換相同規格的保險絲（1A/250V 慢速熔斷，5×20mm）. 

       注意：不可更換耐電流高於規格的保險絲，以免造成儀器損壞。 

4. 更換好後，再安裝回去即可。 

DC CURRENT   SOURCE 

AC CURRENT   SOURC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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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電阻測量 

5491B 電阻測量範圍：500Ω,5kΩ,50kΩ,500kΩ,5MΩ,50MΩ；最大解析度是

10m (在 500 檔位)。 

 

3.4.1 連接方法 

假如儀器處於原廠設定的條件下，操作流程如下： 

1. 將測試導線如下述方法和儀器連接。 

       測量(Ω),由 和 COM 處相連接。 

 

2. 按下 鍵來選擇電阻測量功能。 

3. 按  鍵鎖定自動切檔功能。當您啟動此功能後，請注意 AUTO 標記被點

亮。如果你想手動切檔，使用 和  鍵去選擇與電阻值符合的檔位。 

4. 將測試導線與待測阻抗如圖 3-3連接： 

    注意：在輸入端 和 COM 端不要使用超過 1000V 的電壓，否則會將儀器損

壞。 

5. 顯示幕如果出現“OVL.D”時，請使用 鍵選擇一個更高的檔位，直到

顯示出正常讀值為止（或按 選擇自動切檔）。為了有最佳的分辨力，

盡可能設定在最低的檔位。 

6. 讀取顯示幕上的讀值。 

                 
注意：電流源流經 ,DUT,COM 端。 

                  圖 3-3：電阻測量連接 

3.5 頻率和週期測量 

      儀器頻率測量範圍：當電壓輸入信號範圍在 200mVAC 到 750VAC 時，可測量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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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z到 1MHz以上的頻率；或是測量從小於 1s到 200ms的週期在同樣的電壓範圍內。 

    測量頻率時，使用儀器的電壓輸入端。交流電壓的檔位可以使用 和 鍵

來改變設定，但是輸入信號電壓必須大於設定檔位的 10% 。 

3.5.1 測量頻率和週期的誤差 

   儀器測量頻率和週期使用了保持一個固定解析度的測試方法，它的閘門時間不是

一個固定的值，而是被測信號週期的數倍。其測量誤差只在標準閘門計數的±1count

誤差，並且達到在整個測試頻段的精度測量。 

3.5.2 閘門時間 

    閘門時間是指儀器用來截取頻率或週期讀值的時間長度。不同速度下閘門時間

不同，在不同被測頻率下也略有不同。 

3.5.3 連接方法 

假如儀器處於原廠設定的條件下，操作流程如下： 

1. 連接測試導線到  和 COM 端。 

2. 按下 或  +  鍵來選擇測量頻率或週期功能。 

3. 連接測試導線到輸入信號如圖 3-4： 

    注意：在輸入端不要使用超過 1000V 的電壓到儀器的輸入端，否則可能會毀壞

儀器。 

4. 按 + 鍵來開啟第二顯示，按 或 鍵來選擇當前功能下的各

種副參數組合顯示。 

5. 讀取顯示幕上的讀值。 

 

用於頻率測量 

AC VOLTAGE   SOUR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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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週期測量 

                  輸入阻抗=1.1MΩ 和 100pF 

        注意：最大輸入=750V真有效值，1000V 極值, 3×10
7
 Volt·Hz 

圖 3-4：頻率和週期測量 

3.6 導通測量 

使用導通測量功能時，以 500Ω的檔位為例，在當儀器的讀值低於 10Ω時，儀

器蜂鳴器會發出警告聲。對於其他檔位，蜂鳴器會發出警告聲時的範圍如下表。注

意：當儀器處於導通測量功能時，儀器的讀值採樣速率被固定在 Fast。 

檔位 蜂鳴器響 

500.00Ω <10Ω 

5.0000KΩ <100Ω 

50.000KΩ <1kΩ 

500.00KΩ <10kΩ 

5.0000MΩ <100kΩ 

50.000MΩ <1MΩ 

    表 3-1 導通測量時蜂鳴器各檔位響應值範圍表 

3.6.1 連接方法 

假如儀器處於原廠設定的條件下，操作流程如下： 

 

1. 連接測試導線到  和 COM端。 

2. 按下  +   鍵來選擇導通測量功能。 

3. 具體連接方法如圖 3-5： 

4. 讀取顯示幕上的讀值。 

AC VOLTAGE   SOUR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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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電流源流經 ,DUT,COM 端。 

                  圖 3-5：導通測量 

3.7 二極體測試 

    儀器可以測試普通二極體的壓降和穩壓二極體的電壓。使用二極體測量功能

時，測試電流為 0.5mA。注意：當儀器處於二極體測量功能時，儀器的讀值採樣速

率被固定在 MED。 

3.7.1 連接方法 

假如儀器處於原廠設定的條件下，操作流程如下： 

1. 連接測試導線到  和 COM 端。 

2. 按下  鍵來選擇二極體測量功能。 

3. 具體連接方法如圖 3-6： 

4. 讀取顯示幕上的讀值。 

   

注意：電流源流經 ,DUT,COM 端。 

  圖 3-6：二極體測試 

Diod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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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交直流真有效值測量功能 

儀器可以測試交流加直流的真有效值。適用條件：當前測試功能為交直流電壓

或交直流電流 

    （AC+DC）RMS = √dc
2
+ac

2
  

3.8.1 連接測試方法 

假如儀器處於原廠設定的條件下，操作流程如下： 

1． 測試狀態在交直流電壓或交直流電流，具體連接方法如圖 3-7 所示。 

2． 按 鍵來啟動真有效值測量。 

3． 按 + 鍵來開啟第二顯示，按 或 鍵來選擇當前功能下的各

種副參數組合顯示。 

4． 讀取顯示幕上讀值。 

        

交直流電壓真有效值測量 

   

 交直流電流真有效值測量 

    圖 3-7：交直流電壓電流真有效值測試 

 

VOLTAGE      SOURCE 

CURRENT      SOURC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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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選擇第二顯示 

用於副參數的組合顯示。各種組合如 3-1 下表。 

操作使用 

1． 按  + 鍵來開啟第二顯示功能。 

2． 按  或 鍵來選擇當前主顯示功能下的各種副參數組合顯示，具

體如圖。 

3． 再次按  + 鍵關閉關閉第二顯示功能，主顯示不受影響。 

表 3-1 提供了主顯功能下可能的副顯功能的各種組合 

主顯示 
第二顯示（副顯示） 

                                               

DC V AC V      dBm dB Hz  

AC V DC V      dBm dB Hz  

DC V+AC V dBm dB Hz AC V DC V 

DC I AC I Hz
(2)

    

AC I DC I Hz
(2)

    

DC I+AC I Hz
(2)

 AC I DC I   

Hz
(1)

 AC V/AC I AC I/AC V    

Percentage (%) 

(測試值) 
% 

Comp 

(測試值) 
HI，IN，LO，PASS，FAIL 

Max/Min 

(測試值) 
Max Min 

說明：在 DC V/I 和 AC V/I，AC V/I 和 DC V/I，(AC+DC)V/I 和 DC V/I ，

(AC+DC)V/I 和 AC V/I 組合模式測試中，在自動切檔模式時，主副參數測量時

檔位自動設置在主參數測試檔位上。手動切檔時，主副參數檔位變化一致。 

 

3.9 數學運算功能 

  儀器的數學運算分為三類： 

    · 百分比 

    · dB 和 dBm的計算 

    · 極限測試 

    前兩種數學運算功能將在這裏討論，極限比較測試將在第四章（測量選項）中

進行討論。 

    選擇和設置數學運算功能的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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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相應的數學運算功能鍵，打開該功能。 

2. 設置該數學運算功能的參數，並按  鍵確認。（如果再次按下此數學運

算功能鍵將取消該數學運算功能） 

3.9.1 Percent 

Percent 計算是根據你設定的參考值將作如下的運算： 

           

          

Percent =
Input Reference

Reference
100%

 

         

其中： Input      是顯示幕上的顯示讀值 

           Reference  是用戶輸入的參數 

           Percent    是顯示的計算結果 

 

    應用方法： 

    Percent 數學功能，請按如下方法操作： 

1. 按  +   鍵選擇 Percent數學功能，儀器顯示當前的參數 

   +1.0000  

2. 使用  和  鍵選擇欲改變的位數，然後用 和  來增減數

值，鍵入一個希望的數值及單位。 

3. 按  鍵確認參考數值。 

 

如果在打開了 Percent 數學功能之後，還想改變參數的數值，除了上述介紹的 

參數數值設定方法之外，還可以進行如下操作： 

1. 再按  +  按出 A:MATH MEU 下的 3:PERC REF 命令，按 鍵進

入參數設定：REF：+1.0000 。 

2. 使用  和  鍵選擇欲改變的位數，然後用 和  來增減數

值，鍵入一個希望的數值及單位。 

3. 按 鍵確認參考數值。 

     

 切換到正常的測量功能後，5491B 即會顯示出計算後的測量結果。如果 

“Input”大於“Reference”，顯示出來的結果將為正，相反，如果“Input”小於

“Reference”，顯示結果將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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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dB 計算 

    使用 dB 來表示 DC或 AC 電壓的好處是，可以將一個大的測量範圍壓縮到一個較

小範圍的坐標軸內。dB和電壓的關係式如下所示： 

         

                      
dB = 20 log

VIN

REFV  

 

    其中： VIN 是輸入的 DC 或 AC 電壓信號。 

           VREF 是用戶設定的參考電壓值。 

 

當輸入的信號與設定的參考電壓值相同時，儀器的讀值將顯示 0dB。 

 

    如果相對運算（REL）功能作用於 dB 數學功能之前，那麼這個值(REL 值)被轉

換成 dB 值，然後在應用到 dB數學功能；如果相對運算（REL）功能作用於 dB 數學

功能之後，dB數學功能直接應用於相對運算（REL）值。 

 

    應用方法： 

    按照如下步驟設定參考電壓： 

1. 按  +  鍵選擇 dB 數學功能，儀器顯示當前的參數 

    REF：+1.00000 

2. 使用  和  鍵選擇欲改變的位數，然後用 和  來增減數

值，鍵入一個希望的數值。 

3. 按 鍵確認設定的參考電壓值。 

 

如果在打開了 dB 數學功能之後，還想改變參數的數值，還可以進行如下操作： 

1. 再按  +  按出 A:MATH MEU 下的 4:dB REF 命令，按 鍵進入

參數設定：R.F：+1.0000 。 

2. 使用  和  鍵選擇欲改變的位數，然後用 和  來增減數

值，鍵入一個希望的數值。 

3. 按 鍵確認設定的參考電壓值。 

 

    說明： 1. 計算 dB 時，取 VIN/VREF的絕對值。 

           2. 最大的負 dB 值是 -160dB。此時，VIN = 1V, VREF = 10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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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dBm 計算 

 
    dBm 是以 1mW 為參考值所定義的分貝值。用戶可以自行設定參考阻抗，當儀器

的所測電壓值通過此參考阻抗所消耗的功率為 1mW時，此時，儀器會顯示 0dBm。dBm

與參考阻抗和電壓之間的關係式如下： 

 

                    
dBm = 10  log

V
2

IN REFZ(

(

1mW  

    其中： VIN 是直流或交流電壓輸入信號 

           ZREF 是用戶設定的參考阻抗 

 

    如果相對運算（REL）功能作用於 dBm數學功能之前，那麼這個值(REL值)被轉

換成 dBm 值，然後在應用到 dBm 數學功能；如果相對運算（REL）功能作用於 dBm

數學功能之後，dBm數學功能直接應用於相對運算（REL）值。 

 

    應用方法： 

    應用 dBm 數學功能，按照如下步驟設定參考阻抗： 

1. 按  +  鍵選擇 dBm數學功能，儀器顯示當前的參數 

   REF：0000 

2. 使用  和  鍵選擇欲改變的位數，然後用 和  來增減數

值，鍵入一個希望的數值（1Ω～9999Ω）。 

3. 按 鍵確認設定的參考阻抗值 

 

如果在打開了 dBm 數學功能之後，想改變參數的數值，還可以進行如下操作： 

1. 再按  +  調出 A:MATH MEU 下的 5:dBm REF 命令，按 鍵進入

參數設定：REF：0000Ω。 

2. 使用  和  鍵選擇欲改變的位數，然後用 和  來增減數

值，鍵入一個希望的數值（1Ω～9999Ω）。 

3. 按  鍵確認設定的參考阻抗值。 

 

    說明： 

1. 本節所提到的參考阻抗與輸入阻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儀器的輸入阻抗是

儀器本身固有的，無法由前述方法改變。 

2. dBm 計算對於正或負的直流電壓都適用 

3. 儀器默認百分比數學計算是在 dBm或 dB計算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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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測量選項 

本章將幫助你更加深入的瞭解儀器的特性。無論你是通過前面板或是遠端介面

操作儀器，本章都是非常有幫助的；因為某些測量選項只能通過遠端介面才能進入。

該章共分為以下幾部分： 

 

        · 測量配置—講述了切檔，相對讀值，解析度位元數和測量速度。 

        · 觸發操作—敍述了觸發源。 

        · 最大最小值—描述測試過程中的最大最小值。 

        · 極限測量—講述了如何設定比較讀值極限。 

        · 系統操作—詳細的描述了儀器設置的保存和恢復，儀器的自檢和校準。 

 

4.1 測量配置 

    以下將討論有關儀器在測量時所能設定的各種設置。 

 

4.1.1 檔位切檔 

    通過前面板設置或遠端介面，可以使數位萬用電錶選擇自動切檔或手動切檔。

自動切檔可以使數位萬用電錶自動的為每種測量功能選擇最合適的檔位；但是，為

了得到更快的測量速度，你也可以使用手動切檔，因為數位萬用電錶在每次測量前

不必再去決定使用哪一個檔位。當關閉電源或一個遠端重設命令後，儀器又會回到

自動切檔。 

 

（1）.  最大讀值 

    每一種測量功能所設定的測量檔位，除了在 1000VDC、750VAC以及二極體的測

試外，所能顯示的最大讀值將會超過所設定檔位的 5%。 

 

（2）.  手動切檔 

    要想使用手動切檔時，只需要按  或  即可；每按一次，即可改變一

次檔位，螢幕會提示所設定的檔位範圍，時間大約一秒鐘。 

    如果在你設定某個檔位之後，螢幕提示“OVL.D”的信號，請繼續選擇一個更高

的檔位，直到螢幕顯示出正常的讀值為止。盡可能將能夠正常測量的檔位設定到最

低，以確保測量的最佳精確度和分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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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動切檔 

    要想使用自動切檔時，只要按  鍵即可。當自動切檔被選擇後，螢幕上AUTO

信號標記會被點亮，儀器會根據輸入的信號自動的選擇最好的檔位；但是，當你需

要用快速測量時，最好不要使用自動切檔。 

    說明：檔位的上下限為該檔位的±5%。 

如要想取消自動切檔，再按一次  、  或  鍵即可，按  取消

自動切檔後，儀器將自動設定在當前檔位。 

 

自動切檔  鍵對導通測量和二極體測量功能無作用。 

 

4.1.2 相對運算( Relative ) 

    相對運算功能可用來將偏移量歸零，或是由現有或以後的測量值中扣除一個基

準值。當使用 REL 功能時，儀器會將當前的讀值設定為一個參考值，接下來的讀值

都會在實際輸入值的基礎上減掉該參考值。 

    針對各種不同的測量功能，你都可以自行設定一個參考值。但是，該參考值一

經設定之後，無論在哪個設定檔位下，該參考值皆相同。例如：在 50V檔位時，參

考值設定為 2V，此後，不管檔位在 1000V、500V、5V或是 500mV，其參考值都是 2V。 

    另外，當你利用 REL功能，在 DCV 或Ω 等測量功能作歸零校正時，此時的偏移

量即為參考值，螢幕上顯示的讀值如下： 

 

           顯示讀值 = 實際輸入 – 參考值 

說明：對某個檔位來說，使用 REL 功能不會增加該檔位的最大允許的輸入信號 

例如：在 DCV 的 5V 檔位，對於大於 5.1V 的輸入信號，儀器仍會顯示“OVL.D”。 

 

設置 REL 值，當儀器顯示了你期望的 REL 值時，你通過使用  鍵來設定

REL 的參考值 ，REL標記就被點亮，當再次按下 鍵取消 REL。 

 

4.1.3 速度（Rate） 

 
    Rate 的選取即是用於設定 A/D 轉換器的積分時間，亦即對輸入信號測量的時

間。積分時間的長短會影響有效的顯示位元數、讀值雜訊以及儀器最終的讀值速率。 

    通常，最快的測試速度( Fast 可以通過前面板或遠端介面設置）會增加讀值雜

訊和降低有效位元數，相反，最慢的測試速度 Slow可以獲得最佳的共模抑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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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設定在 Medium的範圍，則可以在測量速度和雜訊間取得一平衡點。 

 

    關於 Rate可供設定的參數，解釋如下： 

    · Fast 設定測試速度 25 次/秒。當測量速度為最主要的需求時，可使用此設 

       定，但是相對的會造成有效位數的降低和雜訊的增加。 

· Medium 設定測試速度 10 次/秒。當想在雜訊和速度間取得一平衡時，可使 

   用此設定。 

· Slow 設定測試速度 5 次/秒。Slow在損失速度的前提下，提供了最好的噪 

   音性能。 

對於交流( ACV,ACI ) 功能，Rate的設置決定頻寬如下： 

 

    說明：測試時間的設定，除了頻率、週期、導通測量(FAST)和二極體測試(MEDium)

外，可適用於任何一種測量功能。對於頻率和週期，這個值略大於一個閘門時間。 

 

4.2 觸發操作 

   5491B的觸發操作設置允許用戶設定儀器自動觸發測量、手動觸發測量或外部觸

發測量，每次觸發後得到測量結果。下面將要討論前面板觸發和讀值保持功能。 

 

4.2.1 觸發流程 

等待觸發 

    觸發源能夠阻止儀器的操作，直到可編程的事件發生並被檢測到。關於觸發源

敍述如下： 

· 立即觸發 - 對於這個觸發源，觸發檢測能立即檢測到事件的觸發並繼續執

行。 

    ·外部觸發包括如下兩種觸發： 

· 收到匯流排觸發（*TRG）命令。 

       · 前面板  鍵被按下（注意：要使 5491B 回應  鍵，儀器不能處於

遠端控制模式下）。 

 

對觸發設置步驟如下： 

 

1. 按  +  鍵按出“A:MATH MEU”，然後使用  或  鍵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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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RIG MEU 然後按  鍵進入“B:TRIG MEU”，使用  或  鍵找 

       到 1:TRIG MOD 命令，按  鍵進入參數(IMM、MAN 或 BUS)設定。 

    2. 使用  或  選擇 IMM、MAN 或 BUS,然後按  鍵確認。 

 

4.2.2 讀值保持（Reading hold） 

讀值保持特性允許你去捕捉並且在顯示幕上保持一個穩定的讀值。 

 

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驟來打開並設置讀值保持功能 

1. 按  +  開啟儀器的讀值保持功能。 

2. 再按一次  +  關閉儀器的讀值保持功能。 

4.3 最大最小值（MAX/MIN） 

 用來指示測試過程中出現的最大最小值。開啟該功能後，儀器開始記錄測試過

程中的最大和最小值，並保持更新。可用於檢測一段時間內測試資料的波動範圍。 

 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驟來打開和讀取 Max和 Min值 

1. 按 開啟 Max/Min 功能。 

2. 按 或 查看 Max 和 Min 值。 

3. 再按 關閉 Max/Min 功能。 

 

4.4 極限測量（Limit Operations） 

極限測量功能的設定和控制決定測量值是在 HI、IN或 LO狀態的讀值。除導通

測量以外，極限測量能夠適用在所有的測量功能。極限測量功能應用在百分比數學

運算之後，測量值的單位已在應用此功能之前設定。例如： 

· 低限（Low limit）= -1.0； 高限（high limit）= 1.0。 

   一個 150mV的讀值即 0.15V （IN）。 

· 低限（Low limit）= -1.0； 高限（high limit）= 1.0。 

   一個 0.6kΩ的讀值即 600Ω （HI）。 

 

當測量讀值不在範圍內(HI 或 LO)時, 儀器會發出報警聲音（如果 Beep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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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打開極限測量（Enabling limits） 

按照下列程式來打開極限比較測量功能: 

按  +  鍵開啟和關閉極限測量功能。  

4.4.2 設置極限範圍（Setting Limit Values） 

依照下列步驟去設定高限或低限的範圍： 

1. 按  +  鍵按出“A:MATH MEU”，使用  或  鍵找到 1:HI 

LIMIT 命令，按  鍵進入參數設定： 

HI: +1.00000  

2. 使用  和  鍵選擇欲改變的位數，然後用 和  來增減數 

   值，鍵入一個希望的數值, 按  確認鍵設定高限值。 

3. 使用  選擇 2:LOW LIMIT，按  鍵進入低限參數設定: 

   LO: -1.00000  

4. 使用  和  鍵選擇欲改變的位數，然後用 和  來增減數 

   值，鍵入一個希望的數值，按  確認鍵設定低限值。 

5. 使用功能按鍵或  + 返回到正常讀值顯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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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系統應用（System Operations） 

儀器還有其他一些功能表的操作：系統 Beep的開/關狀態；保存和恢復系統設

置資訊，顯示狀態的控制，按鍵聲音的開關，儀器的自我檢測以及儀器校準。下面

將就這些設置進行簡單的介紹。 

4.5.1 蜂鳴器控制（ Beeper Control） 

在一定的條件下，儀器將會發出一警報聲音，例如：打開讀值保持( Hold )功

能後，當儀器捕捉到一個穩定的讀值時，就會發出 Beep 聲。當然，在某種情況下，

你可能想去關閉 Beeper。 

 

當 Beeper處於關閉狀態下，儀器在下列幾種情況下將不會發出聲響： 

1. 在極限測量時，讀值超出極限。 

2. 打開讀值保持功能後，捕捉到一個穩定的讀值時。 

在 Beeper處於關閉狀態下，儀器在下列幾種情況下將不受影響： 

1. 儀器內部有錯誤發生。 

2. 對儀器的導通測量功能。 

3. 對按鍵的聲音 

    

儀器 Beeper 的開關狀態保存在非易失儲存器中，當關閉電源或儀器重設後，

Beeper 的狀態將不會改變。原廠的預設狀態為打開。 

    

對蜂鳴器的狀態改變可以進行如下操作： 

1. 按  +  鍵按出“A:MATH MEU”，然後使用  或  鍵找到

C:SYS MEU 然後按  鍵進入“C:SYS MEU”，使用  或  鍵找到

1: BEEP STA 命令，按  鍵進入參數設定。 

2. 使用  或  選擇 ON 或 OFF,然後按  鍵確認。 

3. 使用功能按鍵或  + 返回到正常讀值顯示狀態。 

 

4.5.2 Baud rate 

當機器與電腦連線時,RS232/USB 介面就必須設定其傳輸速率設定 

傳輸速率有:38400/19200/9600/4800/2400/1200/600 可以選擇 

原廠預設值為 9600 

依照下列步驟去設定儀器的串列傳輸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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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  鍵按出“A:MATH MEU”，然後使用 或  鍵找到

C:SYS MEU 然後按  鍵進入“C:SYS MEU”，使用 或  鍵找到

1:BEEP STR 命令，按  鍵進入串列傳輸速率參數的選項; 你將看到： 

2:BAUD RAT。    

使用 或  鍵選擇將要設定的串列傳輸速率 ,然後按  鍵確認

你的選擇。 

2. 使用功能按鍵或  + 返回到正常讀值顯示狀態。 

4.5.3 Selecting the Terminal Character 

此儀器有兩個終端字元:LF(Line Feed)和 CR(Carriage Return) 

對於終端字元的參數改變可以進行如下操作： 

 

1. 按  +  鍵按出“A:MATH MEU”，然後使用  或  鍵找到

C:SYS MEU 然後按  鍵進入，就可以找到“1:BEEP STA”，使用  或

 鍵找到 3: TX TERM 命令，按  鍵進入參數設定。 

2. 使用  或  選擇傳輸速率,然後按  鍵確認。 

3. 使用功能按鍵或  + 返回到正常讀值顯示狀態。 

4.5.4 按鍵音（ Key Sound ） 

有時為了防止誤動作，儀器具有按鍵聲音功能，你可以打開或關閉按鍵聲音。

儀器的原廠預設狀態是打開。儀器的按鍵聲音的設置儲存在非易失記憶體中，在關

閉電源或遠端儀器重設後，按鍵聲音的狀態不會改變。 

 

對於按鍵音的狀態設置可以按如下步驟來進行操作： 

1. 按  +  鍵調出“A:MATH MEU”，然後使用  或  鍵找到

C:SYS MENU 然後按  鍵進入，就可以找到“1:BEEP STA”，使用  

或  鍵找到 5:KEY SONG 命令，按  鍵進入按鍵聲音設置選項。 

2. 使用  或  選擇 ON 或 OFF ,然後按  鍵確認。 

3. 使用功能按鍵或  + 返回到正常讀值顯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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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遠端控制 

本儀器除前面板可以控制儀器之外，還可以使用 USB/RS232 介面進行遠端控

制，USB/RS232 介面使用可編程儀器標準指令（SCPI：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通訊協定與電腦進行通訊。 

5.1 USB & RS232 

你可以連接電腦到儀器的 USB/RS232介面，但是有一些因素需要注意： 

· 必須選擇一種串列傳輸速率 

· 必須使用 SCPI程式語言 

· USB 介面為虛擬的 COM Port，所以其設定就如同 RS232 介面一樣，需要事先

安裝 USB DRIVER 就可以像使用 RS232介面一樣 

5.2 串列介面操作 

儀器提供豐富的程式控制命令，通過 USB/RS232 介面，電腦可以實現儀器面板

上幾乎所有的控制操作。 

5.2.1 USB 介面結構是虛擬的 RS232 COM Port 介面 

在儀器的內部 USB 介面動作原理其實跟 RS232 介面一樣。只差別於他輸出的

外觀是 USB的型式，在電腦端裝上 USB DRIVER，整個動作方式及設定就跟 RS232 介

面完全一樣，提供給使用者多一樣選擇。 

5.2.2 傳送及回傳資料 

使用含有起始位和停止位的全雙工非同步通訊傳輸方式，RS232 的資料傳輸格式

為：8位元（bit）資料位元，1位元（bit）停止位元，沒有校驗位元（bit），結束

字元為<LF>（換行符，ASCⅡ代碼為 10）。 

每一個傳送指令尾端要加上 LF 或 CR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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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選擇 Baud Rate 

串列傳輸速率是 5491B 和電腦通訊的速率；選擇一種合適的串列傳輸速率： 

· 38.4k 

· 19.2k 

· 9600 

· 4800 

· 2400 

· 1200 

· 600 

原廠預設值為 9600 

詳細設定請參考 4.5.2 

5.2.4 軟體協定 

由於在 RS-232介面上不使用硬體通訊聯絡，為減小通訊中可能的資料丟失或資

料錯誤的現象，本儀器採用字元回送的方式進行軟體聯絡。編制電腦通訊軟體時請

參考下述內容： 

· 命令串語法及格式在第六章“命令參考”中敍述。 

· 主機發送的命令以 ASCⅡ代碼傳送，以<LF>（即換行字元，ASCⅡ代碼 10）為 

   結束字元，儀器在收到結束字元後開始執行命令串。 

· 儀器每接收到一個字元後，立即將該字元回送給主機，主機應在接收到這個 

   回送字元後再繼續發下一個字元。如接收不到回送字元，可能因素有： 

1. 串列口連接故障 

2. 檢查儀器是否已打開 RS232 介面功能，串列傳輸速率的選擇是否正確 

3. 儀器正在執行匯流排命令，暫時不能回應串列接收。此時，上一發送字

元被儀器忽略，如果要保證命令串的完整，主機應該重發未回送的字元。 

· 本儀器僅在下面兩種情況下向主機發送資訊： 

1. 正常接收到主機的命令字元，以該字元回送 

2. 執行查詢命令，向主機發送查詢結果 

· 儀器一旦執行到查詢命令，將立即發送查詢結果，而不管當前命令串是否已 

   全部執行完畢。因此，一個命令串中可以有多次查詢，但主機要有相應次數 

   的回讀結果操作。本協議推薦一個命令串中僅包含一次查詢。 

· 查詢結果以 ASCⅡ碼字串送出，以<LF>（即換行符，ASCⅡ代碼 10）為結 

   束字元。 

· 儀器發送查詢結果時，是連續發送的（間隔約 1ms），主機應處於接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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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否則可能造成資料的丟失。 

· 主機產生查詢後，要保證讀空查詢結果（接收到<LF>表示結束），以避免查 

   詢與回送間的衝突；同樣主機在讀取查詢結果前，也應讀空回送字元。 

· 對於一些需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匯流排命令，如重定等，主機應主動等待，或 

以回應用戶鍵盤輸入確認的方式來同步上一命令的執行，以避免在命令執行過 

   程中下一個命令被忽略或出錯。 

· 以 DOS 應用軟體編制的通訊軟體，則應在支援串列口的純 DOS 環境下運行， 

   若在 WINDOWS 下運行，則可能會因對串列口的管理方式不一樣而產生錯誤。 

5.3 資料格式 

    儀器從介面匯流排輸出測量結果時，以 ASCⅡ字串的格式傳送。 

   資料格式如下： 

 

      SD.DDDDDDESDDD<NL> 

      S: +/- 

      D: 數字 0～9 

      E: 指數符號（尾數的“+”號省略） 

      <NL>: 換行字元，其 ASCⅡ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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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SCPI 命令參考 

6.1 命令結構 

儀器命令分為兩種類型：GPIB 公用命令和 SCPI(可編程儀器命令標準)命令。

GPIB 公用命令由 IEEE488.2-1987 標準定義，這些命令適用於所有儀器裝置，但本

儀器並不支援全部公用命令。SCPI命令是樹狀結構的，最多可以有三層，在這裏最

高層稱為子系統命令。只有選擇了子系統命令，該子系統命令下的層才能有效，使

用冒號(:)來分隔高層命令和低層命令。例圖 1-1。 

 

 

 SENSe 

 

 RESistance HOLD 

              

 

 RANGe STATe 

             SENS:RES:RANG 1k SENS:HOLD:STAT ON 

 

 AUTO 

             SENS:RES:RANG:AUTO ON 

 

 

 

圖 6-1  命令樹狀結構例子 

6.2 命令語法 

    下面對公共命令和 SCPI 命令的語法作簡要介紹。 

     

6.2.1 命令關鍵字和參數： 

    公共命令和 SCPI 命令分為兩種：帶參數與不帶參數的命令。下面是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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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T              沒有參數 

                      :FORMat <name>    帶參數（name） 

                      :IMMediate        沒有參數 

在命令關鍵字和參數之間應該至少有一個空格。 

 

·[ ]: 有些命令字被放在方括號中，意味著這些命令字是可忽略，在編寫程式時，

可以不寫這些資訊。例如： 

    :RANGe[:UPPer] <n> 

        這個方括號表示:UPPer是可忽略的，可以不必使用。這樣上面的命令可以

用下面這兩種方式發送： 

    :RANGe <n> 或者 :RANGe:UPPer <n> 

    注意：使用可忽略命令時，不要使用方括號( [ ] ). 

·< >: 使用尖括弧表示一個參數類型。在編寫程式時不包括尖括弧( < > )。例如： 

       :HOLD:STATe <b> 

       參數<b>表示此處是一個布林類型的參數。因此，如果打開 HOLD功能，你必

須發送帶有 ON 或 1的參數命令，如下： 

       :HOLD:STATe ON 或者 :HOLD:STATe 1 

·參數類型：下面是一些公用的參數類型： 

   <b>          Boolean:用該參數來打開或關閉儀器的某項操作功能。0（OFF）

關閉該操作；1（ON）打開該操作。例如： 

                :CURRent:AC:RANGe:AUTO  ON          打開 AUTO 切檔 

   <name>       Name parameter:從所列出的參數名種選擇一個參數。例如： 

                <name> = MOVing 

                         REPeat 

                :RESistance:AVERage:TCONtrol  MOVing 

   <NRf>        Numeric Representation format:這個參數代表一個整數（6），

實數（25.3）或者是浮點數（5.6E2）的數字。例如： 

                :MMFactor 5 

   <n>          Numeric value:這個參數值代表 NRf 數字或如下這些參數名：

DEFault,MINimum,MAXimum.例如： 

                :CURRent[:DC]:NPLCycles  1 

                :CURRent[:DC]:NPLCycles  DEFault 

                :CURRent[:DC]:NPLCycles  MINimum 

                :CURRent[:DC]:NPLCycles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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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命令關鍵字縮寫規則 

 

使用如下這些規則去決定任何 SCPI命令的縮寫形式。 

 

• 如果命令關鍵字的長度小於或等於四個字元，則沒有縮寫形式。例如： 

                   :AUTO = :AUTO 

• 這些規則適用於除四個字元以外的命令關鍵字。 

 

• 如果命令關鍵字的第四個字元是 v,o,w,e,l其中之一，則去掉它和它後面的

所有字元。例如： 

                   :immediate = :imm 

• 特殊規則--下面這個命令的縮寫形式僅使用關鍵字的前兩個字元： 

                   :TCouple = :tc 

• 如果命令關鍵字的第四個字元是一個輔音字母，則保留它並去掉後面的所有

字元。例如： 

                   :format = :form 

• 如果這個命令包含查詢標記（？）或者一個不可選擇的數字在命令關鍵字中，

則在縮寫形式中必須包含它。例如： 

                   :delay? = :del? 

• 包含在方括號（[]）中的命令關鍵字或字元都是可選擇的，在程式碼中可以

不包含他們。 

 

6.2.3 命令結構基本規則： 

•  忽略大小寫。 

例：FUNC VOLT:DC = func volt:dc = Func Volt:Dc 

•  空格(_表示空格)不能放在冒號的前後。 

例： FUNC VOLT_:_DC   FUNC VOLT:DC 

•  命令可以縮寫，也可以全部拼寫(在以後的命令敍述中，縮寫以大寫字母給

出)。 

例：FUNCTION VOLTAGE:DC = FUNC VOLT:DC 

 

•  命令後緊跟一個問號(?)執行一次對應於該命令的查詢。 

例：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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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多重命令規則 

 

用分號(;)來分隔同一命令行上的多重名令，下麵是多重名令規則： 

•  在一個多重命令行上，使用分號(;)來分隔同一子系統命令下的同層命令。 

例：:RESistance:NPLCycles <n>;NPLCycles? 

•  分號(;)作為分隔符號，後面緊跟一個冒號(:)，表示從命令樹的最高層重

新開始命令。 

例：:RESistance:NPLCycles <n>;:RESistance:NPLCycles? 

•  公共命令和 SCPI 命令只要它們用分號（；）分開就可以在同一命令資訊中

使用。 

    例：:RESistance:NPLCycles <n>;*IDN? 

 

6.2.5 命令路徑規則 

·  每一個新的程式消息必須從根命令開始 ,除非根命令是可選的 (例

如:FUNCtion)。如果根命令是可選的，可以把下一級的命令字作為根命令。 

·  在程式開始處的冒號(:)是可選的，可以不必使用。例如: 

    :DISPlay:ENABle <b> = DISPlay:ENABle <b> 

·  當儀器檢測到一個冒號(:)程式指標會移動到下一個命令級。 

·  當儀器的程式指標檢測到冒號(:)後面緊跟著一個分號(;)時，它會返回到根

命令級。 

·  儀器的程式指標只能向下一級移動，不能向上一級移動；所以當執行一個高

一級的命令時，需要從根命令重新開始。 

6.3 命令參考 

儀器共有如下子系統命令： 

 ●DISPlay ●FUNCtion ●VOLTage ●CURRent ●RESIstance ●FREQuency 

    ●PERiod  ●HOLD ●TRIGer ●FETCh ●SYSTem 

儀器共有如下公共命令： 

◆ *RST    ◆ *TRG    ◆ *I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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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DISPlay 子系統命令 

 

DISPlay 子系統命令主要用於設定儀器的顯示頁面。表 6-1 是 DISPlay 子系統

命令的命令樹結構。 

 

命令 功能簡述 

:DISPlay 

  :ENABle <b> 

  :ENABle? 

儀器的顯示控制命令 

使能或取消前面板顯示 

查詢顯示狀態 

 

表 6-1 DISPlay 子系統命令樹 

      :ENABle <b> 

      命令語法：    :DISPlay:ENABle <b> 

      參數      <b> = 0 或 OFF            取消前面板顯示 

                      1 或 ON             使能前面板顯示 

      查詢      :ENABle?                 查詢顯示狀態 

      功能      該命令用於使能或取消前面板顯示。當取消後，儀器處於高速操

作狀態，顯示被固定，所有的前面板操作被取消（除了 LOCAL）。

通過使用:ENABle 命令或按 LOCAL 鍵回復通常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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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FUNCtion 子系統命令 

FUNCtion 子系統命令主要用於設定儀器的測量功能。表 6-2 是 FUNCtion 子系

統命令的命令樹結構。 

 

命令 功能簡述 

:FUNCtion 

〈name> 

 

:FUNCtion? 

選擇測量功能：

VOLTage:AC,VOLTage:DC,RESistance,CURRent:AC,CURRent:DC, 

FREQuency,PERiod,DIODe,CONTinuity 

查詢測量功能 

 

 

:FUNCtion Command 

 

      :FUNCtion <name> 

      命令語法：     :FUNCtion <name> 

      參數      <name> = VOLTage:AC         選擇交流電壓測量功能 

VOLTage:DC         選擇直流電壓測量功能 

CURRent:AC         選擇交流電流測量功能 

CURRent:DC   選擇直流電壓測量功能 

RESistance   選擇電阻測量功能 

FREQuency         選擇頻率測量功能 

PERiod    選擇週期測量功能 

DIODe    選擇二極體測量功能 

CONTinuity   選擇連續性測量功能 

      查詢         :FUNCtion?          查詢當前的測量功能 

      功能     用這個命令去選擇儀器的測量功能。 

       

               針對所有測量功能中的某一種來說：它自己可以進行單獨的設置 

配置，如範圍，速度，濾波器和相對讀值。這就避免了當從一種功 

能切換到另一種功能時重新設置條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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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VOLTage 子系統命令 

      這個 VOLTage 子系統命令用來設置和控制 5491B 的電壓測量功能。 

 

命令 功能簡述 默認參數 

:VOLTage:DC 

  :NPLCycles <n> 

  :NPLCycles? 

  :RANGe 

    [:UPPer] <n〉 

    [:UPPer]? 

    :AUTO <n> 

    :AUTO? 

  :REFerence <n> 

    :STATe <b> 

    :STATe? 

    :ACQuire 

  :REFerence?   

設置直流電壓測量路徑 

設置 A/D積分時間(*電源週期：0.1,1,10) 

查詢 A/D 積分時間 

設置測量範圍路徑 

選擇範圍（0~1000） 

查詢範圍 

使能或取消自動測量範圍 

查詢自動範圍(0=OFF,1=ON) 

設定參考值（-1010~1010） 

開啟或取消參考 

查詢參考狀態（0,1） 

使用輸入信號作為參考 

查詢參考值 

 

1 

 

 

1000 

 

ON 

1 

0 

OFF 

 

 

 

:VOLTage:AC 

  :NPLCycles <n> 

   

:NPLCycles? 

  :RANGe 

    [:UPPer] <n〉 

    [:UPPer]? 

    :AUTO <b> 

    :AUTO? 

  :REFerence <n> 

    :STATe <b> 

    :STATe? 

    :ACQuire 

  :REFerence?       

設置交流電壓測量路徑 

設置 A/D積分時間(*電源週期：0.1,1,10) 

查詢 A/D 積分時間 

設置測量範圍路徑 

選擇範圍（0~750） 

查詢範圍 

使能或取消自動測量範圍 

查詢自動範圍 

設定參考值（-757.5~757.5） 

開啟或取消參考 

查詢參考狀態 

使用輸入信號作為參考 

查詢參考值 

 

1 

 

 

750 

 

ON 

 

 

0 

OFF 

 

 

 

*快速=0.1,中間=1,慢速=10 

Speed 命令 

      : NPLCycles <n> 

      命令語法： :VOLTage:AC:NPLCycles <n>  對 ACV設定速度 

      命令語法： :VOLTage:DC:NPLCycles <n>  對 DCV設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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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數      <n> = 0.1,1,10     用來設置 A/D 的積分時間 

                      DEFault     1 

                      MINimum     10 

                      MAXimum     0.1 

      查詢      :NPLCycles?      查詢 A/D 積分器的積分時間 

      功能      基本測量功能（除頻率和週期）的積分時間（測量速度）使用 

:NPLCycles 命令設定。舉例來說 PLC=1,其積分時間就是 1/60Hz,

也就是 16.67ms。 

 

:RANGe 命令 

  :[UPPer] <n> 

  命令語法： :VOLTage:AC:RANGe[:UPPer] <n>    設置 ACV的測量範圍 

  命令語法： :VOLTage:DC:RANGe[:UPPer] <n>    設置 DCV的測量範圍 

   

      參數      <n> = 0.2,2,20,200,750  (ACV) 

                      0.2,2,20,200,1000  (DCV) 

                       DEFault  750   (ACV) 

                  1000  (DCV)                                                                  

MINimum  0  

                      MAXimum  與預設值相同 

      查詢      :RANGe[:UPPer]?  查詢各測量功能的測量範圍 

      功能      此命令用來對所指定的測量功能手動的選擇測量範圍。範圍的選

定依據指定的期望讀值作為一個絕對值。儀器然後轉換到與估計

值最接近的範圍。 

  :AUTO <b> 

  命令語法：  :VOLTage:AC:RANGe:AUTO <b>  設置 ACV 為自動切檔 

  命令語法：  :VOLTage:DC:RANGe:AUTO <b>    設置 DCV 為自動切檔 

   

      參數      <b> = 1 或 ON     開啟自動切檔 

                      0 或 OFF     取消自動切檔 

      查詢      :AUTO?                    查詢自動範圍（ON,OFF） 

      功能      使用此命令去控制自動切檔。如果使能自動切檔，儀器將自動的

選擇最合適的切檔範圍來進行測量，命令:RANGe <n>的參數值<n>

也將改變到自動選擇的範圍值上。因此，當自動切檔程取消之後，

儀器仍保持在自動選擇的切檔上。當一個有效的命令:RANGe <n>

發送之後，自動切檔將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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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n>命令 

   :REFerence <n> 

   

   命令語法：  :VOLTage:AC:REFerence <n>  設置 ACV 的參考值 

   命令語法：  :VOLTage:DC:REFerence <n>      設置 DCV 的參考值 

    

   參數         <n> = -757.5~757.5           ACV 的參考值 

                      -1010~1010           DCV 的參考值 

                      DEFault              0  

                      MINimum               指定功能的最小值 

                      MAXimum             指定功能的最大值 

      查詢      :REFerence?                查詢所對應功能的參考值 

      功能    此命令用來對已指定的功能設置一個參考值。如參考值使能

（:REFerence:STATe）,讀值與輸入信號和參考值間有如下關係： 

                讀值 = 輸入信號 – 參考值 

從前面板來看，參考值既是相對運算（REL）. 

                命令:REFerence <n>與命令:ACQuire 是相結合的。當一個參考值

使用命令 :REFerence <n>和命令 :ACQuire 設置後，都可以

用:REFerence? 命令進行查詢，得到參考值。      

  

 :STATe <b>  

 命令語法： :VOLTage:AC:REFerence:STATe <b>    控制 ACV 的參考值 

 命令語法： :VOLTage:DC:REFerence:STATe <b>  控制 DCV 的參考值 

 

      參數      <b> = 1 或 ON              開啟參考 

                      0 或 OFF             取消參考 

      查詢      :STATe?                   查詢參考狀態 

      功能      此命令用來使能或取消已指定測量功能的參考值。 

 

 :ACQuire  

 命令語法： :VOLTage:AC:REFerence:ACQuire    獲得 ACV 的參考值 

 命令語法： :VOLTage:DC:REFerence:ACQuire    獲得 DCV 的參考值 

  

 功能      當此命令被發送，儀器將把當前測量的輸入信號作為參考值。這個命令 

           一般用作零顯示。例如：如果儀器正在顯示一個 1μV 的偏移量，通過 

          發送此命令設置參考值，從而達到零顯示。此命令是針對已經指定的測 

          量功能而言的，當以任何其他功能的形式發送此命令將導致錯誤產生。 

         同時，如當前的讀值溢出或者讀值沒有被觸發，發送此命令也會導致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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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CURRent 子系統命令 

      這個 SENSe子系統命令用來設置和控制儀器的測量功能， 

 

命令 功能簡述 默認參數 

:CURRent:DC 

    :NPLCycles <n> 

    :NPLCycles? 

    :RANGe  

[:UPPer] <n> 

[:UPPer]? 

      :AUTO <b> 

      :AUTO? 

    :REFerence <n> 

      :STATe <b> 

      :STATe? 

      :ACQuire 

    :REFerence?   

設置交流電流測量路徑 

設置 A/D 積分時間(*電源週期：0.1,1,10) 

查詢 A/D 積分時間 

設置測量範圍路徑 

選擇範圍（0 to 20） 

查詢範圍 

開啟或取消自動測量範圍 

查詢自動範圍 

設定參考值（-20 to 20） 

開啟或取消參考 

查詢參考狀態 

使用輸入信號作為參考 

查詢參考值 

 

1 

 

 

20 

 

ON 

 

0 

OFF 

 

 

 

:CURRent:AC 

    :NPLCycles <n> 

    :NPLCycles? 

    :RANGe 

      [:UPPer] <n> 

      [:UPPer]? 

      :AUTO <b> 

      :AUTO? 

    :REFerence <n> 

      :STATe <b> 

      :STATe? 

      :ACQuire 

    :REFerence? 

設置直流電流測量路徑 

設置 A/D 積分時間(*電源週期：0.1,1,10) 

查詢 A/D 積分時間 

設置測量範圍路徑 

選擇範圍（0~20） 

查詢範圍 

使能或取消自動測量範圍 

查詢自動範圍 

設定參考值（0~20） 

使能或取消參考 

查詢參考狀態 

使用輸入信號作為參考 

查詢參考值 

 

1 

 

 

20 

 

ON 

 

0 

OFF 

 

 

 

*快速=0.1,中間=1,慢速=10 

Speed 命令 

      : NPLCycles <n> 

      命令語法： :CURRent:AC:NPLCycles <n>     對 ACI 設定速度 

      命令語法： :CURRent:DC:NPLCycles <n>     對 DCI 設定速度       

      參數      <n> = 0.1,1,10                 用來設置 A/D的積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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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1 

                      MINimum                      10 

                      MAXimum                      0.1 

      查詢      :NPLCycles?          查詢 A/D積分器的積分時間 

      功能      基本測量功能（除頻率和週期）的積分時間（測量速度）使用 

:NPLCycles 命令設定。舉例來說 PLC=1,其積分時間就是 1/60Hz,

也就是 16.67ms。 

 

:RANGe 命令 

  :[UPPer] <n> 

 

  命令語法： :CURRent:AC:RANGe[:UPPer] <n>  設置 ACI的測量範圍 

  命令語法： :CURRent:DC:RANGe[:UPPer] <n>  設置 DCI的測量範圍 

       

 參數      <n> = 0~20 （A）             ACI 

                      -20~20 （A）           DCI 

                      DEFault                20(ACI，DCI)                                  

                      MINimum                0 (所有功能) 

                      MAXimum                與預設值相同 

      查詢      :RANGe[:UPPer]?              查詢各測量功能的測量範圍 

      功能      此命令用來對所指定的測量功能手動的選擇測量範圍。範圍的選

定依據指定的期望讀值作為一個絕對值。儀器然後轉換到與估計

值最接近的範圍。例如：如果你期望的讀值接近 10mA,你就使參

數<n>=0.01（或 10e-3）,這樣，儀器自動選擇了 20mA 檔位。 

 

  :AUTO <b> 

  命令語法：  :CURRent:AC:RANGe:AUTO <b>     設置 ACI 為自動切檔 

  命令語法：  :CURRent:DC:RANGe:AUTO <b>     設置 DCI 為自動切檔 

   

      參數      <b> = 1 或 ON              開啟自動切檔 

                      0 或 OFF             取消自動切檔 

      查詢      :AUTO?                   查詢自動範圍（ON,OFF） 

      功能      使用此命令去控制自動切檔。如果使能自動切檔，儀器將自動的

選擇最合適的切檔範圍來進行測量，命令:RANGe <n>的參數值<n>

也將改變到自動選擇的範圍值上。因此，當自動切檔取消之後，

儀器仍保持在自動選擇的切檔上。當一個有效的命令:RANGe <n>

發送之後，自動切檔將被取消。 

 



5491B 用戶手冊              第六章  SCPI 命令參考 

 45 

 

:REFerence 命令 

   :REFerence <n> 

   命令語法：  :CURRent:AC:REFerence <n> 設置 ACI 的參考值 

   命令語法：  :CURRent:DC:REFerence <n>    設置 DCI的參考值 

    

   參數         <n> = -20 to 20             ACI 的參考值 

                      0 to 20               DCI 的參考值 

                      DEFault               0 (所有的測量功能) 

                      MINimum               指定功能的最小值 

                      MAXimum               指定功能的最大值 

      查詢      :REFerence?                 查詢所對應功能的參考值 

      功能    此命令用來對已指定的功能設置一個參考值。如參考值使能

（:REFerence:STATe）,讀值與輸入信號和參考值間有如下關係： 

                讀值 = 輸入信號 – 參考值 

從前面板來看，參考值既是相對運算（REL）. 

                命令:REFerence <n>與命令:ACQuire 是相結合的。當一個參考值

使用命令 :REFerence <n>和命令 :ACQuire 設置後，都可以

用:REFerence? 命令進行查詢，得到參考值。      

  

 :STATe <b> 

 命令語法： :CURRent:AC:REFerence:STATe <b>  控制 ACI 的參考值 

 命令語法： :CURRent:DC:REFerence:STATe <b>  控制 DCI 的參考值 

  

      參數      <b> = 1 或 ON             開啟參考 

                      0 或 OFF              取消參考 

      查詢      :STATe?                   查詢參考狀態 

      功能      此命令用來開啟或取消已指定測量功能的參考值。 

 

 :ACQuire 

 命令語法： :CURRent:AC:REFerence:ACQuire   獲得 ACI的參考值 

 命令語法： :CURRent:DC:REFerence:ACQuire   獲得 DCI的參考值 

 

功能      當此命令被發送，儀器將把當前測量的輸入信號作為參考值。這個命令 

           一般用作零顯示。例如：如果儀器正在顯示一個 50μA 的偏移，通過發 

           送此命令設置參考值，從而達到零顯示。此命令是針對已經指定的測量 

           功能而言的，當以任何其他功能的形式發送此命令將導致錯誤產生。同 

           時，如當前的讀值溢出或者讀值沒有被觸發，發送此命令也會導致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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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RESistance 子系統命令 

 

命令 功能簡述 默認參數 

:RESistance 

  :NPLCycles <n> 

  :NPLCycles? 

  :RANGe 

    [:UPPer] <n〉 

    [:UPPer]? 

    :AUTO <b> 

    :AUTO? 

  :REFerence <n> 

    :STATe <b> 

    :STATe? 

    :ACQuire 

    :REFerence?   

設置電阻測量路徑 

設置 A/D積分時間(*電源週期：0.1,1,10) 

查詢 A/D 積分時間 

設置測量範圍路徑 

選擇範圍（0~20e6） 

查詢範圍 

開啟或取消自動測量範圍 

查詢自動範圍 

設定參考值（0~20e6） 

開啟或取消參考 

查詢參考狀態 

使用輸入信號作為參考 

查詢參考值 

 

1 

 

 

20e6 

 

ON 

 

0 

OFF 

 

 

 

*快速=0.1,中間=1,慢速=10 

Speed 命令 

      : NPLCycles <n> 

      命令語法： :RESistance:NPLCycles <n>  對 Ω 設定速度 

      參數      <n> = 0.1,1,10                  用來設置 A/D 的積分時間 

                      DEFault     1 

                      MINimum     10 

                      MAXimum     0.1 

      查詢      :NPLCycles?      查詢 A/D 積分器的積分時間 

      功能      基本測量功能（除頻率和週期）的積分時間（測量速度）使用 

:NPLCycles 命令設定。舉例來說 PLC=1,其積分時間就是 1/60Hz,

也就是 16.67ms。 

:RANGe 命令 

  :[UPPer] <n>   

  命令語法：  :RESistance:RANGe[:UPPer] <n>   設置Ω 的測量範圍 

        參數      <n> = 0~20e6                Ω 

                      DEFault                 20e6(Ω) 

                      MINimum                  0  

                      MAXimum                 與預設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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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RANGe[:UPPer]?              查詢各測量功能的測量範圍 

      功能      此命令用來對所指定的測量功能手動的選擇測量範圍。範圍的選

定依據指定的期望讀值作為一個絕對值。儀器然後轉換到與估計

值最接近的範圍。例如：如果你期望的讀值接近 50Ω,你就使參

數<n>=50,這樣，儀器自動選擇了 500Ω檔位。 

  :AUTO <b>   

  命令語法：  :RESistance:RANGe:AUTO <b> 設置Ω 為自動切檔   

      參數      <b> = 1 或 ON    開啟自動切檔 

                      0 或 OFF    取消自動切檔 

      查詢      :AUTO?      查詢自動範圍（ON,OFF） 

      功能      使用此命令去控制自動切檔。如果開啟自動切檔，儀器將自動的

選擇最合適的檔位範圍來進行測量，命令:RANGe <n>的參數值<n>

也將改變到自動選擇的範圍值上。因此，當自動切檔取消之後，

儀器仍保持在自動選擇的檔位上。當一個有效的命令:RANGe <n>

發送之後，自動切檔將被取消。 

:REFerence 命令 

   :REFerence <n>    

   命令語法：  :RESistance:REFerence <n> 設置Ω的參考值    

   參數         <n> = 0~20e6     Ω的參考值 

                      DEFault    0  

                      MINimum     指定功能的最小值 

                      MAXimum    指定功能的最大值 

      查詢      :REFerence?     查詢所對應功能的參考值 

      功能    此命令用來對已指定的功能設置一個參考值。如參考值使能

（:REFerence:STATe）,讀值與輸入信號和參考值間有如下關係： 

                讀值 = 輸入信號 – 參考值 

從前面板來看，參考值既是相對運算（REL）. 

                命令:REFerence <n>與命令:ACQuire 是相結合的。當一個參考值

使用命令 :REFerence <n>和命令 :ACQuire 設置後，都可以

用:REFerence? 命令進行查詢，得到參考值。       

 :STATe <b>  

 命令語法： :RESistance:REFerence:STATe <b> 控制Ω的參考值 

       參數      <b> = 1 或 ON    開啟參考 

                      0 或 OFF    取消參考 

      查詢      :STATe?      查詢參考狀態 

      功能      此命令用來使能或取消已指定測量功能的參考值。 

 :ACQuire 

命令語法： :RESistance:REFerence:ACQuire 獲得Ω的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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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當此命令被發送，儀器將把當前測量的輸入信號作為參考值。這個命令 

           一般用作零顯示。例如：如果儀器正在顯示一個 0.1Ω的偏移，通過發 

           送此命令設置參考值，從而達到零顯示。此命令是針對已經指定的測量 

           功能而言的，當以任何其他功能的形式發送此命令將導致錯誤產生。同 

           時，如當前的讀值溢出或者讀值沒有被觸發，發送此命令也會導致錯誤。 

6.3.6 FREQuency 和 PERiod 子系統命令 

 

命令 功能簡述 默認參數 

  :FREQuency 

:THReshold 

  :VOLTage 

    :RANGe <n> 

    :RANGe? 

:REFerence <n> 

    :STATe <b> 

    :STATe? 

    :ACQuire 

    :REFerence?   

設置頻率測量功能路徑 

選擇電壓的檔位範圍路徑 

 

選擇檔位範圍( 0 ~750 ). 

查詢檔位範圍 

設定參考值（0~1.0e6） 

開啟或取消參考 

查詢參考狀態 

使用輸入信號作為參考 

查詢參考值 

 

 

 

20 

 

0 

OFF 

 

 

 

  :PERiod 

:THReshold 

  :VOLTage 

    :RANGe <n> 

        :RANGe? 

:REFerence <n> 

    :STATe <b> 

    :STATe? 

    :ACQuire 

    :REFerence?  

設置週期測量功能路徑 

選擇電壓的檔位範圍路徑 

 

選擇檔位範圍( 0 ~750 ). 

查詢檔位範圍 

設定參考值 

開啟或取消參考 

查詢參考狀態 

使用輸入信號作為參考 

查詢參考值 

 

 

 

20 

 

0 

OFF 

 

 

 

 

  :RANGe <n> 

命令語法：:FREQuency:THReshold:VOLTage:RANGe <n> 

            :PERiod:THReshold:VOLTage:RANGe <n> 

  參數    <n> = 0 ～1010            指定信號電壓範圍(單位:V) 

  查詢    :RANGe?                   查詢信號檔位 

  功能    使用該命令去指定期望的信號檔位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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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命令 

   :REFerence <n> 

   

   命令語法：  :FREQuency:REFerence <n>  設置 FREQ的參考值 

   命令語法：  :PERiod:REFerence <n>  設置 PER 的參考值 

   參數         <n> = 0~1.0e6    FREQ 的參考值 

                      0~1     PER 的參考值 

                      DEFault    0 (所有的測量功能) 

                      MINimum    指定功能的最小值 

                      MAXimum    指定功能的最大值 

      查詢      :REFerence?     查詢所對應功能的參考值 

      功能    此命令用來對已指定的功能設置一個參考值。如參考值開啟

（:REFerence:STATe）,讀值與輸入信號和參考值間有如下關係： 

                讀值 = 輸入信號 – 參考值 

從前面板來看，參考值既是相對運算（REL）. 

                命令:REFerence <n>與命令:ACQuire 是相結合的。當一個參考值

使用命令 :REFerence <n>和命令 :ACQuire 設置後，都可以

用:REFerence? 命令進行查詢，得到參考值。      

  

 :STATe <b> 

命令語法： :FREQuency:REFerence:STATe <b> 控制 FREQ的參考值 

 命令語法： :PERiod:REFerence:STATe <b>  控制 PER 的參考值 

 

 

      參數      <b> = 1 或 ON    開啟參考 

                      0 或 OFF    取消參考 

      查詢      :STATe?      查詢參考狀態 

      功能      此命令用來使能或取消已指定測量功能的參考值。 

 

 :ACQuire 

  

 命令語法： :FREQuency:REFerence:ACQuire 獲得 FREQ的參考值 

 命令語法： :PERiod:REFerence:ACQuire  獲得 PER 的參考值 

 功能      當此命令被發送，儀器將把當前測量的輸入信號作為參考值。這個命令 

           一般用作零顯示。例如：如果儀器正在顯示一個 10Hz的偏移，通過發 

           送此命令設置參考值，從而達到零顯示。此命令是針對已經指定的測量 

           功能而言的，當以任何其他功能的形式發送此命令將導致錯誤產生。同 

           時，如當前的讀值溢出或者讀值沒有被觸發，發送此命令也會導致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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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TRIGger 子系統命令 

命令 功能簡述 預設參數 

:TRIGger 

  :SOURce <name> 

  :SOURce?  

 

選擇控制來源 

詢問控制來源 

 

IMMediate 

 

 

:TRIGger 
TRIGger 子系統命令用於設定儀器的觸發模式，觸發後的延時，和觸發一次測

量. 

      :SOURce <name> 

      命令語法：    :TRIGger:SOURce <name> 

      參數      <name> = IMMediate   內部觸發，是儀器的默認設置 

                         BUS    被 USB/RS232 介面觸發 

MANual(EXTernal) 在面板按 Trig  鍵觸發 

      查詢      :SOURce?     查詢當前的觸發模式 

      功能      該命令用於設置儀器的觸發模式。 

 

6.3.8 FETCh 子系統命令 

 

FETCh? 命令 

命令語法:    :FETCh? 

功能:        這個查詢命令獲得儀器的最新處理的讀值。該命令不影響儀器的

設置。該命令僅僅得到最新的有效讀值。注意：這個命令能夠重

複的得到同一個讀值，直到儀器得到一個新的讀值。 

             當:READ?或:MEASure?命令發送後，這個命令自動地插入。 

 

 

 

 

 



5491B 用戶手冊              第六章  SCPI 命令參考 

 51 

6.3.9 SYSTem 子系統命令 

 SYSTem:ERRor 命令 

命令語法:    :SYSTem:ERRor? 

功能:        這個詢問命令用於詢問從錯誤行列的錯誤訊息。 從前面板顯

示，如果送了一個錯誤命令，顯示將顯示大约一秒鐘的一個錯誤

信息。 那個錯誤就可以送這個命令被詢問出來。 

錯誤訊息： 

“NO ERROR!“-這代表沒有錯誤發生。 

“BUS:BAD COMMAND.” – 這意味一個錯誤命令傳送到儀器或者也許有命令

拼錯。 

6.3.10 公共命令 

        公共命令是在所有設備上都可以使用的儀器命令。本儀器提供以下幾種公

用命令。 

*RST   
命令語法：*RST 

 功能     當該命令用於對儀器進行重設。 

*TRG 
命令語法：*TRG 

功能     該命令用於觸發儀器測量。 

*IDN?   
查詢語法：*IDN? 

查詢返回：<product>,<version><LF^END> 

這裏： 

        <product>  5491B Multimeter 

        <version>  Ver1.0 

 功能     該命令用於查詢返回儀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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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附錄 A 

介紹 

  附錄 A 主要講述了儀器的所有技術規格說明。 

技術規格 

· 規格根據以下條件: 

   · 一年的校準週期 

   · 操作溫度環境：在 18℃～28℃。 

   · 精確度的表示：±（% of reading + digits），在 30分鐘的開機預熱條件下。 

   · 溫度係數：0℃～18℃及 28℃～40℃ 增加±0.1%×準確度/℃ 

   · 工作濕度環境：在 0℃～28℃（當電阻檔位≥10M 時，≤70%RH），≤80%RH，在

28℃～40℃，≤70%RH； 

● 顯示讀值和讀值速率 

 在前面板顯示狀態下的讀值速率（ 讀值/秒 ） 

測量功能 Slow Med Fast 

DCV 直流電壓 5 10 25 

DCA 直流電流 5 10 25 

ACV 交流電壓 5 10 25 

ACA 交流電流 5 10 25 

電阻( 5MΩ及以下檔位 ) 5 10 25 

電阻(50MΩ檔位 ) 1.3 2.6 5.6 

頻率/ 週期 1 2 3.9 

雙顯打開 0.9 0.9 0.8 

交直流真有效值測量 1.5 1.4 1.2 

Diod ———— 10 ———— 

Continuity ————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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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流電壓( DC Voltage ) 

解析度，滿刻度讀值及精確度 

速度 檔位 解析度 滿刻度讀值 精確度（1 年） 輸入阻抗 

 

 

Slow 

 

 

500.00mV 

5.0000 V 

50.000 V 

500.00 V 

1000.0 V 

10 μV 

100 μV 

1m V 

10 mV 

100 mV 

510.00 

5.1000 

51.000 

510.00 

1010.0 
(2) 

0.02%+0.016% 
(1) 

0.02%+0.008% 
(1) 

0.02%+0.008% 

0.02%+0.008% 

0.02%+0.008% 

10MΩ 

11.1MΩ 

10.1MΩ 

10MΩ 

10MΩ 

 
(1)

 在使用 REL 狀態下 

 
(2)

 在 1000V 檔位，超過檔位的 1% (1010 VDC )是可讀的。 

· 最大輸入電壓：1000VDC 或全範圍。 

  

 

●  交流電壓( AC Voltage ) 

解析度，滿刻度讀值及精確度 

檔位 解析度 滿刻度讀值 

500.00 mV 

5.0000  V 

50.000  V 

500.00  V 

750.0  V 

10 μV 

100 μV 

1 mV 

1 0mV 

100 mV 

510.00 

5.1000 

51.000 

510.00 

757.5
(1) 

(1)
 在 750V 檔位，超過檔位的 1% (757.50 Vac )是可讀的。 

 

 

精確度 

速度 檔位 
精確度（1 年）(1) 

20~50 Hz 50~20 kHz 20~50 kHz 50~100 kHz 

 

 

Slow 

 

500.00 mV 

5.0000  V 

50.000  V 

500.00  V 

750.0  V 

1.0%+0.08% 

1.0%+0.08% 

1.0%+0.08% 

------ 

------ 

0.5%+0.06% 

0.35%+0.02% 

0.35%+0.02% 

0.5%+0.03% 

0.5%+0.03% 

1.5%+0.1% 

1%+0.04% 

1%+0.04% 

1%+0.04% 

  1%+0.04% (2) 

3.0%+0.3% 

3.0%+0.1% 

3.0%+0.1% 

3.0%+0.1% 

 3.0%+0.1% (2) 

(1)
 精確度在慢速(SLOW)，輸入大於檔位 5%的正弦波。 

(2) 在 750VAC 檔位，限制在 40kHz 或者 3×10
7
 Volt–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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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方式: 真有效值測量 

·最大波形係數: 在滿刻度時 3.0 

·最大輸入電壓：750Vrms, ≤3×10
7
 Volt–Hz 

·輸入阻抗: 1MΩ±2%和<100pF 並聯 

·最大 DCV：在交流任何檔位 500V 

 

●  直流電流( DC Current ) 

· 最大輸入保護：1A/250V 保險絲。 

 

 

●  交流電流( AC Current，真有效值) 

 

解析度和滿刻度讀值 

速度 檔位 解析度 滿 刻 度 讀

值 

負載電壓/分流電阻 (1) 

Slow 

5.0000mA 

50.000 mA 

500.00m A 

5.0000A 

20.000A 

0.1 μA 

10 μA 

100 μA  

1mA 

10mA 

5.1000 

51.000 

510.00 

5.1000 

21.000
 (2) 

<0.6V / 100Ω 

<0.06V / 1Ω 

<0.6V / 1Ω 

<0.1V / 10mΩ 

<0.6V / 10mΩ 
(1) 負載電壓為在滿刻度讀值時，輸入兩端的電壓。 
(2) 大於 10~20A 的檔位電流最大可以承受 20 秒。 

 

 

 

 

 

速度 檔位 解析度 
滿刻度

讀值 

精確度 

（1 年） 

  負載電壓 
(1) 

/分流電阻 

Slow 5.0000mA 

50.000mA 

500.00mA 

5.0000 A 

20.000 A 

0.1 μA 

1 μA 

10 μA 

100 μA 

1mA 

5.1000 

51.000 

510.00 

5.1000 

21.000
(3) 

0.05%+0.01%
(2) 

0.05%+0.008%
(2) 

0.05%+0.008% 

0.25%+0.01% 

0.25%+0.01% 

<0.6V / 100Ω 

<0.06V / 1Ω  

<0.6V / 1Ω 

<0.1V / 10mΩ 

<0.6V / 10mΩ 
(1) 

 負載電壓為在滿刻度讀值時，輸入兩端的電壓。 
(2)

  使用 REL 的情況下。 

(3)
  大於 10~20A 的檔位電流最大可以承受 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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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度 

速度 檔位 
精確度（1 年）(1) 

20~50 Hz 50~2 kHz 2~20 kHz 

Slow 

5.0000mA 

50.000 mA 

500.00m A 

5.0000A 

20.000A 

1.5%+0.16% 

1.5%+0.16% 

1.5%+0.16% 

2.0%+0.16% 

2.0%+0.16%
(2)

 

0.5%+0.08% 

0.5%+0.08% 

0.5%+0.08% 

0.5%+0.1% 

0.5%+0.1% 

2%+0.16% 

2%+0.12% 

2%+0.12% 

------ 

------ 

(1)
 精確度在慢速(SLOW)，輸入大於檔位 5%的正弦波。 

(1)
 大於 10~20A 的檔位電流最大可以承受 20 秒。 

·測量方式: 真有效值測量 

·最大波形係數: 在滿刻度時 3.0 

·最大輸入及過電流保護：1A,250V 保險絲。 

 

●  電阻(Resistance ) 

速度 檔位 (1) 解析度 滿刻度讀值 測試電流 精確度（1 年) 

Slow 

500.00Ω 

5.0000 kΩ 

50.000kΩ 

500.00 kΩ 

5.0000MΩ 

50.000MΩ 

10mΩ 

100mΩ 

1Ω 

10 Ω 

100 Ω 

1kΩ 

510.00 

5.1000 

51.000 

510.00 

5.1000 

51.000 

0.5 mA 

0.45 mA 

45μA 

4.5μA 

450nA 

45nA 

0.10%+0.01%
 (2) 

0.10%+0.008%
 (2) 

0.10%+0.008%
 (2) 

0.10%+0.008% 

0.15%+0.008% 

0.3%+0.01% 

(1)
 為減小測試導線上雜訊的幹擾，在測量>100kΩ時，最好使用帶保護的測試導線 

(2)
 在使用 REL 狀態下 

·輸入保護：在所有檔位 1000VDC 或 750VAC. 

·開路電壓：最大為 5.5V DC. 

 

●  連續性( Continuity ) 

 

檔位 解析度 滿刻度讀值 測試電流 精確度（1 年) 

500Ω 100mΩ 999.9 0.5mA 0.1%+0.04% 

 

·最大輸入保護：在所有檔位 1000VDC 或 750VAC. 

·開路電壓：<5.5V DC 

·測試電流：約 0.5mA DC 

·門檻值：2%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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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極體測量( Diode ) 

 

速度 檔位 解析度 滿刻度讀值 測試電流 

Med 2.0000V  100μV 2.3000V 0.5 mA 

 

●  頻率（ Frequency ） 

 

ACV 

檔位 
頻率檔位 解析度 

滿刻度 

讀值 
精確度 

靈敏度 

(正弦波) 

500mV 

to 

750V 

10 Hz 

10~100Hz 

100~100 kHz 

100k ~1MHz 

100μHz 

1 m Hz 

10m Hz 

10Hz 

9.9999 

99.999 

999.99 

999.99 

0.05%+0.02% 

0.01%+0.02% 

0.01%+0.008% 

0.01%+0.008% 

200mV rms 

300mV rms 

300mV rms 

500mV rms 

 

●  週期（ Period ） 

 

ACV 

檔位 
週期檔位 解析度 

滿刻度 

讀值 
精確度 

靈敏度 

(正弦波) 

500mV 

to 

750V 

1~10μs
 (1) 

10μs~10ms 

10ms~100ms 

100ms 

0.1ns 

1ns 

1μs 

10μs 

9.9999 

9.9999 

99.999 

199.99 

0.01%+0.008% 

0.01%+0.008% 

0.01%+0.02% 

0.05%+0.02% 

500mV rms 

300mV rms 

300mV rms 

200mV rms 

·最大波形係數: 在滿刻度時 3.0 

·最大輸入電壓：在所有檔位 750Vrms, ≤3×10
7
 Volt–Hz 

·輸入阻抗: 1MΩ±2%和<100pF 並聯 

·最大 DCV：在交流任何檔位 500V 

 

 

數學功能 

相對運算(Rel),最大值/最小值，dBm,dB,比較極限測試(Compare Limit Test)和%. 

dBm 參考電阻值:可自行設定 1Ω～9999Ω(以 1Ω為單位),預設為 75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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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程式語言 

SCPI（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 

 

 

遠端介面 

USB(虛擬 COM Port)和 RS232 

 

 

一般規格 

電源要求: 110/220V±10% 

電源頻率: 50/60Hz±5% 

電源功耗: ≤10VA 

工作環境: 0℃～40℃，≤90%RH， 

儲存環境: -40℃～70℃ 

熱機時間: 至少 30分鐘 

體積（W×H×D）：225mm×100mm×355mm 

重量: 約 2.5 Kg 

保固期:三年 

 

*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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