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科技
使用数字万用表（DMM）进行数据记录和
数字化 — 把握时机！

应用指南

从汽车到电器，当今产品中含有的电子元件日益增加。为了
设计、制造、表征和测试这些产品，工程师们正使用数字万
用表来测量长期事件（偏移）和短期事件（瞬态），以了解
其对产品响应和质量的影响。
Keysight Truevolt 数字万用表系列可以精准、快捷地捕获
任意持续时间的事件，而这一切只需一部万用表即可完
成。从记录长期趋势到数字化瞬态或短期事件 — 时机已经
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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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这些功能？
为方便前面板操作，Keysight 34465A 6½ 位和 Keysight 34470A
7½ 位数字万用表中的数据记录和数字化功能已进行了特别优
化。这些功能十分强大，而且与远程编程和数据传输相比也更加
简便。
数据记录和数字化采集数据。通过前面板上的“Acquire”键和相
应的“Acquire”软件键，可以启用这些功能。

关于采样间隔
采样间隔是读数到读数的间隔，它必须大于或等于实际读取速
率。间隔内的读取速率由积分时间、孔径时间、自动量程和自动
归零等参数决定，这些参数在测量配置过程中设置。

捕获瞬态事件 — 数字化
数字化是将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为一系列离散样本或读数的过
程，它为分析信号特征提供了额外的信息。

Input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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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一段时间的数据 — 数据记录
数据记录指收集一段时间内的数据。这段时间可能是几分钟到几

与数据记录不同，数字化的时间通常不超过 1 秒。34465A 和

小时，或者是几天，数据记录了温度、精度或监测的任何可测量

34470A 能够以每秒 50000 个读数（50 kHz）的最大速率实施数

物理量的变化。

字化。

在进行数据记录时，您需要设置：

在进行数字化时，您需要设置：

– 采样间隔
– 持续时间（记录的时间或读数数量）
– 信号的建立时延（如有必要）
– 记录读数的位置（内部存储器或特定的内部/外部文件）

– 采样率
– 持续时间（时间或数字化的点数）
– 特定的触发条件（电平或外部触发、预触发读数）。

按下前面板上的 Run/Stop 键即可启动数据记录。启动后，数字万

与数据记录一样，选择数字万用表的趋势图显示模式，将会看到

用表会倒数剩余时间和剩余读数数量。

数字化信号的图形，并可以与信号源（输入）信号作比较。

数字万用表的趋势图功能提供了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图，可作为数
据记录过程的补充。
www.keysight.com/find/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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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采样率
采样率（单位为 Hz）就是采样间隔（时间）的倒数。它是指读数到读数的间隔，并且必
须大于或等于实际读取速率。间隔内的读取速率由积分时间、孔径时间、自动量程和自
动归零等参数决定，这些参数在测量配置过程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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