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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感谢购买 APS-1102A 可编程交流/直流电源。 

为保证安全和合理使用. 请先阅读下面的使用前安全注意事项。  

 

 手册中的注意符号 

下面的符号会出现在手册中。一定要遵守这些安全符号以及它们的内容.以确保用户安全和避

免机器损坏。  

 

 

该符号是避免在使用机器的过程中对人造成伤害，如电击。  

 

该符号是提醒用户，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对机器造成损坏。 

 

 本手册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首次阅读. 请从 1. 概述开始。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概述 

简述和介绍了 APS-1102A.的特征、功能和工作原理.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使用前的注意事项  

介绍了在使用 APS-1102A 之前的注意事项，包括从安装 到电源 连接的过程.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面板和基本操作  

介绍了面板功能和基本控制操作.  在操作 APS-1102A 时需要阅读这一章.  

4. 应用操作举例 

描述如何使用 APS-1102A 的高级复杂功能.  

5. 菜单 

介绍  LCD 屏幕 设置 和 其它菜单设置。 

6. USB 接口 

描述通过 USB 接口对 APS-1102A 进行远程控制的命令。 

7. 疑难解答 

描述出错状况以及如何解决。  

8. 维修 

描述基本操作测试和日常维护 。 

9. 规格 

列出了 APS-1102A 的规格 (包括功能 和性能) 。 

 ！  注意 

 ！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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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前安全注意事项  
 

为确保安全，请在使用前认真阅读下面的警告和注意事项。 

由于没有按照正规操作导致的损坏， 固纬将不负赔偿责任。 

此 产品为 Class 1 产品 (带保护导体端子) 符合 JIS 和 IEC 绝缘 标准。 

 
 

 请务必遵守本指导手册的内容。 

 使用产品前，请务必阅读本指导手册中的安全操作和使用方法，。  

并且遵守手册中的所有警告以防止发生大的损失。 

 

 确保机器接地 。 

本 产品必须接地，以防止电击。 

  符合日本电子设备技术标准 D (100  或 以下) 或 以上.  

 将 APS-1102A 的 3-向电源插头连接到 3-向插座上，其中有一个头是接地保护。 

本产品不具备 3-向电源插头转换 2-向电源插头适配器。如果使用单独购买的适配器，确保将

适配器的接地线接到插座旁的接地终端上。 

 

 检查电源线 电压。 

关于本产品使用的电源电压，请参见手册中的接地和电源连接章节。 

接通电源之前，检查电源电压与额定电压是否匹配。  

 

 异常情况。 

如果本产品发生烟雾冒出、异常气.或异常噪音时，请立即关掉电源。在修好之前不要继续使

用。并向购买地点反馈该问题 (或 固纬及分销商)。 

 

 请勿在易燃气体如煤气的环境中使用机器。 

可能会造成爆炸或其它危险。  

 

 请勿拆开外壳。 

本产品具有高压部件，绝对不要拆开机器外壳。 

即使设备需要检查时，也不要触摸机器内部结构。检查必须由固纬指派的技术服务人员进行。  

 

 请勿改装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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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绝对不要改装机器，这样可能造成损害和危险，，并且不符合产品维修条件。  

 

 

 

 

 

 

 避免由于输出电压造成的电击 。 

 APS-1102A 最大 输出为 400 V。 

请谨慎操作 APS-1102A 以避免电击。 

如果在输出打开时直接触摸输出或更换线缆连接，可能会造成电击。 

 安全符号 

机器和手册中的安全符号的定义如下： 

 

  

  指导手册中的注意符号 

该符号提醒用户避免发生危险，具体请参考指导手册。 

  

 

 电击危险符号 

 
该符号用于避免发生电击的危险，请务必按照指定操作进行，以避免电击。 
 
  

  保护接地端子符号  

该符号表示管脚接地，以避免电击。 

使用机器前.必须按照日本电子设备技术标准 D (类型 3. 100 Ω 或以下) 或 

以上进行接地。. 

 

 

警告符号  

该符号用于避免机器使用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注意符号  

该符号 防止使用过程中对机器造成的损害。  

 

 其它符号   

电源 打开。 

电源关闭。 

外部导线连接.  

外部导线接地  

 

 废物处理 

注意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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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环境，在处理本产品时注意以下几点. 

<1> 本 产品包括锂电池. 

<2>  LCD 屏幕包含水银。 

<3> 由专业的工业废物承包商处理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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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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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介绍 

 APS-1102A 可编程交流/直流电源是一款可以输出交流和直流的电源.复杂的设计带来便捷的使用. 

并提供大量的测量功能.其额定输出电压为 100 Vrms (100 V 范围) 或 200 Vrms (200 V 范围).  最大 

输出 能力为 1 kVA (在 AC 200 V 输入时)。同时具备 8 种输出模式.直流输出.外部 输入放大和线性

同步输出的特点。 

 

 APS-1102A 可以通过 USB 接口与计算机进行远程控制. 其软件具有如下功能：  

 面板操作  

 序列编辑和执行  

 任意波编辑和转移  

 数值记录仪(捕捉测量值) 

 

支持各个国家标准的电源输入.输入功率因数的控制功能使得输入电流的功率最小。 

 

1.2 特点 

 

 带超大 LCD 屏幕的控制面板 

设置和测量值都显示在屏幕上.且易读取。   

 

 多种输出模式  

输出模式包含两种操作模式:  交流(AC) 和直流(AC+DC). 其中每种操作模式都有 4 种信号源模

式:  内部 (INT). 外部 (EXT). 内部 + 外部 (ADD). 和外部同步(SYNC).总共八种模式。在 AC 模

式下， DC 成分被去除。 

 

 多种测量功能  

 APS-1102A 具有如下测量功能：  

 电压 (RMS 值. 平均 DC 值. 峰值 ) 

 电流 (RMS 值. 平均 DC 值. 峰值. 峰值保持) 

 功率 (效率快. 反应迅速. 直观) 

 频率 (只在外部同步模式下) 

 负载功率因数 

 负载整幅因数 

 谐波电流 (可到 40 次谐波. 50/60 Hz 基波) 

 支持 AC- 叠加 DC 输出  

在 AC+DC 模式下， 一个 AC 波 (正弦波、方波或任意波形) 都可以被叠加后通过 DC 输出。  

 

 支持电容负载输入(振幅因数最高可达 4)  

支持 4 倍于额定电流的峰值电流输出(RMS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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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作外部输入放大器 使用 

当选择“内部 + 外部”. 内部信号源就会被加载到外信号输入之中.   

 

 序列功能  

当使 内部信号源. 输出参数 (如输出 电压. 输出 频率 )可以迅速而成功的改变或扫描. 并且通过

编程的方式输出一种指定的方式。 

 

 外部电流限制功能.电压和频率上限/下限设置功能  

当单独设置好电流上下限后.输出电流会按照限制数值进行输出.同样.对于输出电压和输出 频

率. 设置范围也一样是可调的。 

 

 标配 USB 接口 (USBTMC)  

USB 接口一般是提供给外部控制使用.比如说个人电脑。 

 

 前 面板上的输出 插座 (通用类型) 

全球范围的各种型号电源插头都可以使用。 

 

 支持全球 范围 输入电源线电压   

输入功率因数控制(PFC) 功能.可以最小化 90 ~ 250 V AC 范围内的输入电源线电流。 
 

1.3 应用  
 

 各种小型内建电源单元的研究.开发和测试 

 各种小型 消费电子设备的研究. 开发和 测试 

 电池供电模块的测试 

 作为电源对继电器和开关特性进行测试 

 作为电源测试各种设备的检测线 

 功能列表 

  APS-1102A 的主要功能如下： 

 

表 1-1.  功能列表 (1/2) 

 功能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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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描述 

输出系统 

输出模式 

共八种 模式  

(操作模式和信号源模式结合) 

交流– 内部 信号 源  

(AC-INT 模式) 

交流– 外部 信号源 

(AC-EXT 模式) 

交流– 内部 + 外部 信号 源 s  

(AC-ADD 模式) 

交流 – 外部同步 

(AC-SYNC 模式) 

直流– 内部 信号 源  

(AC+DC-INT 模式) 

直流– 外部信号源 

(AC+DC-EXT 模式) 

直流– 内部 + 外部信号源 

(AC+DC-INT 模式) 

直流– 外部同步 

(AC+DC-SYNC 模式) 

输出开关  

输出电压范围  100 V 范围和 200 V 范围  

输出电压波形 (不包括外部

信号源模式) 
正弦波.方波.任意波（16 种） 

输出电流限制 
输出 峰值 电流和输出平均电流的限制功能 

 (各种限制值) 

设置范围限制 

(不包括外部信号源模式) 

输出 电压 和 输出 频率的设置范围限制功能. 

仅内部模式 (AC-INT. AC+DC-INT) 和 内部 + 外部 模式 

(AC-ADD. AC+DC-ADD)。 

输出 电压的设置范围 限制功能 

外部 同步模式 (AC-SYNC. AC+DC-SYNC) 

 

顺序输出  输出参数： 跳跃或扫描  

同步输出  能够与外部同步信号或线频率进行同步  

 测量功

能 

基本测量功能  

电压:  RMS. 平均. 峰值  

电流:  RMS. 平均. 峰值. 峰值保持  

功率:  有效. 快速响应. 直观  

其它 

同步频率:  仅 同步 模式 

负载 功率因数  

负载 振幅因数  

谐波 电流: 50/60 Hz 基波. 最高到 40 次 

 

表 1-2.  功能列表 (2/2) 

 功能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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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描述 

外部 控

制  

外部 控制 I/O  

外部控制操作模式： 启用/禁用 

控制 输入： 

输入电压: High level:  +4.0 V 或更高 

  Low level:  +1.0 V 或更低 

非破坏性最高输入：+10 V/5 V 

输入阻抗： 上拉+5 V .47 k  

控制项目 输出 on/off. 序列  

 开始/终止. 保持. branch  

状态输出： 

输出电平：  0/+5 V (开路) 

输出 阻抗： 100  

状态项目： 电源开启/关闭. 输出开启/关闭. 限制操

作. 软件繁忙. 序列操作步骤同步输出  

端子:  D-sub 25-pin multiterminal  

USB 接口  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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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原理 

Figure 1-1  所示为 APS-1102A 工作原理框图. 

 

 

 

Figure 1-1.  APS-1102A 框图 

 

APS-1102A 大致分为 4 个模块。 

 

<1> 直流电源模块  

 该模块具备功率因数提高功能。在提高功率因数时.为 PCB 上各种元件以及放大器模块提

供直流电源。  

 

<2> 信号源和系统控制模块  

该模块包括一个带有序列功能的内部信号 源. 并支持AC+DC 输出.   也可以用于外部 输入信

号和 内部信号源.同时模块带有用户 接口。 

 

<3> 隔离模块 

 隔离模块将主电源电路和辅助电路分开。  

 

<4> 放大器模块 

包括 了一个保护电路的放大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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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前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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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使用前检查 

在安装和使用 APS-1102A前. 确认好仪器在运输过程中没有被损坏.同时检查所有的配件和附件。  

如果发现有缺失. 请从购买点联系固纬分销商. 

 

 安全检查  

使用  APS-1102A 过程中请注意安全.  用户在使用 APS-1102A 前.需要阅读后续部分的介绍。 

 “使用前安全注意事项” (在本手册前文有叙述)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接地和电源的连接”  

 

 外观和配件检查  

如果在皱褶的包装盒表面.发现有任何的异常 (如缺陷和凹痕).请仔细的检查产品.是否在取出

过程中受到不良的影响。 

 

打开包装盒后.请仔细检查里面的配件。 

发现产品任何的异常(如缺陷和凹痕).或者配件缺失.请联系固纬或者代理。 

 外观检查  

检查在面板、控制器、连接件及其他部件是否有异常(如缺陷和凹痕) . 

 

 配件检查 

 产品配件如下面列表所示.请检查是否齐全及是否有缺陷。 

 

 

 

 

 

 

本产品有高压部分.请勿拆开外壳。 

所有产品内部检查只能由固纬所认可的技术服务人员进行。 

2.2 安装环境 

请注意下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安全使用和产品的可靠性。 

 

 安装地点 

 如果要安装在地面或桌面时.请勿将本产品顶部或者侧面放置. 

 用户手册 (APS-1102A 用户手册) 1 

 控制软件 (CD-ROM) 1 

 电源线设置 1 (因区域不同有所变化, 15 A/125 V 是日本所用) 1 

 电源线设置 2 (10 A/250 V, 无插座,日本,北美及欧洲专用) 1 

 铁氧体磁芯 (用于 USB 线) 1 

 ！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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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 4 个橡胶底座是安放在平坦的地面上。 

  为防止翻倒.请将产品放置于无振动.且可支持产品重量(大概 9.5 kg)的水平面上 .  

 

 运输过程注意事项 

在运输 产品中. 水平移动产品时.需用夹具抓取产品上方以保持产品垂直. 

 

如果 APS-1102A 在运输过程中.暴露在温度或湿度突变的冬季环境下.有可能发生内部冷凝. 

发生该状况时.在冷凝消除后.再接通APS-1102A的电源线。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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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的环境条件 

  APS-1102A 适用于室内.海拔 2000 米以下。 

  APS-1102A 用风扇进行散热.为使得有足够的空气流动.  需留出从产品到墙壁至少 50cm

的空隙。 

 安装产品的地点需要符合下面的温度湿度要求： 

 

操作要求 0°C ~ +40°C 
5  ~85%RH 

绝对湿度 1 到  25 g/m
3
. 无凝结 

性能要求 +5°C ~ +35°C 
5  ~85%RH 

绝对湿度 1 到  25 g/m
3
. 无凝结 

储存要求 10°C ~ +50°C 
5 ~ 95%RH 

绝对湿度 1 到  29 g/m
3
. 无凝结 

 

产品可靠性在极限温度湿度时会下降. 25°C 和 50%RH 左右是推荐环境。 

Figure 2-1 列举了仪器周围绝对温度和湿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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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绝对温度和湿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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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将 APS-1102A 安装到以下环境： 

 放置在可燃气体中 

 将引起爆炸. 绝对不能安装在该环境下。 

 室外.或者暴晒于阳光下或接近热源 

 会使得产品无法表现最佳效果.或者导致失效。 

 放置于腐蚀性气体.潮湿或者高湿度环境 

 产品会被腐蚀或损坏 

 放置于电磁、高电压或电缆旁 

 会导致产品发生故障。 

 放置在频繁振动处 

会导致产品发生故障或失效。 

 放置在灰层过多处 

 实际运用中.产品会因为导电灰层而发生失效。 

 

 

2.3 接地和电源连接 

 

 APS-1102A 需要和地连接。  

 

 

该产品一定要和地相连.否则会产生电击. 

为防止电击的产生.请按照"电子仪器技术标准等级D”(100  或更低)或更高的方式接地。 

 

当输入为 100 V AC 时.使用电源线 set 1。当使用三线接地插头.插入三线插板时.该产品会自动

接地。  电源线 set 1 (适用于日本) 额定值为 125 V AC。 

当输入为 200 V AC.使用电源线 set 2 .它带有与插座类型相适用的端子。 使用电源线 set 2 时一

定保证接地.其 额定值为 250 V AC。    

  

该产品不提供三接头/二接头转换适配器。如果使用三接头/二接头转换适配器.  适配器的地

线必须接地。   

 

  该产品的电源需求如下:   

电压范围:   100 ~230 V AC ±10 % (250 V 或 以下) 

 第 II 类过电压 

频率范围: 50 Hz/60Hz ±2 Hz (单相位) 

功耗: 1.4 kVA 或更少 

 

 ！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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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下述方式连接电源.   

1. 确认电源电压在额定范围内.   

2. 将电源开关设置为关闭. 

3. 将电源线插入后面板.   

 

 

Inlet 

 

Figure 2-2.  电源线接口 

 

4. 将电源线插入三线电源头 (使用电源线 set 1).   

 

配套电源线set 1(适用于日本)符合日本电子运用和材料安全法。 额定电压是125V AC.耐压值为

1250V AC。不可用于日本以外的国家或电压高于125V AC的情况下。 

 

配套电源线set 2 可以在日本.北美.欧洲使用.额定电压为250V AC. 耐压值为2000V AC. 在日本

使用时.请注意使用符合日本电子运用和材料安全法的插板。 

 

配套电源线仅和该产品是匹配的.不能使用在其他产品和系统内。 

 

该产品可耐 1500 V AC 电压. 

 

 

 

 

 

 

 ！   注意 

 ！   注意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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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简易检查操作 

 下面简单描述了如何检查新产品或放置时间过长的产品. 

 

 

本产品有高压部分.请勿拆开外壳。 

所有产品内部检查只能由固纬所认可的技术服务人员进行。  

 

检查电源打开是否正常.通过面板设定的测量值是否和屏幕显示的一致。 

 

 操作步骤 

1. 打开 APS-1102A 电源开关.   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电源开/关”.   

 电源打开后就可以操作 

 
 

 主面板上会显示出与最后一次断电时一样的设置.当新仪器第一次使用时.会显示默认

(工厂)设置。 

关于初始设置.详见  “3.2 上电后显示和初始设置”。 

< 1 > P r e s s s w i t c h t o u p ( | ) p o s i t i o n . < 2 > T h e L C D g o e s o n a n d d i s p l a y s t h e i n i t i a l s c r e e n . 

 ！   

 

警告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2-8 

2. 面板设置  

按照如下方式设置  APS-1102A。  

关于设置方法.详见  “3.4  主要操作举例”。 

 

表 2-1.  检查操作的面板设置 

 设置 

输出模式  AC-INT 模式  

输出电压范围  100 V 

AC 输出电压  100 Vrms 

选择测量显示方式 RMS 

 

3. 按  
OUTPUT

 键打开 输出。  

 

 

 

 

OUTPUT

 
OUTPUT

 

Output is off. Output is on. 
 

 

⇒ 检查控制 面板的 测量 屏幕上.AC 输出 电压是否为 100 Vrms。 

 

 

                   Figure 2-3.  操作 检查 

 

⇒ 如果正常值没有显示出来.也许是因为 操作 错误. 请联系固纬或者固纬代理.   

 

4， 关闭电源.检查输出关闭是否显示。关闭电源开关 ()。 这个动作会关闭电源和供电单元。 

 

在关闭电源前.确认 输出开/关的 LED 是关闭的. 

输出开/关 LED 会显示. 

Check display.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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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校准 

如需校准 APS-1102A ..请联系固纬或者固纬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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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板和基础操作 
 

 

 

 

3.1 面板组成和操作 ··································································3-3 

3.1.1 操作面板 ·····································································3-3 

3.1.2 前面板 ········································································ 3-4 

3.1.3 后面板 ········································································ 3-5 

3.2 开机后的显示和初始设置 ·················································· 3-6 

3.3 I/O 端子 ············································································· 3-8 

3.3.1 输出端子(前 和 后) ····················································· 3-8 

3.3.2 USB 连接器 ······························································· 3-11 

3.3.3 外部 控制 I/O ····························································· 3-12 

3.3.4 外部信号输入/外部 同步信号输入 

  端子 ·········································································· 3-14 

3.4 主要操作举例 ··································································· 3-15 

3.4.1 电源开关 ··································································· 3-16 

3.4.2 设置输出 模式 ··························································· 3-18 

3.4.3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 3-20 

3.4.4 设置波形 ··································································· 3-22 

3.4.5 设置输出电压 ···························································· 3-23 

3.4.6 设置输出频率 ···························································· 3-25 

3.4.7 使用 限制功能 ·························································· 3-26 

3.4.8 输出开关 ··································································· 3-30 

3.4.9 使用测量功能 ···························································· 3-31 

3.5 输出特性 ···········································································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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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面板组成和操作 

3.1.1 操作面板 

下图中.面板上按键的详细功能会在以后章节介绍.具体见按键名称后面的页数. 

Shortcut keys 5.2.6

DIGIT key 5.2

UP/DOWN keys 5.2

LCD 5.1

MODIFY dial 5.2

Output ON/OFF LED

3.4.8

ENTER key 5.2

OUTPUT key

3.4.8

CANCEL key 5.2

 
Figure 3-1.  APS-1102A 操作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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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前面板   

下图中.前面板的各个部分详细功能会在以后章节介绍.具体见名称后面的页数. 

 

Power switch 3.4.1

Output outlets (universal type) 3.3.1

Exhaust vent 8.2

 
 

Figure 3-2.  APS-1102A 前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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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后面板 

 

 External signal input/external sync signal input connector  3.3.4 

External control I/O connector  3.3.3 

Output terminals  3.3.1 

LINE INPUT  2.3 

 USB connector  3.3.2 

 

Exhaust vent 

 

 

 

Figure 3-3.  APS-1102A 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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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接通电源后显示和初始设置 

 

 开机后的显示 

当电源开启后.将会自动执行自检.自检结束后可以开始执行操作。 

屏幕显示为最后一次断电时的设置.如果是新购买的产品.则为默认设置。 

 See “4.8 使用内存功能”. 介绍如何调取已存储的设置。 

 

如果发生异常.将会在面板上显示错误.看到该提示后.需立即关闭电源。  

 See “7.2.1  开机错误”. 解释各种显示错误提示含义.并推荐了相应对策。 

 

 初始设置 

表 3-1 和 表 3-2 列出了 APS-1102A 的初始设置。  

 

表 3-1.  存储设置(1/2) 

  

功能  设置 初始设置 开机后 

选择输出模式  输出模式  AC-INT 备用值 

选择电压输出范围  电压输出范围  100 V 备用值 

选择外部同步信号源 外部同步信号源  LINE 备用值 

AC 模式输出  

(AC-INT. AC-ADD.  

AC-SYNC) 

 AC 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Vrms 

备用值 

ARB1  ARB16    0.0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Vrms 

ARB1  ARB16    0.0 Vp-p 

AC 电压频率   50.0 Hz 

输出时相位    0.0 

AC 电压波形  正弦波 (SIN) 

AC+DC 模式输出  

(AC+DC-INT.  

AC+DC-ADD.  

AC+DC-SYNC) 

DC 电压  
100 V 范围     0.0 V 

备用值 

200 V 范围     0.0 V 

AC 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Vrms 

ARB1  ARB16    0.0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Vrms 

ARB1  ARB16    0.0 Vp-p 

AC 电压 频率   50.0 Hz 

输出时相位    0.0 

AC 电压波形  正弦波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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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存储设置 (2/2) 

 

功能  设置 初始设置 开机后 

电流限制 

输出峰值电流限制

(正) 

 +42.0 A 备用值 

备用值 

 +21.0 A  

输出峰值电流限制 

(负) 

 42.0 A  

 21.0 A  

输出平均电流限制 
   10.5 A  

    5.3 A  

设置范围限制 

正电压设置限制  
+200.0 V 备用值 

备用值 

+400.0 V  

负电压设置限制  
200.0 V  

400.0 V  

频率上限    550.0 Hz 

频率下限      1.0 Hz 

外部输入增益设置 外部输入增益  
100  

200  

选择测量显示  测量显示  RMS 备用值 

序列输出  

步骤 time 0.1000 s 

备用值 

操作类型 Constant (CONST) 

步骤 end 相位 enable/disable Disable (DISABLE) 

步骤 end 相位  0.0 

步骤 termination  End (STOP) 

Jump 步骤 0 

Jump court 1 

Branch 步骤  0 

系统设置 

键盘锁  OFF 备用值 

蜂鸣  ON 备用值 

LCD 对比度  55 
备用值 

LCD 显示颜色  蓝色 (BLUE) 

时间单位 s 备用值 

开机时输出 on/off  OFF 备用值 

外部控制输入启用/禁用 禁用 备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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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O 端子  

3.3.1 输出端子 (前面板和后面板) 

 连接输出插座 (前) 

 前面板配备了各个国家通用的插座.输出与输入/接地是隔开的. 这个插座 只能用于 AC 电源.  

后面板输出端子适用于 DC 或 AC+DC。   

极性按照日本标准.用后面板的输出端子对初始相位等进行设置。   

Output outlets (universal type)

 

Figure 3-4.  输出 插座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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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输出 端子 (后面板) 

输出与输入电源线、接地是隔离开的。 

DC 输出是基于 “Lo”的. 所以正极性设置就是“Hi = 正”. 负极性设置就是 “Hi = 负”。   

 

 

Output terminal 

 

Figure 3-5.  输出 端子 (后面板) 

 

 

请勿在输出状态时触摸 输出端子模块。   

 为保证安全.保持模块盖子关好。  

 

 ！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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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线缆与输出端子模块连接.如下图所示.  

输出和输入是隔离的。 

 

1. 将输出端子模块上的螺丝卸下.   

2. Insert  screw through  round crimp contact at  end of  cable.   

3. Reattach the screw into the OUTPUT terminal while holding the crimp contact in place.   

4. 固定好螺丝后打开. 推荐固定推荐固定扭矩为 1.2 (Nm).    

5. 接好 Hi. Lo. 和 地线后.关上盖子.  

 

 

   

 To tighten: Turn clockwise. 

 To loosen: Turn counterclockwise. 
  

Figure 3-6.  连接输出 端子 

 

 

出于安全考虑.在电缆连接前要保证电源关闭。  

 

在把APS-1102A 当作直流电源使用时. 需要连接一个二极管作为保护 .这取决于负载. 如电容或

电感.  

如何连接保护二极管.  参考  “4.1.1  DC输出时.连接输出端子到负载”. 

 

 

 

 ！   

 

警告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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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USB 连接器  

用连接线将后面板的 USB 连接器与 PC 连接起来。  

将配套的铁芯到放入到 USB 线缆中上.可以减小泄漏电流. 

 See “6.  ”.  介绍了如何使用 USB 进行远程电脑遥控.  

 

 

USB connector 

 

 

Figure 3-7.  USB 连接器 

 

 USB连接线类型为A型 (male)接 B型 (male).  

将配套的铁芯到放入到USB线缆中上.可以减小泄漏电流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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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外部 控制 I/O  

 APS-1102A 具有一个 (8-bit) 外部 控制 I/O 连接器，其用数字信号输入及状态输出进行外部控制。

该连接器是 D-sub 25-pin 型号.  

 

 

External control I/O 

connector 

 

 

Figure 3-8.  外部 控制 I/O 连接器 

 

 连接器管脚对应的信号，详见 “表 3-3  外部 控制 I/O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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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外部控制 I/O 连接器 

 

Pin No. I/O 功能 备注 

1 输出  电流源 on/off 状态 
0: Off 

1: On 

2 输出  输出 on/off 状态 
0: Off 

1: On 

3 输出  限制性操作
Note

 
0: Off 

1: On 

4 输出  软件繁忙 
0: 正常 

1: 忙碌 

5 输出 序列 同步 输出 0  

6 输出 序列 同步 输出 1  

7 输出 未定义   

8 输出 未定义   

9 GND   

10 输入 未定义   

11 输入 输出 off  下降沿检测 

12 输入 输出 on 下降沿检测 

13 输入 序列 开始 下降沿检测 

14 输入 序列 终止  下降沿检测 

15 输入 序列 保持  下降沿检测 

16 输入 序列 branch trigger 0 下降沿检测 

17 输入 序列 branch trigger 1 下降沿检测 

18 GND   

19 输出 +5 V  50 mA 或以下 

20 输出 保留  

21 输出 保留  

22 输出 保留  

23 输出 保留  

24 输出 保留  

25 输出 保留  

 

Note 当输出峰值 电流 限制 (正).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或 输出电

源限制被执行时. 都会认为是限制被启动。   

 

外部控制功能启用后.外部 控制 输入和 输出就可以使用。   

 See “5.6.7  外部控制输入使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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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控制可以设为启用或禁用.然而对于  APS-1102A.在外部控制输入禁用的时候.它的状态也会

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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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外部信号输入/外部同步信号输入端子 

当使用外部同步信号作为信号源时.将其连接到后 面板的外部 信号 输入/外部 同步 信号 输入 端

子 (EXT SIG IN/EXT 同步 IN) 上。 

连接时，需要一个带 BNC 连接头的同轴电缆。   

外部 信号 输入/外部 同步 信号 输入 端子规格 如下所示：   

 

 通用 规格 

输入 端子: BNC-R (用于 外部 信号 输入 和 外部 同步 

 信号 输入) 

输入 阻抗: 10 kΩ  

非破坏性最大 输入 电压:  ±10 V 

 

  外部 信号 输入  

频率 范围: DC ~ 500 Hz 

增益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0.0 ~ 200.0 times (初始 值 为 100.0) 

 200 V 范围: 0.0 ~ 400.0 times (初始 值为 200.0) 

增益 设置 分辨率: 0.1 

增益 精确度:  ±5% (50 Hz. 当增益为额定电压下的初始值) 

输入输出之间的相位:   In-phase 

输入 电压 范围: 2.2 V ~ +2.2 V 

 

  外部 同步  

同步频率 范围: 40 Hz ~ 500 Hz 

  线性同步时，外部 同步信号不要求 

 

    

输入电压阈值: T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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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signal input/ 

external sync signal input 

terminal 

 

Figure 3-9.  EXT SIG IN/EXT SYNC IN 端子 

3.4 主要操作举例 

主要操作定义如下  

 

 开机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开机/关机 

              

 设置 输出 模式   3.4.2   设置 输出 模式   

              

 设置 输出 电压 范围   3.4.3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设置 波形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

引用源。  

              

 设置 输出 电压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

引用源。 

              

 设置 输出 频率   3.4.6   设置输出频率  

              

 使用电流 限制和 设置 范围 限制  0   APS-1102A 支持八种 输出 模式.见

表 3-4.   输出打开时不能改变输出 模式.如果想改变输出模式.请先关闭输出. 

 

表 3-4.  输出 模式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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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模式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 模式  详见  

AC 

INT 

(内部) 
AC-INT  “3.4.2  设置 输出 模式设置” 

EXT 

(外部) 
A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AC+DC 

INT 

(内部) 
AC+DC-INT  “4.1  用作 DC 电 源使用” 

EXT 

(外部) 
AC+D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D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D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下面以设置 AC-INT 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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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选择输出模式时.在 SET 菜单下.按图标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模式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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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两个范围，但是当处于输出状态时.输出 电压 范围不能改变. 

根据输出 电压选择范围。  

 

表 3-5.  不同输出 电压 范围 下的设置 

 

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 V 范围  单位 

DC 电压    200.0 ~ +200.0 400.0 ~ +400.0 V 

AC 电压  波形 
SIN/SQU 0.0 ~ 140.0 0.0 ~ 280.0 Vrms 

ARB1 ~ 16 0.0 ~ 400.0 0.0 ~ 800.0 Vp-p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10.0 ~ +42.0 +5.0 ~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42.0 ~ 10.0 21.0  ~5.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0 ~ 10.5 1.0 ~ 5.3 A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5.0 ~ +200.0 +10.0 ~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200.0 ~ 5.0 400.0 ~ 10.0 V 

外部 输入 增益  0.0 ~ 200.0 0.0 ~ 400.0 times 

 

 操作 步骤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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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 电压 范围.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状态框中会出现  图标 . 

 

 

 

 

ENTERCANCEL

 

Status window 

 

 

⇒   图标显示几秒后消失.输出 电压 范围设置成功..   

 改变输出 电压 范围需要八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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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波形设置 

 APS-1102A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产生 正弦 波、方 波或 任意 波形 (全部 16 种 类型)。任意波形需要

通过 USB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而得到。 

 关于任意波.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任意波输出”.  

表 3-6 列出了可以选择的波形.  

 

表 3-6.  交流 电压 波形 和 交流 电流 波形 列表 

 

 如操作面板所示 类型 

SIN 正弦 波  

SQU 方 波  

ARB1 ~ ARB16 任意 波形 (16 种 类型) 

 

 操作 步骤 

 选择波形时.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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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波形的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3.4.3 设置输出电压 

对于 AC-INT 模式.  其输出 电压的 设置见下表. 

 

表 3-7.  输出 电压 设置 

 

输出 模式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AC-INT 

(AC 模式) 
AC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14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28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800.0 Vp-p 0.1 Vp-p 

 

关于输出电压范围限制.详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其它 输出模式的输出电压范围设置.详见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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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电压.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改变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

立即显示在 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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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设置输出频率  

 交流 输出 频率的范围设置如下表.  

表 3-8.  输出 频率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设置 精确度 

1.0 Hz  到 550.0 Hz 0.1 Hz ±100 ppm (1.0 Hz ~ 550.0 Hz. 23 ±5°C) 

 

当输出频率范围需要限制时.参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频率. 在 SET 菜单下.设置数值标记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

立即显示在输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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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输出打开  3.4.12   输出打开/关闭 

              

 检查 测量 值   3.4.13   使用 测量 功能 

              

 输出 关闭  3.4.12  输出打开/关闭 

              

 关机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开机/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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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开机/关机 

开关处于  “| ”时为开机；反之.处于“”时为关机.  

POWER switch

 

Figure 3-10.  电源 开关  

  

a) 开机 

开关拨向  “|”.   

 
 

S t a r t u p s c r e e n i s d i s p l a y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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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操作屏显示如下.  

 

 

 

  

 

Figure 3-11.  主操作屏举例( AC-INT 模式) 

 

 上电后.主操作屏幕会显示最后一次断电时的设置.如果是新仪器第一次使用.将会显示默

认(工厂)设置.  

  See “3.2 开机时的显示和初始设置”. 描述了初始设置  

  See “4.8  使用存储功能”.描述了如何从存储器中读出设置.   

  See “7.  故障解决”. 解释警告信息的含义.及推荐如何处理这些现象. 

 

b) 关机 

确定 输出已经关闭后.将 电源 开关设置为  “”.   

 

 

 

 

 

 

OUTPUT

 

 

OUTPUT

 

Output on Output off 
 

 
 

⇒ 电源被切断并关闭   

 

 关闭电源前.确保输出已经关闭..    

 

Output mode  3.4.6 

Output voltage range  3.4.7 

 Output voltag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Output frequency  3.4.10 

 Waveform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Limiter function   0 

Select measurement display 3.4.13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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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设置 输出 模式  

APS-1102A 支持八种 输出 模式.见表 3-4.   输出打开时不能改变输出 模式.如果想改变输出模式.

请先关闭输出. 

 

表 3-4.  输出 模式 列表 

 

操作 模式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 模式  详见  

AC 

INT 

(内部) 
AC-INT  “3.4.2  设置 输出 模式设置” 

EXT 

(外部) 
A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AC+DC 

INT 

(内部) 
AC+DC-INT  “4.1  用作 DC 电 源使用” 

EXT 

(外部) 
AC+D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D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D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下面以设置 AC-INT 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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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选择输出模式时.在 SET 菜单下.按图标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模式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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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两个范围，但是当处于输出状态时.输出 电压 范围不能改变. 

根据输出 电压选择范围。  

 

表 3-5.  不同输出 电压 范围 下的设置 

 

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 V 范围  单位 

DC 电压    200.0 ~ +200.0 400.0 ~ +400.0 V 

AC 电压  波形 
SIN/SQU 0.0 ~ 140.0 0.0 ~ 280.0 Vrms 

ARB1 ~ 16 0.0 ~ 400.0 0.0 ~ 800.0 Vp-p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10.0 ~ +42.0 +5.0 ~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42.0 ~ 10.0 21.0  ~5.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0 ~ 10.5 1.0 ~ 5.3 A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5.0 ~ +200.0 +10.0 ~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200.0 ~ 5.0 400.0 ~ 10.0 V 

外部 输入 增益  0.0 ~ 200.0 0.0 ~ 400.0 times 

 

 操作 步骤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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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 电压 范围.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状态框中会出现  图标 . 

 

 

 

 

ENTERCANCEL

 

Status window 

 

 

⇒   图标显示几秒后消失.输出 电压 范围设置成功..   

 改变输出 电压 范围需要八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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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波形设置 

 APS-1102A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产生 正弦 波、方 波或 任意 波形 (全部 16 种 类型)。任意波形需要

通过 USB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而得到。 

 关于任意波.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任意波输出”.  

表 3-6 列出了可以选择的波形.  

 

表 3-6.  交流 电压 波形 和 交流 电流 波形 列表 

 

 如操作面板所示 类型 

SIN 正弦 波  

SQU 方 波  

ARB1 ~ ARB16 任意 波形 (16 种 类型) 

 

 操作 步骤 

 选择波形时.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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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波形的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3.4.9 设置输出电压 

对于 AC-INT 模式.  其输出 电压的 设置见下表. 

 

表 3-7.  输出 电压 设置 

 

输出 模式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AC-INT 

(AC 模式) 
AC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14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28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800.0 Vp-p 0.1 Vp-p 

 

关于输出电压范围限制.详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其它 输出模式的输出电压范围设置.详见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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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电压.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改变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

立即显示在 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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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设置输出频率  

 交流 输出 频率的范围设置如下表.  

表 3-8.  输出 频率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设置 精确度 

1.0 Hz  到 550.0 Hz 0.1 Hz ±100 ppm (1.0 Hz ~ 550.0 Hz. 23 ±5°C) 

 

当输出频率范围需要限制时.参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频率. 在 SET 菜单下.设置数值标记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

立即显示在输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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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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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使用 限制功能 

a) 使用 电流 限制 

 APS-1102A 包括输出 峰值 电流和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功能.   

限制设置在 100 V 和 200 V 两个范围独立保存。   

可以对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设置范围限制.   

 See “5.3.7  设置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设置”.   

 See “5.3.8  设置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设置”.   

 

表 3-9.  电流 限制设置 范围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初始 值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

制(正) 

100 V 范围  +10.0 A ~ +42.0 A 0.1 A +42.0 A 

200 V 范围  +5.0 A ~ +21.0 A 0.1 A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

制 (负) 

100 V 范围  42.0 A ~ 10.0 A 0.1 A 42.0 A 

200 V 范围  21.0 A ~ 5.0 A 0.1 A 21.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

制  

100 V 范围  1.0 A  ~10.5 A 0.1 A 10.5 A 

200 V 范围  1.0 A ~ 5.3 A 0.1 A 5.3 A 

 

对电容负载或者电感负载.  由于设置电流的过度或不足，或者执行限制操作时产生的各种输出

电流波形，使得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无法达到设置的峰值  

 

输出峰值限制可能允许过度.，这取决于负载，这样造成无法达到设置的峰值电流。  

对一个电感负载，设置限制也许会导致输出过压，这就需要启动过压保护 功能。这种情况下，

要降低峰值 电流 限制设置 (正 和 负).    

 

如果输出 电流 或 频率突然增加.如由于输出短路，限制响应可能没有那么快. 所以可能会启动 

输出 过电流 保护 功能.  

 

 

 ！   注意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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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在 SET 菜单下.选择如下相应的图标.并设置其 值的大小..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或   或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用MODIFY 旋钮设置数值.   设置的 值会立即显

示在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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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 设置 范围 限制 

 APS-1102A 的内部 模式 (AC-INT. AC+DC-INT) 和 内部 + 外部 模式 (AC-ADD. AC+DC-ADD) 

都具有对输出 电压 和 输出 频率设置 范围 限制的功能 。 

 See “5.5.5  设置 范围 限制(LIMIT)”  

 

表 3-10.  电压 和 频率 设置 范围 限制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初始 值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100 V 范围  +5.0 V ~ +200.0 V 0.1 V +200.0 V 

200 V 范围  +10.0 V ~ +400.0 V 0.1 V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100 V 范围  200.0 V ~ 5.0 V 0.1 V 200.0 V 

200 V 范围  400.0 V ~ 10.0 V 0.1 V 400.0 V 

频率 上限 1.0 Hz ~ 550.0 Hz 0.1 Hz 550.0 Hz 

频率下限 1.0 Hz ~ 550.0 Hz 0.1 Hz 1.0 Hz 

 

 操作 步骤 

          设置 范围 限制.在 MISC 菜单  下.选择LIMIT限制屏幕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MISC 菜单.   

按   或    移动  光标键选择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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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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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ENTER

 键  显示  限制 屏幕 .   

 

 

 
ENTERCANCEL

 

  

 

4.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要选择的项目 .   

 

 

 

 

ENTERCANCEL

 

Cursor 

 

5.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6.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至要改变的数位.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

立即显示在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7. 设置好所有项目后.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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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输出 on/off  

打开和关闭 APS-1102A 输出. 只需 按  
OUTPUT

  键.   

 

处于输出状态时.输出指示灯亮；反之.灯灭.   

 

 

 

 

OUTPUT

 
OUTPUT

 

Output off Output on 
 

 

 

 

 为保证安全.连接输出时确保电源已经关闭 . 

 

关闭电源前.确保输出指示灯灭.   

 

 输出 on/off 设置可以通过显示屏的 MISC 菜单进行控制.   

 See “5.5.8  输出 on/off”.   

 Output on/off LED on 

 ！   

 

警告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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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使用 测量 功能 

 APS-1102A i 具备如下测量 功能.   

 电压 (RMS、 平均 DC、峰值) 

 电流 (RMS、平均 DC、 峰值、峰值 保持) 

 功率 (有效. reactive. 表观) 

 同步频率 (外部同步) 

 负载功率因数  

 负载振幅因数  

 谐波电流 (50/60 Hz 基波， 最高 40 次谐波) 

 

测量值会显示在 MEASURE 屏幕上.使得输出状态都能被监测到. 

 

a) 测量值窗口 

 
 

Figure 3-12.  测量值窗口举例(AC-INT 模式) 

 

当测量值超出范围时.数字部分用 “-----” 表示. 

 

b) 选择 测量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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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 RMS、 AVG、 峰值或谐波电流作为要显示的测量电流或电压值.   

关于谐波电流的测量，详见  See “4.3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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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选择需要显示的测量值. 在 MISC 菜单中选择 “MEASURE”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或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来显示 MISC 菜单. 

按   或   键 移动光标到  “MEASURE”上.   

 

 

 

 

ENTERCANCEL

 

 

 

3.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项.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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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到所需显示测量菜单上.   

 

 

 

 

ENTERCANCEL

 

 
 

 

 HC1 到 HC4 是测量谐波电流. 

  See “4.3 测量谐波电流”. 

5. 按  
ENTER

 键选择测量 显示.   

 

 

 

 

ENTERCANCEL

 

Selected measurement display is shown. 

 

 

 

6. 按 TOP MENU 键 或 CANCEL 键 回到 SET 菜单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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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输出 特性 

下面为 APS-1102A 的输出 电压 vs. 输出 电流的关系曲线 (电阻负载. 典型特性).    

Figures 3-13 和 3-14 为 AC 作为 输入时。 

Figures 3-15 和 3-16 为 DC 作为输入时。 

 

Figure 3-13.  输出 电压 vs. 输出 电流特性曲线(100 V AC 输入. AC-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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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14.  输出 电压 vs. 输出 电流特性 (200 V AC 输入. AC-INT) 

 

Figure 3-15.  输出电压 vs. 输出电流特性 (100 V AC 输入. AC+DC-INT. AC=0) 

 

 

 

Figure 3-16.  输出电压 vs. 输出电流特性 (200 V AC 输入. AC+DC-INT. A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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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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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用作 DC 电 源  

当使用  APS-1102A 作为 DC 电压 源时. 先选择 DC - 内部信号模式 (AC+DC-INT). 之后按照下表 4-1

内容进行设置.   

AC 成分(正弦 波、方 波和 任意 波)可以叠加到 DC 电源上.   

可以根据需要连接一个保护二极管，这取决于负载，如电容或电感。 

 

表 4-1.  使用 APS-1102A 作为 DC 电源时的面板设置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初始 值  

DC 电压  
100 V 范围   200.0 ~ +200.0 V 0.1 V 0.0 V 

200 V 范围   400.0 ~ +400.0 V 0.1 V 0.0 V 

AC 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 140.0 Vrms 0.1 Vrms 0.0 Vrms 

ARB1 ~ ARB16 0.0 ~ 400.0 Vp-p 0.1 Vp-p 0.0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 280.0 Vrms 0.1 Vrms 0.0 Vrms 

ARB1 ~  ARB16 0.0 ~ 800.0 Vp-p 0.1 Vp-p 0.0 Vp-p 

AC 电压 频率   1.0 ~ 550.0 Hz 0.1 Hz 50.0 Hz 

输出时的相位  0.0 ~ 359.9 0.1 0.0 

 

根据 AC 电压波形设置的不同，AC电压设置单位会不同。 

 

4.1.1 DC 输出时，连接输出端子和 负载  

当输出 DC+AC 或者仅仅 DC 时，使用 APS-1102A 后面板的输出端子。 

如果负载 是电容或者电感. 连接一个满足下面要求的保护二极管，该二极管连接在 APS-1102A

输出端子和负载之间. 

 

 最大 反向电压:  600 V 或 更高 

 最大正向电流: 15 A 或更大 (100 V 范围). 7.5 A 或更大(200 V 范围) 

 

a) 电容负载 如电容 (大约 50 F 或更大) 和 DC-DC 转换器  

 当电容负载充电后，电压的改变越大，充电电流就越大。尽管峰值电流限制开启，但是

输出电流可能还是会过大，这取决于负载，因此导致由于过载电流保护功能而关闭输出。  
 

 为避免以上状况. 逐步降低设定电压，这样单位时间内的电压改变值会减小，或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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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扫描功能.  

 

  尽管输出电压已经降低，为防止电流从负载流向 APS-1102A 输出端，需要连接一个保护

二极管。连接方式如图 Figure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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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二极管被连接， 不消耗功率的负载会保持充电状态， 负载的电压也许会由于过冲

稍微高一些，要小心的监控这个电压. 

 

 

 

 

 

 

 

 

Figure 4-1.  二极管模块的连接 

 

b) 感性负载，如电感。 

 当电流突然停止流动时，电感负载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势。 比如说输出突然关闭时。这

时需要一个回流二极管来吸收反向电势。 

 连接一个与负载并联的回流二极管. 如下图所示 Figure 4-2. 

 

 

 

 

 

 

 

 

Figure 4-2.  连接回流二极管 

 

4.1.2 选择 输出 模式 (AC+DC-INT 模式) 

 选择输出 模式.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APS-1102

A 

Block diode 

Capacitor 

Lo 

Hi 

APS-1102

A2 

Backflow diode 

Inductor 

Lo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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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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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图.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AC+DC-INT”.   

 

 

 

 

ENTERCANCEL

 

Cursor 

 
 

4. 按  
ENTER

 键  设置  AC+DC-INT 模式.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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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设置  输出 电压 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作为 输出 电压 范围.   

如表 4-2所示.  可根据输出电压的不同设置输出范围.   

 

表 4-2.  根据输出 电压设置 范围 

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 V 范围  Unit 

DC 电压    200.0 ~ +200.0 400.0 ~ +400.0 V 

AC 电压  
SIN/SQU 0.0  ~140.0 0.0 ~ 280.0 Vrms 

ARB1 ~ ARB16 0.0 ~ 400.0 0.0 ~ 800.0 Vp-p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10.0 ~ +42.0 +5.0 ~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负) 42.0  ~ 10.0 21.0 ~ 5.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0 ~ 10.5 1.0 ~ 5.3 A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5.0 ~ +200.0 +10.0 ~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200.0 ~ 5.0 400.0 ~ 10.0 V 

外部 输入 增益  0.0 ~ 200.0 0.0 ~ 400.0 times 

 

 选择 输出 电压 范围.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 

当正在输出时.不可改变输出电压 范围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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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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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100 V 或 200 V.   

 

 

 

 

ENTERCANCEL

 

 
 

 

. 按  
ENTER

  键.     图标 会在状态 窗口中显示出来 .   

 

 

 

 

ENTERCANCEL

 

 

 

   图标 显示数秒后.输出电压范围就会变化为设定的值 

 改变输出电压范围大概需要 8 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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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设置  输出 电压  

输出范围可以按照如下设置:   

 

表 4-3.  在 AC+DC 模式下的 输出 电压 设置 范围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DC 电压  
100 V 范围   200.0  ~ +200.0 V 0.1 V 

200 V 范围   400.0 ~ +400.0 V 0.1 V 

 AC 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 14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16 0.0 ~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 28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16 0.0 ~  800.0 Vp-p 0.1 Vp-p 

 

输出可以被设置，这样 AC 电压 就可以叠加在 DC 电压上.   

 根据 AC 电压波形设置的不同，AC 电压设置的单位也会不同。 

当选择的 AC 电压 波形 为 SIN/SQU 时，  AC 电压 设置的单位为 Vrms，而为 ARB1 到 ARB16

时，单位为 Vp-p 。 

 

 选择输出电压. 在 SET 菜单中选择  “DC 电压”  或  “AC 电压”，并 设置一个数值.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或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修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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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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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和  键移动光标到需要改变的数位. 用旋钮改变值的大小，数值立即显示在输出

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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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设置叠加 AC 的输出 频率 

 设置  输出 频率. 在 SET 菜单下设置数值标记   。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于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修改框图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至需要改变的数位，用旋钮改变值的大小，数值会立即显示在输

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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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设置叠加 AC 波形  

可选择正弦 波(SIN)、方 波(SQU). 和 任意 波形 (ARB)，共 16 种类型。 

任意 波形是通过 USB 传输的数据产生的.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任意波形输出”. 详细介绍任意波。  

 选择波形.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选择框图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要输出的波形。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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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ENTER

  键 选择 波形.   

 

 

 

 

ENTERCANCEL

 

 

 

 

4.1.7 使用测量功能  

测量值会显示在测量窗口屏幕上. 可以对输出状态进行监测. 

 

a) 测量值 窗口  

 

Figure 4-3.  测量值 窗口举例 (在 AC+DC 模式) 

 

当测量值超出了范围，会在数值处显示“-----”。 

选择 “AVG” 仅测量 DC 成份. 或 选择  “RMS”测量 DC 和 AC 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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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择 测量 显示 

在 RMS、 AVG、PEAK 中选择一个作为要显示的测量电流 和电压值。  

 

 选择测量显示时，在 MISC 菜单 下选择“MEASURE”。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到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MISC 菜单.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MEASURE”.   

 

 

 

 

ENTERCANCEL

 

 

 

3.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选择框图.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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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测量显示选项。  

 选择 “AVG” 仅测量 DC 电源.   

 

 

 

 

ENTERCANCEL

 

 
 

 

5. 按  
ENTER

  键  设置  选择的测量 显示.   

 

 

 

 

ENTERCANCEL

 

 

 

 虽然谐波电流测量 (HC1 ~ HC4)同样显示在选择图框里，但在 AC+DC 模式下是不可以

选择的。在 AC 内部模式(AC-INT)下，只有频率设置 为 50.0 Hz 或 60.0 Hz.时，才可以

选择测量谐波电流 。 

  See “4.3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6. 按 TOP MENU 键 或 CANCEL 键返回到 SET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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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量浪涌电流 

4.2.1 浪涌电流  

对于一个输入电路上包含电容输入整流器电子产品来说.电源开启后会在一个短暂时间内出现

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情况.这个电流就是浪涌电流。 

如果没有瞬间这么大的电流，提供给电路的电源就不够大，甚至电路都不足以开始工作。 

另一方面来说.当这么大的电流通过电源线时.电源电压会降低，这是由于电源线的阻抗导致电

压。有一个标准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这种影响。 

 

 

 浪涌电流举例 

 一个电钻 

 (额定 100 V AC/380 W) 

 最高:  电压 (100 V/div) 

 最低:  浪涌电流 (10 A/div) 

 

即使对一个小电转.当电源开启时突发电流也会有 15 Apk . 因为额定电流只有 3.8 A，这意味着

电流增加了 4 倍。 

 

 APS-1102A 可以支持比额定电流大 4 陪的电流，所以不需要换大容量的电源线。 (对一个电容

输入电路 CF =  4 或更小).   

AC输出电压初始相位可以在 0.0 到 359.9 (最小单位0.1)范围内调节. 所以使用者可以监控各

种相位下的负载浪涌电流。峰值保持测量功能可以测量某时间的峰值最大电流值. 

 

当测量浪涌电流时.设置电流峰值阈限为最大.如果阈限设置过低.测量的突发电流也许就不正

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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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设置输出时的相位 

设置输出时的相位， 在 SET 菜单中选择  “输出时的相位” ，并设置数值。   

要改变输出时的相位，请先关闭输出。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修改框图.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需要修改的数值上，用旋钮改变值的大小，设置值会立即在

输出上显示出来.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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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设置峰值的测量显示 

设置测量电流显示值为峰值(PEAK).   

 

改变显示的电流测量值，在 MISC 菜单 下选择 “MEASURE” 。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到   图标. 之后 按  
ENTER

 键.   

 

 

 

 

ENTERCANCEL

 

Cursor 

 

 

  MISC 菜单 就会 显示出来.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到 “MEASURE”.  按  
ENTER

 键.   

   选择框图就被显示.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到 “PEAK”. 按  
ENTER

 键.   

 这个设置 了测量 显示为峰值 (P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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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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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TOP MENU 键或 CANCEL 键返回 SET 菜单。 

  测量 值 窗口显示 峰 值 设置.   

 

 

 

 

 

Peak value 

Peak hold value  

 

 

4.2.4 重设  峰值 电流 保持 值  

 APS-1102A 具有重设峰值 电流 保持 值的功能.   

重设后峰值电流保持值为 0 Apk。在下一次重设前，最大峰值电流会一直更新。 

电流 峰值的重设会在电源开启时自动执行。  

 

重设  峰值 电流 保持 值. 在 MISC 菜单 下选择 “MEASURE”.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按  
ENTER

 键.   

 

 

 

 

ENTERCANCEL

 

Cursor 

 

  MISC 菜单会显示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4-25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到“RESET Ipkh…”， 之后按  
ENTER

 键.   

   EXEC 图框会被显示.   

 

 

 
ENTERCANCEL

 

 

EXEC box 

 

 

3. 当 “EXEC” 显示时. 按  
ENTER

 键.   

   峰值 电流 保持 值 就被重设。   

 

 

 

 

ENTERCANCEL

 

 

 

4. 按 TOP MENU 键 CANCEL 键返回 SET 菜单。 

  测量窗口中的峰值 电流 保持 值变为 0 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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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谐波电流测量  

开关电源在消费类和工业产品中广泛运用.  在电容输入型整流器电路中使用这样的输入电源线，

具有一些缺点:如输入电流严重失真并且产生大量谐波电流. 当这样的电流在电源线上时.仪器会

产生操作失误.如电压失真.会导致过热而产生事故. 

 APS-1102A 具有测试谐波 电流的功能。该测试并不遵从 IEC 标准. 

 

该测量只能在 AC-INT 模式下并且基波(面板 频率 设置) 为 50 Hz 或 60 Hz 的条件下进行.  谐波 电

流 RM S 绝对值和 占基波多少百分比都会显示到第 40 次谐波。(2 kHz 在 50 Hz 基波).  

当进行谐波 电流 测量时，RMS 值. 平均 DC. 和 峰值测量都不会进行  反之，当 测量 RMS 值. 平

均 DC. 或 峰值时，谐波 电流 测量不能进行。  

 

a)改变 谐波 测量 窗口 

观察谐波 测量 窗口. 在 MISC 菜单选择 “MEASURE” .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或    图标.之后按  
ENTER

  键.   

 

 

 

 

ENTERCANCEL

 

Cursor 

 

  MISC 菜单会显示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到  “MEASURE”. 之后 按  
ENTER

  键.   

  选择的框图就被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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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4-28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 到谐波命令处. 之后按  
ENTER

  键. 

 

 

 

 

ENTERCANCEL

 

 

 

当 HC1 到 HC4 被选择后. 下述谐波电流测量值会被显示   

  显示谐波倍数 (XXth)会根据范围而改变.  在每个范围内测量数据会显示 10行.   

  HC1:  1st 到 10th 

  HC2:  11th 到  20th 

  HC3:  21st 到  30th 

  HC4:  31st 到 40
th
  

显示谐波倍数 (XXth)会根据范围而改变.  在每个范围内测量数据会显示 10 行.   

 

 

Figure 4-4.  谐波 测量 窗口 显示举例 

 

4. 按   或   键 在  HC1. HC2. HC3. 和 HC4 屏幕之间切换.   

5. 按   键 结束谐波 测量 并返回主 菜单 (正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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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使用序列功能  

4.4.1 序列操作  

当 APS-1102A 序列能被使用时.输出形式就可以自由编程定义.   

举例来说. 在汽车电子电压变化测试中，需要不停改变电压输出形式，只要在测试之前进行编程，

测试就可以通过一次系列操作完成.   

 

在序列编程操作中 ，无论是 APS-1102A 内建的 DC，正弦 波和 方 波，还是通过 USB 接口捕捉

的任意 波形 (16 类型)，这些波形都可以产生。 最大 步骤 数目是 255.  在每一个 步骤中. 波形. 电

平. 和持续时间都可以设置.同时也可以选择连续/保持/扫描.  另外. 序列可以重复 1 到 999 次 (或恒

量)  。APS-1102A 同样有其他功能. 比如说在序列操作中转到分支到具体步骤，以及序列的开始

终止和保持。 

数据会自动保存在序列内存中.  

以上序列功能可以在 AC-INT 模式或 AC+DC-INT 模式下使用。 

 

序列号: 保留给每个操作 模式 (AC/AC+DC) 和 每个 输出 电压 范围 (100 V/200 V).   

步骤号: 1 到 255 (每序列) 

步骤 时间: 0.1 ms  到 999.9999 s (分辨率 0.1 ms 或 0.0001 s) 

操作 步骤:  常数.保持.线扫描 

参数:  DC 电压
Note，AC 电压

Note，频率，波形，相位 (开始、结束)，步骤 同步 输

出 (2 位) 

跳转时间: 1 到 999 或 恒量  

序列 控制:  开始: 开始一个 序列.   

 终止: 终止一个序列.   

 保持:   保持 当前设置.  当序列重新开始时，继续该设置。 

 分路:  分路到某具体步骤 

 

注意  当编辑序列数据时. AC 电压和 DC 电压设置 范围由输出 电压 范围决定. 

当输出关闭时，序列控制功能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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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序列  

一个序列由至少 2 个步骤组成 ( 最小单元是 1 个步骤).   

 

b) 步骤  

在每个步骤中都会指定步骤 执行 参数 和 步骤转换参数.   

当没有执行序列时（ 如在正常 输出模式下).这些参数 会以相同方式设定.  因此正常输出 模式

称为 正常输出 步骤。 

步骤参数在方括号内附注([])，见下表。   

 

每个步骤的执行参数 定义了  输出 以及其它。  

 

表 4-4.  步骤执行参数  

 

[输出参数] 

 DC 电压  

 AC 电压  

 频率  

 波形 (SIN/SQU/ARB1 ~ ARB16) 

 相位 (开始 相位) 

 步骤 同步 输出  

[步骤操作类型] 

 下面定义了与输出有关的参数。  

 

 常数 (CONST: 具体输出参数的值.) 

 扫描 (SWEEP: 在指定步骤时间，从上一步结束值到定义的输出值

进行的线性扫描.) 

 保持 (KEEP
Note

: 输出上一步骤结束值。) 

 

Note 当 [步骤 操作 类型] 为 KEEP 时，[输出参数]设置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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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转换参数会定义 下个 步骤和时间.   

 

表 4-5.  步骤转换参数 

  

[步骤 时间] 指定时间 

[步骤 结束相位] 设置 步骤 结束相位是启动或关闭.   

[步骤 结束] 

 以下参数会在步骤结束时定义.   

 继续序列 (CONT) 

 保持 (HOLD) 

 空闲(STOP) 

[跳转步骤] 

 在当前步骤结束时跳转到其它某步骤，以下参数定义该目标步骤。 

 跳转到任意 步骤 (1 到 255) 

 跳转到下一个 步骤 (0) 

[跳转次数] 

 下述参数定义一个循环，该循环由 [跳转步骤]设置跳转目的步骤，并且

定义循环次数。  

 具体次数 (1 ~ 999) 

 无限制 (0) 

[分支步骤] 

 以下参数定义了分支操作的目标步骤。   

 改变为任意步骤数(1 到 255) 

 无变化，继续进行(0) 

 

在空闲状态下正常输出时，收到开始命令后从第一步进行，之后根据指定序列跳转。 

如果 [跳转步骤]没有设定 (=  0).  步骤就会按照序列步骤顺序跳转。而如果跳转步骤被指定了.序

列就根据设置值跳转到指定步骤上。  

 

当超过步骤时间后，该步骤执行结束。 

如果[步骤结束相位]功能启动，在超过【步骤时间】并且 [步骤结束相位]值为(0)  时，步骤结束。 

 

如果[步骤结束]和 [步骤跳转] 同时被定义，[步骤结束]优先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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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步骤转换举例 如下  

 

<START> 

Output parameters 

Time 
Normal output 

step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s 1, 2 

Step 3 

 

Figure 4-5.  基本 步骤转换举例  

c) 序列 模式 

Figure 4-6表示一个模式转换的序列操作.   

 

 

Idle mode  

(normal output) 

Output on 

Run mode  

(sequence  

execution) 

Hold mode 

(pause) 

<Start> 

<Stop> 

<Stop> 

<Hold> 

<Start> 

 

Figure 4-6. 序列 模式转换的模块图示  

 

模式同样可以按照 [步骤结束]进行。.   

 

表 4-6.  序列 模式 

 

空闲模式 正常输出下的模式。  

运行 模式 序列执行时的模式。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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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模式 
序列 暂停模式.   

当<保持>设置时，保持该时间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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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序列 控制  

 下面描述了序列操作如何控制.  操作见方形括号内(<  >).   

 

表 4-7.  序列 控制  
 

<Start> 

设置运行 模式.   

在空闲模式下进行< Start >操作后， 序列从步骤 1 开始执行。  

在保持 模式下进行< Start >操作后，序列 从暂停处继续执行。  

当在[步骤结束]参数中设置了<Hold> 模式, 进行<开始> 操作后，序列 从[跳

转步骤]指定的目标步骤开始继续执行。 

<Hold> 从 运行 模式变为 保持 模式.   

<Stop> 

切换为空闲模式.   

立即变为正常 输出 步骤.   

这时，执行< Stop > 后的当前值被保留在正常输出步骤[输出 参数] 内。 

当<终止> 发生时，如果电压和频率超过设置的极限范围时，该值会被设置为

极限下限值。 

<Branch> 
跳转到[分支步骤]指定的目标步骤. 

  当  <分支>进行[分支步骤] 操作时，输出会改变。 

 

 

<Hold> 

<Start> 

Step 2 settings 

• Final value 

• Step time 

 Step 1  Step 2 Time  Step 3 

Output parameter 

 

Figure 4-7.  从保持 模式到  <开始>的序列 操作举例   

 

 

 Step 1  Step 2  Step 5 

Output parameter 

Step 2 settings 

• Final value 

• Step time 

• Branch step 5 
 

 Time 

Step 5 settings 

• Final value from previous step is used 

<Branch> 

 

Figure 4-8.  < Branch >序列 操作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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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序列循环  

一个完整的序列或者序列中的某些步骤都可以作为一个循环序列。该循环执行是根据每个序

列步骤中的【跳转步骤】和【跳转时间】来执行的。计算跳转次数的计数器功能可以使得多

重循环能够实现。 

Figure 4-9  下面列举了具体循环模式和转换步骤 

 

 

Step 4 

 [jump step] 0 

 [jump times] NoCare 

   ： 

Step 5 

 [jump step] 0 

 [jump times] NoCare 

   ： 

Step 6 

 [jump step] 5 

 [jump times] 10 

   ： 

Step7 

 [jump step] 4 

 [jump times] 3 

   ： 

Specified times (10 times) 

Changes to [jump step] 

Specified times (10 times) 

Changes to next step 

number after jump 

Specified times (3 times) 

Changes to [jump step] 

 

 

Figure 4-9. 循环具体模式及转换步骤举例 

 

 

[跳转次数] 表示跳转发生的次数.  因此. 循环次数 =  跳转次数 + 1. 

举例来说：步骤6有10 次跳转. 所以当执行 步骤 5 和 步骤 6 时. 次数 =  11.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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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步骤 同步 输出  

该执行步骤中指定的代码输出到外部控制 I/O 连接器。然而，在正常输出步骤下输出为 0 .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synchronized output 

Time Step 4 Step 5 

0 

1 

[Step synchronized output] 0 1 0 0 1 

Bit 0 

 

 

Figure 4-10.  同步 输出举例  

 

g) 步骤终止相位 设置 

当启用步骤终止相位时， 步骤 执行时间如下。  

 

 步骤 执行 时间 = 设置 步骤 时间 + 叠加 AC 相位变为 0 

 

超过设置 步骤 时间 后.  以上的设置在 随后的 操作中仍然保留。   

 

 

Figure 4-11.  等待 相位为 0°中的序列 操作 

 

 

Value set for this step 

Set value is  
retained. 

SWEEP 

Time set by [step time] Wait time for  
0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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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序列设置 

序列 设置 描述如下。  

 

 输入的每步骤都是通过 控制 面板  

 在 PC 上的编程. 用 USB 传输 到 APS-1102A 

 通过控制软件.编辑和传输序列数据。 

 

关于序列操作的编程信息描述.详见  See “4.4.3 编程序列”  

关于控制软件的描述.详见   控制软件用户手册 

 

 控制 面板的操作描述如下。 .   

 

 操作 步骤 

为显示  序列 菜单. 在 MISC 菜单 下选择“SEQUENCE”。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MISC 菜单.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SEQUENCE”.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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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ENTER

 键  显示  序列 屏幕.   

 

 

 
ENTERCANCEL

 

  

 

4. 按   或   键  选择 要进行的 操作  。 

  控制 序列 操作:  选择 “CONTROL…”.   

 (  See “4.4.4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Note 当输出为关闭时.此项不能选择。  

 

  编程 一个序列:   选择 “PROGRAM”.   

 (  See “4.4.3  变成序列”.) 

 

  控制 序列 内存:  选择 “MEMORY…”.   

 (  See “4.4.5  清空序列内存”.) 

 

 

 

 

 

ENTERCANCEL

 

 
 

 

5. 按  
ENTER

 键  显示  目标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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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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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编程序列 

在 SEQUENCE 屏幕下选择“PROGRAM” .会显示 PROGRAM 屏幕。序列 根据各种屏幕中的各种

设置进行编程。改变 SEQUENCE 屏幕.输出模式必须先切换为 AC-INT 或 AC+DC-INT.   

每步骤都要进行输入确认。 

表 4-8  表 4-8.  PROGRAM 屏幕中的设置项目 (1/3) 

名称 Item 操作 

STEP 设定 数值  
设置指定的步骤数。  

  设置 范围:  1 ～ 255 

TIME 设定 时间  

设置指定步骤的设设置时间。  

  设置 范围: 0.0001 s ～ 999.9999 s 

  设置 分辨率: 0.0001 s (=  0.1 ms) 

   时间单位可以通过 SYSTEM 菜单的 “TIME UNIT” 设

置.可以选择 “s” 和 “ms” 。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时间单位设置”.   

DC VOLT 

(AC+DC-INT 

only) 

DC 电压 值 

设置 AC+DC 模式的 DC 电压 值。 

 设置范围取决于编辑 序列数据时的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0 V～  +200.0 V 

 200 V 范围:  400.0 V ～ +400.0 V 

    设置 分辨率:  0.1 V 

DC 操作 类型 

设置改变指定 DC 电压 值的方法。 

选择下面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指定 值 

 KEEP: 输出上 步骤 得出的值 

 SWEEP: 以上个 步骤结束时的值开始.然后进行线性

扫描用于输出本步骤结束时的值.。  

AC VOLT AC 电压 值 

设置  AC 电压 值.   

 设置范围取决于编辑  序列 数据时的档位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0.0 Vrms ～ 140.0 Vrms 

     0.0 Vp-p ～ 400.0 Vp-p 

   200 V 范围: 0.0 Vrms～ 280.0 Vrms 

     0.0 V p-p～  800.0 Vp-p 

 设置 分辨率:  0.1 Vrms/0.1 Vp-p 

  只有当选择任意波时.电压 值才可以设置为 “V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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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操作 类型 

设置用于改变 AC 电压 值的方法。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 指定值 

 KEEP: 输出上步骤结束时的值 

 SWEEP: 以上个 步骤结束时的值开始.然后进行线性

扫描用于输出本步骤结束时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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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PROGRAM 屏幕中的选项 (2/3) 

名称  操作 

FREQ 

AC 频率  

设置  AC 频率.   

  设置 范围: 1.0 Hz ～ 550.0 Hz 

  设置 分辨率: 0.1 Hz 

AC 频率 操作 类型 

设置用于改变频率的方法。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 指定值 

 KEEP: 输出上步骤结束时的值 

 SWEEP: 以上个 步骤结束时的值开始.然后进行线性

扫描用于输出本步骤结束时的值。 

WAVE 

波形  
选择任意 波形输出.   

  设置 范围:  SIN/SQU/ARB1 ～ ARB16 

波形 操作 类型 

设置用于改变波形的方法。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 指定值 

 KEEP: 输出上步骤结束时的值 

 SWEEP: 以上个 步骤结束时的值开始.然后进行线性

扫描用于输出本步骤结束时的值。 

PHS 

相位  

设置输出 初始 相位.   

  设置 范围: 0.0 ～ 359.9 

  设置 分辨率: 0.1 

相位 操作 类型 

设置用于改变相位的方法。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 指定值 

 KEEP: 输出上步骤结束时的值  

SYNC CODE 步骤 同步 输出  

设置同步执行的输出代码 (2 bits)  。  序列 步骤 transitions 

can 检查由监测步骤 同步 输出.   

Bit 0 由外部 控制 I/O 连接器的管脚 5 (DOUT5) 输出. bit 

1 由于 pin 6 (DOUT6)输出。   

选择下面四种同步 输出方式的一种。 (按“bit 1. bit 0”顺

序).   

在闲置模式下. 这些值为 “0. 0”.   

 0. 0 

 0. 1 

 1.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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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同步 输出 操作 

类型 

设定  输出 方法为同步 输出.   

选择下面两者其一。 

 CONST:  输出代码 

 KEEP: 输出 与上 步骤 相同的代码。 

STOP PHS 

步骤 end 相位使能 

设置 步骤 end 相位为启用或禁用。 

  选择下面两者其一。  

 DISABLE (相位 取决于设定时间) 

 ENABLE  

 步骤 end 相位  

设置 s 步骤 end 相位.   

  设置 范围: 0.0～  359.9 

  设置 分辨率: 0.1 

 列出了  PROGRAM 屏幕中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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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PROGRAM 屏幕中的设置项目 (1/3) 

名称 Item 操作 

STEP 设定 数值  
设置指定的步骤数。  

  设置 范围:  1 ～ 255 

TIME 设定 时间  

设置指定步骤的设设置时间。  

  设置 范围: 0.0001 s ～ 999.9999 s 

  设置 分辨率: 0.0001 s (=  0.1 ms) 

   时间单位可以通过 SYSTEM 菜单的 “TIME UNIT” 设

置.可以选择 “s” 和 “ms” 。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时间单位设置”.   

DC VOLT 

(AC+DC-INT 

only) 

DC 电压 值 

设置 AC+DC 模式的 DC 电压 值。 

 设置范围取决于编辑 序列数据时的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0 V～  +200.0 V 

 200 V 范围:  400.0 V ～ +400.0 V 

    设置 分辨率:  0.1 V 

DC 操作 类型 

设置改变指定 DC 电压 值的方法。 

选择下面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指定 值 

 KEEP: 输出上 步骤 得出的值 

 SWEEP: 以上个 步骤结束时的值开始.然后进行线性

扫描用于输出本步骤结束时的值.。  

AC VOLT 

AC 电压 值 

设置  AC 电压 值.   

 设置范围取决于编辑  序列 数据时的档位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0.0 Vrms ～ 140.0 Vrms 

     0.0 Vp-p ～ 400.0 Vp-p 

   200 V 范围: 0.0 Vrms～ 280.0 Vrms 

     0.0 V p-p～  800.0 Vp-p 

 设置 分辨率:  0.1 Vrms/0.1 Vp-p 

  只有当选择任意波时.电压 值才可以设置为 “Vp-p”  

AC 操作 类型 

设置用于改变 AC 电压 值的方法。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 指定值 

 KEEP: 输出上步骤结束时的值 

 SWEEP: 以上个 步骤结束时的值开始.然后进行线性

扫描用于输出本步骤结束时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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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PROGRAM 屏幕中的选项 (2/3) 

名称  操作 

FREQ 

AC 频率  

设置  AC 频率.   

  设置 范围: 1.0 Hz ～ 550.0 Hz 

  设置 分辨率: 0.1 Hz 

AC 频率 操作 类型 

设置用于改变频率的方法。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 指定值 

 KEEP: 输出上步骤结束时的值 

 SWEEP: 以上个 步骤结束时的值开始.然后进行线性

扫描用于输出本步骤结束时的值。 

WAVE 

波形  
选择任意 波形输出.   

  设置 范围:  SIN/SQU/ARB1 ～ ARB16 

波形 操作 类型 

设置用于改变波形的方法。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 指定值 

 KEEP: 输出上步骤结束时的值 

 SWEEP: 以上个 步骤结束时的值开始.然后进行线性

扫描用于输出本步骤结束时的值。 

PHS 

相位  

设置输出 初始 相位.   

  设置 范围: 0.0 ～ 359.9 

  设置 分辨率: 0.1 

相位 操作 类型 

设置用于改变相位的方法。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   

 CONST: 输出 指定值 

 KEEP: 输出上步骤结束时的值  

SYNC CODE 步骤 同步 输出  

设置同步执行的输出代码 (2 bits)  。  序列 步骤 transitions 

can 检查由监测步骤 同步 输出.   

Bit 0 由外部 控制 I/O 连接器的管脚 5 (DOUT5) 输出. bit 

1 由于 pin 6 (DOUT6)输出。   

选择下面四种同步 输出方式的一种。 (按“bit 1. bit 0”顺

序).   

在闲置模式下. 这些值为 “0. 0”.   

 0. 0 

 0. 1 

 1. 0 

 1. 1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4-50 

步骤 同步 输出 操作 

类型 

设定  输出 方法为同步 输出.   

选择下面两者其一。 

 CONST:  输出代码 

 KEEP: 输出 与上 步骤 相同的代码。 

STOP PHS 

步骤 end 相位使能 

设置 步骤 end 相位为启用或禁用。 

  选择下面两者其一。  

 DISABLE (相位 取决于设定时间) 

 ENABLE  

 步骤 end 相位  

设置 s 步骤 end 相位.   

  设置 范围: 0.0～  359.9 

  设置 分辨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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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PROGRAM 屏幕中的项目设置 (3/3) 

名称 Item 操作 

STEP TERM 步骤 end 

设置 end of 步骤后的操作。 

选择下面其一  

 CONT: 序列 延续 

 终止: 改变为闲置模式 

 保持: 改变为 保持 模式 

JUMP STEP 跳转  

设置上步骤结束后的设定数值.   

 0: 继续进行下面的设定数值 

 1 ～ 255: 跳转到指定的设定值 

JUMP NUM 跳转时间  

设置由 JUMP STEP 指定的跳转操作数值。.   

 0: 无限制跳转 

 1～  999: 指定跳转数  

BRANCH0 分支 步骤 0 

设置触发输入开启时的跳转设定值  

有两种分支步骤可以选择:  BRANCH0 和 BRANCH1.   

[命令举例] 

当跳转的少许扫描后设置 STOP.使用户可以将数据保

存至安全区域。   

 0: 分步操作开启 

 1～  255: 跳转至指定设定值  

BRANCH1 分支 步骤 1 

 

  PROGRAM 屏幕中的每个设置步骤如下。  

 

 操作 步骤 <1> 

通过下面的操作对下列参数进行设置.分别是设定数值 (STEP). 设定时间(TIME). DC 电压 (仅

DC VOLT. AC+DC 模式). AC 电压 (AC VOLT).  AC 频率 (FREQ). 相位 (PHS). 步骤 end 相位 

(STOP PHS). 跳转 步骤 (JUMP STEP). 跳转时间 (JUMP NUM). 和 分支 

(BRANCH0/BRANCH1)。   

 

 以输入设定时间(TIME)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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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  SEQUENCE 屏幕 并显示  PROGRAM 屏幕.   

 关于显示 PROGRAM 屏幕的步骤.详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TIME”.   

 

 

 

 

ENTERCANCEL

 

Cursor 

 

 

3.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4.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至要修改值的位置.用  MODIFY 旋钮 设置数 值的大小.  设置 值 

会立即显示出来。  

 

 

 

 

  

Increase Decrease 

 

 

5. 用以上步骤  设置其它值。  

 

6. 设置完所有值后.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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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2> 

通过下面的操作对下列参数进行设置.分别是 DC 电压 操作 类型 (仅 AC+DC 模式). AC 电压 操

作 类型. 频率 操作 类型. 波形 (WAVE). 波形 操作 类型. 相位 操作 类型. 步骤 同步 输出 

(SYNC CODE). 步骤 同步 输出 操作 类型. 步骤 end 相位 使能 (STOP PHS). 和 步骤 end (STEP 

TERM) 。 

 

以下的 举例为当进入步骤结束设置((STEP TERM) 。  

 

1. Open  序列 屏幕 和 显示  PROGRAM 屏幕.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f 或 步骤 f 或 显示 ing  PROGRAM 

屏幕.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STEP TERM”.   

 

 

 

 

ENTERCANCEL

 Cursor 

 

3.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4.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要 设置的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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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5. 按  
ENTER

  键 在步骤结束时设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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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序列操作控制  

在 SEQUENCE 屏幕下的 CONTROL项目用于控制序列操作。 

只有当输出时.序列才能输出。通常.只有输出打开时.才能 进行序列选择框操作。 

表 4-11 列出了 控制 选择框的项目。 

 

表 4-11.控制 选择框的项目 

 

 选择框项目 操作 

START 开始序列 操作.  进入 运行 模式.   

STOP 终止 序列 操作.  进入闲置模式.   

HOLD 暂停 序列 操作. 进入 保持 模式.   

BRAN0 Branches   步骤 specified by  branch 步骤.   

If  branch 步骤 is not specified. it is ign 或 ed.   
BRAN1 

 

 操作 步骤 如下。 

 

a) 菜单操作时 

 操作 步骤 

1. 当输出为打开时.打开 SEQUENCE 屏幕并且显示 CONTROL 选择框。  

 显示 CONTROL 选择框的步骤.详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要设置的操作 。 

 

 

 

 

ENTERCANCEL

 

 

 

3. 按  
ENTER

  键进行选择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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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操作快捷键 

操作 步骤  

 控制 of 序列 操作. can also be perf 或 med with  sh 或 tcut 键 s at  botm of  控制 面板.   

 开始. 终止. 和 保持 键 s under “序列” c 或 respond  items in  控制 选择 ion box.  Sh 或 tcut 键 s 

cannot be used  控制 branching.   

 

Sequence shortcut keys 5.2.6

 

Figure 4-12.  序列 快捷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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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清除 序列 存储 

数据自动保存至内存中.对于 100V 档位和 200V 档位.在 AC-INT 和 AC+DC-INT 模式下.都可以单

独的保存序列数据。 

清除内存数据时.使用 SEQUENCE 屏幕下的“MEMORY…” 。 

 

 操作 步骤 如下。 

 

 操作 步骤 

 

1. 打开  SEQUENCE 屏幕 并 显示  MEMORY EXEC 框.   

关于 MEMORY EXEC 框的序列显示.详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  

 

2. 按  
ENTER

 键  显示  EXEC box .   

 

 

 

 

ENTERCANCEL

 

EXEC box 

 

 

3.  选择“CLEAR”后. 如果 按下 
ENTER

 键 .整个序列内存被清空。  

 内部清空操作过程中. (持续 5 ~ 6 秒钟) 键. 输入键可以被接收.但是只有清空完成后.键的

操作才能执行。  

 清空后.初始值被设置 .  (  See “3.2 开机后的显示和初始化设置”.)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4-58 

4.4.6 序列 操作设置举例 

下面描述了设置一条新的序列的步骤.以 表 4-12中的 transition 为例.时间单位为秒。(关于时间单

位的改变.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时间单位设置”) 

 

 

Figure 4-13.  步骤 Transition 举例 (during AC+DC-INT 模式) 

 

表 4-12.  编程 设置 

 

步骤 Number 1 2 3 4 5 6 

 步骤 time (TIME) 0.1 0.2 0.1 0.2 0.2 0.3 

 DC 电压 (DC VOLT) 25. 0 25. 0 75. 0 50. 0 100. 0 0.0 

 DC 电压 操作 类型  SWEEP KEEP CONST SWEEP SWEEP SWEEP 

 步骤 end (步骤 TERM) CONT CONT CONT CONT CONT 终止 

 Jump 步骤 (JUMP 步骤) 0 0 0 2 0 0 

 Jump times (JUMP NUM) 1 1 1 1 1 1 

 Branch 0 (BRANCH0) 0 0 0 0 6 0 

 步骤 time (TIME) 0.1 0.2 0.1 0.2 0.2 0.3 

 

Since jump 步骤 = 2 has been 设置 at 步骤 4. a jump  步骤 2 oc 光标 after 步骤 4 is completed (<1> in 

Figure 4-13).  At that time. a conflict exists between  步骤 2 设置. which are f 或 both DC 电压 值 (25.0 

V) 和 DC 电压 操作 类型 (kept at 50.0 V). but since  操作 类型 设置 always takes pri 或 ity. only  DC 电

Step 1 
(0.1 s) 

Step 2 
(0.2 s) 

Step 3 
(0.1 s) 

Step 4 
(0.2 s) 

Step 2 
(0.2 s) 

Step 3 
(0.1 s) 

Step 4 
(0.2 s) 

Step 5 
(0.2 s) 

Step 6 
(0.3 s) 

<1> <2> 

<3> 

Time 

Jump to step 2 
“KEEP” setting 
is valid. 

Jump to step 6 
upon external 
trigger input. 

100.0 V 

75.0 V 

50.0 V 

25.0 V 

0.0 V 

Output  
voltage 

Setp 5 setting 
value 

Trigger input Sequence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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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值 = 50.0 V is valid.   

Since jump times = 1 has been 设置. when 步骤 4 is a 增益 completed after  jump. 控制 开关 es  步骤 5 

(<2> in Figure 4-13).   

At 步骤 5. 步骤 time = 0.2 s 和 DC 电压 值 = 100.0 have been 设置. but when trigger 输入 oc 光标 this 

步骤 控制 is 转移 red  步骤 6 (<3> in Figure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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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如下。 

 

 操作 步骤 使用 控制 面板 

1. 打开  PROGRAM 屏幕.   

 打开 PROGRAM 屏幕的步骤.参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设置 步骤 1 

 

2. 按    键  移动  光标至  “DC VOLT”.   

 

 

 

 

ENTERCANCEL

 

 

 

3. 按  
ENTER

 键  显示 修改框   

 

 

 

 

ENTERCANCEL

 

 

 

4.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至   10’s place. 然后 用  MODIFY 旋钮  设置 “2”. 下一步. 移动  光

标至  1’s place 并 用  MODIFY 旋钮  设置 “5”. 

 设置了 “25.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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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ecrease 

 

5.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6. 按   键  移动  光标至于   线性 显示“CONST” (从顶上数第四行).   

 

 

 

 

ENTERCANCEL

 

 

 

7.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8.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SWEEP”.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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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  
ENTER

 键  确认  设置.   

 

 其它项目的设置与默认设置一样.所以不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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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步骤 2 

 

10.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STEP”.   

 

11.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12.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至要改变值的位置.用 MODIFY 旋钮  设置为 “2”.   设置 值会立

即显示在输出上。 

13.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关闭修改框。  

 

14. 按   键  移动  光标至  “TIME”.   

 

15.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16.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至  0.1’s place.然后旋转 MODIFY  设置 “2”  (设置 “0.2 秒钟”).   

设置 值会立即显示在输出上。 

 

17.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18. 使用  步骤 2 到 5 的同样操作. 设置 DC VOLT =  25. 使用步骤 7 到 9 的同样操作.设置  DC 电

压 操作 类型 为“KEEP”.   

 

使用相同 操作 步骤  设置 步骤 3 和 其它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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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执行序列 操作  

一旦 序列编程结束.就开始执行序列。   

 序列 操作的执行步骤如下。  

 

a) 使用  MISC 菜单时 

 操作 步骤 

 

1. 按  TOP MENU 键 (快捷  键)返回菜单顶部。在顶部菜单中.“SET” 出现在菜单窗口的左上

方。  

  只有输出打开时.序列才执行.所以执行前一定要确认输出是否打开。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3. 按  
ENTER

 键 . 显示  MISC 菜单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OUTPUT” .   

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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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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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5. 按   键  移动  光标至  “ON”.   

 

 

 

 

ENTERCANCEL

 

 

 

6. 按  
ENTER

 键  设置 输出为打开.同时输出开关的指示灯亮。  

 

 

 

OUTPUT

 
OUTPUT

 

Output off Output on 
 

7. 选择 “SEQUENCE”. 然后按  
ENTER

 键  显示  SEQUENCE 屏幕 .   

 

 

 
ENTERCANCEL

 

  

 

 Output on/off LED 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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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   键  选择 “控制”. n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 ion box.   

 

 

 

 

ENTERCANCEL

 

 

 

9. 选择 “START”. 然后 按  
ENTER

 键  开始 执行 序列.   

 

b) 使用控制 面板上的键 

 操作 步骤  

 

1. 按  TOP MENU 返回 菜单顶部. 检查菜单中的设置. 然后 按  
OUTPUT

 键  。 

 设置了 输出打开 .同时输出开关的指示灯亮。  

 

 

 

OUTPUT

 
OUTPUT

 

Output off Output on 
 

 

2. 按  START 键 (快捷键)  开始 执行序列.    

 

 

 

 
 

 Selection box 

 Output on/off LED 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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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序列开始后的操作 

当 序列开始时.状态 图标 ( ) 会显示在状态 窗口中.表示序列正在执行。同时还有出现

信息框表示执行的步骤数。  

返回到 SET 屏幕后.如果序列正在执行.当前步骤设置不会出现在 SET 屏幕中。当序列完成时.

最后步骤得到的设置会显示。如果最后步骤的电压和频率超出设定范围限制的话.设置范围限

制值会显示出来。  

 

 
Status icon indicates that sequence 
is being executed 

 

Step number being executed 

 

 

Figure 4-14.序列 执行中的 LCD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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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使用 外部 控制 I/O 连接器  

输入到外部 控制 I/O 连接器的数字 信号可以用于控制序列和输出开关设置。序列同步输出信号从

外部控制 I/O 连接器输出。 

  APS-1102A 的状态可以通过读取由外部控制输入/输出连接器的输出信号监测。  

 See “3.3.4  外部信号输入/外部同步信号输入端子”. 

外部信号输入电平改变后.大约需要 50ms 作为最大响应时间来执行功能。对于继电器设

备.“OUTPUT ON/OFF” 要求相似的时间。 

表 4-13 列出了各个管脚的功能。  

 

表 4-13.  外部 控制 I/O 连接器功能  

 

Pin No. 输入/输出 功能 

1 输出 
输出电源开关 状态.   

0 = Off. 1 = On.   

2 输出 
输出开关的 输出状态.   

0 = Off. 1 = On.   

3 输出 
输出限制操作 状态.   

0 = Not operating. 1 = Operating.   

4 输出 
输出软件忙碌 状态.   

0 = N 或 mal 操作. 1 = Busy.   

5 输出 
步骤 同步 输出 0.   

输出  同步 输出. bit 0   

6 输出 
步骤 同步 输出 1.   

输出同步 输出 bit 1  

11 输入 
输出关闭  

设置输出 关闭.当检测到输入信号下降。   

12 输入 
输出打开.   

设置输出 打开.当检测到输入信号下降。  

13 输入 
开始 序列.   

开始序列.当检测到输入信号下降。    

14 输入 
终止 序列.   

终止序列.当检测到输入信号下降。 

15 输入 
保持 序列.   

保持 (暂停) 序列.当检测到输入信号下降。   

16 输入 
序列 分支 触发 0.   

跳转至由 BRANCH0 指定的 步骤.当检测到输入信号下降。 

17 输入 
序列 分支 触发 1.   

跳转至由 BRANCH1 指定的 步骤.当检测到输入信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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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任意波输出 

任意 波形是由通过 USB 接口.从外部计算机传输数据到任意波内存产生的。 

任意 波形可以通过控制软件编辑或传输  

关于该控制软件.详见 控制 软件用户手册  

当输出打开时..任意 波形不能改变。在改变任意波之前.确认输出已经关闭。  

 

a)  任意波容量  

 APS-1102A 包括一个作为内部信号源的 任意 波形容量.并且该容量可以通过 USB 写入.而不能

在面板屏幕上写入。 

 

 波形内存 count: 16  

 波形长度: 4096 [字] 

 波形数据: 15-位 二进制 (2’s complement 格式) 

 

波形数据的有效范围 为-16384 ~ 16383.   

如果输入小于 -16384.波形数据 clipped  -16384. 如果超过 16383.  波形 data is clipped  16383.   

当电源开关为打开时.任意波的数据保留在备用电池中。在初始设置（出厂设置）下.当内存清

除后.会产生一个正弦波. ARB1  ARB8.一个方 波  ARB9  ARB12. 和 三角波  ARB13  ARB16.   

 

b) 任意波输出 

 选择 任意 波形. 选择 SET 菜单下的  图标。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然后 按  
ENTER

 键 .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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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选择的任意 波形(“ARB1” ~ “ARB16”). 然后按  
ENTER

 键.   

 设置了选择的任意 波形.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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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APS-1102A 具有外部同步 示波器功能.。软件 PLL 功能将输出 频率与 外部 同步 TTL 信号的频率

同步.输出 频率可以与范围在 40 ~ 500 Hz 内的任何频率同步。同步相位的不同点不能 设置.   

选择外部 信号 同步 (EXT) 或 线性 同步 (LINE) 作为 外部 同步 信号 源.   

当选择线性同步时.同步与电源频率有关。  

 

 

 

Figure 4-15.  同步 TTL 信号  

 

  

0   

1   

  

Output waveform example  

External sync signal (T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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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外部 信号 同步  

 该 功能使得输出 频率与输入到后 面板 外部 同步 信号 输入端子(BNC 连接器)的信号同步。 输出 

频率可以与范围在 40 ~ 500 Hz 内的任何频率同步。.   

 

 操作 步骤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选择 外部 同步模式. 然后 设置  同步 信号 源  外部 同步 信号 

“EXT”.   

 

1. 确定输出为关闭。当输出为打开时.线性同步不能切换开关。  

  

 

 

OUTPUT

 

 

OUTPUT

 

Output on Output off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3.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然后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AC-同步” 或 

“AC+DC-SYNC”.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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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ENTER

 键  选择 要设置的模式 。 

 

 

 

 

ENTERCANCEL

 

 

 

5.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然后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6.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EXT”.然后按  
ENTER

 键.   

设置外部 同步 信号 源为  外部 同步 信号 “EXT”.   

 

 

 

 

ENTERCANCEL

 

 

 

 外部 同步的频率设置为40 ~ 500 Hz. 设置的值一定要在此范围内。.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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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线性 同步  

此 功能使得输出 频率 与交流电源线同步.输出 频率可以同步于电源线频率(50 Hz/60 Hz).   

 

 操作 步骤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选择 外部 同步模式. 然后 设置  同步 信号 源 为 线性 同步 (“LINE”).   

 

1.  执行与“4.7.1  外部 信号 同步”  中的第 2 步到第 5 步的相同操作.选择 外部 同步模式.然后

会出现选择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LINE”.  按  
ENTER

 键.   

 设置了外部 同步 信号 源为  “LINE”.   

 

 

 

 

ENTERCANCEL

 

 

 

4.8 使用 存储 功能 

各种设置保留在备用电池中.电源断电前的设置在重新开机后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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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设置中.  基本 设置 (输出 模式. 输出 范围. DC 设置. AC 设置. 输出 电流 限制. 和 设置 范围 

限制) 可以存储到 store/recall memory No. 1 ~ No. 30.并且可以调取。 

只有当输出关闭时.store/recall memory的调取操作才能执行。 

 

内存控制会通过  “MEMORY” 屏幕进行操作。选择表 4-14中的一个操作后.使用选择框以指定目

标内存数。  

当内存数指定后.此内存中存储的主要设置会显示在菜单窗口的左方。  

 

表 4-14.  MEMORY 菜单中的项目  

 

控制 面板上的指示 类型 

STORE...  用于指定内存数的存储操作。  

RECALL... 用于指定内存数的调取操作。 

CLEAR... 用于指定内存数的清除操作。 

 

 

 

 
Settings from selected 
memory are shown here 

 

Figure 4-16.  设置内存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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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在 MISC 菜单下.选择  .然后选择 “MEMORY”.用来存储.调取或清除内存.或者设置目标内

存数。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MISC 菜单.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MEMORY”.   

 

 

 

 

ENTERCANCEL

 

 

 

3. 按  
ENTER

 键  显示 MEMORY 屏幕.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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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或   键  选择要 进行的操作 。 

 

 

 

 

ENTERCANCEL

 

 
 

 

5.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6.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目标内存数。  

 

 

 

 

ENTERCANCEL

 

 

 

7. 检查  菜单 窗口左面的设置. 如果没有问题.就 按  
ENTER

 键.   

 使用到了第 4 步中的操作.用来指定内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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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外部 信号放大 

 APS-1102A 可以用作 放大器.信号通过后面板的外部信号输入端子输入.并 选择外部 信号 源 模式 

(AC-EXT 或 AC+DC-EXT).   

将外部信号源连接到后面板的 外部 信号 输入/外部 同步 信号 输入 端子 (EXT SIG IN/EXT SYNC 

IN)上. 连接时. 使用带 BNC头的同轴电缆。 输入 阻抗 为 10 k (不平衡) .  输入 频率 范围为 DC~  

550 Hz. 

 

        输出 电压 =  输入 电压 × 外部 输入 增益  

 

表 4-15.  外部 输入 增益 设置 范围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初始 值 

外部 输入 增益  
100 V 范围  0.0   200.0 0.1 100.0 

200 V 范围  0.0   400.0  0.1 200.0 

 

关于外部信号输入/外部同步信号输入端子.详见： 

     “3.3.4  外部信号输入/外部同步信号输入端子”.   

 

请在输入设置之前.务必认真阅读本部分的内容。以防止产品或负载中出现的问题。  

 

 

 

 ！   注意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4-81 

a) 可能 输出电压 设置  

 操作 步骤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如下图标.并设置 数 值.   

   “选择 输出 模式”:   选择 外部 模式 (AC-EXT 或 AC+DC-EXT).   

   “输出 电压 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设置 外部 输入 增益”:   设置 数 值.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然后 按  
ENTER

 键.   

  显示选择框.   

 

 

 

 

ENTERCANCEL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选择的模式 .然后按  
ENTER

 键.   

 设置了选择的输出 模式.   

 

 

 

 

ENTERCANCEL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然后 按  
ENTER

 键.  

 显示选择框。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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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4.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选择的 输出 电压档位. 然后 按  
ENTER

 键.  

  设置 选择的输出 电压 档位。.   

 

 

 

 

ENTERCANCEL

 

 

 

5.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然后 按  
ENTER

 键.   

  显示出修改框。  

 

 

 

 

ENTERCANCEL

 

 

 

6. 按   和  键移动光标至要改变值的位置.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立即在输出上显示出来。.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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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ecrease 

 

7. 输入所有值后.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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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号 输入 

 一旦完成上述操作和设置后.就可以设置外部输入。现在将信号源与输入信号连接。 

当 输入 信号超出最大 电压 范围时.  输出 过电压 保护 功能将会启动.这时输出会关闭.波形可

能会失真。注意输入电压和外部输入增益。  

 

 

 为避免输出电压clipping. 使输入 电压为  ±2.2 V 或 更小.   

 同样为防止该产品输入模块出现问题.不允许输入电压超出±5.5 V.   

 

 当处于使用 外部 输入 模式时. 下面的功能和键是不能使用的。.   

 输出 电压 设置  See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输出 频率 设置  See “5.3.4  设置 输出 频率”.  

 内存  See “4.8  使用 存储 功能”.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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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当处于 APS-1102A 内部 + 外部 模式时 (AC-ADD. AC+DC-ADD).  内部 信号 源 信号 可以加到 外

部 信号 输入 输出.   

当使用外部信号 源产生的信号作为信号源时. 将其连接到后 面板 上的外部 信号 输入/外部 同步 

信号 输入 端子上 (EXT SIG IN/EXT SYNC IN).。 

连接时.可以使用带 BNC 头的同轴电缆。   

 输入 阻抗为 10 kΩ (不平衡).  输入 频率 范围为 DC  ~500 Hz.   

     See “4.9  外部 信号的放大”. 

 

关于 外部信号输入/外部同步信号输入端子.详见： 

     See “3.3.4  外部信号输入/外部同步信号输入端子”.   

 输出 电压 和 输出 频率的设置范围可以限制。 

    See “0  APS-1102A 支持八种 输出 模式.见表 3-4.   输出打开时不能改变输出 模式.如果想

改变输出模式.请先关闭输出. 

 

表 3-4.  输出 模式 列表 

 

操作 模式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 模式  详见  

AC 

INT 

(内部) 
AC-INT  “3.4.2  设置 输出 模式设置” 

EXT 

(外部) 
A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AC+DC 

INT 

(内部) 
AC+DC-INT  “4.1  用作 DC 电 源使用” 

EXT 

(外部) 
AC+D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D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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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外部 同步) 
AC+D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下面以设置 AC-INT 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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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选择输出模式时.在 SET 菜单下.按图标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模式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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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两个范围，但是当处于输出状态时.输出 电压 范围不能改变. 

根据输出 电压选择范围。  

 

表 3-5.  不同输出 电压 范围 下的设置 

 

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 V 范围  单位 

DC 电压    200.0 ~ +200.0 400.0 ~ +400.0 V 

AC 电压  波形 
SIN/SQU 0.0 ~ 140.0 0.0 ~ 280.0 Vrms 

ARB1 ~ 16 0.0 ~ 400.0 0.0 ~ 800.0 Vp-p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10.0 ~ +42.0 +5.0 ~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42.0 ~ 10.0 21.0  ~5.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0 ~ 10.5 1.0 ~ 5.3 A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5.0 ~ +200.0 +10.0 ~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200.0 ~ 5.0 400.0 ~ 10.0 V 

外部 输入 增益  0.0 ~ 200.0 0.0 ~ 400.0 times 

 

 操作 步骤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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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 电压 范围.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状态框中会出现  图标 . 

 

 

 

 

ENTERCANCEL

 

Status window 

 

 

⇒   图标显示几秒后消失.输出 电压 范围设置成功..   

 改变输出 电压 范围需要八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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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波形设置 

 APS-1102A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产生 正弦 波、方 波或 任意 波形 (全部 16 种 类型)。任意波形需要

通过 USB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而得到。 

 关于任意波.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任意波输出”.  

表 3-6 列出了可以选择的波形.  

 

表 3-6.  交流 电压 波形 和 交流 电流 波形 列表 

 

 如操作面板所示 类型 

SIN 正弦 波  

SQU 方 波  

ARB1 ~ ARB16 任意 波形 (16 种 类型) 

 

 操作 步骤 

 选择波形时.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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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波形的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4.10.3 设置输出电压 

对于 AC-INT 模式.  其输出 电压的 设置见下表. 

 

表 3-7.  输出 电压 设置 

 

输出 模式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AC-INT 

(AC 模式) 
AC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14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28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800.0 Vp-p 0.1 Vp-p 

 

关于输出电压范围限制.详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其它 输出模式的输出电压范围设置.详见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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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电压.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改变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

立即显示在 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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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设置输出频率  

 交流 输出 频率的范围设置如下表.  

表 3-8.  输出 频率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设置 精确度 

1.0 Hz  到 550.0 Hz 0.1 Hz ±100 ppm (1.0 Hz ~ 550.0 Hz. 23 ±5°C) 

 

当输出频率范围需要限制时.参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频率. 在 SET 菜单下.设置数值标记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

立即显示在输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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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   

    See “5.5.5  设置 范围 限制(LIMIT)”.   

 

 操作 步骤 

在 SET 菜单中选择  “output mode”. 然后选择 内部 + 外部 模式 (AC-ADD 和 

AC+DC-ADD).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然后按  
ENTER

 键.   

  显示选择框。   

 

 

 

 

ENTERCANCEL

 

 

 

2.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选中的 模式  . 然后按  
ENTER

 键. 

 此设置 为选择输出模式.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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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屏幕 设置  

控制 面板分割为多个视窗.如Figure 5-1 和 Figure 5-2所示。  

 

 

 

A 

C 

D 

B 

 

 

Figure 5-1.  LCD 屏幕 (正常情况下 l) 

 

 

 

E 

 

 

Figure 5-2.  LCD 屏幕 (当出现警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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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为屏幕上各个窗口可能出现的信息。  

 

A: 状态 窗口:  显示各种设备的状态。  

B: 信息 框:   产生错误时.状态 窗口的下方出现信息框. 同时原因也会出现。   1.5 秒后信

息 框自动关闭。同样也可以表示过负载和序列过程。 

C: 测量 值 窗口: 显示 测量 值.   

  当测量谐波 电流时. C 和 D 的数据会显示在窗口中.   

D: 菜单 窗口:   此窗口用于输入设置.   

E: 信息 显示 窗口:  出现错误需要用户确认的时候. 警告 信息会显示在信息 窗口。  直到  

ENTER 键 按下前.信息会一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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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状态 图标 s 

 状态 窗口 用于显示 有关 APS-1102A 的状态 图标。 

所有状态 图标列表见表 5-1.   

 

表 5-1.  状态 图标列表 

 

图标 Item 描述 

 电池量几乎用尽 
备用电池内存检查出错时.此光标会闪烁表示电池电量几

乎用完。  

 Unlock 此图标出现当 外部 线性 同步功能禁用。  

 校准 数据 valid/invalid 当  校准 数据无效时.此 图标闪烁(未校准).   

 Busy 此 图标 出现表示忙碌状态.   

 

限制 操作  

 图标出现在控制面板的同一个位置。限制操作时.图标按以

下改变。  

峰值 电流 限制操作:  出现   .   

平均 电流 限制操作: 出现   .   

功率限制操作:   出现   .   

电压 峰值 限制操作:   出现   .   

 

 

 

 序列正在执行  

图标出现在控制面板的同一个位置。限制操作时.按照序列

状态改变图标如下。  

闲置模式: 无显示  

 运行 模式: 显示   

保持 模式: 显示   
 序列 保持  

 键盘锁 键盘锁开启时.该图标出现。  

 远程  

 按照 APS-1102A 状态显示如下.   

本地: 无 显示.   

远程: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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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警告 和出错信息 

当有警告或出错时. 错误显示在信息框或信息显示窗口中。  

 关于出错的信息详见 “7  ”。  

 

5.1.3 序列 显示  

 APS-1102A 具备表示正在执行序列的功能。表 5-2 列出了在状态 窗口中的信息。   

 

表 5-2.  序列 显示  

 

信息  描述 备注 

SEQUENCE: 

RUNNING / STEP *** 
序列正在执行 *** 表示正在执行的 步骤数。 

SEQUENCE: 

HOLDING / STEP ***. 

 
序列保持 *** 表示正在保持的步骤数。 

SEQUENCE: FINISH 

 
序列已经结束 两秒后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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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 操作  

 APS-1102A 基本 操作介绍如下。  

 

5.2.1  菜单  

 APS-1102A 采用分层菜单 系统设置 各种 参数.   

在 LCD 屏幕的菜单 窗口中进行使用和操作。 

Figure 5-3 为  APS-1102A 的菜单 树.   

 

 

(2) MISC 

(3) SEQUENCE 

(5) MEMORY 

(6) REMOTE 

(7) SYSTEM 

(1) SET 

 

(8) INFORMATION 

(4) PROGRAM 

(9) LIMIT 
 

 

Figure 5-3.  菜单 树 

 

菜单中的各个项目见表 5-3 和 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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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SET 菜单 中的项目 

 

图标 项目 参见 

  选择 输出 模式   See “5.3.1  输出 模式 设置”. 

  选择 输出 电压 范围    See “5.3.2  输出 电压 范围 设置”. 

 设置 AC 电压  输出   See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 

 设置 DC 电压  输出   See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 

 设置 频率输出   See “5.3.4  设置 输出 频率”. 

 设置 输出时相位   See “5.3.5  输出 初始 相位 设置”. 

 设置 波形输出   See “5.3.6  波形 设置”. 

 选择 外部 同步 信号 源   See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设置 外部 输入 增益   See “4.9  外部信号放大”. 

 设置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值 (正)  See “5.3.7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设置”. 

 设置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值 (负)  See “5.3.7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设置”. 

 设置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值 
 See “5.3.8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设

置”. 

 设置其它  See “表 5-4.  MISC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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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MISC 菜单中的项目 

 

 名称 设置 参见 

SEQUENCE 打开 序列 菜单   See “5.5.1  序列 (SEQUENCE)”. 

MEMORY 打开存储菜单   See “5.5.2  内存 (MEMORY)”. 

REMOTE 打开远程 菜单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远程 

(REMOTE)”. 

SYSTEM 打开 系统 菜单  
 See “5.5.4  系统 (SYSTEM)” 和  

  “5.6  系统 菜单”. 

LIMIT 打开 设置 范围 限制 菜单   See “5.5.5  设置 范围 限制(LIMIT)”.   

MEASURE 选择 测量 显示   See “5.5.6  选择测量显示 (MEASURE)”. 

RESET Ipkh 设置 峰值 电流 保持 值  See “5.5.7  重置峰值 电流 保持 值”. 

OUTPUT 选择 输出 on/off   See “5.5.8  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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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SEQUENCE 菜单中的项目  

 

设置 名 设置 参见 

CONTROL...  控制 序列 操作    See “4.4.4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控制”. 

PROGRAM  

 See “4.4.3  ”.  

 STEP 步骤 数  

 TIME 步骤 time  

 

DC VOLT 
DC 电压  

 DC 操作 类型  

 

AC VOLT 
AC 电压  

 AC 操作 类型  

 

FREQ 
AC 频率  

 AC 频率 操作 类型  

 
WAVE 

波形  

 波形 操作 类型  

 

PHS 
步骤 开始 相位  

 相位 操作 类型  

 

SYNC CODE 
步骤 同步 输出  

 步骤 同步 输出 操作 类型  

 

STOP PHS  

步骤 end 相位  

valid/invalid 

 步骤 end 相位  

 STEP TERM 步骤 end 

 JUMP STEP Jump 步骤  

 JUMP NUM Jump times 

 BRANCH0 Branch 步骤 0 

 BRANCH1 Branch 步骤 1 

MEMORY... 清除 序列内存  See “4.4.5  清除内存”. 

 

表 5-6.  MEMORY 菜单下的项目  

 

 名称 设置 参见 

STORE... 存储  

RECALL... 调取  See “5.5.2  内存 (MEMORY)”. 

CLEAR...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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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REMOTE 菜单中的项目  

 

设置 名 设置 参见 

LOCAL...  本地 模式开关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远程 

(REMOTE)”. 

 

表 5-8.  SYSTEM  菜单下的项目  

 

名称 设置 参见 

KEYLOCK 键盘锁  See “5.6.1  键盘锁”.  

BEEP 蜂鸣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蜂鸣”. 

CONTRAST LCD 对比度   See “5.6.3  LCD 对比度调整”. 

COLOR LCD 显示 颜色   See “5.6.4  LCD”. 

TIME UNIT 时间单位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

找到引用源。”. 

INIT OUT 开机后输出 on/off   See “5.6.6  开机后输出开关”. 

EXT CONTROL 
外部 控制 输入 

enable/disable 

 See “5.6.7  外部控制输入使能设置 

外部控制可以设为启用或禁用.然而对于  

APS-1102A.在外部控制输入禁用的

时候.它的状态也会输出。 ”. 

RESET... 重启   See “5.6.8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INFORMATION 显示 系统信息  See “5.6.9  系统信息”. 

 

表 5-9. LIMIT  菜单中的项目 

 

设置 名 设置 参见 

+Vo LIMIT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See “5.5.5  设置 范围 限制(LIMIT)”. 

 See “表 3-10.  电压 和 频率 设置 范围 

限制”. 

Vo LIMIT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 f LIMIT 频率 上限设置  

f LIMIT 频率 下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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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菜单导航树  

使用  UP 和 DOWN 键移动在菜单 窗口中选择。  按  ENTER 键 进入下级菜单. 按  CANCEL 键进入上

级菜单 。 

 

 操作 步骤 

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1. 使用  UP 和 DOWN 键移动 菜单 窗口中的光标. 然后选择一个选项.其右面有  ▶  符号。.   

2. 按下 ENTER 键进入下一步菜单。  

3. 如果按 CANCEL 键 会返回到上级菜单。.   

4. 假如连续按下 CANCEL 键会返回到菜单顶部。同时在快捷键中有 TOP MENU 键.按一次该键也

可以返回菜单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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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数 值 输入 操作  

当需要输入数值时.会出现一个修改框。  

修改框打开后.显示一列的数字 光标.用 DIGIT 键  移动  数字 光标或 用  MODIFY 键 增大或减小数值的

大小.并立刻显示出来。当按下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 时.修改框关闭。   

 

 

 

Figure 5-4.  修改框  

 

5.2.4 需要确认的选择和 输入 操作 

 当需要从多个选项中选择或设置一个选项时.会有选择框出现。  

当选择框打开后.会有一个选择光标出现在一个选项上.所有选项按列显示.用  UP 和 DOWN 键移动光

标来选择。  

当有多个项目可以选择时. 会在上线出现   或 在下方出现  。 每当按下 UP 或 DOWN 键 .选项列表都

会滚动移动一个位置。 选择光标不会移动到     或  .   

当按下  ENTER 键时.设置确认并且选择框关闭。如果按 CANCEL 键关闭选择框的话. 所有已经改变的 

设置都将无效。  

 

 

 

Figure 5-5.  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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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EXEC 输入  

 EXEC box 按下  ENTER 键可以执行选项。 

只有一个目标选项会显示在  EXEC 框. 同时光标也会显示在该位置。   

当按下 ENTER 键时.表示项目已经执行. 然后  EXEC 框 会关闭。如果   EXEC 框 是按 CANCEL 键关

闭的话.什么也不会执行。  

 

 

 

Figure 5-6.  EXEC 框  

 

5.2.6 快捷 键  

 APS-1102A 快捷键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表 5-10.  快捷键 

 

KEY No. 控制 面板上的指示 功能 

1 TOP MENU  返回平常显示 (菜单上方) 

2 START 开始 序列 

3 STOP 终止序列  

4 HOLD 保持 (停留) 序列   

5 LOCAL 返回本地  模式 

 

 关于按键 2 到 4 的详细说明.请见 “4.4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关于按键 5 的详细说明.请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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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SET 菜单  

SET 菜单是用于设置基本功能的。 

根据输出模式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值。  

 

表 5-11.  SET 菜单 项目 和 输出 模式  

 

项目 

输出 模式 

AC AC+DC 

INT EXT ADD SYNC INT EXT ADD SYNC 

 
选择 输出 模式 

 See “5.3.1  输出 模式 设置”. 
        

 
选择输出 电压 范围 

 See “5.3.2  输出 电压 范围 设置”. 
        

 
 AC 电压输出设置  

 See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AC 电压输出设置  

 See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输出 频率设置 

 See “5.3.4  设置 输出 频率”. 
        

 

输出打开时相位设置  

 See “5.3.5  输出 初始 相位 设置”. 
        

 
选择波形  输出  

 See “5.3.6  波形 设置”. 
        

 
选择 外部 同步 信号 源  

 See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外部 输入 增益 设置 

 See “4.9  外部 信号放大”.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值 (正) 设置  

 See “5.3.7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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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负) 设置 

 See “5.3.7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设

置”.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值 设置 

 See “5.3.8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设

置”. 

        

 
其它功能 设置和说明 

 See “表 5-4.  MISC 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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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输出 模式 设置 

表 5-12 列出了八种输出 模式以供选择。 (两种 操作 模式和四种信号 源 模式结合产生).   

 输出打开时.模式 不能改变。设置之前请关闭输出。  

 

表 5-12.  输出 模式 

 

 操作 模式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 模式  

AC (交 流) 

INT (内部) AC-INT 

EXT (外部) AC-EXT 

ADD (内部 + 外部) AC-ADD 

SYNC (外部 同步) AC-SYNC 

AC+DC 

(直流) 

INT (内部) AC+DC-INT 

EXT (外部) AC+DC-EXT 

ADD (内部 + 外部) AC+DC-ADD 

SYNC (外部 同步) AC+DC-SYNC 

 

 选择操作 模式  

 APS-1102A 选择两种操作 模式:  AC (交流) 和 AC+DC (直 流).   

 

 AC:  在这种模式下.  APS-1102A 用作一个 交流恒 电压 源。  供给负载的电压适于设置值和输

入信号。  直流成分被去除。 

 

 AC+DC:  在这种 模式下.  APS-1102A 用作一个直流恒电压 源。供给负载的电压适于设置值和输入

信号。 

 

 选择信号源  

 APS-1102A 支持四种信号 源 模式:  INT (内部). EXT (外部). ADD (内部 + 外部). 和 SYNC (外部 同

步).   

 

 INT:  APS-1102A 内部 信号 源. DC 或 AC 设置通过 控制 面板 菜单  输出.   

 EXT: 把外部 的信号连接到后面板的外部 信号 输入/外部 同步 信号 输入 端子 (EXT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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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XT SYNC IN)上.并输出外部 输入 增益放大 信号。 

 ADD: 这种模式下.  由上述 INT 和 EXT 信号 源叠加产生的波形被 输出.   

 SYNC: 这种 模式下.  输出 波形 与外部 同步 信号 源 (TTL) 同步.或者与输入电源线同步。其

中.TTL是指后面板上连接在外部 信号 输入/外部 同步 信号 输入 端子 (EXT SIG IN/EXT 

SYNC IN)上的外部同步信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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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7  为 APS-1102A 信号 源的模块框图。 

 

 

Figure 5-7.  信号 源的模块框图 

 操作 步骤 

在 SET 菜单中选择  。 

如何选择输出模式.详见 “3.4.6  设置 输出 模式”。  

 

5.3.2 输出 电压 范围 设置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作为输出 电压 范围.   

当输出开启时.输出 电压 范围 不能改变。   

 

 根据输出电压档位设置的不同.电流 限制设置也会不同。  

 See “设置输出电压档位”.  

 

输出 电压 范围 设置适用于任何操作 模式 (AC 和 AC+DC).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电压 范围.在 SET 菜单中 选择   。 

PLL To AMP CONTROL 

EXT INPUT GAIN EXT 
ADD 

INT 
ADD 
SYNC 

INT OSC 

EXT SIG IN 
EXT SYNC 

EXT 

LINE 
LINE 

SYNC 

SYSTEM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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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输出 电压 范围 设置的描述: 

 详见 “3.4.7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详见 “4.1.3 设置  输出 电压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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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两种操作 模式的输出电压设置如下。   

 

表 5-13.  输出 电压 设置 

 

操作 模式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AC 模式  

(AC-INT.  

AC-ADD.  

AC-SYNC) 

AC 电压  

100 V 范围  
0.0 ~ 140.0 Vrms 0.1 Vrms 

0.0 ~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0.0 ~ 280.0 Vrms 0.1 Vrms 

0.0 ~ 800.0 Vp-p 0.1 Vp-p 

AC+DC 模式  

(AC+DC-INT.  

AC+DC-ADD.  

AC+DC-SYNC) 

DC 电压  
100 V 范围  200.0 ~ +200.0 V 0.1 V 

200 V 范围  400.0 ~ +400.0 V 0.1 V 

AC 电压  

100 V 范围  
0.0 ~ 140.0 Vrms 0.1 Vrms 

0.0 ~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0.0 ~ 280.0 Vrms 0.1 Vrms 

0.0 ~ 800.0 Vp-p 0.1 Vp-p 

 

选择的 AC 电压 波形 无论是 SIN (正弦 波) 或 SQU (方 波).  AC 电压的单位都为 Vrms。而如果是 ARB 

(任意 波形) 1 ~ 16 的话.单位为 Vp-p。.   

 

 操作 步骤 

在输出电压 SET 菜单中.选择   “AC 电压” 或   “DC 电压”.并输入数值。  

.关于 输出 电压 设置的详细描述.详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See also “4.1.4 设置  输出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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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设置 输出 频率  

下面设置  AC 电压 频率.   

在 AC-同步 或 AC+DC-同步 模式下. AC 电压 频率不能设置.   

 

表 5-14.  输出 频率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设置 精确度 

1.0 Hz  550.0 Hz 0.1 Hz ±100 ppm（1.0 Hz  550.0 Hz.23 ±5C） 

 关于输出频率的范围限制 .见“0  APS-1102A 支持八种 输出 模式.见表 3-4.   输出打开时不能改变

输出 模式.如果想改变输出模式.请先关闭输出. 

 

表 3-4.  输出 模式 列表 

 

操作 模式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 模式  详见  

AC 

INT 

(内部) 
AC-INT  “3.4.2  设置 输出 模式设置” 

EXT 

(外部) 
A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AC+DC 

INT 

(内部) 
AC+DC-INT  “4.1  用作 DC 电 源使用” 

EXT 

(外部) 
AC+D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D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D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下面以设置 AC-INT 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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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选择输出模式时.在 SET 菜单下.按图标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模式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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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两个范围，但是当处于输出状态时.输出 电压 范围不能改变. 

根据输出 电压选择范围。  

 

表 3-5.  不同输出 电压 范围 下的设置 

 

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 V 范围  单位 

DC 电压    200.0 ~ +200.0 400.0 ~ +400.0 V 

AC 电压  波形 
SIN/SQU 0.0 ~ 140.0 0.0 ~ 280.0 Vrms 

ARB1 ~ 16 0.0 ~ 400.0 0.0 ~ 800.0 Vp-p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10.0 ~ +42.0 +5.0 ~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42.0 ~ 10.0 21.0  ~5.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0 ~ 10.5 1.0 ~ 5.3 A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5.0 ~ +200.0 +10.0 ~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200.0 ~ 5.0 400.0 ~ 10.0 V 

外部 输入 增益  0.0 ~ 200.0 0.0 ~ 400.0 times 

 

 操作 步骤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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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 电压 范围.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状态框中会出现  图标 . 

 

 

 

 

ENTERCANCEL

 

Status window 

 

 

⇒   图标显示几秒后消失.输出 电压 范围设置成功..   

 改变输出 电压 范围需要八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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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波形设置 

 APS-1102A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产生 正弦 波、方 波或 任意 波形 (全部 16 种 类型)。任意波形需要通过

USB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而得到。 

 关于任意波.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任意波输出”.  

表 3-6 列出了可以选择的波形.  

 

表 3-6.  交流 电压 波形 和 交流 电流 波形 列表 

 

 如操作面板所示 类型 

SIN 正弦 波  

SQU 方 波  

ARB1 ~ ARB16 任意 波形 (16 种 类型) 

 

 操作 步骤 

 选择波形时.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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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波形的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5.3.7 设置输出电压 

对于 AC-INT 模式.  其输出 电压的 设置见下表. 

 

表 3-7.  输出 电压 设置 

 

输出 模式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AC-INT 

(AC 模式) 
AC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14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28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800.0 Vp-p 0.1 Vp-p 

 

关于输出电压范围限制.详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其它 输出模式的输出电压范围设置.详见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使用

“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5-29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电压.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改变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

显示在 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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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设置输出频率  

 交流 输出 频率的范围设置如下表.  

表 3-8.  输出 频率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设置 精确度 

1.0 Hz  到 550.0 Hz 0.1 Hz ±100 ppm (1.0 Hz ~ 550.0 Hz. 23 ±5°C) 

 

当输出频率范围需要限制时.参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频率. 在 SET 菜单下.设置数值标记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

显示在输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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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频率时. 在 SET 菜单中选择符号   。 

 关于输出频率的设置.详见 “3.4.10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关于范围限制的设置.详见“5.5.5  设置 范围 限制(LIMIT)”。   

 

5.3.9 输出 初始 相位 设置 

当处于 AC-INT. AC-ADD. AC-SYNC. AC+DC-INT. AC+DC-ADD. 或 AC+DC-SYNC 模式 时. AC 电压 

相位 可以按输出打开时的 内部 信号 源进行设置。  

 

表 5-15.  输出 初始 相位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0.0 ~ 359.9 0.1 

 

 操作 步骤 

 设置  相位时.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并设置数值。      

关于输出 初始 相位:的详细说明.请见 

 “4.2.2设置输出时的相位”.   

 

5.3.10 波形 设置 

当处于 AC-INT. AC-ADD. AC-SYNC. AC+DC-INT. AC+DC-ADD. 或 AC+DC-SYNC 模式下.选择正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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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方 波. 或 任意 波形 (16 类型 s) 作为 波形  输出.   

任意 波形 可以通过 USB 接口的数据传输产生。   

 

 操作 步骤 

 选择波形. 在 SET 菜单中选择 。   

 关于波形设置的详细说明.请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关于任意波的产生.详见用户手册中控制软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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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设置 

  峰值 电流的正 值 和  负 值限制可以单独 设置。.   

如果输出 峰值 电流 超出  设置 电流范围.  输出 电压 is clipped.   

设置 范围 限制适用于输出 电压 和 输出 频率限制.   

 See “5.5.5  设置 范围 限制(LIMIT)”.  

 

表 5-16.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范围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初始 值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

制 (正) 

100 V 范围  +10.0 A ~ +42.0 A 0.1 A +42.0 A 

200 V 范围  +5.0 A ~ +21.0 A 0.1 A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

制 (负) 

100 V 范围  42.0 A ~ 10.0 A 0.1 A 42.0 A 

200 V 范围  21.0 A ~ 5.0 A 0.1 A 21.0 A 

 

100 V 和 200 V 范围都适用于范围限制。   

 

由于不是完全的恒定电流操作.所以指定的限制值可能不会达到.这依赖于负载。 

  操作 步骤 

在 SET 菜单下选择图标.并 设置 数 值.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正):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负):    

 关于输出峰值电流限制的设置.详见 “0  APS-1102A 支持八种 输出 模式.见表 3-4.   输出打开时

不能改变输出 模式.如果想改变输出模式.请先关闭输出. 

 

表 3-4.  输出 模式 列表 

 

操作 模式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 模式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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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INT 

(内部) 
AC-INT  “3.4.2  设置 输出 模式设置” 

EXT 

(外部) 
A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AC+DC 

INT 

(内部) 
AC+DC-INT  “4.1  用作 DC 电 源使用” 

EXT 

(外部) 
AC+D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D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D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下面以设置 AC-INT 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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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选择输出模式时.在 SET 菜单下.按图标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模式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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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两个范围，但是当处于输出状态时.输出 电压 范围不能改变. 

根据输出 电压选择范围。  

 

表 3-5.  不同输出 电压 范围 下的设置 

 

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 V 范围  单位 

DC 电压    200.0 ~ +200.0 400.0 ~ +400.0 V 

AC 电压  波形 
SIN/SQU 0.0 ~ 140.0 0.0 ~ 280.0 Vrms 

ARB1 ~ 16 0.0 ~ 400.0 0.0 ~ 800.0 Vp-p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10.0 ~ +42.0 +5.0 ~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42.0 ~ 10.0 21.0  ~5.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0 ~ 10.5 1.0 ~ 5.3 A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5.0 ~ +200.0 +10.0 ~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200.0 ~ 5.0 400.0 ~ 10.0 V 

外部 输入 增益  0.0 ~ 200.0 0.0 ~ 400.0 times 

 

 操作 步骤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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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 电压 范围.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状态框中会出现  图标 . 

 

 

 

 

ENTERCANCEL

 

Status window 

 

 

⇒   图标显示几秒后消失.输出 电压 范围设置成功..   

 改变输出 电压 范围需要八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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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波形设置 

 APS-1102A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产生 正弦 波、方 波或 任意 波形 (全部 16 种 类型)。任意波形需要通过

USB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而得到。 

 关于任意波.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任意波输出”.  

表 3-6 列出了可以选择的波形.  

 

表 3-6.  交流 电压 波形 和 交流 电流 波形 列表 

 

 如操作面板所示 类型 

SIN 正弦 波  

SQU 方 波  

ARB1 ~ ARB16 任意 波形 (16 种 类型) 

 

 操作 步骤 

 选择波形时.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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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波形的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5.3.14 设置输出电压 

对于 AC-INT 模式.  其输出 电压的 设置见下表. 

 

表 3-7.  输出 电压 设置 

 

输出 模式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AC-INT 

(AC 模式) 
AC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14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28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800.0 Vp-p 0.1 Vp-p 

 

关于输出电压范围限制.详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其它 输出模式的输出电压范围设置.详见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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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电压.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改变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

显示在 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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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5 设置输出频率  

 交流 输出 频率的范围设置如下表.  

表 3-8.  输出 频率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设置 精确度 

1.0 Hz  到 550.0 Hz 0.1 Hz ±100 ppm (1.0 Hz ~ 550.0 Hz. 23 ±5°C) 

 

当输出频率范围需要限制时.参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频率. 在 SET 菜单下.设置数值标记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

显示在输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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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  

 

 

注意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可能允许overshooting. 取决于 负载. 可能达不到设置的 峰值 电流 值 。   

对于电感负载. 限制器的操作可能导致过电压.触发保护功能。这种情况下. 峰值 电流 限制 设置 

(正 和 负)应该减小。    

 

I如果输出 电流 或 频率突然增大.如由于输出短路电路.限制响应可能不够迅速.所以输出过电流

保护功能可能会 被触发。  

 ！   注意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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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设置 

此功能会限制 输出 的平均 电流.   

当  输出 平均 电流 超出此范围时.  输出 电压会抑制。  

 

表 5-17.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设置 范围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初始 值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

制 

100 V 范围  1.0 A ~ 10.5 A 0.1 A 10.5 A 

200 V 范围  1.0 A  ~5.3 A 0.1 A 5.3 A 

 

 操作 步骤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并设置 数 值。   

 关于输出平均电流的限制.详见 “0  APS-1102A 支持八种 输出 模式.见表 3-4.   输出打开时不能

改变输出 模式.如果想改变输出模式.请先关闭输出. 

 

表 3-4.  输出 模式 列表 

 

操作 模式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 模式  详见  

AC 

INT 

(内部) 
AC-INT  “3.4.2  设置 输出 模式设置” 

EXT 

(外部) 
A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AC+DC 

INT 

(内部) 
AC+DC-INT  “4.1  用作 DC 电 源使用” 

EXT 

(外部) 
AC+D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D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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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外部 同步) 
AC+D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下面以设置 AC-INT 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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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选择输出模式时.在 SET 菜单下.按图标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模式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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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7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两个范围，但是当处于输出状态时.输出 电压 范围不能改变. 

根据输出 电压选择范围。  

 

表 3-5.  不同输出 电压 范围 下的设置 

 

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 V 范围  单位 

DC 电压    200.0 ~ +200.0 400.0 ~ +400.0 V 

AC 电压  波形 
SIN/SQU 0.0 ~ 140.0 0.0 ~ 280.0 Vrms 

ARB1 ~ 16 0.0 ~ 400.0 0.0 ~ 800.0 Vp-p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10.0 ~ +42.0 +5.0 ~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42.0 ~ 10.0 21.0  ~5.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0 ~ 10.5 1.0 ~ 5.3 A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5.0 ~ +200.0 +10.0 ~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200.0 ~ 5.0 400.0 ~ 10.0 V 

外部 输入 增益  0.0 ~ 200.0 0.0 ~ 400.0 times 

 

 操作 步骤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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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 电压 范围.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状态框中会出现  图标 . 

 

 

 

 

ENTERCANCEL

 

Status window 

 

 

⇒   图标显示几秒后消失.输出 电压 范围设置成功..   

 改变输出 电压 范围需要八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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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8 波形设置 

 APS-1102A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产生 正弦 波、方 波或 任意 波形 (全部 16 种 类型)。任意波形需要通过

USB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而得到。 

 关于任意波.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任意波输出”.  

表 3-6 列出了可以选择的波形.  

 

表 3-6.  交流 电压 波形 和 交流 电流 波形 列表 

 

 如操作面板所示 类型 

SIN 正弦 波  

SQU 方 波  

ARB1 ~ ARB16 任意 波形 (16 种 类型) 

 

 操作 步骤 

 选择波形时.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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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波形的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5.3.19 设置输出电压 

对于 AC-INT 模式.  其输出 电压的 设置见下表. 

 

表 3-7.  输出 电压 设置 

 

输出 模式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AC-INT 

(AC 模式) 
AC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14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28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800.0 Vp-p 0.1 Vp-p 

 

关于输出电压范围限制.详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其它 输出模式的输出电压范围设置.详见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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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电压.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改变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

显示在 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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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0 设置输出频率  

 交流 输出 频率的范围设置如下表.  

表 3-8.  输出 频率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设置 精确度 

1.0 Hz  到 550.0 Hz 0.1 Hz ±100 ppm (1.0 Hz ~ 550.0 Hz. 23 ±5°C) 

 

当输出频率范围需要限制时.参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频率. 在 SET 菜单下.设置数值标记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

显示在输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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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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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MEASURE 屏幕  

 MEASURE 屏幕显示测量选项的值(有些选项和 输出 模式有关).   

 输出电流和电压的测量 值通过 MISC 菜单的 “MEASURE” 显示出来。  

 

表 5-18.  MEASURE 菜单中的项目 

项目 单位 选择 测量 显示  参见 

 电压 RMS 值  
Vrms 
Vp-p 

RMS 

 “5.4.1  输出 电压 测量” 

 DC 电压 值 V AVG 

 + 电压 峰值 值  Vpk 峰值 

  电压 峰值 值  Vpk 峰值 

 电流 RMS 值  Arms RMS 

 “5.4.2  输出 电流 测量”  

 DC 电流 值 A AVG 

 + 电流 峰值 值  Apk 峰值 

  电流 峰值 值  Apk 峰值 

 电流 峰值 值 保持  Apk 峰值 

 有效 功率  W 始终显示  

 “5.4.3  输出 功率 测量”   表观 功率  VA 始终显示 

 无功功率  var 始终 显示 

 同步频率  Hz 
仅外部同步模

式  
 “5.4.7  外部 同步频率 测量”   

 负载 功率因数  None 始终 显示   “5.4.4  负载 功率因数 测量”   

 负载振幅因数  None 始终 显示  “5.4.5  负载 振幅因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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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输出 电压 测量  

在  MISC 菜单下.选择“MEASURE”.会显示出 RMS 值.平均 DC (AVG). 或 峰值（PEAK）。  

 初始 设置 (出厂设置)  显示 出 RMS 值 (RMS).   

 See “3.4.13  使用 测量 功能”.  

 

a) RMS 值  AC+DC 的 RMS 值 

 满量程 :   ±225.0 Vrms:  100 V 范围  

 ±450.0 Vrms:  200 V 范围  

 显示 分辨率: 0.1 Vrms 

 测量 精确度: ±0.5% 的满量程 ( 23 ±5°C) 

 

b) 平均 值  AC+DC 的平均值 (测量 DC) 

满量程:   ±225.0 V:  100 V 范围  

 ±450.0 V:  200 V 范围  

 显示 分辨率:   0.1 V 

 测量 精确度: 0.5% 的满量程 （ 23 ±5°C) 

 

c) 峰值 正 峰值 电压 和 负 峰值 电压分开单独显示 

 满量程:   +225 Vpk/225 Vpk:  100 V 范围  

  +450 Vpk/450 Vpk:  200 V 范围  

 显示 分辨率: 1 Vpk 

 测量 精确度: 3% 的满量程  ( 23 ±5°C. 正弦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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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输出 电流 测量  

在  MISC 菜单下.选择“MEASURE”.会显示出 RMS 值.平均 DC (AVG). 或 峰值（PEAK）。  

 初始 设置 (出厂设置)  显示 出 RMS 值 (RMS).   

 See “3.4.13  使用 测量 功能”.  

 

a) RMS 值  AC+DC 的 RMS 值  

 满量程: 15.00 Arms 

 显示 分辨率: 0.01 Arms 

 测量 精确度: 1.0% 的满量程( 23 5°C) 

 

b) 平均 值  AC+DC 的平均值 (测量 DC) 

 满量程:  ±15.00 A 

 显示 分辨率:  0.01 A 

 测量 精确度: 1.0%的满量程 ( 23 5°C) 

 

c) 峰值  正 峰值 电流 和 负 峰值 电流分开单独显示  

 满量程:  +45.0 Apk/45.0 Apk 

 显示 分辨率:  0.1 Apk 

 测量 精确度: 3% 的满量程 (23 5°C. 正弦 波) 

 

d) 峰值保持   | 正 峰值 电流 | 和 | 负 峰值 电流 |的最大值 

 显示输出 电流 最大 峰值   

重置操作 使得 峰值 电流 保持 值为  0 Apk.   

 See “4.2  测量浪涌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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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量程:   45.0 Apk 

 显示 分辨率:  0.1 Apk 

 测量 精确度:  ±3%的满量程 ( 23 ±5°C. 正弦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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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输出 功率 测量  

下面的输出功率值始终显示出来。   

 

a) 有效 功率   

 满量程 :   1200 W 

 显示 分辨率:   1 W 

 测量 精确度: 2% 的满量程(23 5°C) 

  (当输出 为 100 VA 或 以上) 

 

b) 表观 功率  计算公式为 输出 电压 RMS 值 × 输出 电流 RMS 值  

满量程:  1400 VA 

 显示 分辨率: 1 VA 

 测量 精确度: ±2%的满量程(at 23 ±5°C) 

 (当输出 为 100 VA 或 以上) 

 

c) 无功功率 计算公式为    表观 power
2
 – 有效 power

2
  

满量程:   1400 Var 

 显示 分辨率: 1 Var 

 测量 精确度: ±2%的满量程( 23 ±5°C)  

  (当输出 为 100 VA 或 以上) 

 

5.4.4 负载 功率因数 测量 

计算公式为有效 功率/表观 功率 

该 测量会一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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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 范围: 0.00 ~ 1.00 

 显示 分辨率: 0.01 

 

5.4.5 负载 振幅因数测量  

计算公式为 (正 峰值 电流+ 负 峰值 电流的最大 值)/有效功率  

该 测量会一直显示。   

 

 测量 范围: 0.00 ~ 50.00 

 显示 分辨率: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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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输出 谐波 电流 测量  

输出 谐波 电流 测量 只适用于  AC-INT 模式 下.并且频率为 50 或 60 Hz.   

在 MISC 菜单下选择“MEASURE” .会显示出 HC1. HC2. HC3. 或 HC4。 

这时.除了谐波测量外.其它测量都不会进行。并且该 测量不符合 IEC 标准。 

 See “4.3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的测量”.  

 

 测量 范围:  基波的第 40 次谐波  

满量程: 15 Arms 和 100% 

 显示 分辨率: 0.01 Arms 和 0.1% 

 测量 精确度: ±1%的满量程.在 RMS 值 电流下 ( 20th 谐波.23 5°C). 

  ±1.5%的满量程.在 RMS 值 电流下 (20th 至 40th 谐波 . 23 

 ±5°C) 

 

5.4.7 外部 同步频率 测量  

 频率 测量 值只在 外部 同步模式(AC-SYNC 或 AC+DC-SYNC) 下显示.   

 See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测量 范围: 38.0 ~ 525.0 Hz 

 显示 分辨率: 0.1 Hz 

 测量 精确度: ±0.2 Hz ( 23 5°C. 50/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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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ISC 菜单  

该 菜单用于为各种功能输入设置值。无论输出为打开或关闭.此设置都能进行。 

5.5.1 序列 (SEQUENCE) 

该序列菜单会显示出来.用于控制序列.编程. 和清除序列内存。  

 

a) CONTROL…(序列 控制) 

序列控制操作如下。   See “4.4.4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表 5-19.  控制 选择框中的项目 

 

项目 操作 

开始  开始 序列 操作.  进入运行 模式.   

终止  终止序列 操作.  进入闲置 模式.   

保持  保持 (暂停) 序列 操作.进入保持 模式.   

BRAN0  Branches  步骤 specified by branch 步骤.   

 If  branch 步骤 is not specified. it is ign 或 ed.   
BRAN1 

 

 只有当输出打开的时候.序列 控制 选择框才可以选择。如果在选择框打开的状态下.  输出 开关 键 

被按下.该选择框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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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OGRAM (序列 编程)  

该 “PROGRAM” 屏幕用于编程。  

表 5-20 和 表 5-22分别列出了步骤。 

序列编程会自动存储.对于 100V 电压和 200V 电压档位.AC 模式下的数据和 AC+DC 模式下的数据

是分开单独存储的。  See “4.4.3 ”。  

 

表 5-20.  PROGRAM 屏幕 项目 (1/3) 

 

名称 Item 操作 

STEP 步骤 数  
This specifies  步骤 number  be 设置.   

 设置 范围:  1  255 

TIME 步骤 time  

Specifies  continuation time f 或  specified 步骤.   

 设置 范围:   0.0001 s  999.9999 s 

 设置 分辨率: 0.0001 s (= 0.1 ms) 

  time unit can be 开关 ed between “s” 和 “ms” via  系统 

菜单 “TIME UNIT” 设置.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   

DC VOLT 

(AC+DC-INT 

 only) 

DC 电压 值 

设置 s  DC 电压 值 f 或 AC+DC 模式.   

 设置 范围 is determined by  范围 设置 used when 编辑 序

列 data.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00 V  +200.00 V 

 200 V 范围:  400.00 V  +400.00 V 

设置 分辨率:  0.1 V 

DC 操作 类型  

设置 s  method used  change   specified DC 电压 值.   

选择 one of  following three options.   

 CONST: 输出 specified 值 

 KEEP: 输出 值 at end of previous 步骤  

 SWEEP: 开始 by 输出 ting 值 at end of previous 步骤. n 

perf 或 m a linear sweep  输出  specified 值 at  

end of  电流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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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VOLT 

AC 电压 值 

设置 s  AC 电压 值.   

 设置 范围 is determined by  范围 设置 entered when 编辑  

序列 data.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0.0 Vrms  140.0 Vrms 

  0.0 Vp-p  400.0 Vp-p 

 200 V 范围: 0.0 Vrms  280.0 Vrms 

  0.0 Vp-p  800.0 Vp-p 

设置 分辨率:  0.1 Vrms/0.1 Vp-p 

  电压 值 can be 设置 as “Vp-p” only when 任意 波形 has 

been 选择 ed.   

AC 操作 类型  

设置 s  method used  change   specified AC 电压 值.   

选择 one of  following three options.   

 CONST: 输出 specified 值 

 KEEP: 输出 值 at end of previous 步骤  

 SWEEP: 开始 by 输出 ting 值 at end of previous 步骤. 

previous perf 或 m a linear sweep  输出  

specified 值 at  end of  电流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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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PROGRAM 屏幕 项目 (2/3) 

 

设置 Name Item 操作 

FREQ 

 AC 频率  

设置 s  AC 频率. 

设置 范围: 1.0 Hz  550.0 Hz 

设置 分辨率:  0.1 Hz 

AC 频率 操作 类型  

设置 s  method used  change   specified 频率.   

选择 one of  following three options.   

 CONST: 输出 specified 值 

 KEEP: 输出 值 at end of previous 步骤  

 SWEEP: 开始 by 输出 ting 值 at end of previous 步骤. n 

perf 或 m a linear sweep  输出 n specified 值 at  

end of  电流 步骤  

波 

波形  
选择 s 任意 波形  be 输出.   

设置 范围:  SIN/SQU/ARB1  ARB16 

波形 操作 类型  

设置 s  method used  change   specified 波形.   

选择 one of  following two options.   

 CONST: 输出 specified 波形  

 KEEP: 输出 previous 步骤 波形   

PHS 

相位  

设置 s 输出 初始 相位.   

设置 范围:  0.0  359.9 

设置 分辨率: 0.1 

相位 操作 类型  

设置 s  method used  change   specified 相位.   

选择 one of  following two options.   

 CONST: 输出 specified 相位  

 KEEP: 输出 previous 步骤 相位  

同步 CODE 步骤 同步 输出  

This 设置 s  code (2 bits)  be 输出 in 同步 with 步骤 执行.   

序列 步骤 transitions can 检查 ed by monit 或 ing  步骤 同

步 输出.   

Bit 0 is 输出 from pin 5 (DOUT5) of  外部 控制 I/O 

connect 或 和 bit 1 is 输出 from pin 6 (DOUT6).   

选择 one of  following four 类型 s of 步骤 同步 输出 

( numbers are 显示 ed in  或 der “bit 1. bit 0”).   

During Idle 模式. se 值 s are “0. 0”.   

 0. 0 

 0. 1 

 1.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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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同步 输出 操作 

类型 

Specifies  输出 method f 或 步骤 同步 输出.   

选择 one of  following two options.   

 CONST: 输出 specified code 

 KEEP: 输出 same code as at previous 步骤  

终止 PHS 

步骤 end 相位  

enable/disable 

Specifies 步骤 end 相位 as enabled 或 disabled.  选择 one 

of  following two options.   

 DISABLE: Disable (相位 depends on 步骤 time) 

 ENABLE: Enable 

步骤 end 相位  

设置 s 步骤 end 相位.   

设置 范围:  0.0  359.9 

设置 分辨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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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PROGRAM 屏幕 Items (3/3) 

 

设置 Name Item 操作 

步骤 TERM 步骤 end 

设置 s 操作 after end of 步骤.   

选择 one of  following three options.   

 CONT: 序列 continuation 

 终止: Change  Idle 模式 

 保持:  Change  保持 模式 

JUMP 步骤 Jump 步骤  

设置 s  步骤 number  jump  after  end of  previous 步骤.   

 0:   Continue  next 步骤 number 

 1  255:  Jump  specified 步骤 number  

JUMP NUM Jump times 

设置 s  number of times  execute  jump 操作 specified by 

JUMP 步骤.   

 0:   Un 限制 ed jumps  

 1  999: Specified number of jumps  

BRANCH0 Branch 步骤 0 

设置 s  步骤 number  jump  when trigger 输入 has occurred.   

Two 类型 s of branch 步骤 can be 设置:  BRANCH0 和 

BRANCH1.   

[Comm 和 举例] 

When a 终止 is 设置 after a small number of sweeps at  

jump destination 步骤. it enables uses where re is a safe 

region f 或 saving data if necessary.   

 0:  Branch disabled 

 1  255:  Jump  specified 步骤 number   

BRANCH1 Branch 步骤 1 

 

 

c) MEMORY…(清除 序列内存) 

该功能为清除序列内存。  

清除后.初始 值被 输入.   

 See “4.4.5  清除序列内存”.   

 See “表 3-1 设置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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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内存 (MEMORY) 

 “MEM 或 Y” 屏幕 is used  控制 mem或 y.   

设置 saved (st或 ed)  st或 e/recall mem 或 y No. 1  No. 30 can be recalled 和 used.   

Recall of st 或 e/recall mem 或 y contents can be executed only when 输出 is off.   

 See “4.8  使用 存储 功能”. f 或 描述 of st 或 e/recall mem 或 y.   

 

After 选择 ing one of  following 操作. use  选择 ion box  specify  target mem或 y number.   

 

 ST 或 E...:  St 或 es 设置  specified mem或 y number.   

 RECALL...:  Recalls 设置 from specified mem或 y number.   

 CLEAR...:  Clears 设置 in specified mem或 y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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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远程 (REMOTE) 

 remote 控制 connected via a USB 接口 can be used  开关  local 模式 f 或 操作 via  面板 屏幕.   

When in remote 控制 模式.  “RMT” 图标 is 显示 ed.   

 See “6  ”.   

 

 操作 步骤 

1. 选择 “LOCAL…”. 然后 按  
ENTER

 键.  

  出现 EXEC 框   

 

 

 

 

ENTERCANCEL

 

EXEC box 

Displayed during  
remote mode 

 

2. 确定 “EXEC”已经被选中. 然后 按  
ENTER

 键.  

 此为设置本地 模式.   

 

 

 

 

ENTERCANCEL

 

Nothing is shown here 
during local mode. 
 

 

5.5.4 系统 (SYSTEM) 

 APS-1102A 的系统 设置显示在  “SYSTEM” 屏幕中。  

关于系统菜单的详细说明.请见  “5.6  系统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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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设置 范围 限制(LIMIT) 

 设置 范围 限制 er indicates  限制 屏幕. enabling  设置 范围 of 输出 电压 和 输出 频率  be 限制 ed when  信

号 源 模式 is  内部 信号 源 模式 (AC-INT. AC+DC-INT) 或 内部 + 外部 信号 源 模式 (AC-ADD. 

AC+DC-ADD). 和  设置 范围 of  输出 电压  be 限制 ed when in  外部 同步 模式 (AC-同步. AC+DC+同步). 

 numeric 值 s shown in 表 5-23 are 设置 on this 屏幕. 

 See b) 使用 设置 范围 限制 in “0  APS-1102A 支持八种 输出 模式.见表 3-4.   输出打开时不能

改变输出 模式.如果想改变输出模式.请先关闭输出. 

 

表 3-4.  输出 模式 列表 

 

操作 模式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 模式  详见  

AC 

INT 

(内部) 
AC-INT  “3.4.2  设置 输出 模式设置” 

EXT 

(外部) 
A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AC+DC 

INT 

(内部) 
AC+DC-INT  “4.1  用作 DC 电 源使用” 

EXT 

(外部) 
AC+D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D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D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下面以设置 AC-INT 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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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选择输出模式时.在 SET 菜单下.按图标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模式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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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两个范围，但是当处于输出状态时.输出 电压 范围不能改变. 

根据输出 电压选择范围。  

 

表 3-5.  不同输出 电压 范围 下的设置 

 

设置 
设置 范围  

100 V 范围  200 V 范围  单位 

DC 电压    200.0 ~ +200.0 400.0 ~ +400.0 V 

AC 电压  波形 
SIN/SQU 0.0 ~ 140.0 0.0 ~ 280.0 Vrms 

ARB1 ~ 16 0.0 ~ 400.0 0.0 ~ 800.0 Vp-p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10.0 ~ +42.0 +5.0 ~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42.0 ~ 10.0 21.0  ~5.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0 ~ 10.5 1.0 ~ 5.3 A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5.0 ~ +200.0 +10.0 ~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200.0 ~ 5.0 400.0 ~ 10.0 V 

外部 输入 增益  0.0 ~ 200.0 0.0 ~ 400.0 times 

 

 操作 步骤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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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 电压 范围.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状态框中会出现  图标 . 

 

 

 

 

ENTERCANCEL

 

Status window 

 

 

⇒   图标显示几秒后消失.输出 电压 范围设置成功..   

 改变输出 电压 范围需要八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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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波形设置 

 APS-1102A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产生 正弦 波、方 波或 任意 波形 (全部 16 种 类型)。任意波形需要通过

USB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而得到。 

 关于任意波.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任意波输出”.  

表 3-6 列出了可以选择的波形.  

 

表 3-6.  交流 电压 波形 和 交流 电流 波形 列表 

 

 如操作面板所示 类型 

SIN 正弦 波  

SQU 方 波  

ARB1 ~ ARB16 任意 波形 (16 种 类型) 

 

 操作 步骤 

 选择波形时.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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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择输出波形的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5.5.8 设置输出电压 

对于 AC-INT 模式.  其输出 电压的 设置见下表. 

 

表 3-7.  输出 电压 设置 

 

输出 模式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AC-INT 

(AC 模式) 
AC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14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28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800.0 Vp-p 0.1 Vp-p 

 

关于输出电压范围限制.详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其它 输出模式的输出电压范围设置.详见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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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电压.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改变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

显示在 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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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设置输出频率  

 交流 输出 频率的范围设置如下表.  

表 3-8.  输出 频率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设置 精确度 

1.0 Hz  到 550.0 Hz 0.1 Hz ±100 ppm (1.0 Hz ~ 550.0 Hz. 23 ±5°C) 

 

当输出频率范围需要限制时.参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频率. 在 SET 菜单下.设置数值标记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

显示在输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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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   

 

表 5-23.  设置 范围 限制 (LIMIT) 

 

 名称 内容 
输出 电压 

范围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初始 值  Unit 

+Vo LIMIT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100 V +5.0 ~ +200.0 0.1 +200.0 V 

200 V +10.0 ~ +400.0 0.1 +400.0 V 

Vo LIMIT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100 V 200.0 ~ 5.0 0.1 200.0 V 

200 V 400.0 ~ 10.0 0.1 400.0 V 

+ f LIMIT 频率 上限设置 1.0 ~ 550.0 0.1 550.0 Hz 

 f LIMIT 频率 下限设置 1.0 ~ 550.0 0.1 1.0 Hz 

 

  设置 范围 限制 设置 s  限制 f 或 AC 峰值 值 + DC.   

 F 或 举例. when +Vo 限制 is +200.0 V. 和  DC 设置 has already been 设置  100.0 V.  AC 限制 设置 

becomes 70.7 Vrms (100.0 Vpk).   

  设置 范围 限制 cannot 设置  a 值 that 设置 s  电流 ly 设置 值 outside of  范围.   

  same 设置 范围 限制 is used f 或 all 输出 模式 s.  Not only  电流 ly 选择 ed 输出 模式 设置. but  设

置 f 或 all 或 模式 s are restricted by this 限制.  ( APS-1102A st 或 es  设置 f 或 each 输出 模式.) 

 following describes an 举例 where  选择 ed 输出 模式 is AC-INT 和  限制 is 设置  prevent  输出 电

压 from exceeding 100.0 V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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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case.  输出 限制 范围 must be 设置  ±141.4 V (100.0 Vrms). but this 设置 cannot be made 

unless  输出 电压 设置 is 100.0 Vrms 或 less f 或  或 输出 模式 s where  输出 电压 can be 设置. i.e..  

AC-ADD. AC-同步. AC+DC-INT. AC+DC-ADD. 和 AC+DC-同步 模式 s.  If  设置 f 或 AC-ADD is 

110.0 Vrms.  设置 范围 限制 cannot be 设置 within ±155.5 V (110.0 Vrms). even if  设置 f 或  选择

ed AC-INT is 100.0 Vrms.   

Mem 或 y 和 序列 s are not subject  设置 范围 限制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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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 选择测量显示 (MEASURE) 

选择 要显示的 测量值.包括  RMS 值 (RMS). 平均 DC (AVG). 峰 值 (PEAK). 和 谐波 电流 值(HC1-HC4).   

当选择谐波 电流值 时.  RMS 值. 平均 DC. 和 峰 值不会 测量.  当选择 测量 RMS 值. 平均 DC. 或 峰值 时. 

不能测量谐波 电流 .   

关于测量显示的选择.详见  “3.4.13  使用 测量 功能”  

 关于谐波电流的测量.详见 “4.3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以及  

 “5.4.6 输出 谐波 电流 测量”  

 

5.5.11 重置峰值 电流 保持 值 

该设置使得峰值 电流 保持 值 变为 0 Apk. 然后保持新的峰值。   

 关于峰值电流保持值的设置.详见 “4.2.4 重设  峰值 电流 保持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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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输出 on/off  

 APS-1102A 可以使用 前面板上的 
OUTPUT

 键进入输出开关设置。同样也可以通过 MISC 菜单进行控制.   

 详见 “3.4.12  输出 on/off ”.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OUTPUT”.   

 

 

 

 

ENTERCANCEL

 

 

2.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3. 按   键  移动  光标至  “ON”.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打开 输出 . 同时 输出指示灯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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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OUTPUT

 

Output off Output on 
 

5.6 系统 菜单  

  APS-1102A 的系统菜单包括如下： 

 

 KEYLOCK:  键盘锁 

 BEEP:  蜂鸣  

 CONTRAST:  LCD 对比度  

 COLOR:  LCD 显示 颜色  

 TIME UNIT:  时间单位 

 INIT OUT:  开机后输出打开/关闭 

 EXT CONTROL:  外部 控制 输入启用/禁用 

 RESET...:  重置 

 INFORMATION:  系统信息 显示 

 

 

 “系统” 屏幕 显示 步骤  

在 MISC 菜单下.先选择  图标.然后选择 “SYSTEM”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Output on/off LED 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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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  显示  MISC 菜单. 

 按   键  移动  光标至  “SYSTEM” .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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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ENTER

 键  显示  SYSTEM 屏幕 .   

 

 

 

 

ENTERCANCEL

 

 

 

4. 按   或   键  选择要 进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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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键盘锁 

 APS-1102A is equipped with a 功能 that prevents 键 输入 err 或 s during 操作.   

When “键 lock” is on. all 键 s become inactive except f 或  键 lock off 键.  Although it is possible  开关 among 

菜单 s when 键 lock is on. 基本 ally no changes can be made except f 或 turning 键 lock off.  However. 输出 

can still be turned off via  输出 键 as an emergency response measure.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KEYLOCK”.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下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其它键盘锁(如.  OFF when on 或  ON when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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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完成  设置.  按  
CANCEL

 键  取消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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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蜂鸣 

When  beep sound is on. a beep sounds when an inc 或 rect 操作 is made. a 键 is 按 ed. 或 a modify 操作 is 

made.  When a 保护 功能-related err 或 oc 光标. an alarm sound will be 输出 regardless of  beep sound 设置.   

 

 操作 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BEEP”.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其它键盘锁 设置 (如.  OFF when on 或  ON when off).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完成  设置.  按  
CANCEL

 键  取消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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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LCD 显示对比度调整 

 LCD 屏幕 对比度可以 100 范围内选择.以满足操作环境。   

 打开调整文本框. 同时按  ENTER 键 和 CANCEL 键。这样可以调整 对比度.  电流 对比度 设置 does not 

allow easy recognition of  LCD 显示 contents.  This also 移动 s  digit 光标或   10’s place.   

 

 操作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CONTRAST”.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至要修改的值. 用 MODIFY 旋钮设置数 值大小.   设置 值会立即 显示

出来。  

 

 

 

 

 

Increase De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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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完所有列后.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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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LCD 显示颜色设置 

控制 面板上的 LCD 屏幕可以设置 为蓝色或白色。 

 

 操作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COLOR”.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BLUE”选择蓝色 或 “WHITE” 选择白色。.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完成  设置.  按  
CANCEL

 键  取消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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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时间单位设定 

可以选择“s” (秒) 或 “ms” (毫秒)作为时间单位。  

 

 操作步骤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TIME UNIT”.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选择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于  显示单位选项。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完成  设置.  按  
CANCEL

 键  取消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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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开机后的输出 on/off 设置  

 对于 APS-1102A.开机后自动 设置输出为打开。   

但是当由于系统锁住而重新开机后. APS-1102A 的输出为关闭.无论它设置是如何。 

 

 操作 步骤 

1. 按下  或   键移动光标到 “INIT OUT”.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下 
ENTER

 键显示选择框 。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下  或   键移动光标到 “ON” (处于 off 状态时) 或  “OFF” (处于 on 状态时).   

 

 

 

 

ENTERCANCEL

 

 

 

  4. 按下
ENTER

  键完成设置.按下
CANCEL

 键取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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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外部控制输入使能设置 

外部控制可以设为启用或禁用.然而对于  APS-1102A.在外部控制输入禁用的时候.它的状态也会输出。  

关于外部控制输入.详见“4.5  使用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进行控制”。.   

 

 操作步骤 

1. 按下  或   键移动光标到 “EXT 控制”.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下
ENTER

  键显示选择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下  或   键移动光标到“ENABLE” 或 “DISABLE”.   

 

 

 

 

ENTERCANCEL

 

 

 

4. 按下
ENTER

  键完成设置.按下
CANCEL

 键取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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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复位功能  

该 功能用于将 所有基本设置都变为初始 (出厂) 设置.   

 当输出打开时.APS-1102A 不能设置。 在重置 APS-1102A 之前.始终将输出关闭 

关于重置后的设置.详见 “3.2  开机后的显示和初始设置”。  

 

 操作步骤 

1. 按下  或   键 移动光标到“EXT CONTROL”.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下
ENTER

键显示 EXEC 方框 . 

 

 

 

 

ENTERCANCEL

 EXEC box 

 

 

3. 选择“EXEC”后. 按下
ENTER

键后复位 APS-1102A.   

 

5.6.9  系统信息  

在“SYSTEM” 菜单下选择 “INFORMATION”.查看系统信息.如硬件版本等。  

关于查看版本号的操作步骤.详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查看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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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SB 接口 
 

 

 

 
6.1 使用前设置 ········································································ 6-2 
6.2 命令列表 ················································· 错误！未定义书签。 
6.3 命令描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6.3.1 编程语言概述 ··························································· 6-10 

6.3.2 命令详细描述 ·································· 错误！未定义书签。 
6.4 命令树结构 ············································· 错误！未定义书签。 
6.5 状态 系统 ················································ 错误！未定义书签。 

6.5.1 状态 字 ············································ 错误！未定义书签。 

6.5.2 标准 事件 状态 ························································· 6-46 

6.5.3 操作 状态 ········································ 错误！未定义书签。 

6.5.4 警告 状态 ········································ 错误！未定义书签。 
6.6 出错清单 ················································· 错误！未定义书签。 
6.7 编程前注意事项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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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使用前设置 

 APS-1102A 可以通过  USB Test 和 测量 Class (USBTMC) 标准进行控制. 几乎所有的控制 功能都

可以通过 控制 面板操作. 内部 状态 信息如设置和出错信息也都可以显示在屏幕上。 

  USB 连接在后 面板上.   

 将附带的铁芯装入 USB 线缆中以减小电流泄露。 

  USB 接口适合工作于相对有利的环境中.最好不要用于有电源波动或电噪声的环境中。  

 

将 USBTMC class driver 安装在控制电脑上.然后连接 commercial (off--shelf) USB 线缆.。 

安装驱动的文件可以在 NI 公司网站下载。下面介绍了安装驱动的操作 步骤。  

 

 操作步骤 

1. 去 NI 公司网站查找 VISA Run-time Engine 页面. 或在如下 URL 选择“VISA driver 

downloads”。  

http://www.ni.com/supp 或 t/visa/ 

 

2. 从 VISA Run-time Engine 页面下载 VISA Run-time Engine。  (用户寄存器已要求.)  确定版本

为 Ver. 3.3 或更新版本。  

 

3.  下载的文件时自解压文件.安装并解压它。  

 

4. 一旦安装成功后.  USBTMC 驱动也装好了 。 

 

更多信息. 详见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s web site at www.ni.com. 

 

 

http://www.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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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命令列表 

 APS-1102A 命令列表见表 6-1 至表 6-9 .以及 APS-1102A 支持的 IEEE488.2 (SCPI) 常用命令见表 

6-10 。 

 表 6-1 至表 6-10中的符号解释如下.每个关键字的小写字母可以省略。  

 

 方 括号表示可以省略的关键字 (隐关键字) 

 竖线( | )表示几个关键字中选一 。 

 

表 6-1.  命令列表(SOURce 子系统) 

 

功能 Command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SOURce:]CURRent:LIMit:AVErage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正) [SOURce:]CURRent:LIMit:PEAK:HIGH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 (负) [SOURce:]CURRent:LIMit:PEAK:LOW 

输出 频率  [SOURce:]FREQuency[:IMMediate] 

频率 上限 [SOURce:]FREQuency:LIMit:HIGH 

频率下限 [SOURce:]FREQuency:LIMit:LOW 

输出 波形  [SOURce:]FUNCtion[:SHAPe][:IMMediate] 

输出 模式  [SOURce:]MODE 

同步 信号 源 (外部 同步模式) [SOURce:]PHASe:CLOCk 

输出时相位 [SOURce:]PHASe[:IMMediate] 

序列 状态 [SOURce:]SEQuence:CONDition? 

执行中的步骤数 [SOURce:]SEQuence:CSTep? 

序列中的最大步骤数 [SOURce:]SEQuence:LEN? 

SEQ:  jump times in 步骤 指定 STEP [SOURce:]SEQuence:COUNt? 

清除序列内存 [SOURce:]SEQuence:DELete 

步骤 执行 参数  [SOURce:]SEQuence:EPARameter 

步骤 transition parameter  [SOURce:]SEQuence:TPARameter 

序列 编辑的目标步骤数 [SOURce:]SEQuence:STEP 

AC 输出 电压  [SOURce:]VOLTage[:LEVel][:IMMediate][:AMPLitude] 

输出 电压 上限 [SOURce:]VOLTage:LIMit:HIGH 

输出 电压 下限 [SOURce:]VOLTage:LIMit: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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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输出 电压  

(AC+DC-INT. AC+DC-ADD. 或 AC+DC-

同步 模式下) 

[SOURce:]VOLTage:OFFSet[:IMMediate] 

输出 电压 范围  [SOURce:]VOLTage: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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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命令列表 (MEASure 子系统) 

 

功能 命令 

输出电流 RMS 值  MEASure[:SCALar]:CURRent[:AC]? 

+ 电力峰值 MEASure[:SCALar]:CURRent:HIGH? 

 电流峰值 MEASure[:SCALar]:CURRent:LOW? 

输出电流峰值保持 MEASure[:SCALar]:CURRent:AMPLitude:MAX? 

输出 电流 峰值 值 保持 re 设置  MEASure[:SCALar]:CURRent:AMPLitude:RESet? 

输出 电流 平均 值  MEASure[:SCALar]:CURRent:AVErage? 

负载振幅因数 MEASure[:SCALar]:CURRent:CREStfactor? 

输出 谐波 电流 [Arms] MEASure[:SCALar]:CURRent:HARMonic[:AMPLitude]? 

输出 谐波 电流 [%] MEASure[:SCALar]:CURRent:HARMonic:RATio? 

外部 输入 信号 频率  MEASure[:SCALar]:FREQuency? 

表观 功率  MEASure[:SCALar]:POWer:AC:APParent? 

输出功率因数 MEASure[:SCALar]:POWer:AC:PFACtor? 

无功功率  MEASure[:SCALar]:POWer:AC:REACtive? 

有效 功率  MEASure[:SCALar]:POWer:AC[:REAL]? 

输出 电压 RMS 值  MEASure[:SCALar]:VOLTage[:AC]? 

+ 电压 峰值 值  MEASure[:SCALar]:VOLTage:HIGH? 

 电压 峰值 值  MEASure[:SCALar]:VOLTage:LOW? 

输出 电压 平均 值  MEASure[:SCALar]:VOLTage:AVErage? 

 

表 6-3.  命令列表 (DISPlay 子系统) 

 

功能 命令 

选择 测量 显示  DISPlay[:WINDow]:MEASur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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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命令列表 (STATus 子系统) 

 

功能 命令 

操作 条件 寄存器 STATus:OPERation:CONDition? 

操作 事件使能寄存器 STATus:OPERation:ENABle 

操作 事件 寄存器 STATus:OPERation[:EVENt]? 

操作 transition filter  
STATus:OPERation:NTRansition 

STATus:OPERation:PTRansition 

警告 事件条件寄存器 STATus:WARNing:CONDition? 

警告 事件 使能 寄存器 STATus:WARNing:ENABle 

警告 事件 寄存器 STATus:WARNing[:EVENt]? 

警告 event transition filter  
STATus:WARNing:NTRansition 

STATus:WARNing:PTRansition 

 

表 6-5.  命令列表 (OUTPut 子系统) 

 

功能 命令 

输出 on/off  OUTPut[:STATe] 

 

表 6-6.  命令列表 (INPut 子系统) 

 

功能 命令 

外部 输入 增益  INPut:GAIN 

 

表 6-7.  命令列表 (TRACe 子系统) 

 

功能 命令 

任意 波形名列表  TRACe:CATalog? 

Send/receive 任意 波形数据 TRACe[:DATA] 

清除 任意 波形内存 TRACe:DELet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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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命令列表 (SYSTem 子系统) 

 

功能 命令 

蜂鸣声关/开  SYSTem:BEEPer:STATe 

外部 控制 输入 启用/禁用 SYSTem:CONFigure:EXTIO 

出错请求 SYSTem:ERRor? 

开机后输出 SYSTem:PON[:OUTPut] 

序列步骤输出的时间单位  SYSTem:TUNit 

清除 警告  SYSTem:WRELease 

 

表 6-9.  命令列表 (PROGram 子系统) 

 

功能 命令 

序列 操作 控制  PROGram[:SELected]: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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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常用命令列表 (常用命令和查询) 

 

常用命令和查询 名称 功能 

*CLS 清除功能 如：清除标准事件寄存器  

*ESE 标准事件使能命令 设置标准事件使能寄存器  

*ESR? 标准 事件 寄存器 查询 查询标准事件寄存器 

*IDN? 鉴定查询 查询设备 ID 信息.   

*OPC 操作完整命令 
当设备完成操作时.标准事件寄存器产生完

成信息(OPC) 。 

*RCL 调取命令 读取指定设置容量的内容。  

*RST 重置命令 

执行设备重置 

*在该设备中.此过程与初始化设置容量相

似。  

*SAV 存储命令 保存指定容量的内容。  

*SRE 设备查询使能命令 查询设备查询使能寄存器中的设置 。 

*STB? 读状态字查询  查询状态字和 master summary status bit.   

*TST? 自测查询 
执行设备自测.返回结果。   

*对于本设备.总是返回 “0” 。 

*WAI 等待继续命令  在操作完成前.设置设备处于等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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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输入缓冲 

  一次性发送的命令数受输入缓冲容量的限制。(10.000 字符).   

  转移的命令首先存储在输入缓冲区中.然后成功执行。.   

 当命令执行后.如果有非法语句的话就会出错。该语句和接下来的命令都不能被执行。 

 当命令成功执行后. 输入缓冲区清空.以输入新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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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指令描述 

6.3.1 编程语言概述 

该 产品符合 IEEE488.2 和 SCPI (VERSION 1999.0)标准。   

 

a) SCPI 

SCPI 定义了电脑和测量设备间的通信使用方法。下面详细介绍了 SCPI.   

 

http://www.scpiconsortium.org 

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 (SCPI) VERSION 1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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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CPI 数据格式 

送入到 APS-1102A 的所有命令信息都是 “ASCII”格式。  

 

表 6-11. 数值数据格式 

 

符号 数据格式 

<NR1> 不带小数点的数 值 (小数点位于最小位值的右面)  举例:  273 

<NR2> 带小数点的数 值举例:  .0273 

<NR3> 带小数点和指数的数 值举例:  2.73E+2 

<Bool> Boolean 值 (逻辑 值)  举例: 0 | 1 或 ON | OFF 

 

表 6-12.  字符数据格式 

 

符号  数据格式 

<CRD> 字符格式.   举例:  SIN 

<SRD> 带双引号的字符格式.  举例:  “No err 或” 

 

 二进制数据模块格式 

二进制数据模块格式见图Figure 6-1.所示。 

 

 

Figure 6-1. 二进制数据模块 

 

 “non-zero numeral”值 indicates 后面的  “numeral” 值。  “numeral”值 indicates 后面的  “8-bit 

data byte” 。 举例. 当发送四个  8-bit 数据字节<DAB>的格式如下： 

 

  #14<DAB><DAB><DAB><DAB> 

 

c) 常用命令 

 常用命令用来控制整体功能。如设备重置和状态监测。这些指令以星号开头的三个字母表示。  

 

Non-zero 
numerals 

Numerals 8-bit data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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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子系统命令 

子系统 指令用于控制设备的单个特定功能。 

子系统 命令分别对应设备内部的测量模组。每个子系统都有一个树 结构. 并使用 冒号 (:) 作为

路径分隔符。 

 

1) SCPI 命令树  

Figure 6-2 所示为子系统命令的部分命令树结构。 

Figure 6-3为命令 树的概览.   

 

 

Figure 6-2.  部分命令树结构 

 

 根部分 

命令树的最高部分为根部分。With SCPI.  当前路径设置为根.如下所示。  

 

○ 电源开关打开后立即 。 

 

○ 当设备接收到 “root specifier”  

  根符为一个冒号.该冒号位于命令字符串的开头.以表示当前路径为 root.   

 

○ 当接收到“message terminator” 

  message terminator 为 SCPI 信息后面的 line feed (LF).  当设备接收到 message 

terminator 时.返回到 root。 

 

 当前路径  

当前路径在树结构内.当用户发送一个指令时.当前指令被首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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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径分隔符 

 路径分隔符 (:) 将当前关键字与下一步关键字分开。每当字符串中有冒号(:)时.当前路径向后

移动一步。  

当冒号出现在字符串的开头时.表示当前路径为  root. 此冒号也可以省略。 

分号 (;)用于分割命令字符串.不用改变当前路径就可以进入同一水平的子系统命令。  

 

:SOUR:FREQ 1000 

  FREQuency command, belongs to SOURce subsystem 

 SOURce subsystem command (SOURce is root command) 

Sets current path to root 
 

 

3) 命令字符串的缩写 

该命令语法可以使每条命令(包括特定的一些参数) 用大小写字母表示。其中大写字母可以作

为命令的缩写。 

命令语法中大小写字母之间的区别只是出于方便.因为命令不区分大小写。 

下列缩写例子中 <1>到 <3>是正确的.而例子 <4> 或 <5>是错误的。 

 

 关于 SOURce:FREQuency? 的缩写举例： 

 

 <1> “SOUR:FREQ?” 

  <2> “SOURCE:FREQUENCY?” 

  <3> “sour:freq?” 

  <4> “SOURC:FREQUE?” 

  <5> “sou: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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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隐关键字 

方括号([ ]) 内的隐关键字是可以省略的。  

下列缩写命令字符串举例<1> 至 <5> .都向目标设备发送了相同的设置。  

 

关于  [:SOURce]:VOLTage[:LEVel][:IMMediate][:AMPLitude]的举例： 

 

 <1> “:SOUR:VOLT:LEV:IMM:AMPL  10VPP” 

 <2> “:VOLT:LEV:IMM:AMPL  10VPP” 

 <3> “:VOLT:LEV  10VPP” 

 <4> “:VOLT  10VPP” 

 <5> “:SOUR:VOLT:AMPL  10V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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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详细的命令说明 

下面介绍各种命令的功能和语法。 

 

a) 符号的含义 

 尖括号(< >): 尖括号内的参数符号如 <NR1>.表示数字数据格式 (NR1 类型).  

 竖线 ( | ) 用于切换数据..如“FIX|STEP” 表示 “FIX” 或 “STEP”两者选一 。 

 方 括号 ([ ]) 方括号内的参数.如“[SOURce:]LIST” 表示括号中的 “SOURce:”可以

省略。 

 加粗 (黑体) 符号字符串中的黑体字母为强调指出.如 TRIGger:SOURCe<NRf> 

  三角符号表示存在空格。 

 

b) Remark  

 命令和查询都包括在 APS-1102A 命令内.但为简单起见.它们都称为命令。 

 任何包括一个问号(?)的关键字都为查询。  

 标头不命令 are not applied  comm 和 reply 信息 s.   

 

c) SOURce 子系统  

 

  [SOURce:]CURRent:LIMit:AVErage 

该命令设置了输出 平均 电流的上限。输出平均电流的 范围为 1.0 ~ 10.5 A ( 100 V 档位) 或

1.0 ~ 5.3 A (200 V 档位).   

 

 Syntax: [SOURce:]CURRent:LIMit:AVErage   <NR2> 

 Parameter:   1.0 to 10.5 (1.0 to 5.3) 

 Command example: CURR:LIM:AVE 5 

 Query example: CURR:LIM:AVE?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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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CURRent:LIMit:PEAK:HIGH 

该命令 设置了  输出 峰值 电流 (正 极)的上限。   输出 峰值 电流 (正 极)的范围为 10.0 ~ 42.0 

A ( 100 V 档位) 或 5.0 ~ 21.0 A (200 V 档位).   

 

 Syntax: [SOURce:]CURRent:LIMit:PEAK:HIGH   <NR2> 

 Parameters:   10.0 to 42.0 (5.0 to 21.0) 

 Command example: CURR:LIM:PEAK:HIGH 10 

 Query example: CURR:LIM:PEAK:HIGH?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0.0 

 

 [[SOURce:]CURRent:LIMit:PEAK:LOW 

该命令 设置了  输出 峰值 电流 (负 极)的上限。   输出 峰值 电流 (负 极)的范围为-10.0 ~-42.0 

A ( 100 V 档位) 或-5.0 ~ - 21.0 A (200 V 档位).   

 

 Syntax:  [SOURce:]CURRent:LIMit:PEAK:LOW   <NR2> 

 Parameters:   10.0 to 42.0(5.0 to 21.0) 

 Command example:   CURR:LIM:PEAK:LOW 10 

 Query example: CURR:LIM:PEAK:LOW?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0.0 

 

 [[SOURce:]FREQuency[:IMMediate]   

该命令设置  输出 频率.  当处于 AC-EXT/AC-SYNC/AC+DC-EXT/AC+DC-SYNC 模式.  频

率不能 设置.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错误信息].) 

 频率 设置 范围为 1.0  ~550.0 Hz.   

 

 Syntax:  [SOURce:]FREQuency[:IMMediate]   <NR2> 

 Parameters:   1.0 to 550.0 

 Command example: FREQ 50 

 Query example: FREQ?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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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FREQuency:LIMit:HIGH 

该命令设置了频率的上限。然而等于或低于当前值的频率是不能设置的。  (显示[5. “Out of 

Limiter”的错误].) 

该限制范围为 1.0 ~ 550.0 Hz.   

 

Syntax:   [SOURce:]FREQuency:LIMit:HIGH   <NR2> 

 Parameters:   1.0 to 550.0 

 Command example:   FREQ:LIM:HIGH 550 

 Query example: FREQ:LIM:HIGH?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550.0 

 

 [SOURce:]FREQuency:LIMit:LOW 

该命令设置了频率的下限。然而等于或高于当前值的频率是不能设置的。  (显示[5. “Out of 

Limiter”的错误].) 

该限制范围为 1.0 ~ 550.0 Hz.   

 

 Syntax:   [SOURce:]FREQuency:LIMit:LOW   <NR2> 

 Parameters:   1.0 to 550.0 

 Command example: FREQ:LIM:LOW 50 

 Query example: FREQ:LIM:LOW?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50.0 

 

 [SOURce:]FUNCtion[:SHAPe][:IMMediate]  

该命令设置了输出波形。输出波形为 SIN/SQU/ARB1 to ARB16.   

当处于 AC-EXT/AC+DC-EXT 模式. 不能设置输出波形.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的错

误].) 

 

 Syntax:   [SOURce:]FUNCtion[:SHAPe][:IMMediate]   <CRD> 

 Parameters:   SIN/SQU/ARB1 to ARB16 

 Command example: FUNC SIN 

 Query example: FUNC? 

 Response format:   <CRD> 

 Response example: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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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MODE 

该命令设置了输出模式。共有八种模式可以选择.每种模式是操作模式(AC 或 AC+DC)和信

号源的结合。这八种输出模式分别是 AC-INT. AC-EXT. AC-ADD. AC-SYNC. AC+DC-INT. 

AC+DC-EXT. AC+DC-ADD. or AC+DC-SYNC.   

当处于输出时.输出模式不能改变。  (显示[1. “Invalid with output on”]的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MODE   <CRD> 

 Parameters:   AC-INT/AC-EXT/AC-ADD/AC-SYNC/ACDC-INT 

  ACDC-EXT/ACDC-ADD/ACDC-SYNC 

 Command example:   MODE ACDC-INT 

 Query example: MODE? 

 Response format:   <CRD> 

 Response example: ACDC-INT 

 

 [SOURce:]PHASe:CLOCk 

该命令设置了外部同步模式的同步信号(AC-SYNC or AC+DC-SYNC).  同步信号设置为

LINE (线性同步) 或 EXT (外部同步). 当处于外部输出时.同步信号不能改变。  (显示[1. 

“Invalid with output on”] 的错误信息) 

除了 AC-SYNC 或 AC+DC-SYNC 模式以外.不能改变信号源。(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的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PHASe:CLOCk   <CRD> 

 Parameters:   LINE/EXT 

 Command example:   PHAS:CLOC EXT 

 Query example: PHAS:CLOC? 

 Response format:   <CRD> 

 Response example: 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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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PHASe[:IMMediate]  

该命令设置了输出开始时的相位。相位设置范围为 0.0 ~ 359.9.  然而.当处于输出时.  相位

设置不能改变。(显示[1. “Invalid with output on”]的错误信息) 

在 AC-EXT 或 AC+DC-EXT 模式时.输出波形不能设置。(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的

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PHASe[:IMMediate]   <NR2> 

 Parameters:   0.0 to 359.9 

 Command example:   PHAS 90 

 Query example: PHAS?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90.0 

 

 [SOURce:]SEQuence:CONDition? 

该命令返回序列状态.包括 0 (闲置 模式). 1 (运行模式). 或 2 (保持模式).   

 

 Syntax:  [SOURce:]SEQuence:CONDition?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EQ:COND?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0 

 

 [SOURce:]SEQuence:CSTep? 

该命令返回执行的步骤数。返回范围为1 和 1 至 255。 闲置模式时返回  1 。 

 

 Syntax:  [SOURce:]SEQuence:CSTep?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EQ:CST?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2 

 

 [SOURce:]SEQuence:LEN? 

该命令返回序列步骤的最大值。通常返回 255。  

 

 Syntax:   [SOURce:]SEQuence:LEN?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EQ:LEN?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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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SEQuence:COUNt? 

该命令返回由 SEQ:STEP 指定步骤的 jump times .该范围为1 ~ 999。闲置状态时返回  1。   

 

 Syntax:   [SOURce:]SEQuence:COUNt?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EQ:COUN?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2 

 

 [SOURce:]SEQuence:DELete 

该命令清除序列内存。当执行命令时.所有序列清空。  

然而.序列内存中包括一个每个操作模式(AC 和 AC+DC)特有的序列. 每个输出电压范围

(100 V 和 200 V). 共四种. 当执行该命令时.只有一个作为内存。 

当处于 AC-EXT. AC-SYNC. AC+DC-EXT. 或 AC+DC-SYNC 模式时. 序列内存不能清除。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的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SEQuence:DELete   <NR1> 

 Parameters:   1 

 Command example:   SEQ:DEL 1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SOURce:]SEQuence:EPARameter 

该命令设置参数执行的步骤。  

目标序列步骤必须已被 SEQ:STEP 设置。(  详见 

“[SOURce:]SEQuence:TPARameter 

该命令设置了传输参数的步骤。 

目标序列步骤必须由 SEQ:STEP 优先设置。. (  See “错误！书签自引用无效。” on page 

6-22.)   

使用 SYST:TUN (  See “ SYSTem:TUNit” on page 6-36) 优先设置序列执行时间步骤

单位或查询该单位。  

当处于 AC-EXT. AC-SYNC. AC+DC-EXT. 或 AC+DC-SYNC 模式下. 传输参数步骤不能设

置。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的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SEQuence:TPARameter   <NR2>. <NR1>...... 

 First parameter (step time  [s]/[ms]) 

  Type <NR2> 

  Range  0.0001 to 999.9999 [s] 

   0.1 to 999999.9 [ms] 

 Second parameter (step end phase sett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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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NR1> 

  Range  0 (disable) or 1 (enable) 

 Third parameter (step end phase  []) 

  Type <NR2> 

  Range  0.0 to 359.9 

 Fourth parameter (step termination) 

  Type <NR1> 

  Range   0 (continue). 1 (end). or 2 (hold) 

 Fifth parameter (jump step number) 

  Type <NR1> 

  Range  0 (next step). 1 to 255 

 Sixth parameter (jump times) 

  Type  <NR1> 

  Range  0 (unlimited times). 1 to 999 

 Seventh parameter (branch 0) 

  Type <NR1> 

  Range   0 (disabled). 1 to 999 

 Eighth parameter (branch 1) 

  Type  <NR1> 

  Range   0 (disabled). 1 to 999 

 Command example:   SEQ:TPAR 2. 1. 180. 0. 0. 1. 0. 0 

 Query example: SEQ:TPAR? 

 Response example: 2. 1. 180. 0. 0. 1. 0. 0 

 

” on page 6-22.)   

然而.第一个参数(DC 电压) 和第二个参数(DC 电压操作类型) 只在 AC+DC 模式下有效。  当

处于 AC 模式下.应该设定虚值.并且每种参数都返回为 “0” 。 

第三个参数单位的变化取决于第七个参数设定的波形设置。对于正弦波 (SIN) 和 方波 

(SQU).单位为 Vrms. 而对于任意波 (ARB)为  Vp-p.   

当处于  AC-EXT. AC-ADD. AC-SYNC. AC+DC-EXT. AC+DC-ADD. 或 AC+DC-SYNC 模式

下. 执行参数的步骤不能设置或查询。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的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SEQuence:EPARameter   <NR2>. <NR1>...... 

 First parameter (DC voltage  [V]) 

  Type <NR2> 

  Range  200.0 to 200.0 (400.0 to 400.0) 

 Second parameter (DC voltage operation type) 

  Type <NR1> 

  Range   0 (CONST). 1 (KEEP). or 2 (SWEEP) 

 Third parameter (AC voltage [Vrms]/[Vp-p]) 

 * The unit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waveform set by the seventh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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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NR2> 

  Range   0.0 to 140.0 [Vrms] or 0.0 to 400.0 [Vp-p] 

 (0.0 to 280.0 [Vrms] or 0.0 to 800.0 [Vp-p]) 

 Fourth parameter (AC voltage operation type) 

  Type  <NR1> 

  Range   0 (CONST). 1 (KEEP). or 2 (SWEEP) 

 Fifth parameter (frequency) 

  Type  <NR2> 

  Range   1.0 to 550.0 

 Sixth parameter (frequency operation type) 

  Type  <NR1> 

  Range   0 (CONST). 1 (KEEP). or 2 (SWEEP) 

 Seventh parameter (waveform) 

 *The unit for the third parameter AC voltage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seventh parameter  

 setting.   

  Type  <NR1> 

  Range   0 (SIN). 1 (SQU). or 2 to 17 (ARB1 to ARB16) 

 Eighth parameter (waveform operation type) 

  Type  <NR1> 

  Range   0 (CONST) or 1 (KEEP) 

 Ninth parameter (start phase) 

  Type  <NR2> 

  Range   0.0 to 359.9 

 10th parameter (start phase operation) 

  Type  <NR1> 

  Range   0 (CONST) or 1 (KEEP) 

 11th parameter (step synchronized output) 

  Type  <NR1> 

  Range   0 (00). 1 (01). 2 (10). or 3 (11) 

 12th parameter (step synchronized output operation type) 

  Type  <NR1> 

  Range   0 (CONST) or 1 (KEEP) 

 Command example: SEQ:EPAR 0. 0. 100.0. 0. 50.0. 0. 1. 0. 90.0. 0. 0. 0 

 Query example: SEQ:EPAR? 

 Response example: 0. 0. 100.0. 0. 50.0. 0. 1. 0. 9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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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SEQuence:TPARameter 

该命令设置了传输参数的步骤。 

目标序列步骤必须由 SEQ:STEP 优先设置。. (  See “错误！书签自引用无效。” on page 

6-22.)   

使用 SYST:TUN (  See “ SYSTem:TUNit” on page 6-36) 优先设置序列执行时间步骤

单位或查询该单位。  

当处于 AC-EXT. AC-SYNC. AC+DC-EXT. 或 AC+DC-SYNC 模式下. 传输参数步骤不能设

置。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的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SEQuence:TPARameter   <NR2>. <NR1>...... 

 First parameter (step time  [s]/[ms]) 

  Type <NR2> 

  Range  0.0001 to 999.9999 [s] 

   0.1 to 999999.9 [ms] 

 Second parameter (step end phase setting mode) 

  Type <NR1> 

  Range  0 (disable) or 1 (enable) 

 Third parameter (step end phase  []) 

  Type <NR2> 

  Range  0.0 to 359.9 

 Fourth parameter (step termination) 

  Type <NR1> 

  Range   0 (continue). 1 (end). or 2 (hold) 

 Fifth parameter (jump step number) 

  Type <NR1> 

  Range  0 (next step). 1 to 255 

 Sixth parameter (jump times) 

  Type  <NR1> 

  Range  0 (unlimited times). 1 to 999 

 Seventh parameter (branch 0) 

  Type <NR1> 

  Range   0 (disabled). 1 to 999 

 Eighth parameter (branch 1) 

  Type  <NR1> 

  Range   0 (disabled). 1 to 999 

 Command example:   SEQ:TPAR 2. 1. 180. 0. 0. 1. 0. 0 

 Query example: SEQ:TPAR? 

 Response example: 2. 1. 180. 0.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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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SEQuence:STEP 

该命令指定了序列编辑的目标步骤数。 步骤数范围为 1 至 255.   

 

 Syntax: [SOURce:]SEQuence:STEP   <NR1> 

 Parameters:   1 to 255 

 Command example:   SEQ:STEP 1 

 Query example: SEQ:STEP?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 

 

 [SOURce:]VOLTage[:LEVel][:IMMediate][:AMPLitude]  

AC 输出电压单位为 Vrms (当波形为 SIN 或 SQU 时) 或者单位 Vp-p (当 波形为 ARB时).  对

于 100 V 档位. 输出电压设置范围为 0.0 ~ 140.0 Vrms 或 0.0 ~400.0 Vp-p. 而在 200 V 档位下. 

范围为 0.0 ~ 280.0 Vrms 或 0.0 ~ 800.0 Vp-p.   

当处于 AC-EXT 或 AC+DC-EXT 模式下. 输出 AC 电压不能查询。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的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VOLTage[:LEVel][:IMMediate][:AMPLitude]  

  <NR2> 

 Parameters:   0.0 to 140.0/0.0 to 400.0 (0.0 to 280.0/0.0 to 800.0) 

 Command example: VOLT 100 

 Query example: VOLT?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00.0 

 

 [SOURce:]VOLTage:LIMit:HIGH 

该命令设置了输出电压的上限。然而.等于或低于当前设置的值不能指定。 (显示[5. “Out of 

Limiter”] 的错误信息.) 

对于 100 V 档位. 限制范围为 5.0 ~ 200.0 V. 在 200 V 档位下. 范围为 10.0 ~ 400.0 V.   

 

 Syntax:   [SOURce:]VOLTage:LIMit:HIGH   <NR2> 

 Parameters:   5.0 to 200.0 (10.0 to 400.0) 

 Command example:   VOLT:LIM:HIGH 200 

 Query example: VOLT:LIM:HIGH?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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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VOLTage:LIMit:LOW 

该命令设置了输出电压的下限。然而.等于或高于当前设置的值不能指定。 (显示[5. “Out of 

Limiter”] 的错误信息.) 

对于 100 V 档位. 限制范围为- 5.0 ~ -200.0 V. 在 200 V 档位下. 范围为 -10.0 ~ -400.0 V.  

 

 Syntax: [SOURce:]VOLTage:LIMit:LOW   <NR2> 

 Parameters:   200.0 to 5.0 (400.0 to 10.0) 

 Command example:   VOLT:LIM:LOW 200 

 Query example: VOLT:LIM:LOW?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200.0 

 

 [SOURce:]VOLTage:OFFSet[:IMMediate] 

该命令设置了 AC+DC-INT. AC+DC-ADD. 或 AC+DC-SYNC 模式下的直流电压。在 100 V

档位下.电压设置范围为 200.0 ~ 200.0 V. 在 200 V 档位下. 范围为 400.0 ~ 400.0 V.   

只有在 AC+DC-INT. AC+DC-ADD. 或 AC+DC-SYNC 模式下才能设定输出电压。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的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VOLTage:OFFSet[:IMMediate]   <NR2> 

 Parameters:   200.0 to 200.0 (400.0 to 400.0) 

 Command example:   VOLT:OFFS 10 

 Query example: VOLT:OFFS?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0.0 

 

 [SOURce:]VOLTage:RANGe  

该命令设置输出电压的档位为 100 V 或 200 V.   

然而.当处于输出时.不能改变电压档位。 (显示[1. “Invalid with output on”] 的错误信息.) 

 

 Syntax:   [SOURce:]VOLTage:RANGe   <NR1> 

 Parameters:   100/200 

 Command example:   VOLT:RANG 100 

 Query example: VOLT:RANG?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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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EASure 子系统  

 

 MEASure[:SCALar]:CURRent[:AC]? 

该命令返回输出单位为 Arms 的电流 RMS 值 (AC+DC RMS 值)。  输出电流 RMS 值 测量

满量程为±15.00 Arms. 如果超出该量程.将返回的测量错误值 99.99 Arms。  

 

 Syntax:   MEASure[:SCALar]:CURRent[:AC]?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CURR?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2.85 

 

 MEASure[:SCALar]:CURRent:HIGH?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Apk 的正电流峰值(AC+DC 峰值)。其满流程为 45.0 Apk. 当超出量程时.. 

将返回测量错误值 99.9 Apk。  

 

 Syntax:   MEASure[:SCALar]:CURRent:HIGH?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CURR:HIGH?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25.9 

 

 MEASure[:SCALar]:CURRent:LOW?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Apk 的负电流峰值(AC+DC 峰值)。其满流程为-45.0 Apk. 当超出量程时.. 

将返回测量错误值-99.9 Apk。  

 

 Syntax:   MEASure[:SCALar]:CURRent:LOW?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CURR:HIGH?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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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SCALar]:CURRent:AMPLitude:MAX?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Apk 的电流峰值(保持)。其满流程为 45.0 Apk. 当超出量程时.. 将返回测

量错误值 99.9 Apk。  

 

 Syntax: MEASure[:SCALar]:CURRent:AMPLitude:MAX?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CURR:AMPL:MAX?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26.5 

 

 MEASure[:SCALar]:CURRent:AMPLitude:RESet 

该命令重置存储输出电流峰值(hold) 为 0 Apk.   

 

 Syntax:   MEASure[:SCALar]:CURRent:AMPLitude:RESet   <NR1> 

 Parameters:   1 

 Command example:   MEAS:CURR:AMPL:RES 1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MEASure[:SCALar]:CURRent:AVErage?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A 的输出电流平均值(AC+DC average value)。其满流程为±15.00 A。 当

超出量程时.. 将返回测量错误值 99.9 A。  

 

 Syntax:   MEASure[:SCALar]:CURRent:AVErage?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CURR:AMPL?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2 

 

 MEASure[:SCALar]:CURRent:CREStfactor? 

该命令返回输出电流振幅值。其满流程为 50.00。 当超出量程时.. 将返回测量错误值 99.9 A。

振幅因数计算公式为 “电流峰值/电流 RMS 值”.   

 

 Syntax:   MEASure[:SCALar]:CURRent:CREStfactor?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CURR:CRES?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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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SCALar]:CURRent:HARMonic[:AMPLitude]?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Arms 的谐波电流.值。其满流程为 15.00 Arms.。 当超出量程时.. 将返回

测量错误值 99.9 A。 

当处于 AC-INT 模式时.频率不是 50 Hz 或 60 Hz. 谐波电流不能测量。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或 [6. “Invalid in this frequency”]的错误信息.) 

 

 Syntax:   MEASure[:SCALar]:CURRent:HARMonic[:AMPLitude]?    

  <NR1> 

 Parameters:  1 (first to 10th). 2 (11th to 20th). 3 (21st to 30th). and 4 (31st to 40th) 

 Query example: MEAS:CURR:HARM? 1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2.24. 0.02. 0.01. 0.15. 0.06. 0.08. 0.01. 0.01. 0.02. 0.06 

 

 MEASure[:SCALar]:CURRent:HARMonic:RATio? 

这将返回次谐波电流的 ratio (%)到基波电流 100%.  测量范围为 0.0 ~ 500.0%..当超出量程

时.. 将返回测量错误值 999%。  

然而在 AC-INT 模式. .频率不是 50 Hz 或 60 Hz. 谐波电流不能测量。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或 [6. “Invalid in this frequency”]的错误信息.) 

 

 Syntax:   MEASure[:SCALar]:CURRent:HARMonic:RATio?   <NR1> 

 Parameters:   1 (first to 10th). 2 (11th to 20th). 3 (21st to 30th). and 4 (31st to 40th) 

 Query example: MEAS:CURR:HARM:RAT? 1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00.0.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MEASure[:SCALar]:FREQuency? 

这将返回单位为 HZ的外部同步信号频率.  测量范围为 38.0 to 525.0 Hz..当超出量程时.. 将

返回测量错误值 999.9 Hz。  

只有在外部同步模式下(AC-SYNC or AC+DC-SYNC).频率才能被测试。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的错误信息.) 

 

 Syntax:   MEASure[:SCALar]:FREQuency?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FREQ?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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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SCALar]:POWer:AC:APParent?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VA的表观功率。表观功率的满量程为 1400 VA。当超出量程时.将会显

示错误测量值 9999 VA。  

 

 Syntax:   MEASure[:SCALar]:POWer:AC:APParent?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POW:AC:APP?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367 

 

 MEASure[:SCALar]:POWer:AC:PFACtor? 

该命令返回输出功率因数。功率因数的范围为 0.00 ~ 1.00 VA。当超出量程时.将会显示错

误测量值 9.99。 

功率因数的计算公式为  “有效功率/表观功率”.   

 

 Syntax: MEASure[:SCALar]:POWer:AC:PFACtor?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POW:AC:PFAC?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0.68 

 

 MEASure[:SCALar]:POWer:AC:REACtive?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Var的无功功率。无功功率的满量程为 1400 Var。当超出量程时.将会

显示错误测量值 9999 Var。  

 

 Syntax:   MEASure[:SCALar]:POWer:AC:REACtive?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POW:AC:REAC?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269 

 

 MEASure[:SCALar]:POWer:AC[:REAL]?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W的有效功率。有效功率的满量程为 1200 W。当超出量程时.将会显示

错误测量值 9999 W。  

 

 Syntax:   MEASure[:SCALar]:POWer:AC[:REAL]?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POW:AC?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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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SCALar]:VOLTage[:AC]?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Vrms 的输出电压 RMS 值 (AC+DC RMS value). 输出电压 RMS 值的测

量满量程为 450.0 Vrms. 当超出量程时.将返回错误测量值 999.9 Vrms 。 

 

 Syntax:   MEASure[:SCALar]:VOLTage[:AC]?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VOLT?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00.4 

 

 MEASure[:SCALar]:VOLTage:HIGH?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Vpk 的正电流峰值(AC+DC 峰值)。其满流程为 450 Vpk. 当超出量程时.. 

将返回测量错误值 999 Vpk。  

 

 Syntax:   MEASure[:SCALar]:VOLTage:HIGH?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VOLT:HIGH?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00 

 

 MEASure[:SCALar]:VOLTage:LOW?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Apk 的负电流峰值(AC+DC 峰值)。其满流程为-450 Vpk. 当超出量程时.. 

将返回测量错误值-999 Vpk。  

 

 Syntax:   MEASure[:SCALar]:VOLTage:LOW?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VOLT:LOW?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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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SCALar]:VOLTage:AVErage? 

该命令返回单位为 V 的输出电压平均值(AC+DC average value)。其满流程为±450.0 V。 当

超出量程时.. 将返回测量错误值 999.9 V。  

 

 Syntax:   MEASure[:SCALar]:VOLTage:AVErage?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MEAS:VOLT:AVE?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0.2 

 

 

e) DISPlay 子系统  

 

 DISPlay[:WINDow]:MEASure:MODE 

该命令用于选择测量显示选项.包括 RMS (RMS 值). AVG (平均 DC). PEAK (峰值 ). 和 HC 

(谐波电流) 1 ~ 4.  谐波电流模式和谐波 degree 的关系如下。.   

 HC1 (1st to 10th) 

 HC2 (11th to 20th) 

 HC3 (21st to 30th) 

 HC4 (31st to 40th) 

然而.在 AC-INT 模式下. 频率不是 50 Hz 或 r60 Hz. 不能测量谐波电流。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或 [6. “Invalid in this frequency”] 的错误信息。.) 

当选择测量类型 HC1 ~ HC4.设备不能接收其它命令。. (显示[4. “Under Busy State”] 的错误

信息.) 

 

 Syntax:   DISPlay[:WINDow]:MEASure:MODE   <CRD> 

 Parameters:   RMS/AVG/PEAK/HC1/HC2/HC3/HC4 

 Command example:   DISP:MEAS:MODE RMS 

 Query example: DISP:MEAS:MODE?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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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TATus 子系统  

 

 STATus:OPERation:CONDition? 

该命令返回操作条件寄存器(OPCR).  返回范围为 0 ~ 20482.   

 

 Syntax:   STATus:OPERation:CONDition?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TAT:OPER:COND?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6384 

 

 STATus:OPERation:ENABle 

该命令设置操作事件使能寄存器(OPEE).返回操作条件寄存器(OPCR).  设置范围为 0 ~ 

20482.   

 

 Syntax:   STATus:OPERation:ENABle   <NR1> 

 Parameters:   0 to 20482 

 Command example:   STAT:OPER:ENAB 16384 

 Query example: STAT:OPER:COND?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6384 

 

 STATus:OPERation[:EVENt]? 

该命令设置操作事件寄存器(OPER). 设置范围为 0 ~ 20482。 

 

 Syntax:   STATus:OPERation[:EVENt]?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TAT:OPER?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6384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6-33 

 STATus:OPERation:NTRansition 

 STATus:OPERation:PTRansition 

该命令设置操作转移过滤器(OPTF). 设置范围为 0 ~ 20482。 

 NTR 过滤器设为 1 时. OPER 被设为 1（在 OPCR 从 1 变到 0 时）  

 PTR 过滤器设为 1 时. OPER 被设为 1（在 OPCR 从 0 变到 1 时） 

 NTR 和 PTR 过滤器都设为 1 时. OPER 被设为 1（在 OPCR 变化时） 

 NTR 和 PTR 过滤器都设为 0 时.（ OPCR 的变化不影响 OPER） 

 

 Syntax:   STATus:OPERation:NTRansition   <NR1> 

  STATus:OPERation:PTRansition   <NR1> 

 Parameters:   0 to 20482 

 Command example:   STAT:OPER:NTR 16384 

  STAT:OPER:PTR 0 

 Query example:     STAT:OPER:NTR? 

  STAT:OPER:PTR?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6384 (when NTR is queried) 

  0 (when PTR is queried) 

 

 STATus:WARNing:CONDition? 

该命令返回警告条件寄存器(WRCR). 设置范围为 0 to 31999.   

 

 Syntax:   STATus:WARNing:CONDition?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TAT:WARN:COND?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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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WARNing:ENABle 

该命令设置警告事件使能寄存器.设置范围为 0 ~ 31999.   

 

 Syntax:   STATus:WARNing:ENABle   <NR1> 

 Parameters:   0 to 31999 

 Command example:  STAT:WARN:ENAB 1 

 Query example: STAT:WARN:ENAB?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 

 

 STATus:WARNing[:EVENt]? 

该命令返回警告事件寄存器的值.设置范围为 0 ~ 31999.   

 

 Syntax:   STATus:WARNing[:EVENt]?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TAT:WARN?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0 

 

 STATus:WARNing:NTRansition 

STATus:WARNing:PTRansition 

该命令设置警告传输过滤器操作转移过滤器(WRTF). 设置范围为 0 ~ 31999。 

 NTR 过滤器设为 1 时. WPER 被设为 1（在 WPCR 从 1 变到 0 时）  

 PTR 过滤器设为 1 时. WPER 被设为 1（在 WPCR 从 0 变到 1 时） 

 NTR 和 PTR 过滤器都设为 1 时. WPER 被设为 1（在 WPCR 变化时） 

 NTR 和 PTR 过滤器都设为 0 时.（ WPCR 的变化不影响 WPER） 

.  

 Syntax:   STATus:WARNing:NTRansition   <NR1> 

  STATus:WARNing:PTRansition   <NR1> 

 Parameters:   0 to 31999 

 Command example:   STAT:WARN:NTR 16384 

  STAT:WARN:PTR 0 

 Query example: STAT:WARN:NTR? 

  STAT:WARN:PTR?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63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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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UTPut 子系统  

 

 OUTPut[:STATe] 

该命令控制输出继电器的开关。  

 

 Syntax:   OUTPut[:STATe]   <bool> 

 Parameters:   OFF|0 / ON|1 

 Command example:   OUTP ON 

 Query example: OUTP?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 

 

 

h) INPut 子系统  

 

 INPut:GAIN 

该命令设置外部模式(AC-EXT or AC+DC-EXT)以及内部+外部模式下的外部输入增益。100 

V 档位时.外部输入增益设置范围为 0.0 ~ 200.0 .而在 200 V 档位时范围为 0.0 ~ 400.0.   

在 AC-EXT. AC-ADD. AC+DC-EXT. 或 AC+DC-ADD 模式下. 输出波形不能设置。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的错误信息。) 

 

 Syntax:   INPut:GAIN   <NR2> 

 Parameters:   0.0 to 200.0 (0.0 to 400.0) 

 Command example:   INP:GAIN 10.0 

 Query example: INP:GAIN? 

 Response format:   <NR2> 

 Response exampl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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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RACe 子系统  

 

 TRACe:CATalog? 

该命令返回已定义的所有波形名列表.并且用户可以从中选择。  

 

 Syntax:   TRACe:CATalog?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TRAC:CAT? 

 Response format:   <CRD>[. <CRD>] 

 Response example: SIN. SQU. ARB1. ARB2. ARB3. ARB4. ARB5. ARB6. ARB7. ARB8. 

  ARB9. ARB10. ARB11. ARB12. ARB13. ARB14. ARB15. ARB16 

 

 TRACe[:DATA]  

该命令用于发送或接收任意波。当波形名 (ARB1 to ARB16)选为第一个参数时. the 

subsequent parameters are used to send 2 bytes × 4096 words (= 8192 bytes) of waveform data in 

big endian order (one word of waveform data is sent in 2’s complement format. higher byte first 

and then lower byte).  正如发送命令那样.从命令到数据必须一次性发送。 

然而.波形数据必须是 4096 字.   

波形数据的有效范围为 16384 ~ 16383. 当输入值等于或小于16384 时.将会返回16384.  

而当输入值等于或大于 16383 时.将返回 16383。 

 

 Syntax:   TRACe[:DATA]   <CRD>. <Binary Block Data> 

 First parameter (waveform name) 

   Type   <CRD> 

   Range   ARB1 to ARB16 

 Second parameter and afterward (binary block data) 

   Configuration #48192<DAB><DAB><DAB><DAB>... 

 Command example:   TRAC ARB1. #48192<DAB><DAB><DAB><DAB>... 

 Query example:   TRAC? ARB1 

 Response format:   <Binary Block Data> 

 Response example: #48192<DAB><DAB><DAB><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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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DELete[:NAME] 

该命令清除序列内存。当执行命令时.所有序列清空。  

然而.序列内存中包括一个每个操作模式(AC 和 AC+DC)特有的序列. 每个输出电压范围

(100 V 和 200 V). 共四种. 当执行该命令时.只有一个作为内存。 

当处于 AC-EXT. AC-SYNC. AC+DC-EXT. 或 AC+DC-SYNC 模式时. 序列内存不能清除。 

(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的错误信息].) 

该命令用于清除指定的任意波内存.当执行此命令时.产生一个正弦波 ARB1 to ARB8. 一个

序列波从 ARB9 to ARB12.一个三角波 is written to ARB13 to ARB16.   

然而.当处于输出时.任意波内存不能清除。  (显示[1. “Invalid with output on”]的错误信息.) 

 

 Syntax:   TRACe:DELete[:NAME]   <CRD> 

 Parameters:   ARB1 to ARB16 

 Command example:   TRAC:DEL ARB1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j) SYSTem 子系统  

 

 SYSTem:BEEPer:STATe 

该命令控制蜂鸣器开关。当打开蜂鸣器时.游标操作会伴随蜂鸣.并且当出现操作错误或安

全操作时会有蜂鸣提示。  

 

 Syntax:   SYSTem:BEEPer:STATe   <bool> 

 Parameters:   OFF | 0 / ON | 1 

 Command example:   SYST:BEEP:STATe ON 

 Query example: SYST:BEEP:STATe?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 

 

 SYSTem:CONFigure:EXTIO 

该命令控制外部输入使能设置。  

 

 Syntax:   SYSTem:CONFigure:EXTIO   <bool> 

 Parameters:   OFF | 0 / ON | 1 

 Command example:   SYST:CONF:EXTIO ON 

 Query example: SYST:CONF:EXTIO?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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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ERRor? 

该命令用于从错误列表(FIFO)中读出一条错误信息.并清除读出的那条错误信息。错误列表

最多可容纳 20 条错误。当超过 20 条时. [-350. “Too Many Errors”] 会显示在第 20 条错误处。  

 

 Syntax:   SYSTem:ERRor?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YST:ERR? 

 Response format:   <NR1>.<SRD> 

 Response example: 0. “No error” 

 

 SYSTem:PON[:OUTPut] 

该命令设置开机后的输出状态。当开机后的输出为打开时.输出为打开并且结束显示。 

然而.如果系统由于错误或系锁定而重启的话.重新开机后的输出会默认为关闭。  

 

 Syntax:   SYSTem:PON[:OUTPut]   <bool> 

 Parameters:   OFF | 0 / ON | 1 

 Command example:   SYST:PON OFF 

 Query example: SYST:PON?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0 

 

 SYSTem:TUNit 

该命令设置序列步骤执行时间单位为 s 或 ms.   

 

 Syntax:   SYSTem:TUNit   <NR1> 

 Parameters:   0 (s) / 1 (ms) 

 Command example:   SYST:TUN 0 

 Query example:   SYST:TUN? 

 Response exampl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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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WRELease 

该命令用于清除警告。当警告被清除后.显示 SET 屏幕并且按键也可以使用。为确保警告

全部消除.有必要检查所有警告信息已经消失并清除。 

 如果没有警告.或出现警告但设备不准备消除的时候.会出现[200. “Execution error”] 的错

误信息。) 

 

Syntax:   SYSTem:WRELease   <NR1> 

 Parameters:   1 

 Command example:   SYST:WREL 1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9) PROGram 子系统  

 

 PROGram[:SELected]:EXECute 

该命令控制序列的操作。 通过 STOP (停止). START (运行). HOLD (保持). BRANCH0 

(branch 0). 或 BRANCH1 (branch 1) 这些参数进行控制.   

在 AC-EXT. AC-SYNC. AC+DC-EXT. 或 AC+DC-SYNC 模式下.序列不能执行。(显示[3. 

“Invalid in this mode”] 的错误信息。) 

当输出关闭时.序列不能执行。 (显示[2. “Invalid with output off”]的错误信息) 

 

 Syntax:   PROGram[:SELected]:EXECute   <CRD> 

 Parameters:   STOP / START / HOLD / BRANCH0 / BRANCH1 

 Command example:   PROG:EXEC START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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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令  

 

 CLS 

该命令用于清除以下寄存器。.   

 标准事件寄存器 

 操作事件寄存器 

 警告事件寄存器 

 状态字  

 出错查询 

 

 Syntax:   CLS 

 Parameters:   None 

 Command example:  CLS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ESE 

该命令设置标准事件使能寄存器。设置范围为 0 ~ 255.   

 

 Syntax: ESE   <NR1> 

 Parameters:   0 to 255 

 Command example: ESE 255 

 Query example: ESE?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255 

 

 ESR? 

该命令返回标准事件寄存器值。当 ESR 读取标准事件寄存器时.寄存器中的所有位清除为

0。设置范围为 0 to 255.   

 

 Syntax: ESR?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ESR?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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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N? 

该命令返回如模组名。返回信息包括“厂家.模组名. 系列号. 和硬件版本”.   

 

 Syntax: IDN?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IDN?  

 Response format:   <SRD> 

 Response example: “GW Instek . APS-1102A. 000001. Ver1.00” 

 

 OPC 

该命令用于当所有操作※ 都完成时.设置标准事件寄存器 OPC 位 (BIT0)。   如果操作都完成

的话.OPC? 返回 1.  但是如果没有完成的话.也不会返回 0。  

 

 Syntax: OPC 

 Parameters:   None 

 Command example:  OPC 

 Query example: OPC?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 

 

 RCL 

该命令用于由SAV 调取存储的状态信息。调取范围为 1 ~ 30. 然而.当输出时.不能进行调

取。  (显示[1. “Invalid with output on”] 的错误信息) 

 

 Syntax: RCL   <NR1> 

 Parameters:   1 to 30 

 Command example: RCL 1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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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T 

该命令重置设备的出厂设置。然而.当输出时.不能进行重置操作。(显示[1. “Invalid with 

output on”]的错误信息。) 

 

 Syntax: RST 

 Parameters:   None 

 Command example: RST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SAV 

 该命令用于存储内存的当前状态信息。存储范围为 1 ~ 30.   

 

 Syntax: SAV   <NR1> 

 Parameters:   1 to 30 

 Command example: SAV 1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SRE 

该命令设置设备查询使能寄存器。设置范围为 0 ~ 178.   

 

 Syntax: SRE   <NR1> 

 Parameters:   0 to 178 

 Command example:  SRE 178 

 Query example: SRE?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178 

 

 STB? 

该命令返回状态位寄存器的值。设置范围为 0 ~ 178.   

 

 Syntax: STB?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STB?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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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T? 

该命令返回自检测的结果。此设备中.总返回“0”。  

 

 Syntax: TST? 

 Parameters:   None 

 Query example: TST? 

 Response format:   <NR1> 

 Response example: 0 

 

 WAI 

当所有操作※ 都完成的时候.设备才能执行后续命令。  

 

 Syntax: WAI 

 Parameters:   None 

 Command example:  WAI 

 Response format:   None  

 Response example:   None  

 

 ※  “Operations” 表示执行如下的命令。   

   输出模式设置 [SOURce:]MODE 

   输出档位设置 [SOURce:]VOLTage:RANGe 

   输出继电器控制 OUTPut[:STATe] 

   序列执行 PROGram[:SELected]:EXECute 

   内存调取 RCL 

   设备重置 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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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指令树结构 

 APS-1102A 各个子系统的指令树结构见图 Figure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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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3.  指令树结构  

6.5 系统状态  

APS-1102A 包括由 IEEE488.2定义的最少状态设置。 APS-1102A 系统状态概述见下图Figure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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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4. 系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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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状态字 

 状态 位 寄存器的定义如表 6-13.。当设备查询使能寄存器设为 1 的时候.状态 字 寄存器的设置才

有效。然后返回 Ored 作为有效的结果。  

 

 状态字节可以由系列号或STB? 查询。.   

 

表 6-13.  状态字寄存器定义 

 

Bit Weight 描述  

OPR (7) 128 运行状态 

RQS/MSS 

(6) 
64 

During  serial poll. this bit is defined as  RQS (Request Service) which indicates 

wher a service request has been issued   控制 ler by a device.   This bit is cleared  

zero when  serial poll is used.   

When 使用 an STB? query. this bit is defined as  MSS (Master 状态 Summary).  

和 operates as  状态 byte summary bit.  MSS is not cleared until re are no m 或 e 

enabling fact 或 s.   

ESB (5) 32 

 ESB (Event 状态 Bit) operates as  标准 event 状态 寄存器 summary bit.  This bit 

is 设置 (= 1) when any valid bit in  标准 event 状态 寄存器 is 设置 (= 1). 和 is 

cleared  zero when all bits in that 寄存器 are 0.   

MAV (4) 16 

 MAV (信息 Available Bit) is 设置 (= 1) when a response  a query is written   c 或

responding response 信息 queue 和 prepared f 或 输出.   

This bit is cleared  zero when  response 信息 queue becomes empty.   

3 8 总是 0 (not used) 

2 4 总是 0 (not used) 

WAR (1) 2 警告 状态  

0 1 总是 0 (not used) 

 

 

a) 发出查询命令时检查状态  

当发现查询命令时. nswer   query will be c 或 rectly received by receiving  response 信息 by 或

dinary.  没有必要检查状态字的  MAV 字。当查询命令已经发出时.确保 MAV bit = 1. 读显示的

信息。进行下一步操作的时候.确认 MAV 字已经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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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标准事件状态  

  标准事件状态寄存器的结构见下表Figure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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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event status summary 

 

Status byte (bit 5) 

 

Figure 6-5.  标准事件状态寄存器 

标准事件寄存器的定义见表 6-14.。只有当标准事件使能寄存器设置为 1 的时候.事件寄存器中的

字才有效.并且有效字的 Ored 结果才能反应在状态字寄存器的 ESB 位中。   

  

 

 标准 事件 状态 寄存器可以由 ESR? Query读出。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所有位清零。分别是由*ESR? Query读出.执行*CLS 命令. 或 电源重新打

开(不包括 PON 位 设为 1 时.重新打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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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标准 事件 状态 寄存器 定义 

 

Bit Weight 描述 

PON (7) 128 

电源打开位 

电源打开时.该位设为 1。  

当寄存器 读取的时候.该位清零。在重新打开电源之前.一直保持为 0。  

URQ (6) 64 
用户查询位 

总是 0 (not used) 

CME (5) 32 
命令出错 

在编程代码中出现语法错误时.该位设为 1.  

EXE (4) 16 
执行 出错 

当参数的设置超出范围或设置冲突的时候.该位设为 1。  

DDE (3) 8 
设备定义出错  

总是 0 (not used) 

QYE (2) 4 

查询出错  

当读取空缓冲区中的数据.或载有返回信息的缓冲器的数据丢失的时候.该位

设为 1。 

RQC (1) 2 

请求 控制  

总是 0 (not used) 

当所有操作(OPC)命令已经完成.该位设为 1。  

此设备中.该位设为 0.   

OPC (0) 1 
操作 完成 

当所有操作(OPC)命令已经完成.该位设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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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操作状态  

 操作 状态 寄存器的结构见下表Figure 6-6。  

 

 

Always 0 

Under sequence execution 

Not used 

Under sequence hol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15 

14 

13 

12 

11 

10 

9 

8 

OPCR (operation condition register) 

L
o

g
ic

a
l 
O

R
 

OPTF (operation transition filter) 

Operation status summary 

Status byte (bit 7) 

7 

6 

5 

4 

3 

2 

1 

0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BUSY 

Not used 

7 

6 

5 

4 

3 

2 

1 

0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5 

14 

13 

12 

11 

10 

9 

8 

OPER (operation event register) 

OPEE (operation event enable register) 

 

Figure 6-6.  操作状态  

 

该过滤器 convert conditions  events.   

 transition filters 包括 一个 NTRansition filter 和 一个 PTRansition filter.   其设置和操作如下。  

 NTR 过滤器设为 1 时. OPER 被设为 1（在 OPCR 从 1 变到 0 时）  

 PTR 过滤器设为 1 时. OPER 被设为 1（在 OPCR 从 0 变到 1 时） 

 NTR 和 PTR 过滤器都设为 1 时. OPER 被设为 1（在 OPCR 变化时） 

 NTR 和 PTR 过滤器都设为 0 时.（ OPCR 的变化不影响 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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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警告状态  

  警告 状态 寄存器的结构见下表 Figure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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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7.  警告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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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出错信息列表 

USB 方面的的出错信息见下表 6-15 。 

 

表 6-15.  USB 出错 信息 列表 

 

No. Message 原因 

0 “No error” 无错误 

100 “Command error” 
Comm 和 was recognized as invalid due  any cause.   

(General comm 和 err 或) 

101 “Invalid character” 
Comm 和 was recognized as invalid due  invalid characters (such 

as “VOLT&”) in comm 和 string.  

102 “Syntax error” 
Comm 和 was recognized as invalid due  reception of 未定义 

comm和 或 parameter.   

200 “Execution error” 
Err 或 occurred when executing  comm和 due  any cause.  

(General 执行 err 或) 

222 “Data out of range” 
Err 或 occurred when executing  comm和 due  out of 范围 

parameter.   

350 “Too Many Errors” New err 或 s cannot be retained due  err 或 queue overflow.   

1 “Invalid with output on” 
Err 或 occurred when executing  comm和 because  输出 relay 

was on.   

2 “Invalid with output off” 
Err 或 occurred when executing  comm和 because  输出 relay 

was off.   

3 “Invalid in this mode” 
Err 或 occurred when executing  comm和 due  inappropriate 输

出 模式.   

4 “Under Busy State” Err 或 occurred during 执行 of comm和 due  busy device.   

5 “Out of Limiter” 
Err 或 occurred during 执行 of comm和 because 限制 er 值 was 

exceeded.   

6 “Invalid in this frequency” 
Err 或 occurred when executing  comm和 due  inappropriate 

oscillation 频率 设置.   

7 
“Out of Input Signal 

frequency” 

Err 或 occurred when executing  comm和 due  out of  外部 同步

hronization 频率 范围.   

8 “Under Warning State” 
Err 或 occurred when executing  comm和 because device was 

operating in protected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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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编程前注意事项 

 

a) 任意波数据  

任意 波形 数据由一系列二进制数据模块组成。前面的 ASCII 编程 信息命令区和二进制模块任

意波数据应该同时转移。该任意 波形 数据长度为 4096-字 (8192-字节)。如果数据长度不够.会

出现错误.即使正确的波形也不能输出。  

 

b) 通过 USB 接口发出的命令 

当转移命令时.传输信息字符串必须以 LF (0AH)结尾.否则操作会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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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疑难解答 
 

 

 

 

7.1 保护 功能 ············································································ 7-1 

7.2 错误信息和对策 ································································· 7-4 

7.2.1 开机后出错··································································7-5 

7.2.2 保护 功能有关的出错 ·················································· 7-7 

7.2.3 面板 操作出错 ································· 错误！未定义书签。 

7.2.4 警告信息 ········································· 错误！未定义书签。 

7.2.5 USB-有关外部 控制出错 ············································ 7-14 

7.3 可能出现的故障 ································································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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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保护功能 

 APS-1102A 具备保护功能.该功能可以监测内部 状态.并当出现下列异常时可以显示出错信息和

警告。  

如果蜂鸣器打开的话.显示出错信息和警告的同时会有蜂鸣声。  (出现任何与保护功能的错误时.

无论蜂鸣器声音设置如何.都会出现蜂鸣声)。 

 

a) 异常输出 

当检测到过电压或过电流时.输出会关闭.同时显示出错信息或警告。  

b) 异常电源模块 

当检测到内部电源异常时.输出会关闭.同时显示出错信息或警告。 

出现错误信息时.除了电源关闭外其它操作都不能进行。  

c) 异常内部控制 

当检测到内部控制异常时.输出会关闭.同时显示出错信息或警告。 

出现错误信息时.除了电源关闭外其它操作都不能进行。  

d) 异常内部温度 

当检测到内部温度异常时.输出会关闭.同时显示出错信息或警告。 

 关于出错信息的描述.详见 “7.2.2  与保护功能有关的出错”。 

 关于警告信息的描述.详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警告信息” 

  关于蜂鸣声设置.详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蜂鸣”  

 APS-1102A 检查 f或 err或 s in  或der those listed in 表 7-1 和 only  信息 of  err或 detected first will 

be 显示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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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保护功能 
 

Protection 解决方法  

显示信息 
 输出 关闭 系统 锁定 

Internal power source 

error  
  

内部 电源出错信息 

 See “7.2.2  与保护功能有关的出错”. 

Internal 

communication error 

1  

  

内部 通信错误信息 1   

 See “7.2.2  与保护功能有关的出错”. 

Internal 

communication error 

2 

  

内部 通信错误信息 2   

 See “7.2.2  与保护功能有关的出错”. 

Control panel error   
控制 面板出错信息    

 See “7.2.2  与保护功能有关的出错”. 

Unexpected error   
不确定错误信息   

 See “7.2.2  与保护功能有关的出错”. 

Output average  

current protection  
  

输出 平均 电流 保护 信息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警告信息”.  

Output overvoltage 

protection 
  

输出 过电压 保护 信息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警告信息”.  

DC  overvoltage 

protection 
  

DC 过电压 保护 信息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警告信息”.  

Output peak current 

protection 
  

输出 峰值 电流 保护 信息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警告信息”.  

DC undervoltage 

protection 
 

Note
 

DC under 电压 保护 信息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警告信息”.  

Real-time control 

error 
  

实时控制 警告 信息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Abnormal internal 

temperature  
  

内部 温度 警告 信息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警告信息”.  

External sync signal  

frequency range error 
  

外部 同步 信号 频率 范围 警告 信息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警告信息”.  

Note  可能发生系统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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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出错信息和解决  

 APS-1102A 开机后进行自检.如果有异常情况的话.会显示出错信息。同样.如果设置、操作不当.

或者输出、内部异常的话.也会出现错误信息。   

 出错信息.原因和解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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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开机后出错 

 APS-1102A 在开机后的自检过程。 

如果检查出错误的话.屏幕上会显示 NG.反之.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屏幕上不会显示任何提示信息。  

 

 

ROM CHECK...................... OK 

RAM READ/WRITE CHECK ........... OK 

BACKUP MEMORY CHECK ............ OK 

WAVE MEMORY CHECK.............. OK 

SEQUENCE MEMORY CHECK .......... OK 

CALIBRATION MEMORY CHECK ...... NG .... INITIALIZED 

VERSION CHECK.................. NG .... INITIALIZED 

 

 

Figure 7-1.当自检出现 错误时的屏幕显示 

 

表 7-2列出了出现错误时.进行检查的过程和顺序。  

 

表 7-2.  Self 错误 检查 信息 s  

信息   原因和解决 

ROM CHECK ROM sum 检查 信息显示时.系统不能工作 .   

 可能是内部损坏元件导致的。联系 GW Instek  

或 经销商。 

RAM READ/WRITE 

CHECK 
RAM 读/写 检查 

BACKUP MEMORY 

CHECK 
备用 容量 sum 检查  

目标容量初始化.系统开始工作。 

(  See “3.2  开机后的显示和初始化设置”.) 

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话.可能是备用电池

老化导致的。  

(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备用电池”.) 

WAVE MEMORY 

CHECK 
波形容量 sum 检查  

SEQUENCE 

MEMORY CHECK 
序列容量 检查  

CALIBRATION 

MEMORY CHECK 
校准 数据 检查 

 校准 值容量被 初始化.系统开始工作。  

这种情况下.  APS-1102A 工作于未校准 值的条

件下.所以可能出现预料外的结果。也许是因为

内部损坏元件导致的.可以联系 GW Instek 或 其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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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CHECK 版本号检查 
备用容量.序列容量.波形容量初始化后.系统开

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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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与保护功能相关的错误 

当出现与保护 功能有关的错误时.出错信息显示在信息 窗口中.操作 终止。 

 

 

 

Figure 7-2.  当与保护功能有关的错误出现时的屏幕 显示 

 

当出现与保护功能有关的错误时.请关闭电源。  (  See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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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3 列出了错误出现时的解决方法。  

 

表 7-3.  与保护功能有关的出错 

出错信息   原因和解决 

System Locked. 

caused by: 

 DCPS FAILURE 

内部 电源错误  

输出设置为关闭.系统处于锁定状态。关闭

电源。  

假如重新打开电源后.与保护功能有关的

错误仍出现的话.请联系 GW Instek 或经销

商。  

System Locked. 

caused by: 

 COMMUNICATION FAILURE 1 

内部 通信错误 1 

System Locked. 

caused by: 

 COMMUNICATION FAILURE 2 

内部 通信错误 2 

System Locked. 

caused by: 

 FRONT PANEL FAILURE 

控制 面板错误  

System Locked. 

caused by: 

 UNKNOWN ERROR 

不确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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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面板操作出错  

面板 操作出错 信息显示在 状态 窗口.   信息框在 1.5 秒后自动关闭。.   

 

Message box 

 

 

Figure 7-3.  面板操作错误时的屏幕显示 

 

表 7-4.  面板操作错误 (1/2) 

 

出错信息  原因和解决 

OUT OF MEASURE RANGE 
由于超出测量范围. 所以不能测量。 

(  See “3.4.13  使用 测量 功能”.) 

INVALID IN THIS 

FREQUENCY 

频率 设置不正确. 所以不能执行。设置 频率为 50 Hz 或 60 Hz.   

(  See “3.4.10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OUT OF INPUT SIGNAL 

FREQUENCY 

外部 同步 信号 频率超出同步范围.   

(  See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输出”.) 

OUT OF RANGE 
USB 参数 范围错误.  设置在合理 范围内。  (仅远程 模式) 

(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详细命令描述”.) 

INVALID WITH OUTPUT ON 
由于输出被打开导致的无效执行.必须关闭输出。  

 (  See “3.4.12  输出 on/off”.) 

INVALID WITH OUTPUT OFF 
由于输出被关闭导致的无效执行.必须打开输出。  

 (  See “3.4.12  输出 on/off”.) 

INVALID IN THIS MODE 
由于无效的输出模式导致的无效执行.必须改变 输出 模式.   

(  See “3.4.6  设置 输出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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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面板 操作出错 (2/2) 

 

出错信息  原因和解决 

UNDER BUSY STATE 

由于 处于 BUSY 状态.所以不能设置。等到直到 BUSY 显示消失

后.再操作。  

(  See “3.4.7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UNDER REMOTE STATE 
由于处于远程状态.所以不能设置。设置为本地模式后.再操作。 

(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远程”.) 

UNDER LOCAL STATE 

由于处于本地状态.所以不能 设置 。 (仅远程 模式) 

(  See “4.5  使用外部 I/O 连接器进行控制”.) 

(  See “6  ”.) 

UNDER KEYLOCK 
由于处于键盘锁定状态.所以不能 设置。消除键盘锁定。  

(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键盘锁”.) 

OUT OF LIMITER 

由于超出范围限制.所以不能 设置。(仅远程模式) 

 (  See “4.5  使用外部 I/O 连接器进行控制”.) 

(  See “6  ”.) 

COMMAND ERROR 
USB 接口命令出错.检查命令。 (仅远程模式) 

(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出错信息列表”.) 

EXECUTION ERROR 以上原因外的执行错误。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7-11 

7.2.4 警告信息 

当由于输出错误.内部温度错误.或外部同步频率超出范围导致的输出关闭时. 警告信息显示在信

息 窗口中.  (  See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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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7-4.  出现警告时的屏幕显示 

 

在警告消除之前.所有键和命令操作都失效。 

当警告消除时.屏幕上会出现“Press ENTER key”.这时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关闭屏幕。  If  

“按 ENTER 键.”  假如“Press ENTER key”的信息在 10 秒内没有出现的话.重启电源。  

表 7-6 和 表 7-7 为警告信息。 

 

表 7-6.  警告(1/2) 

 

信息  原因和解决 

Output OFF. 

caused by: 

OVER VOLTAGE 

由于输出电压保护功能导致的输出关闭。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可以消除错误.  并在使用前

检查设置和负载条件. 

Output OFF. 

caused by: 

OVER CURRENT 

由于输出电流保护功能导致的输出关闭。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可以消除错误.  并在使用前

检查设置和负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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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警告 (2/2) 

 

信息  原因和解决 

Output OFF. 

caused by: 

 OVER PEAK CURRENT 

由于输出 峰值 电流 保护导致的输出关闭.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可以消除错误.  并在使用前

检查 设置 和 负载条件.   

Output OFF. 

caused by: 

 OVER DC VOLTAGE 

由于直流模块过电压保护功能导致的输出关闭.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可以消除错误.  并在使用前

检查 设置 和 负载条件.   

Output OFF. 

caused by: 

 UNDER DC VOLTAGE 

由于直流模块过电压保护功能导致的输出关闭.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可以消除错误.  并在使用前

检查 设置 和 负载条件.     

设备可能处于出错状态.系统也被锁住。这种情况下应该

关闭电源  。如果重新打开电源后.仍有与保护有关的出错

的话.请联系 GW Instek 或 当地经销商。 

Output OFF. 

caused by: 

 REALTIME CONTROL FAILURE 

由于实时控制功能导致的输出关闭。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可以消除错误.  并在使用前

检查 设置 和 负载条件. 

Output OFF. 

caused by: 

 OVER TEMPERATURE 

由于内部过温保护功能导致的输出关闭。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可以消除错误.  并在使用前

检查温度和 其它安装条件. 

OUTPUT OFF 

caused by: 

OUT OF SYNC FREQUENCY 

由于超出外部同步频率导致的输出关闭。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  

按  ENTER 键 或 CANCEL 键可以消除错误.  并在使用前

检查外部同步信号。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7-14 

7.2.5 USB 外部 控制 错误 

表 7-6 列出了和 USB 有关的 外部 控制错误。 

 

表 7-8.  USB 出错信息列表 

 

No. 出错信息 原因 

0 “No error” 无错误。  

100 “Command error” 
任何原因导致的命令无效。  

(常见的命令出错) 

101 “Invalid character” 在字符串中.由于无效字符导致的命令无效 (如  “VOLT&”)。 

102 “Syntax error” 由于引用未定义的命令或参数导致的无效命令。  

200 “Execution error” 
由于任何原因导致的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常见 执

行错误 ) 

222 “Data out of range” 由于执行的命令超出参数范围导致的出错。  

350 “Too Many Errors” 由于错误信息列表已满导致新的错误信息无法显示。  

1 “Invalid with output on” 执行命令时.由于输出继电器被打开导致的出错。 

2 “Invalid with output off” 执行命令时.由于输出继电器被关闭导致的出错。 

3 “Invalid in this mode” 执行命令时.由于不恰当的操作模式导致的出错。 

4 “Under Busy State” 执行命令时.由于设备忙碌导致的出错。 

5 “Out of Limiter” 执行命令时.由于超出限制值班导致的出错。 

6 “Invalid in this frequency” 执行命令时.由于不恰当的示波器频率设置导致的出错。 

7 
“Out of Input Signal 

frequency” 

执行命令时.由于超出外部同步频率设置范围导致的出错。 

8 “Under Warning State” 执行命令时.由于设备工作在保护模式导致的出错。 

 

 

7.3 可能出现的故障  

在使用  APS-1102A 过程中出现问题时.请按照下面表格中的故障及原因进行检查.如操作.使用方

法. 连接错误方面的故障。。 

如果问题不在下表中.请联系 GW Instek 或 其授权代理商。 

 

表 7-9.  电源开关操作中出现的故障和解决 
 

故障 原因 如何解决 

电源打开后.机器不 电源不符合 检查电源线是否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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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电源超出额定电压范围  

使用符合额定电压范围的电源 

 

内部保险丝已烧坏  联系 GW Instek 或经销商 

断电后.机器没有立

刻关闭。 

这不是故障问题。 

当机器内部电压降到安全电

平后会自动关闭。 

  

等待大约 5 秒钟后.机器会自动关闭。 

LCD 显示空白。   

(但风扇工作.) 
LCD 的 对比度太低。 

提高 LCD 对比度 。 

 当看不清屏幕时.可以调整 LCD 对比度.同时

按  ENTER 键 和 CANCEL 键 。  This 设置 s  

digit 光标或   10’s column.   

 See “5.6.3  调整 LCD 对比度”.  

 

表 7-10.  按键操作故障和解决 

 

故障 原因 如何解决 

面板不能正常操作  

键盘锁被打开。  关闭键盘锁。   

 See “5.6.1  键盘锁”.  

键按键或 MODIFY 老化。 联系 GW Instek 或经销商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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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输出 电压 或 输出 电压 范围 设置故障和解决 

 

故障 原因 如何解决 

输出 电压 范围 不能

切换。 
 内部 电源故障    

关闭电源。  

如果重新开机后.仍然不能切换输出 电压 范

围.请联系 GW Instek 或经销商进行维修。  

不能设置 输出 电压.   处于外部 信号 输入 模式。  

当信号 源 模式为外部 信号 输入 (EXT). .输出 

电压不能设置。 

将信号源设置  为内部 (INT) 或 内部 + 外部 

(ADD) 模式.   

 See “3.4.6  设置 输出 模式”.  

 See “5.3.1  输出 模式 设置”.  

设置 值与测量 值不

同.   

一些不必要的设置 (例如.当只

使用直流的情况下.交流也同

时被设置。 ) 

重新检查  设置.   

使用 ADD 模式时. 检查外部 信号 和 外部 输

入 增益.   

 See “4.10  加外部信号和内部信号”.  

并且 检查选择的测量显示值。 

 See “5.5.10  测量显示选择

（MEASURE）”.  

使用低阻抗 负载。   当连接低电阻负载. 电感 负载. 或 电容 负载

时.  测量 值 可能比限制操作的设置值小。.   

 

表 7-12.  频率 设置故障和解决 

 

故障 原因 如何解决 

不能设置输出 频率  
处于外部 信号 输入 或 外部 

同步模式 。 

当信号 源 模式为 外部 信号 输入 (EXT) 或 外

部 同步 (SYNC).时.不能设置输出 频率 。 

将信号 源 模式设置为  内部 (INT) 或 内部 + 

外部 (ADD) 模式.   

 See “3.4.6  设置 输出 模式”.  

 See “5.3.1  输出 模式 设置”.  

不能设置线性 同步 处于外部 同步模式 。 

信号 源 模式  设置为外部 同步 (SYNC). 然后

将外部 同步 信号 源设置为  LINE.   

 See “3.4.6  设置 输出 模式”.  

 See “4.7.2  Line 同步”.  

 See “5.3.1  输出 模式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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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3.输出错误故障和解决 

 

故障 原因 如何解决  

 无输出   

输出 电压 设置为“0”.   

检查  输出 电压 设置.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

到引用源。”.  

没有连接信号 源  
  信号 源 模式 为 外部 信号 (EXT)时. 将  信号 

源设置为   外部 信号 输入 端子. 并选择合适

的外部 输入 增益.   

 See “3.3.4  外部信号输入/外部同步信号

输入端子”.  

 See “4.9  外部信号放大”.  

外部 输入 增益设置为  “0”.   

输出开关 (OUTPUT) 未设置

为  on.   
设置  输出开关为  on.   

出现与保护功能有关的错误

或警告。  

当有与 保护 功能有关的错误或 警告 信息显

示时.输出不能设置为  on.   

详见 “和保护功能有关的错误” 和  “警告信

息” 并解决。 

当出现与保护功能有关的错误出现时.所有的

键操作失效。关掉电源 开关 . 然后再打开。  

显示警告 信息.   

产生过负载 。   
确保负载在最大 输出 范围内或低于 输出电

平 .   

信号源产生过高信号电平。  
如果信号 源 为 EXT 或 ADD 模式. 减小连接

信号 输出电平  或减小 外部 输入 增益.   

绝对 温度 过高。  确保绝对 温度不超过 40°C 。   

空气过滤口堵塞.   
参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日常维护” 并

清洗空气过滤网。  

前面板的空气进口或者后面

板的空气出口被堵塞。  

确保 APS-1102A 符合安装 要求.详见 “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安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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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测量 功能故障和解决 

 

故障 原因 如何解决 

测量的电压 或 电流

值显示不正确。   
显示设置不 正确。 

AC 模式下. 选择 RMS.  只有选择 RMS.显示

值才会正确 .   

显示“----”。  测量超出范围. 
超出测量 范围时.会显示“----”.详见 “5.4  测

量屏幕”。检查  负载 条件 和 设置 值.   

测量 值不一致。  
测量是在外部 模式 (EXT)下

进行的。   

外部 模式 (EXT)下.  测量周期是固定的。如果  

外部 输入 信号 频率是已知的. 输出 模式变

为  ADD 模式  (AC-ADD 或 AC+DC-ADD). 设

置  内部 示波器输出 电压为  “0”. 并设置  频

率 为  外部 输入 频率.   

 
测量时的频率太低 (10 Hz 或

更小).   

当频率低于 10 Hz 时.  测量 周期被固定. 所以  

测量 值可能不稳定。   

 

表 7-15.  序列 功能故障和解决 
 

故障 原因 如何解决 

序列 控制 功能不工

作 
输出处于关闭状态。 打开 输出。  

序列结束后.设置值

和最后步骤得出的值

不同。  

序列结束时.电压 或 频率超出

设置 范围 限制.   

编程 序列时.没有设置 范围 限制.   

当最后步骤 值 超出  设置 范围 限制时. it is f

或 cibly changed   lower 限制 值.   

 

表 7-16.  存储功能故障和解决 
 

故障 原因 如何解决 

不能调取内存。 
输出开关 (OUTPUT)  设置为

on.   

 输出状态时.不能进行调取操作.需要关闭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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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7.  限制设置范围故障和解决 

 

故障 原因 如何解决 

峰值输出 电流限制

值超出设置.   
过冲 电流 值正在测量.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可能过冲.依赖于负载.   

 See “0  APS-1102A 支持八种 输出 模式.

见表 3-4.   输出打开时不能改变输出 模式.如果

想改变输出模式.请先关闭输出. 

 

表 3-4.  输出 模式 列表 

 

操作 模式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 模式  详见  

AC 

INT 

(内部) 
AC-INT  “3.4.2  设置 输出 模式设置” 

EXT 

(外部) 
A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AC+DC 

INT 

(内部) 
AC+DC-INT  “4.1  用作 DC 电 源使用” 

EXT 

(外部) 
AC+DC-EXT  “4.5  外部 I/O 控制连接器” 

ADD 

(内部 + 外部) 
AC+DC-ADD  “4.10  加 外部 信号 和 内部 信号  

同步 

(外部 同步) 
AC+DC-SYNC  “4.7  输出  外部 信号同步” 

 

下面以设置 AC-INT 模式为例. 

 操作步骤 

选择输出模式时.在 SET 菜单下.按图标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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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

择模式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7.3.1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  

选择 100 V 或 200 V 两个范围，但是当处

于输出状态时.输出 电压 范围不能改变. 

根据输出 电压选择范围。  

 

表 3-5.  不同输出 电压 范围 下的设置 

 

设置 设置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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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V 范围  200 V 范围  单位 

DC 电压    200.0 ~ +200.0 400.0 ~ +400.0 V 

AC 电压  波形 
SIN/SQU 0.0 ~ 140.0 0.0 ~ 280.0 Vrms 

ARB1 ~ 16 0.0 ~ 400.0 0.0 ~ 800.0 Vp-p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正) +10.0 ~ +42.0 +5.0 ~ +21.0 A 

输出 峰值 电流 限制(负) 42.0 ~ 10.0 21.0  ~5.0 A 

输出 平均 电流 限制 1.0 ~ 10.5 1.0 ~ 5.3 A 

正 电压 设置 限制  +5.0 ~ +200.0 +10.0 ~ +400.0 V 

负 电压 设置 限制  200.0 ~ 5.0 400.0 ~ 10.0 V 

外部 输入 增益  0.0 ~ 200.0 0.0 ~ 400.0 times 

 

 操作 步骤 

设置输出电压范围.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  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

择输出 电压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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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状态框中会出现

 图标 . 

 

 

 

 

ENTERCANCEL

 

Status window 

 

 

⇒   图标显示几秒后消失.

输出 电压 范围设置成功..   

 改变输出 电压 范围需要八秒钟.  

 

7.3.2 波形设置 

 APS-1102A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产生 正弦 

波、方 波或 任意 波形 (全部 16 种 类型)。

任意波形需要通过 USB 接口进行数据传

输而得到。 

 关于任意波.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 任意波输出”.  

表 3-6 列出了可以选择的波形.  

 

表 3-6.  交流 电压 波形 和 交流 电流 波形 

列表 

 

 如操作面板所示 类型 

SIN 正弦 波  

SQU 方 波  

ARB1 ~ ARB16 任意 波形 (16 种 类型) 

 

 操作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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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波形时.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对话框.   

 

 

 

 

ENTERCANCEL

 

Selection box 

 

 

 

3.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选

择输出波形的类型.  

 

 

 

 

ENTERCANCEL

 

  
 

4. 按  
ENTER

  键 确认. 

 

 

 

 

ENTER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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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设置输出电压 

对于 AC-INT 模式.  其输出 电压的 设置见

下表. 

 

表 3-7.  输出 电压 设置 

 

输出 模式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AC-INT 

(AC 模式) 
AC电压  

100 V 范围  
SIN/SQU 0.0  14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400.0 Vp-p 0.1 Vp-p 

200 V 范围  
SIN/SQU 0.0  280.0 Vrms 0.1 Vrms 

ARB1 ~ ARB 16 0.0  800.0 Vp-p 0.1 Vp-p 

 

关于输出电压范围限制.详见 “0  使

用限制功能”. 

其它 输出模式的输出电压范围设置.

详见 “5.3.3  设置 输出 电压”.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电压. 在 SET 菜单下.选择  

  图标.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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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

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改变值

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显示在 

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7.3.4 设置输出频率  

 交流 输出 频率的范围设置如下表.  

表 3-8.  输出 频率 设置 

设置 范围 分辨率 设置 精确度 

1.0 Hz  到 550.0 Hz 0.1 Hz ±100 ppm (1.0 Hz ~ 550.0 Hz. 23 ±5°C) 

 

当输出频率范围需要限制时.参见 “0  

使用限制功能”. 

 

 操作 步骤 

 设置  输出 频率. 在 SET菜单下.设置数

值标记   . 

 

1. 按   或   键  移动  光标至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  
ENTER

 键  显示修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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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Modification box 

 
 

3. 按   和  键移动  光标到要改

变的数位.. 用 MODIFY 旋钮设置值

的大小.   设置的 值 会立即显示在

输出上.  

 

 

 

 

  

Increase Decrease 

 

4. 按  
CANCEL

  或 
ENTER

 键  关闭修改框. 

”. 

 

表 7-18.  其它问题 
 

故障 原因 要求 d Action. etc. 

变压器当作负载使

用.但是电流异常.并

导致饱和。  

APS-1102A 输出设置为  AC 

模式.  控制电路使得不产生直

流异常电压.但是由于控制程

度的限制.直流电压不能降低

到 0V  

依赖于变压器.少许的直流电

压可能产生.直流成分送给

CORE.变压器激励电流会产生

异常 

设置 直流 (AC) 模式.   

AC-INT 模式下.  APS-1102A DC 的偏置 电压

是±50 mV或以下 (100 V 范围). 或 ±100 mV 或

以下 (200 V 范围).当它与变压器连接使用的

时.请考虑这些值的影响。  

使用感性负载（如变

压器）时.发生输出过

压现象。  

Back emf was included by  操作 

of  峰值 电流 限制 er. 
降低  峰值 电流 限制 (正 和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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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介绍 

本章介绍如下内容：  

 注意事项和长时间不使用时的存储   

 运输以及重新包装时的注意事项  

 

简单操作检查.见 “2.4  简易检查”； 

如果操作 检查没有通过.请校准或联系 GW Instek 或代理商进行维修。  

 

8.2 日常维护 

确定  APS-1102A 符合安装要求.   

具体安装要求.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安装环境”。   

 

a) 当面板 或外壳脏时 

用软布擦干净.如果是顽固污渍.用中性洗涤剂蘸在布上.拧干后擦拭.   

请不要使用挥发性溶剂如油漆.苯.以及化学药水处理的布擦.可能会导致颜色变化或油漆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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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风扇过滤网脏时 

面板上有两个避免灰尘的过滤口.当过滤口堵塞时.会影响空气流通.并导致机器内部温度升高

和可靠性下降.  

过滤网应该每月清洗一次.或者灰尘多时即刻清洗. 

可以用水或其它清洗过滤网并晾干.重新装回机器中时务必确保过滤网干燥.  

 

  
 

(1) 按空气进口的左部后面向右拉下.   

(2)  左部会松开.抓住左部向左拉.这样就从主

机上卸下.  

 

 

 

(3) 把空气过滤网从后板中拿出.并清洗.  

(4) 重复上述步骤 (1) 至 (3) .清洗其它过滤网 

(5) 过滤网晾干后.按步骤 3 到 1 装回机器中.  

 

Figure 8-1.  空气过滤网清洗步骤 

 

为避免空气过滤网被堵塞.请不要在灰尘多的地方使用.并且不要在容易结冰的潮湿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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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存储.重新打包.传输  

按照安装要求将 APS-1102A 放置于合适的地点   。 

 关于安装条件.详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安装环境”   

 

a) 长时间不使用时的存储 

 将电源线从插座和主机上拔出。   

 主板放置在架子上时.请避免空气中的灰尘. 

如果可能有灰尘污染.用布或乙烯板盖上.  

 最起码保证温度 范围为 10°C~  +50°C. 并且 5% ~ 95% RH.同时避免温度骤变和阳光直射同

样重要.最好选择稳定的温度环境条件下存储机器. 

 关于如何存储.详见  “9.16 环境温度和湿度范围” 

 

b) 重新包装 和 运输 

在重新包装主机或运输.维修或其它情况下.注意以下几点： 

 请用聚乙烯材料包装主机。   

 用比较硬材料的纸箱和合适的尺寸打包机器. 

  使用冲击缓冲材料保护主机.  

告诉运输方这是高精度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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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8-6 

8.4 检查版本号 

开机后.APS-1102A 的硬件版本号在屏幕的右下方出现几秒钟。  

也可以通过控制 面板 系统信息屏幕检查 .具体如下。 

 

 操作步骤 

在 MISC 菜单 下.选择 SYSTEM.然后选择“INFORMATION”.   

 

1.   按下  或  键移动光标到  图标.   

 

 

 

 

ENTERCANCEL

 
Cursor 

 

 

2. 按下
ENTER

 键显示“MISC”菜单 . 

 

 

 

 

ENTERCANCEL

 

 

 

3. 按下
ENTER

 键显示 “SYSTEM ”屏幕.   

 

 

 

 

ENTERCANCEL

 

 

4. 按下  键移动光标到“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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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CANCEL

 

 

 

5. 按下 
ENTER

 键显示 “系统 信息”屏幕.   

 

 

 

ENTERCANCEL

 

 

Figure 8-2.  系统信息 屏幕  

 

6. 按下 TOP MENU 键返回到 SET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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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备用电池 

内存数据和其它参数都备份在 APS-1102A.的锂电池中。 (  See “4.8  使用 存储 功能”)     

 

根据温度和使用条件.备用电池的寿命会不同.关闭电源存储的期限大约为 5 年。 

上电后会检查备份数据.如果数据已经损坏.将会显示出错信息。(  See “7.2  出错信息与对策”). 

这种情况下将设置 为初始 值.   

(  See “4.8  使用 存储 功能”.) 

当备用电池几乎耗尽.数据已丢失时.  图标会闪烁。  

这种情况下.必须更换电池.联系 GW Instek 或 经销商.   

 



 
 

 



 
 

APS-1102A 9-1 

9. 规格 
 

 

 

 

9.1 输出 ··················································································· 9-2 
9.2 电流限制器 ········································································ 9-6 
9.3 设置范围限制 ···································································· 9-7 
9.4 信号源 ··············································································· 9-8 
9.5 测量功能 ·········································································· 9-10 
9.6 序列功能 ··········································································· 9-11 
9.7 任意波容量 ······································································· 9-11 
9.8 设置容量 ··········································································· 9-11 
9.9 保护功能 ··········································································· 9-11 
9.10 General ············································································ 9-12 
9.11 外部控制 I/O ····································································· 9-13 
9.12 USB 接口 ·········································································· 9-13 
9.13 电源输入 ··········································································· 9-13 
9.14 耐电压和绝缘电阻 ··························································· 9-14 
9.15 环境温度和湿度范围 
 . Etc. ·················································································· 9-14 
9.16 外观尺寸和重量 ································································9-15 
 

 

 

  

 

 

 

 

 

带精确度的值为 are guaranteed 值 s. 其它则为常值或(“Ty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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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说明. 设置如下:  

 

功率输入: 200 V AC. 50 Hz 

输出模式:   AC-INT (交流 - 内部 信号 源) 模式  

输出频率:   50 Hz 

输出电压:   100 Vrms (200 Vrms .200 V 档位) 

输出波形:   正弦波  

负载 100 V 范围: 10 Ω (功率因数 1. nominal 值) 

 200 V 范围: 40 Ω (功率因数 1. nominal 值) 

输出终端:   后 面板上的端子 模块 

 

9.1 输出 

 输出模式  

八种 模式 (操作 模式 + 信号 源 模式) 

AC-INT 模式 (交流 - 内部 信号 源) 

AC-EXT 模式 (交流 - 外部 信号 源) 

AC-ADD 模式 (交流  - 内部 + 外部 源) 

AC-SYNC 模式 (交流 - 外部 同步) 

AC+DC-INT 模式 (直流 - 内部 信号 源) 

AC+DC-EXT 模式 (直流 - 外部 信号 源) 

AC+DC-ADD 模式 (直流 - 内部 + 外部 源) 

AC+DC-SYNC 模式 (直流 - 外部 同步) 

 

 输出电压档位  

100 V 档位 和 200 V 档位  

 

 最大输出功率 

750 VA (AC) / 750 W (DC)  

电源输入 条件: 100 V AC  180 V AC 输入  

    (以下简称为 “AC 100 V 输入 系统”) 

输出 电压 条件: 130 Vrms (AC) / 183 V (DC) 或 lower (100 V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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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Vrms (AC) / 366 V (DC) 或 lower (200 V 范围) 

 

1000 VA (AC) / 1000 W (DC)  

电源 输入 条件: 180 V AC  ~250 V AC 输入  

    (以下简称为“AC 200 V 输入 系统”) 

输出 电压 条件: 135 Vrms (AC) / 190 V (DC) 或 lower (100 V 范围) 

    270 Vrms (AC) / 380 V (DC) 或 lower (200 V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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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终端 

带有 M4 螺丝的端子 模块 (后 面板) 

AC 插座 (通用型. 前 面板) 

 

注意: 使用插座 AC (0 V AC  250 V AC).   当包括直流时.使用后 面板上的端子 模块.   

 

 额定输出  

100 V 范围:  100 Vrms (AC) / 100 V (DC) 

200 V 范围:  200 Vrms (AC) / 200 V (DC) 

 

 输出电压设置 

(信号 源 模式为内部 模式 或 内部 + 外部 模式.无 负载) 

注意:  AC (峰值)+ DC 设置在  电压限制 范围内.   

交流  

 100 V 范围:   0.0~  140.0 Vrms 

 200 V 范围:   0.0 ~ 280.0 Vrms 

 设置分辨率:   0.1 Vrms 

 设置精确度:   ±(0.5% 的 设置 值 +0.6 Vrms):  100 V 范围  

  ±(0.5% 的 设置 值 +1.2 Vrms):  200 V 范围  

  (AC 模式. 50 Hz. 23 ±5°C) 

直流  

 100 V 范围:   200.0 V ~ +200.0 V 

 200 V 范围:  400.0 V ~ +400.0 V 

 设置分辨率:   0.1 V 

 设置精确度:   ±(  0.5 %的设置 值  + 0.8 V):  100 V 范围  

  ±(  0.5 %的设置 值  + 1.6 V):  200 V 范围  

  (AC+DC 模式. 0 V AC 设置. 23 ±5°C) 

 

 最大输出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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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V 范围:   10 Arms (AC) / 10 A (DC) 

200 V 范围:   5 Arms (AC) / 5 A (DC) 

 

Note 1: 对于  AC 100 V 输入 系统.对 最大输出的限制可能会导致输出 电流减少.   

Note 2: 当大于或等于额定输出 电压时.  对最大 输出 功率的限制会导致最大 输出 电流的

减小.   

Note 3: 当输出 频率≤40 Hz.或≥ 400 Hz 时.  最大 输出 电流 可能减小. 

Note 4: AC + DC RMS 值在最大 输出 电流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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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输出峰电流 

100 V 范围:   40 Apk 

200 V 范围:   20 Apk 

 

Note 1: 对于  AC 100 V 输入 系统.  对最大 输出功率的限制可能导致最大 输出 峰值 电流

的减小。 

Note 2: 上述值是适用于振幅因数≤4 的电容输入型整流 电路.   

Note 3: 当大于或等于额定输出 电压时.  对最大 输出 功率的限制会导致最大 输出 电流的

减小..   

Note 4: 输出 频率小于 40 Hz. 或超过 400 Hz 时.  最大 输出 峰值 电流 可能会减小。.   

Note 5: AC + DC 的峰 值在最大 输出 电流范围内.  

 

 频率设置范围  

(只适用于信号 源 模式为内部 或 内部 + 外部 模式) 

设置范围:   1.0 Hz  ~550.0 Hz 

设置分辨率:  0.1 Hz 

设置精确度:   ±100 ppm (1.0 Hz  ~550.0 Hz. 23 ±5°C) 

 

 输出时相位 

(只适用于信号 源 模式为内部 或 内部 + 外部 模式) 

设置范围:   0.0 ~ 359.9 

设置分辨率:   0.1 

 

 输出 电压 波形  

(只适用于信号 源 模式为内部 或 内部 + 外部 模式) 

正弦 波. 方 波. 任意 波 (16 类型) 

 

 小 幅度 频率 响应 

(内部信号 源 模式. 100 V 范围. 输出 电压为 20 Vrms. 50 Hz 额定)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9-7 

AC 模式  40 Hz~  100 Hz:   ±0.5 dB 

 100 Hz~  550 Hz:   +1 dB. 3 dB 

AC+DC 模式  DC ~ 100 Hz:   ±0.5 dB 

 100 Hz~  550 Hz:   +1 dB. 3 dB 

 

 输出 电压失真因数 

≤0.5% (50 Hz 或 60 Hz) 

 

 负载规格 

≤0.5% (0 ~ 100%. 通过 输出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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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规格 

≤0.2%  

(电源输入电压为 100 V. 120 V. 或 230 V. 无 负载. 额定 输出) 

 

 输出直流偏移 

100 V 范围: ≤±50 mV  

200 V 范围: ≤±100 mV  

(AC - INT 模式. 输出 电压 设置 = 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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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电流 限制  

 输出峰电流限制 

输出峰电流受限制时.输出 电压被截断。 

 

正电压设置范围 100 V 范围:  +10.0 A ~ +42.0 A 

 (初始 值:  +42.0 A) 

 200 V 范围:  +5.0 A ~ +21.0 A 

 (初始 值:  +21.0 A) 

负电压设置范围 100 V 范围:  42.0 A ~ 10.0 A 

 (初始 值:  42.0A) 

 200 V 范围:  21.0 A~  5.0 A 

 (初始 值:  21.0 A) 

设置分辨率:   0.1 A 

 

 输出平均电流限制  

输出均电流限制时.将会限制 输出 电压.  

 

电流设置范围 100 V 范围:  1.0 A ~ 10.5 A (初始 值:  10.5 A) 

 200 V 范围:  1.0 A ~ 5.3 A (初始 值:  5.3 A) 

设置分辨率   0.1 A 

 

9.3 设置 范围 限制 

仅内部 或 内部 + 外部 信号源模式 

 

 电压设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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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限  上 限) 

正电压设置范围 100 V 范围:  +5.0 V  ~+200.0 V (初始 值:  +200.0 V) 

 200 V 范围:  +10.0 V~  +400.0 V (初始 值:  +400.0 V) 

负电压设置范围  100 V 范围:  200.0 V~  5.0 V (初始 值:  200.0 V) 

 200 V 范围:  400.0 V~  10.0 V (初始 值: 400.0 V) 

设置分辨率:   0.1 V 

 

 频率 设置 限制  

(下 限  上 限) 

上限设置范围:   1.0 Hz ~ 550.0 Hz (初始 值:  550.0 Hz) 

下限设置范围:   1.0 Hz  ~550.0 Hz (初始 值:  1.0 Hz) 

设置分辨率:    0.1 Hz 

 

9.4 信号源 

 信号 源包括内部 (INT). 外部 信号 输入 (EXT). 内部 + 外部 (ADD). 和 外部 同步(SYNC).   

 

 内部信号源 

(内部 源 模式. 内部 + 外部 源 模式) 

 Se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外部信号输入 

(外部 信号 源 模式. 内部 + 外部 源 模式) 

增益设置范围 ： 100 V 范围:  0.0~  200.0 times (初始 值:  100.0) 

  200 V 范围:  0.0 ~ 400.0 times (初始 值:  200.0) 

增益设置分辨率： 0.1 

 增益精确度:   ±5% (50 Hz. 增益初始 值.额定电压 输出) 

 输出 相位  输入:   In-phase 

 输入 端子:   BNC 连接器 (后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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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用作外部 信号 输入 端子) 

  输入阻抗:    10 kΩ  

  输入电压范围:    2.2 V~  +2.2 V 

  无损 最大 输入 电压: ±10 V 

 频率范围:   DC ~ 550 Hz 

 

 外部同步  

(外部 同步模式) 

同步信号 源:    外部 同步 信号 或 line (两者选一) 

同步频率 范围:   40 Hz  ~500 Hz 

 输入 端子:   BNC 连接器 (后 面板) 

  (也用作 外部 信号 输入 端子) 

   同步 line 时.外部 同步 信号未要求  

     

  输入 阻抗:    10 kΩ  

  输入 电压阈值:    TTL 

  无损 最大 输入 电压: ±1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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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测量功能  

 输出电压测量  

 RMS 值: AC+DC 的 RMS 值 

  满量程:   225.0 Vrms:  100 V 档位  

   450.0 Vrms:  200 V 档位  

  显示分辨率: 0.1 Vrms 

  测量精度:   ±0.5%满量程( 23 ±5°C) 

 

 平均值:    AC+DC 的平均 值 (测量直流分量) 

  满量程:   ±225.0 V:  100 V 范围  

   ±450.0 V:  200 V 范围  

  显示分辨率:   0.1 V 

  测量精度:   ±0.5%满量程( 23 ±5°C) 

 

 峰值:   正 峰值 电压 和 负 峰值 电压分开显示  

    

  满量程:    +225 Vpk / 225 Vpk:  100 V 范围  

   +450 Vpk / 450 Vpk:  200 V 范围  

  显示分辨率:  1 Vpk 

  测量精度:                       ±3%满量程( 23 ±5°C. 正弦 波) 

 

 电流输出测量  

 RMS 值:   AC+DC 的 RMS 值 

  满量程:   15.00 Arms 

  显示分辨率:   0.01 Arms 

  测量精度: ±1.0% 满量程 (23 ±5°C) 

 

 平均值:   AC+DC 的平均 值 (测量直流分量) 

  满量程:   ±15.00 A 

  显示分辨率:    0.01 A 

  测量精度: ±1.0%满量程(23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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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值:   正 峰值 电流 和 负 峰值 电流分开显示 

    

 满量程:   +45.0 Apk / 45.0 Apk 

  显示分辨率 0.1 Apk 

  测量精度: ±3%满量程(23 ±5°C. 正弦 波) 

 

 峰值保持:    + 峰值 电流    和     峰值 电流 ｜最大 值  

  满量程:   45.0 Apk 

  显示分辨率   0.1 Apk 

  测量精度: 3%满量程( 23 5°C. 正弦 波) 

 输出功率测量 

 有效 功率   

  满量程 :   1200 W 

  显示分辨率:   1 W 

  测量精度: ±2% 的满量程 (23 ±5°C) 

   (输出≥100 VA) 

 

  表观 功率:   计算公式为： 输出 电压 RMS 值 × 输出 电流 RMS 值  

  满量程 :   1400 VA 

  显示分辨率:   1 VA 

  测量精度: ±2% 的满量程 (23 ±5°C) 

   (输出≥100 VA) 

 

 无功功率：:   计算公式为  (表观 功率)
2
 – (有效 功率)

2
 

  满量程 :   1400 Var 

  显示分辨率:   1 Var 

  测量精度: ±2%的满量程(23 ±5°C) 

   (输出≥100 VA) 

 

  负载功率因数测量:             计算公式为: 有效功率/ 表观 功率  

测量范围:   0.00~  1.00 

显示分辨率: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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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载振幅因数测量: 计算公式为(  正 峰值 电流  +  负 峰值 电流  最大 值) / RMS 

电流  

测量范围:   0.00 ~ 50.00 

显示分辨率:    0.01 

 

 输出谐波电流测量：  

(只适用于 AC - INT 模式. 50 或 60 Hz 基波) 

测量范围:    40th 谐波的基波  

满量程 : 15 Arms . 100% 

显示分辨率:  0.01 Arms. 0.1% 

测量精度: 1% 满量程. RMS 值 电流条件下 ( 23 ±5°C.  20th 谐波) 

 ±1.5%满量程. RMS 值 电流条件下 ( 23 ±5°C.  20th-40th 谐波) 

  

注意: 此测试过程不符合 IEC 标准。 

 

 外部同步频率测量： 

(仅外部 同步模式) 

测量范围:     38.0  ~525.0 Hz 

显示分辨率:   0.1 Hz 

测量精度:   ±0.2 Hz ( 23 ±5°C. 50 或 60 Hz) 

9.6 序列 功能  

输出 参数可以立即改变或按序列扫描。.   

仅适用于内部 信号 源。.   

序列 功能 设置存储在备用电池内存中。  

 

 序列数 

操作 模式 (AC 或 AC+DC 模式) 和 输出 范围 (100 V 或 200 V)下 

 

 步骤数 

1 至 255 (同一个序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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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时间单位  

0.1 ms 至  999.9999 s (分辨率为 0.1 ms) 

 

 操作 within 步骤  

Constant. keep. 或线性扫描  

 

 参数  

DC 电压. AC 电压. 频率. 波形. 以及同步 输出 (2 位) 

 

 Jump times 

1 至 999 或 连续 

 

 序列控制 

开始:  起始频率.   

终止:  终止频率   

保持:   保持当前输出.重启时自动调出。 

Branch:   指定步骤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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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任意波容量  

任意波容量由备用电池保存。  

 

 波形位 

16 

 波形 长度 

4096 字 

 波形 位  

15 bits 

 

 任意 波形存储不能在 前面板 屏幕上操作.只能通过.USB 接口 。 

 

9.8 存储设置  

所有设置将会保存在备用电池的内存中.断电后.重新开机.设置不会丢失。一些基本 设置 (如输出 

模式. 输出 范围. DC 设置. AC 设置. 输出 电流 限制. 以及设置 范围 限制) 可以存储在 store/recall

内存中.编号分别是 No. 1  到 No. 30.这些设置可以被调取.但只有当输出关闭时.此调取操作才能执

行。  

 

9.9 保护功能  

 异常输出  

当输出电压 或电流超出范围时.输出关闭并显示出错信息提示。  

 

 异常电源 

内部电源异常时. 输出关闭。  所有操作失效.只能关闭电源。  

 

 异常内部控制  

当检测到异常控制时.输出将关闭。除断电外其它所有操作失效。 (有些情况下.输出会关闭.但

不需要断电 ).   

 

 异常内部温度  

检测到内部温度异常时.输出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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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其它 

 LCD 设置 

对比度:   可调 

显示颜色:  蓝色或白色背景 

 

 蜂鸣器 

打开 或 关闭 

蜂鸣器打开时.出现输入错误或其它操作错误会有蜂鸣声。当出现与保护功能有关的错误时.会

有警报声。 

 

 键盘锁  

打开 或 关闭 

键盘锁为打开时..只有进行关闭键盘锁和关闭输出的操作。  

 

 开机后的输出 设置  

打开 或 关闭 

如果是设置为打开. 则开机后输出默认即为打开。 

 

 重置功能  

使所有设置都恢复为初始 (出厂) 设置.   

 

 自测功能  

在开机后 检查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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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外部控制 I/O  

 外部控制操作模式  

启用或禁用 ( 输出状态始终为 输出) 

 输入控制  

 输入电压 High level: ≥+4.0 V. Low level: ≤+1.0 V 

 无损耗 最大 输入: +10 V/5 V 

 输入阻抗  +5 V .上拉电阻 47 k  

 其它 输出 off: 输出 off at fall 

  输出 on: 输出 on at fall  

  开始 序列: 开始 at fall 

  终止 序列: 终止 at fall 

  输入保持: 保持 at fall  

  Branch 输入 s 0. 1: 开始 branch at fall 

 输出状态   

 输出电压 0/+5 V (开路) 

 输出阻抗  100 Ω 

 其它状态 电源开/关: 0-关. 1-开 

  输出 开/关:   0-关. 1-开 

  限制操作:    0- Not operating. 1- Operating 

  软件状态:   0- 正常. 1- 忙碌 

  序列 操作同步 输出 0 和 1 

 终端  

D-sub 25-pin multi-connector (后面板) 

 

9.12 USB 接口  

USB 接口用于外部计算机进行远程控制。  

接口 标准:  USBTMC 



错误！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错误！

使用“开始”选项卡将 Heading 2 应用于要在此处显示的文字。 

 

APS-1102A 9-19 

 

9.13  输入功率  

输入电压范围 :   100 V AC ~ 230 V AC ±10% (≤250 V) 

 第 II 类过电压 

频率范围 :   50 Hz 或 60 Hz ±2 Hz (单 相位) 

功率损耗 :   ≤1.4 kVA  

功率因数 :   ≥0.95 (在 100 V 交流 输入条件下) 

  ≤0.90 (在 200 V 交流 输入条件下) 

保护接地阻抗: ≤0.1 Ω (不包括电源线设置) 

 

9.14 耐电压和绝缘电阻  

Between 输入 power line vs. 输出/case 或 输入 power line/case vs. 输出 

 耐电压  

1500 V AC 

 绝缘电阻  

≥30 MΩ. 500 V DC 

 

9.15 安全和 EMC 标准 

 （仅适用于后面板带有 CE 标志的机型） 

 安全 

符合如下标准 

 EN61010-1:2001 

 Class I 

 Pollution Degree 2 

 

 EMC 标准 

符合如下标准 

 EN61326:1997 + A1:1998 + A2:2001 + A3:2003 (Class A) 

 EN61000-3-2:2000 

 N61000-3-3:1995 + A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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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环境温度和湿度范围 

使用环境: 室内 

海拔:   ≤2000 

操作条件: 0 ~ +40°C/5 ~ 85% RH 

 绝对湿度为 1~  25 g/m
3
. 不结冰。 

工作条件: +5 ~+35°C. 5  ~85% RH 

 绝对湿度为 1~  25 g/m
3
. 不结冰。 

存储条件: 10 ~ +50°C. 5 ~ 95% RH 

 绝对湿度为 1~  29 g/m
3
. 不结冰。 

 

Figure 9-1 所示为环境温度和湿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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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1.  温度和湿度范围  

 

 

9.17  外观尺寸和重量 

 外观尺寸  

宽:   258 mm 

高:   176 mm 

长:   440 mm 

(Projections are not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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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大约 9.5 kg 

 

Figure 9-2 所示为外观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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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2.  外观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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