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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B示波器自动检定系统 

蔡静莉 

(中国航空第六--A研究所计量测试与环境试验中心，西安 710065) 

摘 要：本文介绍了基于福禄克(FLUKE)9500B／1 100示波器校准仪和9010软件、MET／CAL软件构成的示波器自动检定 

系统。对系统组成原理、词试与开发、使用特点及注意事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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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示波器在科研、试验、生产和维修等各个领域应 

用非常广泛，且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随着数字技 

术的高速发展，新型的、尖端的数字示波器越来越 

多，性能比传统的模拟示波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如 

果手动对示波器的十几个项目参数重复测量、记录， 

不仅枯燥单调，检定过程还不能保证检定程序的标 

准化，也无法避免很多的人为错误，所以为了保证测 

量准确可靠，以及示波器参数量值传递符合计量法 

规的检定要求，相应的计量检定手段应适应这种新 

形势发展的要求。我单位通过用9500B／1 100示波 

器校准仪建立示波器自动检定系统，实现了多种型 

号示波器的自动检定。 

1 系统组成 

图1 示波器自动检定系统结构框图 

此文被 2005年“中美计量技术研讨会”录用。 

基于9500B建立了示波器 自动检定系统。主 

要由9500B主机、4支9510有源信号头、计算机、l 

块GPIB接口卡及电缆、被校示波器(带 IEEFA88接 

口)、打印机及其他测试接插件组成。结构框图如 

图1所示。 

在9500B中设置好 IEEE488总线地址(一般这 

个地址最好不要轻易改动)，再对带IEEE488接口的 

被校示波器进行总线地址设置，通过 NI公司的 

“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可以查看校准源 

与被校设备是否已通信成功。计算机通过IEEE488 

总线由GPIB接口发出程控指令，9500B和被校示波 

器根据指令进行各项设置。在计算机的控制下，由 

9500B发出检定所需信号送到示波器各个通道输入 

端，进行各项参数的检定。测量数据经 IEEE488总线 

传到计算机，再由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形成检定结 

果报告或检定证书打印出来，从而完成示波器的自动 

检定。此系统既可进行数字示波器的全自动检定，还 

可以对模拟示波器进行半自动检定。 

与系统配套的软件有以下两套： 

1)美国WAVETEK公司的集开发与应用为一 

体的9010校准软件。 

9010软件是有一定通用性的校准程序开发工 

具，可开发不同厂家的校准仪所用的示波器检定程 

序。除开发示波器检定程序外，还可开发多用表等 

仪器的检定程序。此软件可以在Windows平台环境 

下工作，但是却与Windows应用程序风格有所不同， 

与中文系统不很兼容，要在 Win98下将应用环境改 

为英语(英国)后可以很好的运行。 

2)美国FLUKE公司的MET／CAL Plus校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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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管理软件。 

MET／CAL软件可以对各种仪器进行科学管理， 

对仪器分类、综合、进出、校准、修理等各种情况进行 

管理。只要将仪器的类型、型号、功能、校准情况、使 

用情况等有关信息输入计算机，就可以随时了解各 

类仪器的总体情况。 

2 系统调试及开发应用 

2．1 系统调试 

计算机选用具有 GPIB插槽，配置较高的计算 

机，否则，检定程序的加载速度会慢，系统运行起来 

速度也会降低。 

系统安装调试步骤如下： 

1)在控制面板中将语言设置为英语(英国)；安 

装IEEE488控制程序软件，安装调试 GPIB接口卡， 

务必要先装控制程序，再装卡。 

2)进行硬件检测，看GPIB卡是否安装成功。 

3)在Win98下安装9010软件或MET／CAL软件。 

4)进行软件检测，看系统是否运行正常。 

2．2 检定程序调试 

1)WAVETEK公司在 9010软件 中提供 了 

HP54501A数字示波器4个有源信号头的全自动检 

定程序，为了根据我单位的实际情况(只有3个有 

源信号头)使用自动检定系统，又了解到 HP54501A 

的CH1、CH4通道指标参数相同。CH2、CH3通道指 

标参数相同，可以使用2个有源信号头(也可以使 

用3个，但是程序修改较复杂)，所以在程序中修改 

有源头的控制指令。使其先执行 CH1、CH4的测试。 

再执行CH2、CH3的测试，不影响测试结果。 

HP54501A是面板加菜单操作，非常复杂，且手 

动检定繁琐，而运用程序检定大大提高了检定效率， 

原来全部检定完需要3个小时，现在自动检定只需 

1个小时(不计预热时问)。效率提高了3倍，大大节 

省了劳力。 

2)FLUKE 公 司 在 MET／CAL 中 提 供 了 

TDS30XX的检定程序。此程序通用性较好，根据示 

波器的型号，跳跃到该程序。可以检定3000系列全 

部六种型号的示波器。在程序中。有5个检定项目 

的子程序，分别对示波器进行各个项目的检定。 

2．3 检定程序的开发及应用 

1)9010软件程序 

9010软件的示波器检定程序由三级菜单组成。 

是自上向下的。最先一级打开的是程序功能(Pro． 

cedure Functions)，里面是测试的示波器的功能，根 

据不同示波器所具有的功能，进行增加或删除；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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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功能，可以看到具体的测试点(Procedure Test 

Points)，这就是第二级菜单，这个菜单里的所有测试 

点将来都会作为每一项测试的标题显示在检定结果 

报告或检定证书里。如果报告中不需要哪一个测试 

点，都可以进行修改；接下来双击每一个测试点，就 

会出现关于每一个测试点的测试指令(Procedure In— 

structions)，这一级是控制校准源和示波器的状态， 

包括有很多具体的指标，比如：精度范围，通道开或 

关，校准源输出信号还是等待，等等。程序员需要明 

白每一条指令的意义，才可以开发新程序。 

在9010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编写控制示 

波器硬件的ILF(Instrument Library File)文件，这是 

底层文件。查阅示波器的程序手册，理解其程序指 

令，在文件中编人相关的指令，就可以控制示波器运 

行，比如：信号采集指令、光标控制指令、触发指令和 

垂直刻度指令等等。这个文件对测试指令有影响， 

它里面设定了的项目。测试指令里才会有，否则，测 

试指令里不会有相关的指令编写框。 

用9010自带的R&R Repo~Writer软件设计报 

告，可根据实际的需求方便的出具多种样式的证书， 

不过这里面也有些注意的地方，比如：a)复制某种 

样式的模板报告时，存在模板报告库中的名字与存 

在于打开测试结果的模板报告列表中的名字要一 

致，否则。复制的模板就不能用；b)原来给的检定结 

果报告模板中，没有校准有效日期，所以需要在报告 

模板中产生一个新变量，进入R&R Xbase，在“Cal— 

culations”中产生一个新变量 DATADUE，让它等于 

ADDDAYS(S_DATE，365)，然后就可以用此变量： 

Calculated Field Name：DATADUE 

Expression ADDDAYS(S_DATE ，365) 

现已开发出多个程序。主要针对 TEK、HP、Agi- 

lent等型号的各种带宽的示波器，且通过自动检定 

的结果与手动检定结果比对，发现测试结果稳定、可 

靠、高效。 

2)MET／CAL程序 

MET／CAL程序，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个是程 

序编写器(MET／CAL Editor)。用来修改、编写、调试 

程序。计算报告TUR(测试不确定度比率)；第二个 

是运行校准程序(MET／CAL Run Time)。控制校准 

器和UUT，将测量结果存人数据库；第三个是设备 

管理登记(Manual Track)。将校准记录、维修记录以 

及用户信息保存下来。完成数据输入、打印报表，而 

且在这个功能里，每个人可以设置口令，根据自己的 

工作权限进入到不同的层次，使别人无法更改一些 

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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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套软件中，检定程序是由MET／CAL的控 

制指令和示波器的程序指令构成，整个程序很流畅， 
一 目了然，修改起来也很方便。程序由描述部分与 

主程序组成，描述部分包括所使用的标准描述和程 

序编写者及编写日期，还可以将程序简单的在前面 
一 部分作以说明。主程序由示波器各个检定项目的 

程序组成，在开发程序时，可以分开来编写这些项目 

程序，也可以分段调试，不会因为某一个项目程序错 

误而影响整个程序，而且调试程序时，如果哪里有错 

误，程序会停止执行，提示出错误。 

在MET／CAL中，附带有Crystal Repots，安装好 

以后，可以看到校准报告模板，包括两部分内容，第 
一 是报告格式部分，里面有校准的概况，为文本格 

式，可按需要改动；第二是测试结果部分，里面有测 

量参数，标准值，测量值和TUR等，这些由测量过程 

确定，不易改动。报告里所有字符还都可以用中文 

替换，制作中文证书。 

9010软件与 MET／CAL在开发程序时，虽然方 

式和格式不同，但是都用到了示波器的程序指令，所 

以对于一个开发示波器校准程序的人来说，熟悉和 

理解示波器的各种程序指令也是很有必要的。 

3 系统特点 

3．1 系统特点 

虽然9010与 MET／CAL各 自组成了不同风格 

的示波器自动检定系统，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特点： 

1)9500B以五位数字精度输出直流或 10Hz一 

100kHz的方波信号，幅值高达200V，准确度达0． 

025％，足够校准垂直灵敏度为12比特至14比特的 

数字示波器，比一般示波器校准仪的准确度高十倍， 

所以该自动检定系统的准确度也比一般系统要高。 

2)自动检定系统的使用使示波器检定更加公 

正、规范，不仅提高了检定质量，还避免了手动操作 

的失误。 

3)该系统增加了手动操作不便测量的检测点， 

如：增加了通道延迟，直流偏置检定等； 

4)提高了工作效率。自动检定系统对于尖端 

数字示波器仅需 1．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部检定； 

5)减少了重复测量、重复计算、数据抄写等机械 

式劳动，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还提高了测试精度。 

6)人机界面操作简单，对检定人员稍加培训， 

便可操作这些自动检定系统。 

7)不仅可以进行全部项目的检定，也可以进行 

部分项目的专门测试。 

8)有很方便的数据管理功能，可以随时查阅打 

印任一次检定结果。 

9)为检定记录无纸化存贮奠定了基础。比如： 

如果建立计量管理系统，可以将记录直接管理，不需 

要可以不用打印出来。 

3．2 注意事项 

1)在选择有源信号头时最好为4个，因为一般 

示波器通道数最多为4个，选2个或3个也可以使 

用，但是进行4通道测试时，需修改程序，探头要来 

回插拔，影响探头的使用寿命。 

2)在使用有源信号头时，应注意轻拔轻放，放 

在固定的地方，不可随意搁置。 

3)系统所在的计算机最好为单机，因为经过汉化 

的系统，与其他系统有时会不兼容，比如：在使用9010 

时，要关掉杀毒软件，否则系统运行起来会有错误。 

4)在9010中，如果是汉化的报告模板，在输入 

汉字时会出现输不进去的现象，经过笔者尝试，发现 

先在输入法“En”状态下输入 1个字母，然后删掉， 

再在输入法“智能ABC”下输入汉字即可。 

j 5)在 MET／CAL中，编写、修改程序后，在题头 

行如果无“instrument”项，则不能保存新程序。 

6)在MET／CAL测试结果窗口中，红色数据代 

表不合格，黄色数据代表重复或校准 

后合格，绿色数据代表合格。 

7)在MET／CAL测试结果中，TUR=UUT的测试 

不确定度／校准系统的测试不确定度，一般如果大于 

4：1，可以认为校准标准足够准确，其影响可以忽略。 

4 结束语 

基于9500B和9010软件、MET／CAL软件构成 

的两套示波器自动检定系统目前都能成功运行，可 

以实现多种示波器的自动化检定，尤其工作量大幅 

度增加的情况下，检定自动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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