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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功能特性

1. 产品简介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分辨率达6½位，具有USB接口、LAN接口，可精确测量模拟、数字信

号；满足工作台或系统应用等测量需求。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包括DMM6000和DMM6001两个型号。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的主要功能特性如下所述：

■  

■

■  

■

■  

■

■  

■

■  

■

■  

■

■  

支持多达13种测量类型；

具有丰富的数学运算功能；

采样率高达30,000读数/秒；

标配USB、LAN接口，兼容标准SCPI命令。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具有兼容标准SCPI命令的

GPIB接口，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没有GPIB接口；

U盘读写功能：

    — 具有一个全速USB Host接口，支持外接U盘读写；

    — 具有一个高速USB Device接口，复合了U盘功能，方便读取仪器相关资料和数据采集结果；

具有文件管理功能。可对数字多用表内部磁盘和外接U盘上的文件执行读写操作；

具有脱机数据采集功能。采样数据可以方便地保存到本地磁盘或者外接U盘上。数字多用表提供了

高达1,800,000个采样值的存储深度；

支持数字多用表配置参数保存和读取；

提供第三方编程接口。更方便用户自动化编程设计；

支持远程控制和本地控制模式。在数字多用表面板上控制测量，此为本地控制模式；在PC软件上

通过USB Device接口或LAN接口控制数字多用表，此为远程控制模式。数字多用表的大部分功能均可通

过两种控制模式完成；

支持固件联网更新。可通过LAN接口或USB Device接口实现固件更新。整个升级过程零风险，即

使升级中断也不影响产品使用；

使用OLED点阵屏显示。界面美观、亮度高、全视角；

安规特性优秀。使用安全可靠。

16 /2位数字多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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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型号异同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和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的主要异同见表1.1和表1.2。

表1.1  功能特性比较1

型号

DMM6000

DMM6001

支持的
测量类型

数学运算
USB、LAN、
GPIB通信

U盘读写 数据采集
第三方
编程接口

固件联网更新 脱机数据采集

13               √ √ √ √ √ √ √

13               √         不支持GPIB        √              √                √                   √                        √

                                                                                                           

表1.2  功能特性比较2

型号

DMM6000

DMM6001

数字多用表
参数保存与读取

√                        √ √ √ √ √

√                        √                     √                     ×                  ×                 √                   ×

                                                                             ×                   

文件管理 支持PC软件 电容测量 散热风扇 周期测量
后面板测量
表笔插孔

注：“√”表示支持该功能，“×”表示不支持该功能。

1.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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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警示标志

2. 安全事项

注意

注意符号表示存在危险。提示用户对某一过程、操作方法或类似情况进行操作时，如果不能正确执行

或遵守规则，则可能对产品造成损坏或者丢失重要数据。在完全阅读和充分理解注意所要求的事项之前，

请不要继续操作。

警告

图2.1  安全符号

接地 机箱接地 电击危险 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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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的使用涉及到高压，为防止电击或其它危险造成人员伤亡，在安装、使用或维修本产品之前，

请务必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安全事项”章节的相关内容。

警告符号表示存在严重危险。提示用户对某一过程、操作方法或类似情况进行操作时，如果不能正确

执行或遵守规则，则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甚至死亡。在完全阅读和充分理解警告所要求的事项之前，请务必

停止操作。

2.2  安全信息

■  

■  

■  

请勿禁用电源线的安全接地功能，将仪器插入已接地良好的电源插座。

请勿按照非本手册指定方式使用仪器。

如果遇到故障，请勿擅自更换零件，或者擅自对产品进行调整，请联系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处理。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安全符号如图2.1所示。

■  CAT (300V) IEC测量Ⅱ类，输入可连接到归属到Ⅱ类过电压条件下的电源(最大300VAC)。Ⅱ

■  断开主电源和测试输入：在维修之前将仪器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中拔下，并将所有探头从端子中拔

出。只有经过培训的合格维修人员才可以拆除仪器外壳。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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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电源和电流测量保护保险管：为提供连续防火保护，请仅使用指定类型和额定值的保险管来更换电源

保险管和电流保险管。

前/后切换开关：当前/后端子组上存在信号时，请勿更改前面板上前/后切换按钮的位置。此开关不能

作为活动多路复用器使用。在高电压或大电流情况下进行切换可能造成仪器损坏并可能导致用户电击危险。

IEC测量Ⅱ类：HI或LO输入端子可以连接到IECⅡ类设施的电源中，最高线电压为300VAC，为

避免电击危险，请勿将输入连接到线电压超过300VAC的电源。

保护限值：为避免仪器损坏和电击危险，请勿超过以下定义的所有保护限值。保护限值指不超过保

护限值的情况下，ZLG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提供的保护电路可以防止仪器损坏和电击危险。为了

确保安全操作，请勿超过前后面板上标示的保护限值，保护限值描述如图2.2所示。

 

图2.2  保护限值

图2.2保护限值说明如下：

■  

■

■ 

■

■ 

■ 

主 输 入 HI端 子 和 主 输 入 LO端 子 之 间 保 护 限 值 最 高 为 直 流

1000V，交流有效值750V，也就是最高测量电压，直流和交流限值可以

统一为1000Vpk。

主输入LO端子对地最高保护电压为500Vpk，即峰值为500V，同

理主输入HI对地为1500Vpk。

电流输入端子I和主输入LO端子之间最大电流有效值为3A，在后

面板有保险管保护。

感应端子HI和感应端子LO之间最高保护电压为200Vpk；感应

LO和主输入LO端子之间等电势；四线电阻测量时感应HI和感应LO端子

之间最高电压不会超过10V。

DMM6000系列测试表笔套件额定限值如下：

测试表笔：CAT Ⅱ 1000V，10A。

鳄鱼夹：CAT Ⅲ 1000V，10A。

  

  

  

警告

如果未按照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方式使用表笔套件，套件提供的保护功能将会削弱。

另外，已损坏或磨损的测试表笔套件可能会导致仪器损坏或人身伤害，请勿使用。



3.1.1 附件确认

参考产品装箱单，确认产品附件齐全，如有缺失，请联系您最近的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办事处。

3.1.2 外观确认

3. 快速入门

本章以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为例介绍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前面板的基本功能和操作。通过

阅读本章节可以快速了解和使用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并开始基本的测量操作。

3.1 通电前确认

产品前面板如图3.1所示。 

图3.1中各部分功能说明如下：

   系统软按键功能区：配合系统显示菜单，实现不同的功能。

   USB Host接口：连接U盘，实现对U盘的读写操作。

   电源按钮：打开或者关闭电源。

   测量功能选择功能区：选择不同的测量功能， 包括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电阻二线/四

线、电容(仅DMM6000型)、频率、周期(仅DMM6001型)、二极管、连续性、温度、数据采集，所有按

键都有换档功能，并且使用蓝色字体标注在按键上方，如果要执行换档功能，首先按下shift按键，然后再

按功能标签所对应的按键。

   系统设置功能区：选择系统菜单，进入菜单，实现高级操作，包括消零、数学运算、触发、自动

触发、配置、系统设置、保存、帮助、手动量程、自动量程、本地和上档键。

   上下左右选择按键：上、下、左、右按键，配合不同界面实现不同功能，上下按键主要实现增加

和减少功能， 同时上、下按键在主界面可以快速实现量程的切换； 左、右按键主要实现光标左移或者右

1移功能，在主界面可以快速实现测量精度4 /2位、5 / 位和6 / 位的切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 1
2 2

图3.1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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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前/后面板切换按钮(仅DMM6000型)：实现内部测量电路连接到前面板表笔插孔或者后面板表

笔插孔的切换。

 前面板表笔连接插孔：前面板连接测试线，输入被测信号。

   OLED显示屏：显示各种信息。

产品后面板如图3.2所示。 

图3.2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后面板

图3.2中各部分功能说明如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后面板表笔连接插孔(仅DMM6000型)：后面板连接测试线，输入被测信号。

电流3A保险管：实现电流过流保护，可以外部直接更换，为了用户安全和仪器性能，请务必使用

指定规格保险管。

采样完成输出：采样完成后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外部触发输入：连接外部输入信号，用来触发多用表采样。

  LAN接口：实现基于LAN的通信。

 USB Device接口：高速接口，实现基于USB的通信，同时复合了一个U盘。

大地连接线：用来将机箱连接到大地, 保证用户安全, 同时可以连接到其他仪器, 减少共模电压的干扰。

电源保险管：用来实现电源的保护，可以外部直接更换。

电源接口：连接电源线，实现供电。

电源电压选择：用来选择110V还是220V的供电电源，通电之前请务必确认。

 GPIB接口(仅DMM6000型)：实现基于GPIB的通信。

 风扇(仅DMM6000型)：用来给仪器内部散热，防止仪器内部温度过高，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开关。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的前面板基本和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相同；这里只介绍和DMM6000型

数字多用表不同的部分，详见图3.3和图3.4。

图3.3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前面板示意图

图3.4  DMM6000型与DMM6001型的前面板对比

16 /2位数字多用表

07

周期测量 无测量面板切换按钮

DMM6001型

电容测量 可切换测量面板

DMM6000型

DMM6000型前面板

DMM6001型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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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的后面板只是在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基础上作了精简，对于其和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相同的部分不再介绍。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后面板示意图见图3.5，其和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比较见图3.6。

图3.6  DMM6000型和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的后面板对比

图3.5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后面板示意图

表笔接插孔 风扇 GPIB接口 

说明文字

无表笔接插孔 无风扇 无GPIB接口 

无说明文字 

DMM6000型后面板

DMM6001型后面板



3.2.1 测量界面

3.2  基本测量

通过本章节的介绍，您可以使用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执行多种测量任务，并熟悉不同测量功能

的表笔测试线连接方式。基本测量可以使用出厂默认设置完成，高级设置请参考电子版用户手册。

开机自检通过后，进入正常测量模式，测量类型默认为直流电压，如图3.1所示索引  所指示的显示

屏显示内容如图3.7所示。

⑨

图3.7  显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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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电源确认

使用标准的国标电源线和电源插座，为了仪器的安全和防止电击，请务必保证接地良好，并且确认后

面板如图3.2所示索引 所选择的电压值为您当前所使用的供电电压，否则会损害仪器，并且用户可能有

电击危险。

⑩

警告

电压确认完成后即可按下前面板如图3.1所示索引 所指示的电源按钮，接通电源，实现开机，电源

接通瞬间，数字多用表会鸣叫一声，同时开始自检操作，自检通过后，进入正常测量界面，这时用户便可

以开始基本测量工作。

③

图3.7中各部分功能说明如下： 

① 

②  

③ 

④ 

⑤ 

 采样状态：每完成一次采样，该星号在亮和灭之间切换一次。

测量类型：显示当前测量类型，与功能按键对应，如图3.7所示，测量类型为直流电压；不同测

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自动：将当前量程切换为自动量程；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量程：切换量程，按下对应软按键进入子菜单，可以切换量程；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

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精度：设置测量精度，按下对应软按键可以进入子菜单，设置测量精度；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

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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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前(仅DMM6000型) 当前内部电路连接到前面板或者后面板的指示，如图3.7所示，当前内部

测量电路连接到前面板表笔接线端子，如果连接到后面板，则显示“后”；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

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Shift：指示是否按下了Shift按键; 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 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主窗口：显示测量值等主要信息; 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错误：指示当前系统运行过程中是否发生错误，可以通过相关按键进入菜单，查询错误，也可以远程

读取错误信息，详细操作见电子版用户手册；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消零：用来显示当前进行的数学运算; 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 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10MΩ：指示当前直流电压测量的输入阻抗是10MΩ；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

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1V：表示当前测量量程为1V档位，该位置用来指示测量档位信息，自动量程时显示“自动”；

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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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⑩  

⑪  

 位数：用来选择显示的位数，按下对应软按键可以进入子菜单，设置显示的数据位数，方便读

数；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配置：当前测量类型有关的配置信息，按下对应软按键可以进入子菜单；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

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数学：当前测量类型所支持的数学运算，按下对应软按键可以进入子菜单，可以选择不同的数学

运算功能；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单位：显示当前测量结果的单位；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自动：指示当前采样的触发类型；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本地：用来指示当前仪器是本地模式还是远程控制模式；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

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的测量信息界面与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基本一致；但由于DMM6001型数

字多用表只能使用前面板的表笔插孔，所以其测量信息界面上不再显示“有效面板指示区”, 如图3.8所示。

图3.8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测量信息界面

1V

自动 量程 精度 位数 数学

自动本地

DCV

*

0.000 0  V00

10MΩ 消零 错误 Shift

配置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与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两者测量信息界面的比较结果见图3.9。

1V

自动 量程 精度 位数 数学

自动本地

DCV

*

0.000 0  V00

10MΩ 消零 错误 Shift

配置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

无文字

1V

自动 量程 精度 位数 数学

自动本地

DCV

*

0.000 0  V00

10MΩ 消零 错误 Shift

配置

前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

有文字

图3.9  DMM6001型测量信息界面的比较DMM6000型与

3.2.2  测量前准备

测量进行前必须连接测量线，通常为测量表笔，如果是使用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则需要首先确

定当前选中的是前面板表笔端子还是后面板端子。参考图3.7所示的索引 的位置，如果显示“前”，则

表示选中前面板端子，如果显示“后”，表示选中后面板端子，根据选中的端子不同，连接测量线到对应

面板。DMM6001型的测量线只能连接到前面板。

⑫

前面板端子或者后面板端子上存在信号时，请勿切换如图3.1所示索引 所指示的前后面板切换按钮

Front/Rear（前/后）。在高电压或大电流情况下进行切换可能导致仪器损坏并增加电击的风险。

连接好测量线，切换到对应的功能，即可进行测量。

⑦

警告

16 /2位数字多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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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交流电压测量

(1) 按下          选择交流电压测量功能。

(2) 根据被测信号范围选择合适的量程：100mV、1V、

10V、100V、750V。如果不确定被测信号范围，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          按键切换到自动量程进行测量。设置量

程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者                    按键。

(3) 可 配 置 参 数 ： Filter(滤 波 器 )、 Resolu(精 度 )、

Null(消零)。基本测量时不需要设置这些参数，可以跳过该步

骤，直接执行下一步骤，如果需要了解可以参考电子版用户

手册中高级测量篇。

(4)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试,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1所示。
图 3.11  交流电压测量引线连接图

3.2.5  直流电流测量

(1) 按下                    (DCI)选择直流电流测量功能。

(2) 根 据 被 测 信 号 范 围 选 择 合 适 的 量 程 ： 100μA、

1mA、10mA、100mA、1A、3A。如果不确定被测信号范

围，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          按键切换到自动量程进行

测量。设置量程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者                  键。

(3) 可配置参数：Resolu(精度)、Digits(位数)、Null(消

零)。基本测量时不需要设置这些参数，可以跳过该步骤，直

接执行下一步骤，如果需要了解可以参考电子版用户手册中

高级测量篇。

(4)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试,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2所示。 图3.12  直流电流测量引线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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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直流电压测量

(1

(2) 根据被测信号范围选择合适的量程：100mV、1V、

10V、100V、1000V。如果不确定被测信号范围，可以使

用          软按键或          按键切换到自动量程进行测量。设置

量程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者                   按键。

(3) 可 选 配 置 参 数 ： Rin(输 入 阻 抗 )、 Resolu(精 度 )、

Digits(位数)、Null(消零)。 基本测量时不需要设置这些参

数，可以跳过该步骤，直接执行下一步骤，如果需要了解可

以参考电子版用户手册中高级测量篇。

(4)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量,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0所示。

) 按下          选择直流电压测量功能。

图 3.10  直流电压测量引线连接图

DCV

ACV

DCV

3.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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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二线制电阻测量

(1) 按下           选择二线制电阻测量功能。

(2) 根据被测电阻范围选择合适的量程：100Ω、1kΩ、

10kΩ、100kΩ、1MΩ、10MΩ、100MΩ、1GΩ。如果不确

定被测电阻范围，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          按键切换到

自动量程进行测量。设置量程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者

  按键。

(3) 可配置参数：Resolu(精度)、Digits(位数)、Null(消

零)。基本测量时不需要设置这些参数，可以跳过该步骤，直

接执行下一步骤，如果需要了解可以参考电子版用户手册中

高级测量篇。 

(4)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试,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4所示。

图3.14  二线制电阻测量引线连接图

去除测试线引线电阻：

(1) 连接测试引线到多用表端子。

(2) 将引线探头末端放置到被测电路旁边，短接引线探头。

(3) 按下“Null”(消零)按键。

(4) 将测试探头末端连接到被测电路，测量结果显示值就是消除引线电阻影响的已校正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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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交流电流测量

(1) 按下                    (ACI)选择交流电流测量功能。

(2) 根据被测信号范围选择合适的量程：1mA、10mA、

100mA、1A、3A。如果不确定被测信号范围，可以使用软

按键         或         按键切换到自动量程进行测量。设置量程

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者                   按键。

(3) 可 配 置 参 数 ： Filter(滤 波 器 )、 Resolu(精 度 )、

Null(消零)。基本测量时不需要设置这些参数，可以跳过该步

骤，直接执行下一步骤，如果需要了解可以参考电子版用户

手册中高级测量篇。

(4)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试,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3所示。 图3.13  交流电流测量引线连接图

ACV

2W

16 /2位数字多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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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频率和周期测量

(1) 按下         ，选择频率测量功能。对于DMM6001型数

字多用表，按下                    键，可选择周期测量功能。周期测

量和频率测量的操作基本相同，这里仅给出频率测量的例子。

(2) 确定被测信号的范围。频率范围：3Hz至300kHz，幅

度范围：20mVAC至750VAC。根据被测信号的幅度范围选

择对应的量程：100mV、1V、10V、100V、750V。如果不

确定被测信号范围，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          按键切换

到自动量程进行测量。设置量程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者                 

            按键。

(3) 可配置参数：Digits(位数)、Null(消零)。基本测量时

不需要设置这些参数，可以跳过该步骤，直接执行下一步骤，

如果需要了解可以参考电子版用户手册中高级测量篇。

(4)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试,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6所示。

图3.16  频率/周期测量引线连接图

3.2.10  电容测量

仅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支持电容测量，电容测量操作

步骤如下：

(1) 按下                   (      )选择电容测量功能。 

(2) 根据被测电容范围选择合适的量程：1nF、10nF、

100nF、1μF、10μF、100μF。如果不确定被测电容范围，

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          按键切换到自动量程进行测量。

设置量程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者                  按键。

(3)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量,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7所示。 图3.17  电容测量引线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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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四线制电阻测量

(1) 按下                   (Ω4W)选择四线制电阻测量功能。

(2) 根据被测电阻范围选择合适的量程：100Ω、1kΩ、

10kΩ、100kΩ、1MΩ、10MΩ、100MΩ、1GΩ。如果不确

定被测电阻范围，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         按键切换到

自动量程进行测量。设置量程可以使用          软按键或者                  

  按键。

(3) 可配置参数：Resolu(精度)、Digits(位数)、Null(消

零)。基本测量时不需要设置这些参数，可以跳过该步骤，直

接执行下一步骤，如果需要了解可以参考电子版用户手册中

高级测量篇。

(4)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试,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5所示。
图3.15  四线制电阻测量引线连接图

2W

Freq

Freq

Freq

3.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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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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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温度测量

(1) 按下          选择温度测量功能。

(2) 使用       软按键设置对应的探头类型：0.385%/℃ 

RTD，PT100、PT200、PT500、PT800、PT1000。

(3) 使用          软按键设置测量结果显示单位：℃、℉、K。

(4) 可配置参数：Null(消零)。基本测量时不需要设置这些

参数，可以跳过该步骤，直接执行下一步骤，如果需要了解可

以参考电子版用户手册中高级测量篇。

(5)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试,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8所示。
图3.18  温度测量引线连接图

(4) 测量需要配合“消零”，使用消零功能去除测试线引线电容。消零步骤如下：

●  连接测试引线到多用表端子；

●  将阴极引线探头连接到被测电路中，阳极引线探头放到被测电路旁边，保持开路；

●  按下“Null”(消零)按键；

●  将阳极引线探头末端连接到被测电路，测量结果显示值即为消除引线电容影响的已校正的电容值。

3.2.12  连续性测试

(1) 按下          选择连续性测试功能。

(2) 设置蜂鸣器鸣叫门限：默认门限10Ω，设置范围从

0.01Ω至1200Ω。使用          软按键进行设置。

(3)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试,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19所示。

图3.19  连续性测量引线连接图

3.2.13  二极管检查

(1) 按下                           (        )选择二极管检查功能。

(2) 确定蜂鸣器鸣叫门限：0.3V≤电压 ≤0.8V。蜂鸣器测量

鸣叫门限不能调节，此步骤不需要任何设置。

(3) 连接测量引线进行测试, 测量引线连接如图3.20所示。

图3.20  二极管测量引线连接图

Temp

16 /2位数字多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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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查看和修改GPIB地址

4. 远程接口配置

本章节主要以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为例介绍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的远程通讯接口的配置和

使用，包括如何设置通信接口，配置接口参数，使用相关软件进行远程通信等。

实现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和PC机通过远程接口通信，必须安装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PC软

件。PC软件可以从光盘中获取，或者从www.zlg.cn获取最新版本。

出厂默认接口配置为LAN接口，接口修改后必须确认才能生效，并且接口选择信息保存在非易失性存

储器中，断电后不会被更改。

4.1  GPIB接口

GPIB(IEE-488)接口是一个通用的仪器通信接口，仅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具有，它是基于

GPIB总线实现的通信，总线上设备的访问是基于地址寻址，因此，每个设备必须具有唯一的地址。您可以

通过前面板按键进入相关菜单，将数字多用表地址设置为0至30之间的任何数值。仪器出厂时的默认地址设

置为“8”。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与PC机通过GPIB接口实现通信必须通过GPIB接口，但是一般PC机都没有

GPIB接口，所以必须使用GPIB接口卡，因为接口卡有自己的GPIB地址，所以接口总线上任何仪器的地

址都不能相同，并且不能与接口卡的地址相同。

GPIB地址修改后保存在非易失存储器中，断电或者恢复出厂设置后都不会被更改。

(1) 在数字多用表前面板按下                           (Utility)进入系统设置菜单，菜单内容如图4.1所示。

图4.1  系统设置菜单

(2) 在系统设置菜单界面按下系统软按键          进入系统菜单，如图4.2所示。

图4.2  系统菜单

(3) 在系统菜单按下接口软按键         ，进入通信接口列表菜单，如图4.3所示。

图4.3  通信接口列表菜单

11

F2 F3 F4 F5 F6

系统 触发

F2 F3 F4 F5 F6

LAN GPIBUSB

F2 F3 F4 F5 F6

错误 版本配置 接口时间

4. 远程接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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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菜单时，光标选中地址值的低位。

在图4.3所示菜单中按下          按键即可进入GPIB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如图4.4所示，默认进入

图4.4  GPIB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

(5) 

   按键可以向左移动光标，使用          按键可以向右移动光标，光标选中位反选显示。使用          按

键增加值，使用        减少值。按下        按键地址的修改才能生效。修改的结果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

中，掉电不会丢失。

在GPIB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中，如果不需要修改，则直接按下          可以返回上一级菜单。使用

4.1.2 GPIB通信接口生效

(1)

GPIB，GPIB选项反选显示，如图4.5所示。选中GPIB接口，接口切换不需要断电重启。修改的结果保

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掉电不会丢失。

确认修改GPIB地址后，在图4.4所示菜单里按         按键返回上一级菜单，此时接口选中

图4.5  选中GPIB通信接口

(2) 

图4.6所示, 通过GPIB通信电缆连接到GPIB总线或者PC机GPIB接口卡即可通过PC软件实现基于GPIB的

通信。

接口选择GPIB后，即可使用GPIB进行远程通信。将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GPIB通信接口, 如

图4.6  GPIB硬件通信接口

4.2  USB接口

USB通信接口不需要配置参数，用户可以查看USB通信接口的VID和PID，VID和PID不能修改。

4.2.1 查看VID和PID

12

F2 F3 F4 F5 F6

确定地址+ 地址-

08

F2 F3 F4 F5 F6

LAN USB GPIB

       首先进入到如图4.5所示接口列表菜单，假定接口被修改为GPIB，这时GPIB选项卡反选显示，则可

以在图4.5中按下          按键进入仪器的VID和PID查看菜单，如图4.7所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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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查看设备PID和VID

4.2.2 选中USB通信接口

查看VID和PID菜单，如图4.7所示，按         按键返回上一级菜单，菜单显示如图4.8所示，USB选

项卡被反选显示，表示通信接口修改为USB，接口切换不需要断电重启。修改的结果保存在非易失性存

储器中，掉电不会丢失。

图4.8  选中USB通信接口

4.2.3 使用USB接口与PC机远程连接

数字多用表选中USB接口后，可以通过一根AB口的USB通信

电缆，将数字多用表的USB接口，如图4.9所示，连接到PC机。
图4.9  USB硬件通信接口

F2 F3 F4 F5 F6

V:04CC   P 1210:

F2 F3 F4 F5 F6

LAN GPIBUSB

图4.10  USB复合设备

a b

4. 远程接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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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 PC软件界面 图4.12  通信接口选择

4.3  LAN接口

LAN接口实现在局域网中通信，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通过网线接入PC的网络中，PC机运行广

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DMM6000的配套软件，建立连接后即可通信。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与

PC机网络连接的方法可以通过集线器、路由或者直接与PC连接实现。PC机如果要实现与DMM6000型

数字多用表的通信，则必须在相同的网段中，否则无法建立连接。

LAN接口需要配置的参数相对较多，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IP地 址 、 子 网 掩 码 和 默 认 网 关 参 数 使 用 “ 点 号 分 隔 ” 地 址 。 点 号 分 隔 地 址 表 示 形 式 如

“nnn.nnn.nnn.nnn”，其中nnn表示一个字节的数据，范围为0至255。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所

有点分隔号地址字节值都是十进制值，所有的前导零都会被忽略，如“192.168.004.010”则被直接处

理为“192.168.4.10”。

4.3.1 LAN参数设置菜单

(1) 

前选中的通信接口。图4.13表示当前的通信接口为USB接口。

进入到通信接口列表菜单如图4.13所示，反选显示的选项卡可能不同，反选显示的选项卡即为当

图4.13  通信接口列表菜单

F2 F3 F4 F5 F6

LAN GPIBUSB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第一次连接PC机，识别会相对较慢，因为PC机要枚举设备，安装驱

动，安装了数字多用表配套的PC软件后，点击自动查找驱动，即可安装。安装后PC机会识别出两个设

备，如图4.10所示。图4.10中a图为一个存放相关软件和资料的资料U盘，可以直接打开并读取。图

4.10中b图为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可以直接使用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PC软件访问，软

件界面如图4.11所示。软件接口选择选中USB，如图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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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图4.13通信接口列表菜单显示界面按          按键进入LAN参数选项菜单，如图4.14所示。

图4.14  LAN参数选项菜单

(3) 

以查看和修改子网掩码，按          按键可以查看和修改默认网关。

在如图4.14所示的LAN参数选项菜单中，按          按键可以查看和修改IP地址，按          按键可

F2 F3 F4 F5 F6

掩码IP 网关

4.3.2 查看和修改IP地址

(1) 

示，默认进入该菜单时，光标选中地址值的最后一位，反选显示。

在如图4.14所示的LAN参数选项菜单中，按         按键进入IP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如图4.15所

图4.15  IP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

(2) 

按键可以向左移动光标，使用         按键可以向右移动光标, 光标选中位反选显示。使用         按键增

加值，使用          减少值。按下          按键地址的修改才能生效，地址修改需要几秒钟，请耐心等待修改

完成。修改的结果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掉电不会丢失。

在IP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如果不需要修改，则直接按下         就可以返回上一级菜单。使用       

4.3.3 查看和修改子网掩码地址

(1) 

4.16所示，默认进入该菜单时，光标选中地址值的最后一位，反选显示。

在如图4.14所示的LAN参数选项菜单中，按         按键进入子网掩码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如图

图4.16  子网掩码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

F2 F3

IP+ IP_ 确定

F4 F5 F6

192.168.004.003

F2 F3

掩码+ 确定

F4 F5 F6

255.255.255.000
-掩码

4. 远程接口配置

20



图4.17  默认网关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

4.3.4 查看和修改默认网关地址

(1) 

4.17所示，默认进入该菜单时，光标选中地址值的最后一位，反选显示。

在如图4.14所示的LAN参数选项菜单中，按          按键进入默认网关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如图

(2) 

使用          按键可以向左移动光标，使用          按键可以向右移动光标，光标选中位反选显示。

使用         按键增加值，使用         减少值。按下          按键地址的修改才能生效。修改的结果保存在

非易失性存储器中，掉电不会丢失。 

在默认网关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如果不需要修改，则直接按下          就可以返回上一级菜单。

4.3.5  选中LAN通信接口

在LAN参数选项菜单，如图4.14所示，按         按键返回上一级菜单，菜单显示如图4.18所示，

LAN选项卡被反选显示，表示通信接口修改为LAN，接口切换不需要断电重启。修改的结果保存在非易

失性存储器中，掉电不会丢失。

图4.18  选中LAN通信接口

F2 F3 F4 F5 F6

GPIBUSBLAN

(2) 

使用          按键可以向左移动光标，使用          按键可以向右移动光标，光标选中位反选显示。使用          

按键增加值，使用         减少值。按下         按键地址的修改才能生效。修改的结果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

中，掉电不会丢失。

在子网掩码地址查看和修改菜单，如果不需要修改，则直接按下          就可以返回上一级菜单。

F2 F3

网关+ 确定

F4 F5 F6

192.168.027.254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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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 PC软件界面

图4.21  通信接口选择 图4.22  设置IP地址

图4.23  设备离线指示 图4.24  设备在线指示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接入到PC机所在的网络后，只需要安装配套的PC软件即可使用。软件启动

后的界面如图4.20所示。软件接口选择选中LAN，如图4.21所示。点击图4.21中的            按键，弹出设

置 IP地址对话框，如图4.22所示。输入需要连接到的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IP地址，DMM6000型

数字多用表的IP地址可以参考4.3.2节的相关内容，IP地址设置完成后，点击确认，软件就会自动连接，

如果连接成功，则设备状态指示由图4.23设备离线变为图4.24设备在线。

4.3.6  使用LAN接口与PC机远程连接

接口选中LAN接口后，可以通过一根RJ45接头的网线接入到PC机所在

的局域网中，可以通过集线器、路由或者直接与PC机连接，实现基于

LAN接口的通信。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LAN接口，如图4.19所示。 图4.19  LAN硬件通信接口

4. 远程接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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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C软件入门

本章介绍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PC软件的基本功能和基本操作。通过阅读本章节可以快速了解

和使用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PC软件，并开始基本的远程测量操作。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PC软件是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的PC端软件(简称为PC软件)，软

件通过USB或LAN两种方式与多用表硬件进行通信，实现对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的远程控制操

作。同时，软件实现了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的所有功能，包括13种测量模式、参数配置、数学计

算、触发、数据采集、数据保存以及数据分析等功能，并扩展了数据采集的功能。

5.1  软件安装

5.1.1 系统要求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PC软件支持的操作系统平台包括：Windows 7、Windows 7 Service 

Pack 1、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

5.1.2 安装步骤

1  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DMM6000数 字 多 用 表 PC软 件 基 于 开 发 ， 所 以 首 先 需 要 安 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组件，有两个途径可以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一是在线安

装 ， 在 我 们 的 安 装 程 序 中 提 供 了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的 在 线 安 装 ， 在 安 装 过 程 中 选 择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Online Setup，即可进行在线安装；二是离线安装，可以从Microsoft官

方网站下载Microsoft.NET Framework 4独立安装程序的离线安装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

可以从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获得，下载完成后，

安装即可。

2  安装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PC软件

在安装好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之后，即可开始安装PC软件。双击DMM6000安装程序

DMM6000_Series_Installer_xxxx.exe(xxxx 是 版 本 号 )开 始 安 装 ， 按 照 提 示 ， 仅 需 8步 即 可 完 成

DMM6000软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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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欢迎界面

欢迎界面如图5.1所示。

图5.1  安装程序的欢迎界面

b. 选择安装位置

选择将安装的系统磁盘位置，如图5.2所示。

图5.2  安装程序选择安装位置

5. PC软件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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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

开始菜单文件夹，默认为“zhiyuan\DMM6000”，如图5.3所示。

图5.3  安装程序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

图5.4  安装程序附加任务界面

d. 选择附加任务

附加任务包括两项：创建程序桌面快捷方式和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创建桌面快捷方

式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默认选择创建；由于DMM6000应用程序需要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的

支持才能使用，所以需要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将使

用在线安装的方式，所以在安装过程中，目标计算机需接入互联网，保持网络通畅，默认选择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若目标计算机上已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则可以取消该

选项，如图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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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安装选项查看

此处将前面3步的所有设置在此处显示，供安装用户查看安装信息，如图5.5所示。

图5.5  安装程序安装信息查看

f. 正在安装

执行安装程序的安装过程，如图5.6所示。

图5.6  安装程序的正在安装界面

5. PC软件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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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若 在 第 4步 中 ， 选 择 安 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并 且 系 统 未 安 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则 在 第 6步 的 安 装 过 程 中 , 将 安 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直 接 调 用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安装程序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的安装过程按照提示安装

即可，如图5.7所示。

h. 安装完成

到这一步时，程序安装已经完成，你可以选择运行DMM6000，点击“完成”按钮完成安装过程，如

图5.8所示。软件安装完成之后，即可开始使用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PC软件与多用表硬件进行远程

控制操作，使用多用表。

图5.7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安装程序

图5.8  安装程序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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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软件界面

PC软件会根据所连接数字多用表型号的不同而显示不同的界面，这里以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为

例来说明PC软件的界面。PC软件界面包括测量信息显示区、系统软按键功能区、测量功能选择功能区、

系统设置功能区、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前后面板使用信息显示区、硬件设备是否在线显示区、

通信方式选择功能区、方向键选择按键功能区。软件界面如图5.9所示。

图5.9  DMM6000软件主界面

图5.9功能说明，以下编号与图5.9中编号保持一致，说明如下：

 硬件设备是否在线显示区：显示当前硬件设备是否在线，ON表示设备在线，OFF表示设备离线。

 测量功能选择功能区：选择不同的测量功能，包括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电阻二线/四

线、电容(仅DMM6000型)、频率、周期(仅DMM6001型)、二极管、连续性、温度、数据采集，所有按

键都有换档功能，并且使用蓝色字体标注在按键上方，如果要执行换档功能，首先按下shift按键，然后再

按其上方有所需标签的按键。

 系统设置功能区：选择系统菜单，进入菜单，实现高级操作，包括消零、数学运算、触发、自动

触发、配置、系统设置、保存、帮助、手动量程、自动量程和上档键。

 方向键选择按键功能区：上、下、左、右按键，上下按键主要实现量程的切换等，左右按键实现

1 1 1测量精度4 /2位、5 /2位和6 /2位的切换等。

 通信方式选择功能区：选择PC软件与多用表硬件的通信方式。

 前后面板使用信息显示区(仅DMM6000型)：显示当前多用表设备使用前面板表笔或后面板表笔

进行测量。

 系统按键：包括最小化和关闭按钮。

 扩展功能菜单：包括趋势图菜单和关于菜单。趋势图菜单用于启动趋势图功能；关于菜单用于查     

看软件信息。

 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提示使用者当前测量模式对应使用的表笔端口。

测量信息显示区：显示当前使用的面板。

系统软按键功能区：配合系统显示菜单，实现不同的功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5. PC软件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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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DMM6001型PC软件界面

图5.11  软件界面的不同部分

21

当PC机连接到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PC软件界面如图5.10所示，和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

PC软件界面基本相同。因此，仅介绍PC软件界面里和DMM6000型不同的部分，详见图5.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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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显示DMM6000 当前有效面板显示

电容测量功能 当前有效面板指示

型号显示DMM6001 无当前有效面板显示

周期测量功能 无当前有效面板指示

DMM6000型PC软件界面

DMM6001型PC软件界面



图5.12  通信方式选择 图5.13  设置IP地址

5.3  设备连接

使用PC软件，首先需要与多用表硬件设备连接，连接有两种方式：USB和LAN。我们可以通过软件

界面中通信方式选择功能区来选择通信方式，如图5.12所示。

若选择LAN通信方式，还需要设置IP地址。设置IP地址可以通过图5.12中“IP”按钮进入设置IP地址

窗口，如图5.13所示。

输入正确的IP地址，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设备连接配置，软件将连接对应的设备进行通信。

注意：本程序中的LAN连接，只支持同网段的网络通信，即多用表设备与软件需在同一网段。

设备正确连接与否可以通过设备在线标识表示。设备在线如图5.14所示，设备离线如图5.15所示。

图5.14  设备在线标志 图5.15  设备离线标志

5.4  基本测量

通过本章节的介绍，您可以使用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PC软件的基本测量功能，并针对不同测

量连接表笔测试线。基本测量可以使用出厂默认设置来完成。

5.4.1 测量界面

软件与多用表硬件设备成功连接后，进入正常测量模式，测量类型与硬件设备当前测量类型保持一

致，以直流电压(DCV)为例，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16所示。

5. PC软件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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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测量数据视图

图5.16功能说明，以下编号与图5.16中编号保持一致，说明如下：

采样状态：每完成一次采样，该星号在亮和灭之间切换一次。

测量类型：显示当前测量类型，与功能按键对应，如图2.7所示，测量类型为直流电压；不同测量

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自动：将当前量程切换为自动量程；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量程：切换量程，按下对应软按键进入子菜单，可以切换量程；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

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精度：设置测量精度，按下对应软按键可以进入子菜单，设置测量精度；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

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位数：用来选择显示的位数，按下对应软按键可以进入子菜单，设置显示的数据位数，方便读

数；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配置：当前测量类型有关的配置信息，按下对应软按键可以进入子菜单；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

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数学：当前测量类型所支持的数学运算，按下对应软按键可以进入子菜单，可以选择不同的数学

运算功能；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单位：显示当前测量结果的单位；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自动：指示当前采样的触发类型；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前(仅DMM6000型)：显示当前使用的面板。

错误：指示当前系统运行过程中是否发生错误，可以通过相关按键进入菜单，查询错误，也可以

远程读取错误信息；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主窗口：显示测量值等主要信息；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消零：用来显示当前进行的数学运算; 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10MΩ：指示当前直流电压测量的输入阻抗是10MΩ；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

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自动：表示当前测量量程为自动量程；若为手动量程时，此处将显示具体的量程数据，如1V档

位，将显示“1V”；不同测量界面菜单显示内容会有所差异，详见电子版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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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测量前准备

1 前/后面板使用

对于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硬件设备，有前、后两个面板可供连接的表

笔接口，在测试中只能使用当前设定的面板连接表笔，进行测试。在PC端软件

界面上也有供用户查看当前设备所使用的是前面板还是后面板，如图5.9中索引

所示功能区。使用前面板如图5.17标志所示，使用后面板如图5.18所示。

  

⑥

图5.17  使用前面板标志

图5.18  使用后面板标志

2  

上档键Shift用于对图5.9中索引 所示测量模式选择功能区的测量模式进

行切换提供支持，Shift在未使用模式下，测量模式使用主要功能；Shift在使用

模式下，测量模式使用辅助功能。如未使用Shift，        选择测量模式为直流电

压(DCV)；使用Shift，        选择测量模式为直流电流(DCI)。Shift未使用如图

5.19所示，Shift使用如图5.20所示。

上档键 Shift 使用

②

图5.19  Shift未选择状态

图5.20  S 选择状态hift

5.4.3 直流电压测量

按下          选择直流电压功能。直流电压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21所示。操作步骤详见3.2.3章节。

图5.21  直流电压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  

■  

量程：100mV、1V、10V、100V、1000V。

可配置参数：Man(量程)、Rin(输入阻抗)、Resolu(精度)、Digits(位数)、Null(消零)。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直流电压测量硬件设

备接线如图5.22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23所示。

⑧

图5.22  直流电压测量引线连接图 图5.23  软件提示接线图

DCV

DCV

DCV

自动

自动 量程 精度 位数 配置 数学

自动前10MΩ

DCV

*

000.000,0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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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交流电压测量

按下           选择交流电压测量功能。交流电压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24所示。操作步骤详3.2.4章节。

图5.24  交流电压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  

■  

■  

量程：100mV、1V、10V、100V、750V。

测量方式：AC耦合，真有效值测量。

可配置参数： Man(量程)、Filter(滤波器)、Resolu(精度)、Null(消零)。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交流电压测量硬件设

备接线如图5.25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26所示。

⑧

图5.26  软件提示接线图图5.25  交流电压测量引线连接图

5.4.5 直流电流测量

按下                   (DCI)选择直流电流测量功能。直流电流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27所示。操作步骤

详见3.2.5章节。

图5.27  直流电流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ACV

自动

自动 量程 精度 配置 数学

自动前中

ACV

*

000.000,0 mV

DCV

自动

自动 量程 精度 位数 数学

自动前

DCI

*

000.000,0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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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9  软件提示接线图图5 28  直流电流测量引线连接图.

5.4.6 交流电流测量

按下                   (ACI)选择交流电流测量功能。交流电流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30所示。操作步骤

详见3.2.6章节。

图5.30  交流电流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  

■  

量程：1mA、10mA、100mA、1A、3A。

可配置参数：Man(量程)、Filter(滤波器)、Resolu(精度)、Null(消零)。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交流电流测量硬件设

备接线如图5.31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32所示。

⑧

图5.31  交流电流测量引线连接图 图5.32  软件提示接线图

ACV

自动

自动 量程 精度 配置 数学

自动前中

ACI

*

0 000 000 mA. ,

■  

■  

量程：100μA、1mA、10mA、100mA、1A、3A。

可配置参数：Man(量程) 、Resolu(精度)、Digits(位数)、Null(消零)。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直流电流测量硬件设

备接线如图5.28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29所示。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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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3  二线制电阻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  

■  

量程：100Ω、1kΩ、10kΩ、100kΩ、1MΩ、10MΩ、100MΩ、1GΩ。

可配置参数：Man(量程)、Resolu(精度)、Digits(位数)、Null(消零)。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二线制电阻测量硬件

设备接线如图5.34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35所示。

⑧

图5.3   软件提示接线图5图5.34  二线制电阻测量引线连接图

去除测量引线电阻：

(1) 连接测量引线到多用表端子；

(2) 将引线探头末端放置到被测电路旁边，短接引线探头；

(3) 按下“Null”(消零)按键；

(4) 将测试探头末端连接到被测电路，测量结果显示值就是消除引线电阻影响的已校正电阻值。

5.4.8  四线制电阻测量

按下                   ( 4W)选择四线制电阻测量功能。四线制电阻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36所示。操

作步骤详见3.2.8章节。

Ω

自动

自动 量程 精度 位数 数学

自动前

2W

*

000.000,0 Ω

2W

5.4.7 二线制电阻测量

按下        选择二线制电阻测量功能。二线制电阻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33所示。操作步骤详

3.2.7章节。

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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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7  四线制电阻测量引线连接图 图5.38  软件提示接线图

5.4.9  频率和周期测量

按下         ，选择频率测量功能。对DMM6001型，按下                    按键，则选择周期测量。周期测

量与频率测量的操作基本相同。这里只给出频率测量操作示例。频率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39所示。操

作步骤详见3.2.9章节。

图5.39  频率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  

■  

■  

■  

频率范围：3Hz至300kHz。

输入信号范围：20mVAC至750VAC。

测量方法：等精度测量。

可配置参数：Man(量程)、Digits(位数)、Null(消零)。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频率测量硬件设备接

线如图5.40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41所示。

⑧

Freq

自动

自动 量程 位数 数学

自动前

Freq

*

0 000 000 Hz. ,

图5.36  四线制电阻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  

■  

量程：100Ω、1kΩ、10kΩ、100kΩ、1MΩ、10MΩ、100MΩ、1GΩ。

可配置参数： Man(量程)、Resolu(精度)、Digits(位数)、Null(消零)。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四线制电阻测量硬件

设备接线如图5.37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38所示。

⑧

自动

自动 量程 精度 位数 数学

自动前

4W

*

000.000,0 Ω

F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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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2  电容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  

■  

■  

量程：1nF、10nF、100nF、1μF、10μF、100μF。

测量方式：测量电流输入电容时电容两端电压变化速率, 测量方式为二线制测量，测量需要配合

“消零”。

可配置参数： Man(量程)、Null(消零)。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电容测量硬件设备接

线如图5.43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44所示。

⑧

图5.43  电容测量引线连接图 图5.44  软件提示接线图

自动

自动 量程 数学

自动前

CAP

*

0 000 0 nF. ,

图5.40  频率测量引线连接图 图5.41  软件提示接线图

5.4.10  电容测量

仅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支持电容测量。按下                  (    )选择电容测量功能。电容测量数据

显示界面如图5.42所示。操作步骤详见3.2.10章节。

F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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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温度测量硬件设备接

线如图5.46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47所示。

⑧

图5.4   软件提示接线图7图5.4   温度测量引线连接图6

5.4.12  连续性测试

按下          选择连续性测试功能。连续性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48所示。操作步骤详见3.2.12章节。

图5.48  连续性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触发前

Cont

*

OPEN

1mA

5.4.11  温度测量

按下          选择温度测量功能。温度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45所示。操作步骤详见3.2.11章节。

图5.45  温度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  

■  

探头类型：0.385%/℃ RTD，PT100、PT200、PT500、PT800、PT1000。

可配置参数：Type(类型) 、Units(单位)、Null(消零)。 

Temp

类型 配置 数学

自动前

Temp

*

0 00 ℃.
PT100

去除测试线引线电容：

(1) 连接测试引线到多用表端子；

(2) 将阴极引线探头连接到被测电路中，阳极引线探头放到被测电路旁边，保持开路；

(3) 按下“Null”(消零)按键；

(4) 将阳极引线探头末端连接到被测电路，测量结果显示值就是消除引线电容影响的已校正的电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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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试电流：1mA。

蜂鸣器鸣叫门限：0.3V≤电压 ≤0.8V(不能调节)。测量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二极管测量硬件设备

接线如图5.52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53所示。

⑧

图5.51  二极管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图5.53  软件提示接线图图5.52  二极管测量引线连接图

触发前

Diode

*

OPEN

1mA

■  

■  

测试电流：1mA。

蜂鸣器鸣叫门限：默认10Ω，可以设置从0.01Ω至1200Ω。

测量引线按照图5.9中索引 的测量模式使用表笔提示功能区的提示进行连接。连续性测量硬件设备

接线如图5.49所示，软件提示接线如图5.50所示。 

⑧

图5.50  软件提示接线图图5.49  连续性测量引线连接图

5.4.13  二极管检查

按下                   (     )选择二极管检查功能。二极管测量数据显示界面如图5.51所示。操作步骤详见

3.2.13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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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LAN接口硬件连接图

6. 第三方开发接口

6.1  系统应用硬件连接

系统应用主要用于自动化测量系统的构建，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的通信接口支持SCPI指令编

程，具体指令请参考电子版用户手册。下面以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为例来说明硬件连接。

使用GPIB接口实现硬件连接如图6.1所示(仅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支持)。首先按照4.1章节所

述，通信接口设置为GPIB接口，然后连接通信电缆，使用GPIB通信时必须使用GPIB接口，但GPIB接

口不是PC机的标准接口，所以PC机首先要连接GPIB接口卡，实现PC机接口(USB、PCI等)到GPIB接

口的转换，然后通过GPIB通信电缆实现与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GPIB通信接口的连接，使用GPIB通

信时可以直接调用GPIB接口卡的相关编程驱动实现编程。

图6.1  GPIB接口硬件连接图

使用USB接口实现硬件连接如图6.2所示。首先按照4.2章节所述，将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通信

接 口 设 置 为 USB接 口 ， 然 后 连 接 通 信 电 缆 ， 使 用 A-B口 USB通 信 电 缆 将 PC机 的 A型 口 连 接 到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B型口，然后安装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PC机驱动，调用对应的DLL即可

实现通信，具体DLL的使用方法参考6.5章节所述。

图6.2  USB接口硬件连接图

使用LAN接口实现硬件连接如图6.3所示。首先按照4.3章节所述，将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通信接

口设置为LAN接口，设置IP地址等参数，然后连接通信电缆，使用交叉型网络通信电缆将PC机的LAN接

口与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的LAN接口连接，或者通过集线器或者路由器实现连接，然后调用对应的

DLL即可实现通信，具体DLL的使用方法参考6.5章节所述。

6. 第三方开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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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USB驱动安装

本文使用Win XP系统为例进行说明，首先按照5.1章节所述，安装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对应的

PC软件，然后使用A-B口USB电缆将设备连接到PC机，PC会弹如图6.4所示的发现新硬件窗口，选择

“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S)”，然后点击下一步，打开驱动搜索窗口。

图6.4  系统发现新硬件

驱动搜索窗口如图6.5所示，选择“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S)”，然后选择“在搜索中包括

这个位置(O)”，然后点击“浏览”按键弹出驱动路径选择窗口如图6.6所示。在驱动路径选择窗口找到对

应的驱动文件夹，驱动所在目录为软件的安装目录“\zhiyuan\DMM6000\Drivers\wxp\x86\Source”, 点击驱动后

回到驱动搜索窗口，然后点击“下一步”开始安装驱动，驱动安装窗口如图6.7所示，等待驱动自动完成

安装，安装结束后弹出驱动安装成功提示窗口如图6.8所示。设备驱动安装完成，可以通过相关软件实现

通过USB接口的远程自动化控制。

图6.5  驱动选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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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驱动路径选择窗口

图6.7  驱动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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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驱动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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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安装完成后可以使用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是否安装成功，正确安装后显示如图6.9所示。否则可

能设备无法使用，需要重新安装。

图6.9  驱动安装正确

按照上述方法如果安装不成功，则可以进行强制安装。强制安装首先在安装目录中找到“Drivers”文

件夹，然后进入到对应的目录中，本文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 XP，所以进入到“\Drivers\wxp\x86”目录

下，点击“DriverInstall.exe”进行强制安装驱动，安装过程只需要点击“下一步”即可。

如果驱动安装后依旧无法使用设备，请联系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技术支持人员，获取技术

支持。



6.3  文件组成

所有文件如表6.1所示。

表6.1  接口文件列表

                    文件名

cyusb.sys

USBModule.dll

LANModule.dll

ProtocolModule.dll

HardwareInterfaceModule.dll

HardwareInterfaceModule.lib

dmm6000.h

                               功能

USB底层驱动

USB功能模块

LAN功能模块

功能模块

硬件接口模块

HardwareInterfaceModule.dll的导入库

供第三方开发的接口文件

适用操作系统版本

WinXP，Win7

WinXP，Win7

WinXP，Win7

WinXP，Win7

WinXP，Win7

WinXP，Win7

WinXP，Win7

44

6. 第三方开发接口

使用步骤如下：

( ) 

WinXP下的USB驱动；wlh文件夹下表示Win7下的USB驱动，再根据平台是32位或64位来选择x86或

x64，运行可执行文件DriverInstall.exe (如Drivers\wxp\x86\DriverInstall.exe)，安装驱动程序；

(2) 将文件USBModule.dll、LANModule.dll、ProtocolModule.dll、HardwareInterfaceModule.dll拷

贝到程序执行目录；

(3) 将文件dmm6000.h添加到工程项目中。

1 根据操作系统版本、平台选择对应的USB驱动程序，在Drivers文件夹下，wxp文件夹下表示

6.4  软件流程

为了方便用户编程，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PC软件提供了一系列简单函数接口来完成设置和读

写操作。DMM6000的功能由多个模块组合实现，各模块的调用流程如图6.10所示。

图6.10  DMM6000模块流程图 图6.11  DMM6000第三方接口调用流程

第三方接口的调用存在先后关系，因此需要遵循一定的流程，如图6.11所示。

第三方接口

USB

LANModule

用户应用层调用

hardwarelnterfaceModule

ProtocolModule

USB/LAN?

USBModule

Hardware

LAN

Failure

Success

write

read

dmm_write

Y

N

开始

dmm_open

dmm_select

R/W?

dmm_read

Continue?

dmm_close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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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接口功能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提供的第三方开发接口详细列表如表6.2所示。

表6.2  第三方开发接口列表

接口名称

dmm_open

dmm_close

dmm_select

dmm_read

dmm_write

接口描述

打开设备

关闭设备

选择通信方式

读数据

写数据

6.6  接口使用说明

6.6.1  返回值

返回值说明如表6.3所示。

6.6.2  dmm_open

(1)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如表6.4所示。

表6.4  dmm_open接口描述

函数名称

函数原型

功能描述

参数

返回值

特殊说明

dmm_open

int dmm_open();

打开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设备

无

DMM_SUCCESS  － 操作成功

其它值表示返回相应的错误类型，详细定义如表6.3所示

在dmm_open接口打开设备成功之后，默认使用USB通信方式

表6.3  返回值对照表

返回值

DMM_SUCCESS

DMM_FAILURE

DMM_COMMAND_ERROR

DMM_PARAM_ERROR

DMM_EXECUTIVE_ERROR

DMM_MEMORY_ERROR

DMM_UNDEFINED_ERROR

值

0

1

2

3

4

5

6

定义

正确

打开或通信连接错误

SCPI命令错误

SCPI命令参数错误

SCPI命令执行错误

存储空间不足错误

未定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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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示例

应用示例如程序清单6.1所示。

程序清单6.1  dmm_open接口应用示例代码

int nRet = dmm_open();

if (DMM_SUCCESS == nRet){                                                   /*  连接成功                                             */

}

6.6.3  dmm_close

(1)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如表6.5所示。

表6.5  dmm_close接口描述

函数名称

函数原型

功能描述

参数

返回值

dmm_close

void dmm_close();

关闭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

无

无

(2) 应用示例

应用示例如程序清单6.2所示。

程序清单6.2  dmm_close接口应用示例代码

dmm_close();

6.6.4  dmm_select

(1)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如表6.6所示。

表6.6  dmm_select接口描述

函数名称

函数原型

功能描述

参数

返回值

特殊说明

dmm_select

int dmm_select(char* pIpAddr, int nTimeout = 10000)

选择通信方式，并设置超时时间

pIpAddr — 若为NULL，则使用USB模式通信；为IP地址，则用LAN模式通信

nTimeout — 超时时间，设置读采样结果操作超时时间，范围为[200ms, 30000ms]，单位为毫

秒（ms)，默认值为10000ms，超时时间设置必须大于万用表采样周期，否则会返回操作失败

DMM_SUCCESS-操作成功

其它值表示返回相应的错误类型，详细定义如表6.3所示

首先，需要调用dmm_open接口打开设备

然后，再调用dmm_select接口进行通信方式的切换和设置超时时间

注：使用LAN通信方式时，不可在程序调试里使用断点和单步调试的方式调试dmm_read和

dmm_write接口；若需要使用断点和单步调试方式，用户须选择通信方式为USB

物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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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示例

应用示例如程序清单6.3所示。

程序清单6.3  dmm_select接口应用示例代码

int nRet = dmm_open();

if (DMM_SUCCESS == nRet){

        char* pIPAddr = “192.168.1.1”;                                                    /*  IP地址                                  */

        if (DMM_SUCCESS == dmm_select(pIPAddr, 10000))          {     /*  通信方式设置成功               */

        }

}

6.6.5  dmm_read

(1)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如表6.7所示。
表6.7  dmm_read接口描述

函数名称

函数原型

功能描述

参数

返回值

特殊说明

dmm_read

int dmm_read(const char * pCommand, char* pReadBuf, int* pBufLength);

通过SCPI命令读取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设备信息

pCommand-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支持的SCPI命令

pReadBuf-读取数据的返回值存放的Buffer

pBufLength-输入为pReadBuf长度，输出为读取的有效长度

DMM_SUCCESS-操作成功

其它值表示返回相应的错误类型，详细定义如表6.3所示

该接口处理与读操作相关的SCPI命令。如：SENSe:VOLTage:DC:RANGe?

(2) 应用示例

应用示例如程序清单6.4所示。

程序清单6.4  dmm_read接口应用示例代码

int nRet = dmm_open();

if (DMM_SUCCESS == nRet) {

       if (dmm_select(NULL) == DMM_SUCCESS) {                        /* 选用USB通信方式                            */

              char*      pCommand = "SENS:VOLT:DC:RANG?";         /* 查询直流电压量程模式的SCPI命令 */

  int      nLength           = 512;

  char*      pReadBuffer   = new char[nLength];

  if (dmm_read(pCommand, pReadBuffer, &nLength) == DMM_SUCCESS) {   

                                                                                                                 /* 成功读取数据                              */

  }

               delete []pReadBuff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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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dmm_write

(1)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如表6.8所示。

表6.8  dmm_write接口描述

函数名称

函数原型

功能描述

参数

返回值

特殊说明

dmm_write

int dmm_write(const char* pCommand);

通过SCPI命令对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设置相关参数

pCommand-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支持的SCPI命令

DMM_SUCCESS-操作成功

其它值表示返回相应的错误类型，详细定义如表6.3所示

该接口处理与写操作相关的SCPI命令。如：SENSe:VOLTage:DC:RANGe:AUTO  ON

应用示例如程序清单6.5所示。

程序清单6.5  dmm_write接口应用示例代码

int nRet = dmm_open();

if (DMM_SUCCESS == nRet) {

       if (dmm_select(NULL) == DMM_SUCCESS) {                         /* 选用USB通信方式                      */

 char* pCommand = "SENS:VOLT:DC:RANG:AUTO ON"; /* 令直流电压量程模式为自动量程 */

 if (dmm_write(pCommand) == DMM_SUCCESS) {        /* 设置成功                                     */

 }

       }

}

(2) 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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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参数

7.1  直流电压

[1]量程
[2]24小时 T ±1℃cal 90天T ±5℃cal 1年T ±5℃cal

[4]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100.0000mV

1.000000V

10.00000V

100.0000V

[3]1000.000V

0.0030 + 0.0030

0.0015 + 0.0004

0.0020 + 0.0006

0.0020 + 0.0006

0.0020 + 0.0006

0.0040 + 0.0035

0.0020 + 0.0005

0.0030 + 0.0007

0.0035 + 0.0006

0.0035 + 0.0006

0.0050 + 0.0035

0.0030 + 0.0005

0.0035 + 0.0007

0.0040 + 0.0006

0.0040 + 0.0006

0.0005 + 0.0005

0.0005 + 0.0001

0.0005 + 0.0001

0.0005 + 0.0001

0.0005 + 0.0001

[1]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表7.1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直流电压测量指标参数表

注：

[1] 指标为90分钟预热，六位半分辨率。

[2] 量程除了1000V，其余提供20%超量程测量。

[3] 相对于校准标准。

[4] 电压超过±500V，每1V增加0.02mV误差。

■  测量方法

Σ-Δ型ADC。

■  输入阻抗

0.1V、1V、10V量程输入阻抗可选等于10MΩ或者大于10GΩ。

100V、1000V量程输入阻抗固定为10MΩ。

■  输入偏置电流

20℃测量结果为小于36pA。

■  输入保护

所有直流电压测量量程的输入保护都是1000V。

■  共模抑制比

140dB，测量时LO引线中串联1kΩ的不平衡电阻进行测量，最大共模电压±500VDC。

量程 24小时T ±1℃cal 90天T ±5℃cal 1年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100.0000mV

1.000000V

10.00000V

100.0000V

1000.000V

0.0040 + 0.0035

0.0025 + 0.0007

0.0030 + 0.0009

0.0030 + 0.0009

0.0030 + 0.0009

0.0050 + 0.0040

0.0030 + 0.0008

0.0040 + 0.0010

0.0045 + 0.0009

0.0045 + 0.0009

0.0060 + 0.0040

0.0040 + 0.0008

0.0045 + 0.0010

0.0050 + 0.0009

0.0050 + 0.0009

0.0005 + 0.0005

0.0005 + 0.0001

0.0005 + 0.0001

0.0005 + 0.0001

0.0005 + 0.0001

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表7.2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直流电压测量指标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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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真有效值交流电压

[1]表7.3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真有效值交流电压指标参数表

[2]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3]量程
[4]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T -5℃)/cal

 (T +5℃-55℃)cal

频率范围

100mV

[3]量程 频率范围
[4]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4]100mV至750V

3Hz-10Hz

10Hz-40Hz

40Hz-20kHz

20kHz-50kHz

50kHz-100kHz

100kHz-300kHz

1.30 + 0.05

0.40 + 0.04

0.05 + 0.04

0.09 + 0.05

0.60 + 0.08

4.00 + 0.50

注：

[1] 指>5%量程的交流正弦波输入的性能指标。输入在1%到5%量程内时，若频率小于1kHz，增加0.1%量程的附加

误差；频率在50kHz到300kHz区间，则增加0.13%的误差。

[2] 为90分钟预热，六位半分辨率，滤波器设置为3Hz。

[3] 量程除了750V，其余为20%的超量程测量。

[4] 相对校准标准。

7[5] 该量程限制到8×10 Volts-Hz。对于该量程，在超过300V rms时，每超出1V增加0.7mV误差。

1.30 + 0.06

0.40 + 0.05

0.05 + 0.05

0.09 + 0.06

0.62 + 0.09

4.00 + 0.50

1.30 + 0.07

0.40 + 0.06

0.06 + 0.06

0.09 + 0.07

0.65 + 0.10

4.00 + 0.50

0.10 + 0.005

0.05 + 0.005

0.005 + 0.005

0.010 + 0.005

0.060 + 0.009

0.20 + 0.02

■  测量方法

AC耦合真有效值测量，测量输入信号的AC成分。

■  波峰因数

满量程波峰因数≤5。

■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为1MΩ±2%，并联电容<100pF。

■  输入保护

所有量程750V rms。

表7.4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真有效值交流电压指标参数表

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3]量程
[4]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T -5℃)/cal

 (T +5℃-55℃)cal

频率范围

100mV

量程 频率范围
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4]100mV至750V

3Hz~10Hz

10Hz~40Hz

40Hz~20kHz

20kHz~50kHz

50kHz~100kHz

100kHz~300kHz

1.50 + 0.08

0.50 + 0.06

0.08 + 0.07

0.12 + 0.08

0.70 + 0.13

4.20 + 0.55

1.50 + 0.09

0.50 + 0.07

0.08 + 0.08

0.12 + 0.09

0.72 + 0.14

4.20 + 0.55

1.50 + 0.10

0.50 + 0.08

0.09 + 0.09

0.12 + 0.10

0.75 + 0.15

4.20 + 0.55

0.10 + 0.005

0.05 + 0.005

0.005 + 0.005

0.010 + 0.005

0.060 + 0.009

0.20 + 0.02



■  AC滤波器

慢：对应测量频率为3Hz-300kHz。

中：对应测量频率为20Hz-300kHz。

快：对应测量频率为200Hz-300kHz。

■  共模抑制比

70dB，测量时LO引线中串联1kΩ的不平衡电阻进行测量,最大共模电压±500Vpk，频率小于等于

60Hz。

■  注意事项

测量被测信号时，由于自热会引起内部温度变化，会出现暂时的读数上升或者下降, 但不会超出指标

范围，等待几秒再进行读数，结果会更加准确。

7.3  直流电流
表7.5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直流电流测量指标参数表

[1]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2]量程
[3]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负载电压

100 A

1mA

10mA

100mA

1A

3A

μ < 0.05V

< 0.5V

< 0. 05V

< 0. 5V

< 0.8V

<2.0V

0.0100 + 0.0200

0.0070 + 0.0060

0.0070 + 0.0200

0.0100 + 0.0040

0.0500 + 0.0060

0.1000 + 0.0200

0.0400 + 0.0250

0.0300 + 0.0060

0.0300 + 0.0200

0.0300 + 0.0050

0.0800 + 0.0100

0.1200 + 0.0200

0.0500 + 0.0250

0.0500 + 0.0060

0.0500 + 0.0200

0.0500 + 0.0500

0.1000 + 0.0100

0.1500 + 0.0200

0.0200 + 0.0300

0.0020 + 0.0005

0.0020 + 0.0020

0.0020 + 0.0005

0.0050 + 0.0010

0.0050 + 0.0020

注：

[1] 预热90分钟，六位半分辨率。

[2] 除了3A量程外，其余量程提供20%超量程测量。

[3] 相对校准标准。

表7.6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直流电流测量指标参数表

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量程
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负载电压

100 A

1mA

10mA

100mA

1A

3A

μ < 0.05V

< 0.5V

< 0. 05V

< 0. 5V

< 0.8V

<2.0V

0.0200 + 0.0250

0.0170 + 0.0100

0.0170 + 0.0250

0.0200 + 0.0090

0.0600 + 0.0110

0.1100 + 0.0250

0.0500 + 0.0300

0.0400 + 0.0100

0.0400 + 0.0250

0.0400 + 0.0100

0.0900 + 0.0150

0.1300 + 0.0250

0.060 + 0.030

0.060 + 0.010

0.060 + 0.025

0.060 + 0.055

0.110 + 0.015

0.160 + 0.025

0.0200 + 0.0300

0.0020 + 0.0005

0.0020 + 0.0020

0.0020 + 0.0005

0.0050 + 0.0010

0.0050 + 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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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流电阻

100μA、1mA档位分流电阻333.4Ω。

10mA、100mA档位分流电阻3.4Ω。

1A、3A档位分流电阻0.1Ω。

■  输入保护

可以从后面板更换的3A、250V保险丝。

■  注意事项

当被测电流大于2A时，由于分流电阻的发热原因，所以测量结果会出现暂时的上升或者下降，但不

会超出指标范围，等待几秒再进行读数，结果会更加准确。

7.4  真有效值交流电流

[1]表7.7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真有效值交流电流指标参数表

 [2]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3]量程
[3]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频率范围

1mA至3A

3Hz~20Hz

20Hz~40Hz

40Hz~5kHz

5kHz~10kHz

1.50 + 0.08

0.45 + 0.06

0.15 + 0.06

0.35 + 0.7

1.50 + 0.08

0.45 + 0.06

0.15 + 0.06

0.35 + 0.7

1.50 + 0.08

0.45 + 0.06

0.15 + 0.06

0.35 + 0.7

0.200 + 0.008

0.100 + 0.006

0.015 + 0.006

0.030 + 0.006

注：

[1] 指>5%量程的交流正弦波输入的性能指标。输入在1%到5%量程内时，增加0.1%量程的附加误差；所有量程指标

为1kHz典型值。

[2] 为90分钟预热，六位半分辨率，滤波器设置为3Hz。

[3] 除了3A量程，其余量程提供20%的超量程测量。

[4] 相对校准标准。

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量程
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频率范围

1mA至3A

3Hz~20Hz

20Hz~40Hz

40Hz~5kHz

5kHz~10kHz

1.70 + 0.10

0.55 + 0.12

0.25 + 0.12

0.45 + 0.8

1.70 + 0.10

0.55 + 0.12

0.25 + 0.12

0.45 + 0.8

1.70 + 0.10

0.55 + 0.12

0.25 + 0.12

0.45 + 0.80

0.200 + 0.008

0.100 + 0.006

0.015 + 0.006

0.030 + 0.006

表7.8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真有效值交流电流指标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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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方法

直接耦合到保险管和分流电阻上，采样分流电阻上的电压值，通过AC耦合将电压值送真有效值测量

电路测量。

■  波峰因数

满量程时波峰因数≤5。

■  最大输入

DC+AC电流的峰值必须＜300%量程。包含直流电流成分的电流＜3A rms。

■  注意事项

当被测电流大于2A时，由于分流电阻的发热原因，所以测量结果会出现暂时的上升或者下降，但不

会超出指标范围，等待几秒再进行读数，结果会更加准确。

7.5  电阻
表7.9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电阻测量指标参数表

[1]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2]量程
[3]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测试电流

100Ω

1kΩ

10kΩ

100kΩ

1MΩ

10MΩ

100MΩ

1GΩ

1mA

1mA

100μA

10μA

5μA

1μA||10MΩ

500nA||10MΩ

500nA||10MΩ

0.0030+0.0030

0.0025+0.0007

0.0025+0.0007

0.0025+0.0007

0.0025+0.0010

0.0120+0.0010

0.2000+0.0010

2.0000+0.0015

0.0080+0.0040

0.0070+0.0010

0.0070+0.0010

0.0070+0.0010

0.0100+0.0010

0.0300+0.0010

0.6000+0.0010

6.0000+0.0015

0.0100+0.0070

0.0100+0.0010

0.0100+0.0010

0.0100+0.0010

0.0120+0.0010

0.0400+0.0010

0.5000+0.0010

8.0000+0.0015

0.0006+0.0005

0.0006+0.0001

0.0006+0.0001

0.0006+0.0001

0.0010+0.0002

0.0030+0.0004

0.1000+0.0001

1.0000+0.0001

注：

[1] 预热90分钟，六位半分辨率，四线制电阻测量或使用“消零”功能的二线制电阻测量；二线制电阻测量如果不使用

“消零”功能，则会增加表笔引线电阻和接插件电阻等。

[2] 所有量程提供20%的超量程测量。

[3] 相对校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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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0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电阻测量指标参数表

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量程
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测试电流

100

1kΩ

10kΩ

100kΩ

1MΩ

10MΩ

100 MΩ

1GΩ

Ω 1mA

1mA

100μA

10μA

5μA

1μA||10MΩ

500nA||10MΩ

500nA||10MΩ

0.0130 + 0.0060

0.0125 + 0.0032

0.0125 + 0.0032

0.0125 + 0.0032

0.0125 + 0.0035

0.0270 + 0.0035

0.3000 + 0.0035

3.0000 + 0.0030

0.0180 + 0.0070

0.0170 + 0.0035

0.0170 + 0.0035

0.0170 + 0.0035

0.0200 + 0.0035

0.0450 + 0.0035

0.7000 + 0.0035

7.0000 + 0.0030

0.020 + 0.007

0.020 + 0.0035

0.020 + 0.0035

0.020 + 0.0035

0.022 + 0.0035

0.055 + 0.0035

0.600 + 0.0035

9.0000 + 0.003

0.0006 + 0.0005

0.0006 + 0.0001

0.0006 + 0.0001

0.0006 + 0.0001

0.0010 + 0.0002

0.0030 + 0.0004

0.1000 + 0.0001

1.0000 + 0.0001

■  测量方法

可以选择二线制或四线制测量，电流从HI端流出，经过被测电阻到LO端流入。

■  引线电阻

使用不同的表笔会引入不同大小的引线电阻，该引线电阻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测量精度，推荐使用四线

制测量或使用配合“消零”功能的二线制测量，用来减少引线电阻的影响。

■  输入保护

所有量程支持1000V的输入电压保护。

7.6  电容(仅DMM6000型)

表7.11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电容测量指标参数表
[1]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2]量程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 (T +5℃至55℃)cal cal

测试电流

1nF

10nF

100nF

1μF

10μF

100μF

10μA

10μA

10μA

100μA

100μA

1mA

2.00+2.00

0.50+0.30

0.50+0.20

0.50+0.20

0.50+0.20

0.50+0.20

0.05+0.005

0.05+0.001

0.01+0.01

0.01+0.01

0.01+0.01

0.01+0.01

注：

[1] 预热90分钟，使用“消零”功能。非薄膜电容器可能产生附加误差。

[2] 指标指1nF量程10%到120%，其他量程的1%到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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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方法

测量电流输入电容时电容两端电压变化速率，测量方式为二线制测量，测量需要配合“消零”。

■   输入保护

所有量程提供1000V的输入保护。

■   注意事项

小电容测量时每次测量最好都配合“消零”，因为诸如表笔移动等操作都会影响到电容值，所以要配

合“消零”操作来减小影响。

7.7   温度
表7.12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温度测量指标参数表

准确度指标[1]

RTD 18.520Ω~3123.849Ω a=0.00385 -200℃~+850℃ 0.003℃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0.06℃

1年

T ±5℃cal

温度范围类型探头类型

注：

[1] 预热90分钟，不包括探头误差。

■  测量方法

使用二线制电阻测量方式，HI端输出电流，经过RTD流入到LO端。测量时根据不同RTD值，设置不

同的电流，保证测量精度的基础上，减小电流，减少RTD的自身发热，从而保证测量精度。

表7.13  DMM6001型 温度测量指标参数表数字多用表
准确度指标

7.8  频率

表7.14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频率测量指标参数表
[1] [2] 准确度指标±(%读数) 

量程
[3]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频率

100mV~750V

3Hz-5Hz

5Hz-10Hz

10Hz-40Hz

40Hz-300kHz

0.07

0.04

0.02

0.005

0.07

0.04

0.02

0.005

0.07

0.04

0.02

0.005

0.005

0.005

0.001

0.001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1年

T ±5℃cal

温度范围类型探头类型

RTD 18.520Ω~3123.849Ω a=0.00385 -200℃~+850℃ 0.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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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预热90分钟。

[2] 指标系10%量程以上交流输入电压。

[3] 相对校准标准。

表7.15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频率测量指标参数表
准确度指标±(%读数) 

量程
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频率

100mV~750V

3Hz~5Hz

5Hz~10Hz

10Hz~40Hz

40Hz~300kHz

0.07

0.04

0.02

0.005

0.07

0.04

0.02

0.005

0.07

0.04

0.02

0.005

0.005

0.005

0.001

0.001

■  测量方法

等精度测量方法进行测试。电压使用AC耦合输入，AC电压测量功能进行测量。

■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为1MΩ±2%，并联电容<100pF。

■  输入保护

所有量程750V rms。

■  屏蔽

测量时进行有效的屏蔽，减少噪声等干扰，可以使测量结果更加稳定。

7.9  周期

仅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支持周期测量。

[2]表7.16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周期准确度指标
准确度指标±(%读数) 

[1]量程
[3]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频率

100mV~750V

3Hz~5Hz

5Hz~10Hz

10Hz~40Hz

40Hz~300kHz

0.07

0.04

0.02

0.005

0.07

0.04

0.02

0.005

0.07

0.04

0.02

0.005

0.005

0.005

0.001

0.001

注：

[1] 所有量程的输入保护为750V rms。输入阻抗为1MΩ±2%，并联电容<100pF。

[2] 表中准确度指标仅限于10%量程以上的交流输入电压。

[3] 仅相对使用的校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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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方法

等精度测量方法进行测试。电压使用AC耦合输入，AC电压测量功能进行测量。

■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为1MΩ±2%，并联电容<100pF。

■  输入保护

所有量程750V rms。

■  屏蔽

测量时进行有效的屏蔽，减少噪声等干扰，可以使测量结果更加稳定。

7.10  连续性

表7.17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连续性测试指标参数表
[1]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2]量程
[3]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测试电流

1000.0Ω 1mA 0.002+0.010 0.008+0.020 0.010+0.020 0.001+0.002

注：

[1] 预热90分钟。

[2] 提供20%的超量程测量。

[3] 相对校准标准。

■  测量方法

使用1mA恒流源通过HI端口输出，经过被测电路，流入LO端口。

■  连续性阈值

连续性阈值上电默认10Ω，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设置范围从0.1Ω到1.2kΩ，当被测电阻小于

设定值时，如果系统蜂鸣器处于开启状态，则蜂鸣器鸣叫。

表7.18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连续性测 指标参数表试

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量程
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测试电流

1000.0Ω 1mA 0.007+0.015 0.013+0.025 0.015+0.025 0.00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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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方法

使用1mA恒流源通过HI端口输出，经过被测电路，流入LO端口。

■   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阈值

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阈值默认0.3V≤电压 ≤0.8V，不能进行调整，当测量结果在该范围内，如果测量

系统蜂鸣器处于开启状态，则蜂鸣器鸣叫。

表7.20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二极管测量指标参数表

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量程
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测试电流

1.0000V 1mA 0.007+0.015 0.013+0.025 0.015+0.025 0.001+0.002

8. 常规特性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各型号的常规特性如下所述。

表8.1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常规特性

显示

电源

功耗

存储温度

工作环境

重量

通信接口

编程语言

安全

EMC

振动和冲击

保修期

256×64点阵OLED、支持中英文双语言、丰富的菜单

110V 60Hz、220V 50Hz

20VA  Max

-40℃至70℃

全精度0℃至55℃，80% R.H.，无结水

3.67kg

GPIB、10/100Mbit LAN、USB2.0 High Speed Device复合设备、USB2.0 Full Speed Host支持U盘

SCPI

IEC 61010-1、EN 61010-1、测量CAT Ⅱ 300V、CAT Ⅰ 1000V、污染等级2

IEC 61326

MIL-T-2800E，Type Ⅲ，Class 5（仅正弦波）

1年

7.11   二极管

表7.19  DMM6000型数字多用表二极管测量指标参数表
[1]准确度指标±(%读数+%量程) [2]

[2]量程
[4]24小时

T ±1℃cal

90天

T ±5℃cal

1年

T ±5℃cal

温度系数

(0℃至T -5℃)cal

 (T +5℃至55℃)cal

测试电流

1.0000V 1mA 0.002+0.010 0.008+0.020 0.010+0.020 0.001+0.002

注：

[1] 预热90分钟。

[2] 准确度指标仅为在输入端子处进行的电压测量，测试电流为1mA，电流源的变动将产生二极管PN结上电压的某些变动。

[3] 提供20%超量程测量。

[4] 相对校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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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的各个型号的应用尺寸均相同。

应用尺寸：工作台应用尺寸(单位：mm) 详见图4.1；系统应用尺寸(单位：mm)  详见图4.2。

表8.2  DMM6001型数字多用表常规特性

显示

电源

功耗

存储温度

工作环境

重量

通信接口

编程语言

安全

EMC

振动和冲击

保修期

256×64点阵OLED、支持中英文双语言、丰富的菜单

110V 60Hz、220V 50Hz

20VA  Max

-40℃至70℃

全精度0℃至55℃，80% R.H.，无结水

3.50Kg

10/100Mbit LAN、USB2.0 High Speed Device复合设备、USB2.0 Full Speed Host支持U盘

SCPI

IEC 61010-1、EN 61010-1、测量CAT Ⅱ 300V、CAT Ⅰ 1000V、污染等级2

IEC 61326

MIL-T-2800E，Type Ⅲ，Class 5（仅正弦波）

1年

263.5

正视图

图8.2  工作台应用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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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订购信息

表9.1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配件表

物品 数量 单位 备注

测试套件

电源线

USB通讯电缆

备用保险丝

备用保险丝

资源光盘

入门手册

1

1

1

2

2

1

1

套

条

条

根

根

张

本

3件

国标

A-B接口，双磁环，长度1500mm

T300mA,250V

T3A,250V

包含相关软件和用户手册等资料

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基本测量功能使用方法讲解

10. 免责声明

除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其产品的销售条款和条件中声明的责任之外，厂家概不承担任何其它

责任。厂家产品并非设计用于医疗、救生或维生等用途。厂家可能随时对产品规格及产品描述做出修改，

恕不另行通知。文中使用的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图片仅供参考，若图片与实物有所不同，以实物为

准。DMM6000系列数字多用表可能包含某些设计缺陷或错误，一经发现将收入勘误表，并因此可能导致

产品与已出版的规格有所差异。如客户索取，可提供最新的勘误表。在订购产品之前，请您与当地的厂家

销售处或分销商联系，以获取最新的规格说明。厂家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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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工作台应用尺寸图(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