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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警告

 按国际安全规格 IEC414 标准进行设计和试验。

 为了避免触电等事故，正确使用仪器，使用前请阅读本说明书。

 本说明书使用 危险和 注意标志来表示使用中必须注意的事项，请仔细阅读。

危险是指避免引起触电等事故的注意事项， 注意是指避免损坏仪器的注意事项。

 为确保安全请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1) 测试前请确认选择了适当的测试量程。

特别是使用电流量程和电阻量程时请注意不要测试电压。

(2) AC15A 端口和-COM 端口插入测试线的状态时请不要测试电压。

(3) 电流测试中，测试棒离开回路时，测试棒与回路间可能产生高压。请确保两者确实连接。

(4) 请将测试线的插头全车插入端口。

(5) 各量程上，请勿施加超过该量程的最大刻度值的电量。

(6) 测试物连接测试线的状态下，请勿更换量程。

(7) 测试仪的端口和接地之间请勿施加超过 AC/DC1000V 的电压。

(8) 请勿在易燃场所测试（特别是电流测试）。若产生火花容易导致爆炸。

(9) 使用中，测试仪本体和测试线若发现龟裂或金属部分暴露，请停止使用。

(10)更换电池，保险丝而打开后盖时，请先将测试线取下，量程开关设置为 OFF。

(11)使用后请将量程开关设置为 OFF。

(12)除了更换电池，保险丝之外请勿打开后盖。

(13)请使用指定保险丝。

(14)请勿测试 250V 以上工业用电力线。

(15)请勿长期放置于高温多湿，结露的场所和直射阳光下。

(16)请勿在超过 50°温度的场所放置。

(17)测试仪和测试线潮湿时请勿测试。

(18)搬运时若可能有强震时请将量程设置为 DC250mA。请尽量避免施加过多的震动。

(19)长期不使用时，请取出电池保存。

(20)测试仪清洁时请勿使用研磨剂和溶剂，请使用中性洗剂或水擦拭。



2 特点

本仪器是 DC20kΩ/V 的多功能万用表。

按国际安全规格 IEC414 基准，特别是注重了安全性的设计，具有以下特点：

 采用镜面刻度便于精确读数。

 保险丝，二极管保护内部回路的超量程输入。（AC15A 量程除外）

 AC,DC 的电流和电压，电阻等一共有 32 个量程，测试范围非常宽广。 

 AC 电压测试时可切断 DC 部分的输出端口。

 适用于晶体管检测的 hFE 简易测试。

 低频输出电压测试：dB 刻度 (-10-+62dB)。

 采用安全设计的输入端口和测试线。

3 规格

测试范围 精确度

直流电压

DCV

0~0.1V   （20kΩ/V）

0~0.5V

0~2.5V

0~10V

0~50V

0~250V

0~1000V

最大刻度值的±3%

交流电压

ACV

0~10V（9kΩ/V）

0~50V

0~250V

0~1000V

最大刻度值的±3%

直流电流 DC.mA 0~50μA（端口间电压 100mV）

0~2.5mA（端口间电压 100mV）

0~25mA（端口间电压 100mV）

0~250mA（端口间电压 100mV）

最大刻度值的±3%

交流电流 ACA 0~15A（端口间电压 180mV） 最大刻度值的±3%

电阻 Ω 0~ 2kΩ（中间刻度值 20Ω）

0~ 20kΩ（中间刻度值 200Ω）

0~ 2MΩ（中间刻度值 20kΩ）

0~ 20MΩ（中间刻度值 200kΩ）

刻度值的±3%

端口间电流/端口间电压 LI/LV 0~150mA/0~3V

0~15mA/0~3V

0~150μA/0~3V

0~60μA/0~12V

刻度值的±5%

（端口电压 3V/12V 时）



交流电压 ACV

输出

0~10V

0~50V

0~250V

0~1000V

参考频率特性表

低频输出 dB -10~22dB 0dB=0.775V（1mW）

+4~36dB 回路电阻 600Ω

+18/~50dB

+30~62dB

参考频率特性表

直流电流增幅率 hFE hFE：0~1000 刻度值的±3%

使用温湿度范围  0°C~+40°C    85%RH 以下

保存温湿度范围  -10°C~+50°C   75%RH 以下

耐电压          电气回路和外箱间 AC6000V/1 分钟

过载保护        电流和电压量程     AC 或 DC 250V（AC15A 量程除外）

尺寸            约 100(W) x 150 (L) x 47 (D) mm

重量            约 330g

电源            干电池 R6P（SUM-3）1.5V×2

                干电池 6F22（006P）9V×1

保险丝          速断型 F250V/0.5A

附件            测试线 (Model 7085) ×1 

                携带箱 (Model 8901) ×1

                干电池 R6P（SUM-3）1.5V×2

                干电池 6F22（006P）9V×1

F250V 0.5A 保险丝 × 2

使用说明书 × 1 

4. 各部分名称

1.指针

2.调零器

3.输出端口

4.+（P）端口

5.-COM（N）端口

6.面板

7.刻度板

8.面板外壳

9.外壳

10.电阻调零旋钮

11.量程旋钮

12AC15A 端口



5. 测试开始前

请确认以下要点：

5-1. 测试线是否有破损。

若发现外表有破损或裸露金属部分，请更换新测试线。

5-2. 指针是否为 0。

请确认指针与刻度左侧 0 重合。不能与 0 重合时请使用螺丝刀调节调零器使之相合。

5-3. 保险丝是否断丝。

    量程开关设置为×1Ω，测试线分别插入+端口和-COM 端口，测试棒短路。若指针完全不动，表示保险

丝断了，请更换新保险丝。（参考 7.）

5-4. 1.5V 电池是否消耗。

量程开关设置为×1Ω，测试线分别插入+端口和-COM 端口，测试棒短路。旋转电阻调零旋钮，若指针

达到电阻刻度的 0（右侧），则可继续使用 1.5V 干电池，若到达不了，请更换新电池。（参考 7.）

5-5. 9V 电池是否消耗。

    量程开关设置为×10kΩ，测试线分别插入+端口和-COM 端口，测试棒短路。旋转电阻调零旋钮，若指

针达到电阻刻度的 0（右侧），则可继续使用 9V 干电池，若到达不了，请更换新电池。（参考 7.）

6. 测试方法

6-1. 直流电压测试

测试范围 使用量程 使用端口

0~0.1V DC 0.1V

0~0.5V DC 0.5V

0~2.5V DC 2.5V

0~10V DC 10V

0~50V DC 50V

0~250V DC 250V

0~1000V DC 1000V

+和-COM

（1）测试线的红色插头插入+端口，黑色插头插入-COM 端口。

（2）量程开关设置为 DCV 的任意量程。

注意：

知道测试电压大概是多少时，请选择便于读取数据的量程。若不知道电压值，请先使用 DC1000V 量程测试

一次后再选择便于读取测试值的量程。

请勿施加超过各量程的额定电压值。



（3）测试对象的+侧连接测试线的红色测试棒，-侧连接黑色测试棒，将仪器与被测物并联。（参考图 2）

危险：

测试 250V 以上的电压时，切断测试回路的电源后连接测试线。测试中测试回路的配线和测试线，仪器都不

能有震动。测试后同样，测试回路的电源切断后取下测试线。

请注意 1000V 以上电压不能施加在端口和接地间。

（4）请在 DCV 刻度上读取电压值。

6-2. 交流电压测试

测试范围 使用量程 使用端口

0~10V DC 10V

0~50V DC 50V

0~250V DC 250V

0~1000V DC 1000V

+和-COM

直流电压的刻度读取方法

量程 读取方法

250V 按原值读取

2.5V 0.01 倍

1000V 100 倍

10V 按原值读取

0.1V 0.01 倍

50V 按原值读取

0.5V 0.01 倍



（1）测试线的红色插头插入+端口，黑色插头插入-COM 端口。

（2）量程开关设置为 DCV 的任意量程。

注意：

知道测试电压大概是多少时，请选择便于读取数据的量程。若不知道电压值，请先使用 DC1000V 量程测试

一次后再选择便于读取测试值的量程。

请勿施加超过各量程的额定电压值。

（3）仪器与被测物并联，将测试线的测试棒与被测物连接（测试线极性无关）。（参考图 2）

危险：

请勿在 250V 以上工业用电压线上测试电压。

测试工业用电力线以外的 250V 以上电压时，切断测试回路的电源后连接测试线。测试中测试回路的配线和

测试线，仪器都不能有震动。测试后同样，测试回路的电源切断后取下测试线。

请勿施加超过各量程的最大额定值。

请注意 1000V 以上电压不能施加在端口和接地间。

（4）请在 ACV 刻度上读取电压值。

6-3. 低频输出（dB）测试

测试范围 使用量程 使用端口

-10~22dB AC 10V

+4~36dB AC 50V

+18~50dB AC 250V

+30~62dB AC 1000V

+和-COM

或

输出和-COM

（1）通常将测试线的红色插头插入+端口，黑色插头插入-COM 端口。

     切断直流部分测试时，测试线的红色插头插入 OUTPUT 端口，黑色插头插入-COM 端口。

（2）量程开关设置为 ACV 的任意量程。

注意：

知道测试电压大概是多少时，请选择便于读取数据的量程。若不知道电压值，请先使用 AC1000V 量程测试

一次后再选择便于读取测试值的量程。

请勿施加超过各量程的额定电压值。

（3）将测试线的测试棒与被测物并联（测试线极性无关）。

（4）按以下要点读取 dB 刻度值，再按频率特性修正。

交流电压的刻度读取方法

量程 读取方法

250V 按原值读取

50V 按原值读取

1000V 100 倍

10V 按原值读取



 电阻以 600Ω 的回路的 dB 值为准，若不同则需要修正。

 OUTPUT 端口与电容器串联，可以剪切 DC 成分只测试 AC 信号成分。

6-4. OUTPUT 端口的交流电压测试

测试范围 使用量程 使用端口

0~10V AC 10V

0~50V AC 50V

0~250V AC 250V

0~1000V AC 1000V

输出和-COM

（1）将测试线的红色插头插入 OUTPUT 端口，黑色插头插入-COM 端口。

（2）量程开关设置为 ACV 的任意量程。

注意：

知道测试电压大概是多少时，请选择便于读取数据的量程。若不知道电压值，请先使用 AC1000V 量程测试

一次后再选择便于读取测试值的量程。

请勿施加超过各量程的额定电压值。

（3）将测试线的测试棒与被测物连接（测试线极性无关）。



危险：

请勿在 250V 以上工业用电压线上测试电压。

测试工业用电力线以外的 250V 以上电压时，切断测试回路的电源后连接测试线。测试中测试回路的配线和

测试线，仪器都不能有震动。测试后同样，测试回路的电源切断后取下测试线。

请勿施加超过各量程的最大额定值。

请注意 1000V 以上电压不能施加在端口和接地间。

（4）ACV 刻度上读取，按 6-3 频率特性修正。

 OUTPUT 端口与电容器串联，可以剪切 DC 成分只测试 AC 信号成分。

6-5. 直流电流测试

测试范围 使用量程 使用端口

0~50μA DC 50μA

0~2.5mA DC 2.5mA

0~25mA DC 25mA

0~250mA DC 250mA

+和-COM

（1）将测试线的红色插头插入+端口，黑色插头插入-COM 端口。

（2）量程开关设置为 DcmA 的任意量程。

注意：

知道测试电压大概是多少时，请选择便于读取数据的量程。若不知道电压值，请先使用 DC250mA 量程测试

一次后再选择便于读取测试值的量程。

请勿施加超过各量程的额定电压值。

（3）切断测试回路的电源。

（4）将测试回路的+侧连接测试线的红色测试棒，-侧连接黑色测试棒，使仪器与被测回路串联。（图 7）。



（5）接通测试回路电源。

（6）DCA 刻度上读取电流值。

危险：

电流测试中，测试棒与回路分离时测试棒，测试回路可能会产生高压，请确认完全连接。

请注意 1000V 以上电压不能施加在端口和接地间。

请尽量不要施加电压。

 即使施加电压，到 250V 时熔断保险丝保护仪器。熔断的保险丝请按 7.更换。

6-6. 交流电流 AC15A 测试

测试范围 使用量程 使用端口

0~15A AC 15A -COM 和 AC 15A

（1）将测试线的红色插头插入 AC15A 端口，黑色插头插入-COM 端口。

（2）量程开关设置为 AC15A。

（3）切断测试回路的电源。

（4）将仪器与被测回路串联（测试线极性无关）。（图 7）。

（5）接通测试回路电源。

（6）AC15A 刻度上读取电流值。



危险：

请尽量不要施加电压。AC15A 端口与-COM 端口很容易短路，且保险丝未保护可能会产生大电流，请注意

安全使用。

中测试棒与回路分离时测试棒，测试回路可能会产生高压，请确认完全连接。

请注意 1000V 以上电压不能施加在端口和接地间。

即使施加电压，到 250V 时熔断保险丝保护仪器。熔断的保险丝请按 7.更换。

请勿在端口和接地间施加 1000V 以上电压。

6-7. 电阻测试

测试范围 使用量程 使用端口

0~2kΩ ×1Ω

0~20kΩ ×10Ω

0~2MΩ ×1kΩ

0~20MΩ ×10kΩ

+和-COM

（1）将测试线的红色插头插入+端口，黑色插头插入-COM 端口。

（2）量程开关设置为 Ω 量程的任意位置。

（3）将测试棒短路，使用电阻调零旋钮将指针调整到电阻（Ω）刻度的 0（右端）。每次切换量程时都需要

进行此调整。

（4）将测试线连接被测电阻两端。



（5）Ω 刻度上读取电阻值。

危险：

请尽量不要施加电压。

测试回路电阻时请切断被测回路电源。

 即使施加电压，到 250V 时熔断保险丝保护仪器。熔断的保险丝请按 7.更换。

注意：

×10kΩ 量程可施加最大电压值为 12V，可能会烧坏低压用 IC 等，请仔细确认被测物的耐压后使用。

 电阻测试回路中，-COM 端口为+，+端口为-。



6-8. 端口间电流（LI）,端口间电压（LV）测试

测试范围 使用端口

LI LV

使用量程

0~150mA 0~3V ×1Ω

0~15mA 0~3V ×10Ω

0~150μA 0~3V ×1kΩ

0~60μA 0~12V ×10kΩ

+和-COM

（1）将测试线的红色插头插入+端口，黑色插头插入-COM 端口。

（2）量程开关设置为 Ω 量程的任意位置。

（3）将测试棒短路，使用电阻调零旋钮将指针调整到电阻（Ω）刻度的 0（右端）。每次切换量程时都需要

进行此调整。

（4）将测试线连接被测电阻两端。

（5）按以下内容读取 LI,LV 刻度。

 电阻量程的端口间流动的电流为 LI，端口间的电压下降为 LV。

 请使用半导体（二极管等）的特性检测等。

二极管检测：

 如图所示方法连接，可按二极管的顺时针方向电流或逆时针方向电流为 LI 刻度，顺时针方向电压、

逆时针方向电压为 LV 刻度的方法进行测试。

 测试顺时针方向电流时，指针会晃动到满刻度附近，逆时针方向电流则几乎不动。

顺时针方向电压，锗二极管显示为 0.1V~0.2V，硅二极管显示为 0.5V~0.8V。



发光二极管检测：

此测试在×1Ω，×10Ω，×1kΩ 量程上的最大施加电压为 3V（×10kΩ 为 12V），可进行顺时针方向

电压为 1.5V 以上的发光二极管检测。此时，LI 刻度的显示值是发光时的电流值，LV 刻度的显示值为

顺时针方向的电压。

大型物体使用×1Ω 量程，顺时针方向电流为 10mA 以下的小型物体使用×10Ω 量程。

6-9. 晶体管 hFE (直流电流增幅率)的测试

 hFE 测试原理

如图 14 所示，hFE 测试线上加入 24kΩ 的偏压电阻，通过此电阻流过的基线电流 IB和集电极电流 Ic 的

比率是 Ic/IB = hFE （端口电压 3V 时约 100μA 的基极电流流动）。

不使用 hFE 测试线时，参考下图进行测试。



注意:

锗晶体管与硅晶体管相比，有比较大的泄漏电流在集电极侧流动，这部分即为误差，减去相当于泄漏

电流值的 hFE值可计算真实值。

晶体管 hFE的测试，如下图所示，请使用适当的导线和 24kΩ 的电阻。使用电阻时，请参考测试原理的

内容。

测试范围 使用量程 使用端口

0~1000 ×10Ω P(+)和-COM

（1）NPN 晶体管：测试线（1）为 N（-COM）;测试线（2）为 P（+）

     PNP 晶体管：测试线（1）为 P（+）;测试线（2）为 N（-COM）

（2）量程开关设定为×10Ω。

（3）测试线（1）的红色与测试线（2）的黑色测试夹进行短路，请调整电阻调零旋钮将指针调节为电

阻（Ω）刻度的 0（右端）。

（4）将测试线（2）的黑色夹连接晶体管的发射极，测试线（1）的红色夹连接集电极，黑色夹连接基

极。



（6）直接读取 hFE刻度的数据。

7. 电池与保险丝的更换 
（1）从端口取下测试线，将量程开关设置为 OFF。

（2）拧开仪器内侧中间的螺丝，打开电池盖，更换电池或保险丝。

更换 1.5V 电池 时请同时更换 2 节新电池。

危险 ：

测试中请勿打开电池盖。

请务必从端口取下测试线，将量程开关设置为 OFF 后，更换保险丝和电池。

请使用 F 250V /0.5A 速断型保险丝（直径 6.35~6.4×30~32）。

 

图 18 电池和保险丝的更换方法

保险丝

备用保险丝

2 节 1.5V 电池

9V 电池



8 其他

 仪器外壳的防静电处理

本仪器外壳已进行防静电处理，请勿使用干布用力擦拭。

长期使用后防静电效果会减弱，可能在接近手以后指针会大幅度晃动，或没有增加电量而指针自己晃动的情

况，此时，请购买防静电剂，用布擦拭仪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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