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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ZY5018/ZY5068型手持数字选频电平表/电平振荡器， 

是一套既精密又便于携带的现场测试仪表。不仅适用于通 

信系统对基带特性的测试，特别适用于电力载波通信设备 

和电力保护高频通道的调试、开通、维护测试，以及大专 

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和实验。 

仪表采用 ARM 微功耗、高性能微处理芯片技术，3.5〞 

彩色 LCD显示，全中文菜单式界面，数字键盘式操作，内 

置可充电锂电池，交/直流供电。使得仪表体积小，重量轻， 

功能强大，性能稳定，显示清晰，操作十分简便。 

测量数据自动存贮， 可以在本机查询， 也可以通过 USB 

口下载到 U盘，传输到 PC机处理或打印报表。 

仪表具有自动电平校准、自动量程切换、AFC频率自 

动跟踪、快速自动搜索、近端同步测量、远端双机自动对 

测、阻抗测量、杂音测量等功能。 

仪表发信电平：77.9dB～+20dB，具有良好的频响和 

电平稳定度，输出纯度极高，是理想的高质量信号源。输 

出口设有自动保护电路，不会因强信号灌入而损坏输出电 

路，特别适用于继电保护高频收、发信机测试。 

仪表工作频率测量范围：200Hz～1700kHz，包括从话 

路到 300路群路的全部频段，分辨率 1Hz，频率精度±1× 

10 6 ±1Hz。频率调节全数字化，操作简便。频率增量调节 

用户自由选择，最小步进 1Hz。 

电平自动校准：随时校正不同测量带宽 0dB电平。 

电平测量范围：90dB～+50dB，分辨率 0.01dB。 

自动单位切换： dB/dBm/mV 三种测量单位按单位键自 

动切换，直接显示测试结果而不用计算。 

AFC功能：可以全频段长时间跟踪被测信号。 

快速自动搜索：自动寻找未知信号， 快速准确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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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信号的电平和频率。 

选频测量：具有 25Hz和 1.74kHz两种带宽，良好的选 

择性以及很低的固有失真，使电平表不仅仅作电平和串杂 

音测量，也可作波形分析。 

近端同步测量、 远程双机自动对测： 自动测量载波通道， 

高频保护通道的电平、衰减、幅频特性、衡重杂音、线路阻 

抗等高频参数测量。 

阻抗测量：载波通道线路阻抗测量，可直读阻抗模值 

20Ω～1200Ω，显示分辩率 0.1Ω。 

杂音测量：设有点频和自动（扫频）测量两种方式，自 

动测量的结果直读并自动存储。 

仪表配有各种输入、输出阻抗适用于和通信设备进行 

匹配测量；电平表的高电平测量输入阻抗≈30kΩ，适宜于 

作跨接测量最大可达+50dB。 

2.电气和机械结构性能 

2.1 电气性能 

2.1.1 本套仪表均采用两种供电方式，即交直两用。 

（1）交流供电：外置＋9V/2.5A AC/DC 电源适配器（交 

流电源 220V±10％  50Hz±5％） ； 

交流供电时，仪器自动给内置锂电池充电。 

（2）直流供电：内置可充电锂电池，标称电压 7.4V, 

2.1AH； 

电池供电时，功耗小于 2W，连续工作时间大于 300 

分钟； 

仪表设有电量显示和低电量提示。 

2.2 电磁兼容性及其它 

2.2.1 电磁兼容性符合 GB∕T18268-200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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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符合 GB6587.1中Ⅱ组的要求。 

2.2.3 可靠性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3000小时。 

2.2.4 本套仪表达到工作特性的预热时间为 10分钟。 

2.3 机械结构性能 

本套仪表外形设计均为手持式结构，内部电路采用了 

三层叠式结构，模块化设计，层间采用针式链接。所以仪 

表体积小、重量轻、可靠性高，便于携带，适合各种条件 

和环境使用。 

选频电平表：外形尺寸：200mm×100mm×60mm 

质 量：0.7kg。 

电平振荡器：外形尺寸：200mm×100mm×60mm 

质 量：0.8kg。 

3.技术特性 

3.1 选频电平表技术特性 

3.1.1 输入频率 

宽频测量范围：200Hz～1700kHz（平衡 600Ω阻抗： 

200Hz～620kHz）。 

选频测量范围：窄带（B=25Hz）：200Hz～1700kHz（平 

衡 600Ω阻抗：200Hz～620kHz）； 

宽带（B=1.74kHz）：4kHz～1700kHz（平衡 600Ω阻抗： 

4kHz～620kHz）。 

3.1.2 频率调节 

数字键盘输入或增量步进调节，步长由用户在 1Hz～ 

1700kHz 范围自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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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频率误差 

工作条件下： ±1×10 
－6 
±1Hz。 

3.1.4 电平测量范围 

相对于固有噪音，可测电平范围见表 1。 

表 1 电平测量 

选频测量 
输入 

B=25Hz B=1.74kHz 
宽频测量 

75Ω 
－80dB～+10dB 

－70dBm～+20dBm 

－70dB～+10dB 

－60dBm～+20dBm 

－50dB～+10dB 

－40dBm～+20dBm 

高阻 

（∞） 

－80dB～+10dB 

－80dBm～+10dBm 

－70dB～+10dB 

－70dBm～+10dBm 

－50dB～+10dB 

－50dBm～+10dBm 

不

平

衡 

高电平 

（～30kΩ） 

－40dB～+50dB 

－40dBm～+50dBm 

－30dB～+50dB 

－30dBm～+50dBm 

－10dB～+50dB 

－10dBm～+50dBm 

600Ω 
－80dB～+10dB 

－80dBm～+10dBm 

－70dB～+10dB 

－70dBm～+10dBm 

－50dB～+10dB 

－50dBm～+10dBm 

150Ω 
－80dB～+10dB 

－74dBm～+16dBm 

－70dB～+10dB 

－64dBm～+16dBm 

－50dB～+10dB 

－44dBm～+16dBm 

平

衡 

高阻(∞) 
－80dB～+10dB 

－80dBm～+10dBm 

－70dB～+10dB 

－70dBm～+10dBm 

－50dB～+10dB 

－50dBm～+10dBm 

3.1.5 机内固有噪音 

在工作条件下机内固有噪音比最低可测电平低 20dB。 

即：B=25 Hz：＜－100 dB； 

B=1.74 kHz：＜－90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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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电平测量误差 

（1）有 0 dB电平自校功能。在任意工作状态下，按 

“校准”键，能自动校准各种测量带宽的 0 dB电平。 

（2）0 dB电平误差：频率 10 kHz、600 Ω阻抗，经校 

准后，在基准条件下：±0.1 dB；在工作条件下：±0.25 dB。 

（3）电平线性误差：以 10 kHz、600 Ω、0 dB为准， 

电平线性误差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2 电平线性误差 

不平衡高电平 
电平范围 

+10dB～ 

70dB 

＜70dB～ 

80dB  +50dB～40dB 

基准条件 ±0.25dB  ±0.4dB  ±0.4dB 

选频测量 

(B=25Hz) 

工作条件 ±0.35dB  ±0.5dB  ±0.5dB 

电平范围  +10dB～－50dB 

基准条件 ±0.2dB 宽频测量 

工作条件 ±0.3dB 

（4）频率响应误差：基准 10  kHz，输入电平与固有 

噪音电平比≥40dB，频响误差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 频率响应误差 

频率范围  <300 Hz  300 Hz～620 kHz  >620 kHz～1700 kHz 

基准条件 ±0.4dB  ±0.25dB  ±0.3dB 

工作条件 ±0.5dB  ±0.35dB  ±0.45dB 

（5） 阻抗转换电平误差：以 10 kHz、600Ω、0dB为 

基准，各阻抗转换误差：基准条件下±0.2dB，工作条件下 

±0.3dB。 

（6）任意电平误差：在基准条件下，输入电平不低于 

－70dB，频率 300Hz～620kHz 范围，任意频率与任意电平 

上的误差：±0.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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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电平测量稳定度 

在基准条件下，以 10 kHz、600 Ω、0dB为基准，不 

经校准，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 4 电平测量稳定度 

试验项目 
宽频测量 

电平显示器变化 

选频测量 

电平显示器变化 

电源电压 

变化±10% 
±0.1dB  ±0.1dB 

连续工作 7h  ±0.2dB  ±0.4dB 

连续工作 7h后， 经校准， 0dB电平误差应符合 3.1.6.(2) 

的规定。 

3.1.8 频率选择性 

在工作条件下， 相对于0dB电平测试应符合表5的要求。 

在工作条件下， 相对于0dB电平测试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频率选择性 

选 择 性 ≤0.5dB 通带 3dB 带宽 ≥60dB 阻带 

窄带（B=25Hz） ±3Hz 约 24Hz ±250Hz 

宽带（B=1.74kHz） ±400Hz 约 1450Hz ±2kHz 

3.1.9 中频衰减 

电平表中频衰减 f =2 kHz应大于 60dB。 

3.1.10 镜象频率衰减 

在工作条件下，带内镜象频率衰减应大于 7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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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固有失真衰减 

在工作条件下， B=25Hz， 二、 三次谐波失真衰减 （ak2、 

ak3）均不小于 60dB。 

3.1.12 输入阻抗 

（1）标称值：不平衡输入可选择：75Ω,∞；不平衡 

高电平输入≈30kΩ； 

平衡输入可选择：600Ω、150Ω、∞。 

输入插座：同轴不平衡插座； 

三芯平衡插座。 

（2）回波损耗 

在工作条件下，不平衡 75Ω阻抗，在整个工作频带内 

回波损耗不小于 30dB。 

3.1.13 输入纵向干扰衰减 

在工作条件下，各平衡阻抗档，f ≤620kHz，输入纵 

向干扰衰减不小于 40dB；f ＞620kHz, 输入纵向干扰衰减 

不小于 30dB。 

3.1.14 自动搜索功能 

全频段搜索时间：B=1.74kHz，约 4分钟； 

最低可搜索电平：－60dB； 

高低电平门限：54dBc。 

3.1.15 阻抗测量 

频率范围：40 kHz～500 kHz，可手动或自动步进测量； 

测量范围：20Ω～1200Ω（模值）； 

测量误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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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杂音测量 

等效杂音带宽 1.74 kHz； 

3.1.17 测量方式 

（1）电平测量 

对单个频率点信号进行测量。 

（2）自动电平测量 

设定起始频率、终止频率和步长，启动后，选频电 

平表从起始频率开始，频率每次增加（减少）一个步长进 

行测量，直至到终止频率。 

3.1.18 同步测量 

同步测量是ZY5018选频电平表与ZY5068电平振荡器 

相互配合进行的测量，分四种方式：同步（点频）测量、 

自动（扫频）同步测量、自动测量（双机远程自动对测） 

和阻抗模值测量。 

其中同步（点频）、自动同步（扫频）和阻抗模值测量 

需电平表与振荡器通过串行口通信，所有的测试参数设置 

在电平表上进行，通过串行口传送给振荡器作相应改变。 

自动测量：又称双机远程自动对测。此时不需要通过 

串行口通信，利用自动测量方式（输入、输出连接被测装 

置或设备）两个仪表参数设置一致后，同时按启动键即开 

始测量。 

3.1.19 显示器 

3.5〞彩色 LCD图形液晶显示器； 

频率显示分辨率：1 Hz； 

电平有数字显示和模拟棒显示两种；数字显示分辨率 

0.01dB；模拟棒显示量程范围 10dB，量程自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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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音电平显示分辨率 0.01dB； 

阻抗模值显示分辨率 0.1Ω。 

3.1.20 测量单位 

电平测量单位有：dB、dBm、mV； 

电压电平 （dB） 以 0.775V 为 0dB 基准， 功率电平 （dBm） 

以 1mW 为 0dBm基准； 

杂音电平以衡重电平（dBp 或 dBmp）为单位； 

阻抗模值以欧姆（Ω）为单位。 

3.2 电平振荡器技术特性 

3.2.1 输出频率 

（1）频率范围： 

平衡 600Ω阻抗： 200Hz～620kHz。 

平衡 150Ω和 0Ω阻抗： 200Hz～1700kHz。 

不平衡 75Ω和 0Ω阻抗： 200Hz～1700kHz。 

（2）频率调节： 

数字键盘输入或增量步进调节，步长在 1Hz～ 

1700kHz 范围自行设定。 

（3）频率显示： 

液晶字符显示，分辨率 1Hz。 

（4）频率误差： 

工作条件下：±1×10 
－6 
±1Hz。 

3.2.2 输出电平 

（1）测量单位： 

功率电平（dBm）以 1mW 为基准； 

电压电平（dB）以 0.775V为基准； 

（2）电平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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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键盘输入或增量步进调节，步长由用户根据需 

要设定，最小步长 0.1 dB。 

（3）电平显示： 

带有符号位的液晶字符显示，分辨率 0.1 dB。 

（4）输出电平范围： 

输出电平范围见表 6 

表 6 

输 出 阻 抗 输 出 电 平 

0Ω -71.9dB～+20dB 
不平衡 

75Ω -77.9dB～+14dB,-68.9dBm～+23dBm 

0Ω -71.9dB～+20dB 

150Ω -77.9dB～+20dB,-71.9dBm～+26dBm 平衡 

600Ω -77.9dB～+20dB 

（5）输出电平误差： 

① 0dB电平误差： 

频率 10kHz、600Ω阻抗，在基准条件下：±0.1dB； 

在工作条件下：±0.25dB。 

② 电平线性误差： 

以 10kHz、 600Ω、 0dB为准， 电平范围－60dB～+20dB， 

在基准条件下：±0.2dB；在工作条件下：±0.3dB。 

③ 频率响应误差： 

基准 10kHz，输入电平范围－60dB～+10dB 间任意电 

平，各阻抗档频响误差见表 7。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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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范围 300Hz～620kHz >620kHz～1700kHz 

基准条件 ±0.25dB ±0.3dB 

工作条件 ±0.35dB ±0.4dB 

（6）阻抗转换电平误差： 

以 10kHz、600Ω、0dB 为基准，各阻抗转换误差： 基 

准条件下±0.2dB；工作条件下±0.3dB。 

（7）任意电平误差： 

在基准条件下， 输出电平不低于－60dB， 频率300Hz～ 

620kHz范围，任意频率与任意电平上的误差：≤±0.4dB。 

（8）输出电平稳定度： 

在基准条件下，以 10kHz、600Ω、0dB 为基准，连续 

工作 3小时，0 dB 电平误差应符合 3.2.2（5）①的规定。 

3.2.3 输出阻抗 

（1）标称值： 

不平衡输出：可选择 0Ω、75Ω； 

平衡输出：可选择 0Ω、150Ω、600Ω。 

输出插座：同轴不平衡插座； 

三芯平衡插座。 

（2）回波损耗 

在工作条件下，不平衡 75Ω阻抗，在整个工作频带内 

回波损耗应不小于 30dB。 

3.2.4 输出信号平衡 

在工作条件下，平衡各阻抗档，f≤620kHz，信号平衡 

不小于 46dB； f＞620kHz,信号平衡不小于 40dB。 

3.2.5 输出波形纯度 

（1）谐波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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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Hz～620kHz，谐波衰减不小于46dB；＞620kHz， 

谐波衰减不小于 40dB。 

（2）非谐波衰减不小于 46dB。 

3.2.6 显示器 

3.5〞彩色 LCD图形液晶显示器； 

频率显示分辩率：1Hz； 

电平显示分辩率：0.1dB； 

3.2.7 同步测量 

详见 3.1.18 

4.面板布置 

4.1 选频电平表面板布置见图 1： 

图 1 

4.1.1 显示器 

3.5〞彩色图形 LCD显示器，位于前面板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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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键盘 

面板上键盘共有按键 23个，分功能键、数字键和电源 

开关键。 

功能键：功能、校准、阻抗、dB/dBm、带宽、清除、 

确认 ñ ò ï ð 共 11 个， 其操作见使用方法。 

数字键：0、1～9和“ · ”共 11个。数字键用来设 

置收信频率等，输入过程中若出错可按“清除”键，此时， 

显示保留最低位为 0，等待重新输入新的数值。 

电源开关键：电源 按一下开机，再按一下关机。为防 

止误触碰开关机，开关机按键时间应大于 1秒钟。 

4.1.3 接口 

（1）仪器主要接口设置在仪表的顶部翻盖内，如图 2 

所示。分别为： 

平衡输入插座：输入电平≤+10dB，阻抗 600Ω、150 

Ω、∞； 

不平衡输入插座：输入电平≤+10dB，阻抗 75Ω、∞； 

不平衡高电平输入插座： 输入电平≤+50dB， 阻抗≈30kΩ； 

USB 接口：用于下载数据； 

RS232 接口：电平表与振荡器联合测量时的通信口。 

（2）直流电源插孔：外接+9V/2.5A AC/DC 适配器； 

位于仪表底部。 

图 2  ZY5018型手持数字选频电平表接口布置图 

4.2 电平振荡器面板布置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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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2.1显示器 

3.5〞彩色图形 LCD显示器，位于前面板的上方。 

4.2.2键盘 

键盘共有按键 23个，分为功能键、数字键、方向键和 

电源键。 

功能键：分别为 功能、电平切断、阻抗、dB/dBm、 

清除、确认 ñ ò ï ð 共 10 个，其操作见使 

用方法。 

数字键：0、1～9 和“ · ”+ +/ /共 12 个。数字键用 

来设置发信频率等，输入过程中若出错可按“清除”键， 

此时，显示保留最低位为 0，等待重新输入新的数值；+ +/ / 

键常态为“+” ，按一下为“”电源开关键：电源 键按一 

下开机，再按一下关机。为防止误触碰开关机，开关机按 

键时间应大于 1秒钟。 

4.2.3接口 

（1）仪器主要接口设置在仪表的顶部翻盖内，如图 4 

所示。分别为： 

平衡输出插座：阻抗 0Ω、150Ω、60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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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输出插座：阻抗 0Ω、75Ω； 

RS232 接口：电平表与振荡器联合测量时的通信口。 

（2）直流电源插孔：外接+9V/2.5A AC/DC 适配器， 

位于仪表底部。 

图 4 
5 使用方法 

使用前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 

5.1 选频电平表使用方法 

5.1.1 开机 

将随机配备的 AC/DC 适配器直流输出端插入仪表下方的 

电源插孔。打开仪表顶端保护盖，按下仪表面板上电源开关， 

即打开仪表。为避免误开机，按键时间请大于1秒钟。 

开机后仪表首先进行自校， 屏幕显示 “正在自动校准” ， 

约 10秒左右校准结束，进入主屏，即电平测量功能，屏幕 

显示如下： 

仪表开机默认值及状态：收信频率 10.000kHz，增量： 

1.000  kHz，阻抗：平衡 600Ω，带宽：25Hz，电平测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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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dB，小手指向频率。 

所有测量屏显示风格与本屏相同。显示区域分四栏： 

第①栏：显示时间日期和电池电量； 

第②栏：为功能指示栏、操作提示栏，表明仪表当前 

所在状态； 

第③栏：为测量结果及测量条件栏； 

第④栏：为参数栏。 

5.1.2 仪表功能 

仪表具有三大类功能，即： 

测量功能：电平测量（含 AFC、搜索、自动、同步测 

量）、杂音测量、阻抗测量； 

查询功能：数据查询、数据下载； 

辅助功能：对比度调节、时间设置、按键音设置。 

任何时候，按面板上“功能”键进入功能选择菜单，屏幕 

显示如下： 

移动ñ/ò键选择，按“确认”键后进入相应功能。 

5.1.3 电平测量 

5.1.3.1 屏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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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后或选择电平测量功能后，仪表均进入电平测量 

功能。屏幕如下： 

屏中功能栏指示为电平测量。测量栏包括当前电平测 

量结果、测量单位、收信频率、增量、阻抗、测量带宽。 

按ñ/ò键使小手在测量栏中移动，小手指向的选项，可以 

用数字键或左右键改变数值。 

（1）频率设置 

移动ñ/ò键使小手指向频率处， 频率设置有两种方法： 

①用数字键（包括小数点）输入频率，输入完毕按“确 

认”键更新频率。在输入期间，仪表维持在上一个测量频 

率状态。 

②按ï/ð键，频率将以增量为步长增加或减少。 

设置超出 1700kHz，默认为 1700kHz；小于 0.200kHz，默 

认为 0.200kHz。 

（2）增量设置 

增量为频率增量，移动ñ/ò键使小手指向增量处，用 

户用数字键自行设置，设置范围：1Hz～1700kHz。或直接 

按ï/ð键, 增量以 100Hz 为步长增加或减少。 

（3）阻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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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阻抗键，参数、状态栏出现阻抗可选项，移动ñ/ò 

键选择阻抗，确认键退出设置。测试线插在仪表顶部相应 

输入口进行测量。 

（4）带宽设置 

按带宽键，参数、状态栏出现带宽可选项:25Hz、 

1.74kHz、宽频，移动ñ/ò键选择带宽，确认键退出设置。 

（5）测量单位 

按 dB/dBm 键，测量单位在 dB、dBm、mV间变化，选 

择测量单位。 

5.1.3.2 高电平测量 

当被测信号>+10dB 时，应作高电平输入测量。仪表顶 

部高电平插座以红色标志，提示操作者引起注意，强信号 

务必从不平衡<+50dB同轴插座输入。高电平测量输入阻抗 

≈30kΩ，适宜作跨接测量。 

将测量选件 75Ω匹配网络（ZYA4.678.001MX）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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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dB不平衡输入插座，即可实现高电平75Ω匹配测量。 

匹配电阻最大承受功率 100W。 

将测量选件+40dB 平衡衰减器（ZYA2.884.009MX）插 

到平衡输入插座，电平表阻抗置∞，此时选件的输入阻抗 

为 30kΩ，适宜平衡高电平跨接测量。 

平衡和不平衡低电平（<+10dB）输入插座，上限可测 

电平约+14dB，超出极限值，电平显示上溢出标志 

＋――――――。仪表输入最大载荷电平约+26dB。 

5.1.3.3 0dB 电平校准 

任何测量状态按“校准”键，可对电平表的 0dB 电平 

进行一次校准。按“校准”键后，屏幕显示“仪器正在自 

动校准”约 10秒左右后消失。此时宽频和选频两种测量带 

宽的 0dB电平均已得到校准。 

校准是自动退出的，退出后即可继续其它操作。 

5.1.3.4 同步电平测量 

同步测量是指ZY5018电平表与ZY5068振荡器相配合 

的测试。分两种方式：同步（点频）测量和自动（扫频） 

同步测量。 

（1）同步（点频）测量： 

首先，请在开机前插上串口线。然后，在测量屏选择 

同步测量，按确认键后即进入同步测量状态。屏幕显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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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和参数设置方法同 5.1.3电平测量。 

在同步测量中， 测量是实时的。 电平表频率参数改变后， 

振荡器参数立即作相应改变，电平表即时显示测量结果。 

在测量屏选择同步测量，再次按确认键后退出同步测 

量状态。 

提示：为防止串口损坏，请关机后插拔串口线。 

（2）自动（扫频）同步测量 

首先，请在开机前插上串口线；然后，在测量屏选择 

自动和同步测量，分别按确认键后即进入自动同步测量状 

态。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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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和参数设置：扫描起始频率和终止频率，其它方 

法同 5.1.3点频电平测量。自动同步测量中，在所有的选项 

设置完毕后，在步长选项上按右键选择启动软键，按确认 

后，电平表才与振荡器通信开始测量。测量结果自动保存。 

5.1.3.5自动测量（双机远程自动对测） ： 

自动测量不需要串行口通信，ZY5018 选频电平表与 

ZY5068电平振荡器双机参数设置一致后同时按“启动”选 

项，即进行扫频测量。测量完毕回到参数设置屏，测量结 

果自动保存，可在“数据查询”屏查询。 

5.1.3.6 阻抗模值测量 

阻抗模值测量分同步（点频）和自动同步（扫频）测 

量，扫频测量结果自动保存，自动默认点频测量。 

首先请在开机前用 RS232 串口线和阻抗测试线分别将 

选频表与振荡器连接。开机后，按 功能 键选择阻抗测量， 

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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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测试需用同轴三通和阻抗测试线， 具体连接如下： 

图 5 阻抗测试接线方法 

阻抗测量范围 20Ω～1200Ω，超出该范围将以上横线 

或下横线表示。当被测端开路时，按“校准”键，能对阻 

抗测量进行校准。 

测量频率：40 kHz- 500kHz。 

5.1.4 杂音测量 

按面板上“功能”键进入功能选择菜单，移动ñ/ò键 

选中“杂音测量”选项，按面板“确认”键进入该项功能。 

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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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音测量规定选频 1.74kHz 带宽，分点频和自动两种 

方式。自动（既扫频）测量结果自动保存。 

1.74kHz 为等效杂音带宽，测量结果直读而不用换算， 

单位 dBp 或 dBmp。 

5.1.5 AFC 功能 

在所有测量状态（宽带测量除外），按面板上 

ñ/ò/ï/ð键选中“AFC”项，按“确认”即进入AFC 功能， 

当被测信号频率漂移时，接入 AFC 功能是十分理想的。 

AFC 捕捉带和选频带宽有关，当选择 25Hz 带宽，捕捉 

范围约±50Hz； 当选择 1.74kHz带宽， 捕捉范围约±500Hz。 

一旦捕捉到便进入跟踪状态，只要被测信号频率没有快速 

波动或大的跳动，就能在全频段范围内保持频率同步。 

在测量屏选择“AFC” ，再次按确认键后退出“AFC”测 

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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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搜索功能 

按面板上ñ/ò/ï/ð键选中“搜索”项，按 “确认” 

键进入该项功能。屏幕显示如下： 

小手指向频率，表示可以设置搜索起始频率。此时按 

下ï/ð符号表示使频率向上或向下自动搜索信号，搜索过 

程中，当碰到第一个被测信号时，就会停下来显示该信号 

的电平与频率，然后可继续使用“ï”或“ð”键，按需 

要的方向搜索各种信号成份并依次显示测量结果，如果没 

有找到信号，搜索将终止在低端或高端频率极限。 

最低可搜索电平为-80dB。对于复合信号，低于强信号 

电平 54dB以下的微弱信号有可能搜索不到。 

搜索的速度取决于选频测量带宽。若要快速搜索，要 

用 1.74kHz 选频带宽，全频段搜索时间约 4 分钟，被测信 

号搜索到后再切换到 25Hz 选频带宽测量频率。 

阻抗、带宽设置同电平测量，其中带宽只有  25Hz 和 

1.74kHz两项可选。 

在测量屏选择“搜索” ，再次按确认键后退出“搜索” 

测量状态。 

5.1.7 数据查询 

按面板上“功能”键进入功能选择菜单，移动ñ/ò键 

选中“数据查询”选项，按面板“确认”键进入该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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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自动测量数据自动存储，分类存放。机内可存储 1000 

多条记录，每条记录可存储 4000个频点的测量值。数据查 

询屏分三级，第一级显示数据分类，第二级显示该类中的 

多个测量记录， 第三级显示某一个记录中的具体测量数据。 

（1）首先进入第一级。屏幕显示如下： 

选择所需查询的数据在哪一类，按“确认”键进入第 

二级。

在本屏可以将仪表内存储数据分类删除或全部删除。 

例如想删除当前选中的扫频电平测量数据，先按面板 

“清除”键，此时选中的数据项文字改变为红色，提醒用 

户注意;再按“确认”键即删除该类测量数据。 

移动ñ/ò键到“删除所有记录” ，按“确认”键即删除 

全部测量数据。 

（2）第二级查屏询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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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确认”键进入第三级查询屏。移动ñ/ò键到“返 

回”选项上确认后返回上一级屏。 

本屏可以进行测量记录的删除。例如删除当前选中的 

1 号记录，先按“清除”键，选中的记录变成红色，提醒 

用户注意，再按“确认”键即删除 1 号记录，第 2 号记录 

变成第 1号记录，后面记录号分别前移。 

（3）第三级查询屏 

按“确认”键返回上一屏。 

5.1.8 数据下载 

按面板上“功能”键进入功能选择菜单，移动ñ/ò键 

选中“数据下载”选项，按面板“确认”键进入该项功能。 

屏幕显示如下：



27 

屏幕提示：请插入 U 盘。测量数据可以分类下载，也 

可以一次下载所有测量数据。例如想下载当前选中的扫频 

电平测量数据，按“确认”键即进行数据下载，下载中屏 

幕提示：正在下载数据……，下载结束提示：已完成。 

移动ñ/ò键到“下载所有记录” ，按“确认”键即下载 

全部测量数据。 

下载的测量数据以文本方式保存，可以方便地调入 

Word\Excel形成表格。方法如下： 

调入 Word：打开文件，选中需要变成表格的数据，选 

择菜单“表格”→ “转换”→“文本转换成表格” ，在弹 

出的菜单中“文字分隔位置”选项中选择“逗号” ，按确认 

后形成表格。 

调入 Excel：打开文件时出现 本导入向导，在“原始 

数据类型”中选择“分隔符号” ，按“下一步” ，在“分隔 

符号”选项中选择“逗号” ，按“完成”后调入文档。 

5.1.9 对比度调节 

按面板上“功能”键进入功能选择菜单，移动ñ/ò键 

选中“对比度调节”选项，按面板“确认”键进入该项功 

能。屏幕显示如下，按“ï/ð”键调节屏幕亮暗。按“功 

能”键选择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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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时间设置 

按面板上“功能”键进入功能选择菜单，移动ñ/ò键 

选中“时间设置”选项，按面板“确认”键进入该项功能。 

屏幕显示如下，移动“ï/ð”改变光标位置，按“确认” 

键保存设置，屏幕的左上角即时显示设置值。按“功能” 

键选择其它功能。 

5.1.11 按键音设置 

按面板上“功能”键进入功能选择菜单，移动ñ/ò键 

选中“按键音设置”选项，按面板“确认”键进入该项功 

能。 “ï/ð”选择，选中即生效，不需确认。按“功能” 

键退出并选择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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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电池供电 

电池： 机内配备可充电锂电池， 标称电压7.4V/2.1AH。 

仪表连续工作放电时间大于 300分钟。 

指示：电池电量在屏幕的右上角显示，满电量显示为 

四格。当电池电量低时，电池图形闪烁显示，提醒用户进 

行充电。为保护电池，当电量进一步下降时，仪表将自动 

关机。

充电：将随机配备的 AC/DC 适配器直流输出端插入本 

仪表电源孔，即对电池进行充电。 

充电时面板电源键上方的绿色充电指示灯亮，充电时 

间约三个半小时，充电结束后指示灯熄灭。仪表开、关机 

时都可以进行充电。只要仪表接入交流电，当电池电量不 

满时即自动进行充电，充满后自行停充，无须用户干预。 

5.2 电平振荡器使用方法 

5.2.1 开机 

将随机配备的 AC/DC 适配器直流输出端插入仪表下方 

的电源插孔。打开仪表顶端保护盖，按下仪表面板上电源 

开关，即打开仪表。为避免误开机，按键时间请大于 1 秒 

钟。 

开机后仪表进入主屏，即电平振荡器测量屏，屏幕显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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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开机默认值及状态：输出电平  0.0dB，电平增量 

0.1dB，发信频率 10.000kHz，频率增量：0. 100 kHz，阻抗： 

平衡  600Ω，电平测量单位：dB，小手指向频率。输出为 

电平切断状态。按“电平切断”键解出电平切断，信号正 

常输出。 

所有测量屏显示风格与本屏相同。显示区域分四栏： 

第①栏：显示时间日期和电池电量； 

第②栏：为功能指示栏、操作提示栏，表明仪表当前 

所在状态； 

第③栏：为输出结果及输出条件栏； 

第④栏：为参数栏。 

5.2.2 仪表功能 

仪表具有二大功能，即： 

测量功能：电平振荡器（含自动、同步测量），阻抗测 

量； 

辅助功能：对比度调节、时间设置、按键音设置。 

任何时候，按面板上“功能”键进入功能选择菜单， 

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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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ñ/ò键选择，按“确认”键后进入相应功能。 

5.2.3 电平振荡器 

5.2.3.1 屏幕操作 

开机后或选择电平振荡器功能后，仪表均进入电平振 

荡器功能。屏幕如下： 

屏中功能栏指示为电平振荡器。测量栏包括当前电平 

输出值、电平增量、电平输出测量单位、发信频率、频率 

增量、阻抗。按ñ/ò键使小手在测量栏中移动，小手指向 

的选项，可以用数字键或左右键改变数值。 

（1）电平调节 

移动ñ/ò键使小手指向电平处， 电平设置有两种方法： 

①用数字键、∙键、+ +/ /键直接编辑（仪器电平设置默认 

+，每按一次输入电平为-）； 

②按ï/ð键，电平按步进量减少或增加。 

电平输出范围为－77.9dB～+20dB。设置超出+20dB，默认 

为+20dB；小于－77.9dB，默认为－77.9dB。 

（2）电平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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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增量调节可使用数字键编辑，最小步进量为 

0.1dB，最大步进量为 60dB。按ï/ð键可 

以 0.1dB跨度改变步进量。确认键确认。 

（3）频率设置 

移动ñ/ò键使小手指向频率处， 频率设置有两种方法： 

① 用数字键 （包括小数点） 输入频率， 输入完毕按 “确 

认”键更新频率。（在输入期间，仪表维持在上一个测量频 

率状态）。 

② 按ï/ð键，频率将以增量增加或减少。 

设置超出 1700kHz，默认为 1700kHz；小于 0.200kHz， 

默认为 0.200kHz。 

（4）频率增量设置 

增量为频率增量，移动ñ/ò键使小手指向增量处，用 

户用数字键自行设置，设置范围：1Hz～1700kHz。直接按 

ï/ð键,以 100Hz增量为步长减少或增加。 

（5）阻抗设置 

按 阻抗 键，参数、状态栏出现阻抗可选项，移动、 

/ò键选择阻抗，确认键退出设置。测试线插在仪表顶部相 

应输出口进行测量。 

提示： 平衡输出插座不要将一端接地构成不平衡使用。 

（6）测量单位 

仪表电平显示单位可以是  dB（电压电平），dBm（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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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电平），或 mV; 用 dB/dBm 键直接改变单位; dB、dBm之 

间的关系见表 8。 

表 8 
阻 抗  dB  dBm 

600Ω  A(dB)  A（dBm） 

150Ω  B（dB）  B+6（dBm） 平 衡 

0Ω  C（dB）  C（dBm） 

75Ω  D（dB）  D+9（dBm） 
不平衡 

0Ω  E（dB）  E（dBm） 

5.2.3.2 电平切断 

按 电平切断 键选择电平输出通、断切换，电平切断 

时输出小于－100dB。 

5.2.3.3 同步电平测量 

首先请在开机前用 RS232 串口线将振荡器与选频表连 

接。开机后，在电平振荡器屏中选择同步√测量，按确认 

键即可。(参见 5.1.3.4) 

5.2.3.4 阻抗模值测量 

首先请在开机前用 RS232 串口线和阻抗测试线分别将 

振荡器与选频表连接。开机后，按 功能 键选择阻抗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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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如下： 

待通信成功后， 振荡器测量参数随电频表自动设置 （电 

平：+10dB，阻抗：不平衡  75Ω，频率范围：40kHz～ 

500kHz），测量阻抗值在 ZY5018型选频电平表上显示。详 

细操作见 5.1.3.6 

5.2.3.5 自动测量（双机远程自动测试） 

按 功能 键选择电平振荡器，再在屏中选择自动√并 

按确认键进入自动测量，用数字键或←、→键选择测量参 

数（起/止频率和步长）。振荡器和电平表的频率、步长、 

阻抗等参数设置必须一致， 振荡器和电平表同时按软 启动 

键， 电平表按设定参数每4s一个频率点自动完成电平测量。 

参见 5.1.3.5 

5.2.4 对比度调节 

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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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时间设置屏 

见 5.1.10 

5.2.6 按键音设置 

见 5.1.11 

5.2.7 电池供电 

见 5.1.12 

6 一般故障处理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见表 9 

表 9 

序号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内置锂电池电量耗尽 充电 

外置 AC/DC 适配器坏向生产厂家订购 

内电路损坏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1  开机无显示 

显示屏无背光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2  液晶显示屏花屏 内电路损坏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内部接插头线头脱落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3  显示正常无输出 

外部测试线断 修理或换新 

4  0dB 电平超差 
电位器松动或未经年 

度计量 

按期和标准仪器计量， 

或返回生产厂家调整 

5 
近端联合测量不成 

功 

串口线缆拿错成不交 

叉 
换线或修理 

6 
关机再开机时钟出 

错 
内部电池耗尽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7  对比度调节失控 内电路损坏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8  设置后仍无按键音 内电路损坏 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7售后服务 

产品使用保修期为壹年。在此期间内，凡用户遵守运 

输、贮存和使用规则，仪器损坏由生产厂免费修理；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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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过后损坏生产厂负责修理，按规定收取修理费。 

本仪器为精密贵重仪器，电路复杂、结构紧凑，如发生故 

障要及时和生产厂取得联系，请不要私自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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