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萬用電錶的量測誤差系列探討

數位萬用電錶的阻抗、
直流電流、交流電流、
以及頻率與週期量測的誤差
應用手冊 AN 1389-2

引言
當您使用數位萬用電錶（DMM）進行量測的時候，會出現
一些常見的誤差，本手冊的討論將可協助您消除這些潛在的量測
誤差，讓您在使用 DMM 時能達到最高的準確度。本手冊介紹的
是阻抗、直流電流、交流電流、以及頻率與週期量測的誤差，有
關系統接線誤差與直流電壓量測誤差的探討，請參閱應用手冊
AN 1389-1，如需有關交流電壓量測誤差的介紹，請參閱應用手
冊 AN 1389-3。（註：我們在這篇文章中將會使用 Agilent
34401A 6 1/2 位數的高性能數位萬用電錶做為例子，這款 DMM
同時具有桌上型機種及系統型的功能特性。）

阻抗量測的誤差

Agilent 34401A 提供兩種量測阻抗的

範圍

方法：兩線式（2-wire）和四線式（4-

測試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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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兩線式歐姆的量測方法，待測電阻
的壓降會在萬用電錶的內部進行感測，因
此，測試導線的阻抗也會被量測進去。如

圖1.

果是四線式歐姆量測法的話，則需要另外
使用“感測”接線，由於感測導線上不會
有電流流過，因此在這些導線中的阻抗就
不會造成量測的誤差了。
直流電壓量測的誤差（請參閱應用手
冊 AN 1389-1）也適用於阻抗的量測，不
過，阻抗量測還有一些其它的誤差來源是
它所特有的。

功率耗散（power dissipation）效應 －
量測專為溫度量測所設計的電阻
（或是其它溫度係數高的電阻元件）時，
要特別注意萬用電錶會耗散掉 DUT 的一
些功率。如果功率耗散會造成問題的話，
可以選擇萬用電錶下一個較高的量測範
圍，將誤差減小到可接受的程度。圖 1 舉
出了幾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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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時間（settling time）效應 －

高阻抗的量測誤差 －

Agilent 34401A 可以插入自動量測的

量測大的阻抗時，會因絕緣阻抗和表

安定時間延遲，這些延遲對纜線和元件的

面的清潔度而造成明顯的誤差，您應該採

總電容小於 200 pF 的阻抗量測來說是需

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以維持“乾淨”的高阻

要的，在量測超過 100 kΩ 的阻抗時更是

抗系統。測試導線和夾具會因為絕緣材料

特別重要。因 RC 時間常數效應所造成的

吸收了濕氣和表面薄膜“變髒”而容易有

安定時間可能會相當長，有些精密的電阻

洩漏（leakage）的問題。與 PTFE 鐵氟龍

和多功能校準器會透過將大電容（1000

絕緣體（10 13 歐姆）相較之下，尼龍和

pF到 0.1μF）和高電阻值並聯起來的方

PVC 是較差的絕緣體（109 歐姆）。在潮

式，過濾掉內部電路所引入的雜訊電流。

濕的環境下量測 1 MΩ 的阻抗時，由尼

纜線和其它元件中的非理想容抗可能會因

龍或 PVC 絕緣體所產生的洩漏很容易就

介電吸收（浸漬）效應，使得光是 RC 時

會造成 0.1% 的誤差。

間常數的安定時間就比預期長得多。完成
一開始的連接以及在範圍改變之後達到安
定狀態時，就可以進行誤差量測了。

直流電流量測的誤差

當您將萬用電錶與測試電路串接在一
起進行電流量測的時候，萬用電錶的串聯
負擔電壓（series burden voltage）會造成
量測的誤差，在接線的阻抗和萬用電錶的
分流阻抗之間會有一個電壓出現，如圖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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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電流量測的誤差

負擔電壓誤差不但適用於直流電流量

負擔電壓會隨著輸入頻率提高而提

測，也會在交流電流的量測中出現，不

高，在進行電流量測時，有些電路可能會

過，交流電流的負擔電壓會較高，這是因

因為萬用電錶的串聯感抗以及特定的量測

萬用電錶的串聯感抗以及量測的連接方式

連接方式而出現振盪的情形。

所致。

頻率與週期量測的誤差

Agilent 34401A 採 用 reciprocal

都容易產生誤差。在量測“慢速”的信號

話，讓萬用電錶的直流輸入隔離電容（耦

counting 的方法來量測頻率和週期，以便

時，內部雜訊和外部雜訊的感染對誤差都

合電容）完全穩定之後，再進行頻率量測

所有的輸入頻率都能有固定的量測解析

會有重大的影響，這種誤差與頻率成反

就可以了。

度。34401A 的交流電壓量測單元會對輸

比。當您想要量測帶有直流偏壓且電壓會

入信號進行整波（conditioning），所有的

變動的輸入信號時，也會產生頻率（或週

計頻器在量測低電壓、低頻率的信號時，

期）的量測誤差。如果要避免這種誤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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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量測小阻抗或低電流時，要特別謹慎
小心才能得到高品質的量測。一旦找出了

安捷倫科技電子量測儀器提供的支援、
服務及協助

系統達到安定狀態所需的時間之後，就可

安捷倫科技最大的目標是讓您深感物超所

以設定讀值的延遲時間，以便將量測的時

值，同時將您的風險和問題減到最小。我們全力

間最佳化，同時提高系統的產出。

以赴，以確保您花下的每一分錢能得到實質的量
測能力和所需的支援。我們豐沛的支援資源和服
務能協助您選出最符合您應用需求的產品，並且

如需有關 Agilent 34401A DMM 更詳
細的資訊，可上網查詢，網址是：
www.agilent.com.tw/find/34401a。

進行成功的運用。我們出售的每一部儀器和系統
均享有全球保固。支援服務至少會持續到產品停
產五年後。安捷倫科技整體的支援政策有兩大主
軸：「我們的承諾」及「您的優勢」。

有關安捷倫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服務的
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或來電洽詢。
線上協助：

www.agilent.com.tw/find/assist
台灣網站：

www.agilent.com.tw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4 復興南路一段 2 號 8 樓
電話：(02) 8772-5888

我們的承諾
我們承諾安捷倫量測設備的實際性能及功能
與廣告所言相符。當您選購新設備時，我們會提

桃園縣平鎮市 324 高雙路 20 號
電話：(03) 492-9666

供您詳實的產品資訊，包括實際的性能規格和來
自有經驗的測試工程師的優質推薦。當您使用安

台中市 408 東興路一段 563 號 2 樓

捷倫的設備時，我們會確保它們能正常運作，並

電話：(04) 2472-6128

提供您操作上的協助，以及在使用特定功能時的
基本量測協助，完全不需收取任何額外的費用。

高雄市 802 四維四路 10 號 13 樓

此外，還有許多自助工具可供您運用。

電話：(07) 535-5035

您的優勢
您的優勢指的是安捷倫科技會提供各種附加
的專業測試及量測服務，讓您自行依據技術和業
務上的需要加以採購。與我們簽訂校驗、加價升
級、保固期後維修、到場教育訓練、以及設計、

本文件中的產品規格及說明如有修改，

系統整合、專案管理及其它專業工程服務合約，

恕不另行通知。

即可有效率地解決您的問題和提高競爭優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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