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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仪器是一种精密的测试仪器，因其具有连续信号、扫频信号、函数信号、

脉冲信号，可输出单脉冲，点频正弦信号等多种输出信号和外部测频功能，故定

名为 SP1641D、SP1643B 型函数信号发生器/计数器。本仪器是电子工程师、电

子实验室、生产线及教学、科研需配备的理想设备。

主 要 特 征

采用大规模单片集成精密函数发生器电路，使得该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及优

良性能/价格比。 

采用单片微机电路进行整周期频率测量监控和智能化管理，对于输出信号的

频率幅度用户可以直观、准确的了解到（特别是低频时亦是如此）。因此极大的

方便了使用。

该机采用了精密电流源电路，使输出信号在整个频带内均具有相当高的精度，

同时多种电流源的变换使用，使仪器不仅具有正弦波、三角波、方波等基本波形，

更具有锯齿波、脉冲波等多种非对称波形的输出，同时对各种波形均可以实现扫

描功能。本机还具有失真度极低的点频正弦信号和 TTL 电平标准脉冲信号，以

及 CMOS电平可调的脉冲信号以满足各种试验需要 SP1641D还具备 5W功率输

出。

机内逻辑电路采用中规模可编程的集成电路设计，优选设计电路，SMT贴片

工艺，元件降额使用,全功能输出保护，以保证仪器高可靠性，平均无故障工作

时间高达上万小时。

机箱造型美观大方，电子控制按钮操作更舒适，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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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函数信号发生器

项 目 技术参数

输出频率
0.1Hz～3MHz (SP1641D) 0.1Hz～20MHz(SP1643B)按十进制分
类共分八档,每档均以频率微调电位器实行频率调节 

函数输出 点频输出 50Ω 
输出阻抗 TTL/CMOS输出 单

脉冲输出
600Ω 

函数输出 正弦波、三角波、方波（对称或非对称输出）
输出信号波形 

TTL/CMOS输出 脉冲波   （CMOS输出 f≤100kHz） 

函数输出(1MΩ)负载 

不衰减：(1Vpp～20Vpp)±10%  连续可调 
衰  减 20dB：(0.1Vpp～2Vpp)±10%  连续可调 
衰  减 40dB：(10mVpp～200mVpp)±10%  连续可调 
衰  减 60dB： (1mVpp～20mVpp)±10%，连续可调 

TTL输出(负载电阻≥ 
600Ω) “0”电平：≤0.8V，“1”电平：≥1.8V（负载电阻≥600Ω） 

输出信号幅度 

CMOS输出(负载电阻 
>2k) “0”电平：≤0.8V，“1”电平：5V~15V连续可调。 

函数输出信号直流电平(offset)调节范围 
关或（-10V～+10V）±10%（1MΩ负载) 
“关”位置时输出信号所携带的直流电平为：＜0V±0.1V 
负载电阻为 50Ω时，调节范围为（-5V～+5V）±10% 

函数输出信号衰减 0dB/20dB/40dB/60dB（0dB衰减即为不衰减） 

输出信号类型 单频信号、扫频信号、调频信号（受外控）

函数输出非对称性（SYM）调节范围 
关或 20%～80% 
“关”位置时输出波形为对称波形，误差：≤2% 

内扫描方式 线性/对数扫描方式 
扫描方式

外扫描方式 由 VCF输入信号决定 
扫描时间 10ms～5s±10% 

内扫描特性
扫描宽度 ≥1频程 
输入阻抗 约 500kΩ 
输入信号幅度 0V~+3V外扫描特性

输入信号周期 10ms～5s 
正弦波失真度 <1% 
三角波线性度 >99%(输出幅度的 10%  90%区域)

脉冲波上（下）升沿

时间
≤30ns (SP1641D)  20ns (SP1643B)（输出幅度的 10%~ 90%） 输出信号特征

脉冲波、上升、下降

沿过冲
≤5%V0（50Ω负载） 

输出信号频率稳定度 ±0.1%/min 
显示位数 三位（小数点自动定位）

显示单位 Vp-p或 mVp-p 

显示误差(f≤15MHz) 
V0±20%±1 个字（V0 输出信号的峰峰幅度值），（负载电阻 50
Ω时 V0读数需乘 1/2） 

幅度显示

分辨率
0.1Vp-p(衰减 0dB)，10mVp-p(衰减 20dB)，1mVp-p(衰减 40dB)，
0.1mVp-p(衰减 60dB) 

显示范围 0.1Hz ~ 20000kHz 
频率显示

显示有效位数 五位，（1K倍率档以下四位） 

输出信号特征和输出信号频率稳定度测试条件：10kHz频率输出，输出幅度为 5Vpp，直流电平调节

为“关”位置，对称性调节为“关”位置，整机预热 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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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项 目 技 术 参 数
点 频 输 出 频率：100Hz±2Hz；波形：正弦波；幅度：2Vp-p 

单脉冲输出（TTL电平） 
“0”电平≤0.8V；“1”电平≥1.8V（负载电阻≥600
Ω）指示灯亮为“1”电平，灯灭为“0”电平。 

功率输出（SP1641D） 
最大输出功率 5W(f:20Hz-20kHz)；输出波形：正弦波； 
负载电阻≥8Ω；输出频率范围 0.1Hz~50kHz; (f≥
50kHz自动关断)。 

频率计数器

项 目 技 术 参 数
频率测量范围 0.1Hz~ 50MHz 

150mV ~ 2V(0.1Hz ~ 1Hz)
输入电压范围（衰减度为 0dB） 

30mV~2V ( 1Hz~50MHz) 

输入阻抗 500kΩ/30pF 

波形适应性 正弦波、方波

滤波器截止频率 大约 100kHz（带内衰减，满足最小输入电压要求） 

0.3s（fi＞3Hz) 
测量时间

单个被测信号周期  （fi≤3Hz) 

显示范围 0.100Hz~50000kHz 
显示方式

显示有效位数 五位

测量误差
时基误差±触发误差（触发误差：单周期测量时被

测信号的信噪比优于 40dB，则触发误差≤0.3%） 

标称频率 10MHz 
时基

频率稳定度 ±5×10-5/d 

其 它

项 目 技 术 参 数
电压 220V±10% 

频率 50Hz±5% 电源适应性及整机功耗

功耗 ≤40VA（SP1641D）≤35VA（SP1643B） 

外形尺寸 260×300×90（mm） 

重量 约 3kg（SP1641D）约 2kg（SP1643B） 

工作环境组别 II组（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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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如图 1所示，整机电路由一片单片机进行管理，主要工作为：控制函数发生

器产生的频率；控制输出信号的波形；测量输出的频率或测量外部输入的频率并

显示；测量输出信号的幅度并显示。

函数信号由专用的集成电路产生，该电路集成度大，线路简单精度高并易于

与微机接口，使得整机指标得到可靠保证。

扫描电路由多片运算放大器组成，以满足扫描宽度、扫描速率的需要。宽带

直流功放电路的选用，保证输出信号的带负载能力以及输出信号的直流电平偏

移，均可受面板电位器控制。

整机电源采用线性电路以保证输出波形的纯净性，具有过压、过流、过热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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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前面板说明

频率显示窗口

显示输出信号的频率或外测频信号的频

率。

幅度显示窗口

显示函数输出信号和功率输出信号的

幅度。

扫描宽度调节旋钮

调节此电位器可调节扫频输出的频率

范围。在外测频时，逆时针旋到底（绿灯亮），

为外输入测量信号经过低通开关进入测量

系统。

扫描速率调节旋钮

调节此电位器可以改变内扫描的时间

长短。在外测频时，逆时针旋到底（绿灯亮），

为外输入测量信号经过衰减“20dB”进入测
量系统。

扫描/计数输入插座 

当“扫描/计数键⒀功能选择在外扫描状态
或外测频功能时，外扫描控制信号或外测频

信号由此输入。

点频输出端

输出频率为 100Hz 的正弦信号，输出幅度
2Vp-p（-1V~+1V），输出阻抗 50Ω。 

函数信号输出端

输出多种波形受控的函数信号，输出幅度

20Vp-p（1MΩ负载），10Vp-p（50Ω负载）。 

函数信号/功率信号输出幅度调节旋钮 

电压输出：调节范围 20dB。 
功率输出：调节范围 0~5W输出功率。 

函数输出信号直流

电平偏移调节旋钮

调 节 范 围 ： -5V~+5V(50 Ω 负 载 ), 
-10V~+10V(1MΩ负载)。当电位器处在关位
置时，则为 0电平。

输出波形对称性调节旋钮

调节此旋钮可改变输出信号的对称性。当电

位器处在关位置时，则输出对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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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函数信号\功率信号输出幅度衰减开关 

“20dB”、“40dB”键均不按下，输出信
号不经衰减，直接输出到插座口。“20dB”、
“40dB”键分别按下，则可选择 20dB 或
40dB衰减。两键同时按下，则可进行 60dB
衰减。

函数输出波形选择按钮

可选择正弦波、三角波、脉冲波输出。

“扫描/计数”按钮 

可选择多种扫描方式和外测频方式。

频率微调旋钮

调节此旋钮可微调输出信号频率，调节基

数范围为从＞0.1到＜3。 

后面板说明

SP1641D/SP1643B后面板布局参见图 3。 

倍率选择按钮

每按一次此按钮可递减输出频率的 1 个频
段。

倍率选择按钮

每按一次此按钮可递增输出频率的 1 个频
段。

整机电源开关

此按键揿下时，机内电源接通，整机工作。

此键释放为关掉整机电源。

单脉冲按钮

按此钮可输出 TTL高电平（指示灯亮），再
按此钮输出 TTL低电平（指示灯灭）。 

单脉冲信号输出端

通过单脉冲按钮输出 TTL跳变电平。 

5W功率输出端（仅 SP1641D具有） 

可输出 5W 功率的正弦信号，输出幅度调

节参照⑵、⑻、⑾说明。输出频率同主函

数调节。

图 3后面板示意图 

电源插座

交流市电 220V输入插座。内置保险丝容量为 0.5A。 

TTL/CMOS电平调节 

调节旋纽，“关”为 TTL电平，打开则为 CMOS电平，输出幅度可从 5V调节到 15V。 

TTL/CMOS输出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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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测量、试验的准备工作 函数信号输出 

请先检查市电电压，确认市电电压在

220V±10%范围内，方可将电源线插头插
入本仪器后面板电源线插座内，供仪器随

时开启工作。

自 校 检 查

在使用本仪器进行测试工作之前，可对

其进行自校检查，以确定仪器工作正常与

否。

自校检查程序（见图 4） 

图 4自校检查流程图 

50Ω主函数信号输出 

以终端连接 50Ω匹配器的测试电缆，

由前面板插座⑺输出函数信号；

由频率选择按钮(15)或(16) 选定输出

函数信号的频段，由频率微调旋钮调整输

出信号频率，直到所需的工作频率值；

由波形选择按钮⑿选定输出函数的波

形分别获得正弦波、三角波、脉冲波；

由信号幅度选择器⑾和⑻选定和调节

输出信号的幅度；

由信号电平设定器⑼选定输出信号所

携带的直流电平；

输出波形对称调节器⑽可改变输出脉

冲信号空度比，与此类似，输出波形为三

角或正弦时可使三角波调变为锯齿波，正

弦波调变为正与负半周分别为不同角频率

的正弦波形，且可移相 180°。 

TTL/CMOS脉冲信号输出 

信号电平为标准 TTL电平，或 CMOS

电平（输出高电平可调 5V~15V）,其重复
频率、调控操作均与函数输出信号一致；

以测试电缆（终端不加 50Ω匹配器）

由后面板输出插座⑶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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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内扫描信号输出

“扫描/计数”按钮⒀选定为内扫描方

式；

分别调节扫描宽度调节⑶和扫描速率

调节器⑷获得所需的扫描信号输出；

函数输出插座⑺、TTL脉冲输出插座均

输出相应的内扫描的扫频信号。

外扫描信号输出

“扫描/计数”按钮⒀选定为“外扫描

方式”； 

由外部输入插座⑸输入相应的控制信

号，即可得到相应的受控扫描信号。

   外测频功能检查

“扫描/计数”按钮⒀选定为“外计数

方式”； 

用本机提供的测试电缆，将函数信号引

入外部输入插座(5)，观察显示频率应与

“内”测量时相同。

注意事项及检修

 注意事项

本仪器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修理时禁

用二芯电源线的电烙铁，校准测试时，测

量仪器或其他设备的外壳应接地良好，以

免意外损坏。

在更换保险丝时严禁带电操作, 必须

将电源线与交流市电电源切断,以保证人身

安全。

维护修理时，一般先排除直观故障，如：

断线、碰线、器件倒伏、接插件脱落等可

视损坏故障。然后根据故障现象按工作原

理初步分析出故障电路的范围，再以必要

的手段来对故障电路进行静态，动态检查，

查出确切故障后按实际情况处理，使仪器

恢复正常运行。

重大故障及严重损坏与本公司联系或

技术咨询或返回工厂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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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与检修

检 修

故障现象 检查及排除

开机后，仪器无显示
应检查电源是否已供给或拔下电源线，并检查电源插座内保

险丝是否已烧毁。

电源和保险丝完好，故障未排

除

可打开机盖，并检查机内接插件及连接电缆是否有脱落、松

动现象，若有将其连接良好后再通电测量。

仪器整套设备及附件

SP1641D/SP1643B型函数信号发生器/计数器      一台

测试电缆 一根

双夹电缆 一根

50Ω匹配器(选用件)    一只

电源线 ST3-3      一根

备用熔丝管 BGXP-1-10-0.5A（已装入插座内） 一只

产品说明书 一本

产品合格证 一张

产品保修证及用户档案卡 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