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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SP33522函数/任意波信号发生器是一款采用最新独特的数字滤波技术的信号发生器，

能够输出高精度、高稳定度、低失真、低抖动的信号波形。它可以内置任意波信号发生模块。

它的众多性能使该款仪器是您目前和今后各种测量方案的优先选择。

主要特征

● 采用最新独特的数字滤波技术实现低抖动输出,边沿抖动≤50ps rms
● 内嵌 400MSa/s任意波形发生器

● 精准的脉冲波形，边沿可调

● 正弦波形输出 1μHz ~ 160MHz/128MHz/88MHz
● 小信号幅度可达 1mVpp (50 Ω)
● 全数字调制

● 输出多种标准波形

● 机箱造型美观大方，按键操作舒适灵活

● 大屏 TFT LCD显示，界面友好直观

● 内置 16384 Points 的可下载的任意波形发生存储器

● 可选的 GPIB接口

● 可选的 LAN接口

● 内置 8 digits/s，1000MHz带宽的计数器

前面板说明

1. TFT LCD显示屏 7. 功能选择按键

2. 菜单键 8. USB口
3. 波形选择按键 9. 通道 2输出端口

4. 数字输入按键 10. 通道 1输出端口

5. 光标按键 11. 计数器输入端口

6. 旋钮 12. 电源开关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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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说明

1. 外部 10MHz 基准输入端口 7. 外部触发信号输入端口

2. 内部 10MHz 基准输出端口 8. USB Device口
3. 同步信号输出口 9. LAN通讯口

4. GPIB通讯端口(选用) 10. 电源插座

5. 风扇 11. 110V/220V切换开关(选用)
6． 外部调制信号输入端口

快 速 入 门

该章节将帮助你快速熟悉和掌握该仪器的性能和使用。

使用前的准备

开箱

收到仪器后，应该开箱查看内部配件是否齐全，外观有否损坏。如有异常和厂家或经销商联

系。内部带的配件有：

● 电源电缆一根

● 产品检验合格证一张

● 产品说明书一本

● 产品保修证及用户档案卡一份

● 0.5A/220V保险丝（已装入插座内）一只

● BNC-双夹电缆一根

● BNC测试电缆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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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提把

在使用仪器时，可以调节提把的位置，以便于放置和使用。提把调节示意图如下。

调节提把前，按上图示向两侧外拉把手，再旋转调节。

调节的角度，放置的位置 手提携带

开关机

开箱检查完毕后，把电源电缆插入机器后面板上的电源插座，另外一头插入交流电源插

座。看前面板，如果有交流 220 VAC 输入， 应该有浅红色光亮透出。否则检查输入交

流电和后面板插座上的保险丝。按下电源开关按键 ，按键显示为绿色，表示机器电源已

经打开。显示厂家 LOGO后进入正常工作显示界面。

按键 下的灯光为浅红色时，表示机器已经接上交流电源，待开机状态，如果按键下的

灯光为绿色时，表示机器已经打开电源开关，仪器进入了正常工作状态。

如果要关断机器电源的话，应该按住按键 超过 500毫秒以上，才能关闭电源。这

能有效预防你不小心碰擦电源开关按键而误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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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液晶显示界面

1. 通道信息栏 6. 当前选择参数显示区

2. 主波形参数区 7. 远控状态显示

3. 波形显示区 8. 参考时钟来源及状态显示

4. 调制波形参数区 9. 菜单显示区

5. 选择参数名称显示区

仪器数据的输入方法

仪器数据的输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旋钮和光标按键，一种是使用键盘输入和 softkey
来选择单位。

使用旋钮和光标按键来修改数据

· 使用旋钮左边的左右光标键，在参数上左右移动光标

· 使用上下键来对数据加减操作

· 旋转旋钮来修改参数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数据使用 softkey 选择单位

选中参数后，要修改数据

· 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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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对应单位右边的 softkey，选择单位，使输入数据有效

· 用来在选择单位以前，改变输入数据的正负符号

· 键用来在选择单位前，删除前一位输入的数字

输出波形选择

在仪器的前面板上有主要波形直接选择按键，如左图。

要使仪器输出相应的主波形，只要直接按相应的波形按键，就可以互相之间

来回切换。

选择正弦波

选择方波

选择斜波（可变换为三角波，锯齿波）

选择脉冲波

选择噪声波

选择任意波形（内含 DC 波形）

输出正弦波

按 键，仪器输出正弦波形。屏幕显示界面如下。

SP33522能够输出频率 1μHz ~ 160MHz/128MHz/88MHz的正弦波形。屏幕上的波形显

示区显示正弦波。按右边菜单旁边相对应的 softkey，选中相应的频率(Frequency)、输出电

平幅度(Amplitude)、直流偏移(Offset)，相位(Phase)等参数。选中的参数在屏幕的左下方有

相应显示。可以通过旋钮或数字键盘来修改设置你所需要的参数。

仪器的缺省输出参数是频率 1kHz，输出幅度 2Vpp，直流偏移 0 Vdc，相位为 0的正弦

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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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方波

按 键，仪器输出方波波形。屏幕显示界面如下。

SP33522能够输出频率 1μHz ~ 50MHz的方波。屏幕上的波形显示区显示方波。按右边

菜单旁边相对应的 softkey，选中相应的频率(Frequency)、输出电平幅度(Amplitude)、直流

偏移(Offset)、相位(Phase)，方波占空比(Duty Cycle)等参数。选中的参数在屏幕的左下方有

相应显示。可以通过旋钮或数字键盘来修改设置你所需要的参数。

仪器的缺省输出参数是频率 1kHz，输出幅度 2Vpp，直流偏移 0 Vdc，相位为 0，占空比 50%
的方波形。

输出斜波

按 键，仪器输出斜波波形。屏幕显示界面如下。

SP33522能够输出频率 1μHz ~ 4MHz的斜波。屏幕上的波形显示区显示斜波。按右边

菜单旁边相对应的 softkey，选中相应的频率(Frequency)、输出电平幅度(Amplitude)、直流

偏移(Offset)、相位(Phase)、斜波对称度(Symmetry)等参数。选中的参数在屏幕的左下方有

相应显示。可以通过旋钮或数字键盘来修改设置你所需要的参数。

仪器的缺省输出参数是频率 1kHz，输出幅度 2Vpp，直流偏移 0 Vdc，对称度 50%的斜波波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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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脉冲波

按 键，仪器输出脉冲波波形。屏幕显示界面如下。

SP33522能够输出频率 1μHz ~ 40MHz的脉冲波。屏幕上的波形显示区显示脉冲波。按

右边菜单旁边相对应的 softkey，选中相应的频率(Frequency)、输出电平幅度(Amplitude)、
直流偏移(Offset)、相位(Phase)、脉冲宽度/占空比(Pulse Width/Duty Cycle)、脉冲上升沿(Lead
edge)、下降沿(Trail edge)等参数。下方有相应显示。可以通过旋钮或数字键盘来修改设置

你所需要的参数。

输出噪声波

按 键，仪器输出噪声波形。屏幕显示界面如下。

SP33522能够输出频谱宽度为 400MHz的噪声波。屏幕上的波形显示区显示噪声波形。

按右边菜单旁边相对应的 softkey，选中相应的输出电平幅度(Amplitude)、直流偏移(Offset)
等参数。下方有相应显示。可以通过旋钮或数字键盘来修改设置你所需要的参数。

输出任意波

按 键，仪器输出任意波波形。屏幕显示界面如下。

SP33522能够输出频率 1μHz ~ 40MHz，采样点为 400M Samples，16 bits垂直分辨率

的任意波形发生器。屏幕上的波形显示区显示任意波形。按右边菜单旁边相对应的 softkey，

选中相应的频率(Frequency)、输出电平幅度(Amplitude)、直流偏移(Offset) 、相位(Phase)

等参数。选中的参数在屏幕的左下方有相应显示。可以通过旋钮或数字键盘来修改设置你所

需要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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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的选择

在仪器的前面板上按 键，会出现如下菜单：

按 Modulate菜单键，可开关除扫描和猝发外的调制功能。按 Type菜单键可选择调制方式。

输出调幅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AM调制方式，进入调幅界面，如上图。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调幅波形的调制频率(AM Freq)、调制深度(AM Depth)。按向下菜单键，

进入下图所示界面，可设置调制波形(Shape)、调制源(Source)调制参数。当设置调制波形为

任意波时，会增加任意波选择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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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的调制参数是载波 1kHz的正弦波，调制频率为 100Hz的正弦波，调制深度为 30%，

调制源为内部(Int)。

输出调频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FM调制方式，进入调频界面，如下图。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调频波形的调频频率(FM Freq)、调频频偏(Freq Dev)。按向下菜单键可设

置调制波形( Shape)、调制源(Source)等各项调制参数，菜单图见调幅说明。

缺省的调制参数是为 1kHz的正弦波，调制频率为 1kHz的正弦波，调制深度为 500Hz，调制

源为内部(Int)。

输出调相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PM调制方式，进入调相界面，如下图。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调相波形的调制频率(PM Freq)、调制深度(Phase Dev)。 按向下菜单键可

设置调制波形(Shape)、调制源(Source)等各项调制参数，菜单图见调幅说明。

缺省的调制参数是载波为 1kHz的正弦波，调制频率为 1kHz的正弦波，调制深度为 180°，
调制源为内部(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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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PWM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PWM调制方式，进入 PWM界面，如下图。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 PWM波形的调制频率(PWM Freq)、调制深度(Width Dev)。按向下菜单键

可设置调制波形(Shape)、调制源(Source)等各项调制参数，菜单图见调幅说明。

缺省的调制参数是调制频率为 10Hz的正弦波，调制深度为 10 us，调制源为内部(Int)。

输出双边带调幅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DSB调制方式，进入双边带调幅界面，如下图。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双边带调幅波形的调制频率(DSB Freq)。 按向下菜单键可设置调制波形

(Shape)、调制源(Source)等各项调制参数，菜单图见调幅说明。

缺省的调制参数是载波为 1kHz的正弦波，调制频率为 1kHz的正弦波，调制源为内部(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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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FSK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FSK调制方式，进入 FSK界面，如下图。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 FSK波形的跳变频率(Hop Freq)、FSK转换速率(FSK Rate)、触发源(Source)
等各项调制参数。

缺省的 FSK参数是跳变频率为 100kHz，转换速率 1kHz，触发源为内部(Int)。

输出 ASK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ASK调制方式，进入 ASK界面，如下图。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 ASK波形的跳变频率 ASK转换速率(ASK Rate)、触发源(Source)等各项调

制参数。

缺省的 ASK参数是转换速率 1kHz，触发源为内部(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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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BPSK波形

按 键，进入 BPSK界面，如下图。

打开 ON状态，就有 BPSK信号输出。在此界面可以设置 BPSK波形的第二相位(BPSK Phase)、
BPSK转换速率(BPSK Rate)、触发源(Source)等各项调制参数。

缺省的 BPSK参数是第二相位为 180°，转换速率 1kHz，触发源为内部(Int)。

输出 SWEEP波形

按 键，进入 SWEEP界面，如下图。

打开 ON 状态，就有 SWEEP 信号输出。在此界面可以设置 SWEEP 波形的扫描模式

(Linear/log )、扫描时间(Sweep Time)、扫描起始频率(Start Freq)、扫描终止频率(Stop Freq )、
保持时间(Hold Time)、返回时间(Return Time)、等各项参数。

缺省的 SWEEP参数，扫描模式 Linear，扫描起始频率 1kHz，扫描终止频率 100kHz，扫描时

间 1.0sec，保持时间 0.0sec，返回时间 0.0sec，触发模式为内部(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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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Burst波形

按 键，进入 Burst界面，如下图。

打开 ON 状态，就有 Burst 信号输出。在此界面可以设置 Burst 波形的猝发模式 (N
Cycle/Gated)、起始相位(Start Phase)、波形个数(Cycle Count)、猝发周期(Burst Period)等
各项参数。

缺省猝发参数，波形正弦波，频率 1kHz，N Cycle猝发模式，起始相位 0.0°，波形个数 1，
猝发周期为 10mSec。

输出叠加调制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SUM调制方式，进入叠加调制界面，如下图。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叠加波形的调制频率(SUM Freq)、调制深度(SUM Ampl)。按向下菜单键可

设置调制波形(Shape)、调制源(Source)等各项调制参数，菜单图见调幅说明。

缺省的调制参数是调制频率为 100Hz的正弦波，调制深度为 50%，调制源为内部(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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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QFSK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QFSK调制方式，进入 QFSK界面，如下图。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 QFSK波形的 QFSK转换速率(QFSK Rate)、触发源(Source)等各项调制参

数，按跳变频率(QFSK Freq)菜单键，可以进入跳变频率 1~3和跳变顺序的设置。

缺省的 QFSK参数是跳变频率 1为 100kHz，跳变频率 2为 2MHz，跳变频率 3为 30MHz，转

换速率 100Hz，跳变顺序为基波频率、跳变频率 1、跳变频率 2、跳变频率 3，触发源为内部

(Int)。

输出 QPSK波形

打开调制功能并选择 QPSK调制方式，进入 QPSK界面，如下图。

打开 ON状态，就有 QPSK信号输出。在此界面可以设置 QPSK波形的 QPSK转换速率(QPSK
Rate)、触发源(Source)等各项调制参数, 按跳变相位设置(QPSK Phase)菜单键，可进入跳变

相位 1~3和跳变顺序的设置。

缺省的 QPSK参数是跳变相位 1为 90°，跳变相位 2为 180°，跳变相位 3为 270°，转换

速率 100Hz，跳变顺序为基波相位、跳变相位 1、跳变相位 2、跳变相位 3，触发源为内部(Int)。

计数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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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键，进入计数器界面，如下图。

在此界面可设置计数器通道的低通 (Filter)开关，耦合方式(Couple)和触发电平(Trig Level)。
测量数据有被测信号的频率(Frequency)、周期(Period)、正脉宽(Positive Width)和占空比

(Duty)。

缺省计数器参数，低通关，交流耦合，触发电平为 0V。

CH1/CH2功能菜单

按 或 键，显示通道设置菜单：

该菜单可控制端口输出信号(Output)的开/关，设置输出端口的负载(Load)

为 HighZ/50Ω。触发(Trigger)模式设置在 Sweep、Burst功能下有效。Sweep、

Burst的触发模式有 Int/Ext/Single。设置触发(Trigger)模式 Int/Ext/Single。

Units和 Trigger功能菜单在后面介绍。

Utility功能菜单

按 键，显示系统功能设置菜单：

该菜单可设置当前工作状态的存储/调用，仪器 I/O端口参数的设置，仪器

一些配置的设置 (参考频率 (Int/Ext)，蜂鸣器 (On/Off)，开机状态

(Factory/Last)，系统时钟和屏保的设置。

Dual功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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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键，显示系统功能设置菜单：

该菜单可设置双通道的频率耦合、幅度耦合、互耦和同步信号输出。频率耦

合可以设置频率差耦合方式和频率比耦合方式。同步信号可设置为通道 1

或通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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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操作说明

经过上面的说明，您应该已经对于仪器的前后面板，仪器的各种功能和按键的使用有了

一个初步的了解。你应该能够初步简单设置仪器输出各种波形，实现各种功能。在阅读本章

节之前，建议您先阅读前一章快速入门。

本章节将详细介绍仪器的各种功能。本章节包括以下内容：

·设置正弦波信号 ( )

·设置方波信号 ( )

·设置斜波信号 ( )

·设置脉冲波信号 ( )

·设置噪声波信号 ( )

·设置任意波信号 ( )

·设置 DC波信号 ( )

·设置调制功能 ( )

·设置频率扫描(Sweep)信号 ( )

·设置猝发(Burst)信号 ( )

·Units设置 ( )

·Utility设置 ( )

·计数器功能 ( )

·通道 1设置 ( )

·通道 2设置 ( )

·Dual设置 ( )

·Trigger设置 ( )

建议您仔细阅读本章节，以使您能够彻底了解本仪器的各种输出信号的功能和它的设置方

法。

设置正弦波信号

按 键，仪器输出正弦波，并进入正弦波的各种参数设置界面。

正弦波的参数有：频率/周期，幅度和偏移。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正

弦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通道信息 显示当前通道输出什么波形，开关状态，阻抗设置。以及仪器的参考频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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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状态等系统信息。

波形显示 显示你当前设置波形的示意图

频 率 显示你当前设置的频率值，选中后会被高亮

幅 度 显示你当前设置的幅度值，选中后会被高亮

偏 移 显示你当前设置的直流偏移值，选中后会被高亮

相 位 显示你当前设置的相位值，选中后会被高亮

操作菜单 当前界面的操作菜单，显示有多少参数可以设置和修改，通过右边的 softkey来
选择或设置

当前参数名称 显示当前选择参数的名称

当前参数显示修改区 当前选择参数显示，如果设置和修改的话，就在这里显示。

使用菜单右边的 softkey选择你要设置和修改的参数，屏幕左上方被选择的参数会被高

亮，同时在下方显示参数名称和数值。光标停在数值的左端。用户可以在这个当前参数显示

区设置或修改。

菜单说明

Frequency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频率 如果再按下 softkey会显示 Period，设置信号的周期。

Frequency/Period 在每次按下 softkey时，互相切换显示。

Amplitud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输出幅度

Offset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直流偏移

Phas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相位

设置输出信号的频率/周期

按 —> Frequency 当前信号的频率值会在屏幕的下方被显示。用户可以使用旋钮或

数字键盘来设置或修改。如果要输入周期值，可以再按一下右边的 softkey，那么就会切换

至 Period。

波形显示

通道信息

操作菜单

通过右边的菜

单功能键来选

择或设置

频率

幅度

偏移

当前参数名称

当前参数显示

修改区

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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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需要的频率值

比如要设置 100kHz，可以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右边的 softkey来完成。

如按键 再按单位 kHz右边的 softkey完成输入。在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输入的

情况下，左光标键 用于删除上一位输入的数字。如下图。

输入需要的周期值

比如要设置 0.01mSec，可以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右边的 softkey来完成。

如按键 再按单位mSec右边的 softkey完成输入。在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输

入的情况下，左光标键 用于删除上一位输入的数字。如下图。

也可以使用光标键和旋钮来完成数值的设置和修改。

设置输出信号的幅度

按 —> Amplitude 当前信号的输出幅度值会在屏幕的下方被显示。用户可以使用旋钮

或数字键盘来设置或修改。

输入需要的幅度值

比如要设置输出幅度 2.3 Vpp，可以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右边的 softkey来完成。如按键

再按单位 Vpp右边的 softkey完成输入。在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输入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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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光标键 用于删除上一位输入的数字。如下图。

也可以使用光标键和旋钮来完成数值的设置和修改。

设置输出信号的直流偏移

按 —> Offset 当前信号的输出直流偏移值会在屏幕的下方被显示。用户可以使用旋

钮或数字键盘来设置或修改。

输入需要的直流偏移值

比如要设置输出直流偏移-1.5 Vdc，可以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右边的 softkey来完成。如

按键 再按单位 Vdc右边的 softkey完成输入。在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输入

的情况下，左光标键 用于删除上一位输入的数字。如下图。

也可以使用光标键和旋钮来完成数值的设置和修改。

正弦波直流偏移的设置的范围是 -10Vdc ~ 10Vdc (High Z)

幅度和直流偏移的设置应该满足公式：|Voffset| ≤ Vmax - Vpp/2

Vmax 是已选定输出终端的峰值电压(对于50Ω的负载为5V，或对于高阻抗负载为

10V) 。

输入需要的相位值

比如要设置相位为 20.5°，可以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右边的 softkey来完成。如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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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单位 degree右边的 softkey完成输入。在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输入的情况

下，左光标键 用于删除上一位输入的数字。如下图。

也可以使用光标键和旋钮来完成数值的设置和修改。

设置方波信号

按 键，仪器输出方波，并进入方波的各种参数设置界面。方波的参数有：频率/周期、

幅度、偏移和占空比。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方波信号波形。显示界

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菜单说明

Frequency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频率 如果再按下 softkey会显示 Period，设置信号的周期。

Frequency/Period 在每次按 softkey时，互相切换显示。

Amplitud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输出幅度

Offset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直流偏移

Phas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相位

Duty Cycl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占空比

被选择的参数，相应菜单选项会被高亮

设置方波信号的占空比

按 —> Duty Cycle 当前方波信号的占空比会在屏幕的下方被显示。用户可以使用旋

占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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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或数字键盘来设置或修改。

频率值、幅度值、偏移值和相位值的输入具体数值的方法与正弦波的参数输入数值的方法相

同。

输入需要的占空比

比如要设置占空比为 50.2%，可以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右边的 softkey来完成。如按键

再按单位 Percent右边的 softkey完成输入。在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输入

的情况下，左光标键 用于删除上一位输入的数字。如下图。

也可以使用光标键和旋钮来完成数值的设置和修改。

设置斜波信号

按 键，仪器输出斜波，并进入斜波的各种参数设置界面。斜波的参数有：频率/周期、

幅度、偏移和对称性。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斜波信号波形。显示界

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菜单说明

Frequency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频率 如果再按下 softkey会显示 Period，设置信号的周期。

Frequency/Period 在每次按 softkey时，互相切换显示。

Amplitud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输出幅度

Offset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直流偏移

Phas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相位

Symmetry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对称性

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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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择的参数，相应菜单选项会被高亮。

频率值、幅度值、偏移值和相位值的输入具体数值的方法与正弦波的参数输入数值的方法相

同。输入对称性具体数值的方法与方波输入占空比具体数值的方法相同。

也可以使用光标键和旋钮来完成数值的设置和修改。

设置脉冲波信号

按 键，仪器输出脉冲波，并进入脉冲波的各种参数设置界面。

脉冲波的参数有：频率/周期、幅度、偏移、脉冲宽度/占空比、上升沿、下降沿。可以通过

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脉冲波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

下。

菜单说明

Frequency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频率 如果再按下 softkey会显示 Period，设置信号的周期。

Frequency/Period 在每次按 softkey时，互相切换显示。

Amplitud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输出幅度

Offset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直流偏移

Phas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相位

Pulse Width 选择和设置脉冲信号的脉冲宽度

Lead Edge 选择和设置脉冲信号的上升沿时间

Trail Edge 选择和设置脉冲信号的下降沿时间

Duty Cycle 选择和设置脉冲信号的占空比

脉冲宽度/占空比

上升沿时间

下降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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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择的参数，相应菜单选项会被高亮。

频率值、幅度值、偏移值和相位值的输入具体数值的方法与正弦波的参数输入数值的方法相

同。输入脉冲宽度、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的具体数值的方法与正弦波输入周期具体数值

的方法相同。输入脉冲波占空比具体数值的方法与方波输入占空比具体数值的方法相同。

设置噪声波信号

按 键，仪器输出噪声波，并进入噪声波的各种参数设置界面。

噪声波的参数有：幅度、偏移。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噪声波信号波

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菜单说明

Amplitud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输出幅度

Offset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直流偏移

被选择的参数，相应菜单选项会被高亮

幅度值、偏移值的输入具体数值的方法与正弦波的参数输入数值的方法相同。

设置任意波信号

按 键，仪器输出任意波，并进入任意波的各种参数设置界面。

任意波的参数有：采样速率、幅度、偏移、任意波形的选择。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

实现你所要求的任意波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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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说明

Frequency 选择和设置任意波信号的频率

Amplitud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输出幅度

Offset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直流偏移

Phase 选择和设置信号的相位

Arbs 选择已经存储在仪器内部的任意波形

被选择的参数，相应菜单选项会被高亮

频率值、幅度值、偏移值和相位值的输入具体数值的方法与正弦波的参数输入具体数值的方

法相同。

选择仪器内部已经储存的任意波形

按 Arbs右边的 softkey，进入任意波选择界面。如下

菜单说明

Built-in 选择内置任意波

Import Data 选择自定义的任意波或外部 U盘输入的任意波

Harmonic Config 选择和设置谐波任意波信号

按 Buit-in进入内置任意波选择界面。如下：

任意波保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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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中 Math、Project和Win/Trig为任意波的分类，在某一类中可以通过旋钮和光标上

下箭头来选择仪器内部已有的任意波形。选择完毕后按 Select 右边的 softkey确认。否则按

Cancel 右边的 softkey忽略。

自定义任意波的选择界面如下：

可以通过旋钮和光标上下箭头来选择自定义存储在仪器内的任意波形。选择完毕后按
Select 右边的 softkey确认。否则按 Cancel 右边的 softkey忽略。可以按 Selet Data File右
边的 softkey选择通过 U盘文件输入任意波。

通过 U盘文件输入任意波的界面如下：

可以通过旋钮和光标上下箭头来选择任意波文件。屏幕最多连目录和文件显示 12行。
任意波文件是以.TXT为尾 ，可由配套的计算机任意波生成软件制作。当光标停在任意波文
件处时，会出现 Store和 Enger菜单项。按 Select确认，按 Store将 U盘文件输入的任意波
数据存储在进入文件输入界面前光标所在自定义任意波项中，否则按 Cancel 右边的 softkey
退出。



SP33522 函数/任意波信号发生器使用说明书

29

设置谐波信号

选择和设置谐波任意波信号界面如下：

菜单说明

Config 编辑谐波参数或退出编辑状态

Display 在波形显示区显示当前参数设置的谐波波形

Delete 删除当前光标所在行参数并退出编辑状态

Execute 存储并输出谐波波形

Cancel 不存储参数并退出编辑界面

在编辑状态下，即 Config 菜单键亮显时，可以通过旋钮和光标上下箭头选择表中需要

编辑的行，左右箭头选择当前行所需编辑的参数项。在非编辑状态下，即 Config 菜单键没

有亮显时，可以通过旋钮和上下箭头翻页。当当前光标所在行数据为空时，按向下键或用旋

钮下滚，光标不会有反应。

表中 No. 列是序号，不可编辑；Times 列是谐波次数，表示谐波频率对基波频率的倍

数，谐波次数的设置必须是 50 以内的正整数，当谐波次数设置为1 时，也就是基波频率，

若为0则该次谐波不起作用；Phase 列是谐波相位；Ampl列是谐波幅度，为一个百分比参数，

是指谐波的幅度和编辑波形满幅度的比值。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在某个波形点处，各次谐波都是以最大幅度值相加，那么各次谐波

的幅度之和应该小于100％。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同一个波形点处，不同谐波的幅度值

可能是互相抵消的，因此，各次谐波幅度之和可以大于100％。如果最后合成的波形超过了

满幅度，合成波形图会产生限幅，操作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作出权衡，减小基波或某些谐波

的幅度值。如果幅度设置为0，则该次谐波不起作用。本仪器可以由2 至50 个谐波合成一个

任意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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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DC 信号

在任意波选择表中，Math类中有 DC波形输出。如下图

DC波的参数有：幅度。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 DC波信号波形。

菜单说明

Offset 选择和设置 DC信号的幅度值

Arbs 返回任意波形选择界面

偏移值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与正弦波偏移值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相同。缺省是 0 Vdc。

设置已调制的信号

一个被调制的波形由载波波形和调制波形组成。载波的设置见上面各种波形的设置。本仪

器的调制采用全数字调制，调制精度高。

设置 AM 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AM调制并打开 AM功能，仪器输出 AM波形。

AM波形的调制参数有：调制频率、调制波形、调制深度和调制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

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 AM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调制频率

调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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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向下 softkey，进入如下界面：

菜单说明

AM Freq 设置和修改调制信号的频率

AM Depth 设置和修改 AM功能的调制深度

Shape 设置和修改 AM功能的调制波形，当选择另一通道波形为调制波形时则进行互

调。互调时调制频率参数无效。

Source 设置和修改 AM功能的调制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
之间互相切换

调制频率和调制深度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和方波占空比的具体数值的输入

方法。

选择 AM 内部调制的调制波形

按 Shape菜单键，当前 AM信号可以使用的内部调制波形在右边的菜单栏里一一列出。用

户可以按下对应波形名称右边的 softkey来完成选择。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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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信号的载波和调制波形的关系如下表

调制波形

载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
RAMP

DN
RAMP NOISE ARB

SINE ● ● ● ● ● ● ●

SQUARE ● ● ● ● ● ● ●

RAMP ● ● ● ● ● ● ●

PULSE ● ● ● ● ● ● ●

NOISE ● ● ● ● ● ●

ARB ● ● ● ● ● ● ●

设置 FM 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FM调制并打开 FM功能，仪器输出 FM波形。

调频信号的调制参数有：调频率、调制波形、调频频偏和调制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

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 FM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按向下 softkey，出现的菜单与 AM一致。

菜单说明

FM Freq 设置和修改调制信号的频率

Freq Dev 设置和修改 FM功能的调频频偏

Shape 设置和修改 FM功能的调制波形

Source 设置和修改 FM功能的调制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
之间互相切换

调频频率

调频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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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频频率和调频频偏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的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

选择调制波形的方法参考 AM选择调制波形。

FM信号的载波和调制波形的关系如下表

调制波形

载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
RAMP

DN
RAMP NOISE ARB

SINE ● ● ● ● ● ● ●

SQUARE ● ● ● ● ● ● ●

RAMP ● ● ● ● ● ● ●

PULSE ● ● ● ● ● ● ●

NOISE

ARB ● ● ● ● ● ● ●

设置 PM 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PM调制并打开 PM功能，仪器输出 PM波形。

PM波形的调制参数有：调制频率、调制波形、调制深度和调制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

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 PM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按向下 softkey，出现的菜单与 AM一致。

菜单说明

PM Freq 设置和修改调制信号的频率

Phase Dev 设置和修改 PM功能的调制深度

Shape 设置和修改 PM功能的调制波形

Source 设置和修改 PM功能的调制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
之间互相切换

调制频率和调制深度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和相位的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

选择调制波形的方法参考 AM选择调制波形。

PM信号的载波和调制波形的关系如下表

调制频率

调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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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波形

载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
RAMP

DN
RAMP NOISE ARB

SINE ● ● ● ● ● ● ●

SQUARE ● ● ● ● ● ● ●

RAMP ● ● ● ● ● ● ●

PULSE ● ● ● ● ● ● ●

NOISE

ARB ● ● ● ● ● ● ●

设置 PWM 信号

在仪器输出脉冲波的情况下，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PWM调制并打开 PWM功能，

仪器输出 PWM波形。

PWM波形的调制参数有：调制频率、调制波形、调制深度和调制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

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 PWM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按向下 softkey，出现的菜单与 AM一致。

菜单说明

PWM Freq 设置和修改调制信号的频率

Width Dev 设置和修改 PWM功能的调制深度

Shape 设置和修改 PWM功能的调制波形

Source 设置和修改 PWM功能的调制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之间互相切换

调制频率和调制深度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和周期的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

选择调制波形的方法参考 AM选择调制波形。

PWM信号的载波和调制波形的关系如下表

调制波形

载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
RAMP

DN
RAMP NOISE ARB

PULSE ● ● ● ● ● ● ●

调制频率

调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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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双边带调幅(DSB)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DSB调制并打开 DSB功能，仪器输出 DSB波形。

DSB波形的调制参数有：调制频率、调制波形和调制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

你所要求的 DSB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按向下 softkey，出现的菜单与 AM一致。

菜单说明

DSB Freq 设置和修改调制信号的频率

Shape 设置和修改 DSB功能的调制波形

Source 设置和修改 DSB功能的调制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
之间互相切换

调制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选择调制波形的方法

参考 AM选择调制波形。

DSB信号的载波和调制波形的关系如下表

调制波形

载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
RAMP

DN
RAMP NOISE ARB

SINE ● ● ● ● ● ● ●

SQUARE ● ● ● ● ● ● ●

RAMP ● ● ● ● ● ● ●

PULSE ● ● ● ● ● ● ●

NOISE ● ● ● ● ● ●

ARB ● ● ● ● ● ● ●

设置 FSK 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FSK调制并打开 FSK功能，仪器输出 FSK波形。

FSK波形的调制参数有：跳变频率、切换速率和触发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

你所要求的 FSK信号。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调制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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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说明

Hop Freq 设置和修改跳变频率

FSK Rate 设置和修改 FSK的跳变频率

Source 设置和修改 FSK功能的触发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之间互相切换跳变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具体数

值的输入方法。

FSK信号的载波如下表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NOISE ARB
FSK ● ● ● ● ●

设置 ASK 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ASK调制并打开 ASK功能，仪器输出 ASK波形。

ASK波形的调制参数有：切换速率和触发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

ASK信号。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菜单说明

ASK Rate 设置和修改 ASK的跳变频率

Source 设置和修改 ASK功能的触发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之间互相切换跳变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具体数

值的输入方法。

跳变频率

切换速率

切换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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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信号的载波如下表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NOISE ARB
ASK ● ● ● ● ● ●

设置 BPSK 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BPSK调制并打开 BPSK功能，仪器输出 BPSK波形。

BPSK波形的调制参数有：跳变相位、切换速率和触发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

你所要求的 BPSK信号。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菜单说明

BPSK Phase 设置和修改跳变相位

BPSK Rate 设置和修改 BPSK的切换速率

Source 设置和修改 BPSK功能的触发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Ext)之间互相切换

跳变相位和切换速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相位和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

BPSK信号的载波如下表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NOISE ARB
BPSK ● ● ● ● ●

设置 SWEEP 信号

按 仪器输出 SWEEP波形，并进入 SWEEP参数设置界面。

SWEEP信号的参数有：扫描模式、扫描时间、保持时间、返回时间、起始频率、终止频率和

触发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 SWEEP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

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跳变相位

切换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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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说明

Sweep (Off/On) 打开或关闭 Sweep功能，按右边的 softkey在 (Off/On)之间互相切换

Linear/Log 设置和修改 Sweep的扫描模式是线性/对数, 按右边的 softkey互相切换

Sweep Time 设置和修改 Sweep的扫描时间

Start&Stop 进入设置和修改 Sweep起始频率和终止频率的界面

Hold&Return 进入设置和修改 Sweep保持时间和返回时间的界面

扫描时间、保持时间和返回时间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周期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

起始频率和终止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

设置 Sweep 的扫描模式

按 —> Linear/Log，选择 Sweep的扫描模式(线性/对数)。按右边的 softkey互相切换。

Linear(线性)模式，仪器输出频率从起始频率到终止频率按固定步进频率增加或减少。

Log (对数)模式，仪器输出频率从起始频率到终止频率按指数方式增加或减少。

不管是那种方式，返回都是按照线性方式返回。

设置 Sweep 的触发源

按 ，选择 Int/Ext/Single。

触发模式 说 明

Int 仪器按照设置的参数周而复始地扫描

Ext 当外部触发输入口有一上升沿时，触发一次扫描，扫

描结束停止，等待下次上升沿触发

Single 当外部触发输入口有一上升沿时，触发一次扫描，扫

描结束停止，等待下次上升沿触发

在 Trigger界面，按一次 键触发一次扫描，

扫描结束停止，等待下次按 键触发

扫描时间

保持时间

起始频率

终止频率

返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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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p信号的载波如下表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NOISE ARB
Sweep ● ● ● ● ●

Sweep信号的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设置 Burst 信号

按 仪器输出 Burst波形，并进入 Burst参数设置界面。

Burst信号的参数有：Burst模式、起始相位、猝发波形个数、猝发周期和触发源。可以通过

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 Burst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

下。

菜单说明

Burst (Off/On) 打开或关闭 Burst功能，按右边的 softkey在 (Off/On)之间互相切换

N Cycle/Gated 设置和修改 Burst的模式是 N Cycle / Gated, 按右边的 softkey互相切换

Start Phase 设置和修改 Burst的起始相位

Cycle Count 设置和修改 Burst信号 N Cycle模式下的猝发波形个数

Polarity 设置和修改 Burst信号 Gated模式下的外部控制电平的极性

Burst Period 设置和修改 Burst信号 N Cycle模式下的猝发周期

起始相位

波形个数

猝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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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相位和猝发周期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相位和周期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

设置触发的模式

按 —> N Cycle/Gated ，切换 Burst的工作模式。

N Cycle模式 需设置猝发周期、猝发波形个数、起始相位等参数。触发源可以在(Int / Ext/
Single)之间切换。

触发模式 说 明

Int 仪器按照设置的参数周而复始地猝发

Ext 当外部触发输入口有一上升沿时，触发一次猝发，猝

发结束停止，等待下次上升沿触发

Single
当外部触发输入口有一上升沿时，触发一次猝发，猝

发结束停止，等待下次上升沿触发

在 Output界面，按一次 键触发一次猝发，猝

发结束停止，等待下次按 键触发

Gated模式 当触发源为 Int时，猝发周期的半个周期为 H,半个周期为 L。当触发源为

Ext时，仪器的输出状态受外部触发输入口的电平控制。比如外部触发输入

口的电平为H时，输出信号，为L是关闭输出。极性可以通过菜单选项Polarity
来设定。

Burst各种工作的波形图示如下：

N Cycle Int

N Cycle Ext/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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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d

设置 Burst 的猝发波形个数

按 —> Cycle Count ，Burst信号的猝发波形个数会在屏幕的下方被显示。用户可以

使用旋钮或数字键盘来设置或修改。

输入需要的猝发波形个数

比如要设置 Burst信号的猝发波形个数为 10，可以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右边的 softkey来

完成。如按键 再按单位 Enter右边的 softkey完成输入。在使用数字键盘和单位输

入的情况下，左光标键 用于删除上一位输入的数字。如下图。

也可以使用光标键和旋钮来完成数值的设置和修改

Burst信号的载波如下表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NOISE ARB
Burst ● ● ● ● ●

设置叠加调制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SUM调制并打开 SUM功能，仪器输出叠加调制波形。

SUM波形的调制参数有：调制频率、调制波形、调制深度和调制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

参数来实现你所要求的 SUM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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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频率

调制深度

菜单说明

SUM Freq 设置和修改调制信号的频率

SUM Ampl 设置和修改 SUM功能的调制深度，为叠加信号的幅度所占基波幅度的百分比

Shape 设置和修改 SUM功能的叠加波形

Source 设置和修改 SUM功能的调制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
之间互相切换

在叠加调制下，载波以一半的幅度输出，当调制深度为 100%时，输出叠加信号的幅度为原基

波的幅度。

调制频率和调制深度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和方波占空比的具体数值的输入

方法。选择调制波形的方法参考 AM选择调制波形。

SUM信号的载波和调制波形的关系如下表

调制波形

载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
RAMP

DN
RAMP NOISE ARB

SINE ● ● ● ● ● ● ●

SQUARE ● ● ● ● ● ● ●

RAMP ● ● ● ● ● ● ●

PULSE ● ● ● ● ● ● ●

NOISE ● ● ● ● ● ●

ARB ● ● ● ● ● ● ●

设置 QFSK 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QFSK调制并打开 QFSK功能，仪器输出 QFSK波形。

QFSK波形的调制参数有：跳变频率、切换速率和触发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

现你所要求的 QFSK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按向下 softkey，进入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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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变频率 1
跳变频率 2
跳变频率 3
切换速率

菜单说明

QFSK Freq 进入子菜单，设置跳变频率和跳变顺序

QFSK Rate 设置和修改 QFSK功能的调制深度

Source 设置和修改 QFSK功能的调制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
之间互相切换

按 QFSK Freq菜单键进入设置跳变频率和跳变顺序界面如下：

Hop Freq1~3设置跳变频率1~3，Order菜单键设置跳变顺序。如 Order 设置为1，2，3，
则按载波频率和跳变频率1、2、3 顺序输出。

在内部触发时，4个频率的输出在一个跳变周期内完成；在外部触发时，跳变频率的变

化由外部输入信号的电平变化所决定，即输入信号电平每改变一次，跳变频率改变一次，所

以 4个跳变频率的完成需要 2个信号周期。

跳变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

QFSK信号的载波和调制波形的关系如下表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NOISE ARB
QFSK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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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QPSK 信号

按 进入调制界面，选择 QPSK调制并打开 QPSK功能，仪器输出 QPSK波形。

QPSK波形的调制参数有：跳变相位、切换速率和触发源。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这些参数来实

现你所要求的 QFSK信号波形。显示界面如下图，各显示参数说明如下。

按向下 softkey，进入如下界面：

跳变相位 1
跳变相位 2
跳变相位 3
切换速率

菜单说明

QPSK Phase 进入子菜单，设置跳变相位和跳变顺序

QPSK Rate 设置和修改 QPSK功能的切换速率

Source 设置和修改QPSK功能的调制信号的来源，按右边的 softkey在内/外 (Int / Ext)
之间互相切换

按 QPSK Phase菜单键进入设置跳变相位和跳变顺序界面如下：

QPSK Phase1~3设置跳变相位1~3，Order菜单键设置跳变顺序。如 Order 设置为1，2，
3，则按载波相位和跳变相位1、2、3 顺序输出

在内部触发时，4个跳变相位的输出在一个跳变周期内完成；在外部触发时，跳变相位

的变化由外部输入信号的电平变化所决定，即输入信号电平每改变一次，跳变相位改变一次，

所以 4个跳变相位的完成需要 2个信号周期。

跳变相位和切换速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可参考正弦波相位和频率具体数值的输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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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SK信号的载波和调制波形的关系如下表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NOISE ARB
QPSK ● ● ● ● ●

Units 菜单

按 键，显示幅度单位设置菜单：

菜单说明

Amp Type 设置幅度值类型，有峰峰值/有效值/功率值(Vpp/
Vrms/dBm) ，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切换。其中功率

值(dBm)类型必须在通道输出负载设为 50Ω时，才有该

选项

CH1|CH2 界面

按 或 键，显示通道设置菜单：

Ouput (On/Off)打开或关闭仪器该通道的信号输出，按右边的 softkey在开

关 (On/Off)之间互相切换。

Load设置和修改仪器的外接负载状态(HighZ / 50Ω), 按右边的 softkey互相

切换。

Trigger 在 Sweep、Burst工作模式下，选择和修

改触发源。详细说明见上面

Sweep、Burst的相关说明

Utility 界面

按 键，显示系统设置菜单：

Store/Recall 进入工作状态存储/调用界面

I/O Config 进入仪器外部通讯接口参数设置界面

Instr Setup 进入仪器一些配置参数设置界面

System Setup 进入仪器系统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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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调用仪器工作状态

按 —> Store/Recall，进入工作状态存储/调用界面，见下图。

共有 10 组工作状态存储/调用，可以使用上下光标箭头或旋钮来选择。选择完毕后，如

果要存储当前工作状态，按 Store右边的 Softkey。如果要调用你所选择的工作状态，按 Recall
右边的 Softkey。如果返回 Utility界面，按 Cancel右边的 Softkey。
菜单说明

Store 存储当前工作状态

Recall 调用以前存储的工作状态

Cancel 退出 Utility界面

例子：

存储当前工作状态至 STATE_3.sta，

按 —> Store/Recall

使用上下光标箭头或旋钮来选择 STATE_3.sta，按 Store右边的 Softkey完成存储。

调用存储在 STATE_2.sta的工作状态，

按 —> Store/Recall

使用上下光标箭头或旋钮来选择 STATE_2.sta，按 Recall右边的 Softkey完成存储。仪器自

动退出 Utility界面。

外部通讯接口参数设置

按 —> I/O Config，进入外部通讯接口参数设置界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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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说明

GPIB Addr 设置仪器 Gpib地址

Show USB ID 显示仪器 USB接口的 ID
I/O Sel 选择你要使用的 I/O口

LAN Setup 设置 LAN口参数

返回 Utility界面

设置仪器 Gpib地址

按 —> I/O Config —> GPIB Addr

进入设置仪器 Gpib地址界面，Gpib地址在屏幕的下方显示，如上图。

使用键盘或旋钮来改变 Gpib地址。设置范围 1~31。

显示仪器 USB接口的 ID

按 —> I/O Config —> Show USB ID

进入显示仪器 USB ID界面，如下图。USB0::0x04cc::0x1a62::SP13101001 ::INSTR就

是仪器的 USB ID。其中 SP13101001 是仪器的序列号。

选择 I/O口

按 —> I/O Config —> I/O Sel

进入仪器选择 I/O界面，按 I/O Sel右边的 Softkey，可选择的接口在 USB、GPIB和 LAN之

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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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LAN口

按 —> I/O Config —> LAN Setup，显示如下界面

菜单说明

Mode 设置 LAN接口通讯方式(UDP/TCP)，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切换

IP Addr 设置仪器的 IP地址，输入 4组数字，各组数字间由小数点隔开

More… 选择下一页接口菜单

Enter 确认项，参数设置完成后波形选择确认才能有效，否则无效。

Canel 取消当前设置并退出 Utility菜单。

选择 More…
显示如下菜单：

Gateway 网关设置，由四组最大值为 255的数字组成，各组数字间由

小数点隔开，一般为主机的 IP地址

Subnet 子网掩码设置，由四组最大值为 255的数字组成，各组数字

间由小数点隔开

Loc Port 本地端口设置，最大为 65535
Host Port 主机端口设置，最大为 65535

仪器配置参数设置

按 —> Instr Setup，进入仪器配置参数设置界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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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说明

10MHz Ref 选择仪器基准频率的来源

Beeper 开关仪器内部蜂鸣器

Power On 设置仪器的开机状态

Language 界面语言选择

返回 Utility界面

选择仪器基准频率的来源

按 —> Instr Setup —> 10MHz Ref

进入选择仪器基准频率的来源界面，见上图。有两种来源(Int/Ext)，按右边的 softkey，在两

者之间切换。

开关仪器内部蜂鸣器

按 —> Instr Setup —> Beeper

进入开关仪器内部蜂鸣器界面，见上图。(Off/On)，按右边的 softkey，在两者之间切换。

设置仪器的开机状态

按 —> Instr Setup —> Power On

进入设置仪器开机状态界面，见上图。有两种选择，缺省/上次工作状态(Factory/Last)，按右

边的 softkey，在两者之间切换

界面语言选择

按 —> Instr Setup —> Language

进入界面语言选择界面，见上图。有中文/英文(English/中文)两种选择。按右边的 softkey，
在两者之间切换。

仪器系统参数设置

按 —> System Setup，进入仪器内部时钟设置界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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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说明

Date/Time 设置系统的日期和时间

Version 当前系统的版本号，不可设置

ScrnSvr 设置系统的屏保时间，共有五项选择(off/5 min/30 min/1 hour/5 hour)，
按右边的 softkey，在选择之间切换

返回 Utility界面

设置系统的日期和时间

按 —> System Setup —> Date/Time

进入设置系统的日期和时间界面，如下图。

菜单说明

Year 选择年份

Month 选择月份

Day 选择日期

Hour/Minute 选择小时和分钟

返回上一界面

要设置相应的时间选项，用上面的菜单选择后，使用光标上下箭头或旋钮来设置。设置完毕

后按 返回上一界面。

Counter 界面

按 键，进入仪器的计数器功能界面，如下图。在这个界面下，可以完成测频、周期、

正脉宽和占空比测量功能。



SP33522 函数/任意波信号发生器使用说明书

51

菜单说明

Filter 低通开关(On/Off)设置，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切换

Couple 耦合方式(AC/DC)设置，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切换

Trig Level 触发电平设置，可使用数字键、上下光标键和旋钮来设置

显示说明

Frequency 频率显示

Period 周期显示

Positive Width 正脉宽显示

Duty Cycle 占空比显示

Dual 界面

按 键，显示双通道设置菜单：

菜单说明

Freq Cpl 频率耦合开关(On/Off)设置，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

切换。如果耦合打开，则载波频率前会有蓝色*标记

Ampl Cpl 幅度耦合开关(On/Off)设置，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

切换。如果耦合打开，则载波幅度前会有蓝色*标记

Combine 双路叠加开关(On/Off)设置，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

切换

Freq Cpl Setup 频率耦合设置

Sync Setup 同步信号设置

设置频率耦合参数

按 —> Freq Cpl Setup

进入设置频率耦合菜单，如下图。

Freq Cpl 频率耦合方式频率差耦合方式/频率比耦合(Offset/
Ratio)设置，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切换

Freq Cpl Offset 频率差耦合值设置

Freq Cpl Ratio 频率比耦合值设置

返回上一界面

设置同步信号参数

按 —> Sync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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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设置同步信号菜单，如下图。

Sync 同步信号输出开关(On/Off)设置，按右边的 softkey可
互相切换

Channel 同步信号所同步的通道(CH1/CH2)的设置，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切换

返回上一界面

Trigger 菜单

按 键，显示触发方式设置菜单：

菜单说明

Trigger 设置触发类型，有内部/外部/单次(Int/Ext/Single) ，

按右边的 softkey可互相切换。该选项只对扫描和猝发

功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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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程 参 考

SP33522提供了 GPIB、LAN、USB等通讯接口，你可以通过这些接口使用 SCPI指令来

编程控制仪器，完成你所需要的操作。

在遥控仪器前，应该按照操作使用说明 Utility项来设置好仪器的通讯接口。仪器通讯时，

仪器进入远控状态，在仪器 LCD屏幕的右上角会有一 RMT标记表示仪器正处于远控状态。

在远控状态除了 按键，其它按键都被封锁，不能使用。此时 键作为 LOCAL键

来使用，使仪器返回本地状态，仪器面板恢复操作功能，仪器 LCD屏幕的右上角 RMT标记

消失。

下面对仪器所提供的 SCPI指令来做详细说明。

SCPI 指令介绍

SCPI(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是一款为测试测量仪器而设

计的基于 ASCII字符的指令语言。SCPI指令是一种分级的树形结构。如下例：

FM:SOURce {INTernal|EXTernal}
DEViation <peak deviation in Hz>
INTernal:FUNCtion {SINusoid|SQUare|TRIangle| UP_RAMP|DOWN_RAMP|……}

例子中 FM是第一级指令，SOURce，DEViation，INTernal是第二级指令，FUNCtion是第

三级指令。各级指令之间用冒号(:)来区分。

SCPI指令语法说明如下：

FM: INTernal:FUNCtion {SINusoid|SQUare|TRIangle| UP_RAMP|DOWN_RAMP|……}
FREQuency <frenqucy> {uHz|mHz|Hz|kHz|MHz}
APPLy:SQUare <frequency>,<amplitude>,<offset>

上述例子指令中，指令是大小写字母混合的。大写字母是简短的拼写指令，你可以只发

送大写字母来构成短指令。你也可发送全部字符的长指令，更容易阅读和理解。

冒号(:) 用于分割各级指令

空格( ) 用于分割指令和参数，参数和单位

三角括号(<>) 指示在这个位置，你需要输入你要求的参数，三角括号不发送

大括号({}) 集合了你可以选择的所有参数字符或单位字符，你可以选择发送其中

的任何一个参数字符或单位字符。大括号不发送

竖线(|) 在参数或单位集合中，区分不同的参数字符或单位单位，竖线不发送

逗号(,) 分割多个参数

发送的数据格式：

<frequency> value + unit unit={uHz|mHz|Hz|kHz|MHz }
<amplitude> value + unit unit={mVpp|Vpp}
<offset> value + unit unit={uVdc|mVdc|Vdc}
<time><seconds> value + unit unit={nSec|uSec|mSec|Sec|kSec}
<degrees><phase> value unit default is degrees
<percent> value unit default is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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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从仪器查询当前的参数，可以在命令后面直接加一问号(?)即可。如下：

FM: INTernal:FUNCtion?
FREQuency?
APPLy?
仪器返回的数据格式，除了字符串外，返回的数值使用的是科学计数法。如:

SIN
1.000000E+03

SCPI 指令快速参考

APPLy指令

[SOURce[1|2]:]APPLy?
[SOURce[1|2]:]APPLy: ARBitrary < frequency>,<amplitude>,<offset>
[SOURce[1|2]:]APPLy:DC <frequency>,<amplitude>,<offset>
[SOURce[1|2]:]APPLy:NOISe <frequency>,<amplitude>,<offset>
[SOURce[1|2]:]APPLy:PULSe <frequency>,<amplitude>,<offset>
[SOURce[1|2]:]APPLy:RAMP <frequency>,<amplitude>,<offset>
[SOURce[1|2]:]APPLy:SINusoid <frequency>,<amplitude>,<offset>
[SOURce[1|2]:]APPLy:SQUare <frequency>,<amplitude>,<offset>

输出配置指令

波形选择指令(Shape Command)
[SOURce[1|2]:]FUNCtion:SHAPe
{SINusoid|SQUare|RAMP|NOISe|PULSe|DC|LOG_RISE|LOG_FALL|EXP_FALL|EXP_RISE|S
QR|X2|SINX/X|CARDIAC|LORENTZ|GAUSS|HAVERSINE|D_LORENTZ|GAUSPULS|GMONO
PULS|STAIRDN|STAIRUD|TRAPEZIA|QUAKE|TWOTONE|SNR|TAN|COT|SEC|CSC|ASIN|AC
OS|ATAN|ACOT|HANNING|HAMMING|KAISER|BLACKMAN|GASSIWIN|HARRIS|BARTLETT
|HARMONIC|ARB0|ARB1|ARB2|ARB3|ARB4|ARB5|ARB6|ARB7|ARB8|ARB9}
[SOURce[1|2]:]FUNCtion:SHAPe?

频率设置指令(FREQUENCY CONTROL)
[SOURce[1|2]:]FREQuency <frequency>
[SOURce[1|2]:]FREQuency?

幅度设置指令(VOLTAGE)
[SOURce[1|2]:]VOLTage <amplitude>
[SOURce[1|2]:]VOLTage?
[SOURce[1|2]:]VOLTage:OFFSet <offset>
[SOURce[1|2]:]VOLTage:OFFSet?

方波指令(SQUARE WAVE)
[SOURce[1|2]:]SQUare:DCYCle <percent>
[SOURce[1|2]:]SQUare:D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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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波指令(RAMP)
[SOURce[1|2]:]RAMP:SYMMetry <percent>
[SOURce[1|2]:]RAMP:SYMMetry?

计数器输入通道设置指令(INPUT)
INPUT:FILTER {ON|OFF}
INPUT:FILTER?
INPUT:COUPle {AC|DC}
INPUT:COUPle?

输出通道设置指令(OUTPUT)
[SOURce[1|2]:]OUTPut {ON|OFF}
[SOURce[1|2]:]OUTPut?
[SOURce[1|2]:]OUTPut:LOAD {50|INFinity }
[SOURce[1|2]:]OUTPut:LOAD?
[SOURce[1|2]:]OUTPut:SYNC {ON|OFF}
[SOURce[1|2]:]OUTPut:SYNC?

脉冲波配置指令(Pulse Configuration Commands)
[SOURce[1|2]:]PULSe:DCYCle <percent>
[SOURce[1|2]:]PULSe:DCYCle?
[SOURce[1|2]:]PULSe:WIDTh <seconds>
[SOURce[1|2]:]PULSe:WIDTh?
[SOURce[1|2]:]PULSe:TRANsition:LEADing <seconds>
[SOURce[1|2]:]PULSe:TRANsition:LEADing?
[SOURce[1|2]:]PULSe:TRANsition:TRAiling <seconds>
[SOURce[1|2]:]PULSe:TRANsition:TRAiling?

调制功能指令(Modulation Commands)

AM
[SOURce[1|2]:]AM:DEPTh <depth_in_percent>
[SOURce[1|2]:]AM:DEPTh?
[SOURce[1|2]:]AM:INTernal:FREQuency <frequency>
[SOURce[1|2]:]AM:INTernal:FREQuency?
[SOURce[1|2]:]AM:INTernal:FUNCtion
{SINusoid|SQUare|TRIangle|UP_RAMP|DOWN_RAMP|NOISe|ARB}
[SOURce[1|2]:]AM:INTernal:FUNCtion?
[SOURce[1|2]:]AM: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
[SOURce[1|2]:]AM:SOURce?
[SOURce[1|2]:]AM:STATe {ON|OFF}
[SOURce[1|2]:]AM:STATe?

FM
[SOURce[1|2]:]FM:DEViation <peak_deviation_in_Hz>
[SOURce[1|2]:]FM:DEViation?



SP33522 函数/任意波信号发生器使用说明书

56

[SOURce[1|2]:]FM:INTernal:FREQuency <frequency>
[SOURce[1|2]:]FM:INTernal:FREQuency?
[SOURce[1|2]:]FM:INTernal:FUNCtion
{SINusoid|SQUare|TRIangle|UP_RAMP|DOWN_RAMP|NOISe|ARB}
[SOURce[1|2]:]FM:INTernal:FUNCtion?
[SOURce[1|2]:]FM: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SOURce[1|2]:]FM:SOURce?
[SOURce[1|2]:]FM:STATe {ON|OFF}
[SOURce[1|2]:]FM:STATe?

PM
[SOURce[1|2]:]PM:DEViation <deviation in degrees>
[SOURce[1|2]:]PM:DEViation?
[SOURce[1|2]:]PM:INTernal:FREQuency <frequency>
[SOURce[1|2]:]PM:INTernal:FREQuency?
[SOURce[1|2]:]PM:INTernal:FUNCtion
{SINusoid|SQUare|TRIangle|UP_RAMP|DOWN_RAMP|NOISe|ARB}
[SOURce[1|2]:]PM:INTernal:FUNCtion?
[SOURce[1|2]:]PM: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SOURce[1|2]:]PM:SOURce?
[SOURce[1|2]:]PM:STATe {ON|OFF}
[SOURce[1|2]:]PM:STATe?

PWM
[SOURce[1|2]:]PWM:DEViation <peak deviation in time>
[SOURce[1|2]:]PWM:DEViation?
[SOURce[1|2]:]PWM:DEViation:DCYCle <peak deviation_in_percent>
[SOURce[1|2]:]PWM:DEViation:DCYCle?
[SOURce[1|2]:]PWM:INTernal:FREQuency <frequency>
[SOURce[1|2]:]PWM:INTernal:FREQuency?
[SOURce[1|2]:]PWM:INTernal:FUNCtion
{SINusoid|SQUare|TRIangle|UP_RAMP|DOWN_RAMP|NOISe|ARB}
[SOURce[1|2]:]PWM:INTernal:FUNCtion?
[SOURce[1|2]:]PWM: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SOURce[1|2]:]PWM:SOURce?
[SOURce[1|2]:]PWM:STATe {ON|OFF}
[SOURce[1|2]:]PWM:STATe?

DSB
[SOURce[1|2]:]DSB:INTernal:FREQuency <frequency>
[SOURce[1|2]:]DSB:INTernal:FREQuency?
[SOURce[1|2]:]DSB:INTernal:FUNCtion
{SINusoid|SQUare|TRIangle|UP_RAMP|DOWN_RAMP|NOISe|ARB}
[SOURce[1|2]:]DSB:INTernal:FUNCtion?
[SOURce[1|2]:]DSB: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
[SOURce[1|2]:]DSB: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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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1|2]:]DSB:STATe {ON|OFF}
[SOURce[1|2]:]DSB:STATe?

BPSK
[SOURce[1|2]:]BPSK:PHASe <angle in degrees>
[SOURce[1|2]:]BPSK:PHASe?
[SOURce[1|2]:]BPSK:INTernal:RATE <frequency>
[SOURce[1|2]:]BPSK:INTernal:RATE?
[SOURce[1|2]:]BPSK: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SOURce[1|2]:]BPSK:SOURce?
[SOURce[1|2]:]BPSK:STATe {ON|OFF}
[SOURce[1|2]:]BPSK:STATe?

FSK
[SOURce[1|2]:]FSKey:FREQuency <frequency>
[SOURce[1|2]:]FSKey:FREQuency?
[SOURce[1|2]:]FSKey:INTernal:RATE < frequency >
[SOURce[1|2]:]FSKey:INTernal:RATE?
[SOURce[1|2]:]FSKey: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SOURce[1|2]:]FSKey:SOURce?
[SOURce[1|2]:]FSKey:STATe {ON|OFF}
[SOURce[1|2]:]FSKey:STATe?

ASK
[SOURce[1|2]:]ASKey:INTernal:RATE < frequency >
[SOURce[1|2]:]ASKey:INTernal:RATE?
[SOURce[1|2]:]ASKey: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SOURce[1|2]:]ASKey:SOURce?
[SOURce[1|2]:]ASKey:STATe {ON|OFF}
[SOURce[1|2]:]ASKey:STATe?

Frequency Sweep
[SOURce[1|2]:]FREQuency:STARt <frequency>
[SOURce[1|2]:]FREQuency:STARt?
[SOURce[1|2]:]FREQuency:STOP <frequency>
[SOURce[1|2]:]FREQuency:STOP?
[SOURce[1|2]:]SWEep:SPACing <LINear|LOGarithmic>
[SOURce[1|2]:]SWEep:SPACing?
[SOURce[1|2]:]SWEep:HTIMe <hold_time>
[SOURce[1|2]:]SWEep:HTIMe?
[SOURce[1|2]:]SWEep:RTIMe <return_time>
[SOURce[1|2]:]SWEep:RTIMe?
[SOURce[1|2]:]SWEep:TIME <seconds>
[SOURce[1|2]:]SWEep: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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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1|2]:]SWEep: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SOURce[1|2]:]SWEep:SOURce?
[SOURce[1|2]:]SWEep:STATe {ON|OFF}
[SOURce[1|2]:]SWEep:STATe?

Burst Mode
[SOURce[1|2]:]BM:NCYCles <num_cycles>
[SOURce[1|2]:]BM:NCYCles?
[SOURce[1|2]:]BM:MODE {NCYCle|GATEd}
[SOURce[1|2]:]BM:MODE?
[SOURce[1|2]:]BM:GATE:POLarity {POS|NEG}
[SOURce[1|2]:]BM:GATE:POLarity?
[SOURce[1|2]:]BM:INTernal:PERiod <time in seconds>
[SOURce[1|2]:]BM:INTernal:PERiod?
[SOURce[1|2]:]BM:PHASe <angle in degrees>
[SOURce[1|2]:]BM:PHASe?
[SOURce[1|2]:]BM: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SOURce[1|2]:]BM:SOURce?
[SOURce[1|2]:]BM:STATe {ON|OFF}
[SOURce[1|2]:]BM:STATe?

SUM
[SOURce[1|2]:]SUM:DEPTh <depth_in_percent>
[SOURce[1|2]:] SUM:DEPTh?
[SOURce[1|2]:] SUM:INTernal:FREQuency <frequency>
[SOURce[1|2]:] SUM:INTernal:FREQuency?
[SOURce[1|2]:]SUM:INTernal:FUNCtion
{SINusoid|SQUare|TRIangle|UP_RAMP|DOWN_RAMP|NOISe|ARB}
[SOURce[1|2]:] SUM:INTernal:FUNCtion?
[SOURce[1|2]:] SUM: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
[SOURce[1|2]:] SUM:SOURce?
[SOURce[1|2]:] SUM:STATe {ON|OFF}
[SOURce[1|2]:] SUM:STATe?

QFSK
[SOURce[1|2]:] QFSKey:FREQuency1 <frequency>
[SOURce[1|2]:] QFSKey:FREQuency1?
[SOURce[1|2]:] QFSKey:FREQuency2 <frequency>
[SOURce[1|2]:] QFSKey:FREQuency2?
[SOURce[1|2]:]QFSKey:FREQuency3 <frequency>
[SOURce[1|2]:] QFSKey:FREQuency3?
[SOURce[1|2]:] QFSKey:INTernal:RATE < frequency >
[SOURce[1|2]:] QFSKey:INTernal:RATE?
[SOURce[1|2]:] QFSK:ORDer {1|2|3|4|5|6}
[SOURce[1|2]:] QFSK:ORDer?
[SOURce[1|2]:] QFSKey: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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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1|2]:] QFSKey:SOURce?
[SOURce[1|2]:] QFSKey:STATe {ON|OFF}
[SOURce[1|2]:] QFSKey:STATe?

QPSK
[SOURce[1|2]:]QPSK:PHASe1 <angle in degrees>
[SOURce[1|2]:]QPSK:PHASe1?
[SOURce[1|2]:]QPSK:PHASe2 <angle in degrees>
[SOURce[1|2]:]QPSK:PHASe2?
[SOURce[1|2]:]QPSK:PHASe3 <angle in degrees>
[SOURce[1|2]:]QPSK:PHASe3?
[SOURce[1|2]:]QPSK:INTernal:RATE <frequency>
[SOURce[1|2]:]QPSK:INTernal:RATE?
[SOURce[1|2]:]QPSK:ORDer {1|2|3|4|5|6}
[SOURce[1|2]:]QPSK:ORDer?
[SOURce[1|2]:]QPSK: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SOURce[1|2]:]QPSK:SOURce?
[SOURce[1|2]:]QPSK:STATe {ON|OFF}
[SOURce[1|2]:]QPSK:STATe?

触发指令(Trigger Command)
[SOURce[1|2]:]TRIGger:SOURce {IMMediate|EXTernal|SINGle}
[SOURce[1|2]:]TRIGger:SOURce?

双路耦合指令(Dual Command)
[SOURce[1|2]:]FREQ:COUPle:MODE [OFFSet|RATio]
[SOURce[1|2]:]FREQ:COUPle:MODE?
[SOURce[1|2]:]FREQ:COUPle:OFFSet <frequency>
[SOURce[1|2]:]FREQ:COUPle: OFFSet?
[SOURce[1|2]:]FREQ:COUPle:RATio <ratio>
[SOURce[1|2]:]FREQ:COUPle: RATio?
[SOURce[1|2]:]FREQ:COUPle: STATe {ON|OFF}
[SOURce[1|2]:]FREQ:COUPle: STATe?
VOLTage:COUPle: STATe {ON|OFF}
VOLTage:COUPle: STATe?

双路叠加指令(Combine Command)
[SOURce[1|2]:]COMBine:STATe {ON|OFF}
[SOURce[1|2]:] COMBine: STATe?

计数器功能指令(Counter Command)
FUNCtion:FREQuency INITial
FUNCtion:FREQuency?
FUNCtion:PWIDth?
FUNCtion: D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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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N?
*RST
*SAV {1|2|3|4|5|6|7|8|9|10}
*CAL {1|2|3|4|5|6|7|8|9|10}

SCPI 指令详细说明

[SOURce[1|2]:] 级

[SOURce[1|2]:]级提供后级指令设置通道的方法，可以省略。省略时为通道 1设置。以

下指令说明将该级略去，只是为了使指令简洁，便于阅读。

APPLy指令

APPLy指令提供了一种直接一次性设置仪器的输出函数波形，频率，输出电平，输出偏移

的方法。语法如下：

APPLy:<function> <frequency>,<amplitude>,<offset>

例如：APPLy:SIN 1000,1,1
一次性设置仪器输出正弦波，输出频率 1kHz，输出电平幅度 1Vpp，输出偏移 1Vdc。

它相当于下面四条指令的集合：

FUNCtion SIN
FREQ 1000
VOLT 1
VOLT:OFFS 1

本仪器提供输出 7中不同的 function。
ARBitrary|DC|NOISe|PULSe|RAMP|SINusoid|SQUare

你也可以直接一次性查询仪器当前波形输出的所有参数(见 APPLy?指令)

APPLy?

该指令用于查询仪器当前输出函数波形的名称，输出频率，输出电平幅度，输出偏移大小。

返回格式：

返回波形名称的短写字符，频率以 Hz为单位，输出电平幅度以 Vpp为单位，输出偏移

以 V为单位。频率、电平、偏移返回的数据格式都是科学计数法，如 2.000000E+00。

例子：如果仪器当前输出波形为正弦波，输出频率是 1kHz，输出电平是 2Vpp，输出偏移

是 1V，则返回数据如下：

SIN 1.0000000000E+03,2.000000e+00,1.000000E+00



SP33522 函数/任意波信号发生器使用说明书

61

APPLy设置指令说明见下表：

APPLy :ARBitrary

（ 设 置 任

意波）

<frequency> 设置输出频率 1uHz~300 kHz

,<amplitude> 设置输出电平幅度 1mVpp~10Vpp(50 Ω)
2mVpp~20Vpp(HighZ)

,<offset> 设置输出直流偏移 ≤±5Vdc (50 Ω)
≤±10Vdc (HighZ)

:DC

（ 设 置 直

流波）

<frequency> 设置输出频率 对于 DC波来说，没用，但是命令

中必须发送一数据

,<amplitude> 设置输出电平幅度 对于 DC波来说，没用，但是

命令中必须发送一数据

,<offset> 设置输出直流的幅度 ≤±5Vdc (50 Ω)
≤±10Vdc (HighZ)

:NOISe

（ 设 置 噪

声波）

<frequency> 设置输出频率 对于噪声波来说，没用，但是命令

中必须发送一数据

,<amplitude> 设置输出电平幅度 1mVpp~10Vpp(50 Ω)
2mVpp~20Vpp(HighZ)

,<offset> 设置输出直流偏移 ≤±5Vdc (50 Ω)
≤±10Vdc (HighZ)

:PULSe

（ 设 置 脉

冲波）

<frequency> 设置输出频率 1uHz~20MHz

,<amplitude> 设置输出电平幅度 1mVpp~10Vpp(50 Ω)
2mVpp~20Vpp(HighZ)

,<offset> 设置输出直流偏移 ≤±5Vdc (50 Ω)
≤±10Vdc (HighZ)

:RAMP

（ 设 置 斜

波）

<frequency> 设置输出频率 1uHz~4MHz

,<amplitude> 设置输出电平幅度 1mVpp~10Vpp(50 Ω)
2mVpp~20Vpp(HighZ)

,<offset> 设置输出直流偏移 ≤±5Vdc (50 Ω)
≤±10Vdc (HighZ)

:SINusoid <frequency> 设置输出频率 1uHz~160MHz/128MHz/88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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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置 正

弦波）

FMAX=160MHz/128MHz/88MHz
,<amplitude> 设置输出电平幅度 （50 Ω，高祖乘 2）

1mVpp~10Vpp (f≤40MHz)
1mVpp~5Vpp (40MHz＜f≤100MHz)
1mVpp~2.5Vpp (100MHz＜f≤130MHz)
1mVpp~1.5Vpp (130MHz＜f≤160MHz)

,<offset> 设置输出直流偏移 ≤±5Vdc (50 Ω)
≤±10Vdc (HighZ)

:SQUare

（ 设 置 方

波）

<frequency> 设置输出频率 1uHz~40MHz

,<amplitude> 设置输出电平幅度 1mVpp~10Vpp(50 Ω)
2mVpp~20Vpp(HighZ)

,<offset> 设置输出直流偏移 ≤±5Vdc (50 Ω)
≤±10Vdc (HighZ)

注意：amplitude和 offset设置的数字必须同时满足条件：

amplitude/2+ offset：≤±5 VDC 50 Ω
≤±10 VDC HighZ

其它指令以表说明如下：

命 令 参 数 说 明

FUNCTION SHAPE COMMANDS
FUNCtion
:SHAPe

{ SINusoid|SQUare|RAMP|
NOISe|PULSe|DC|LOG_RI
SE|LOG_FALL|EXP_FALL|E
XP_RISE|SQR|X2|SINX/X|
CARDIAC|LORENTZ|GAUS
S|HAVERSINE|D_LORENT
Z|GAUSPULS|GMONOPUL
S|STAIRDN|STAIRUD|TRA
PEZIA|QUAKE|TWOTONE|
SNR|TAN|COT|SEC|CSC|A
SIN|ACOS|ATAN|ACOT|HA
NNING|HAMMING|KAISER
|BLACKMAN|GASSIWIN|H
ARRIS|BARTLETT|HARMO
NIC|ARB0|ARB1|ARB2|AR
B3|ARB4|ARB5|ARB6|ARB
7|ARB8|ARB9}

设 置 通 道 输 出 的 函 数 波 形 ,
ARB0|ARB1|ARB2|ARB3|ARB4|ARB5|ARB6
|ARB7|ARB8|ARB9 只有在带任意波模块时

才能设置

FUNCtion 查询通道输出的函数波形，返回一字符串



SP33522 函数/任意波信号发生器使用说明书

63

:SHAPe? { SINusoid|SQUare|RAMP|NOISe|PULSe|
DC|LOG_RISE|LOG_FALL|EXP_FALL|EXP_R
ISE|SQR|X2|SINX/X|CARDIAC|LORENTZ|G
AUSS|HAVERSINE|D_LORENTZ|GAUSPULS
|GMONOPULS|STAIRDN|STAIRUD|TRAPEZ
IA|QUAKE|TWOTONE|SNR|TAN|COT|SEC|
CSC|ASIN|ACOS|ATAN|ACOT|HANNING|H
AMMING|KAISER|BLACKMAN|GASSIWIN|H
ARRIS|BARTLETT|HARMONIC|ARB0|ARB1|
ARB2|ARB3|ARB4|ARB5|ARB6|ARB7|ARB8
|ARB9}

FREQUENCY COMMANDS
FREQuency <frequency> 设置通道输出的函数波形的频率。

例如设置输出频率为 1.0kHz命令：FREQ 1.0
kHz

FREQuency? 查询通道当前输出函数波形的频率，返回数

字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仪器当前输出的频率是 1.0kHz，那么仪

器返回的数据：1.0000000000E+03

VOLTAGE COMMANDS
VOLTage <amplitude> 设置通道输出的电平幅度。

例如设置输出电平为 2.0Vpp，命令：VOLT 2.0
Vpp

VOLTage? 查询通道输出的电平幅度

返回数字以 Vpp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例如输出电平幅度为 2.0Vpp，则返回数据是

2.000000E+00

VOLTage
:OFFSet

<offset> 设置通道输出的直流偏移电平。

例如设置输出直流偏移为 2.0mVdc，
命令：VOLT:OFFS 2.0 mV

VOLTage
:OFFSet?

查询通道输出的直流偏移。

返回数字以 Vdc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例如输出直流偏移为 2.0 mVdc，则返回数据

是 2.000000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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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 COMMANDS
SQUare
:DCYCle

<percent> 设置方波波形的占空比。

如需设置方波占空比 35.1%，命令如下：

SQU:DCYC 35.1

SQUare
:DCYCle?

查询当前方波的占空比，返回数据为科学计数

法。如占空比为 26.6%，则返回数据为

2.660000E+01

RAMP COMMANDS
RAMP
:SYMMetry

<percent> 设置斜波波形的对称性。

如需设置斜波对称性 25.1%，命令如下：

RAMP: SYMM 25.1

RAMP
:SYMMetry?

查询当前斜波波形的对称性，返回数据为科学

计数法。如对称性为 26.6%，则返回数据为

2.660000E+01

INPUT COMMANDS
INPUT
:FILTER

{ON|OFF} 打开|关闭 计数器输入通道上的低通滤波器。

INPUT
:FILTER?

查询计数器输入通道上的低通滤波器的开关

状态。ON返回 1，OFF返回 0

INPUT
:COUPle

{AC|DC} 设置计数器输入通道上的耦合方式。

INPUT
:COUPle?

查询计数器输入通道上的耦合方式。返回字符

串 AC|DC

OUTPUT COMMANDS
OUTPut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主输出

OUTPut? 查询通道主输出的开关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OUTPut
:LOAD

{50|INFinity } 设置通道主输出口的负载状态

OUTPut
:LOAD?

查询通道主输出口的负载状态

返回字符串 50|INF

OUTPut
:SYNC

{ON|OFF } 打开或关闭通道同步信号输出。同步信号输出

只能同步一路通道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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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SYNC?

查询通道同步信号输出的状态。

PULSE COMMANDS
PULSe
:DCYCle

<percent> 设置脉冲波波形的占空比。

如需设置脉冲波占空比 35.1%，命令如下：

PULS:DCYC 35.1

PULSe
:DCYCle?

查询通道脉冲波的占空比，返回数据为科学计

数法。如占空比为 26.6%，则返回数据为

2.660000E+01

PULSe
:WIDTh

<seconds> 设置脉冲波波形的脉冲宽度。

如需设置脉冲波脉冲宽度为 1.23us，命令如

下：PULS:WIDT 1.23 us

PULSe
:WIDTh?

查询通道脉冲波的脉冲宽度，返回数据为科学

计数法，单位为秒。如脉冲宽度为 1.23us，
则返回数据为 1.230000E-06

PULSe
:TRANsition
:LEADing

<seconds> 设置脉冲波的上升沿时间。

如需设置脉冲波上升沿时间为 20.6ns，命令

如下：PULS:TRAN:LEAD 20.6 ns

PULSe
:TRANsition
:LEADing?

查询通道脉冲波的上升沿时间，返回数据为科

学计数法，单位为秒。如上升沿时间为30.4ns，
则返回数据为 3.040000E-08

PULSe
:TRANsition
:TRAiling

<seconds> 设置脉冲波的下降沿时间。

如需设置脉冲波下降沿时间为 20.6ns，命令

如下：PULS:TRAN:TRA 20.6 ns

PULSe
:TRANsition
:TRAiling?

查询通道脉冲波的下降沿时间，返回数据为科

学计数法，单位为秒。如下降沿时间为30.4ns，
则返回数据为 3.040000E-08

ARBITRARY COMMANDS
ARBitrary
: FREQuency

<frequency> 设置任意波频率。

如需设置任意波频率为 10kHz，命令如下：

ARB: FREQ 10 kHz

ARBitrary
: FREQuency?

查询通道任意波频率，返回数据为科学计数

法。如频率为 10kHz，则返回数据为

1.000000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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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ation Commands
AM COMMANDS

AM
:DEPTh

<depth_in_percent> 设置调幅的调制深度。

如要设置调制深度为 23.4%，则命令为：

AM:DEPT 23.4
设置范围: 0.0% ~ 100.0%

AM
:DEPTh?

查询通道调幅的调制深度。

如 当 前 调 制 度 为 23.4%， 则 返 回 数 值

2.340000E+01

AM
:INTernal
:FREQuency

<frequency> 设置调幅的调制信号的频率。

例如要设置调幅的调制信号的频率为 1kHz,
命令为 AM:INT:FREQ 1 kHz

AM
:INTernal
:FREQuency?

查询通道调幅的调制信号的频率，返回数字

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通道调幅的调制信号的频率是 1.0kHz，
那么仪器返回的数据：1.0000000000E+03

AM
:INTernal
:FUNCtion

{SINusoid|SQUare
|TRIangle|UP_RAMP
|DOWN_RAMP|NOISe
|CHANnel|ARB}

设置调幅的调制信号的波形。

例如要设置调幅的调制信号的波形为正弦波,
命令为 AM:INT: FUNC SIN

AM
:INTernal
:FUNCtion?

查询通道调幅的调制信号的波形。根据波形返

回相应字符串

{SIN|SQU|TRI|UP_RAMP|DOWN_RAMP
|NOIS|CHANnel|ARB}

AM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 设置调幅的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调幅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部,命令

为 AM:SOUR INT

AM
:SOURce?

查询通道调幅的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字符串

INT或 EXT

AM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仪器的调幅功能

AM
:STATe?

查询通道的调幅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DSB COMMANDS
DSB <frequency> 设置双边带调幅的调制信号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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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FREQuency

例如要设置双边带调幅的调制信号的频率为

1kHz,命令为 DSB:INT:FREQ 1 kHz

DSB
:INTernal
:FREQuency?

查询通道双边带调幅的调制信号的频率，返

回数字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仪器当前双边带调幅的调制信号的频率

是 1.0kHz ， 那 么 仪 器 返 回 的 数 据 ：

1.0000000000E+03

DSB
:INTernal
:FUNCtion

{SINusoid|SQUare
|TRIangle|UP_RAMP
|DOWN_RAMP|NOISe
|CHANnel|ARB}

设置双边带调幅的调制信号的波形。

例如要设置双边带调幅的调制信号的波形为

正弦波,命令为 DSB:INT: FUNC SIN

DSB
:INTernal
:FUNCtion?

查询通道双边带调幅的调制信号的波形。根据

波形返回相应字符串

{SIN|SQU|TRI|UP_RAMP|DOWN_RAMP
|NOIS|CHANnel|ARB}

DSB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 设置通道的双边带调幅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

|外部{INT|EXT}
例如要设双边带置调幅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

部,命令为 DSB:SOUR INT

DSB
:SOURce?

查询通道的双边带调幅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

字符串 INT或 EXT

DSB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双边带调幅功能

DSB
:STATe?

查询通道的双边带调幅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FM COMMANDS
FM
:DEViation

<peak_deviation_in_Hz> 设置调频的调制深度。

如要设置调制深度为 100kHz，则命令为：FM:
DEV 100 kHz
设置范围: ≤载波频率

FM
:DEViation?

查询当前调频的调制深度，返回数字以 Hz为
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当前调制深度为 100kHz，则返回数值

1.000000E+05

FM
:INTernal

<frequency> 设置调频的调制信号的频率。

例如要设置调频的调制信号的频率为 1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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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命令为 AM:INT:FREQ 1 kHz

FM
:INTernal
:FREQuency?

查询通道调频的调制信号的频率，返回数字

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通道调频的调制信号的频率是 1.0kHz，
那么仪器返回的数据：1.0000000000E+03

FM
:INTernal
:FUNCtion

{SINusoid|SQUare
|TRIangle|UP_RAMP
|DOWN_RAMP|NOISe
|CHANnel|ARB}

设置调频的调制信号的波形。

例如要设置调频的调制信号的波形为正弦波,
命令为 FM:INT: FUNC SIN

FM
:INTernal
:FUNCtion?

查询通道调频的调制信号的波形。根据波形返

回相应字符串

{SIN|SQU|TRI|UP_RAMP|DOWN_RAMP
|NOIS|CHANnel|ARB}

FM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设置调频的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调频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部,命令

为 FM:SOUR INT

FM
:SOURce?

查询通道调频的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字符串

INT或 EXT

FM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仪器的调频功能

FM
:STATe?

查询仪器通道的调频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BPSK COMMANDS
BPSK
:PHASe

<angle in degrees> 设置 BPSK的跳变相位。

如设置跳变相位 180°，则

命令为 BPSK:PHAS 180

BPSK
:PHASe?

查询通道的 BPSK的跳变相位。返回数据使用

科学计数法。如跳变相位是 180°，则返回数

据 1.800000E+02

BPSK
:INTernal
:RATE

<frequency> 设置 BPSK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INT)时，内

部相位跳变的速率。如要设置跳变速率为

2kHz，命令如下：

BPSK:INT:RATE 2 kHz

BPSK 查询通道 BPSK 功能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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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RATE?

(INT)时，内部相位跳变的速率。返回数字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仪器当前相位跳变的速率是 1.0kHz，那

么仪器返回的数据：1.0000000000E+03

BPSK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设置 BPSK 的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 BPSK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部,命
令为 BPSK:SOUR INT

BPSK
:SOURce?

查询通道 BPSK的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字符

串 INT或 EXT

BPSK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仪器的 BPSK功能

BPSK
:STATe?

查询仪器当前的 BPSK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PM COMMANDS
PM
:DEViation

<deviation in degrees> 设置调相的调制深度，单位为 degree。
如设置调制深度为 180°，则

命令为 PM: DEV 180

PM
:DEViation?

查询通道的调相的调制深度。返回数据使用科

学计数法。如调制深度是 180°，则返回数据

1.800000E+02

PM
:INTernal
:FREQuency

<frequency> 设置调相的调制信号的频率。

例如要设置调相的调制信号的频率为 1kHz,
命令为 PM:INT:FREQ 1 kHz

PM
:INTernal
:FREQuency?

查询通道调相的调制信号的频率，返回数字

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仪器当前调相的调制信号的频率是

1.0kHz ， 那 么 仪 器 返 回 的 数 据 ：

1.0000000000E+03

PM
:INTernal
:FUNCtion

{SINusoid|SQUare
|TRIangle|UP_RAMP
|DOWN_RAMP|NOISe
|CHANnel|ARB}

设置调相的调制信号的波形。

例如要设置调相的调制信号的波形为正弦波,
命令为 AM:INT:FUNC SIN

PM
:INTernal
:FUNCtion?

查询通道调相的调制信号的波形。根据波形返

回相应字符串

{SIN|SQU|TRI|UP_RAMP|DOWN_R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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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CHANnel|ARB}

PM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设置 PM 的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 PM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部,命令

为 PM:SOUR INT

PM
:SOURce?

查询通道 PM的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字符串

INT或 EXT

PM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 PM功能

PM
:STATe?

查询通道的 PM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FSK COMMANDS
FSKey
:FREQuency

<frequency> 设置 FSK的跳变频率。

如设置跳变相频率 100kHz，则

命令为 FSK:FREQ 100 kHz

FSKey
:FREQuency?

查询通道的 FSK的跳变频率。返回数据使用

科学计数法,单位为 Hz。如跳变频率是

100kHz，则返回数据 1.000000E+05

FSKey
:INTernal
:RATE

<frequency> 设置 FSK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INT)时，内部

频率跳变的速率。如要设置跳变速率为 2kHz，
命令如下：

FSK:INT:RATE 2 kHz

FSKey
:INTernal
:RATE?

查询通道 FSK 功能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

(INT)时，内部频率跳变的速率。返回数字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仪器当前频率跳变的速率是 1.0kHz，那

么仪器返回的数据：1.0000000000E+03

FSKey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设置 FSK 的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 FSK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部,命令

为 FSK:SOUR INT

FSKey
:SOURce?

查询通道 FSK的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字符

串 INT或 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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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Key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 FSK功能

FSKey
:STATe?

查询仪器当前的 FSK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ASK COMMANDS
ASKey
:INTernal
:RATE

<frequency> 设置 ASK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INT)时，内部

频率跳变的速率。如要设置跳变速率为 2kHz，
命令如下：

FSK:INT:RATE 2 kHz

ASKey
:INTernal
:RATE?

查询通道 ASK 功能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

(INT)时，内部频率跳变的速率。返回数字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仪器当前频率跳变的速率是 1.0kHz，那

么仪器返回的数据：1.0000000000E+03

ASKey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设置 ASK 的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 FSK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部,命令

为 FSK:SOUR INT

ASKey
:SOURce?

查询通道 ASK的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字符

串 INT或 EXT

ASKey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 ASK功能

ASKey
:STATe?

查询通道的 ASK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PWM COMMANDS
PWM
:DEViation

<peak deviation in time> 设置脉宽调制的脉宽调制深度。

如需设置脉宽调制深度 20.6ns，命令如下：

PWM:DEV 20.6 ns

PWM
:DEViation?

查询通道脉宽调制的脉宽调制深度，返回数据

为科学计数法，单位为秒。如脉宽调制深度为

20.6ns，则返回数据为 2.060000E-08

PWM
:DEViation
:DCYCle

<peak deviation in
percent>

设置脉宽调制的占空比调制深度。

如需设置调制深度 35.1%，命令如下：

PWM:DEV:DCYC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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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M
:DEViation
:DCYCle?

查询通道脉宽调制的占空比调制深度，返回数

据为科学计数法。如占空比调制深度为

26.6%，则返回数据为 2.660000E+01

PWM
:INTernal
:FREQuency

<frequency> 设置脉宽调制的调制信号的频率。

例如要设置脉宽调制的调制信号的频率为

1kHz,命令为 PWM:INT:FREQ 1 kHz

PWM
:INTernal
:FREQuency?

查询通道脉宽调制的调制信号的频率，返回

数字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仪器当前脉宽调制的调制信号的频率是

1.0kHz ， 那 么 仪 器 返 回 的 数 据 ：

1.0000000000E+03

PWM
:INTernal
:FUNCtion

{SINusoid|SQUare
|TRIangle|UP_RAMP
|DOWN_RAMP|NOISe
|CHANnel|ARB}

设置脉宽调制的调制信号的波形。

例如要设置脉宽调制的调制信号的波形为正

弦波,命令为 PWM:INT: FUNC SIN

PWM
:INTernal
:FUNCtion?

查询通道脉宽调制的调制信号的波形。根据波

形返回相应字符串

{SIN|SQU|TRI|UP_RAMP|DOWN_RAMP
|NOIS|CHANnel|ARB}

PWM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设置 PWM 的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 PWM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部,命
令为 PWM:SOUR INT

PWM
:SOURce?

查询通道 PWM的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字符

串 INT或 EXT

PWM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 PWM功能

PWM
:STATe?

查询通道的 PWM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SWEEP COMMANDS
FREQuency
:STARt

<frequency> 设置频率扫描的起始频率

例：FREQ:START 1.0 kHz

FREQuency
:STARt?

查询频率扫描的起始频率,返回数字以 Hz
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如通道频率扫

描的起始频率是 1.0kHz，那么仪器返回的数

据：1.0000000000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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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STOP

<frequency> 设置频率扫描的终止频率

例：FREQ:STOP 1.0 MHz

FREQuency
:STOP?

查询频率扫描的终止频率,返回数字以 Hz
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如通道频率扫

描的起始频率是 1.0MHz，那么仪器返回的数

据：1.0000000000E+06

SWEep
:SPACing

<LINear|LOGarithmic> 设置频率扫描的扫描方式,线性(LINear)或对

数(LOGarithmic)
例：SWE:SPAC LIN

SWEep
:SPACing?

查询频率扫描的扫描方式,返回字符串 LIN或

LOG

SWEep
:HTIMe

<hold time> 设置频率扫描的频率到终止频率后的保持时

间。例：SWE:HTIM 100 ms

SWEep
:HTIMe?

查询频率扫描的频率到终止频率后的保持时

间,返回数据采用科学计数器法，单位为秒。

例如，100ms返回 1.000000E-01

SWEep
:RTIMe

< return time> 设置频率扫描的从终止频率返回起始频率的

返回时间。例：SWE:RTIM 1.0 s

SWEep
:RTIMe?

查询频率扫描的从终止频率返回起始频率的

返回时间,返回数据采用科学计数器法，单位

为秒。

例如，1.0s返回 1.000000E+00

SWEep
:TIME

< seconds > 设置频率扫描的从起始频率到终止频率的扫

描时间。例：SWE:TIME 200 ms

SWEep
:TIME?

查询频率扫描的从起始频率到终止频率的扫

描时间,返回数据采用科学计数器法，单位为

秒。

例如，200ms返回 2.000000E-01

SWEep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设置 SWEEP的触发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单次{INT|EXT|SINGle}
例如要设置 SWEEP的触发信号是来自内部,
命令为 SWE:SOUR INT

SWEep 查询通道 SWEEP的触发信号的来源。返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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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符串 INT或 EXT或 SING

SWEep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 SWEEP功能

SWEep
:STATe?

查询通道的 SWEEP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BURST COMMANDS
BM
:NCYCles

<num_cycles> 设置当 Burst的工作模式为 NCYCle时，每次

猝发所产生的波形的个数

例：BM:NCYC 100

BM
:NCYCles?

查询当前 Burst的工作模式为 NCYCle时，每

次猝发所产生的波形的个数。

例：1.000000E+02

BM
:MODE

{NCYCle|GATEd} 设置 Burst的工作模式，NCYCle|GATEd
例：BM:MODE NCYC

BM
:MODE?

查询通道 Burst 的工作模式，返回字符串

NCYC或 GATE

BM
:GATE
:POLarity

{POS|NEG} 设置当 Burst的工作模式为 GATEd时，外部

输入的触发脉冲的有效极性。正(POS)或负

(NEG)
例：BM: GATE:POL POS

BM
:GATE
:POLarity?

查询通道 Burst的工作模式为 GATEd时，外

部输入的触发脉冲的有效极性。返回字符串

POS或 NEG

BM
:INTernal
:PERiod

<time in seconds> 设置当 Burst的工作模式为 NCYCle，触发源

为 INT时，连续两次猝发之间的时间间隔。

例：BM:INT:PER 10 us

BM
:INTernal
:PERiod?

查询当 Burst的工作模式为 NCYCle，触发源

为 INT时，连续两次猝发之间的时间间隔。

返回数据采用科学计数法，单位为秒。

例：1.000000E-05

BM
:PHASe

<angle in degrees> 设置每次 Burst的起始相位。

例：BM:PHAS 45 起始相位为 45°

BM
:PHASe?

查询每次 Burst的起始相位。

返回数据采用科学计数法，单位为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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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500000E+01

BM
:SOURce

{INTernal| EXTerna
lSINGle}

设置 BURST的触发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单次{INT|EXTlSING}
例如要设置 BURST的触发信号是来自内部,
命令为 BM:SOUR INT

BM
:SOURce?

查询通道 BURST的触发信号的来源。返回字

符串 INT或 EXT或 SING

BM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 BURST功能

BM
:STATe?

查询通道的 BURST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VOLTage:
:COUPle
: STATe?

查询仪器双通道幅度耦合状态

SUM COMMANDS
SUM
:DEPTh

<depth_in_percent> 设置叠加调制的调制深度。

如要设置调制深度为 23.4%，则命令为：

SUM:DEPT 23.4
设置范围: 0.0% ~ 100.0%

SUM
:DEPTh?

查询通道叠加调制的调制深度。

如 当 前 调 制 度 为 23.4%， 则 返 回 数 值

2.340000E+01

SUM
:INTernal
:FREQuency

<frequency> 设置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的频率。

例如要设置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的频率为

1kHz,命令为 SUM:INT:FREQ 1 kHz

SUM
:INTernal
:FREQuency?

查询通道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的频率，返回

数字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通道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的频率是

1.0kHz ， 那 么 仪 器 返 回 的 数 据 ：

1.0000000000E+03

SUM
:INTernal
:FUNCtion

{SINusoid|SQUare
|TRIangle|UP_RAMP
|DOWN_RAMP|NOISe
|ARB}

设置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的波形。

例如要设置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的波形为正

弦波,命令为 SUM:INT: FUNC SIN

SUM
:INTernal
:FUNCtion?

查询通道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的波形。根据波

形返回相应字符串

{SIN|SQU|TRI|UP_RAMP|DOWN_R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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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 ARB}

SUM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 设置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是来自内部,
命令为 SUM:SOUR INT

SUM
:SOURce?

查询通道叠加调制的叠加信号的来源。返回字

符串 INT或 EXT

SUM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仪器的叠加调制功能

SUM
:STATe?

查询通道的叠加调制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QFSK COMMANDS
QFSKey
:FREQuency1

< frequency > 设置 QFSK的跳变频率 1。
如设置跳变频率 1为 100kHz，则

命令为 QFSK:FREQ1 100 kHz

QFSKey
:FREQuency1?

查询通道的 QFSK的跳变频率 1。返回数据使

用科学计数法,单位为 Hz。如跳变频率 1是
100kHz，则返回数据 1.000000E+05

QFSKey
:FREQuency2

< frequency > 设置 QFSK的跳变频率 2。

QFSKey
:FREQuency2?

查询通道的 QFSK的跳变频率 2。

QFSKey
:FREQuency3

< frequency > 设置 QFSK的跳变频率 3。

QFSKey
:FREQuency3?

查询通道的 QFSK的跳变频率 3。

QFSKey
:INTernal
:RATE

<frequency> 设置 QFSK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INT)时，内

部频率跳变的速率。如要设置跳变速率为

2kHz，命令如下：

QFSK:INT:RATE 2 kHz

QFSKey
:INTernal
:RATE?

查询通道 QFSK 功能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

(INT)时，内部频率跳变的速率。返回数字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仪器当前频率跳变的速率是 1.0kHz，那

么仪器返回的数据：1.0000000000E+03

QFSKey
:ORDer

{1|2|3|4|5|6} 设置通道 QFSK的调制信号的跳变频率的输

出顺序。首先输出的是基波，接着按 3个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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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率信号输出。1为1-2-3顺序，2为1-3-2，
3为 2-1-3，4为 2-3-1，5为 3-1-2,6为 3-2-1。

如仪器当前输出跳变频率的顺序为基波、频率

2、频率 3、频率 1，则命令如下：

QFSK:ORD:4

QFSKey
:ORDer?

查询通道 QFSK的跳变顺序。如仪器当前输出

跳变频率的顺序为基波、频率 2、频率 3、频

率 1，那么仪器返回数据：4

QFSKey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设置 QFSK 的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 QFSK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部,命
令为 QFSK:SOUR INT

QFSKey
:SOURce?

查询通道 QFSK的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字符

串 INT或 EXT

QFSKey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 QFSK功能

QFSKey
:STATe?

查询仪器当前的 QFSK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QPSK COMMANDS
QPSKey
:PHASe1

< angle in degrees > 设置 QPSK的跳变相位 1。
如设置跳变相位 1为 100kHz，则

命令为 QPSK:PHAS1 100 kHz

QPSKey
: PHASe1?

查询通道的 QPSK的跳变相位 1。返回数据使

用科学计数法,单位为 Hz。如跳变频率 1是
100kHz，则返回数据 1.000000E+05

QPSKey
: PHASe2

< angle in degrees > 设置 QPSK的跳变相位 2。

QPSKey
: PHASe2?

查询通道的 QPSK的跳变相位 2。

QPSKey
: PHASe3

< angle in degrees > 设置 QPSK的跳变相位 3。

QPSKey
: PHASe3?

查询通道的 QPSK的跳变相位 3。

QPSKey
:INTernal
:RATE

<frequency> 设置 QPSK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INT)时，内

部相位跳变的速率。如要设置跳变速率为

2kHz，命令如下：

QPSK:INT:RATE 2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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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SKey
:INTernal
:RATE?

查询通道 QPSK 功能在调制源设置为内部

(INT)时，内部相位跳变的速率。返回数字以

Hz为单位，格式为科学计数法。

如仪器当前相位跳变的速率是 1.0kHz，那

么仪器返回的数据：1.0000000000E+03

QPSKey
:ORDer

{1|2|3|4|5|6} 设置通道 QPSK 的调制信号的跳变相位的输

出顺序。首先输出的是基波，接着按 3个跳

变相位信号输出。1为1-2-3顺序，2为1-3-2，
3为 2-1-3，4为 2-3-1，5为 3-1-2,6为 3-2-1。

如仪器当前输出跳变相位的顺序为基波、相位

2、相位 3、相位 1，则命令如下：

QPSK:ORD:4

QPSKey
:ORDer?

查询通道 QPSK的跳变顺序。如仪器当前输出

跳变相位的顺序为基波、相位 2、相位 3、相

位 1，那么仪器返回数据：4

QPSKey
:SOURce

{INTernal| EXTernal} 设置 QPSK 的调制信号的来源。内部|外部

{INT|EXT}
例如要设置 QPSK的调制信号是来自内部,命
令为 QPSK:SOUR INT

QPSKey
:SOURce?

查询通道 QPSK的调制信号的来源。返回字符

串 INT或 EXT

QPSKey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通道的 QPSK功能

QPSKey
:STATe?

查询仪器当前的 QPSK功能的状态

ON返回 1，OFF返回 0

COMBINE COMMANDS
COMBine:
:STATe

{ON|OFF} 打开或关闭双通道叠加功能，如果打开，则叠

加后的波形由当前所设通道输出

COMBine:
:STATe?

查询仪器双通道叠加功能状态

COUNTER COMMANDS
FUNCtion
:FREQuency?

查询仪器上次测频得出的结果，频率值，单位

为 Hz
如 1.0002000000E+03，测量结果 1.0002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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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FREQuency

INITial 使进入计数器功能，可以通过设置与计数器无

关的功能退出计数器功能。

FUNCtion
:PWIDth?

查询仪器上次脉宽测量得出的结果，时间值，

单位为秒

如 1.000200E-03，测量脉冲宽度 1.0002ms

FUNCtion
:DCYCle?

查询仪器上次占空比测量得出的结果，单位为

percent
如 1.960000E+01，测量占空比 19.6%

TRIGGER COMMANDS
TRIGger
:SOURce

{IMMediate|EXTernal
|SINGle}

设置通道各种功能的调制源或触发源

TRIGger
:SOURce?

查询通道当前功能的的调制源或触发源，返回

字符串 IMM|EXT|SING

IEEE-488 COMMANDS
*IDN? 查询仪器的基本信息，包括厂家名称，仪器型

号、名称等信息。SP33522返回字符串是

Shengpu sp33522 function/arbitrary
waveform generator.sn:sp3210011001。后面

的 sp3210011001是该仪器的序列号。

*RST 复位仪器指令

*SAV {1|2|3|4|5|6|7|8|9} 存储当前工作状态

*CAL {1|2|3|4|5|6|7|8|9} 调用已经存储的工作状态

出错信息说明

显 示 含 义

ERRORNo00 命令格式错误。

ERRORNo01 当前状态该指令无效。

ERRORNo02 输入数据超限。

ERRORNo03 不允许为 0值。

ERRORNo04 不允许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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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No05 输入浮点数格式错误。

ERRORNo06 0后不允许输入数字。

ERRORNo07 没有输入有效数据。

ERRORNo08 输入数据位数超限。

*RST 复位状态说明

功能状态 点频

输出波形 正弦波

载波频率 1kHz
载波幅度 2Vpp
载波偏移 0Vdc
载波相位 0°
方波占空比 50.0%
锯齿波对称度 50.0%
脉冲波脉宽 100us
脉冲波上升沿 5ns
脉冲波下降沿 5ns
脉冲波占空比 10.0%
任意波波形 Exp_Rise
任意波频率 1kHz
调幅调制频率 1kHz
调幅调制深度 30.0%
调幅调制源 内部（INT）
调幅调制波形 正弦波

调频调制频率 1kHz
调频调制深度 500Hz
调频调制源 内部（INT）
调频调制波形 正弦波

DSB调制频率 1kHz
DSB调制源 内部（INT）
DSB调制波形 正弦波

PM调制频率 1kHz
PM调制深度 180.0°
PM调制源 内部（INT）
PM调制波形 正弦波

PWM调制频率 10Hz
PWM脉宽调制深度 10us
PWM调制源 内部（INT）
PWM调制波形 正弦波

ASK切换速率 1kHz
ASK调制源 内部（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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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K跳变相位 180.0°
BPSK切换速率 1kHz
BPSK调制源 内部（INT）
叠加调制频率 100Hz
叠加调制深度 50.0%
叠加调制源 内部（INT）
叠加调制波形 正弦波

FSK跳变频率 100kHz
FSK切换速率 1kHz
FSK调制源 内部（INT）
QPSK跳变相位 1 90.0°
QPSK跳变相位 2 180.0°
QPSK跳变相位 3 270.0°
QPSK切换速率 100Hz
QPSK调制源 内部（INT）
QPSK跳变顺序 1,2,3
QFSK跳变频率 1 100kHz
QFSK跳变频率 2 2MHz
QFSK跳变频率 3 30MHz
QFSK切换速率 100Hz
QFSK调制源 内部（INT）
QFSK跳变顺序 1,2,3
双通道频率耦合 关

双通道频率耦合方式 频率偏移方式

双通道频率耦合偏移值 0Hz
双通道频率耦合比率值 1
双通道幅度耦合 关

双通道叠加 关

同步信号输出 开

同步信号输出通道设置 通道 1
计数器通道低通状态 关

计数器通道耦合状态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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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形 特 性

输出波形 正弦波、方波、斜波、脉冲波、直流、噪声、任意波

频率精度 频率误差：≤±5×10-6

频率稳定度：优于±1×10-6

正弦波 1μHz ~ 160MHz/128MHz/88MHz 分辨率 1μHz
FMAX=160MHz/128MHz/88MHz
谐波失真：≤ -50dBc (DC ≤ f ≤1MHz)

≤ -45dBc (1MHz ≤ f ≤10MHz)
≤ -35dBc (10MHz ≤ f ≤100MHz)
≤ -30dBc (100MHz ≤ f ≤160MHz)

总失真度：≤0.2% (1Vpp DC ≤ f ≤20 kHz)
相位噪声(典型值)： 100kHz偏置 -116dBc/Hz

方波 1μHz ~ 50 MHz 分辨率 1μHz
上升/下降沿：5ns固定值

占空比：0.1% ~ 99.9% 分辨率 0.1%
过冲：≤3%
沿抖动：≤50ps rms

斜波 1μHz ~ 4 MHz 分辨率 1μHz
对称性：0.0% ~ 100.0% 分辨率 0.1%
(0% 是指负斜波, 100% 是指正斜波, 50% 是指三角波)

非线性：≤0.1%
脉冲波 1μHz ~ 40 MHz 分辨率 1μHz

上升/下降沿：5ns ~ 1us 可独立变化 分辨率 0.1ns
占空比：0.1% ~ 99.9% 分辨率 0.1%
脉冲宽度：≥ 12 ns分辨率 0.1ns
过冲：≤3%
沿抖动：≤100ps rms

噪声 400 MHz带宽白噪声(-3 dB)
重复周期大于 20年

任意波 输出频率 1μHz ~ 40MHz 分辨率 1μHz
波形长度：16384 Samples
幅度分辨率：14 bits

幅 度 特 性

幅度范围 1mVpp~ 10Vpp f ≤40MHz (50 Ω)
1mVpp~ 5Vpp 40MHz < f ≤100MHz (50 Ω)
1mVpp~ 2.5Vpp 100MHz < f ≤130MHz (50 Ω)
1mVpp~ 1.5Vpp 130MHz < f ≤160MHz (50 Ω)
高阻乘 2
分辨率：±0.3dBm + 1mVpp

平 坦 度 ≤±0.2 dB f ≤ 10MHz

附件一：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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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

100kHz 1V)
≤±0.4 dB 10MHz < f ≤ 60MHz
≤±0.8 dB 60MHz < f ≤100MHz
≤±1.0 dB 100MHz < f ≤160MHz

精 度 ±1% 设置值 ±1 mVpp 1kHz时

偏 移 特 性

偏移电平范围 ±(10 VDC –AC峰值) (High Z)
±(5 VDC –AC峰值) (50 Ω)
Vpp ≤ 2(Vmax – |Voffset|)。(Vmax对于不同频率段值不同) 。

分 辨 率 4位有效数字

精 度 ±1% 偏置设置值 ±0.25% 幅度设置值 ±2 mV

调 幅 特 性(AM/DSB)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Noise Arb
调制波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Ramp dnRamp Noise Arb
调制频率 内部 1mHz ~ 1MHz 分辨率 1mHz

外部 DC ~50 kHz (-3dB)
调制深度 0.0%~ 120.0% 分辨率 0.1%

精度 ±1.0%
调 制 源 内/外 (Int/Ext)

调 频 特 性(FM)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调制波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Ramp dnRamp Noise Arb
调制频率 内部 1mHz ~ 1MHz 分辨率 1mHz

外部 DC ~50 kHz (-3dB)
调频频偏 1uHz ~ 载波频率 分辨率 1μHz
调 制 源 内/外 (Int/Ext)

调 相 特 性(PM)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调制波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Ramp dnRamp Noise Arb
调制频率 内部 1mHz ~ 1MHz 分辨率 1mHz

外部 DC ~50 kHz (-3dB)
调制深度 0.0° ~ 360.0° 分辨率 0.1°
调 制 源 内/外 (Int/Ext)

脉 宽 调 制 特 性(PWM)
载波波形 Pulse
调制波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Ramp dnRamp Noise Arb
调制频率 内部 1mHz ~ 1MHz 分辨率 1mHz

外部 DC ~50 kHz (-3dB)
调制深度 0.0ns ~ width-12 ns 分辨率 0.1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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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制 源 内/外 (Int/Ext)

FSK 特 性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跳变频率 1μHz ~ FMAX (Sine)

1μHz ~ 50 MHz (Square)
1μHz ~ 40 MHz (Pulse/Arb)
1μHz ~ 4 MHz (Ramp)
分辨率 1μHz

切换速率 1mHz ~1 MHz 分辨率 1mHz
触 发 源 内/外 (Int/Ext)

ASK 特 性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切换速率 1mHz ~1MHz 分辨率 1mHz
触 发 源 内/外 (Int/Ext)

BPSK 特 性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Arb
跳变相位 0.0° ~ 360.0° 分辨率 0.1°
切换速率 1mHz ~1 MHz 分辨率 1mHz
触 发 源 内/外 (Int/Ext)

SUM 特 性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Noise Arb
调制波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Ramp dnRamp Noise Arb
调制频率 内部 1mHz ~ 1MHz 分辨率 1mHz

外部 DC ~50 kHz (-3dB)
调制深度 0.0%~ 100.0% 分辨率 0.1%
调 制 源 内/外 (Int/Ext)

QFSK 特 性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跳变频率 1~3 1μHz ~ FMAX (Sine)

1μHz ~ 50 MHz (Square)
1μHz ~ 40 MHz (Pulse/Arb)
1μHz ~ 4 MHz (Ramp)
分辨率 1μHz

切换速率 1mHz ~1 MHz 分辨率 1mHz
触 发 源 内/外 (Int/Ext)

QPSK 特 性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Arb
跳变相位 1~3 0.0° ~ 360.0° 分辨率 0.1°
切换速率 1mHz ~1 MHz 分辨率 1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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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发 源 内/外 (Int/Ext)

频 率 扫 描 特 性(Sweep)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起始频率 1μHz ~ FMAX (Sine)

1μHz ~ 50 MHz (Square)
1μHz ~ 40 MHz (Pulse/Arb)
1μHz ~ 4 MHz (Ramp)
分辨率 1μHz

终止频率 1μHz ~ FMAX (Sine)
1μHz ~ 50 MHz (Square)
1μHz ~ 40 MHz (Pulse/Arb)
1μHz ~ 4 MHz (Ramp)
分辨率 1μHz

扫描模式 线性/对数 (Linear/Log)
扫描时间 0.001 s ~ 3600 s 分辨率 1mSec
保持时间 0.000 s ~ 3600 s 分辨率 1mSec
返回时间 0.000 s ~ 3600 s 分辨率 1mSec
触 发 源 内/外/单次(Int / Ext/ Single)

猝 发 特 性(Burst)
载波波形 Sine Square Ramp Pulse Arb
猝发模式 N Cycle/Gated
起始相位 0.0 ~ 360.0° 分辨率 0.1°
猝发波形个数 1 ~ 100000000 分辨率 1
猝发周期 1μS ~ 1000 S 分辨率 1μS
触 发 源 内/外/单次 (Int / Ext/ Single)

计 数 器 (Counter)
测量功能 频率、周期、脉宽(正)、占空比

频率输入范围 频率计：10Hz ~1000 MHz
输入耦合方式 AC / DC
输入高频抑制 高频噪声抑制(Filter)

截止频率约为 100kHz
带内衰减：≤-3 dB
带外衰减：≥-30 dB (频率 >1MHz)

测量精度 8 digits/s

同 步 输 出 端 口 特 性(Sync)
输出端口 BNC
输出阻抗 50 Ω

输 出 端 口 特 性(Output)
输出端口 BNC
输出阻抗 50 Ω 过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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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发 输 入 端 口 特 性(Trig In)
输入端口 BNC
输入阻抗 10 kΩ 直流耦合

输入电压 低电平 0 V ~ 0.4 V, 高电平 > 2.3 V, 最大值 3.3 V
最小脉宽 100ns

调 制 输 入 端 口 特 性(Mod In)
输入端口 BNC
输入阻抗 5 kΩ
输入电平 ±6Vpk = 100%调制

输入带宽 DC ~50 kHz (-3dB 典型值)

频 率 参 考 输 入 端 口(10MHz In)
输入端口 BNC
输入阻抗 1 kΩ | 20pF 交流耦合(标称值)
输入频率 10 MHz ± 50 Hz
输入电压 1Vpp ~ 3.3 Vpp

频 率 参 考 输 出 端 口(10MHz Out)
输出端口 BNC
输出阻抗 50 Ω 交流耦合(标称值)
输出频率 10 MHz (标称值)
输出电平 >1Vpp (标称值)

接 口 特 性

接口配置 USB， LAN（选件），GPIB（选件）

任 意 波 存 储 深 度

16384 Points

机 械 特 性

机械尺寸 260mm(宽度) x 105mm(高度) x 290mm(深度)
重 量 2.5 kg

工 作 环 境

储存温度 -30˚C ~ 70˚C
工作温度 0˚C ~ 55˚C
工作湿度 5% ~ 80% 相对湿度

预热时间 1小时

外 接 电 源

电源电压 198 ~ 242VAC 频率：47 ~ 53Hz
功 耗 < 4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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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功能支持的载波波形如下表

工 作 模 式

载波波形 AM FM PM PWM DSB FSK BPSK ASK SWEEP BURST SUM QFSK QPSK

SINE ● ● ● ● ● ● ● ● ● ● ● ●

SQUARE ● ● ● ● ● ● ● ● ● ● ● ●

RAMP ● ● ● ● ● ● ● ● ● ● ● ●

PULSE ● ● ● ● ● ● ● ● ● ● ● ● ●

NOISE ● ● ● ●

ARB ● ● ● ● ● ● ● ● ● ● ● ●

载波和调制波形的关系如下表：

调制波形

载波 SINE SQUARE TRIANGLE
UP
RAMP

DN
RAMP NOISE ARB

SINE ● ● ● ● ● ● ●

SQUARE ● ● ● ● ● ● ●

RAMP ● ● ● ● ● ● ●

PULSE ● ● ● ● ● ● ●

NOISE ● ● ● ● ● ●

ARB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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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装箱清单

SP33522 函数/任意波信号发生器 1台

BNC-双夹电缆 1根

BNC 测试电缆 1根

USB 数据线 1根

电源线 1根

产品使用说明书 1本

产品合格证 1张

0.5A/220V 保险丝（已装入插座内） 2只

USB 驱动及测试软件 1件

任意波生成软件 1 件

LAN 接口及测试软件（LAN 选配） 1 件

盛普科技有限公司保留权利可随时变更本手册所提及的硬件及软件而勿须事

先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