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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概要 

 
了解下列安全性预防措施，以避免受伤，并防止损坏本产品或与本产品连接的任何产品。

为避免可能的危险，请务必按照规定使用本产品。 

 

只有合格人员才能执行维修程序。 

避免起火和人身伤害。 

使用正确的电源线。只允许使用所在国家认可的本产品专用电源线。 

将产品接地。本产品通过电源的接地导线接地。为避免电击，接地导体必须与地相连。在连

接本产品的输入或输出端之前，请务必将本产品正确接地。 

查看所有终端额定值。为避免起火和过大电流的冲击，请查看产品上所有的额定值和标记说

明，请在连接产品前查阅产品手册以了解额定值的详细信息。 

请勿开盖操作。外盖或面板打开时，请勿运行本产品。 

使用合适的保险丝。只允许使用本产品指定的保险丝类型和额定指标。 

避免电路外露。电源接通后，请勿接触外露的接头和元件。 

怀疑产品出故障时，请勿进行操作。如果您怀疑本产品已经出故障，可请合格的维修人员进

行检查。 

保持适当的通风。 

请勿在潮湿环境下操作。 

请勿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下操作。 

请保持产品表面的清洁和干燥。 
 
 
 
 
 



SHENGPU 

©Copyright SHENGPU Technologies, Inc. 2009 
SP3395A 系列智能微波频率计使用说明书 - III - 

 

 

安全术语和符号 
 

本手册中的术语。以下术语可能出现在本手册中： 

 
 

警告。警告性声明指出可能会危害生命安全的条件和行为。 

 

 

注意。注意性声明指出可能导致本产品和其它财产损坏的条件和行为。 

 

 

产品上的术语。以下术语可能出现在产品上： 

危险表示您如果进行此操作可能会立即对您造成损害。 

警告表示您如果进行此操作可能不会立即对您造成损害。 

注意表示您如果进行此操作可能会对本产品或其它财产造成损害。 

 

产品上的符号。以下符号可能出现在产品上： 

 

                      
 
高电压      注意请参阅手册   保护性接地端   测量接地端     壳体接地端



SHENGPU 

©Copyright SHENGPU Technologies, Inc. 2009 
SP3395A 系列智能微波频率计使用说明书 - IV -  

 

SP3395A 系列智能微波频率计简介 
 

SP3395A 智能微波频率计是我公司新研制的高精度频率计。它以高性能的 AVR 单片机

进行测量控制，ARM 单片机进行功能控制、数据处理和测量显示。SP3395A 频率计采用了

倒数计数技术和数字内插技术，实现了全量程范围内的高精度测量；并采用了 CPLD 可编程

器件，提高了仪器的集成度和可靠性。 

 

主要特点 

 
● 测量精度高，低频高阻抗通道还可以选用每秒 9 位高分辨率测量。 

●  微波通道有自动测量和手动快速测量功能。 

●  具有定标/偏差、极限、相对、平均运算功能。 

●  当前仪器设置状态自动存储，关机不丢失。 

●  可存储 9 个完整的仪器设置。 

●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为标准配置。 

●  选配 IEEE488 通用程控接口和 USB 串行接口。 

●  仪器采用彩色大屏幕液晶屏，显示丰富，造型美观，体积小巧，操作舒适。 

●      液晶屏字符显示可选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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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环境条件 

本仪器适用于 GB6587.1-86-6587.8-86“电子测量仪器环境要求” II 组类别所

规定的条件，即工作环境温度为 0～+40℃，相对湿度为 5～90%的工作环境。本仪

器冷启动建议预热约半小时以上，同时应确保仪器接地良好，以保证测试性能。 

1.2  仪器输入特性 

1.2.1    测频范围： 

  10Hz~26.5GHz     （I 型） 

  10Hz~36GHz      （II 型） 

  10Hz~40GHz   （III 型） 

1.2.2  通道 A 

1.2.2.1 频率范围：   10Hz～80MHz 

1.2.2.1.1 分辨率：           1Hz，10Hz，100Hz，1KHz，10KHz，9 位高分辨率 可选 

1.2.2.1.2 输入灵敏度：  25mVrms（-19.1dBm) ≤10Hz～50MHz， 

40mVrms（-15dBm) ≤50MHz～80MHz， 

1.2.2.1.3 最大输入电平       1Vrms（+13dBm) 

1.2.2.1.4 抗烧毁电平：       3Vrms（+23 dBm) 

1.2.2.1.5 输入阻抗：   1MΩ 

1.2.2.1.6 低通滤波器：     截止频率约 100kHz，可选择 

1.2.2.1.7 耦合方式：      AC 

 注：为防止被测的低频信号中含有高频成分，在进行100kHz以下的低频测量时，推荐按下

低通滤波器。 

1.2.2.2  频率范围：         60MHz～3.2GHz（频率上限典型值可达 3.8GHz，但不提供 

技术指标） 

1.2.2.2.1 分辨率：            1Hz，10Hz，100Hz，1KHz，10KHz 可选 

1.2.2.2.2 输入灵敏度：  25mVrms（-20dBm)≤3GHz 

                            40 mVrms（-15dBm)>3GHz 

1.2.2.2.3 最大输入电平        1V rms（+13dBm) 

第 1章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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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4 抗烧毁电平：       3Vrms（+23 dBm) 

1.2.2.2.5 输入阻抗：     50Ω 

1.2.2.2.6 耦合方式：      AC 

        通道 A 适应幅度调制度≤30%的输入信号，其包络谷值应满足输入灵敏度。 

1.2.3 通道 B 

1.2.3.1  频率范围： 2～40GHz  (注：500MHz~2GHz 也能测量，但不提供技术指标。此 

段频率推荐用通道 A 测量，会有较强的抗烧毁能力，维修成本也较低) 

1.2.3.1.1 分辨率：        1Hz，10Hz，100Hz，1KHz，10KHz 可选（<22GHz） 

10Hz，100Hz，1KHz，10KHz 可选（≥22GHz） 

1.2.3.1.2 输入灵敏度：   ≤ -20dBm  2～18GHz（典型值：-23 dBm） 

                         ≤ -15dBm  18～26.5GHz（典型值：-18dBm） 

≤-10dBm  26.5～36GHz（典型值：-13dBm） 

≤-5dBm  36～40GHz（典型值：-10 dBm） 

1.2.3.1.3 最大输入电平：    +0dBm  ≤5GHz （典型值+3 dBm） 

+3dBm  ≤9GHz （典型值+5 dBm） 

+7dBm  >9GHz >（典型值+10 dBm） 

1.2.3.1.4 抗烧毁电平：      +20dBm 

1.2.3.1.5 输入阻抗：    50Ω 

1.2.3.1.6 驻波比：     ＜3:1 （典型值） 

1.2.4    测量误差 

         ± 5LSD ± 触发误差 ± 时基误差 × 被测信号频率 

1.3 时基 
1.3.1 内部晶体振荡器（后面板主电源开关开启，前面板电源指示灯显示橙色，内部恒温晶

振即开始预热；前面板电源开关开启后，若选外部时基时，仪器自动停止对内部恒温

晶振供电） 

 标称频率：    10MHz 

 日老化率：    1×10-8/日（标准） 

       5×10-9/日（选件 I） 

       3×10-9/日（选件 II） 

1.3.2 外时基输入 

  频率：     5MHz 或 10MHz 

  幅度：     ≥1Vp-p 

1.3.3 内时基输出 

  频率：    10MHz 正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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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度：      ≥1Vp-p 

1.4   其它特性 
1.4.1   存储、调用功能 

仪器测量状态自动保存，关机后不丢失。另外仪器还可最多存储 9 个测量状态

以供调用。 

1.4.2   远控接口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IEEE488 通用接口（选件 III）和 USB 通用串行接口（选件

Ⅳ）。 

1.4.3   IEEE488 通用接口功能 

SH1（完全的源挂钩功能）、AH1（完全的受者挂钩功能）、T4（除只讲外的完

全的讲功能）、L4（除只听外的完全的听功能）、SR1（完全的服务请求功能）、RL1

（完全的远控/本地功能）、DC1（完全的器件清除功能）。 

1.4.4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 

后面板 RS232 连接插座为 DB9 九针针式插座。管脚定义如下 

管 脚 号 符 号  

2 RXD 接收数据 

3 TXD 发送数据 

5 GND 信号地 

  其余管脚：未连接 

1.4.5 程控命令语言 

采用可程控仪器标准指令 SCPI 语言（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 

1.4.6 电源 

 电压：   AC  100V～242V 

 频率：   47Hz～63Hz 

 功耗：   40VA 

1.4.7 外形尺寸 

   270mm×370mm×110mm（W×D×H） 

1.4.8 重量 

   约 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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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面板操作说明图 
 

 
 

1 LCD 显示屏   5  USB Host         9    时基和通道指示灯    

2 菜单操作键        6  通道 B 输出      10   电源开关 

3 闸门指示灯      7  通道 A 输出    

4 功能选择键        8  时基输入输出        
 

 

 

 

 

 
本书定义：本书对于按键的文字表示与面板上按键的标识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操作面板上的功能键

用一中括号包围的文字所表示，如【运行】代表前面板上的一个标注着“运行”文字的功

能键，其中菜单操作键至上而下定义为【F1】至【F5】。 
 

第 2章 
  面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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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面板指示灯 
 
      共有五组不同的 LED 指示灯，描述见下表 

指 示 灯 含    义 
 

电源指示灯，插上电源线后，如果后面板主电源开关已经

处于开启状态，这时前面板的电源按键显示橙色。仪器内

部恒温晶振开始预热。按下电源按键，显示绿色，仪器完

成初始化，进入测量状态。 

外部时基 

 

闸门指示灯。 

 

 

外时基输入指示灯。灯亮时，表示仪器当前有外时基信号

输入且时基设置为外；灯灭时，表示仪器当前为内部时基

信号输出或时基设置为外但没有外部信号输入。注意：用

外时基时，要将此键选为外时基输入，同时将外时基接入

BNC 插座。 

 
通道 A 设置指示灯。该灯亮表示当前通道设置为通道 A。

按此键，可选择高阻抗输入或低阻抗输入。 

 通道 B 设置指示灯。该灯亮表示当前通道设置为通道 B，

为低阻抗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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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面板用户操作界面示意图 
 
 
 
 
 
 
 
 
 
 
 
 
 
 
 
 
 

 

1 分辨率显示区； 

2 当前通道输入阻抗显示区； 

3   当前测量功能或运算方式显示区； 

4 当前通道频率范围显示区； 

5 当前测量方式显示区； 

6 当前通道显示区； 

7 远控标记显示区； 

8 当前速率标尺显示区； 

9 当前低通状态显示区（只在通道1时显示）； 

 

 

    10 当前测量功能或运算方式的中心 

        频率显示区； 

 11 当前测量结果显示区； 

 12 下限频率或预定标值显示区； 

 13 当前测量功能显示区； 

 14 烧毁电压显示区； 

 15 错误信息显示区； 

16  时基信号输入方式显示区； 

17 平均次数显示区； 

18 上限频率或偏移值显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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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后面板说明图 

 
 
 
 
 
 
 
 
 
 
 
 
 
 
 
 
 
 
 
 

1  电风扇 

2 电源插座 

3 主电源开关（开关打开后，仪器内部恒温晶振开始预热，仪器处于待机状态） 

4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 

5 IEEE488 通用接口（选件） 

6 USB 通用串行接口（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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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测量前的工作 
3.1.1 测量前的准备工作 

先仔细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符合本仪器的电压工作范围，确认无误后方可将电源

线插入本仪器后面板上的电源插座内。仔细检查测试系统电源情况，保证系统间接

地良好，仪器外壳和所有的外露金属均已接地。在与其它仪器相连时，各仪器间应

无电位差。 

3.1.2 仪器开机 

插上电源线并打开后面板主开关后，仪器内部晶体振荡器即已通电预热，面板

电源按键显示橙色。按下前面板电源开关，电源按键显示绿色，仪器进入初始化。

显示开机初始化界面。初始化结束后，仪器进入自动测量状态，通道为通道 1。 

3.2  菜单显示 

   该仪器的菜单是动态显示的。在菜单没有显示时，按了带菜单的功能键时，菜

单会在界面右侧弹出；按菜单键，如果前面最近有菜单显示并且该菜单键对应有功

能，则显示前面最近显示的菜单，否则没有反应。菜单显示后，会延时一段时间自

动消失。 

当界面有菜单显示或有浮动窗口显示但没有进入数字输入状态时，按其他有菜

单选项的功能键，则直接关闭当前菜单和浮动窗口，显示新菜单；如果按其他菜单

键，则弹出对应的浮动窗口。 

3.3  数值输入 

3.3.1 进入数值输入状态 

               在浮动窗口打开的状态下，按【数字】键，在浮动窗口的标题栏右端会出现红

底黄字的 NUM 标记，表示可以输入数字。 

      在数值输入状态按【数字】键，则 NUM 标记会消失，表明退出数值输入状态。

在浮动窗口已打开但没有进入数值输入的状态下，按非当前功能的其他菜单键或功

第 3 章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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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键可以直接切换到相应功能。 

3.3.2   输入数值 

1．在数值输入状态下，则面板上每个绿色数字对应的功能键切换为输入相应数字的功能： 

【单次】输入数字 7 【平均设置】输入数字 8 【极限判断】 输入数字 9 

【运行】输入数字 4 【频偏运算】输入数字 5 【存储调用】 输入数字 6 

【速率】输入数字 1 【相对测量】输入数字 2 【系统】输入数字 3 

【分辨率】输入数字 0 【手动自动】输入小数点 【本地】输入负号- 

【本地】按一次输入负号‘-’，再按一次取消负号； 【通道 A】输入单位 GHz； 【通

道 B】在输入频率数值时输入单位 MHz，在输入非频率数值时为确认键；【时基 内/外】

为退格键，即向左删除一位数字。 

2．输入数值时请注意以下情况： 

○1  中心频率值不允许为负数； 

○2  极限判断时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不允许输入负数； 

○3  所有数值必须在要求范围内输入； 

○4  平均次数、定标值、GPIB 地址和速率值不能输入小数； 

○5  首位数值不能输入小数点； 

○6  首位数值为 0 时，其后不能输入除小数点外的其他数值。 

 
3.4 使用各项功能键 

3.4.1   单次测量键 

 
 

· 使频率计进入单次测量功能状态（如频率计在连续测量功能状态）并进行一次

测量。 

· 使频率计进入单次测量功能状态（如频率计在连续测量功能状态，平均计算功

能已打开）并进行 N 次测量。 

3.4.2  连续测量键 

 

 

· 使频率计进行连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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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或取消当前测量（如已经在连续测量状态或单次测量状态，正在进行一 

次测量），重新开始进行新的测量。 

3.4.3  速率设置键 
 
 
 

在弹出菜单中可设置速率值，即在连续测量方式下测量速度的快慢（除因分辨率设置

的高低而带来的测量速度的变化）。菜单选项如下： 

· 快速（FAST）   测量速度较快，约 0.1s/ 次； 

· 中速（MIDDLE）  测量速度较慢，约 5s/ 次； 

· 慢速（SLOW）  测量速度很慢，约 8s/ 次； 

· 任意设置（SETUP） 可任意设置速度的快慢，设置值为 1-100，数值越大，

速度越慢。标尺上的三角标记显示当前设置的速率值。 

3.4.4  分辨率设置键    

 

 

在弹出菜单中可设置分辨率的大小： 

【F1】~【F5】分别为 1Hz、10Hz、100Hz、1kHz、10kHz。 

3.4.5  平均次数设置键 

 

 

在弹出菜单中可设置平均次数，菜单选项如下：(B 通道 1Hz 分辨率时平均功能无效) 

· 平均次数（N） 设置平均计算的次数，数值范围为 1-100 的整数； 

· 开关（STATE） 设置是否进行平均计算。设为开（ON）则每次测量结果为

进行 N 次平均计算的结果，设为关(OFF)则每次测量不进行平均计算。 

3.4.6  频偏运算功能键 
 
 
 

对手动测量或自动测量功能下的测量值进行频偏运算，公式如下： 

显示结果 = （ 测量结果 ×定标值 ）+ 偏差值 

在弹出菜单中可设置各项参数，具体选项如下： 

· 偏差（OFFS）  设置偏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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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标（SCAL）  设置定标值，数值范围为 1-100 的整数。 

3.4.7  相对测量功能键 
 
 
 

对手动测量或自动测量功能下的测量值进行相对运算，显示为测量值减去中心频率

得到的频率值。该频率值与设置的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进行比较，在上限值和下限值以

外的计算值为超界值，超界时会显示“ERROR”并显示警示信息。其菜单选项如下： 

· 中心频率（CENT） 设置中心频率； 

· 上限（UPPR）  设置测量结果与中心频率比较后差值的上限值； 

· 下限（LOWER）  设置测量结果与中心频率比较后差值的下限值。 

3.4.8  手动测量和自动测量切换功能键 
 
 
 

当前如果是手动测量方式，则按此键切换到自动测量方式；如果当前是自动测量方

式，且在通道 B，则按此键切换到手动测量方式，在通道 A不能进行手动测量。在切换

到手动测量方式时，弹出菜单选项如下： 

·中心频率（CENT）设置中心频率，范围为 2GHz 到最大允许测量的频率值。 

手动测量与自动测量相比较，手动测量能更快速地测量被测信号的频率，使用这一

测量功能的前提是用户要确切地知道被测频率范围，不得超过手动设置中心频率

±20MHz,否则可能会得到错误的测量结果。如果用户要快速测量 3GHz 以下的信号（典

型值达 3.8GHz），建议使用 A 通道。而且不需要设置中心频率，只要通道输入选择正确

即可。 

超限时会显示“ERROR”并显示警示信息。但如果用户不知道被测信号频率范围，

有可能不显示警示信息，而出现错误的测量结果。 

3.4.9 极限判断功能键 
 

 
 

该功能是对当前的测量结果进行极限判断，即如果测量结果超出指定的上限频率

或下限频率，则停止测量，显示“ERROR”和警示信息或继续测量。其弹出菜单选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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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界设置（ON FAIL） 设置测量结果超界时是继续测量（GO ON）或停止测量 

（STOP）。当设置为继续时，窗口上功能显示区显示“极限判断关”。当设置为停止时， 

窗口上功能显示区显示“极限判断开”； 

·上限（UPPR）  设置上限频率； 

·下限（LOWER）  设置下限频率。 

3.4.10  存储调用功能键 
 
 
 

可存储当前的工作状态（包括功能、通道和时基选择）或调用存储的工作状态。其弹

出菜单选项如下： 

·调用（RECALL）  调用以前存储的状态，范围为 1-9 组； 

·存储（SAVE）  存储当前设置的状态，范围为 1-9 组。 

3.4.11  系统设置键 
 
 
 

设置当前仪器的状态，其弹出菜单选项如下： 

·接口设置（INTERFACE）  选择通用串行接口类型：USB接口或RS232通用串行接口； 

·波特率（BAUD）       设置通用串行接口的波特率，有 5 种设置：2400、4800、 

9600、19200 或 38400； 

·校验方式（PARITY）    设置通用串行接口的校验方式，有 3 种设置：EVEN、 

ODD、NONE； 

  ·GPIB 地址（GPIB ADDR） 设置 GPIB 接口的地址，数值范围为 1-30 的整数； 

  ·语言（LANGUAGE）   设置使用的语言，分中文和英文两种。 

3.4.12  返回本地功能键 
 
 
 

在远控状态下，按此键可以返回到本机操作。 

3.4.13  通道 A 设置/高分辨率测量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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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置通道 A 的测量频率范围或开关高分辨率测量。在手动测量方式下，必须退出

手动测量方式，才允许切换到通道 A。其菜单选项如下： 

· 低通设置（FILTER），设置低通的状态，对 10Hz-80MHz 测频范围有效。若在通道 

   1，则会在低通状态显示区显示当前低通设置状态，在通道 B 下不能设置； 

· 频率范围（RANGE）， 设置测量频率的范围：10Hz-80MHz 或 60MHz-3.2GHz。若 

   设置为 10Hz-80MHz，即通道 1，则会在低通状态显示区显示当前低通设置状态； 

· 高分辨率测量（H RESOL），选择高分辨率测量方式只能在 10Hz-80MHz 测频范围， 

   关闭高分辨率测量，仪器切换到自动测量方式。在高分辨率测量方式下，频偏运算、 

   相对运算、手动测量、自动测量和极限判断功能不起作用。 

3.4.14  通道 B 设置功能键 
 
 
 

设置当前通道为通道 B。在高分辨率测量方式下，必须关闭高分辨率测量方式，才能

从通道 A 切换到通道 B。 

3.4.15  时基设置功能键 

 

设置时基信号为内部输出或外部输入，显示为内（INT）表示时基信号输出，显示为

外（EXT）表示外部时基信号输入。 

3.4.16  数字输入标记键 

 

 

在浮动窗口打开时，如果没有进入数字输入状态，按此键会在浮动窗口的标题栏右端

显示“NUM”标记，表示进入数字输入状态；如果在数字输入状态下，按此键则浮动窗口上

“NUM”标记消失，表示退出数字输入状态。 
 
3.5  使用辅助功能键      

在时基信号输入输出插座、通道 A 插座和通道 B 插座上的显示灯是辅助功能键。 

3.5.1 时基输入输出辅助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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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时基信号为内部输出或外部输入，显示为内（INT）表示时基信号输出，显示为

外（EXT）表示外部时基信号输入。 

3.5.2 通道 A 辅助功能键 
 
 

在通道 B 的状态下，切换到通道 A，频率范围为最近设置的频率范围；在通道 A 状态

下，直接进行频率范围的切换。在手动测量方式下，必须退出手动测量方式，才允许从通

道 B 切换到通道 A。 

3.5.3 通道 B 辅助功能键 
 
 

在通道 A 状态下，切换到通道 B。在高分辨率测量方式下，必须关闭高分辨率测量方

式，才能从通道 A 切换到通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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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3395A 智能微波频率计具有 USB 通用串行接口、RS232 通用串行接口、IEEE488 通

用程控接口三种接口。其中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为标准配置，USB 通用串行接口、IEEE488

通用程控接口为选配件。SP3395A 智能微波频率计的接口程控命令采用与可程控仪器标准命

令 SCPI 语言（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兼容的程控命令。程控命

令均采用 ASCII 字符表示，信号源向计算机返回的数据也是由 ASCII 字符表示。RS232 通

用串行接口和 IEEE488 通用程控接口的程控命令完全一样。通过发送可程控仪器标准命令

（SCPI 指令），所有的面板按键操作都可通过程控接口（USB 通用串行接口、RS232 通用

串行接口或 IEEE488 通用程控接口）进行远程控制。 

 

4.1 程控接口硬件连接 

在进行程控操作之前应先将信号源程控接口和计算机连接起来，并且设置好程控接口的

参数。 

4.1.1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 

1）RS232 通用串行接口的连接 

信号源后面板的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为标准的 9 针插座，用标准的 RS232 连接电缆可

将计算机和信号源连接起来，连接电缆的连接方式可参考下图。 
 

第 4章 
远程控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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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RS232 接口为非热插拔接口，因此插拔 RS232 接口电缆时必须断开信号源电源。 
 

 

2）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的参数设置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的接口参数（波特率、校验位）的设置通过系统设置菜单

进行设置。具体设置可参考 3.4.11。 

4.1.2 GPIB 通用程控接口 

1）   GPIB 通用程控接口的连接 

GPIB 通用程控接口的连接方法很简单，只要用 GPIB 电缆将信号源和 GPIB 通

信设备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注意：GPIB 接口为非热接插拔接口，因此插拔 GPIB 接口电缆时必须断开信号源电源。 

 
 

2） GPIB 通用程控接口的地址设置 

GPIB 接口的接口地址的设置通过系统设置菜单进行设置。具体设置可参考

3.4.11。 

4.1.3    USB 通用串行接口 

  1）   USB 通用串行接口的连接 

    USB 通用串行接口的连接很简单，用附件里提供的 USB 连接电缆将信号源和

计算机的 USB 接口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2） USB 通用串行接口的参数设置 

USB 通用串行接口参数设置和 RS232 接口的参数设置相同。具体设置可参考

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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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 USB 设备驱动程序 

          USB 设备驱动程序在仪器附件所提供的配套光盘里。 

4.1.4 从远控状态返回到本地状态 

开机时频率计处于面板按键控制（本地）状态。一旦进入远控状态，除【本地】

功能键外，仪器不响应前面板的其它按键。远控状态时按【本地】功能键，仪器手

动进入本地状态。 

4.1.5 RS232、USB 通用串行接口通信测试程序 

  1） 安装测试程序 

 通信测试程序在仪器附件所提供的配套光盘里。 

2） 利用通信测试程序测试 RS232、USB 通用串行接口 
 
 

 

 

 

 

 

 

Command：命令输入窗口； 

Return：返回信息窗口； 

RS232 Option：设置接口参数；  

 Port：选择计算机与仪器连接端口； 

 BaudRate：波特率； 

 Data Bits & Check：数据位和奇偶校验位； 

Send：发送命令； 

Exit：退出程序。 
 
 
 

注意：接口参数必须和仪器设置一致，否则无法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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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出错信息 

显 示 含  义 

ERRORNo00  首位数据不能为 0。 

ERRORNo01 不能输入负数。 

ERRORNo02  上限值小于下限值出错。 

ERRORNo03  不能输入浮点数。 

ERRORNo04  参数值超界出错。 

ERRORNo05  0 后不能输入数字或不能直接输入小数点。 

ERRORNo06  不能输入单位 GHz。 

ERRORNo07  没有输入有效数据。 

ERRORNo08 该区没有存数据。 

ERRORNo09 测量结果超界。 

ERRORNo11 通道 A 不能运行手动测量。 

ERRORNo12 在高分辨率状态下不能运行。 

ERRORNo13 频率值小于 0 出错。 

ERRORNo14 超过最大允许设置频率值。 

ERRORNo15 手动测量方式下中心频率设置小于最小允许频率值。 

ERRORNo16 没有寄存器保存数据。 

ERRORNo17 没有接口。 

COMMANDERROR 远控命令格式出错。 

OVER FLOW 测量结果超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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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程控命令简述 

频率计程控命令与可程控仪器标准命令 SCPI 语言兼容，程控命令表示方式也

与 SCPI 语言一致。 

5.1.1 部分 SCPI 命令符号含义 
[ ]                 括号内的字符是可选的。例如：CALCulate[1] ，既可以写

CALCulate，也可以写成 CALCulate1。注意括号并不是命令

符号。 

AUTO|MANUal     表示任选其一，或者 AUTO，或者 MANUal。 

<Boolean>           表示开关参数，0 或者 1。同时也可以表示为 OFF 或者 ON，

OFF 为 0，ON 为 1。频率计返回只有 0 或者 1。 

<Numeric_Value>     表示一个数值，具体数值格式见命令参考。 

SENSe              表示命令既可以是只有大写字符的部分，也可以是完整的字

符。例如：SENSe 命令符号表示以下写法都是对的，SENSE

或 SENS。 

5.1.2 频率计 IEEE488.2 通用命令 

频率计响应以下四个 IEEE488.2 通用命令。通用命令均以“*”开始，一般与

测量设置无关。 

IEEE488.2 通用命令简述 

助记符 名    称 功        能 

*IDN? 仪器识别查询指令 查询仪器标识。 

*RCL <Numeric_Value> 调用指令 调用已存储的参数设置和状态。 

*RST 复位指令 将仪器复位到开机状态。 

*SAV <Numeric_Value> 存储指令 存储仪器当前的参数设置和状态。 

第 5章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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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频率计 SCPI 命令 

SCPI 命令包含了所有的测量功能和设置，使用树状分层命令结构方式。子关键字与上

一级关键字之间用“:”联系。例如 CALC:TYPE?，CALC 与 TYPE?之间用“:”连接，表示

TYPE?为 CALC 的下一级关键字。 

一般 SCPI 命令都包含有查询命令，在命令之后加“?”既是此命令的查询命令。例如

CALC2:AVER:STAT 0 关闭平均计算功能，而 CALC2: AVER:STAT?则是查询平均计算功能开

启状态。但部分设置命令无查询命令，而且还有部分命令只有查询命令。频率计 SCPI 命令

见下表。 

SP3395A  SCPI 命令简述 

关键字/语法 参数形式 注     释 
:ABORt  无查询命令。终止正在进行的测量。 
:CALCulate[1] 
  :TYPE 
  :OFFSet 

:FREQuency0 
[:DATA] 

:SCAL 
:RELAtive 

:FREQuency0 
[:DATA] 

:LOWer 
[:DATA] 

UPPer 
[:DATA] 

:LIMit 
:LOWer 

[:DATA] 
UPPer 

[:DATA] 
 

 
MEASure|OFFSet|RELAtive|LIMit 
 
 
<Numeric_Value>[Hz] 
<Numeric_Value> 
 
 
<Numeric_Value>[Hz] 
 
<Numeric_Value>[Hz] 
 
<Numeric_Value>[Hz] 
 
 
<Numeric_Value>[Hz] 
 
<Numeric_Value>[Hz] 
 

 
设置数学运算和极限判断功能。 
 
 
设置定标/偏差运算偏差频率。 
设置定标/偏差运算定标值。 
 
 
设置相对运算中心频率。 
 
设置相对运算下限频率。 
 
设置相对运算上限频率。 
 
 
设置极限判断下限频率。 
 
设置极限判断上限频率。 

:CALCulate2 
  :AVERage 

:COUNt 
[:STATe] 
 

 
 
<Numeric_Value> 
<Boolean> 
 

 
 
设置平均运算功能的采样次数。 
打开/关闭平均计算功能。 
 

:MEASure 
  :TYPE 

:MANUal 

 
AUTO|MANUal|HIRESol 
 

 
设置测量功能。 
设置手动测量中心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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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0 
  :REFerence 

<Numeric_Value>[Hz] 
INT| EXT 

设置内部时基或外部时基。 

:INITiate 
  :AUTO 
 
 
  :CONTinuous 
 
  [:IMMediate] 

 
<Boolean> 
 
 
<Boolean> 

 
在极限判断时设为ON则测量结果超出上

下限时测量自动停止；设为 OFF 则关闭

自动停止。 
设置连续测量状态或单次测量状态。 
无查询命令。使仪器立即进行一次测量过

程。 
:INPut 
  :FILTer 

[:LPASs] 
  [:STATe] 

   

 
 
 
<Boolean> 
 

 
 
 
打开/关闭通道 A 低通滤波器。 
 

:MEASure?  只有查询命令。进行一次测量过程并返回

测量结果。 
:READ?  只有查询命令。返回测量结果。 
[:SENSe] 
  :FUNCtion 

[:ON] 
 
 
 
 
  :FREQuency 

:ARM 
 

 
<Sensor_Function>（如下） 
“[:][XNONe:]FREQuency [1]” 
“[:][XNONe:]FREQuency 2” 
“[:][XNONe:]FREQuency 3” 
“[:][XNONe:]FREQuency 

:CHECK” 
 
1Hz|10Hz|100Hz|1kHz|10kHz 
 

 
设置测量功能。 
通道 A1 频率测量。 
通道 A2 频率测量。 
通道 B 频率测量。 
频率自检测量。 
 
 
设置频率测量的分辨率。 
 

:SYSTem 
:COMMunicate 

:GPIB 
  [:SELF] 
    :ADDRess 

    :SERial 
:TRANsmit 

    :BAUD 
    :PARity 
      [:TYPE] 
 

:KEY 
 
  :LOCal 
 
 
  :MEASure 

:PAUSe 

 
 
 
 
<Numeric_Value> 
 
 
2400|4800|9600|19200|38400 
 
EVEN|ODD|NONE 
 
<Numeric_Value> 
 
 
 
 
 
<Numeric_Value>[s] 

 
 
设置 GPIB（IEEE488）地址。 
 
 
 
 
设置 RS232 的波特率。 
 
设置 RS232 的校验位。 
 
无查询命令。相当于按下一按键。 
 
无查询命令。只在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有

效。使仪器回到本地状态。 
 
设置测量暂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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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计的 SCPI 命令有效状态与频率计面板按键有效状态一致。例如，在通道 B 下设置

测量功能为手动测量（MEAS:TYPE MANU）后，再设置通道为通道 A，由于手动测量不能

在通道 A 下使用，因此此命令无效，返回出错信息，同时仪器界面设置不会有任何改变。 

5.2  程控命令语法 
5.2.1 程控命令概述 

SP3395A 程控命令为控者（如计算机）发送给频率计的命令符号，既可通过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USB 通用串行接口，也可通过 IEEE488 通用程控接口发送。

命令符号为ASCII字符，频率计返回的信息也是由ASCII字符组成。当使用 IEEE488

通用程控接口时，频率计发送结束符的同时发送 EOI 信号。 

SP3395A 程控命令符合 SCPI 语言规范。 

5.2.2 程控命令类型和形式 

程控命令分为 IEEE488 通用命令和 SCPI 命令两种类型。IEEE488 通用命令一

般用来进行复位到已知状态、存储调用状态等，与测量无关。 

5.2.2.1 通用命令形式 

   通用命令以（*）星号作为开始，可能含有参数。例如以下为通用命令： 

    *RST    *IDN?     *RCL 1 

5.2.2.2 SCPI 命令和查询形式 

SCPI 命令完成的功能通常是对仪器进行设置。命令关键字分成几极，根命令

关键字下为子命令关键字，关键字后为命令参数。根命令关键字与子命令关键字之

间用冒号（:）连接，关键字与参数之间用空格连接。例如下面为一个命令和它的

查询命令： 

:MEAS:TYPE MANU 

:MEAS:TYPE? 

   MEAS 是根命令关键字，TYPE 是第二级命令关键字，MANU 是命令参数。 

5.2.3 SCPI 命令基本语法原则 

5.2.3.1 SCPI 分层命令语法 

SCPI 命令格式为树状分层结构，可分为多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由一个根命

令和一个或数个层次子命令构成。最后一层子命令关键字与命令参数之间以空格连

接。如果是查询命令，最后一层子命令关键字后直接加问号（?），然后才以空格连

接参数（如果有参数的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参数，参数之间用逗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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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通用命令语法 

通用命令以星号（*）开始，后面是通用命令符号，通用命令与命令参数之间

以空格连接。如果是查询命令，通用命令符号后直接加问号（?）。 

5.2.3.3 简写命令 

SCPI 命令可以混用大写和小写字母。命令描述中的大写字母表示命令的简写

方式。为了增强程序的可读性，可以使用完整的命令。频率计即可以接受简写命令，

也可以接受完整命令。 

例如：命令 CALCulate，则 CALC 和 CALCULATE 都是可以接受的命令，而

其它的命令形式，如 CALCU、CALCULA 等都产生出错信息。由于即可使用大写

也可使用小写字母，因此如 CALCULATE、calculate 或 CALcuLaTe 等都是可以接

受。 

5.2.3.4 命令关键字的连接 

   根命令和其子命令之间以冒号（:）连接。例如： 

    :MEAS:TYPE? 

   其中第一个冒号（位于开始处的冒号）可以省略。即此命令可以写成： 

    MEAS:TYPE? 

5.2.3.5 可省略的关键字 

可省略的关键字是指那些位于方括号（[ ]）内的关键字。注意方括号并不是关

键字中的一部分，不能发送给频率计。 

如果省略方括号中的关键字，频率计会自动假定省略部分已存在，其响应与不

省略是一样的。 

例如[:SENSe]子系统命令： 

 [:SENSe] 

   :FREQuency 

     :ARM 1Hz 

根命令关键字是一个可省略的关键字，因此下面两个命令都是可以接受的，且

功能相同： 

    :SENS:FREQ:ARM 1Hz 

    :FREQ:ARM 1Hz 

5.2.3.6 参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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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可能是字符，也可能是数字，但不论是字符还是数字，都用 ASCII 字符表

示。所有频率值的设置都必须是整数。 

以下为参数类型表： 

参数类型 解             释 

<Numeric_Value> 数字。具体数字形式见相应命令详解。 

<Boolean> 一位二进制数，表示真或假： 

1（ON）或 0（OFF）。查询时只发回 ON 或 OFF。 

5.2.3.7 查询参数 

   一般带参数的命令都可以加？来进行查询，查询当前参数状态。例如: 

INPut:FILTer? 

   查询结果返回当前通道 A 低通滤波器状态，ON 或 OFF。 

5.2.3.8 参数单位 

频率参数一般含有 Hz 单位。单位可以省略，并且不分大小写。 

参数单位前还可能含有前 ，表示单位倍数。 

符号 含义 

G 10 9 

M 610  

k 310  

单位前 即可以大写，也可以小写。请注意 m 和 M 都表示 M。 

5.2.3.9 命令结束符 

程控命令以换行符（ASCII 符号 10，十六进制 0AH）作为结束符。频率计返

回的信息也是以换行符作为结束符。当使用 IEEE488 通用程控接口时，在发送换行

符的同时发送 EOI 信息。 

5.2.4 复合命令 

SCPI 语言可以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命令一同发送，命令之间用分号（;）连接，

在几个命令的最后发送结束符。如： 

*RST;:FUNC “FREQ 1” 

这个复合命令与发送*RST 命令后再发送:FUNC “FREQ 1”命令是一样的。 

复合命令最长不能超过 10 个指令，否则会产生命令出错并丢失部分命令。 

5.3  程控命令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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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ABORt 子命令 

  :ABORt 

此命令只有执行命令而无查询命令。接收到此命令后，频率计退出正在进行的

测量，进入空闲状态。 

5.3.2 :CALCulate[1] 子命令系统 

5.3.2.1 :CALCulate[1] :TYPE MEASure|OFFSet|RELAtive|LIMit 

设置数学运算类型：频偏运算（OFFSet）、相对运算（RELAtive）或极限判断

（LIMit）。设为 MEASure 则关闭数学运算，并切换到最后使用的测量方式（自动

测量或手动测量）。在高分辨率测量方式下，没有数学运算功能。 

5.3.2.2 :CALCulate[1] :OFFSet:FREQuency0[:DATA] <Numeric_Value>[Hz] 

  设置定标/偏差运算偏差值。 

5.3.2.3 :CALCulate[1] :OFFSet:SCAL <Numeric_Value> 

  设置定标/偏差运算定标值。取值范围为 1-100 的整数。 

5.3.2.4 :CALCulate[1] :RELAtive:FREQuency0[:DATA] <Numeric_Value>[Hz] 

  设置相对运算中心频率。 

5.3.2.5 :CALCulate[1] :RELAtive:LOWer[:DATA] <Numeric_Value>[Hz] 

  设置相对运算差值的下限频率。 

5.3.2.6 :CALCulate[1] :RELAtive:UPPer[:DATA] <Numeric_Value>[Hz] 

  设置相对运算差值的上限频率。 

5.3.2.7 :CALCulate[1] :LIMit:LOWer[:DATA] <Numeric_Value>[Hz] 

  设置极限判断的下限频率。 

5.3.2.8 :CALCulate[1] :LIMit:UPPer[:DATA] <Numeric_Value>[Hz] 

  设置极限判断的上限频率。 

5.3.3 :CALCulate2 子命令系统 

5.3.3.1 :CALCulate2:AVERage:COUNt <Numeric_Value> 

  设置平均计算的平均次数。取值范围为 1-100 的整数。 

5.3.3.2 :CALCulate2:AVERage: [:STATe] <Boolean> 

  打开/关闭平均计算功能。ON 或 1 为开，OFF 或 0 为关。 

5.3.4 :MEASure 子命令系统 

5.3.4.1 :MEASure:TYPE AUTO|MANUal|HIR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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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测量方式：自动测量（AUTO）、手动测量（MANUal）或高分辨率测量（HIRSol）。

手动测量只能在通道 B 中运行，高分辨率测量只能在频率范围为 10Hz-80MHz 的通道 A

中运行。 

5.3.4.2 :MEASure:MANUal:FREQuency0 <Numeric_Value>[Hz] 

设置手动测量方式的中心频率。 

5.3.4.3 :MEASure:REFrence INT|EXT 

设置时基：INT 为内部时基，EXT 为外部时基。 

5.3.5 :INITiate 子命令系统 

5.3.5.1 :INITiate:AUTO <Boolean> 

设置和查询进行极限判断时，当测量结果超出上、下限范围后，频率计是自动停止

还是继续测量。AUTO ON 表示测量结果超出上、下限范围后，频率计自动停止；AUTO 

OFF 表示测量结果超出上、下限范围后，频率计继续测量。 

5.3.5.2  :INITiate:CONTinuous <Boolean> 

设置和查询频率计连续测量的使能状态。:INITiate:CONTinuous ON 时表示频

率计为连续测量状态，并且立即进行测量，测量结束后开始进行下一次测

量。:INITiate:CONTinuous OFF 时表示频率计为单次测量状态，测量一次停止，并

显示结果。 

5.3.5.3  :INITiate[:IMMediate] 

此命令只有执行命令而无查询命令。接收到此命令后，频率计立即进行一次测

量。但测量数据并不送接口。 

5.3.7   :INPut:FILTer[:LPASs][:STATe] <Boolean> 

设置和查询通道 A 频率范围为 10Hz-80MHz 的通道的低通滤波器开关状态。ON

或 1 为开，OFF 或 0 为关。 

5.3.8   :MEASure?子命令 

 :MEASure? 

使频率计进行一次测量并接收测量结果。表示立即进行一次测量，并读取测量结

果。频率计返回 ASCII 字符串表示的测量结果。 

5.3.9  :READ?子命令 

 :READ? 

从频率计读取最近一次的测量结果。如果测量结果存在，频率计返回 ASCII 字符

串表示的测量结果。如果测量结果不存在，则无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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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  [:SENSe]子命令系统 

5.3.10.1 [:SENSe]:FUNCtion[:ON] “[:][XNONe:]FREQuency [1]” 

设置当前通道为通道 1：频率范围为 10Hz-80MHz 的通道 A。在高分辨率测量方

式下此命令无效。 

5.3.10.2 [:SENSe]:FUNCtion[:ON] “[:][XNONe:]FREQuency 2” 

设置当前通道为通道 2：频率范围为 60MHz-3.2GHz 的通道 A。在高分辨率测量

方式下此命令无效。 

5.3.10.3 [:SENSe]:FUNCtion[:ON] “[:][XNONe:]FREQuency 3” 

设置当前通道为通道 3：即通道 B。在高分辨率测量方式下此命令无效。 

5.3.10.4 [:SENSe]:FUNCtion[:ON] “[:][XNONe:]FREQuency:CHECK” 

设置频率计自检测量，测量结果为 10MHz。 

5.3.10.5 [:SENSe]:FREQuency:ARM 1Hz|10Hz|100Hz|1kHz|10kHz 

设置频率计测量分辨率。 

5.3.11  :SYSTem 子命令系统 

5.3.11.1 :SYSTem:COMMunicate:GPIB[:SELF]:ADDRess <Numeric_Value> 

设置和查询频率计 IEEE488 接口地址。设置范围为 1-30 的整数。 

5.3.11.2 :SYSTem:COMMunicate:SERial:TRANsmit:BAUD 2400|4800|9600|19200|38400 

设置和查询频率计 RS232 接口或 USB 通用串行接口通讯波特率。 

5.3.11.3 :SYSTem:COMMunicate:SERial:TRANsmit:PARity[:TYPE] EVEN|ODD|NONE 

设置和查询频率计 RS232 接口或 USB 通用串行接口通讯校验位。EVEN 为偶校

验，ODD 为奇校验，NONE 为无校验。 

5.3.11.4 :SYSTem:KEY <Numeric_Value> 

此命令只有执行命令而无查询命令。发送此命令相当于按下相应的按键。

<Numeric_Value>为键码。取值范围为 0-23。 

按键和它们相应的键码见下表： 

按     键 键 码 按     键 键 码 

【单次】 0 【通道 A】 9 

【运行】 12 【通道 B】 21 

【速率】 1 【时基 内/外】 10 

【分辨率】 13 【数字】 22 

【平均设置】 3 辅功能键【时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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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偏运算】 15 辅功能键【通道 A】 5 

【相对测量】 4 辅功能键【通道 B】 8 

【手动/自动】 16 菜单键【F1】 11 

【极限判断】 6 菜单键【F2】 14 

【存储调用】 18 菜单键【F3】 17 

【系统】 7 菜单键【F4】 20 

【本地】 19 菜单键【F5】 23 

5.3.11.5 :SYSTem:LOCal 

使仪器返回本地状态。只在 RS232 通用串行接口和 USB 通用串行接口有效。 

5.3.11.6 :SYSTem:MEASure:PAUSe <Numeric_Value>[s] 

设置和查询频率计测量暂停时间。取值范围为 0.1-9.9 的实数。数值只能有一位

小数位。 

5.3.12 通用命令 

5.3.12.1 *IDN? 

   此命令只有查询命令，查询仪器识别代码。 

  查询返回： ASCII 字符串：SHENGPU SPXXXX -XXG 

第一项为厂商代码符号（SHENGPU）。 

第二项为仪器型号。 

第三项为仪器测频范围。 

5.3.12.2 *RCL <Numeric_Value> 

从寄存器中调出仪器以前存储好的参数状态。此命令无查询命令。取值范围为

1-9 的整数。 

5.3.12.3 *RST 

复位命令，将频率计设定到开机状态。此命令无查询命令。 

5.3.12.4 *SAV <Numeric_Value> 

   存储当前参数状态到寄存器。此命令无查询命令。取值范围为 1-9 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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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出错处理 

  仪器具有一定的出错处理能力。 

·  输入数值超出范围错误提示。 

 · 当前功能按键无意义错误提示或不响应。 

 
 
6.2  检修注意事项 

· 本仪器采用大规模 CMOS 集成电路和高速 ECL 电路等，为防止意外损坏，修

理时严禁使用两芯电源线的电烙铁。测试仪器或其它设备的外壳应接地良好。 

· 修理焊接时严禁带电操作。只要电源线插入本仪器，电源部件开始工作，焊接

时必须将本仪器的电源线拔去。 

· 修理时，一般先排除外部故障和直观故障，如开路、短路或参数设置不合适等。

其次测量机内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在各组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检查有故障部分

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是否正常，有无虚焊点。集成电路故障应在慎重判断后予以

排除。 

· 检修时示波器探头或万用表表笔应接触在测试点上，不能碰及邻近各点，造成

故障扩大化。 

· 在不能确定故障原因的情况下，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以使故障得以及时排除。 

 

 

 

 

第 6章 
注意事项与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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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仪器配件 

  · SP3395A（I/II/III 型）智能微波频率计             1 台 

   · 测试电缆 BNC Q9-J5 双阳      1 根 

· 测试电缆 ≤26.5 GHz , SMA 型双阳                 1 根 

≤36/40 GHz ,  K 型双阳               1 根 

   · 电源线           1 根 

   · 熔丝管 2A/220V（已装入插座内）        2 只 

   · 产品使用说明书         1 份 

   · 产品合格证          1 份  

   · 产品保修证及用户档案卡       1 份 

   · RS232 连接电缆                           1 根 

   · RS232 测试软件光盘                         1 张 

 
7.2  仪器其它选配件 

   高稳恒温晶振 5×10-9/日（选件Ⅰ）     1 个 

    高稳恒温晶振 3×10-9/日（选件Ⅱ）     1 个 

 IEEE488 通用接口 （选件Ⅲ）             1 套    

 USB 通用串行接口（选件Ⅳ）               1 套 

 手动测量模块（选件 V）       1 套 

 USB Host 接口（选件Ⅵ）                1 套 

              

第 7章 
仪器设备及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