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YD-2000 精密电阻数字测量仪 
 

（含“RJJZ 精密电阻多功能扫描测量系统”） 
 
 
 

用 

户 

手 

册 

 
 
 
 
 
 
 
 

深圳市宁测科技有限公司 
版本 D 





目  录 

１ 

 

目    录 

目    录 ....................................................................................................................................１ 
第一章    一般说明 ................................................................................................................１ 

1．1  简    介 ................................................................................................................１ 
1．2  性能简介 ................................................................................................................１ 
1．3  技术指标 ................................................................................................................２ 
1．4  安全及注意事项 ....................................................................................................３ 
1．5  收到 TYD-2000 后的检验.....................................................................................３ 
1．6  选购件和附件 ........................................................................................................３ 

第二章    基本测量 ................................................................................................................４ 
2．1  简    介 ................................................................................................................４ 
2．2  面板介绍 ................................................................................................................４ 

（1）主功能键/第二功能/第三功能 ........................................................................４ 
（2）测量方式键 ......................................................................................................４ 
（3）Rx 量程选择键/第二功能................................................................................４ 
（4）参数设定按键/隐含功能 .................................................................................４ 
（5）特殊功能按键 ..................................................................................................５ 
（6）屏幕显示 ..........................................................................................................５ 
（7）Rx 输入插座.....................................................................................................５ 

2．3  后面板介绍 ............................................................................................................５ 
2．4  开机准备和开机状态 ............................................................................................６ 

2．4．1  连接测量夹具 ..........................................................................................６ 
2．4．2  连接打印机 ..............................................................................................６ 
2．4．3  连接扫描板 ..............................................................................................６ 
2．4．4  连接保护地 ..............................................................................................６ 
2．4．5  连接电源 ..................................................................................................６ 
2．4．6  开机状态 ..................................................................................................６ 
2．4．7  预热时间 ..................................................................................................７ 

2．5  相对误差测量 ........................................................................................................７ 
2．5．1  连接测量夹具 ..........................................................................................７ 
2．5．2  测量方法 ..................................................................................................７ 
2．5．3  辅助功能 ..................................................................................................８ 

2．6  阻值测量 ................................................................................................................９ 
2．6．1  连接测量夹具 ..........................................................................................９ 
2．6．2  测量方法 ..................................................................................................９ 

2．7  温度系数测量 ........................................................................................................９ 
2．7．1  连接测量夹具 ..........................................................................................９ 
2．7．2  测量方法 ..................................................................................................９ 
2．7．3  辅助功能 ..............................................................................................１０ 

2．8  关于校零 ............................................................................................................１１ 
第三章    动态扫描测量 ....................................................................................................１２ 

3．1  开机准备 ............................................................................................................１２ 
3．1．1  连接扫描测量外夹具 ..........................................................................１２ 
3．1．2  连接扫描板 ..........................................................................................１２ 



目  录 

２ 

 

3．1．3  连接高（低）温箱 ..............................................................................１２ 
3．1．4  连接打印机 ..........................................................................................１２ 
3．1．5  连接保护地 ..........................................................................................１２ 
3．1．6  连接电源 ..............................................................................................１２ 

3．2  扫描测量 ............................................................................................................１３ 
3．2．1  放置被测电阻 ......................................................................................１３ 
3．2．2  设定标称阻值 ......................................................................................１３ 
3．2．3  设定温差 ..............................................................................................１３ 
3．2．4  测量方法 ..............................................................................................１３ 
3．2．5  打印数据 ..............................................................................................１４ 

3．3  故障检测 ............................................................................................................１４ 
3．3．1  点动测量 ..............................................................................................１４ 

第四章    系统校准 ............................................................................................................１５ 
4．1  准备工作 ............................................................................................................１５ 
4．2  校准步骤 ............................................................................................................１５ 

4．2．1  常规校准方法 ......................................................................................１５ 
4．2．2  试探法校准 ..........................................................................................１６ 

4．3  高阻测量的偏差修正 ........................................................................................１７ 
附    录 .......................................................................................................................................I 

A ............................................................................................................................................I 
定期校准参考表 ...................................................................................................................I 
B .......................................................................................................................................... II 
JB1 和 JB2 的引脚功能 ...................................................................................................... II 
C ......................................................................................................................................... III 
四端测量输入插座 Rx....................................................................................................... III 

 

 
 
 
 
 
 
 
 



TYD-2000 用户手册 

１ 

第一章    一般说明 

1．1  简    介 

本用户手册为“TYD-2000 型精密电阻数字测量仪用户手册”的最新版本，详细介绍了该
仪表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步骤，全书共分五大部分： 

 
第一章 一般说明 
第二章 基本测量 
第三章 动态扫描测量（RJJZ 精密电阻多功能扫描测量系统） 
第四章 系统校准 
附  录 
 
本书中有关面板的按键均以字母、符号或中文配合中括号表示，例如【确认】，【％/Ω】

【Rx 测量】等，对于某些按键的第二功能或隐含功能，其并未在面板上标记，但手册中有详
细说明。缩写“TOL”表示电阻的相对误差，缩写“TCR”表示电阻的温度系数。 

假如在您阅读完本操作手册后仍有疑问，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www.tengyuda.com ，或
发 E_mail 到我们的电子信箱：mail@tengyuda.com 作进一步洽询。 

 
 
 

1．2  性能简介 

TYD-2000 型精密电阻数字测量仪是一台高性能与多功能仪表，它可以对各类电阻进行快
速测量或分选，速度最快每秒 25 个读数，精度最高达 0.01%，它可以测量电阻的绝对阻值、
相对误差及温度系数等。 

本机可外接 10、20、30、40 位扫描板（可选件）进行扫描测量，对每组 10～40 支电阻进
行非破坏性，无污染一次性快速测量，测量数据包含阻值、相对误差和温度系数，测量数据可
以打印输出。 

本机的所有数据输入均采用面板按键输入，操作容易、方便和快捷。为防止漏输入，每次
按键均伴有短促蜂鸣声。 

本机提供控制接口，打印接口，通讯接口等供用户选择使用。 
本机校正方便，通过面板按键就可以校正。 
本仪表采用了全面的数字化设计，彻底消除了传统仪表的机械式开关、电位器等对整机性

能的不良影响, 优质元器件的选用以及精良的工艺更保证了本机的良好性能和长期稳定性。 
由于本仪表采用了真正的四端测量方式、加上独特的数字补偿与滤波处理，无论对低、中

阻还是高阻测量，即使在较恶劣环境下使用也同样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同时测量的稳定时间
也较短，因此它是一种集高阻、低阻、极低阻测量性能优异的实用型综合性电阻测量仪器，同
时也适合对各种薄膜型电阻进行快速精密微调（激光刻槽、喷砂调阻），刻槽机，成品分选机
等电阻生产设备的配套使用。 

 



 

２ 

TYD-2000 用户手册 

1．3  技术指标 

1 ％测量方式（相对误差） 
1.1 被测电阻阻值范围：0.1Ω ～ 10.3MΩ 
1.2 TOL 误差显示范围：-9.999％ ～ +9.999％ 
1.3 该方式下按下【％/Ω】可立即显示被测电阻的绝对阻值，反复按键可交替显示。 
1.4 分选上下限设定范围：-9.999％ ～ +9.999％，合格品伴有声、光提示（亦可取消

声音提示） 
1.5 可随时修正显示值，使其与实际标准值完全相同，做到零误差分选。 
 

2 直接Ω测量方式 
2.1 被测电阻阻值范围：0Ω～10.3MΩ 
2.2 分辨率：首位非零的 5位有效数字，最高分辩率 0.1mΩ 
2.3 具有量程自动选择和人工选择功能，量程范围 0～15 
 

3 温度系数测量方式 
3.1 温度系数显示范围：±9999 PPM/℃ 
3.2 分辨率：±1 PPM/℃ 
3.3 温差输入范围：-999～999 
 

4 测量速度 
4.1 四档速度选择：1、2、3、4档分别对应 3、6、12、25 个读数/秒 
4.2 Ω档自动量程搜寻时间： 
平均搜寻时间 ≯ 1 秒/个 
最大搜寻时间 ≯ 3 秒/个（速度 1，阻值 0.1Ω） 
 

5 测量精度（测试条件：25±2℃，RH≤60％，测量速度 2，预热 1小时。） 
5.1  

阻值 测量精度误差 分辨率
％ Ω ％ Ω

0～1Ω ±0.1±1mΩ ±1mΩ 0.01% 100μΩ
1Ω～10Ω ±0.05 ±0.05% 0.01% 1mΩ
10Ω～3M ±0.02 ±0.03% 0.001% 5位有效数字
3M～10M3 ±0.03 ±0.03% 0.001% 5位有效数字

     
5.2 整机温度系数≯50 PPM/℃。 

 
6 具有可调定时的自动校零和人工自校零功能 
 
7   打印方式（适用机型：Tpup-T16 微型打印机） 

有适时数据打印与整批数据打印功能 
 
8  电源 

220V ± 10％  50HZ 
 
9 外型尺寸及重量 

 
330×280×110 ＝ （宽×深×高）  重量：4.3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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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及注意事项 

◇ 本机外壳必须连接到保护地。 
◇ 因 TYD-2000 属精密仪表，为防止因强烈静电而导致仪表的损坏，建议操作者在天气

十分干燥的季节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例如可以让操作者配带防静电环。 
◇ 仪表或夹具必须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各种接插件的连接或断开操作。 
◇ 在任何输入数据或设定参数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按【取消】终止操作，且当前输入的 

数据无效。 
 
 

1．5  收到 TYD-2000 后的检验 

您在收到 TYD-2000 后，打开包装后请仔细检查是否有因运输而造成的明显损伤。若有任
何损伤，请立即通知运输单位，查清原因，安排更换。每一台 TYD-2000 都应包含以下物品： 

◇TYD-2000 型精密电阻数字测量仪和电源线 
◇四端测试线一对含接头 
◇客户所定购的选件和附件 
◇合格证和定期校准参考表（附录 A） 
◇用户手册一份 
关于用户手册的最新增补内容我们会在公司网站上及时发布，敬请留意。 
 
 

1．6  选购件和附件 

 ◇JJ-01 测量夹具。 
 ◇JJ-02 凯尔文四端测量夹具。 
◇JJ-03 有引线电阻扫描夹具。 
 ◇JJ-04 无引线电阻扫描夹具。 
◇动态扫描板及扫描测试夹具，高（低）温箱和专用夹具。 
◇产品架 
◇Tpup-T16 微型打印机。 
 ◇应客户要求可将仪表送本地标准计量部门检定，并附上检定计量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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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测量 

2．1  简    介 

本章对 TYD-2000 的基本测量方式进行详细介绍，共分： 
◇面板介绍──包含按键、显示屏、插座的说明 
◇后面板介绍──插座和连接方式说明 
◇开机──介绍开机程序、预热时间和初始化状态 
◇相对误差测量──TOL 测量 
◇阻值测量 
◇温度系数测量──TCR 测量 
◇关于校零 
 
 

2．2  面板介绍 

 
（1）主功能键/第二功能/第三功能 

分布于面板左侧 
【％测量】    相对误差测量/启动 TOL 扫描测量/打印 TOL 扫描测量的数据 
【Rx 测量】    阻值测量 
【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测量/启动 TCR 扫描测量/打印 TCR 扫描测量的数据 
【扫描测量】  选择扫描测量功能 
 

（2）测量方式键 
面板左下方 
【％/Ω】   在“％测量”状态下 TOL 值显示和阻值显示之间的切换 
【连续】    连续测量方式 
【手动】    按此键可触发一次测量 
【外触发】  由外部信号引起触发测量，外部信号来自于插座 JB2-4 
 

（3）Rx 量程选择键/第二功能 
面板中下方 
【自动】  阻值测量时的自动量程选择/在“％测量”状态下，TOL 数据的显示

位数选择 
【Rx↑】  提高量程/在“％测量”状态下，TOL 数据的误差修正 
【Rx↓】  降低量程/在“％测量”状态下，TOL 数据的误差修正 
 

（4）参数设定按键/隐含功能 
面板中部 
【+/-】            正或负号的输入/在“％测量”状态下，打开或关闭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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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提示音 
【 ．】             小数点输入/在扫描测量状态下，选择扫描板上的某一位

扫描通道，并读出数据 
【0～9】           数字按键 
【Ω】、【K】、【Μ】  阻值单位 
【RH设定】         TOL 测量时，设定标称阻值 
【上限设定】       误差分选时上限值的设定 
【下限设定】       误差分选时下限值的设定 
【温差△】         温度系数测量时温差的设定 
【确认】           确认输入数据有效 
【取消】           取消当前输入的数据/退出当前状态 

 

（5）特殊功能按键 
【温差△】    设定温差 
【查询】      查寻数据 
【存储】      存储数据 
【定期校准】  系统校准，用于保证测量精度的长期准确性 
【校零】      人工校零按键，无论后面板上的“校零/外触发开关”置何位置，

均可用于仪表随时进行人工自校零 
【打印】      打印数据 
【速度】      测量速度选择，每按一次显示屏上依次显示 1、2、3、4分别对

应 3、6、12、25 个读数/秒，速度选择仅对连续测量方式有效。 
 

（6）屏幕显示 
88888       5 位 LED 数码管主显示屏 
以下均为 LED 指示灯： 
Ω、K、Μ   配合主显示屏指示电阻绝对阻值的单位：欧姆/千欧/兆欧 
%           配合主显示屏指示电阻的相对误差 
PPM/℃      配合主显示屏指示电阻的温度系数 
L、P、H     相对误差值的超下限/合格/超上限 
%测量       指示处于“TOL 测量”功能状态下 
Rx 测量      指示处于“Rx 测量”功能状态下 
温度系数    指示处于“TCR 测量”功能状态下 
扫描测量    指示处于扫描测量功能状态下 
手动        指示正处于按键触发测量方式 
自动        指示正处于 Rx 自动量程状态 
速度        指示测量速度 

 

（7）Rx 输入插座 
位于面板右边，上下各一，是四端测量输入端 
 
 

2．3  后面板介绍 

JB1    外接打印机端口(参见附录 B) 
JB2    外触发信号输入，H/P/L 信号输出，扫描信号输出(参见附录 B) 
校零/外触发开关   选择自动校零或外触发测量方式 
校零定时电位器    调节自动校零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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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接线柱      仪表的保护地接线端子 
电源保险丝座      请使用 0.25A 或 0.5A 保险丝 
220V/50Hz 电源插座       

           
 

2．4  开机准备和开机状态 

2．4．1  连接测量夹具 
       请确认在关机状态下，将测量夹具的连线插头插入 Rx 输入插座。 
 
2．4．2  连接打印机 

请确认在仪表和打印机同时关机的状态下，将打印电缆线一头连到后面板的 JB1
插座，另一头连到打印机 25 芯插座。 

 
2．4．3  连接扫描板 

       请确认在仪表和扫描板同时关机的状态下，将扫描电缆线连到后面板的 JB2 插座。 
 
2．4．4  连接保护地 

        使用仪表前，必须将仪表后面板上的“地接线柱”通过导线连到外部设备外壳上。 
 
2．4．5  连接电源 

       请确认在插入电源线前，面板上的电源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警告：三芯电源线有一个独立的保护接地端线，您所用的电源必须是三孔的，
而且是有接地的。否则，会出现仪表带电，俗称“漏电”，而且会严重影响测量的
准确性。  

        
按下仪表的电源开关，准备操作。 

 
2．4．6  开机状态 

        TYD-2000 开机后的设定状态，是用户最后一次所存储的仪表状态。用户可以使 
用【存储】键和其它键的组合来定义 TYD-2000 的开机状态。 

 
TYD-2000 出厂时的厂家设定状态： 
注意：前面打√的表示用户可以修改其开机状态 
 
测量功能    “%测量”状态，即电阻的相对误差测量 
测量方式    连续 
测量速度    2 

√标称阻值    100K 
√分选上限    +5% 
√分选下限    -5% 
显示内容    相对误差值的百分比显示 
显示位数    显示或消隐小数点后第三位，即 0.123% 或 0.12% （视量程而定） 
误差修正    0.000% 
 
其它出厂状态： 

√温    差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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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  量程    0 
校零方式    自动，时间间隔约为 30 分钟 
 

2．4．7  预热时间 
当 TYD-2000 完成开机程序后即可使用。但是，如果进行高精度要求的测量，则

建议让 TYD-2000 有一小时的预热时间。预热后，如果要将 TYD-2000 移到温差很大
的另一场所使用时，最好再多等一些时间，直到仪表内部的温度稳定之后再开始测量。 

 
 

2．5  相对误差测量 

2．5．1  连接测量夹具 
（1）测量时，四端测量线的屏蔽层必须接仪表地，夹具外壳也必须接仪表地。 
 
（2）低阻测量时（特别是极低阻）必须是四线测量方式，四线长短基本一致。 
注意：这时由于电阻的引线电阻引起的测量误差不可忽视，必要时进行修正。 

       
（3）由于是四端测量，当 Rx 输入插座悬空时，或连接的扫描测量夹具的某一通道
上未放置被测电阻时，会导致屏幕显示不确定的数，并且引起这一个通道虚假的
测量数据，这是正常现象。 

 
（4）需要精密测量时，要保证有良好的测试环境及预热本机 1小时以上；频繁使
用时无须关机，长期连续运行将使本机更加稳定、精确。 

 
 

2．5．2  测量方法 
按下【％测量】进入 TOL 测量状态； 
注意：当输入数据有错误时，可以随时按【取消】来取消当前输入。 

 
（1）设定标称阻值 

按下【RH 设定】，屏幕提示“_ ”，现在输入被测电阻的标称阻值，例如：
要输入 0.123Ω，依次键入 0、Ω、1、2、3 五个键，再按【确认】，若输入有
误，可随时按【取消】或者重新输入一遍，因为新输入的数据会覆盖掉上一次
输入的数据。 

 
（2）设定误差分选的上限值和下限值（百分比） 

按下【上限设定】，屏幕提示“_ ”，现在输入上限值，例如：要输入-5.678%，
依次键入 －、5、· 、6、7、8  六个键，再按【确认】。下限值的设置方法完
全相同。 

注意：上、下限值均可正可负，允许输入的范围是：－9.999% ～ ＋9.999% 
 

（3）误差分选 
当设置好标称阻值和上、下限值后，现在可以进行误差分选，屏幕会显示出

测试结果，如：-0.009％ 。 
PASS 灯亮表示为合格品，并伴有持续 0.5 秒的蜂鸣器叫声。按复用键【+/-】

可关闭或恢复蜂鸣器叫声。 
HIGH 灯亮表示结果超上限，LOW 灯亮表示结果超下限。 
通过插座 JB2 同时可以输出 PASS、HIGH、LOW 等三个 TTL 电平兼容的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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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有效信号，用来控制外部设备，具体内容可参考附录 B。 
 
 

2．5．3  辅助功能 
（1）显示切换 

按【％/Ω】可切换被测电阻的 TOL 值和实际阻值的显示。 
 

（2）测量方式选择 
按【连续】仪表连续不断的进行测量，并显示最新测量数据。 
按【手动】（带 LED 灯）可以启动一次测量并完成显示刷新；即屏幕保持当

前的显示数据，直到按下该键，则将以新的测量数据来更新显示。 
按下【外触发】后，就可以利用外部信号来进行触发测量，方法是通过后

面板上的 JB2-4 脚引入，外部脉冲信号必须与 TTL 电平兼容，上升沿有效，在每
个上升沿将触发一次有效测量；注意：这时，后面板上的“校零/外触发”开关
必须拨在“外触发”一边，即关闭自动校零功能。 

 
（3）显示位选 

               按【自动】实现该键的第二功能“显示位选”，用于显示或消隐 TOL 值的小
数点后面第三位，即屏幕显示为 0.123% 或 0.12% 。 

 
（4）误差修正 

用于修正当前显示的 TOL 值，按【Rx↑】或【Rx↓】实现该键的第二功能，
每按【Rx↑】一次可使显示值增加 0.001% ，每按【Rx↓】一次可使显示值减少
0.001% 。例如，屏幕显示 0.005% ，按一次【Rx↑】则显示为 0.006% ，再按
一次【Rx↑】则显示为 0.007% ，依此类推。 

注意：当重新设置标称阻值或改变量程后，原来的误差修正将会复原。 
 

（5）校零，请参考 2.8 节的相关内容。 
 
（6）数据打印 

按【打印】可以打印出当前屏幕所显示的数据。 
 

（7）测量速度调节（仅适用于连续测量方式） 
按【速度】可循环改变测量速度，屏幕有对应的数字提示，停留显示约 0.3

秒，其中 1表示测量速度为 3个读数/秒，依次为 2（6个读数/秒），3（12个读
数/秒），4（25个读数/秒），当需要高精度测量时可选择较慢速度 1或 2，快速
测量应选择速度 3或 4。 

 
（8）TOL 值的存贮 

为了测量电阻的温度系数，必须先将常温下被测电阻的 TOL 值进行存贮。 
首先按【存贮】，这时屏幕将显示最后一个测到的误差值，然后连续按下两

个数字键作为存贮编号，例如：25，无须再按确认键，仪表会把当前的误差值
存贮到第 25 号单元，允许输入的编号范围：00 ～ 63。注意：若输入正确，则
编号会停留显示约 0.3 秒。 

 
（9）查询数据和修改开机默认值 

按下【查询】进入数据查询状态，可以随时按【取消】退出查询状态，还
可以按【打印】键打印所查询的数据。 

可查询的数据有： 
◇按【RH设定】，查询标称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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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限设定】，查询误差分选的上限值。 
◇按【下限设定】，查询误差分选的下限值。 
◇按【温差△】，查询温差值。 
如果需要把以上四项的设定值做为开机默认值时，只要在查询状态下按一

下【存贮】即可。 
 
 

2．6  阻值测量 

2．6．1  连接测量夹具 
请参考 2.5.1 节的相关内容 
 

2．6．2  测量方法 
按下【Rx测量】，用于直接测量电阻的绝对阻值 
 
（1）量程选择 

按【自动】启动或取消自动量程功能，当启动此功能时，键上方的 LED 灯
亮。自动方式通常用来测定未知电阻，或确认该批电阻的阻值误差，一旦确认后，
请取消自动。手动设定时，用【Rx↑】和【Rx↓】来选择一个符合条件的量程。 

当屏幕提示符为“г”，则利用【Rx↑】来选择更高一层的量程，直到显示
出正常读数为止。为了保证有最佳的分辨率，应尽可能使用较低的量程来测量。 

为了提高测量效率，可以选择速度档为 3 或 4，且取消自动量程功能。 
 
注意：当仪表暂停使用时或测试夹具上无电阻时，请取消自动量程功能。 

 
（2）测量方式选择，请参考 2.5.3 节的相关内容。 

 
（3）校零，请参考 2.8 节的相关内容。 

 
（4）数据打印，请参考 2.5.3 节的相关内容。 

 
（5）测量速度调节，请参考 2.5.3 节的相关内容。 

 
 

2．7  温度系数测量 

2．7．1  连接测量夹具 
对于电阻的温度系数的测量，必须准备两套测量夹具，一套置于常温环境下，另一

套置于温度箱中，根据测量的要求，人为选择其中一套夹具与仪表相连。 
 

2．7．2  测量方法 
按下【温度系数】进入温度系数方式测量状态； 
 
（1）设定温差 

设定温度箱内的温度与常温时的温度之差，按下【温差△】输入 3 位数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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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例如：常温为 25℃，温度箱内为 85℃，则温差为 60，应该输入 060，（注
意：温差位数不足 3 位前面必须补零）；按【+/-】可输入正、负号，最后按下
【确认】完成温差的输入操作。 

温差的输入范围是：-9999～9999。 
 

（2）温差的存贮与查询 
      如果设定好的温差不需要经常变动，可以将它设为默认值，即存贮温差数据。 
  方法如下： 
      按【％测量】，再按【查询】，再按【温差△】，此时屏幕上显示温差，检查
一下数据是否正确，若无误则按下【存储】完成温差的存贮。按【温度系数】
返回温度系数方式测量状态。 

      如果只是需要查询当前的温差数值，则按键步骤为：【％测量】→【查询】
→【温差△】，此时屏幕上显示温差数值，按【取消】退出数据查询状态，再按
【温度系数】返回温度系数方式测量状态。 

 
（3）温度系数测量 

为了测量电阻的温度系数，必须先将常温下被测电阻的 TOL 值进行存贮。 
 
步骤 1：将常温下的电阻通过测量夹具连接到仪表，按【％测量】进入 TOL

测量状态，测量电阻的 TOL 值（具体方法请参考 2.5.2 节）。 
 
步骤 2：按【存贮】，这时屏幕将显示最后一个测到的误差值，然后连续按

下两个数字键作为存贮编号，例如：25，无须再按确认键，仪表会把当前的误
差值存贮到第 25 号单元。注意：若输入正确，则编号会停留显示约 0.3 秒。 

允许输入的编号范围：00 ～ 63。 
 
步骤 3：将上述电阻置入温度箱中，并连接至仪表，待温度箱温度恒定后，

按【温度系数】返回温度系数方式测量状态。 
 
步骤 4：输入该电阻在常温中确定的两位数编号，例如：25，无须按确认键，

此刻屏幕会立即显示出该编号电阻的 TCR 值，若要测量其他编号的电阻，只要
输入其对应编号即可。（注意：在未按两位数编号之前所显示的数据为无效数
据） 

 
提示：在步骤 2 中，可以同时进行多支电阻的测量和存贮，而在步骤 4 中

只要输入相对应的编号即可。 
 

2．7．3  辅助功能 
（1）测量方式选择，请参考 2.5.3 节的相关内容。 

 
（2）校零，请参考 2.8 节的相关内容。 

 
（3）数据打印，请参考 2.5.3 节的相关内容。 

 
（4）测量速度调节，请参考 2.5.3 节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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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关于校零 

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特别是测量低阻或极低阻时每隔一定的时间须进行一次校零
操作，本机设有自动校零和人工校零两种方法供选择。 

 
（1）自动校零：为方便操作起见，一般情况下将 TYD-2000 后面板上的“自动校

零/外触发”开关拨在“自动校零 ”一边，这样会在设定之时间间隔内进行自动校零
而无须人工干预，时间间隔由后面板上的“校零定时”电位器调节，可调时间约为 3 ～ 
40 分钟。 

建议：测量 33Ω以下电阻时，校零间隔时间调至 5 ～10 分钟；其余阻值的校零间
隔时间调至 30～40 分钟。 

 
注意： 
◇当仪器自动校零时会使屏幕显示发生短暂跳动，这是正常现象。 
◇当利用外部触发信号（JB2-4 脚）进行测量时（如自动分选机等），必须将“自

动校零/外触发”开关拨在“外触发”一边，即关闭自动校零功能。 
 

（2）人工校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设置了自动校零），按【校零】可进行一次
人工校零操作，其实现的功能等同于自动校零。人工校零主要用于以下场合，当“自
动校零/外触发”开关拨在“外触发”一边时。或者操作者认为所测数据有疑问，随时
可以按【校零】进行校零。 

 
 



 

１２ 

TYD-2000 用户手册 

第三章    动态扫描测量 

（RJJZ 精密电阻多功能扫描测量系统） 
 
 
 

3．1  开机准备 

RJJZ 精密电阻多功能扫描测量系统，主要实现了对电阻的阻值、TOL 值、TCR
值的多位扫描测量，系统由以下五个单元组成： 

（1）TYD-2000   一台。 
（2）扫描测量外夹具（内含扫描板）  一套。 
（3）高（低）温箱和专用测量夹具  一套。 
（4）产品架  一套。 
（5）打印机  一台。 
注：第 2，3，4，5 项所标配件均为可选购件。 
 

3．1．1  连接扫描测量外夹具 
请确认在关机状态下，将外夹具引出的两根测量线的 3 芯插头插入 TYD-2000 的

Rx 输入插座； 
注意：必须将靠近夹具中间的一根线插入仪表的 Rx 上方插座，而靠近夹具右边的

一根线插入仪表的 Rx 下方插座，否则将无法正常测量。 
 
3．1．2  连接扫描板 

扫描板的输入插座位于外夹具的后侧，是一个 10 芯插座。请确认在仪表和扫描板
同时关机的状态下，将控制电缆线的一头（10 芯扁插头）插入扫描板的输入插座，将
另一头（15 芯梯形插头）插入 TYD-2000 后面板上的 JB2 插座。 

 
3．1．3  连接高（低）温箱 

温度箱咐有一条测量电缆线，它的一头带有 36 芯铁壳插头。请确认在关机状态下， 
将插头插入外夹具后部右下方的插座。 

 
3．1．4  连接打印机 

将请确认在仪表和打印机同时关机的状态下，将打印电缆线一头连到 TYD-2000
后面板的 JB1 插座，另一头连到打印机上的 25 芯插座。 

 
3．1．5  连接保护地 

使用仪表前，仪表接地端必须接到各单元的外壳上。四端测量线的屏蔽层必须接地，
夹具外壳必须接地。 

 
3．1．6  连接电源 

请确认在插入电源线前，所有面板上的电源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1）连接打印机的外接电源，扫描板的外接 9V 电源，仪表电源和温度箱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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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所有面板上的电源开关，准备操作。 
        
        
 

测量系统示意图 

 
 
 

3．2  扫描测量 

请确认 TYD-2000 后面板上“自动校零/外触发”开关拨在“外触发”一边。 
 

3．2．1  放置被测电阻 
利用产品架将 10 支电阻放置于测量外夹具上，检查每一支电阻的引脚是否落在金

针之上，然后放上固定压条并将之锁紧。电阻编号的排列顺序是从右至左。 
 
3．2．2  设定标称阻值 

按下【％测量】，再按【RH 设定】后屏幕提示“_ ”，现在输入被测电阻的标称阻
值，例如：要输入 0.123Ω，依次键入 0、Ω、1、2、3 五个键，再按【确认】，若输
入有误，可按【取消】或者重新输入一遍，因为新输入的数据会覆盖掉上一次输入的
数据。 

 

3．2．3  设定温差 
按下【温度系数】，再按【温差△】输入 3位数温差，例如：常温为 25℃，温度箱

内为 85℃，则温差为 60，应该输入 060，（注意：温差位数不足 3 位前面必须补零）；
按【+/-】可输入正、负号，最后按下【确认】完成温差的输入操作。 

 
3．2．4  测量方法 

按下【％测量】进入 TOL 测量状态； 
按下【扫描测量】，该键上方的 LED 灯亮，表示已进入扫描测量状态。如果要退出

扫描测量状态，请按【取消】。 
 
（1）按下【％测量】开始测量外夹具上的 10 只电阻，该键上方的 LED 灯亮表示

正在扫描测量，且屏幕伴有数据显示；测试完毕后按【打印】，再按【％测量】打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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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0支电阻的 TOL 值。 
 
（2）将这 10 支电阻按顺序放入温度箱里的夹具上，当箱内温度稳定到设置值时再

多等 3 至 5 分钟；按下【温度系数】开始测量，该键上方的 LED 灯亮表示正在扫描测
量，且屏幕伴有数据显示；测试完毕后按【打印】，再按【温度系数】打印出这 10 支
电阻的 TCR 值。 

 

3．2．5  打印数据 
扫描测量的数据结果，均由打印机输出。 
（1）按【打印】，再按【％测量】打印出被测电阻的 TOL 值。 
（2）按【打印】，再按【温度系数】打印出被测电阻的 TCR 值。 

 
注：打印单上编号 1的数据对应夹具右边起第一支电阻。 

 
 

3．3  故障检测 

3．3．1  点动测量 
在“%测量”状态下，按【•】可单独测量夹具上的每一个位置的电阻，每按一次【•】

屏幕上会显示一下当前位置的编号，外夹具的位置编号是从右至左 1～10，温度箱内夹
具的位置编号是从右至左 11～20。 

当夹具上某个位置测量不到正确数据或数据不稳定时，可以利用点动测量功能来检
查。例如：第 15 位编号位置出现故障，连续按【•】直到屏幕显示 15，这时在第 15位
上放置被测电阻，如果不能显示正确的 TOL 值数据，应着重检查金针、金针连线、测量
线等是否有断裂、开路、短路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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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统校准 

当 TYD-2000 在使用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以后、或者环境温度大大超过规定时，需要
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校准来保证其测量准确性。正常情况下，建议每六个月进行一次系
统校准，也可以随时单独对个别量程进行校准。 

系统校准可以由用户自身来进行操作，校准方法非常简便。 
本机共分 7 段量程，每段量程都有一个基准参考值（参见附录 A），系统校准即是

分别对这 7个参考值进行修正，这样就保证了每段量程的的测量准确度。 
 

警告：基准参考值是重要数据，必须在相关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修改。 
 

4．1  准备工作 

校准前，用户要准备 7个标称阻值分别是 1Ω、10Ω、100Ω、1K、10K、100K、1M
的精密电阻（如用户无此标准电阻，可与我公司联系代为校准或临时提供校准电阻）,
并且已知其准确的实际阻值。 

 
 

4．2  校准步骤 

按【％测量】进入相对误差测量状态,将测量速度调到 1。这里有两种校准方法供
用户选择使用，其中的试探法是一种更为简便有效的校准方法。 

 

4．2．1  常规校准方法 
系统校准是通过以下 8个步骤完成的： 
 
① 在测量夹具上放置一个准备好的标准电阻，按【RH设定】输入其准确的实际阻

值。例如：要校准第 1量程（范围 0.1～3.3Ω），则放置一个 1Ω的标准电阻，输入其
实际阻值 1.0123Ω。 

 
② 屏幕显示的 TOL = 0 吗？（如果 TOL≤±0.002 即认为是零） 
是：跳到步骤 7。 
否：继续下一步骤。 

 
③ 按下【定期校准】，屏幕提示“_ ”。 
 
④ 输入三位数密码：159，再按【确认】。 
 
⑤ 若密码输入正确，屏幕将显示基准参考值 Rh1（是 6 位有效数字，第 6 位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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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的位数不够而无法显示，但实际是存在的）。 
例如：Rh1 = 099998，而屏幕只显示 09999，其中 8是看不见的。 
按照下面的修正公式计算出 Rh2。 
从左至右逐位输入计算出的 6位有效数字 Rh2，不需输入小数点，再按【确认】。 
 
⑥ 观察屏幕显示，TOL = 0 吗？（如果 TOL≤±0.002 即认为是零） 
是：进行下一步。 
否：需重新微调修正值（按照实际情况对基准参考值加 1或减 1），返回步骤 3。 
 
⑦ 7 段量程都校准完了吗？ 
是：进行下一步。 
否：返回步骤 1。 
 
⑧ 先按下【定期校准】，再输入三位数密码 159，接着按【确认】，再按【存贮】

结束操作。 
 
注意：此步骤是将所有的修正结果都存入仪表的记忆体中。 

 
 

修正公式： 

Rh2 =  100 × Rh1 

                       100 + TOL1 
 
注释： 
     Rh2  à 新的基准参考值 
     Rh1  à 基准参考值 
     TOL1 à 测量标准电阻所得的相对误差值 
 

修正示例：欲修正第 7 量程，基准参考值 Rh1 = 099650，有一只已知标称阻值为
1M、准确阻值为 999.98k 的电阻，在键盘上按【RH 设定】输入其准确阻值，假如屏幕
显示结果 TOL1 = -0.354，将 Rh1、Tol1 代入公式，计算出 Rh2 = 100004.01，四舍五
入后取整数部分的六位数字 100004，则 Rh2 = 100004，若整数部分只有五位，则需在
最高位前补 0。 

 

4．2．2  试探法校准 
本方法更为直观，熟悉后校准起来更为快捷。方法如下： 
 
① 同样在测试夹具上放置一个标准电阻并已知其误差。例如：标称阻值为 10Ω，

其标准误差为 +0.33％ 。 
 
② 按【RH设定】设定标称阻值为 10Ω，如果屏显误差为 +0.12％，也就是仪器测

量结果比标准误差偏负了 0.21％。 
 
③ 按下【定期校准】，再输入三位数密码 159，接着按【确认】，  此时屏显示基

准参考值为 5 位数字（实际 6 位，最后一位未显示），此时，您可以按数字键试探将参
考值加大。 

      例如：若显示参考值为 099935，可以输入 099942， 再按下【确认】。 
 

④ 如果此时屏显误差仍然比标准误差小，那就重复步骤 3，继续加大参考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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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屏显误差比标准误差大，那就减小参考值，这样经过两三个回合就可使屏显误差与标
准误差完全吻合（一般在±0.002％以内）。 

 
⑤ 等 7 段量程都校准完毕后，先按下【定期校准】，再输入三位数密码 159，接着

按【确认】，再按【存贮】结束操作 
 
 

4．3  高阻测量的偏差修正 

由于相对湿度的变化和测量引线、夹具绝缘电阻不够高等因素，高阻（指阻值大于
3M）在测量会产生一些误差，为了弥补误差，本机采取了数字补偿措施。 

修正方法： 
（1）找一支已知其相对误差的标准电阻（要求与仪表处在同样环境下），阻值在 7～

10M 之间均可，在“％测量”方式下测量其相对误差值，若显示的结果与已知值不符，
这时按【定期校准】，输入密码 159，接着按【确认】，这时屏幕显示出 5位数补偿值，
调整其大小后，再按【确认】。再次比较显示结果与已知值，重复调整补偿值，直到显
示结果与已知值大致相同（偏差≤±0.003）。 

（2）按下【定期校准】，输入密码 159，接着按【确认】，再按【存贮】结束操作。 
 
注意：补偿值的大小与测量到的 TOL 结果值成反比，即增大补偿值可以减小结果

值，反之亦然。补偿值的可调范围是：10000～99999。 





附  录 

I 

 

附    录 

A 

定期校准参考表 

出厂编号： 
校准日期：      年   月   日 
 
量程分段 1 2 3 4 5 6 7 
量程范围 0.1 Ω～

3.3Ω 
3.3Ω～
33Ω 

33Ω～
330Ω 

330Ω～
3.3k 

3.3k～
33k 

33k～
330k 

330k～
10.3M 

基准参考
Rh1 

       

 年/  月 
修正结果

Rh2 

       

 年/  月
修正结果

Rh2 

       

 年/  月
修正结果

Rh2 

       

 年/  月
修正结果

Rh2 

       

 年/  月
修正结果

Rh2 

       

 年/  月
修正结果

Rh2 

       

 年/  月
修正结果

R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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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B1 和 JB2 的引脚功能 

JB1 和 JB2 位于仪表后面板的右侧 
 
JB1 各引脚信号说明： 

引脚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1 /STB 出 数据选通触发脉冲 

2～9 DATA 1～8 出 并行数据的 1至 8位 
11 BUSY 入 打印机忙，高电平有效 

18～25 GND — 接地，低电平 
 
 

JB2 各引脚信号说明： 
引脚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1～2 GND — 接地，低电平 
3，8 NC — 未接 
4 EXT 入 外部触发信号，上升沿有效 
5 /P 出 PASS 信号输出，低电平有效 
6 /H 出 HI 信号输出，低电平有效 
7 /L 出 LOW 信号输出，低电平有效 

9～13 SCAN 出 动态扫描输出 S1～S5 
14～15 VCC — 接机内+5V 

 
注意：信号的逻辑电平均为 TTL 电平。“入”表示信号输入，“出”表示信号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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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四端测量输入插座 Rx 

位于前面板右侧，上、下共两个。 
 

上方插座 
                 电流高端                   电压高端 
 
 
 
 
 
                             屏蔽端（机壳） 
 
 

下方插座 
                电压低端                    电流低端 
 
 
 
 
 
                            屏蔽端（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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