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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数字电压表试行检定规程

前 言

    本规程适用于新生产的、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直流数字电压表 (〕二~DVM),以及数字多

用表和数字面板表中的直流电压测量部分的检定。本规程还适用于在将一些物理量变换为直
流电压而进行数字测量的某些测量仪表，以及模碑擞变换器 (A/D变换器)某些有关部分的

检定。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高性能的数字电压表 (DVM)正被陆续普及。

DGDVM是DVM和数字仪表的主体和基础部分，鉴于这种状况，首先将DGDVM的检定

方法统一起来，逐步做到制造和使用两者的合理性，是制订本规程的基本出发点。

                        二 检定的技术要求和检定条件

1 检定概述

    DGDVM是高准确度仪表，为了正确使用并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一致，必须对各种
DGDVM进行检定。检定工作可分以下3种情况:
1.1 周期检定

    这是一般精密仪表的例行检定。一般在标准条件下进行的周期检定内容应包括:基本误
差、稳定误差、线性误差、分辨力、显示能力、输人电阻、零电流以及串、共模干扰抑制比

等技术指标，周期检定的】IGDVM要给予定级。

1.2 修理检定

    这是对损坏的DVM修复后，为了保证仪器使用的可靠性，应按周期检定的项目进行1

次检查。也可根据修理情况，增加一些必要的检定内容。
1.3 验收检定

    是对接受的新仪器(包括进口DVM)的检验工作。它比周期检定项目要多些，如温度系
数、电源变化的影响、绝缘电阻、耐压试验、测量速度、响应时间、信息输出等技术指标。

    出厂检定、定型鉴定等可按验收检定中规定的项目进行。

2。外观和通电检查
    为了确定仪器能否正常工作，检定前应对仪器本身进行外观和通电检查。

2.1 外观检查

2.1.1 外形结构完好，面板指示、读数机构、制造厂、仪表编号、型号等均应有明确标
记。

2.1.2 仪器外露件是否有松动、机械损坏等;仪器附件、输人线、电源线、接地端是否齐

全;开关、旋钮等是否能正常转动。

2.1.3 仪器供电电压和频率、电源保险丝的熔断电流应符合要求，一般不得随意更换。尤
其是输人交流220V或110V电源插头和地线连接应正确无误。
2.2 通电检查

    检查外观后，要通电进行功能检杳



2.2.1 各开关、旋钮放于正确位置，输人信号的种类 (如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电
流)一定要和表的测量功能相对应。

2.2.2 按使用说明书通电进行预热，检查电气工作性能。

2.2.3 检查 “调零，，、“调满度值”、“调正、负校准 等功能是否正常工作。

2.2.4 按被检表的量程和测量范围，从低量程到高量程依次输人适当的直流电压信号，检

查手动、自动量程切换和仪器工作是否正常。改变输人信号，观察显示读数是否连续，有无
叠字、不亮等现象。

2.2.5 改变输人信号极性，检查能否作+、一极性显示。
2.2.6 采样方式检查

    观察能否进行手动、自动、连续定时采样。

    被检表应在恒温室内放置24h以上，再对其主要技术指标进行检定。

3 检定点的选取原则

3.1 基本量程是衡量一台DGDVM性能好坏的关键量程，应比较详细地检定，一般要求
全检。

3.2 考虑到DVM的线性误差，一般应均匀地选择基本量程的检定点。
3.3 要考虑量程石盖，即保证各量程测量误差的连续性，各量程中间不要有间断点。

3.4 根据】C-DVM不同的工作原理，选取检定点的原则也要有些差异。

3.5 其他非基本量程要考虑上下限及对应于基本量程最大误差的检定点。
    综合上述要求，在基本量程内一般取不少于10个检定点，在非基本量程取3一5个检定

点即可。

3.6 正、负两种极性的电压值应分别测量一组对应数据。

    根据以上原则选好侧试点数，即可进行检定工作。
4 对标准仪器和其他设备的要求

4.1 整个标准装置系统的综合误差，应小于被检DC-DVM允许误差的1/3--1/50
4.2 直流信号源电压的稳定度和调节细度，应小于被检DGDVM允许误差的115一1/100
信号源要能做到连续可调或外加调节设备进行调节。信号源应为低内阻，其输出直流电压中

的交流纹波和噪声尽可能小，不要带来使DGDVM有跳字等附加误差。
4.3 所使用的标准仪器及测量设备应经过定期计量并检定合格。

4.4 当标准的误差小于被检DGDVM允许误差的1/5时，一般即可忽略。大于被检DG

DVM允许误差的1/5时，则不能忽略。这时应按下述原则处理:
    若被检表的误差为士。%，标准的误差为士n%，则检定误差结果应保持在士(e-n)%

以内。

    当用户使用误差为士。%的标准进行验收时，若检定结果的误差超过了士e 0.K，但保持
在十(。+。)%以内时，不能作为超差退货的依据。

4.5 整个侧量电路系统应有良好的屏蔽、接地措施，以避免串模和共模干扰，要远离强电
场、磁场，以避免电磁场感应、静电感应等。

5 关于标准条件和额定工作条件
    按IEC-485的规定，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要求DC-DVM的基本误差按表1所规定的标

准条件进行检定、校验和使用。

    为了确定额定工作条件，仪表按使用环境条件分为A, B,C三组。A组是在良好环境中



表1 直流胜字电压表所规定的标准工作条件和额定工作条件

影 响 皿

标 准 条 件 倾 定 工 作 条 件

基准数值或范围 偏 差
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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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候

影

响

        一{ 3 4
加「

5 6

  环瑰沮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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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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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W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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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凝尽)

  5一95

(无扭庵)

大气压强

(n如企龙).
760 士30 {600一明 4印 一即 0 4印 一即 0

阳光照射 无直接照射 无直接照射     无直接照射

一

  太阳辐射加上环境沮
度的组合效应不使表面
沮度超过由环境沮度为
十55℃时的单独效应所
产生的温度

周围空气流速
    (m海)

0一0.2 0一0.5 0一05 0一5

空气灰尘t 侧不出来
{ 对仪表的影响可忽略不汁

          由侧造厂规定
由制造厂舰定

空气含盐t 侧不出来
  由倒造厂给出经过验

证的值

空气中含有

毒气休成分
侧不出来 由制造厂规定

空气中液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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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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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略不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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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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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眼度的效应，不应
使表面沮度翅过当环境
沮度为+55℃时通风无
阻的单纯情况下的沮度

振 动 侧不出来 由制造厂规定

冲 击 侧不出来 }

场
与
辐
射

外电场外电徽场 侧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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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电

派

交流电源电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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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影 响 量

标 准 条 件 额 定 工 作 条 件

基准数值或范围
一 组 别

翎 爱

                          A
                          一

一

一 B
一 一

C

工

作
时
间

                      一 一

连续工作时”一“h一
笋24h 妻24h

{

一异24卜
使用的仪器仪表;B组是在一般环境中使用的仪器仪表;C组是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仪器仪

表。L〔~D、依4的额定工作误差按表1所规定的额定工作条件进行检定、校验和使用。
‘ IX)DV入1的误差和准确度等级
6.1 基本误差

    Dvhl的基本误差公式用下列形式之一表示。
6.1.1 用两项误差之和所表示的绝对误差表示:

                            乙二土(a%认 十b%Unl)

式中 认— 被检表的读数值 (显示值);
      u份 被检表的满刻度值;
        a— 与读数值有关的误差系数;

        b— 与满刻度值有关的误差系数。
‘，1.2 用与DVM读数值之比的相对误差表示:

，一土(·%·。%瓮)
6.2 准确度等级
    1兀~1)VM原理上属于电子式仪表，但其外特性属于电工侧量仪表，故按直流电压表的

规定分级是合理的。DC一DVM的准确度级别分为:00005、0.001、0002、0.005、001、

002、0.05、0.1、0.2、0.5和1.0，共11个级别 (见表2)。

                                    襄 2 直流数字电压衰的级别

级 别     年德定误差 一
(玩 =Um时的相对误差) 一‘人“阻 军 电 流

0一阅05 提。.阅05% >2一!(叹泪 ( (10一20)叭

0.叨 1 簇让阅1% >10叨 M门 (100叭

0.002 成。.叨2% >10阅 入们 簇100叭

0.005 (。.的5% >1000入们 簇 (2一5)义10一[。A

001 镇。.01% >sooh幻 簇1洲10一，A

O叮 蕊。.02% >义旧M口 ( (2一5)xlo一，A

0.叮 夏。05% >100入们 簇lxlo日A

O l (01% )IOhl幻 〔lx10，A

0.2 成0.2% )工0入们 (lx10认

05 (0.5%

�一

>IOh们 蕊1减10 ，A

1.0 司。% ! >l。呱 续1又10一7A



DGDVM是多量程仪表，不同量程有不同的准确度。

一般要求:

0.0005级、0.001级、0.002级，应有6告位数字显示;
0.005级、0.01级，应有5冬位数字显示;

                                                                  乙

0.02级 、

0.1级 ，

0.05级，应有4专位数字显示;
应有3告位数字显示。

6.3 定级标准

    准确度等级主要以DGDVM基本量程误差系数 (a十b)的大小和年稳定误差来划分。
同时要适当考虑基本量程的输人电阻和零电流的大小。定级标准如下:

6.3.1 在标准条件下，经预热、预调和校准后的检定数据符合被检表的基本误差。
6.3.2 定期一年进行周期检定，要求定级的DVM在标准条件下，经预热、预调但不校

准，检定其年稳定误差，此误差应符合士(a%认+b%U动的要求;同时被检表的年变化
量应小于或等于 (。%认+b%U矽。式中a, b为被检表基本量程的年稳定误差系数 (若
被检表无一年的误差指标，可由计量部门按实际测试结果或按半年的误差指标确定被检表的
准确度等级)。

6.3.3 检定年稳定误差后，再进行校准并检定24h基本误差，此数据应符合基本误差指
标。

6.3.4 被检表的翰人电阻和零电流要满足表2所列指标。

    满足以上规定的被检表给予定级。定级时要有上次送检的证书数据，首次送检不能定

级 。

    定级后投人使用的DGDVM可以预调，但不允许校准。

    新型的微处理器式数字电压表(t&-DVM )，一般按常规检定项目进行，并按上述标准
定 级。

三 误 差 的 检 定 方 法

7  DGDVM的误差检定方法和标准设备种类很多，但从原理上一般可归纳为三大类:
    直流标准电压发生器法;

    直接比较法 (标准数字表法);

    直流标准仪器法。
    具体采用哪一种方法，可根据所具有的标准设备和被检表的级别选择一种最合适、最经

济可靠而又简便的方法。下面给出的仅是一些典型的检定方法。

7.1 直流标准电压发生器法:这种方法如图1 (a)所示。设直流标准电压发生器输出标准
电压为呱，即实际值。被检DVM的显示读数为矶，则被检表的误差为:

                                  a=U 一UN

    被检表的相对误差用百分数表示为:

U,一UN
    U,

100%

  当被检DVM的量程比标准电压发生器的最低量程小很多或两者量程对不上时，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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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分压箱，分压后再接到被检表，如图1 (b)所示。
    此时被检表的相对误差，用百分数表示为:

U一UN
            八

  U，
100%

式中 K— 标准分压箱的分压系数。

    此法必须考虑被检表输人电阻和零电

源的影响，最好选择低阻值的分压箱。

    这种方法简便、速度快，适合于工厂

大量地校验DVM.
    当标准电压源的准确度不能满足要

求，而稳定度较高时，可把标准源作一般
稳压源使用，配上标准【)VM，用比较法

检定DVM,

7.2 直接比较法 (标准数字表法)

    直接比较法的电路如图2 (a)所示。
一般情况下标准DVM的位数应比被检

DVM多一位。用这种方法，一定要保证
标准DVM准确可靠。为此，必须对标准
表进行定期的检定和校准。

图 1 直流标准电压发生器法

    当可调稳压电源拍出一个电压，标准表的显示读数为UN，被检表的误差为U}，被检
表的相对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Us一UN

  U
100%

如果标准表不满足被检表的量程，或有时标准表只有某一个量程符合准确度的要求时，

可用标准分压箱来扩展量程，

    同理可得:

如图2 (b), (c)所示。

U 一KU,
    U}

100%

    或者:

7.3 直流标准仪器法

      U、
v，一 二寸‘

            卜

U,
100%

    该方法是用直流标准仪器和被检DVM测量同一电压，以直流标准仪器的读数为实际

值，求出被检表的示值误差。直流标准仪器实质上是一个直流标准电压侧量装置，种类繁
多，检定线路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但基本原理是相同的，都是用直流电压比率标准由标准电

池导出一系列的标准电压。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7.3.1 电位差计法

    这种方法如图3所示。

    用电位差计可以直接检定DVM。当在低量程进行检定时，DVM处于基本量程，其输

人电阻很高。此时可把电位差计作为一个直流标准电压源，从其未知电压端 (即二端)输
出标准电压信号给被检DVM。图3中EN为标准电池，G为检流计。



    当电位差计输出一个标准电压 UN

(用其读数盘读数)，被检表的显示读数为

U，被检表的相对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认 一 UN

U,
100%

    用电位差计直接检定DVM的基本量
程，一般选择测量上限较高的电位差计是

可以满足的。

7.3.2 用电位差计和分压箱检定DVM
    上述检定线路是在没有适当的直流信

号源和电压调节器时的一种简便方法。当

DVM的被检量程高于电位差计的测量电

压时，就必须配上分压箱和稳压电源才能

进行检定，如图4所示。

    当可调稳压电源输出一电压，用电位

差计测定值为UN，被检表的显示读数为
U,，则被检表的相对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U 一KUN

    U
100%

                                              此方法接线比较复杂，但装置准确度
          图2  ILA比较法 高，且稳定、可靠，所以常用在标准计量

室进行高准确度的DVM检定。

7.3.3 差值法
    上面的方法是检定高准确度DVM最基本的方法，但要求电位差计准确度很高。在没有

高准确度电位差计时，可以用多挡分压
箱，配上一般级别的电位差计测差值的

方法，如图5所示。

    图中Em为标准电池的电动势值，
可根据被测电压的大小选择一只或多只

标准电池串联组成，使差值电压△U<
EN2，再用电位差计测得差值△U。这 图 3 用电位差计检定 DVM

种测量对电位差计要求不高，电位差计最好用低电动势电位差计。

UN

则有:

=K (Er}2土△U)

    若被检表的显示读数为U，则被
检表的相对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U,一 UN

    认
1加 %

图 4 用标准分压箱和电位差计检定DVM

认 一K(Er,c士△U)
        认

100%



    由上式可见，在这种检定方法中保

证准确度的主要因素是电动势E二和分
压系数K,

7.3.4 用多挡十进分压箱检定DVM

    如图 6所示，一个多挡十进分压

箱，原理上也可作为电位差计使用，如
图b是将标准电池和多挡分压箱相配

合。首先将开关K1掷向 “1"侧，加
电压使分压箱的示值等于标准电池的电

动势EN。图中E为供电电源，调节电
图5 用差值法检定 DVM

阻R使检流计G指零。然后将开关K,掷向“2"侧，则分压箱由其示值给出输出标准电压
的大小。DVM显示值与分压箱示值之差即为DVM的误差。

    另一种方式是用标准电压测量装置，将a, b两点的电压测准确并保持恒定，则多挡十
进分压箱可连续输出标准电压，并加到DVM的输人端，这相当于一个标准电压源。

8 稳定误差的检定

    DGDVM的稳定误差一般应在各个量程进行。检定方法与检定DGDVM误差的方法相

同，可任选一种。但这里要求信号源的长期稳定性要高，不然信号源的变化和DVM的漂移
就分不清了。

图 6 用多挡分压箱拴定DVM

    DGDVM经预热、预调后，输入端

短路，在不再调整仪表的情况下观察零

位的变化。然后输人一标准信号，观察
各侧试点的电压变化。

    按说明书的规定和被检表的要求，
可测量某一规定时间间隔内的稳定误

差。但定级检定的DVM必须做24h的
短期稳定误差和1年的长期稳定误差。

测量次数一般不少于3次。由记录值可
找出最大偏差点按稳定误差公式指标判

断DVM是否合格。
9 线性误 差的检定

    线性误差是衡量DVM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可结合基本误差的检定一起进行。该指标
一般只在基本量程内测试，DVM误差的检定方法基本上也适用于线性误差的检定。

                            四 其他项目的检定和测试

10显示能力的测试
    可在通电检查时一起进行 (一般只测基本量程)。由电压源供出直流电压信号，观察被

检表能否作连续变化。现以20000序列为例说明如下:

0.0001- 0.0010- 0.0100- 0.1000- 1.1000

0.0002 - 0.0020 - -0.0200 - -0.2000一 1.2000



                    t 留 吕 ; 留

    0.0009 - 0.0090一一 0.0900 - 0.9000一 1.9000

    也可按下列规则进行。

    0.0000 二二=0.0001    0.0001 0.0002....̂0.0008;二二='0.0009

    0.0009 0.0010        0.0019 0.0020 ...... 0.0089;二二=0.0090

    0.0099 0.0100        0.0199=二二=0.020 ...... 0.0899一 之 0.0900

    0.0999;二二二二'-0.1000   0.1999;二二=生0.2000......0.8999=二二二=0.9000

    0.9999二二=三     1.0000   1.9999千二=三    2.0000

    被检点能一点不漏地作上述变化，其显示能力是好的，否则是有一定问题的。除此之外

还要检查正、负极性 (尤其注意正负零位是否交替出现)，小数点及过载显示能力等。
n 分辨力的侧试

    一般只在最小量程侧被检表的最高分辨力 (灵敏度)，可采用具有高分辨力的测量装置

进行测试。例如由信号源供给直流信号使被检DVM显示值为某一数值，同时读出测量装置

的示值U,;然后微调使被检DVM读数在末位上变化一个字，再读出测量装置的示值 U2-

则两次示值之差△U= U2一U，即为被检表的分辨力。
12 输人电阻和零电流的测试

    将被检】.)VM投人工作状态，改变输人电压，DVM测量端子的输人电压变化量△U与

其摘人电流变化量AI之比为工作状态下的输人电阻，用R、表示。依此定义可用图7接线
按如下程序操作:

    当K� K2处在下列位置时，分别读取被检DVM的不同指示数:

    K1置于1, K2置于3时，指示值为U13;

    K1置于1, K2置于4时，指示值为UJ4;

    K、置于2, K2置于3时，指示值为U23:

    Ki里于2, K2置于4时，指示值为U24 0

    根据上述读数，可以按下列公式计算出被检表的输人电阻和零电流:

    输人电阻 R‘二△U/pi

式中 AU= U24一U14

U23一〔24
    R

U13一U14
    R

零电流 10=(U,;一U13)/R,R取(105一10I)d2

零电流也可以用微电流计进行测试。如图8是用检流计的方法侧试零电流的大小。

将检流计G接在DVM的输人端，R为一分流电阻，则零电流:

                            Io=aCI ( R+r)/R

a— 检流计偏转格数;

r— 检流计内阻;

C,— 检流计灵敏度常数。

中

44S

式



图 7 输人电阻和零电流的测试 图 8 用检流计测零电流

13 串模干扰抑制比(SMR)的测试

    SMR (NMR)侧试电路如图9所示。图中T为隔离变压器，U，为交流电源，V为交
流电压表。一般应在最小量程进行测试，先在输人端加一直流电压E(如干电池等)，E的

电压值接近满度的1/2一1/3，并保持不变。然后再迭加交流电压 认，逐渐加大，使被检
DVM有一个△U_变化，记下此时所加的交流电压蜂值u。。串模干扰电压的大小应使被
检表读数有明显变化，但不能超过允许电压值。则有:

                          SMR二20地U-/AU- (dB)
    测试中应注意:

13.1 交流干扰源不宜用50Hz电网电压，最好用音频信号发生器或交流电压源。但具有自
动频率跟踪的DVM要使供电电源和干扰源为同一电源。

13.2  SMR值的大小与干扰电压的频率和相位有关。一般情况下，可取串模于扰源的频率

与仪器说明书的规定值相一致。
13.3 若SMR与被测直流电压大小有关，应读取最不利的直流电压时的SMR值为测量结
果。

13.4 加上串模干扰后，若DVM的显示值不稳定，应取其中最大的偏差值。

13.5 线路中电容C可用1两左右的云母电容。
13.6 没有抗干扰能力的DVM，可不进行测试。
14 共模干扰抑制比(CMR)的侧试

    测试电路如图10所示。

          图9串棋干扰抑制比的测试 图10共模千扰抑制比的测试

    输人端加上一个直流电压E(使DVM显示为满刻度的1/2-2/3),然后加人共模干扰

电压U,(包括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两种情况)。逐渐增加u。使DVM指示有一个明显的
△U二变化为止。电阻R为不平衡电阻，是模拟被测信号源与地之间有一定电阻所必须的。

R=1k。是统一规定值。记下电压表的读数U,，那么对交流和直流共模干扰抑制比分别为:

                      CMR直沈=20州口遭流怂U二))(dB)

                    CMR}&M二201g( U,}Ztt,n /A Ua�) (dB)
    测试应注意:

14.1 交流共模干扰源的频率可按说明书中的规定选取。干扰电压的大小应使DVM有明



显变化，但不要超过最大允许电压 〔包括所加的直流电压)。

14.2 具有保护输人端G的DVM,应将G端接于A点。

i 1; 绝缘电阻和耐压试验
    一般只测绝缘电阻，只有在用户提出要求时才进行耐压试验。

15.1 绝缘电阻的侧定
    侧定DVM的绝缘电阻可使用兆欧表 (摇表)、兆兆欧表或伏特一微安表等。试验电压按

表3的规定，试验部位如表4的规定。

被测仪表额定电压 (V)

        毛100

      >100-660

      >660-2000

          >2咬训1】

衰 3

  兆欧表所加试验电压 (V)

> 100

>500

>!(X(

>2500-5000

一不杆绝
博A&,m
}试验电压

                    衰 4

        试 验 部 位

电像轴人端-机壳接地端或保护端

仪表输入端一机壳接地端或保护端

仪表抽人端和保护端一电源辅人端

  试 验 电 压

按表3的规定

按表 3的规定

按表3的规定

    所测的绝缘电阻数值应满足S1 947-1975《电子测量仪器的安全要求》的规定或产品说

明书的要求。

15.2 耐压试验

    试验部位与所列表4相同，试验电压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五 检定周期和检定结果的处理

16 检定周期

    DGDVM损坏修复后，应进行修理检定。
    新进口的或新接受的DGDVM应首先进行验收检定，然后再投人使用。

    作为标准表使用的DGDVM应进行周期检定，检定周期一般规定为1年，但根据使用
情况和实际可能性也可作适当的缩短或延长。

17 有效数字和数据化整

    DVM的检定和测试应有完整的原始记录，并对数据进行正确的计算和整理，得出被测
仪表的测试结果。一般常用规则为:

17.1 记录测量数据时，一般只保留一位不可靠数字。

17.2 检定记录的数据应先计算后化整。化整的原则和有效数字保留的位数取决于被检表
的误差和标准装置的误差。一般应使末位数与被检表的分辨力相一致。由于化整带来的误差

一般不超过允许误差的115一1/3。最后一个 “犷 因与测量结果有关，不能随意省去。

17.3 化整后的末位数 (不可靠数)一般是如下3种情况之一:
    末位数是1的整数倍 (即0--9之间的任何数);末位数是2的整数倍 (即0--8之间的

偶数);末位数是5的整数倍 (即只有0和5)0判断仪表是否超过允许误差时应以化整后的
数据为准。

18 检定结果的误差

    根据DVM的检定数据计算出显示值U与实际值UN之差值，即为示值的绝对误差。。
则

                          乙“认 一UN簇土(a% U,+b%U劝



用此结果判断被检DGDVM的检定数据是否合格。也可以用相对误差表示:

，一,4 G士(。%、。%Um)
      yr 、 v ,;

19 要求定级的送检表，计量部门按定级标准确定准确度等级并在检定证书上给予注明。
定级的表要打上封印。
加 凡不要求定级的送检表，如按部颁技术标准或工厂技术条件送检的表以及国外进口验

收的表，计量部门均应进行检定并可按产品相应的技术条件判别检定数据是否合格。
21 检定证书中要给出24h的基本误差和1年的稳定误差。在送检单位要求下，也可给出

其他期限的数据，并判断受检表是否满足技术指标。
22 不合格的不能定级，但允许降级处理和使用。在降到下一级时，必须符合该级别的要

求。

23 送检的DGDVM一般只给出实测数据，不给出更正值。

24 除基本误差外，其他技术指标的测量数据，都可按前面的方法进行计算和化整。各项
指标检定结果在检定证书上予以注明。

25 按照规程检定合格的DGDVM,发给检定合格证书并加盖公章。检定不合格的可根据具
体情况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或不合格证书。证书上要给出检定日期或检定数据的有效期限。

附录 1 主要术语和定义

1 数字电压表

    一种包含模拟/数字变换器(A/1〕变换器)并以十进制数字形式显示被测电压值的仪表。
2 直流数字电压表

    一种专门用于侧量直流电压的数字显示侧量仪表。
3 侧量范围

    指测量能够达到的被侧量的范围。能满足误差极限的那部分测量范围称有效测量范围。
4 基本量程

    在多量程的DVM中测量误差最小的量程。一般是不加量程衰减器及量程放大器的量程c
5 分辨力

    能够显示的被侧电压的最小变化值，也就是使显示器末位变化一个字所代表的输人电压

值。通常在最低量程上，DVM具有最高的分辨力 (也叫灵敏度)。
6 满度值

    各量程有效侧量范围上限值的绝对值。
7 标准条件

    为了检定和校准试验，对影响量 (必要时对影响特性)所规定的一组有允许偏差的数值
或范围。

8 额定工作条件

    是影响量的额定工作范围和仪表各性能特性的有效范围的总和。在此条件下，应保证
DVM的工作误差符合要求。

， 基本误差

    DVM处在标准条件下，经预热、预调和校准之后，仪表本身所固有的24h的误差。



10 附加误差

    当影响量中的一个量 (如温度、湿度、电源频率和电压等)偏离标准条件下的值 (或范
围)时所引起的仪表误差。

11 工作误差

    在额定工作条件下。VM所具有的误差极限。
12 线性误差

    表征DVM测量电压时是否均匀地反映被测电压的特性称为线性度，而实际变换曲线对
理想直线的偏差称为线性误差。

13 稳定误差

    是指在规定时间内其他条件保持不变，DVM在某一校准点显示值的最大变化量。稳定
误差包括波动和漂移两种变动量。根据不同的时间间隔，又有短期稳定误差 (如7h, 24h)

和长期稳定误差 (1个月、3个月、半年、1年)之分。
14 预热时间

    在规定条件下，从接通DVM的供电电源算起到能够满足全部性能特性指标所需要的时间。
15 预调整

    指为达到制造者对DVM所规定的误差要求，不打开机器内部，利用仪表面板调节装置
所进行的，不需使用外部标准或设备的调整过程。如 “调零”、“调正、负”、“校准”等。这

是预先调整程序的一部分。
16 校准

    在规定条件下，将标准产生的标准电压加到DVM，使仪表的显示值与校准电压进行比
较，而对DVM的调整装置所进行的全部调整工作。DVM经一次校准后，能保证仪表准确

度指标的最短期限称为校准周期。
17 准确度

    指测量结果与真值一致的程度。也就是在校准周期内，经预热、预调和校准后被测仪表

的误差。按照不同的条件又有标准准确度 (基本误差)和额定准确度 (工作误差)之分。
18 影响量

    除仪表测量的量外，能导致仪表性能特性改变的量。
1， 接地输人

    指物人电路的一个翰人端直接与测量地线相连接，此地线通常是公共端。
20 浮置输人

    DVM的一种输入方式。指输人电路的两端子与机壳、电源和输出电路的任何一端都隔

离起来。一般情况下，在正向输人时输人电路的正端就是高端 (H端)，负端就是低端 (L
端)。

21 保护愉人

    DVM的另一种输人方式。装有浮置屏蔽盒的输人电路中，屏蔽与机壳及公共端都是隔
离的。除去输人高端和低端两端子外，与屏蔽盒相接的端子称保护端子 (G端)。将G接到

侧量电路的适当点，可以减少共模干扰的影响。

22 输人电阻

    对于DGDVM来说，一般是指工作状态下从输人端看进去的输人电路的等效电阻。用

输人电压的变化值和相应的愉人电流的变化值之比表示。



23 零电流

    又称输人偏置电流。是指由仪表内部所引起的在输人电路中流人或流出的电流。其电流
值与输人信号电压大小无关。

24 串模干扰抑制比

    表征DVM对串模 (又称常模)干扰电压的抑制能力。用串模电压的峰值与由它引起的
读数最大变化值之比以对数表示，即:

S。一20 lg撒(dB)
式中 SMR‘或NMR)— 串模于扰抑制It;

                U_— 串模干扰电压峰值;

              AU_— 串模干扰电压引起的最大变化电压。
25 共模干扰抑制比

    表征DVM对共模电压的抑制能力。用共模电压的峰值与由它引起的读数最大变化值之
比以对数表示，即:

CMR一20 lrz .U0" (dB)
                一公u 的

式中 CMR— 共模干扰抑制比;
  臼二— 共模干扰电压峰值;

0U,�,— 共模干扰电压引起的最大变化电压。

    CMR又有交流和直流之分。

26 显示能力

    DVM的每一位数码管能够按照它的编码作连续变化的能力。
2， 显示位数

    DVM的显示位数是以完整的显示数字 (即能够显示0-9的10个数码的显示能力)的

多少来确定。能够显示“9"的数字的位称为“满位”，否则称 “半位”或 “1/2位”。显示
数字的位置从左至右规定为第一位 (首位)、第二位⋯⋯末位。
28 测量速度

    在单位时间内，以规定的准确度完成的最大测量次数。按测量速度，DVM又可分为低

速、中速、高速等。

29 响应时间

    从输人电压发生阶跃变化的瞬间到满足准确度的新的稳定显示值之间的时间间隔。

    响应时间又分为如下3种:
29.1 阶跃响应时间

    在某量程上，在无极性变化时，由输人量以规定的幅度阶跃变化引起的响应时间。
29.2 极性响应时间

    由输人量以规定的幅度跃变使输出极性变化引起的响应时间C

29.3 量程响应时间

    在无极性变化时，由输人量以规定的幅度跃变引起转换到相邻量程的响应时间

30 信息输出

    用于输出电压表的编码信息。如在后面板的信息输出插座上提供8-4-2-1或4-2-2-1等



工3M (二一十进制)编码输送给专用打印机或计算机。新型的微处理器式数字电压表还配有
IEEE-488或RS232 R/C等标准接口。

附录2 直流数字电压表检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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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x二DV入1逐步取代电位差计和分压箱，与直流仪器的传递系统是并行的。

2按f减工DVh扭的不同等级，检定方法可采用标准源法、标准表法或直流标准仪器

附录3 直流数字电压表检定记录格式

送检单位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准确度等级
生产厂 ，检定日期 年 月 日 ，检定温度

湿度 ，检定员 ，核验员 ，批准
    (一)基本误差

量 程
              一

实际值‘标准值，一
被检表显示值 被位表显示值 绝对误差

{一 十

量程 1

一

量程n
! 一l 一} 一}
} 一} 一} 一

量程m
一} }一

}�� �一一} }一 } }一

t程砰
� {!

(二)稳定误差

〔三)线性误差

附录4 其他技术指标的测试

〔一)显示能力

U]3 口1月 场 与 △U △I Rr Io

(四)抗千扰抑制能力



‘’)SMR一2。、瓮
丁 (比) 50         } 50+2 50一2

U。 一 一一 一一

△U。
一H一

5卜IF:(dB)

(2)交流CMR能一”瓮
f(HZ〕 50 . 50曰

          一 5幻一2

当U，
一

口二

C卜门R(JB》 一

(3)直流， “搬-
(五)其他性能测试

绝缘电阻:

信息输出:

采样速率:

温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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