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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1.1 系统简介

1.1.1 系统介绍

数字万用表是一种多用途的电子测量仪器被广泛运用于电磁学测量领域。大

量的仪器测量需求使得万用表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仪器的计量检定工作量也大大

增加。由于万用表测量领域广泛，需要计量的项目众多，涉及计量规程繁琐，计

量效率较低，传统手动计量人为干扰因素较大，计量结果可靠性较低。

NSAT-3030 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统自动封装国家计量检定标准，计量项

目齐全、操作流程清晰、计量结果精确，相较于传统手动计量方法有着明显优势，

能针对性的解决人工手动计量所遇到的多种难题，提高计量功效 50-100 倍，本

系统不仅可以计量还可以进行自校准。

图 1.1 NSAT-3030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统

1.1.2 基于硬件

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统所使用硬件设备如下：

 Fluke 5502A 多功能校准源：

图 1.2 Fluke5502A

 Fluke 5522A 多功能校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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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Fluke5522A

 Fluke 5720A 多功能校准源：

图 1.4 Fluke5720A

 Fluke 5730A 多功能校准源：

图 1.5 Fluke5730A

 手持表半自动化计量装置，实现对手持表测量结果的自动化采集功能；

 系统兼容 Fluke、Keysight、Keythley、Rigol 等品牌数字万用表；

 系统通过 USB-GPIB 转接线、GPIB 双头转接线、USB 打印机数据线和网线

等连接线缆实现控制 PC 与设备的通信功能。

1.1.3 基于规程

数字万用表计量规程：

 《JJF 1587-2016 数字多用表校准规范》。

1.1.4 软件图示

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统针对不同的校准源和被校仪器，所使用的硬件设备

不同，当使用 5700A 或 5720A 校准台式万用表时，校准源的精度满足校准需求，

校准系统只需要校准源和被校仪器组成，系统框图如下：

图 1.6 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统框图 1



西安天宇微纳软件有限公司

3

当使用 5502A 或 5520A 校准台式万用表时，校准源精度不足以校准台式万用

表，这时需要使用高精度的台式万用表，如 Fluke 8508A 作为比对仪器，将高精

度的台式万用表的读数作为标准值，这时的系统框图如下：

图 1.7 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统框图 2

当被校仪器为手持式数字万用表时，校准源的精度均满足要求，同时使用手

持式数表半自动计量方案，可以通过工业相机采集手持表的数据，实现程序的半

自动化，此时系统框图如下：

图 1.8 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统框图 3

同时由于不同的校准源标准输出口不一样，因此在实际的自动计量过程中，

需要针对不同的校准源和计量项目，使用不同的接线方法。

若使用 5700 系列校准源，且不使用对比仪，接线方式如下：

图 1.9 5700 系列校准源接线方法

若使用 5502A 或 5520A 作为校准源，且不使用对比仪时，在计量过程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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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提示进行接线方式的转化，接线方式如下：

图 1.10 5502A、5522A 校准源电压检测接线图

图 1.11 5502A、5522A 校准源电流检测接线图

图 1.12 5502A、5522A 校准源电阻检测接线图

若使用 5700 系列校准源，同时使用对比仪时，需要根据项目进行接线方式

的更改，接线方式如下：

图 1.13 5700 系列校准源电压检测接线图

图 1.14 5700 系列校准源电流检测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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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5700 系列校准源电阻检测接线图

若使用 5502A、5522A 校准源，同时使用对比仪时，需要根据项目进行接线

方式的更改，接线方式如下：

图 1.16 5502A、5522A 校准源电压检测接线图

图 1.17 5502A、5522A 校准源电流检测接线图

图 1.18 5502A、5522A 校准源电阻检测接线图

当使用 5700 系列校准源，同时使用 5725 校准源放大器时，将数字万用表的

电流输入接至 5725 的输出端，接线方式如下：

图 1.19 5700 校准源和 5725 放大器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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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当使用对比仪时，进行电阻检测项目时，需要根据软件的提醒，切换校准源

输出的目标。

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统使用流程图如下：

图 1.20 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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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万用表自动校准系统使用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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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特点

 软件依照国家计量标准，定制各类仪器的计量流程，满足了市场需求，

同时将标准封装进了软件，降低了对计量人员的要求。

 软件兼容多厂家，多型号的仪器，同时拥有拓展性，可以应对市场的改

变，对新型的仪器进行兼容。

 兼容多种仪器通信方式。

 系统对仪器进行全自动化的操作，同时计量过程的数据自动记录，极大

程度的减少了计量人员的工作量，提升了计量效率和计量结果的可靠性。

 软件界面简洁大方，用户操作方便，可以快速上手。

 专业、全面的资产管理系统，方便用户管理仪器。

 软件包含自校准功能，可以自行校准。

1.3 系统功能

根据《JJF 1587-2016 数字多用表校准规范》，实现对数字万用表的全自动、

半自动计量，计量项目包括：

 直流电压校准；

 直流电流校准；

 直流电阻校准；

 交流电压校准；

 交流电流校准。

同时系统软件在计量过程中，按照实际的测试数据，对照数字万用表原厂的

技术标准，给出计量的合格判定，同时软件支持计量不确定度的计算，也支持自

校准。

1.4 软件模块界面

1.4.1 注册登录模块

1.4.1.1 授权注册界面

用户首次使用软件时，需要进行授权操作，点击主界面右上角的暂未授权，

点击授权按钮，进入到软件授权界面，如图 1.21。用户需要将界面内的电脑特

征码发送给售后人员，由售后人员提供授权码，填入输入框内，点击注册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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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完成软件注册，如图 1.22，软件注册成功后即可登录，授权成功界面如图

1.23。

图 1.21 软件暂未授权界面

图 1.22 输入授权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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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授权成功页面

1.4.1.2 用户登录

点击主界面右上角的请点击登录按钮，即可打开用户登录界面，如图 1.24

所示。在用户登录界面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登录，软件初始具有用

户名为“admin”，密码为“123456”的管理员账号，用户可以使用该账号进行

其他账号的初始设置。

图 1.24 用户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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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完成后会提示登录成功，同时右上角显示当前登录用户名称，如图 1.25

所示，若要进行退出登录操作，再次点击主界面右上角下拉菜单按钮，点击退出

登录即可。

图 1.25 登录成功

1.4.1.3 用户管理

若登录账号为管理员账号，点击用户管理按钮进入到用户管理界面。用户管

理界面为当前系统允许登录的全部账号，此时会呈现出用户信息列表，如图 1.26

所示， 列表中可以查看当前系统中录入的人员信息， 如用户名称、 登录密码

以及对应的操作权限及备注信息等。

用户可以点击选择需要进行修改或删除的账号，如图 1.27、图 1.28 和图

1.29。在完成账号配置后，点击保存按钮后，软件根据设置进行账号信息的更新。

需注意软件必须至少具备一名管理员。

图 1.26 用户管理界面

图 1.27 新增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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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编辑用户界面

图 1.29 删除用户界面

1.4.2 参数配置模块

1.4.2.1 手持万用表

用户登录成功后，点击万用表型号右侧的 按钮，即选择万用表类型，

此时万用表类型为手持万用表，如图 1.30，此时可以选择仪器厂家、仪器型号

等信息对万用表进行参数配置,如图 1.31 所示。配置完成后点击确认软件将会保

存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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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 手持万用表界面

图 1.31 手持万用表配置界面

1.4.2.2 台式万用表

用户登录成功后，点击万用表型号右侧的 按钮，即选择万用表类型，

此时万用表类型为台式万用表，如图 1.32 所示。万用表类型为台式时，在配置

界面，如图 1.33 所示，用户可以手动配置每个计量项目的计量点和该计量点的

允许误差范围，有的仪器未兼容产品自校准功能如图 1.34 所示，配置完成后点

击确认软件将会保存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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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台式万用表界面

图 1.33 台式万用表配置界面

图 1.34 产品未兼容自校准功能



西安天宇微纳软件有限公司

15

1.4.3 仪器连接模块

点击连接检测按钮，选择数字万用表类型和校准源的 GPIB 地址，正确读取

数字万用表和校准源的厂家型号，在连接测试界面，需要用户根据实际的仪器通

信方式和参数，进行连接信息的配置，然后点击连接检测按钮，显示绿色表示连

接成功，显示红色表示连接失败，连接失败时程序会提示，如图 1.35、图 1.36

所示。

图 1.35 连接失败界面

图 1.36 连接成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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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运行测试模块

1.4.4.1 运行测试界面

仪器连接检测及参数配置完成后，点击开始测试，进入测试界面，如图 1.37，

在该界面此时需对环境信息进行录入，根据系统提示进行下一步操作，进行计量

过程的管理，包括开始、暂停、复检、终止等状态的管理，及计量过程中数据的

实时显示，计量结束后原始记录的保存，如图 1.38 所示。

图 1.37 开始计量界面

图 1.38 结束计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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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开始实验前，需要先点击“测试项目”进入项目配置界

面，如图 1.39，在该界面对需要计量的项目进行选择，之后点击开始测试就可

以开始数字万用表的自动计量工作。

图 1.39 计量项目配置界面

1.4.4.2 导出报告界面

计量结束后，点击导出按钮即可对计量信息进行保存，点击保存按钮即可生

成 CSV 格式的计量报告。如图 1.40 所示，

图 1.40 计量报告生成界面

1.4.5 历史数据查询模块

在测试页面左上角有历史测试记录，点击历史测试记录，输入检测产品的序

列号或型号后，点击搜索按钮会在左侧页面按时间从进到晚排序的方式显示出历

史试验数据，在右侧会显示测试的试验数据。如图 1.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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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历史数据查询界面

1.4.6 关于我们模块

在软件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可以点击主界面的“关于我们 ”，

进入关于我们界面，如图 1.42，界面内会有我公司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图 1.42 关于我们

1.5 软件运行环境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要求：WindowsXP（SP3）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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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需求：IE488.2 驱动，VISA 驱动；

 软件需求：Microsoft Office 2007 及以上。

硬件环境

 电脑 CPU 要求：双线程，2GHz 主频以上；

 电脑内存要求：1G；

 电脑硬盘要求：500M 空间；



西安天宇微纳软件有限公司

20

使用说明

2.1 硬件使用说明

计量台式数字万用表时，将数字万用表和校准源的后面板的 GPIB 接口使用

GPIB 双头转接线连接，之后使用 USB-GPIB 转接线，USB 端口连接在控制 PC，GPIB

端接在双头转接线上，完成系统的通信连接。

2.2 软件计量操作流程说明

2.2.1 开机

将数字万用表和校准源开机上电→打开计算机→鼠标双击 NSAT-3030 软件

图标 进入软件。

2.2.2 授权

点击（暂未授权，点击授权）按钮 进入软件授权界面→将电

脑特征码发送给技术支持→将技术支持返回的授权码输入→点击确认完成授权。

2.2.3 登录

点击主界面右上角→点击用户登录按钮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

击确定按钮 →登录成功。

2.2.4 连接

点击连接检测按钮 →选择数字万用表类型和校准源的 GPIB 地址→

点击连接按钮→正确读取数字万用表和校准源的厂家型号以及显示绿色表示连

接成功；

2.2.5 准备计量

功能选择→点击计量→点击项目选择→选择需要进行的计量项目→点击

配置计量参数；

2.2.6 开始计量

点击开始测试按钮 开始自动化计量→按照弹窗提醒进行操作→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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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弹窗提示；

2.2.7 保存数据

点击导出按钮 →选择路径后点击 完成保存。

2.3 软件自校准操作流程说明

2.3.1 开机

将数字万用表和校准源开机上电→打开计算机→鼠标双击 NSAT-3030 软件

图标 进入软件。

2.3.2 授权

点击（暂未授权，点击授权）按钮 进入软件授权界面→将电

脑特征码发送给技术支持→将技术支持返回的授权码输入→点击确认完成授权。

2.3.3 登录

点击主界面右上角→点击用户登录按钮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

击确定按钮 →登录成功。

2.3.4 连接

点击连接检测按钮 →选择数字万用表类型和校准源的 GPIB 地址→

点击连接按钮→正确读取数字万用表和校准源的厂家型号以及显示绿色表示连

接成功；

2.3.5 准备自校准

功能选择→点击自校准→点击项目选择→选择需要进行的自校准的项目；

2.3.6 开始自校准

点击开始测试按钮 开始自动化校准→按照弹窗提醒进行操作→自校

准结束弹窗提示；

2.3.7 导出数据

点击导出按钮 →选择路径后点击 完成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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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软件用户管理流程说明

2.4.1 修改用户信息

点击 选择用户管理中需要修改的用户→配置用户名→配置权限→配置密

码→点击导入按钮 选择电子签名图片→点击修改密码 确定当前

配置→点击 完成配置并保存信息。

2.4.2 新增用户

输入新用户名→配置权限→配置密码→点击导入按钮 选择电子签名

图片→点击添加用户按钮 确定当前配置→点击 完成配置并保

存信息。

2.4.3 删除用户

点击选择用户列表中需要删除的用户→点击删除用户按钮 确定删除

操作→点击 完成删除并保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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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安装

3.1 相关配置软件安装

首先，解压安装包。先将压缩文件(XP GPIB.rar)放在电脑硬盘的根目录下，选中该

文件，鼠标右键单击选择解压到当前文件夹，成功解压后，该文件夹下会多一个 XP GPIB

文件夹，然后在本文件夹中找到 setup.exe 安装文件，双击安装，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安装文件

安装程序加载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3.2 所示：

图 3.2 安装程序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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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后进入安装路径选择界面，如下图 3.3 所示：

图 3.3 安装路径选择

选择好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安装模块选择界面，勾选 NI-VISA 4.6，如下

图 3.4 所示：

图 3.4 安装模块选择

点击下一步后进入产品通知界面，将选项前的对勾取消，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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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产品通知

点击 NEXT 后进入软件许可协议界面，选择我接受，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3.6 所示：

图 3.6 软件许可协议

点击下一步后进入开始安装界面，点击下一步开始安装，安装进度界面如下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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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安装进度界面

安装完成后，点击完成结束安装，如下图 3.8 所示：

图 3.8 安装完成

点击完成后，会提醒重启电脑，点击重新启动完成重启，如下图 3.9 所示：

图 3.9 重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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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软件安装

首先，解压安装包。先将压缩文件(Volume.rar)放在电脑硬盘的根目录下，选中该

文件，鼠标右键单击选择解压到当前文件夹，成功解压后，该文件夹下会多一个 Volume

文件夹，然后在本文件夹中找到 install.exe 安装文件，双击安装，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安装文件

加载软件安装包，待加载完成后，选择安装路径，不要选择安装在 C盘（C盘因为管

理权限的问题，会导致部分文件无法写入）。如下图所示 3.11。开始安装前会对信息进

行审核，此时可以进行添加或者修改软件，审核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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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选择安装路径

图 3.12 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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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完成程序的安装，如下图 3.13 所示

：

图 3.13 安装加载程序

点击完成，即可安装成功，如下图 3.14 所示：

图 3.14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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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软件卸载

需要卸载软件，在控制面板→程序→卸载程序→NSAT-3030 数字万用表自动计量系

统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卸载即可。如下图所示。

图 3.15 卸载路径

图 3.16 卸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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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4.1 软件安装失败

安装软件时请先关闭杀毒软件，因为杀毒软件认为此项操作存在风险，可能会隔离安

装文件，造成软件安装失败。

4.2 软件注册失败

将软件安装的PC的系统时间改为正确的当前时间。

4.3 连接检测时 GPIB 地址下拉列表为空

进行如下顺序排查：确认接线牢靠→资源管理器中确认GPIB驱动正常

→重启软件→联系技术支持。

4.3 连接检测时 GPIB 地址下拉列表只有一项

请按照数字万用表或校准源的手册，更改一台设备的GPIB地址，解决GPIB地址冲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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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公司：西安天宇微纳软件有限公司

网址：www.namisoft.com

电话：029-87309681

支持邮件：namisoft@agite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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