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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感谢您购买和使用我公司产品，在您使用本仪器前请根据说明书最后一章“成套和保修”
的事项进行确认，若有不符请尽快与我公司联系，以维护您的权益。
在正确使用 TH2883 系列脉冲式线圈测试仪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警告!
1)

2)
3)
4)

5)
6)
7)

8)

1.1

仪器操作
仪器上不要安放重物。
仪器背面安装有散热风扇，不要阻挡风扇进风口。
严格的电源输入
高压的稳定性取决于稳定的电源输入。保证严格的额定 AC 电源或提供校准的电源。
接地
安全起见，仪器电源线有接地端，确保可靠接地。
测试电缆
仪器后面板上连接有高压测试电缆，测试时电缆和连接的测试样品带有高压，请勿
直接触摸测试端和测试样品，防止触电！
请勿擅自打开机箱
请勿打开机箱，仪器内有高压，触摸仪器内部非常危险，也可能会对仪器造成损伤。
携带或移动
移动仪器时，拔掉 AC 电源插座，移去高压测试线或外部控制线。
维护
仪器不使用时，可以用塑料或布的盖子，不要用稀释剂，苯或有类似化学性的有机
溶剂擦拭仪器，仅用软湿布加中性清洁剂即可。
安放
防止仪器内部过热和面板过热变形，仪器请不要安放在高温，阳光直射或者通风不
良的环境中。另外，仪器本身产生高压，避免在灰尘多，湿度高的地方使用，在室
温下使用。

引言

线圈类产品（如变压器、电机等）由于绕线材料、磁性材料、骨架、加工工艺等因
素的影响会产生线圈层间、匝间及引脚间等绝缘性能的降低。TH2883 系列脉冲式线圈测
试仪是采用高速取样技术研制的新一代线圈类产品绝缘性能的分析测试仪器。
TH2883 将标准线圈的采样波形存储于仪器中，测试时将被测线圈的测试波形与标准
波形比较，根据设定的判据（面积、面积差、电晕、相位差等）以判定被测线圈的优劣。
本仪器集成了强大的功能、精密的测试手段、灵活的操作方法及多种接口方式，可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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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线圈类产品提供测试解决方案。
线圈脉冲测试原理
本脉冲式线圈测试仪可有效地、非损坏性地对线圈绕组进行高压脉冲测试以测试其电气
性能。
其原理是对被测线圈绕组和标准线圈绕组施加相同的脉冲电压，比较两者的瞬态波形，
以判断被测试绕组件的优劣。瞬态波形也就是线圈内发生的衰减振荡波形，它可同时判断该
绕组的电感、品质因素Q值、绕组的圈数差、匝间层间短路，更具体地说，在有导磁材料的
情况下，还可判断其材质的差别等；高压脉冲下电晕放电的发生还可以对绕组层间或多个绕
组间绝缘不良进行判定。

SW
Vdc

C1

DUT

C2

Rx

Lx Vo(t)

图 1-1 线圈脉冲测试原理简图
图 1-2 中的自激振荡衰减波形直接和线圈的电感值 L 及品质因素 Q 值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 L 值及 Q 值又和线圈的圈数、制造工艺、是否空心线圈并且还与导磁材料特性又有着不
可分割的关系。由于施加电压是高压脉冲电压，因此，线圈短路、匝间局部短路或由于绝
缘损伤引起的层间或匝间电晕放电现象自然很容易被发现。
施加 脉冲冲 击电压

衰减程度反映品质因素 Q

振荡 周期取 决于线 圈电 感L和分 布电容
脉冲 冲击回 路断开 ，开始 自激衰 减振荡

图 1-2 典型的线圈自激衰减振荡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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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1

使用条件
电源
电源电压：198V-242V AC, 99V-121V AC
电源频率：47.5Hz-63Hz
功耗：≤40VA

1.2.2

环境温度与湿度
正常工作温度：0℃~40℃ 湿度：≤ 90%RH
参比工作温度：20℃±8℃ 湿度：≤ 80%RH
运输环境温度：0℃~50℃ 湿度：≤ 93%RH

1.2.3 预热
开机预热时间应不小于 15 分钟

1.3

体积与重量
体积(W*H*D)：400mm×132mm×390mm
重量(Weight)： 约 7.2k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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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基本技术指标
2.1

技术指标
型号

TH2883-1

TH2883-5

TH2883-10

脉冲电压

30V-1200V
5V 步进
±5%±5V

100V-5000V
10V 步进
±5%±15V

500V-10kV
20V 步进
±5%±25V

100V-5000V
10V 步进
±5%±15V

100V-5000V
10V 步进
±5%±15V

通道数

1

1

1

8

4

电感测试范围

≥1uH

≥10uH

≥20uH

≥10uH

≥10uH

脉冲能量

最大 0.02J

最大 0.25J

最大 0.5J

最大 0.25J

最大 0.25J

测量速度

6 次/秒

6 次/秒

3/次(10kV 电
压输出时)

6 次/秒（单
通道）

6 次/秒（单
通道）

施加脉冲数

最大到 32 个

输入阻抗

5MΩ

显示器

800x480 点 65k 色 TFT,
波形显示范围 600x256

波形采集

采样率：最高 200Msps，8 级可调
分辨率：8 Bits
存储深度：6k Bytes
样本平均：1-32

判定方法

.面积比较
.面积差比较
.电晕放电
.相位差比较

波形测量

波形的电压、波形的频率、波形的时间

触发方式

手动触发、外部触发、总线触发、内部触发

判别输出

OK/NG 显示，LED 灯显示，蜂鸣器报警

测量统计

具有测量结果的统计功能

存储器

仪器内部可存储 20 组标准波形和仪器设置，也可用 U 盘作为外部存储器

接口

Handler,RS232C,USB Device,USB Host,Lan

电源
供电电源

110V/220V ±10%

电源功耗

≤200VA

50Hz/60Hz ±5%

通用条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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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环境

第 2 章 基本技术指标

温度

0℃ - 40℃

湿度

≤75% R.H.

安全和电磁兼容

2.2

IEC61010-1：2001，IEC61326-2-1：2005

TH2883-1 最大测试电压

TH2883-1 是低电感线圈匝间测试仪，最大输出测试电压与负载电感量有关，如表 2-1 所示：

2.3 比较方法说明
2.3.1

面积比较

如图 2-1 所示，在任意指定的 A～B 区间内对被测线圈测试波形面积进行(积分)计算，
并与标准波形在此区间内的面积进行比较，用这两个波形面积的差异值与标准波形在此区
间的面积的百分比作为判定依据，判定基准用百分比来设定。

图 2-1 面积比较示意图
波形面积近似的与能量损失成正比，所以可以使用面积比较方法来判断线圈中的能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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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有效的检测线圈层间和匝间短路。

2.3.2

面积差比较

如图 2-2 所示，在任意指定 A～B 区间内对被测线圈测试波形和标准波形的 Y 轴方向
的差异值进行计算(积分计算的结果为 A～B 区间内的阴影部分)和标准波形在此区间的面
积比较，基准用百分比来设定。
标准波形 测试波形

A

B

图 2-2 面积差比较示意图
面积差比较方法主要表现了电感量 L 的差异和能量的损耗，这个比较方法可以有效的
检测标准线圈和被测线圈的电感量 L 的差异。

2.3.3

电晕放电比较

如图 2-3 所示，与波形的差异无关，在任意指定的 A～B 区间内，仅在被测线圈测试
波形包含的电晕放电尖峰中检出高频成分进行无损提取，并将计算结果与设定值进行比较，
判定电晕放电量是否合格，设定值是一个整数。
电晕放电

A
B
图 2-3 电晕放电示意图

2.3.4

相位差比较

如图 2-4 所示，用户可以指定一个需要作比较的过零点，仪器判断被测线圈测试波形
和标准波形在这个过零点的偏移量，然后和标准波形的振荡周期作比较，并用这两个量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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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作为判断依据，基准用百分比来设定。如图中，A～B 间是偏移量，C～D 间是标准
波形振荡周期，设定的是比较波形的第三个过零点。

图 2-4 相位差比较示意图

)提示：仪器仅能设置第 2～10 个过零点，第一个过零点还不能反映线圈的实际性能，所
以不予设置。在实际的相位差比较中，将会产生四种结果：PASS、FAIL、FAIL1 和 FAIL2。
PASS 表示合格；FAIL 表示不合格；FAIL1 代表未找到过零点，即在被测线圈测试波形
上找不到所设定的过零点；FAIL2 代表在标准波形上找不到完整的周期，如图 2-4，若要
使相位差比较能够正常工作，应该保证第三个过零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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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面板说明及显示说明
3.1

前面板说明

TH2883-5

Impulse Winding Tester
MENU

USB

DISP

SETUP

ENTRY
SYSTEM

7PQRS

8 TUV

9WXYZ

4 GHI

5 JKL

6 MNO

1

2 ABC

3 DEF

0

+/-

ESC

PASS
FAIL
ENTER

START

POWER
COPY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商标及型号

2

LCD 液晶显示屏

800*480 点阵大型液晶显示器，显示测量波形，
设置参数，系统参数等。

3

软键（SOFTKEY）

这部分五个键的功能不是固定的，在不同的菜单
下有着不同的功能，相应功能显示在液晶显示屏
右面的“软键”区域。

4

测量显示页面主菜单按
键[DISP]

进入测量显示页面。

5

测量设置页面主菜单按
键[SETUP]

进入测量设置页面。

6

滚轮

控制光标的移动，还具有确认和修改功能。

7

系统设置页面主菜单按
键[SYSTEM]

进入系统设置页面。

8

数字键

用于输入数字或者字符。

9

取消键（ESC）

用于取消误输入的数字或字符。

10

退格键（BACKSPACE） 用于删除误输入的数字或字符。

11

回车键（ENTER）

确认输入的数字或字符。

12

高压指示灯(HV)

高压指示灯点亮表明测试端口有高压存在，操作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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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能触碰测试端或被测器件。
13

合格，不合格指示灯
(PASS) (FAIL)

PASS 灯亮，比较结果合格；FAIL 灯亮，比较结
果不合格（该功能在比较功能打开后有效）。

14

触发键（START）

触发和中止仪器测量，在测量过程中按下此键，
可以中止测试。

15

测试高压端

高压输出端。

16

测试接地端

高压测试低端，和 15 一起连接测试夹具和被测
件。

17

拷屏(COPY)

拷贝屏幕信息

18

电源开关（POWER）

接通或切断 110V/220V 市电，处于按下位置时，
接通电源，处于弹出位置时，切断电源。

19

USB Host 接口

用于读取优盘。
表 3-1 前面板说明

3.2 后面板说明

HANDLER

DEVICE

RS-232C

FOOT.C

LAN

！ WARNING
THIS INSTRUMENT CONTAINS NO OPERATOR SERVICEABLE PARTS INSIDE;
REFER SERVICING TO SERVICE TRAINED PERSONNEL ONLY.
DISCONNECT INPUT POWER BEFORE REPLACING FUSE FOR CONTINUED FIRE
PROTECTION,USE MANUAL SPECIFIED TYPE RATING FUSE ONLY.

~~

GND

RATING
110V / 60Hz
220V / 50Hz

FUSE
T2AL
T1AL

！ PLEASE READ MANUAL FOR SAFETY
HV

序号

名称

说明

1

HANDLER 接口

仪器通过此接口获得输出比较结果等，同时仪器
通过分选接口可以获得“启动”和“停止”信号。

2

USB DEVICE 接口

通 过 USB DEVICE 接 口 可 实 现 电 脑 控 制
TH2883。.

3

RS232C 串行接口

提供仪器与外部设备的串行通讯接口。参数设
置，命令等均可以由计算机设定和获得，以实现
无仪器面板的远程控制。

4

LAN 接口

用于连接网线

5

脚控输入

连接脚踏开关，在仪器设定为手动触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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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 CONTROL）

时，用于启动测试。

6

铭牌

记录生产日期、型号、批号、生产厂家等。

7

风扇窗

排热口。

8

接地端

仪器外壳接地端

9

保险丝

用于保护仪器，220V/1A

10

三线电源插座

用于连接交流电源

11

测试端

高压输出端，同前面板 15。

12

测试端

GND 端，同前面板 16 ，和 11 一起连接被测件。
表 3-2 后面板说明

3.3 基本显示区域说明
1

12

2

13

3

14

4

15

5

6

16

7

17

对应的各区域说明如下：
1
电压标尺显示区域
用于波形电压幅度指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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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状态显示区域
RUN 测试中，STOP 测试停止。
主波形显示区域
在这个 250*600 点阵的液晶区域中显示测试的波形，脉冲电压峰值，判断结果等信息。
指示波形在内存中的位置。
指示当前测试有无标准波形，N ,没有标准波形；H，有标准波形。
内存深度指示，兼指示当前测试波形的颜色，用滚轮选中并可更改颜色。
脉冲电压设置区域
指示当前设置的脉冲高压值。用修改软键和滚轮选中并可修改其值。
判断结果显示区域
显示总的判断结果。
判据显示区域
四种判据值和结果显示。
软键主菜单。
软键功能区域
显示软键对应的功能及参数。
信息指示区域
接口选择状态，优盘可用，键锁等状态指示。
时基显示区域
指示波形显示区域两条虚线之间横轴方向的时间值。
峰值显示区域
指示当前测试电压峰值
辅助显示区域
用于判据及基本参数显示，电晕量提取显示。
文件名显示区域
指示当前使用文件名称，*代表无文件
采样率显示区域
指示当前波形采样率，用修改软键和滚轮选中并可修改。
时间显示区域
实时时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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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测量显示键[DISP]说明
按下 DISP 菜单按键，进入测量显示页面（开机默认页面），在该页面主要进行测量并
显示测量波形，并进行一些功能设置，如标准采样(Standard)、比较设置(Compare)、测量
功能（Measure）、辅助功能（Utility）
、统计功能（Statistics）、波形显示颜色、采样率等等。
测量显示界面如图 4-1 所示。

4.1 测量显示界面

图 4-1 测量显示界面

4.2 测量显示界面的符号约定




¤
£

进入下一级菜单。
返回上一级菜单。
表示由滚轮操作，点亮和变灰表示使能和关闭滚轮功能。滚轮具有旋转和按键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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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测量显示界面主菜单下软键说明







标准采样 进入标准采样子菜单，可进行标准采样方法的选择，标准采样等等。
比较设置 进入比较设置子菜单，可进行四种比较方法状态的开和关，判断参数的设置。
测量功能 进入测量功能子菜单，可以对波形电压，时间和频率进行设置。
辅助功能 进入辅助功能子菜单，可以对内部文件、波形幅度、波形显示区网格、电晕
显示区域和键盘锁定与否进行操作。
统计功能 进入统计功能子菜单，对当前测试结果的统计，可以打开、清除和保存数据。
修改 配合滚轮快速修改脉冲电压，波形采样频率等基本参数。

4.3.1 标准采样
仪器提供三种标波采样方式：手动、自动、循环。
4.3.1.1 手动
 开始
进行标波采样。完成后标波在波形显示区域显示。
 采样完成 按下该键，完成标准波形的采集。
 样本平均 指示样品标波采样次数。
1

撤销
撤销当前一次标波采集数据，按下此键，样本平均次数相应减 1。
该键在样本平均次数大于等于 1 时有效。
 撤销全部 撤销所有样本标波采集数据。同样，该键在样本平均次数大于等
于 1 时有效。

开始
开始样本标波数据采集。多次和多个样本数据采集后可进行平均。

£
返回上一级菜单。

4.3.1.2 自动
 开始








每个采样频率下仪器自动对样品进行标波采集，最后选择合适的频
率波形显示。
Õ
向下调出较低频率下的采样波形。
Ö
向上调出较高频率下的采样波形。
选择
选择当前频率下的采样波形当标准。
选择&检测 当前频率下进行一次样品测试，比较结果在误差范围内则选择
当前频率下的采样波形为标准波形。并返回主菜单；比较结果超过误差范围
则报错，等待重新开始采样。
开始
启动自动测试。
£
返回上一级菜单。

4.3.1.3 循环




开始
选择
选择&检测

仪器开始采样标准波形，更改频率，循环采样
选择当前频率下的采样波形为标准波形。
当前频率下进行一次样品测试，比较结果在误差范围内则选
择当前频率下的采样波形为标准波形。并返回主菜单；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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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结果超过误差范围，等待重新开始采样。
启动循环测试。
返回上一级菜单。

开始
£

4.3.1.4 修改






4.3.1.5

点亮滚轮图标，使能滚轮。旋转面板上的滚轮来选择和修改波形颜色、电压
值和采样频率。
【
N 】 旋转滚轮到该区域，按下滚轮选中参数，旋转滚轮改变颜色。
电压 ： 1000V 旋转滚轮到该区域，按下滚轮选中参数，旋转滚轮改变电压值，
TH2883-1：5V 步进，30～1200V 可设。
TH2883-5：10V 步进，100～5000V 可设。
TH2883-10：20V 步进，500～10000V 可设。
旋转滚轮到该区域，
按下滚轮选中参数，旋转滚轮改变采样频率。
采样率 :200MSa/s

£
返回主菜单。

4.3.2 比较设置
仪器包括四种比较方式，即面积，面积差，电晕放电和相位差比较。
仪器采集 6000 点的波形数据，用户可以在 0-6000 之间选择需要比较的区域。
按下比较设置软键进入该按键下相应的、可用的软键，可以对四种比较方法进行设定。
位置
注：按下 0000‐6000
软键，点亮滚轮图标 ，使能并旋转滚轮时，波形显示区域将出现
两条垂直黄色竖线（相位差设置除外），实线为选中线，虚线则表示未选中。

4.3.2.1 面积


方法
面积

选择面积比较方法。



状态

 为打开， 为关闭。



位置
0000-6000



差值
2.0%



£

点亮滚轮图标，按下滚轮在起点、终点和起点终点一起之间切
换。旋转滚轮改变起点、终点和同时改变起始终止点的位置。
10 点步进，0 到 6000 可选。
点亮滚轮图标 ，使能滚轮，旋转滚轮改变差值。

返回上一级菜单。

4.3.2.2 面积差
方法
面积差

选择面积差比较方法。该按键下设置操作同面积下设置操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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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4.3.2.3 电晕
方法
电晕

选择电晕比较方法，该按键下设置操作同面积下设置操作相同，
其中差值为无单位量纲，1 到 255 可选。

4.3.2.4 相位差
方法
相位差

4.3.2.5

£

选择相位差比较方法，该按键下设置操作同面积下设置操作相
同，其中位置参数有所不同，其值表示选取第几个过零点，参
数 2 到 99 可选。
返回主菜单。

4.3.3 测量功能
测量功能包括脉冲电压、时间和频率的测量。
注：当选中其中某一功能时，点亮滚轮图标(同时只能使能一种功能),使能滚轮，同时
波形显示区会出现两条选择线，对应软键第二行的显示值。


电压
1000V

按滚轮，在上限、下限和上下限之间切换，旋转滚轮，改变相应
上下限的位置。软键第二行显示上下限之间电压差值 ΔV。L注意：
默认的下限在波形显示区域的中线上。



时间
10.00μs

按滚轮，在上限、下限和上下限之间切换，旋转滚轮，改变相应
上下限的位置。软键第二行显示上下限之间的时间差值 Δs。



频率
100.00KHz

按滚轮，在上限、下限和上下限之间切换，旋转滚轮，改变相应
上下限的位置。软键第二行显示上下限之间的频率值 ΔHz。



£

返回主菜单。

4.3.4 辅助功能
对波形文件和波形显示区参数的设定。


文件¤



幅度

弹出内部文件系统界面。同时进入文件菜单软键功能区。具体操作详见
5.3 内部文件系统操作。
点亮滚轮图标并旋转滚轮可放大波形显示幅度，1 到 3 倍可选。波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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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例大于 1 倍时，波形显示区右上角有比例提示。
 为打开， 为关闭。



网格



副显

 为电晕打开，同时辅助显示区域显示用于提取的电晕量。
 为电晕关闭，同时辅助显示区域显示标波测试基本参数和比较方法
判据。



键盘±

键盘锁定功能键，按下软键，键盘将被锁定，同时页面信息显示区域出
现键盘锁定的图标±，而软键也改变为解锁



解锁

键盘解锁功能，按下软键，键盘功能恢复。相应的图标为²。



£

返回主菜单。

4.3.5 统计功能
查看统计结果，以及保存或清除统计结果等。
按下统计功能软键，弹出统计数据页面。当统计功能打开时，统计页面上显示各项比
较方法的测试次数、合格次数及合格次数所占比例。
 状态
 为打开， 为关闭。
 清除数据
复位当前的统计结果数据。
 保存数据
保存统计数据到外部 U 盘，默认为 csv 电子表格数据。

£
返回主菜单。

4.3.6 修改
同 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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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测量设置键[SETUP]说明
按 SETUP 键，默认进入<测量设置>界面，如再按此键，将依次进入<内部文件>界面和<
外部文件>界面。此 SETUP 键为循环键，用于测量设置界面、内部文件界面与外部文件界
面的切换。

5.1 测量设置界面符号约定


数字方向键使能。点亮图标，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图标变灰，关闭数字方向键功能。同样可以由 START 键来选择（除了测量显示界面）。
注意：图标点亮，使能数字方向键时，原数字输入功能失效。



粗调增键



粗调减键



c

细调增键



d

细调减键

5.2 测量设置界面
测量设置界面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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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测量设置界面
在<测量设置>页面，下列测量控制参数可被设定。
 脉冲电压(Imp Volt)
 采样速率(Samp)
 测试脉冲(Test Imp)
 消磁脉冲(Erase Imp)
 电压调整(Volt ADJ)
 波形显示(Wave Disp)
 触发模式(Trig Mode)
 延迟时间(Delay Time)
 破坏测试（BDV 测试）
 起始电压(Start Volt)
 终止电压(End Volt)
 步进电压(Volt Step)
 比较器（Comparator）
 位置（Position）
 差值（Limit）
 状态（State）

5.2.1 脉冲电压（Imp Volt）
TH2883-1 为 30V-1200V，最小步进为 5V。
TH2883-5 为 100V-5000V，最小步进为 10V。
TH2883-10 为 500V-10000V，最小步进为 20V。
移动光标到脉冲电压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脉冲电压的范围



粗调增和粗调减键，使用这两个软键可以 20V（TH2883-1），
100V（TH2883-5），



200V（TH2883-10）为步进调节电压值。
cd
为细调增和细调减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5V（TH2883-1），10V（TH2883-5）
，
20V（TH2883-10）为步进调节电压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提示：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键输入所需的脉冲电压值，数字输入状态下，软键暂时不可用，
当然输入完毕后，可以直接按 ENTER 键结束输入，默认单位为伏特（V）。

5.2.2 采样速率（Samp）
采样速率的取值为 200MSa/s, 100MSa/s, 50MSa/s, 25MSa/s, 12.5MSa/s, 6.25MSa/s,
3.12MSa/s, 1.56MSa/s, 移动光标到采样率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cd
为采样率调节键，使用这两个软键盘可以进行采样速率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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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3 测试脉冲（Test Imp）




测试脉冲次数范围（1-32）个，移动光标到测试脉冲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cd
细调节键，使用这两个软键可以 1 为步进调节测试脉冲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提示：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键输入所需的测试脉冲值，数字输入状态下，软键暂时不
可用，当然输入完毕后，可以直接按 ENTER 键结束输入。

5.2.4 消磁脉冲（Erase Imp）


消磁脉冲次数范围（0-16）个，移动光标到消磁脉冲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cd
细调节键，使用这两个软键可以 1 为步进调节测试脉冲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提示：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键输入所需的消磁脉冲值，数字输入状态下，软键暂时不可用，
输入完毕后，可以按 ENTER 键结束输入。

5.2.5 电压调整（Volt ADJ）
由于被测件负载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设定的脉冲电压，实际加到被测件上的电压
也会有所不同，那么打开电压调整，根据被测负载来自动调节输出电压，使加在被测件上
的电压与设置值保持一致。
移动光标到电压调整区域，出现下面的可用软键：
 打开
打开电压调整。
 关闭
关闭电压调整。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6 波形显示（Wave Disp）
如果用户只需得到比较结果，而不需要观察波形，那么可以关闭波形显示，这样可获
得更快的测试速度。移动光标到波形显示区域，出现以下可用软键：
 全部打开
标准波形和测试波形同时在屏幕上显示，由于显示耗费时间，因此测试
速度会有所下降。但两种波形同时显示波形便于用户观察。
 标准波形 在测试过程中，仅显示标准波形，此时就会得到较快的测试速度，适用于
只关心比较结果的用户。
 测试波形 测试过程中，仅显示测试波形，由于每次测试需要刷新被测线圈测试波形
而耗费一定时间，因此测试速度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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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中不显示任何波形，只显示比较结果，此时的测试速度较快。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L注意：如果选择了后两个显示模式，那么在测试标准波形的时候，对连续循环和单次循
环做出选择后，标准波形就会消失，而对于单次采样，测试完成后不会显示波形，所以建
议用户在测试标准波形前打开标准波形显示。

5.2.7 触发模式（Trig Mode）
仪器只有在接收到一个触发信号后才会启动一次测量。本仪器有四种触发方式：
MAN(手动，包括脚控)、EXT(外部)、INT(内部)、BUS(总线)，仪器只能接收当前触发方
式下的触发信号，触发信号也只有在测量显示页面才有效。移动光标到触发方式区域，有
四个软键可以选择：MAN、EXT、INT 和 BUS。
 手动触发(MAN)
仪器的默认触发方式，按面板上的 START 键即启动一次测试，或
者使用脚踏开关启动一次测试。
 外部触发(EXT)
由外部经 HANDLER 接口板输入一个宽度大于 1μs 的 TTL 负脉
冲，其上升沿形成触发。
 内部触发(INT)
按下 START 键后，仪器内部自动产生触发信号，可以连续不断的
测量，直到用户按下退出测量软键退出测试。
 总线触发(BUS)
通过 RS232C、USBTMC、USBCDC 或者 LAN 接口发送 TRIGGER
命令启动测量。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8 延迟时间（Delay Time）
这里的延时就是延时触发，是指一次测量结束到下一次测量开始的时间。延时仅在内
部触发方式时有效。触发延时的范围是 0.1s~99.9s，以 0.1s 步进。
移动光标到延时时间区域，使用数字键输入延时的时间，按 ENTER 键确认输入，输
入的单位是 s。或使用下面的软键选择：




为粗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1.0s 为步进调节延时值。
cd

为细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0.1s 为步进调节延时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9 破坏测试（BDV Test）
破坏测试是匝间绝缘测试的另一种方法，其测试原理为从起始电压（Start Volt）开始
测试，以步进电压(Volt Step)为电压步进，以终止电压(End Volt)结束并结合四种判据来进行
判断的一系列测试。当光标移动到破坏测试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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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破坏测试。
关闭破坏测试。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L注意：只有在破坏测试打开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起始电压、终止电压和电压步进的设置。

5.2.10 起始电压（Start Volt）
TH2883-1：30V-1200V。
TH2883-5：100V-5000V。
TH2883-10：500V-10000V。
但不超过终止电压值，当光标移动到起始电压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起始电压的设置范围为






粗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20V（TH2883-1），100V（TH2883-5），
cd

200V（TH2883-10）为步进调节起始电压值。
细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5V（TH2883-1），10V（TH2883-5），20V（TH2883-10）
为步进调节起始电压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11 终止电压（End Volt）
TH2883-1：30V-1200V。
TH2883-5：100V-5000V。
TH2883-10：500V-10000V。
，但不小于起始电压值，当光标移动到终止电压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终止电压的设置范围为






粗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20V（TH2883-1），100V（TH2883-5），
cd

200V（TH2883-10）为步进调节终止电压值。
细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5V（TH2883-1），10V（TH2883-5），20V（TH2883-10）
为步进调节终止电压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12 电压步进（Volt Step）
电压步进的设置范围为 1%-50%，步进电压间隔的计算公式为：步进电压=起始电压*电压
步进，当光标移动到电压步进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粗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10%为步进调节电压步进值。
cd

细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1%为步进调节电压步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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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13 比较器（Comparator）
用于打开或关闭比较器，不管四种比较方式是否打开，一旦比较器关闭，仪器将不进
行任何比较,但在测量显示界面仍然可以看到测试波形或标准波形。移动光标到比较器区
域，将出现下列软键：
 打开
打开比较器。
 关闭
关闭比较器。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14 位置（Position）
（面积，面积差，电晕）
设置面积，面积差和电晕这三种比较方法的比较区域，范围是 0~6000，并且终点值不
小于起点值，在这里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键输入需要的数值，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输入,移
动光标到这些区域，将出现下面可用软键：




为粗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可以 100 为步进调节位置值。
cd

为细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盘可以 10 为步进调节位置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15 位置（Position）
（相位差）
设置相位差的过零点位置，即选择用哪一个过零点进行相位差的比较，过零点的范围
是 2-99。在这里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键输入需要的数值，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输入。移动
光标到相位差位置设置区域，将出现下面可用软键：
 cd
细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盘可以 1 为步进调节过零点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16 差值（Limit）
（面积，面积差，相位差）
设置面积，面积差和相位差这三种比较方法的极限值，范围是 0.1%~99.9%，以 0.1%
为步进。在这里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键输入需要的数值，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输入。移动
光标到这些区域，出现下面的可用软键：


粗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1.0 为步进调节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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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0.1 为步进调节限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2.17 差值（Limit）
（电晕）
电晕的设置范围为 0-256，以 1 为步进，在这里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键输入需要的数值，
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输入。移动光标到电晕差值区域，将出现下面可用软键：




粗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10 为步进调节差值。
cd

细调键，使用这两个软键以 1 为步进调节差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5.3 内部文件界面
用户可以将设定的参数以文件的形式存入仪器内部非易失性存储器。当需要使用同样
的设定时，用户无需重新设定这些参数，只需加载相应的文件，就可以得到上次设定的参
数，从而大大节省了用户重复设定参数的时间。仪器内部可以存储 100 组文件。文件包括
了用户设定的测量参数，比较参数等等。内部文件界面如图 5-2 所示。

图 5-2 内部文件界面
内部文件信息主要由文件号(NO)、文件名(File)、日期和时间(Date/Time)、加载组成。
内部文件界面操作软键如下所示：
 加载
用来加载一个已保存在内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文件，如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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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下方向键或者滚轮选择需要的文件，按下加载软键，再按是软键
加载此文件，如果想退出加载文件，按否软键。
 撤消加载
用来取消已经加载的文件。使用上下方向键或者滚轮选择需要的文件，
如果此文件已经加载，按下撤消加载软键，再按是软键取消加载此文件，
如果想退出取消加载此文件，按否软键。
 复制到 E：
用于将内部文件复制到外部文件(U 盘)。使用上下方向键或者滚轮选择
需要的文件，如果欲把此文件复制到外部 U 盘，按下复制到 E：软键，
再按是软键复制此文件，如果退出复制此文件，按否软键。
 删除
用于删除已保存的文件。按下删除软键后，再按是软键确认删除文件，
否则按否软键取消删除文件。
特别注意：如果此文件已经加载，那么开机加载功能也会取消。
 保存
用于保存文件。使用上下方向键移动到文件需要保存的位置，按下保存
软键，再按是软键确认保存文件(如果退出保存此文件，按否软键)，然
后输入文件名后按 ENTER 键完成文件的保存。如果未输入文件名而直
接按下 ENTER 键，文件以 UNNAME.STA 为缺省名。如果中途放弃操
作，按下 ESC 软键退出保存文件。文件名以大写字母 A～Z、数字 0～9、
下划线_等组成。
)输入规则：首次按下某个数字键时，数字键对应字母或字符将显示在
软件区域。再次按下该数字键将输入数字。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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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外部文件界面
外部文件界面如图 5-3 所示。

图 5-3 外部文件界面
用户可以将设定的参数以文件的形式存入 U 盘(外部文件)，外部文件存储支持三种扩
展名：(.STA)，(.TXT)，(.CSV)；但只有扩展名为.STA 的文件，支持文件加载功能，外部
文件界面操作软键如下所示：
 下级目录
用来进入下级目录。使用上下方向键或者滚轮光标移动到文件夹区域，
按下下级目录软键将进入下级目录。
)提示：当光标在文件夹区域，按下滚轮也能进入下级目录。
 上级目录
用来返回上级目录。如已经进入下级目录，如按下上级目录软键，将返
回上级目录。
 创建文件夹 用来创建文件夹。按下创建文件夹软键，然后输入文件夹名后按 ENTER
键完成文件夹的创建。如果未输入文件夹名而直接按下 ENTER 键，文
件以 FOLDERxx 为缺省名,其中 xx 为 01-99 之间的数字。如果中途放弃
操作，按下 ESC 软键退出文件夹创建操作。文件名以大写字母 A～Z、
数字 0～9、下划线_等组成。
L注意：缺省文件夹名的范围为 FOLDER01-FOLDER99,推荐用户
尽量用自己定义的文件夹名。
 保存
用于保存文件。使用上下方向键移动到文件需要保存的位置，按下保存
软键，然后输入文件名：
¾ 按 ENTER 键完成文件的保存，如果未输入文件名而直接按 ENTER 键，
文件以 FILExxx.STA(其中 xxx 范围为 001-999)为缺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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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如按下 . 键，将弹出软键.STA、.TXT 和.CSV：
 按下软键.STA,保存为扩展名为.STA 的文件。如未输入文件名，文
件以 FILExxx.STA(其中 xxx 范围为 001-999)为缺省名。
 按下软键.TXT,保存为扩展名为.TXT 的文件。如未输入文件名，文
件以 FILExxx.TXT(其中 xxx 范围为 001-999)为缺省名。
 按下软键.CSV,保存为扩展名为.CSV 的文件。如未输入文件名，文
件以 FILExxx.CSV(其中 xxx 范围为 001-999)为缺省名。
L注意：缺省文件夹名的范围为 FILE001-FILE999,推荐用户尽量用自己定义的文件
名。
 加载






用来加载一个已保存在外部 U 盘中的文件。使用上下方向键或者滚轮选
择需要的文件，按下加载软键，再按是软键加载外部文件到内部 RAM，
如果想退出加载文件，按否软键。
L注意：虽然外部文件支持(.STA)，(.TXT)，(.CSV)三种格式，但只有扩展名为(.STA)
的文件可以加载到内部 RAM。
删除
用于删除已保存的文件。按下删除软键后，再按是软键确认删除文件，
否则按否软键取消删除文件。
复制到 I： 用于将外部 U 盘中的文件复制到内部文件列表。使用上下方向键或者滚
轮选择需要的文件，如果要把此文件复制到内部文件列表，按下复制到
I:软键，再按是软键确认复制此文件(如果退出复制此文件，按否软键)，
然后输入内部文件号按 ENTER 键完成文件的复制，在数字输入状态下，
如按 ESC 键 退出文件复制。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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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系统设置键[SYSTEM]说明
按 SYSTEM 键，默认进入系统界面，如再按下此键，将依次进入接口界面和关于界面。
此 SYSTEM 键为循环键，用于系统界面、接口界面与关于界面的切换。

6.1 系统界面
系统设置界面如图 6-1 所示。













图 6-1 系统界面。
系统设置界面主要设置一些与测试性能无关的参数，主要由下列参数可以设定：
显示屏亮度(Brightness)
判别显示(Pass/Fail)
合格报警(Pass Alarm)
不合格报警(Fail Alarm)
按键声音(Key Sound)
拷屏区域(Hard Copy)
登录密码(Password)
Language
显示风格(Theme)
日期(Date)
时间(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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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显示屏亮度(Brightness)
移动光标到亮度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cd
调节键，使用这两个软键调节液晶的亮度。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1.2 合格/不合格显示（Pass/Fail）
移动光标到合格/不合格显示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打开
打开合格/不合格显示，。
 关闭
关闭合格/不合格显示。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1.3 合格报警（Pass Alarm）
移动光标到合格报警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cd
调节键，使用这两个软键调节合格报警的音量,最低音量即为静音。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1.4 不合格报警（Pass Alarm）
移动光标到不合格报警区域，出现下列软键：
 cd
调节键，使用这两个软键调节不合格报警的音量,最低音量即为静音。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1.5 按键声音（Key Sound）
移动光标到按键音区域，出现下列可用软键：
 打开
打开按键音量。
 关闭
关闭按键音量。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1.6 拷屏区域（Hard Copy）
移动光标到拷屏区域，出现下列可用软键：
 全屏
拷屏区域为整个屏幕。
 波形
拷屏区域仅仅为波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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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L注意：拷屏区域为波形区域的情况仅在测量显示界面有效，其余均默认拷屏区域为

全屏区域。

6.1.7 密码（Password）
移动光标到密码区域，出现下列可用软键：
 打开
打开开机密码功能，开机时需要输入秘密。
 关闭
关闭开机密码功能，开机时不需要输入密码。
特别注意：关闭开机密码时，需要输入密码。
 修改
修改密码时，仪器提示先输入旧密码，然后输入新密码，最后确认新密
码，如一切输入正确，将完成秘密修改（如退出修改密码，请按 ESC 键）。
特别注意：密码只能由数字组成。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1.8 Language
移动光标到语言区域，出现下列可用软键：
 中文
打开中文界面。
 English 打开英文界面。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1.9 风格(Theme)





皇家蓝
海绿色
钢蓝色
印第安红

6.1.10 日期（Date）
日期用于设定当地时区的正确日期，日期的显示格式为：2011/05/04，当光标移动到
日期区域，将显示以下可用软键：
 cd
调节键，使用这两个软键盘可以 1 为步进调节日期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提示：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键输入所需的日期值，数字输入状态下，软键不可用，当然输
入数字后，可以直接按 ENTER 键结束输入(如中途退出修改状态，请按 ESC 键)。
6-3

TH2883 系列说明书

第 6 章 系统设置键【SYSTEM】说明

6.1.11 时间（Time）
时间用于设定当地时区的正确时间，时间的显示格式为：06:22:28，当光标移动到时
间区域，将显示以下可用软键：
 cd
调节键，使用这两个软键盘可以 1 为步进调节时间值。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提示：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键输入所需的时间值，数字输入状态下，软键不可用，当然输
入数字后，可以直接按 ENTER 键结束输入(如中途退出修改状态，请按 ESC 键)。

6.2 接口界面
接口界面主要是用来选择 RS232、USB(USBTMC 或 USBCDC)、LAN 接口及设置这
些接口相关的信息。如图 6-2 所示。

图 6-2 接口界面

6.2.1 I/O




将光标移动到 I/O:区域，将软键区显示以下可用软键：
RS232C 将 I/O 接口设置为 RS232C 接口。
USB 将 I/O 接口设置为 USB 接口。
LAN
将 I/O 接口设置为 LAN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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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L注意：如选定某一接口，光标只能在其对应的区域移动，如选定 RS232C 接口，光标只
能在 RS232C 对应的区域移动。

6.2.2 TH2883 RS232C 接口
目前广泛采用的串行通讯标准是 RS-232 标准，也可以叫作异步串行通讯标准，RS 为
“Recommended Standard”（推荐标准）的英文缩写，232 是标准号，该标准是美国电子工业
协会(IEA)在 1969 年正式公布的标准，它规定每次一位的经一条数据线传送。
同世界上大多数串行口一样，TH2883 系列仪器的串行接口不是严格基于 RS-232 标准
的，而是只提供一个最小的子集。如表 6-1：
信号

缩写

连接器引脚号

发送数据

TXD

2

接收数据

RXD

3

接地

GND

5

表 6-1 TH2883 的 RS232 信号与引脚对照
其原因是三条线的运作比五条线或六条的运作要便宜的多，这是使用串行口通讯的最
大优点。
仪器与计算机连接如图 6-3 所示：
TXD(2)
计算机
（控制者）

(3) RXD

RXD(3)

(2) TXD

GND(5)

(5) GND

TH2883 系列
仪器

图 6-3 计算机与 TH2883 连接示意图
由图-----可以看到，TH2883 系列仪器的引脚定义与 IMB AT 兼容机使用的 9 芯连接器
串行接口引脚定义有所不同。用户可以从同惠电子有限公司购买 TH2883 系列仪器与计算
机的串行接口电缆线。
TH2883 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结束符均有多种情况可以选择，详细
设置信息请参考。
TH2883 的命令符合 SCPI 标准，当命令字符串发送给仪器后，需要发送结束符。TH2883
一次最多可以接受的 SPCI 命令字符串字节数为 2kByte。
关于仪器发给计算机的结果数据格式，参见命令参考部分说明。

6.2.2.1 波特率（Baud Rate）
波特率一共有 4800bit、9600bit、19200bit、38400bit、115200bit 几种情况可以选择，当
光标移动到波特率区域，将显示以下可用软键：
 cd
调节键，使用这两个软键盘可以依次选择各个波特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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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2.2.2 数据位（Data Bit）
将光标移动到数据位区域，将显示以下可用软键：
 6
设置数据位为 6 Bit。
 7
设置数据位为 7 Bit。
 8
设置数据位为 8 Bit。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2.2.3 停止位（Stop Bit）





将光标移动到停止位区域，将显示以下可用软键：
1 Bit
设置停止位为 1 bit。
1.5 Bit 设置停止位为 1.5 bit。
2 Bit
设置停止位为 2 bit。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2.2.4 校验位（Parity）
将光标移动到校验位区域，将显示以下可用软键：
 无校验 设置校验位为无校验。
 奇校验 设置校验位为奇校验。
 偶校验 设置校验位为偶校验。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2.2.5 结束符（Tx Term）
将光标移动到校验位区域，将显示以下可用软键：
 LF
设置结束符为\n(ASCII 为 0x0A)。
 CR
设置结束符为\r(ASCII 为 0x0D)。
 LFCR 结束符为\r\n(ASCII 为 0x0D 和 0x0A)。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2.3 USB 通讯接口
将光标移动到 USB 模式区域，将显示以下可用软键：
 USBCDC 设置 USB 接口为 USBCDC 接口。
 USBTMC 设置 USB 接口为 USBTMC 接口。


点亮图标，使能数字方向键。按 8，2，4，6 分别实现光标的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6.2.3.1 USBCDC 接口
通过选择 USB 总线方式“USBCDC”，可以将 USB 接口配置成一个虚拟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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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USB 电缆将 TH2883 后面板上的 USB 接口与主机上的 USB 接口相连。
安装驱动：选择驱动文件 TH2883-vcom.inf 文件所在的路径，如图 6-4 所示。

图 6-4 指定驱动文件所在路径
驱 动 安 装 好 后 ， 用 户 可 以 在 电 脑 的 设 备 管 理 器 中 看 到 “TH2883 USB Vcom
Port(COM3)”。如图 6-5 所示，未安装 USBCDC 驱动如图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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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已安装 USBCDC 驱动设备管理器显示 VCom
此时，TH2883 USB Vcom Port(COM3)就相当于一个串口。当 PC 没有串口时，基于串
口的通讯软件可以在这种模式下通过 USB 虚拟串口使用。

图 6-6 未安装 USBCDC 驱动图

6.2.3.2 USBTMC 接口
USB( 通 用 串 行 总 线 ) 远 程 控 制 系 统 通 过 USB 接 口 来 控 制 设 备 。 该 连 接 符 合
USBTMC-USB488 和 USB2.0 协议。
通过 USB 电缆将 TH2883 后面板上的 USB 接口与主机上的 USB 接口相连。
安装驱动：USBTMC 的驱动安装过程与 USBCDC 类似，请参照 4.1.2.3.1 节，在此不
再 详 细 描 述 。 驱 动 安 装 好 之 后 ， 在 用 户 电 脑 的 资 源 管 理 器 中 将 看 到 “USB Test and
Measurement Devices”字样，如图 6-7 所示。

6-8

TH2883 系列说明书

第 6 章 系统设置键【SYSTEM】说明

图 6-7 已安装 USBTMC 驱动资源管理器显示
同惠公司向用户提供通过 Labview 控制 TH2883 的软件。具体软件操作说明请参考
Labview 软件的使用文档。

6.2.4 LAN 通讯接口
LAN 远程控制系统提供两种方法访问 TH2883。
(1)通过浏览器访问 TH2883。
(2)通过同惠提供的 Labview 软件控制 TH2883。

系统配置
若 TH2883 与电脑相连请使用交叉线；若 TH2883 与路由器相连，则使用对等网线(也
称为直通线)。

参数设置
在接口页面,选择 LAN 接口，将进入 LAN 接口设置页面。此时可以对 IP 地址、子网
掩码、默认网关、首选 DNS、备用 DNS 等参数进行设置。参数设置参考与 TH2883 相连
的电脑的网络参数设置。例如：与 TH2883 相连的电脑网络设置参数如图 6-8 所示，TH2883
网络参数设置如图 6-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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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主机网络参数

图 6-9 仪器 TH2883 网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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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 通过浏览器访问 TH2883
通过浏览器访问 TH2883 时，TH2883 相当于一个 WEB 服务器。用户可通过 Internet Explorer
（IE6.0 或更新版本）来访问 TH2883。
以下为通过浏览器访问 TH2883 的步骤：(假设设置仪器 ip=192.168.1.140)
(1) 启动 Internet Explorer。
(2) 在地址字段键入 http://192.168.1.140/，再按回车键。
(3) 显示 Web 服务器的启动屏幕，如图 6-10 所示。

图 6-10 通过浏览器访问 TH2883
(4)点击网页左边的项目链接按钮(如图-----红线所圈定区域所示)，可进入相应的网页。
6.2.4.2 通过 Labview 软件控制 TH2883
用户通过同惠公司提供的 Labview 软件可以对 TH2883 进行控制。该部分具体请参考
Labview 软件的说明文档。

6.3 关于界面
关于界面主要是记录仪器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 Model Number、Serial number、Firmware
Version、System Version 等等)，同时可对仪器进行硬复位设置、恢复出厂设置等。关于界
面如图 6-11 所示，从图 6-11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仪器的一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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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仪器关于界面
仪器关于界面主要有下列软键可用：
 复位
按下此键可以对仪器进行硬复位。
 默认设置
按下此键可以仪器恢复为出厂时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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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按键使用
7.1.1

滚轮的使用

滚轮兼具旋转和按钮的功能。旋转分顺时针和逆时针。通过滚轮可以方便地实现基本
参数的设置。
1.

2.
3.

显示页面对波形的操作。按下滚轮，显示 ，然后旋转滚轮可以对测试波形进行
放大缩小；再按下滚轮，显示 Ù ，如果波形处于放大状态则旋转滚轮可以对测试
波形左右移动；再按滚轮后，关闭放大和移动功能。
滚轮的使能。在测量显示页面，如果操作软键功能区域显示 ，按下该软键可以
使能滚轮功能。点亮改图标，则滚轮功能可以使用，反之变灰则滚轮功能无效。
参数的选择和修改。旋转滚轮移动光标到需要修改的参数上，按下滚轮选中该参
数，然后旋转滚轮即可修改其参数值，最后按下滚轮确认修改输入并退出到选中
状态。

7.1.2 显示页面切换
仪器主要由波形显示（DISP）、参数设置（SETUP）和系统设置（SYSTEM）三个功
能页面组成。
1. DISP，按下该键，进入测量显示页面。
2. SETUP，按下该键，进入参数设置页面。连续按下该键，分别在测量设置、内部
文件和外部文件页面循环显示。
3. SYSTEM,按下该键，进入系统设置页面。连续按下该键，分别在系统、接口和关
于页面循环显示。

7.1.3 数字方向键
在参数设置页面，滚轮对光标的控制是顺序进行的。当需要快速定位某项参数时，
可以同数字方向键来快速定位。使能数字方向键功能，点亮
，按数字键 8，
2，4，6 来控制光标上下左右循环移动。

7.2 基本测量
开机，仪器默认进入测量显示页面。主显示区域显示主要的测试波形。副显显示电晕
或测试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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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无标准测试
样品初次尝试测试用
默认条件下开机，测试脉冲高压为 1000V,采样频率为 50MSa/s。正确连接测试线
和被测品，按面板上 START 键，即对被测品测试一次。主显显示被测品阻尼振荡波
形，观察其疏密程度来修改采样率后重复以上过程。副显显示高压测试脉冲下的电晕
量提取值，直接反映被测品的绝缘性能。

7.2.2 标波采样测试
批量测试用
修改测试电压，主菜单下按标准采样软件，进入标准采样，按自动，进入自动采
样功能区。按开始仪器进行自动改变测试频率的操作，对被测品一次循环测试后找出
适合观察测试的波形显示。按选择即完成对标波的采集。更换测试品按 START 键即
可以开始测试。通过设置适当的判据来分选良品和不良品。

7.3 破坏测试
找出适合试验用的脉冲电压。
虽然线圈匝间短路和层间短路测试与施加电压大小关系不是很大，但是线圈内绝缘状
态测试中，施加的脉冲电压幅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设置合适的测试电压呢？
除了行业内的规定电压外，对于新品或试验性的，可以通过该测试功能来找到适合的
测试电压。
进入设置页面，破坏性测试打开，设置起始、终止电压和步进量后，仅打开电晕比较
方法后回到测量显示页面。按 START 即开始对被测样品由起始电压开始测试，根据
步进量一次次升高电压测试。通过监视显示画面中发生电晕放电（电晕值跳变处）时
的电压来判定。用该电压 70 ～ 80% 程度的电压来推算适当的测试电压。

7.4 技术应用
7.4.1 测试对象
1.

2.
3.

匝间和层间短路
线圈匝间短路就是匝与匝之间绝缘破损形成短路，层间短路就是在多层组成的线
圈，层与层之间所发生的短路现象。短路分为直接短路，和一定脉冲电压下的拉
弧短路，都将表现为损耗变大。
线圈不良
线圈圈数的差异引起的电感量变化反映在震荡周期的变化。
电晕放电
由于在测试时使用脉冲高压，如果线圈和层间及端子间的绝缘强度不够，就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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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放电和电晕放电现象。脉冲测试仪捕捉到的电晕放电，由于能量很微弱，无
法影响到衰减振动波形，只表现为高电位部分波形周围的离散跳跃的点。
磁芯材料
线圈中是否使用了磁性物体作为磁芯，或者使用的磁性物体不佳，该磁性物体的
状态与电感及损失大小有关，同样如果加入气隙后，气隙的大小也影响电感和损
耗的大小。可以表现为衰减振动周期及衰减程度变化。

7.4.2 判据的选择
面积比较方法主要用来比较能量的损耗。
面积差比较方法反映比较全面，对能量损耗，电感量变化都很敏感。
电晕比较方法对线圈内部绝缘性能反应最明显。
相位差比较方法主要用来反映电感量差异。
针对匝间和层间短路，可以用面积比较方法来判别。
线圈不良可以用相位差来判别。
电晕放电，对于线圈绝缘性能要求高的场合一定打开电晕比较方法。因为绝缘性能的
好坏直接影响线圈产品的使用寿命到长短。
磁芯材料差异可以用面积、面积差和电晕方法来判别。
对马达、螺线管、继电器等大部分线圈，采用面积比较和电晕测试方法。面积比较主
要是根据能量损失，能够很有效地进行层间短路和圈对圈的检测，而电晕则是以发现
线圈内部绝缘缺陷为目的的检测方法。另外需要考虑电感值问题的话，请增加面积差
来比较判定。

7.4.3 判据的设置
按 7.2.2 对标准波采样后，参考 7.4.2 打开需要的判据。设置值参考以下两种方法：针
对面积和电晕。
A. ○1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选取 10 到 20 个样品进行测试。
○2 找出最大偏差的个体做电气试验。偏差最大的为良品的话，判据可以以最大值
放大 20%当判据（电晕除外）。
○3 对以后测试出现零界值的产品需重复步骤○2 。
○4 对于电晕值为出现跳变点为准。仪器默认为 10。
B. ○1 同 A.○1
○2 任取其中一个做线圈不良测试。短路相邻两匝线圈再测试。
○3 以该样品的面积差值为上限，刚才样品中的最大个体面积差值为下限。取适中
值为判据。
○4 下限超过上限则对最大个体差异产品做电气试验来排除是否为不良品，或者对
样品进行样本平均（见 7.4.4 ）取其面积差值或关闭该测试方法，直接用电晕比
较方法。
○5 同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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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标准的选取
1.
2.
3.
4.

设定测试电压，无标准测试模式（7.2.1 ）下，观察电晕值。
按 7.2.2 采样标波，取 10 到 20 个样品测试，选出判据差值相近的产品。
取出的产品做样本平均（4.3.1.1 手动），最终的结果当标波。
从 1～3，每一个过程后都可以当标准，越往后，标波越具普遍性。

7.4.5 面积差图
在破坏性测试过程中，副显区除了显示电晕的提取值外，还可以对每次测试的面积差
值做图形记录，观察从起始电压到终止电压测试过程中面积差值的变化规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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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命令参考
具体命令参看公司网站 http://www.tonghui.com.cn 或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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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分选接口使用说明
9.1

基本信息
本仪器的分选接口采用标准的 DB 型 9 芯针式插座。引脚顺序如下图所示:
5

4

9

3

8

2

7

1

6

（从外侧看）

各引脚定义如下: L注意: 在引脚定义中，“/”表示信号低电平有效。
1脚 EXGND: 外部电源 EXV 的参考地。在分选接口使用内部电源时，仪器的参考地将与
EXGND 相连。
2脚 /EOC: AD 转换结束后/EOC 信号有效，此信号用于驱动下一被测件进入待测位置，
然而，测量结束要等到 BUSY 为低时才有效。
3脚 BUSY: 仪器给出的正在测试信号，当计算和显示完成后，该信号变低。
4脚 /PASS: 仪器给出的被测件合格信号。
5脚 /FAIL: 仪器给出的被测件不合格信号。
6脚 EXV:
为控制信号/START,/STOP,/EOC,BUSY 和分选结果输出信号/PASS,/FAIL 提
供的外部电源从这里接入，若要使用内部 VCC 电源，需要改变内部跳线设置。
7脚 /START: 外部触发信号输入。当触发方式为外部（EXT）触发时，此信号的上升沿触
发仪器测量。
8脚 /STOP: 外部测试停止信号输入,此信号的上升沿中止仪器的测量。
9脚 VCC:
仪器内部电源+5V。一般不推荐用户使用仪器内部电源，如果一定要使用，
请确保使用的电流小于 0.1A，且信号线远离干扰源。

T1

T2

/START

/EOC
BUSY

测量 运算比较
时间 显示时间

如上图所示的信号输出时序图，T1 是触发脉冲，脉宽最小为 1μs，T2 是测量结束后等待
下一次触发的时间，最小为 0μs。对于/PASS 和/FAIL 信号在本次测量结束和下次测量出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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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有效的。/STOP 的脉冲要求和/START 的触发脉冲要求一样。

9.2
9.2.1

电气特征
直流隔离输出

每个直流输出信号（管脚 2-5）都是光电耦合器隔离并内置上拉电阻的集电极输出。每
根信号线上的输出电压由 HANDLER 接口板上的上拉电压设定。上拉电压可以通过设置跳线
由内部电压（+5V）提供，或由外部电压（EXV: +5～+24V）提供。表 9-1 是直流隔离输出
的电气特征。
输出信号
/EOC
BUSY
/PASS
/FAIL

输出额定电压
低电平

高电平

最大电流

+5V～
+24V

≤0.5V

6mA

电路参考地
内部上拉电压:
仪器参考地 GND
外部电压 EXV:
EXGND

表 9-1 直流隔离输出的电气特征
HANDLER
内部+5V 电源
J704

接口板

VCC

*
>>

上拉电阻 4.7K

HANDLER
接口连接器
<<

>>

<<

>>

<<

>>

<<

>>

<<

>>

<<

EXV
/EOC
BUSY
/PASS
/FAIL
EXGND

*
J703
仪器参考地

*为出厂时默认的跳线位置

图 9-1 输出信号简化示意图
图 9-1 是仪器 HANDLER 接口输出信号简化示意图，*是出厂时默认的跳线位置，即出
厂时默认的是使用外部电源。
跳线设置参考下一节“跳线设置”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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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隔离输入

/START 信号（7 脚）和/STOP 信号（8 脚）连接到光偶 LED 的阴极，仪器在/START 信
号的上升沿触发，在/STOP 信号上升沿的时候中止测试。LED 阳极可以由内部 5V 直流电压
驱动，也可以由外部直流电压 EXV 驱动（和输出信号使用同一电源）。
HANDLER 接口板
VCC

*

内部+5V 电源
J704

限流电阻

HANDLER
接口连接器

680 680

>>

<< EXV

>>

<< /START

>>

<< /STOP

>>

<< EXGND

*
J703

*为出厂时默认的跳线位置

仪器参考地

图 9-2 输入信号简化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默认的跳线位置使用外部电源，实际上，HANDLER 板上的输入输出信号
共用同一组外部电源。板上安装的限流电阻限制了外部的电源输入，默认的外部电源输入范
围是 5-8V，如果外部输入电源超过这一范围，就可能引起器件损坏，所以当外部电源大于
8V 时，就应该更换限流电阻，具体的情况如表 7-2，需要更换的电阻是 R705，R706。
限流电阻

外部电源范围

680Ω

外部电源范围在 5-8V 之间或者使用内部直流电压时，不需更换电阻

1.2KΩ

外部电源范围在 8-15V 之间需要更换为此电阻

2.2KΩ

外部电源范围在 15-24V 之间需要更换为此电阻
表 7-2 外部电源范围与限流电阻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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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ADLER 接口板跳线设置

HANDLER 接口板上的跳线用来选择输入输出信号是使用内部电源还是外部电源，板上
只有两个跳线，它们的位置如图 9-3 所示。

图 9-3 跳线在 HANDLER 板上的位置
如图所示，出厂时默认的跳线位置都在跳线的上部，如图所示。如果要使用内部电源时，
那么必须把两个跳线都设置在跳线的下部位置。同样，当从内部电源转向选择外部电源时，
也应同步设置两个跳线。
L警告: 打开机箱更改跳线设置之前，确保已经关机并拔去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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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成套与保修
10.1

成套

仪器出厂时应具备以下几项内容：
序
号
序号

名
称
名称

数
量
数量

1

TH2883-1/-5/-10 脉冲式线圈测试仪

1台

2

TH2883-01 高压测试电缆

1付

3

TH2881-001 脚踏启动开关

1只

4

三线电源线

1根

5

1A 保险丝

2只

6

使用说明书

1份

7

产品合格证

1张

8

测试报告

1份

9

保修卡

1张

10

TH26052 测试夹具（适用于 TH2883-1）

选件

11

TH26053 测试夹具（适用于 TH2883-1）

选件

本仪器 TH26052 测试夹具（适用于 TH2883-1），TH26053 测试夹具（适用于 TH2883-1）
是选件，需另行购买。
用户收到仪器后，开箱检查应核对以上内容，若发生遗缺，请立即与本公司或经营部门
联系。

10.2

保修

保修期：使用单位从本公司购买仪器者，自公司发运日期计算，自经营部门购买者，自
经营部门发运日期计算，保修期二年。保修应出具该仪器保修卡。保修期内，由于使用者操
作不当而损坏仪器者，维修费用由用户承担。仪器由本公司负责终生维修。
本仪器维修需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修；维修时请不要擅自更换仪器内部各器件；对仪器
维修后，需重新计量校准，以免影响测试精度。由于用户盲目维修，更换仪器部件造成仪器
损坏不属保修范围，用户应承担维修费用。
仪器应防晒、防湿，应在 1.2 所述的环境中正确使用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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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不使用仪器，应将仪器用出厂时包装箱包装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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