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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声明

小心

小心标志表示有危险。它要求
在执行操作步骤时必须加以注
意，如果不正确执行操作或不
遵循操作步骤，则可能会导致
产品损坏或重要数据丢失。在
没有完全理解指定的条件且不
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请勿
继续执行小心标志所指示的任
何操作。

警告

“警告”标志表示有危险。它要
求在执行操作步骤时必须加以
注意，如果不正确地执行操作或
不遵守操作步骤，则可能导致人
身伤亡。在没有完全理解指定的
条件且不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
下，请勿继续执行“警告”标志
所指示的任何操作。



安全标志

仪器上及文档中的下列标志表示为了保证仪器的安全操作而必须采取的预防
措施。

直流电 (DC)
设备由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保护

交流电 (AC) 接地端

直流电和交流电 II 类过电压保护

小心，有危险（请参阅本手册
了解具体的“警告”或“小心”
信息）

III 类过电压保护

小心，电击风险

CAT II

CA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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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信息 
在此仪器操作的各个阶段中，必须遵循以下一般安全预防措施。如果未遵循这些
预防措施或本手册其他部分说明的特定警告，则会违反有关仪器的设计、制造和
用途方面的安全标准。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对用户不遵守这些预防措施的行   
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警告 • 拔下所有未使用的示波器探针、DMM（数字万用表）测试引线或 USB 电缆。

• 不要同时连接 DMM 测试引线和示波器探头。

• 在使用 DMM 功能之前，从仪器断开示波器探头的连接。

• 在使用示波器功能之前，从仪器断开 DMM 测试引线的连接。

警告 为避免在电池更换过程中发生电击或火灾：

• 在打开外壳或电池盖之前，先断开测试引线、探针、电源和 USB 电缆的  
连接。

• 不要在电池盖打开的情况下操作仪器。

• 只能使用指定的绝缘探头和测试引线。

• 只能使用随仪器提供的 10.8 V 锂离子电池组。

警告 防止发生火灾或伤害：

• 只能使用随此仪器提供的指定的交流/直流适配器和测试引线。

• 在连接仪器之前，观察仪器上所有的额定量和标记。

• 在执行测量时，请确保使用仪器和附件正确的安全和性能额定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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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在连接到任何有源电路进行测试之前，请将探头或测试引线插入仪器。在  
断开仪器连接之前，请从有源电路拔下探头或测试引线。

• 不使用时，请勿连接 USB 电缆。将 USB 电缆与任何探针、测试引线或暴    
露的电路隔离开来。

• 切勿暴露电路，或在没有盖上盖子或没有通电的情况下使用此仪器。

• 切勿使用金属裸露的 BNC 或香蕉插头连接器。只能使用随仪器提供的绝  
缘电压探头、测试引线和适配器。

• 在万用表模式下测量电阻或电容时，切勿施加任何电压。

• 如果仪器不能正常运行，请不要使用该仪器，让合格的维修人员对该仪器
进行检修。

• 切勿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此仪器。

• 切勿在有爆炸危险的环境下使用此仪器。切勿在有可燃气体或火焰的环
境下操作此仪器。

• 保持仪器表面干净和干燥。保持 BNC 连接器干燥，特别是在高电压测试中。

警告 最大输入电压

• 输入通道 1 和通道 2，直流电压 （1:1 探针）— CAT III 300 Vrms

• 通过 10:1 探头的输入 CH1 和 CH2 — CAT III 600 Vrms[1 ]、 CAT II 1000 Vrms[1]

• 通过 100:1 探头的输入 CH1 和 CH2 — CAT III 600 Vrms[1]、CAT II 1000 Vrms[1]、     

CAT I 3540 Vrms[1]

• 仪表输入 — CAT III 600 Vrms、 CAT II 1000 Vrms

• 示波器输入 — CAT III 300 Vrms

• 电压额定值对 AC 正弦波而言是 Vrms (50 - 60 Hz)，对 DC 应用程序而言则     
是 VDC。

最大浮动电压

• 从任何终端到地面 — CAT III 600 Vrms

[1] 有关规格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各个探头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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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 若未按照制造商指定的方式使用仪器，则可能会破坏仪器保护功能。

• 请始终使用干布清洁仪器。请勿使用酒精或任何其他挥发性液体。

• 建议在通风良好的条件下使用仪器，并保持直立位置，确保后面有足够的
气流。

• 如不使用直流电源插口和 USB 端口，请盖上盖子，将其盖住。

小心 防止静电放电 (ESD)：

静电放电 (ESD) 会导致仪器和附件中的元件损坏。

• 在安装和拆除敏感设备时，选择一个没有静电的工作场所。

• 尽量少碰触敏感元件。不允许敏感元件与暴露的针脚接触。

• 用防静电放电 (ESD) 的袋子或容器运输和储藏敏感仪器可使敏感仪器不受静电  
干扰。

• 必须正确回收利用或处理电池 （可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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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 
此仪器设计为仅允许在室内以及低凝结区域使用。下表显示了此仪器的一般环
境要求。

 环境条件  要求

温度

操作：
• 0 °C 至 50 °C （仅使用电池）
• 0 °C 至 40 °C （带交流/直流适配器）

存放：–20 °C 至 70 °C

湿度

操作：
• 最大湿度：在 40 °C 时为 80% RH （无凝结）

• 最小湿度：在 40 °C 时为 50% RH （无凝结） 

贮存湿度：在 40 °C 时最高为 95% RH （无凝结）

注意 U1610/20A 手持式数字示波器符合下列安全和 EMC 要求：

• IEC 61010-1:2001/EN 61010-1:2001
• 加拿大：CAN/CSA-C22.2 No. 61010-1-04
• 美国：ANSI/UL 61010-1:2004
• IEC 61326-1:2005/EN 61326-1:2006
• 澳大利亚/新西兰：AS/NZS CISPR11:2004
• 加拿大：ICES/NMB-001：第 4 版，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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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标记

CE 标记是欧洲共同体的注册商标。此 

CE 标记表示产品符合所有相关的欧 
洲法律规定。

ICES/NMB-001 表示此 ISM 设备符合   
加拿大 ICES-001 规定。
Cet appareil ISM est confomre a la norme       
NMB-001 du Canada.

ISM GRP.1 Class A 表示该仪器属于    
“工业科学和医疗组 1 类别 A”产品。

C-tick 标记是 Spectrum Management   
Agency of Australia 的注册商标。它   
表示符合根据 1992 年的《无线通信  
发案》的条款制订的 Australia EMC  
Framework 规定。

此仪器符合 WEEE 指令 (2002/96/EC)   
标记要求。此附加产品标签说明不
得将此电气或电子产品丢弃在家庭
垃圾中。

CSA 标记是加拿大标准协会的注册 
商标。

产品包含超过最大值的限制物质，
环保使用期限为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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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 (WEEE) 指令 2002/96/EC
此仪器符合 WEEE 指令 (2002/96/EC) 标记要求。此附加产品标签说明不得将此电  
气或电子产品丢弃在家庭垃圾中。 

产品类别：

根据 WEEE 指令附件 1 中说明的设备类型，将此仪器分类为“监测和控制仪器”  
产品。

附加的产品标签显示如下。

切勿丢弃在家庭垃圾中。

要退还不需要的仪器，请与离您最近的 Agilent 服务中心联系，或访问： 

www.agilent.com/environment/product

以获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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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声明

可在网站中找到此仪器的符合性声明 (DoC)。可按仪器型号或说明搜索 DoC。

http://regulations.corporate.agilent.com/DoC/search.htm

注意 如果找不到对应的 DoC，请联系您当地的 Agilent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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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结构…

1 入门

本章提供开始使用手持式示波器的信息。

2 产品外观

本章概括介绍手持式示波器的键、面板和显示屏。

3 使用示波器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示波器功能。

4 使用数字万用表

本章介绍如何配置和执行万用表测量。

5 使用数据记录器

本章介绍如何执行示波器和万用表数据记录。

6 使用系统相关功能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系统相关设置及执行维修功能。

7 规格和特征

本章列出手持式示波器的规格、特征、污染度和测量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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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开始使用手持式示波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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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 

    

 

简介

U1610/20A 手持式数字示波器是一种移动式高性能的故障排除工具，可应用于 
多工业自动化、流程控制、设备维护和汽车维修行业。 

U1610A 和 U1620A 型号的带宽分别为 100 MHz 和 200 MHz，最大实时采样率    
分别为 1 GSa/s 和 2 GSa/s。

借助其 5.7 英寸 LCD 彩色显示屏，U1610/20A 示波器能够清楚地区分两个通道    
的波形。可以使用 U1610/20A 执行最多 30 种类型的自动测量。可以使用波形    
数学函数和快速傅立叶变换 (FFT) 函数来按时间和频率域执行快速波形分析。

U1610/20A 还可用作数字万用表 (DMM) 和数据记录器。使用提供的自动量程   
功能可以执行快速准确的 DMM 测量。使用数据记录器功能可以执行 DMM 和示    
波器测量的自动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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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1
包装内容

收到货运包装箱后，打开包装箱并检查是否有损坏。

如果货运包装箱已损坏，或衬垫材料有压痕，请通知货运公司和离您最近的

Agilent 销售处。请先检查货运内容是否完整，并以机械方式和电气方式检查手 
持式示波器，然后再处置损坏的货运包装箱或衬垫材料。

请验证您是否在手持式示波器包装中收到下列物件：

✔ 1 × 手持式示波器

✔ 1 × 电源线

✔ 1 × 锂离子电池组， 10.8 V （手持式示波器随附）

✔ 1 × AC/DC 适配器

✔ 2 × 10:1 CAT III 600 V 示波器探头

✔ 1 × BNC 到探头适配器 

✔ 1 × DMM 测试引线套件

✔ 1 × USB 电缆

✔ 1 × 腕带 （连接到手持式示波器）

✔ 1 × 挂绳

✔ 1 × 印刷版快速入门指南

✔ 1 × 校准证书

如果缺少某项，请联系离您最近的 Agilent 销售处。

检查手持式示波器

如果存在机械损坏或缺陷，或者手持式示波器不能正常运行或没有通过性能测
试，请通知离您最近的 Agilent 销售处。

注意 如果您需要更多上述物件，可单独进行购买。
U1610/20A 用户指南 3



1 入门 
可选附件

以下附件需另行购买。

• 1:1 CAT III 300 V 示波器探头

• 100:1 CAT III 600 V 示波器探头

• 温度模块

• 台式充电器

• 软皮便携套

调整腕带

为了更好地抓握，可剥开带子，调整两个粘扣带，如下图所示。

安装挂绳

将粘扣带穿过带孔。将带子调整到最大长度并固定，如下图所示。
4 U1610/20A 用户指南



入门 1
对电池充电

在首次使用手持式示波器之前或长时间存放手持式示波器之后，需要对电池至
少充电 3 小时，充电时需要使用手持式示波器附随的交流/直流适配器，并且需  
要关闭手持式示波器。如果在后续使用之后电池电量耗尽，可以在手持式示波器
打开的情况下对电池充电。

电池完全充满后，电源键  将变为稳定的黄色。

倾斜手持式示波器

为了在操作期间方便拿取仪器，可使手持式示波器倾斜，如下图所示。

 

抬起倾斜座
并向外拉
U1610/20A 用户指南 5



1 入门 

  

 

打开/关闭手持式示波器电源

按住  约 3  秒钟，可打开手持式示波器的电源。手持式示波器显示屏显示    

后，就可以使用示波器了。 

按住  约 3 秒钟，可关闭手持式示波器的电源。显示屏需要一些时间才能    

关闭。

按住  约 10 秒钟，可关闭手持式示波器的电源，然后再打开。

使用功能软键

按显示屏上标签对应的软键 （  至 ）。

访问快速帮助

按  前面的任何功能键/软键可显示相应的帮助信息。使用  或  键    
可在帮助中导航。

要使用其他语言查看帮助，请按  >  >  并使用     

 键选择语言。再次按  可退出选择菜单。

要访问有关使用帮助的信息，请按住  约 3 秒。

注意 在接通电源之前，连接所有电缆和附件。当手持式示波器打开时，可以连接探头

/断开探头连接。

注意 如果在按住  约 10 秒钟后手持式示波器的电源无法关闭然后再打开，请取出    

电池，然后重新插入。
6 U1610/20A 用户指南



入门 1
重置手持式示波器

按  >  可将手持式示波器重置为其默认设置。此操作将删除    

以前所有用户定义的配置。

图 1-1 默认设置功能

注意 在重置手持式示波器之前，可能要通过按  >  来保存当前的    

配置以便将来使用。请参见第 3 章，第 69 页上的 “保存和调用控制”。
U1610/20A 用户指南 7



1 入门 

  
执行自我校准

执行自我校准时，不会将任何信号输入手持式示波器中。在自我校准过程中，固
件将执行零、偏移和 TDC 校准。

• 对于零校准，固件将采集对应于零输入条件的固定时间段的采样。采集的数
据包含通道噪声和直流偏移。固件将确定此通道直流偏移，并在自我校准完
成后，从 ADC 采样中减去所确定的直流偏移，产生偏移补偿样本。此功能对  
于去除由于温度变化和组件老化而导致的直流偏移很有用，这样可提供更高
精度。

• 偏移校准（在零校准完成后执行）可针对增益精度对系统偏移 DAC 进行校  
准。在校准期间，固件将确定使零输入信号轨迹偏移到 +4 格和 - 4 格（垂    
直）所需的偏移 DAC 代码设置。使偏移 DAC 将零输入轨迹在 ±4 格范围内    
移动的码字范围将表示偏移 DAC 增益。此增益将随着温度变化和组件老化  
而变化。偏移校准将在偏移 DAC 增益中校正此漂移。

• TDC 校准过程将校准和校正由 TDC 电路执行的时间间隔测量中的误差（由于   
温度变化造成的）。

在进行自我校准之前，请允许手持式示波器预热至少 30 分钟。建议您在下列情  
况中执行自我校准：

• 每 12 个月或操作了 2000 小时之后。

• 如果环境温度比校准温度高 10 °C。

• 获得最大测量精度。 

• 在进行了不正常的操作后。

• 在修理后验证是否正常运行。

警告 在执行自我校准之前，断开手持式示波器的输入端子的所有探头和万用表
连接。
8 U1610/20A 用户指南



入门 1

  
按  >  >  以启动自我校准。 

如果要恢复出厂校准常数，请按 。

图 1-2 自我校准通知

设置日期和时间及语言

按  >  可访问一般系统设置。

按  可设置当前日期和时间（24 小时格式）。按任何软键并使用     
或  键可设置年、月、日、小时或分钟。

按  并使用  键可设置 10 种语言的任何一种（英语、西班牙语、    

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葡萄牙语、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语和韩语）。再次

按  可退出选择菜单。

注意 • 实时时钟仅允许选择有效的日期。如果选择了某天，但月份或年份发生更改
而导致这天无效，则将自动调整这天。

•   仅在 Scope 模式下才可访问。 
U1610/20A 用户指南 9



1 入门 
将探头连接到示波器端子

在单通道或双通道中用示波器探头连接手持式示波器，如下图所示。
10 U1610/20A 用户指南



入门 1
补偿示波器探头

在第一次将无源示波器探头连接到任何输入通道时，可执行示波器探头补偿。对
于将探头特征与手持式示波器匹配，此过程非常重要。一个补偿有欠缺的探头可
能导致显著的测量误差。

调整示例通道的探头补偿：

1 将无源探头连接到通道端子，使用 BNC 适配器将探头触点连接到外部触发端  

子，如下图所示。

2 按 ，然后切换  可打开通道的补偿信号。

3 重复按  可设置探头衰减因数。 

4 输入信号是来自外部触发的 5 Vpp， 1 kHz。

BNC 适配器
U1610/20A 用户指南 11



1 入门 
使用非金属工具调整探头上的微调电容器，以获得尽可能平的脉冲。 

图 1-3 微调电容器 

图 1-4 脉冲形状参考

正确补偿

补偿过度

补偿不足

微调电容器
12 U1610/20A 用户指南



入门 1
单独隔离的示波器输入通道

有两种主要类别的信号源：

• 接地参考信号 — 电压信号参考系统地面，如接地。

• 浮动接地参考信号 — 浮动信号，其中的电压信号不参考接地。

图 1-5 浮动接地参考信号和接地参考信号

在使用有多个输入的仪器测量浮动信号时，可能会产生不需要的接地环路。这些
接地环路可能会引起测量错误，并导致发生电击或电源浪涌。在两个入的负端子
之间会发生接地环路，如图 1-6 所示。

可以使用具有通道到通道隔离功能的仪器去除接地环路。隔离的通道可去除两
个输入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共用电路，从而有效地将两个信号通道彼此开。

Floating ground 
referenced signal

Floating ground 
referenced signal

Floating ground 
referenced signal

Earth ground 
referenced signal

Earth ground 
referenced signal

Earth ground 
referenced signal

浮动接地

参考信号

浮动接地

参考信号

浮动接地

参考信号

接地

参考信号

接地

参考信号

接地

参考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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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 
图 1-6 接地环路

手持式示波器输入通道、外部触发器、 USB 和交流 / 直流适配器在电路上是彼 
此隔离的。此隔离级别允许：

• 在没有不需要的接地环路的情况下测量通道之间的浮动信号。

• 将触发点锁在电路上的任意位置。

• 由于 USB 端口与手持式示波器隔离，因此可使用该端口连接到 PC 以进行监控。

• 可在对手持式示波器充电时监控被测设备。

图 1-7 描述了手持式示波器通道隔离。机箱和输入隔离的通道的控件由塑料、橡  
胶或其他类型的绝缘材料制成。每个输入通道（CH1、CH2 和 Ext. Trig）使用   

Agilent 隔离技术架构隔离，接地引线参考任何地电势，如图 1-7 所示。

V3

V2

V1

Input 1 Input 2
+ – – +

Input 1 and Input 2 negative terminals will experience a V2 pot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f these input terminals are not isolated , there will be a short-circuit for voltage source V2.

Multimeter万用表

输入 1 和输入 2 负端子之间将存在 V2 的电势差。如果这些输入端子未隔离，则将存在
电压源为 V2 的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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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1
图 1-7 通道隔离块示意图

由于测量探头和示波器的输入之间没有直接连接，因此可以保护测量电压。每个
输入都连接到其参考电压点，不是接地参考点。

手持式示波器输入通道是完全隔离的，并提供通道到电源线隔离、通道到 USB 
连接隔离以及通道到键盘隔离。您可以安全地连接到具有不同电压参考平的信
号，并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

Agilent isolation technology

ADC ADC

Ext 
Trig

CH 1

`

CH 2

1 3 2

USB

AC/DC 
Adapter

SYSTEM

Isolation

交流/直
流适配器

Agilent 隔离技术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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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 
图 1-8 绝缘罩

图 1-9 显示了完全隔离的输入通道手持式示波器如何监控 PWM 变流器驱动器    

的输出电压和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IGBT) 的栅极控制信号的示例。通道 1 连接到    

PWM AC 驱动器的输出电压，通道 2 连接到晶体管输入，而信号来自控制板。    

要进行完整的浮动测量，应将每个通道的探头参考引线连接到电路。

图 1-9 探测 VFD IGBT 控制信号和 IGBT 输出

警告 在不使用钩夹时，将绝缘罩罩在探针上，以防止电击。这也可以防止在连接
两个接地夹时，两个探头之间产生不需要的互连。
16 U1610/20A 用户指南



入门 1

      
   
    
在 CAT III 600 V 条件下使用隔离探头进行浮动测量

每个通道中的差分信号参考未连接到接地的参考点。这有助于消除接地环路错误。

图 1-10 在 CAT III 600 V 条件下的通道到通道隔离

每个 BNC 输入的最大输入电压是 CAT III 300 V（参考非接地）和 CAT III 600 V    
（参考接地）。如果使用 10:1 探头测量 CAT III 600 V 输入浮动电压，信号将衰    
减 10 倍。流入 BNC 输入的实际电压是 CAT III 60 V，这在额定最大输入电压范    
围内。

注意 在使用手持式示波器进行浮动测量之前，确保测量的信号在探头和输入端子上
指定的电压范围内，并且来自任何端子与接地之间的浮动电压如图 1-10 所示。

CAT III 600 V 
输入信号

浮动电压 
CAT III 600 V

10:1 探头

CAT III 300 V 
输入信号

最大 BNC 输入电压

浮动电压 
CAT III 6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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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 
减额曲线

图 1-11 U1560A 示波器探头 1:1

图 1-12 U1561A 示波器探头 10:1

图 1-13 U1562A scope probe 100:1
18 U1610/20A 用户指南



入门 1
将测试引线连接到万用表端子

将测试引线连接到手持式示波器上的万用表端子，如下图所示。
U1610/20A 用户指南 19



1 入门 
本页特意留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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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U1610/20A 手持式数字示波器

用户指南
2
产品外观

产品外观     22
前面板键概述     23
示波器显示屏概述     25
万用表和数据记录器显示屏概述     26

本章概括介绍手持式示波器的键、面板和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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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外观 
产品外观

通道 2 端子  

外部触发端子

通道 1 端子  

显示屏面板

电源开 / 关键

万用表端子

USB 端口

DC 插口

Kensington 锁
插槽

电池仓盖

顶视图

前视图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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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2
前面板键概述

键 说明

    按下主功能键时访问与主功能相关的子菜单。

配置触发设置。按住此键可更改触发模式。

选择波形采集模式。

可在连续运行模式或停止模式之间切换。按住此键可将触发模式更改为
单次采集。

执行自动调整并配置自动调整设置。

访问万用表模式。

访问示波器模式。

访问系统相关设置。

访问内置快速帮助。

访问数据记录器模式。

执行数学运算和快速傅立叶变换 (FFT) 功能。

访问保存和调用、打印屏幕和默认设置功能。按住此键可启用快速打印
功能。

配置显示设置。
U1610/20A 用户指南 23



2 产品外观 
访问 X 或 Y 光标功能。

选择并执行自动测量。

选择软键功能和值。

在每个垂直格的电压（伏 / 格）中调整垂直灵敏度（增益）。

调整波形和接地电平位置。

访问水平模式。

在每个水平格的时间（时间 / 格）中更改扫描速度。

设置延迟时间（水平位置）。

按住此键： 

• ≈1 秒钟以打开手持式示波器电源。 
• ≈1 秒钟以关闭手持式示波器电源。
• ≈10 秒钟以重启手持式示波器。

在断电状态下给电池充电期间，此键将显示下列状态：

• 闪烁红色（电量 < 60%）
• 闪烁黄色（60% < 电量 < 90%）
• 稳定黄色（电量为 90% – 100%）

在通电状态下给电池充电期间，此键始终为稳定的黄色。充电状态在显
示屏右上方指示。

键 说明
24 U1610/20A 用户指南



产品外观 2
示波器显示屏概述

编号 说明

1 显示通道和时基设置信息。

2 显示通道输入波形，并包含用于触发电平、信号接地电平、分析仪波形、时间
参考和触发点的通道标识符和指示器。

3 显示采样率。

4 显示键和软键的功能菜单。

5 显示信号采集模式。

6 显示电池状态和电池充电的 AC 连接。

7 显示触发类型、源和电平。

8 显示日期和时间。 

6

4

1 5

7

83

2

U1610/20A 用户指南 25



2 产品外观 
万用表和数据记录器显示屏概述

6

5

7

2

1

3

4

61

2

8

5

4

编号 说明

1 显示采集、开始日期和时间以及持续时间状态。

2 显示测量读数。 

3 显示虚拟测量比例。

4 显示结果平均读数、最大读数和最小读数。

5 显示键和软键的功能菜单。

6 显示电池状态和电池充电的 AC 连接。

7 指示自动或手动量程模式。

8 显示记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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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U1610/20A 手持式数字示波器

用户指南
3
使用示波器

垂直控制     28
水平控制     33
触发控制     38
波形采集控制     48
显示控制     50
自动测量     52
光标测量控制     60
分析仪控制     62
自动调整和运行 / 停止控制     66
保存和调用控制     69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示波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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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垂直控制

按  可访问垂直通道控制菜单。 

按  /  可访问各通道子菜单。

波形显示的通道选择

可以同时启用一个通道或两个通道。 

通过切换  /  可打开/关闭通道。 

图 3-1 通道 1 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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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波器 3
垂直系统设置

调整接地电平位置

信号接地电平由显示屏上的  图标的位置标识。

以垂直方向同时移动  和波形的方法是：

• 按  或 

• 按  并使用  或  键。

将波形移到顶部可使波形使用负电压值偏移，移到底部可使其使用正电压值

偏移。

接地电平指
U1610/20A 用户指南 29



3 使用示波器 
调整垂直灵敏度 

按  可增大或减小波形的垂直灵敏度 （伏/格）。

通道耦合

切换  可设置通道耦合。

交流耦合可阻止波形中的任何直流分量，仅允许查看信号的交流分量。

直流耦合允许交流和直流分量同时进入手持式示波器。

探头设置

按  可访问探头设置子菜单。

切换  可为电压探头设置伏特单位，为电流探头设置安培单位。通道  

灵敏度和偏移、触发电平、测量结果和数学函数都将反映您选择的单位。

重复按  可设置衰减因数/灵敏度，以使用电压/电流探头测量电压/电  

流值。必须根据所使用的探头来设置衰减因数/灵敏度，这样可确保测量结果将

反映实际压/电流电平。

垂直灵敏度

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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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电流测量

可使用 AC 电流钳进行 AC 电流测量。 Agilent 建议使用 U1583B AC 电流钳。

测量 AC 电流：

1 将 AC 电流钳连接到通道 1 或通道 2。

2 按  /  可访问连接的通道子菜单。

3 按  可访问探头设置子菜单。

4 切换  可将单位设置为 Amps。

5 重复按  可选择 AC 电流钳所需的 V/A 范围。

反转控制
此控制将参照接地电平反转显示的波形。反转会影响通道的显示方式，但不会

影响触发。反转通道也会改变在分析仪控制菜单中选定的任何功能的结果。

反转通道波形： 

1 按  以访问反转和带宽限制控制子菜单。

2 切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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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图 3-2 反转前和反转后的波形

带宽限制控制

按  并重复按  可将通道的最大带宽设置为 10 kHz 或     

20 MHz。对于频率低于带宽限制的波形，打开此控件可从波形中消除不需要 

的高频噪声。

归零

按 >  可将两个通道的垂直偏移值返回零。

反转前 反转后

带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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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控制

水平控制可调整波形的水平比例和位置。 

水平系统设置

选择时间参考位置

时间参考是触发点在显示上参考的点。时间参考可设置为一个从左到右的网格

线，或设置为显示的中心点。

 位于网格顶端，标记时间参考的位置。当延迟时间设置为零时，延迟时间指 

示器 ( ) 将与时间参考指示器重叠。

按  并重复按  可设置时间参考位置。

图 3-3 时间参考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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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水平比例因子 （时间 / 格）

按  可增大或减小波形的水平比例因子或扫描速度。

设置波形延迟

延迟设置根据时间参考位置设置触发事件的特定位置。

按  可移动延迟时间指示器 ( )。

负延迟值表示您正在查看触发事件之前的波形部分，正值表示您正在查看触发

事件之后的波形。 

水平比例因子

延迟/时间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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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模式

按  以访问水平模式菜单。

Main 模式

按  可访问 Main 模式，它是示波器的正常查看模式。 

Zoom 模式

按  可访问 Zoom 模式，它是正常显示的水平展开版本。当启用 Zoom    

后，显示屏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显示正常扫描，下半部分显示缩放扫描。 

正常显示的展开区域用一个框框起来。  可控制框的大小， 

 可设置缩放扫描的位置。 

图 3-4 Zoom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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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 模式

按  可访问 Roll 模式，它使波形在显示屏上从右至左滚动。要暂停显    

示，请按 。要清除显示并重新开始采集，再次按 。

XY 模式

按  可访问 XY 模式，它可将电压-时间显示更改为电压-电压显示。    

时基将会关闭，通道 1 的幅度在 X 轴上绘制，通道 2 的幅度在 Y 轴上绘制。    

Z 轴输入 (Ext Trigger) 可打开或关闭轨迹。 Z 轴值低 (<1.4 V) 时，将显示    

Y -X；Z 轴值高 (>1.4 V) 时，将关闭轨迹。

可以使用 XY 模式比较两个信号之间的频率和相位关系。

记录长度

时间 /div 无隔行 隔行

采样率 记录长度 （点数） 采样率 记录长度（点数）

U1610A U1620A U1610A U1620A

50 s 1 kSa/s 60 k 600 k 2 kSa/s 120 k 1.2 M

20 s 2.5 kSa/s 60 k 600 k 5 kSa/s 120 k 1.2 M

10 s 5 kSa/s 60 k 600 k 10 kSa/s 120 k 1.2 M

5 s 10 kSa/s 60 k 600 k 20 kSa/s 120 k 1.2 M

2 s 25 kSa/s 60 k 600 k 50 kSa/s 120 k 1.2 M

1 s 50 kSa/s 60 k 600 k 100 kSa/s 120 k 1.2 M

500 ms 100 kSa/s 60 k 600 k 200 kSa/s 120 k 1.2 M

200 ms 250 kSa/s 60 k 600 k 500 kSa/s 120 k 1.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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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s 500 kSa/s 60 k 600 k 1 MSa/s 120 k 1.2 M

50 ms 1 MSa/s 60 k 600 k 2 MSa/s 120 k 1.2 M

20 ms 2.5 MSa/s 60 k 1 M 5 MSa/s 120 k 2 M

10 ms 5 MSa/s 60 k 1 M 10 MSa/s 120 k 2 M

5 ms 10 MSa/s 60 k 1 M 20 MSa/s 120 k 2 M

2 ms 25 MSa/s 60 k 1 M 50 MSa/s 120 k 2 M

1 ms 50 MSa/s 60 k 1 M 100 MSa/s 120 k 2 M

500 μs 100 MSa/s 60 k 1 M 200 MSa/s 120 k 2 M

200 μs 250 MSa/s 60 k 1 M 500 MSa/s 120 k 2 M

100 μs 500 MSa/s 60 k 1 M 1 GSa/s 120 k 2 M

50 μ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20 μ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10 μ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5 μ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2 μ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1 μ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500 n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200 n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100 n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50 n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20 n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10 n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5 ns 1 GSa/s 60 k 1 M 2 GSa/s 120 k 2 M

时间 /div 无隔行 隔行

采样率 记录长度 （点数） 采样率 记录长度（点数）

U1610A U1620A U1610A U16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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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控制

按  可访问确定示波器何时开始采集数据以及显示波形的触发功能。触  

发的波形是这样一种波形：每次满足特定的触发条件时，示波器会在其中开始追

踪波形，从显示屏左侧到右侧。 

触发类型

按  并重复按  可选择触发类型。

图 3-5 触发类型和设置子菜单

显示屏左侧的  图标指示模拟通道的触发电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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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沿触发

边沿触发类型通过查找波形上指定的沿 （斜率）和电压电平来标识触发。

源

重复按  可选择触发源。 

耦合

重复按  可选择：

• 直流耦合 – 允许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进入触发路径。

• 交流耦合 – 从触发波形中删除任何直流偏移电压。

• LF （低频）抑制耦合 – 从触发波形中删除任何不需要的低频分量。

• HF （高频）抑制耦合 – 从触发波形中删除高频分量。

斜率

重复按  可选择上升 ( ) 沿、下降 ( ) 沿、交变 ( ) 沿或任一    

( ) 沿。

除了任一沿模式另有带宽限制外，所有其他模式均可在不超过示波器带宽的频

率下运行。任一沿模式既可在最高 100 MHz 的连续波信号上触发，也可在低至   

1/(2 × 示波器带宽) 的孤立脉冲上触发。

电平

按  并使用  或  键可选择触发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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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刺触发

毛刺是波形中的快速变化部分，与波形相比它通常较窄。峰值检测模式可用于更

方便地查看毛刺或窄脉冲。

源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源”。

极性

切换  以选择您要捕获的毛刺的正极 ( ) 或负极 ( )。

电平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电平”。

限定符

时间限定符可设置示波器在通道码型上触发，其持续时间：

• 小于时间值 (<)

• 大于时间值 (>)

• 在时间值范围内 (><)

• 在时间值范围外 (<>)

选择限定符：

1 按  可访问更多触发参数。 

2 重复按 。

最小值和最大值

按  >  /  并使用  或  键可为所选限定符

分别设置最小或最大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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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耦合”。

TV 触发

TV 触发可用于捕获大多数标准和高清晰度模拟视频信号的复杂波形。 

源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源”。

标准

重复按  可选择 NTSC、SECAM、PAL、PAL-M、HDTV 720p、HDTV    

1080p 或 HDTV 1080i 标准。

NTSC、SECAM、PAL 和 PAL-M 是世界通用的广播标准。HDTV 是高清晰度 TV    
标准。

模式

重复按  可选择要在其上触发的视频信号部分：

• 所有场 – 在垂直同步间隔中的第一个脉冲的上升沿上触发。

• 所有行 – 在所有水平同步脉冲上触发。

• 行 – 在选定的行号上触发 （仅限于 HDTV 标准）。

• 奇数 – 在奇数场的第一个锯齿脉冲的上升沿上触发。

• 偶数 – 在偶数场的第一个锯齿脉冲的上升沿上触发。

• 行 : 奇数 – 在奇数场中选定的行号上触发。

• 行 : 偶数 – 在偶数场中选定的行号上触发。

并非上述所有模式都适用于所有标准。模式选择将根据所选标准的不同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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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行

按  并使用  或  键选择要在其上触发的行号。该选项仅适用于     

Line 触发模式。

第 N 个边沿触发

使用“第 N 个边沿”触发可在指定空闲时间后发生的猝发的第 N 个边沿上触发。

源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源”。

斜率

切换  可选择上升 ( ) 沿或下降 ( ) 沿，使示波器计算波形的上升    

沿或下降沿的数量。在满足空闲时间后，示波器将在检测到第 N 个边沿时触发。

空闲时间

按  并使用  或  键将空闲时间设置为必须大于猝发的最长宽    

度，小于最长空闲时间 （高或低）。

在以下示例中，空闲时间必须小于 A 并大于 B 或 C。不论空闲时间是低（如示    

例所示）还是高，都会考虑空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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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按  >  并使用  或  键可将沿计数设置为 1 到 65535。

电平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电平”。

CAN 触发

控制器区域网络 (CAN) 触发将在 CAN 2.0A 和 2.0B 版信号上触发。基本 CAN    
触发将在数据帧的帧起始 (SOF) 位上触发。 CAN_L 信号类型中的 CAN 消息帧    

显示如下：

源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源”。

信号

重复按  可设置 CAN 信号的类型和极性。还可自动设置按以下方式    

连接的源通道的通道标签：

• CAN_H – 实际的 CAN_H 差分总线信号。

显性低信号：

• CAN_L – 实际的 CAN_L 差分总线信号。

• Rx – 来自 CAN 总线收发器的接收信号。

• Tx – 来自 CAN 总线收发器的传输信号。

• 差分 – 使用差分探头连接到模拟源通道的 CAN 差分总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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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电平”。

波特率

按  并重复按  可将波特率设置为与总线信号匹配。

如果选定的波特率与系统波特率不匹配，可能会发生假触发。

采样点

按  并重复按  可设置表示位时间开始和位时间结束之间    

的时间百分比的采样点。

标准

按  并切换  可选择标准 CAN (2 .0A)  或扩展 CAN     

(2.0B)。

标准 CAN 有 11 位长的标识符，扩展 CAN 有 29 位长的标识符。 

触发

按  >  可在数据帧的 SOF 位上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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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触发

局域互连网络 (LIN) 触发可在 LIN 单线总线信号的“同步断开”退出（标记消  

息帧的开始）的上升沿上触发。

源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源”。

同步断开

重复按  可选择定义 LIN 信号中的同步断开的最小时钟数。

电平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 “电平”。

波特率

请参见第 44 页上的 “波特率”。

采样点

请参见第 44 页上的 “采样点”。

标准

按  并重复按  可分别选择 LIN 标准 1.3、 2.0 或 2.1。

触发

按  >  可在 LIN 单线总线信号的“同步断开”退出（标记    

消息帧的开始）的上升沿上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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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模式

重复按  可选择影响示波器搜索触发的方式的触发模式。

• 正常 – 如果符合触发条件，将显示波形，否则示波器不会触发，并且不会更新
显示。如果设置了此触发模式并找到了触发，则在状态行上显示“已触发”。
如果未找到触发，则显示 “已触发 （闪烁）”。

• 自动 – 当符合触发条件时，将显示波形。如果不符合触发条件，它仍将强制示
波器触发。如果设置了此触发模式并找到了触发，则在状态行上显示 “自
动”。如果未找到触发，则显示 “自动 （闪烁）”。

• 单次 – 显示单冲事件，而后续波形数据不会覆盖显示。当示波器触发时，将显

示单次采集且示波器停止（在状态行上显示“停止”）。再次按  可  

采集其他波形。

图 3-6 自动触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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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释抑

按  并使用  或  键可设置重新接通触发电路之前示波器等待的     

时间。 

要在下面所示的脉冲猝发上获得稳定触发，可将释抑时间设置为大于 40 ns 但   

小于 160 ns。

噪声抑制

切换  以打开/关闭噪声抑制，为触发电路增加额外的滞后，降低在噪  

声上触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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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采集控制

手持式示波器的实时采样可与重复信号或单冲信号结合使用。这意味着波形显

示是从在单个触发事件过程中收集的样本产生的，并且删除了来自以前的触发

事件中的所有样本。

按  以访问采集模式菜单。

图 3-7 采集菜单

• 正常模式

用于采集结果正常减少而没有对采集结果取平均值的大部分波形。此模式可

对大部分波形产生最佳显示效果。允许捕获最多 1.2 kpts CSV 格式的数据。

• 峰值检测模式

以最大采样率评估所有采样点，选择最小和最大点，然后将其存储到存储器。

这样可确保不论扫描速度是什么，都会显示窄毛刺。允许捕获最多 1.2 kpts  
CSV 格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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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解析度模式

以较低的扫描速度对额外采样取平均值，以降低随机噪声，产生更平滑的轨

迹，并有效提高垂直解析度。允许捕获最多 12 kpts CSV 格式的数据。

• 平均模式

计算多个采集数据的平均值，以减少随机噪声，增加垂直解析度。可使用  
或  键以 2 的幂为增量将平均值设置为 2 到 8192。允许捕获最多 1.2 kpts    
CSV 格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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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控制

按  可访问显示屏控制菜单。

图 3-8 显示控制菜单

矢量显示

切换  以启用矢量模式，以便在连续的波形数据点之间画线。此模式

可在大多数情况下产生最富洞察力的波形。 

Sin x/x 内插

切换  可启用 sin x/x 内插，它可重现如在示波器上显示的准确的波

形。可以使用此过程再次确定采样之间的信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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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保持

切换  以启用无限保持功能，以使用新的采集数据更新显示，但不删  

除以前的采集数据。用于测量噪声和抖动、观察变化波形的最差情形、查找定时

违规并捕获发生不规则的事件。

要删除以前的采集数据，请按 。如果示波器正在运行，显示屏将再 

次开始累计采集结果。关闭 ，然后按  以返回到正常显示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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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测量

可以在任何通道源或运行的数学函数上执行最多 30 种自动测量 （时间、电压

和功率）。 

进行快速测量：

1 按  可访问测量功能菜单。

2 重复按  可选择通道或数学源。只有在启用分析仪控制后才能使用  

数学源。 

3 按  并使用  键选择一种测量类型。再次按  可退    

出选择菜单。

4 按  可进行所选的测量。

图 3-9 测量功能菜单

打开光标以显示最近选定的测量所测量的波形部分。

如果测量所需的波形部分没有显示或没有显示足以进行测量的解析度，则结果

将显示为无信号、无边沿、大于某个值或小于某个值。

最后四个

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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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延迟或相移测量，按  可选择源通道或正在运行的数学函  

数。重复按  和  可分别选择第一个和第二个源。 

如果选择任何功率测量，按  可设置通道输入和探头衰减因数或灵敏  

度。切换  可将通道 1  或 2  指定为电压输入或电流输入。重复按    

 或  可分别设置连接的电压或电流探头的衰减因数或灵   

敏度。更改衰减因数或灵敏度也会更改指定通道的垂直比例。 

要清除所有测量结果，请按 。

时间测量

延迟

延迟测量源 1 上选定沿和源 2 上选定沿 （最靠近波形中间阈值点上的触发参考    

点）之间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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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占空比 (–)、占空比 (+)、下降时间、上升时间、频率、周期、宽度 (–)、  
宽度 (+)

重复脉冲列的占空比 (–) 和 (+) 表示如下：

下降时间是负向沿的较高阈值交叉点和较低阈值交叉点之间的时差。

上升时间是正向沿的较低阈值交叉点和较高阈值交叉点之间的时差。

频率的定义是 1/周期。

周期是整个波形周期的时间段。

宽度 (–) 是从下降沿的中间阈值到下一个上升沿的中间阈值的时间。 

宽度 (+) 是从上升沿的中间阈值到下一个下降沿的中间阈值的时间。

相移

相移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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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波器 3
T-Max 和 T-Min

T-Max 和 T-Min 是从显示屏的左侧开始第一次分别出现波形最大值和最小值时

的 X 轴时间值。 

电压测量

幅度、低值、最大值、最小值、峰 – 峰值、高值

波形的幅度是高值和低值之间的差。

低值是波形较低部分的众数 （最常用值），如果未对众数做准确定义，则将低

值视为与最小值相同。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波形显示中的最高值和最低值。

峰-峰值是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

高值是波形较高部分的众数，如果未对众数做准确定义，则将高值视为与最大

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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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平均值

平均值是在一个或更多完整周期内被样品数整除的波形样本级别的总和。

CREST

波形的峰值幅度除以波形 RMS 值即得到波峰因数。

占空比平均值

平均占空比值是一个周期内测量的统计平均值。

过冲

过冲是主要沿发生方向转换后出现的失真，以幅度的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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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波器 3
前冲

前冲是主要沿发生方向转换前出现的失真，以幅度的百分比表示。 

标准偏差

数据集合的标准偏差 (σ) 是数据与平均值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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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RMS (AC)

交流电压通常表示为均方根 (RMS) 值，用 Vrms 表示。对于正弦电压， Vrms 
相当于 Vpeak/√2。

RMS (DC)

VRMS (DC) 是一个或几个完整周期内的波形的 RMS 值。

功率测量

功率测量是由电压和电流探头测量的电压和电流波形的逐点倍增。

U1610/20A 可测量工厂或商业和居住区内电力分配系统的功率因数、有功功 

率、无功功率和表观功率。它非常适合测量电力分配系统中常用的 50 Hz 或 60    

Hz 周期中的功率。

对于频率较高的应用，如在开关模式电源中的应用，需要使用偏移校正机制来补

偿电压和电源探头之间的时间延迟。 这非常重要，因为在高频率电压和电流轨 

迹的计时中微小的偏移会造成瞬时功率读数的重大误差。 U1610/20A 不支持这 

种高频率功率测量应用。

注意 确保为连接的电压/ 电流探头分别设置正确的衰减因数/ 灵敏度。有关设置探头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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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波器 3
有效功率

有功功率（或实际功率）是在 AC 波形的完整周期上平均计算部分功率测量得到  

的（以瓦特为单位），它在一个方向上产生能量的净传递。这是由系统的电阻吸

收的功率。

表观功率

表观功率以伏特安培 (VA) 为单位进行测量，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矢量和。  

它是 AC 系统上的电压乘以流入该系统的所有电流所得的结果。 

无功功率

无功功率以无功伏特安培 (VAR) 为单位进行测量，是由感应电机、变压器和螺  

线管储存和释放的部分功率。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是电源使用的有效性的度量。功率因数较高（接近 1.0）表示电源的利 

用率高，功率因数较低表示电源利用率低。如果功率因数降到 0.90 以下，则表  

明某些公用事业单位将收取功率因数罚款。功率因数是实际功率 （瓦特）和表

观功率 （伏特安培）的比率。将实际功率除以表观功率可计算得它。

注意 Agilent 建议使用 U1583B AC 电流钳进行功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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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光标测量控制

光标是水平和垂直的标记，水平光标标记表示时基测量的 X  轴值，垂直光标标  

记表示电压测量的 Y  轴值。您可以使用光标在示波器信号上进行自定义电压测  

量或时间测量。 

按  可访问光标功能菜单。

图 3-10 光标功能菜单

X 光标测量将在显示波形上放置两条垂直线，这两条线可进行水平调整，并指示 

相对于除数学 FFT （指示频率）以外的所有源的触发点的时间。 

Y 光标测量将在显示波形上放置两条水平线，这两条线可进行垂直调整，并指示 

相对于波形接地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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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波器 3

        

        
设置光标测量： 

1 重复按  可选择通道或分析仪源，或关闭光标。只有在启用分析仪  

控制后才能使用分析仪源。

2 切换  可选择 X 或 Y 光标。

3 按  或  并使用  或  键分别调整 X1 或 X2 光标。    

X1 光标显示为垂直短虚线， X2 光标显示为垂直长虚线。 

按  或  并使用  或  键分别调整 Y1 或 Y2 光标。Y1    

光标显示为水平短虚线， Y2 光标显示为水平长虚线。

4 按  并使用  或  键同时调整 X1 和 X2 光标。 

按  并使用  或  键同时调整 Y1 和 Y2 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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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分析仪控制

按  >  /  以在波形上执行数学运算或快速傅立叶    

变换 (FFT) 功能。 

重复按  >  可显示通道 1、通道 2 或同时显示通道 1 和 2，或    

关闭屏幕上的所有通道波形。

所产生的数学波形和 FFT 波形将以紫色显示。 

要关闭分析仪功能，请按 。

数学波形位置

FFT 波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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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波器 3

   
数学函数

按  可在模拟通道上执行数学函数。

选择数学运算

按  并使用  键选择一种数学运算。

再次按  可退出选择菜单。

调整数学波形比例或偏移

按  /  并使用  或  键可为所选数学运算分别设置比     

例因子（单位/格）或偏移。通过探头设置（  菜单）为比例/偏移选择 

伏特或安培单位。这些单位是：

Ch1 + Ch2 通道 2 和通道 1 电压值逐点相加。

Ch1 - Ch2 或 

Ch2 - Ch1

从通道 1/通道 2 电压值逐点减去通道 2/通道 1 电压值。

Ch1 * Ch2 通道 1 和通道 2 电压值逐点相乘。

Ch1/Ch2 或 

Ch2/Ch1

通道 2/通道 1 电压值逐点除以通道 1/通道 2 电压值。

d/dt(Ch1) 或 

d/dt(Ch2)

计算通道 1 或通道 2 的离散时间导数。

(Ch1)dt 或 

(Ch2)dt

计算通道 1 或通道 2 的积分。

Ch1 + Ch2：  V 或 A

Ch1 - Ch2： V 或 A

Ch2 - Ch1： V 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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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如果为各通道设置不同的单位，则对于 Ch1 + Ch2、 Ch1 - Ch2 和 Ch2 - Ch1，
将显示单位 U （未定义）。

FFT 功能

按  >  可访问 FFT 功能，该功能可将时间-域波形转换为频    

率–域波形。

选择源

按  并使用  键可选择任何模拟通道或数学运算作为 FFT 源。再    

次按  可退出选择菜单。

调整 FFT 波形比例或偏移

按  /  并使用  或  键可分别设置比例因子 （dB/格）    

或偏移 （dB 或 dBV）。 

选择窗函数

重复按  可选择窗函数，以根据信号特征和测量优先级应用于 FFT 

输入信号。

• Hanning – 用于精确测量频率或解析两个十分接近的频率。

Ch1 * Ch2： V2、 A2 、或 W

Ch1/Ch2： -

Ch2/Ch1： -

d/dt： V/sec 或 A/sec

dt： Vsec 或 A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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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波器 3

 

  
• Rectangular – 提供较好的频率解析度和幅度精度，但只能用于没有泄漏效应 

的情况下。 

• Hamming – 具有更好的频率解析度，但幅度精度与 Rectangle 窗相比较差。  

Hamming 窗的频率解析度比 Hanning 窗稍微好些。

• B. Harris – 与 Rectangular 窗相比，此窗降低了时间解析度，但是由于更低  

的辅助 LOB 而提高了检测较小脉冲的性能。

• Flattop – 用于精确测量频率峰值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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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自动调整和运行/停止控制

自动调整

按  可将手持式示波器自动配置为通过分析每个通道和外部触发输入中

存在的任何波形来显示最佳输入信号。

图 3-11 自动调整功能菜单

撤消自动调整

按  可返回到按下  之前的设置。在您无意中按下      

键或不想使用“自动调整”选择的设置并要返回以前的设置时，此功能很有用。

选择自动调整模式

切换  可选择对波形应用自动还是手动量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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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波器 3
指定在自动调整之后显示的通道

切换  可设置在后续的自动调整中显示的通道。

• 全部

下次按  时，将显示符合自动调整要求的所有通道。

• 显示的通道 

下次按  时，只检查打开的通道的信号活动。

自动调整期间保留采集模式

切换  以选择在执行自动调整时，是允许将采集模式切换到 Normal 

还是保持不变。 

• 正常 

只要按 ，手持式示波器就会切换到 Normal 采集模式。

• 保留 

按  后，手持式示波器 将保留在所选的采集模式中。

返回到上一菜单

按  返回到上一菜单。

运行 / 停止

按  可在连续运行模式或停止模式之间切换。

• 连续模式 – 您正在查看同一信号的多次采集，其方式与模拟示波器显示波形
的方式相似。如果触发模式设置为正常或单次采集，状态行上将指示 “已
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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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 停止模式 – 按水平和垂直控制键可以平移和缩放存储的波形。已停止的显示  

画面可能包含几个具有有用信息的触发，但只有最后的触发采集可进行平移

和缩放。要确保显示不会改变，可将触发模式更改为单次采集，以确保仅采

集一个触发。按住  也可以更改为单次采集。

连续模式指示器

停止模式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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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和调用控制

按  可执行保存、调用、打印屏幕、缺省设置和归零功能。

图 3-12 Save/Recall 菜单

注意  仅在 “示波器”模式下才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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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保存控制

按  可访问保存功能。 

图 3-13 保存子菜单

选择保存文件格式 

重复按  可选择要保存的文件格式。波形轨迹和设置保存到手持式示

波器的内部存储器中，其余格式保存到连接的 USB 存储设备。

• 迹线和设置 – 保存波形图像和设置文件。 

• csv 数据 – 将数据点保存为 CSV 格式。

•   bmp （8 位） – 将波形图像保存为 BMP （8 位）格式。

•   bmp （24 位） – 将波形图像保存为 BMP （24 位）格式。

•   png （24 位） – 将波形图像保存为 PNG （24 位）格式。

• RAW – 将波形图像保存为原始格式。

选择保存位置

按  并使用  键可选择要保存到的任何内部存储器插槽（用于轨    

迹和设置格式）或连接的 USB 存储设备中的任何位置 （用于其他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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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按  可退出选择菜单。

对于 USB，需要首先确保 USB 存储设备已连接到手持式示波器。然后按 

 > 。重复按  以选择 <Host>，让手持式示波器

检测 USB 设备。

反转图像颜色

切换  可反转您要保存的屏幕图像上的所有颜色。此选项仅适用于图  

像格式。

保存文件

按  以将选定的文件格式保存到所选存储器位置中。

调用控制

按  可访问调用功能。 

图 3-14 调用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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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调用文件格式

重复按  可选择要从内部存储器调用的波形轨迹和/或设置。

选择调用位置

按  并使用  键以选择内部存储器位置，以调用已保存的文件。

再次按  可退出选择菜单。

清除显示

按  可从屏幕清除当前显示的波形。如果手持式示波器正在运行，显

示屏将再次开始累计波形数据。

调用文件

按  以从选定的存储器位置中调用保存的文件。

打印屏幕控制

按  可通过连接到手持式示波器的支持的 USB 打印机打印当前屏幕    

图像的硬拷贝。按住  还可以执行快速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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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打印屏幕子菜单

反转图像颜色 

切换  可反转您要打印的屏幕图像上的所有颜色。

打印屏幕图像

按  可通过连接到手持式示波器的支持的 USB 打印机打印当前屏幕    

图像。

重复按  可将快速打印选项设置为打印机、 USB 或内部存储器。

重复按  可选择 USB 或内部存储器快速打印选项的打印屏幕文件格式。

• bmp （8 位） – 将波形图像保存为 BMP （8 位）格式。

• bmp （24 位） – 将波形图像保存为 BMP （24 位）格式。

• png （24 位） – 将波形图像保存为 PNG （24 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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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示波器 
本页特意留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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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U1610/20A 手持式数字示波器

用户指南
4
使用数字万用表

简介     76
电压测量     77
电阻测量     78
电容测量     79
二极管测试     80
导通测试     81
温度测量     82
频率测量     83
相对值测量     84
量程     84
重新开始测量     84

本章介绍如何配置和执行万用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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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数字万用表 

  

   
简介

按  可选择并执行万用表测量。

图 4-1 万用表显示

要运行或停止万用表测量，请按 。 

要选择测量功能，请按  并使用  键。再次按  可退    

出选择菜单。

测量电压时，将显示 AC ( )、DC ( ) 或 AC+DC ( ) 指示器。只要测量可能    

有危险的电压，就会显示电压警告符号 ( )。

实际刻度表示测量所得的值以及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这便于您快速估计输
入的不同属性，如变化性 （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异）和稳定性 （平均读数
和当前读数）。 

如果有输入过载，将显示 OVERLOAD，并且不会显示任何读数。

注意 要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应让万用表预热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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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万用表 4

 

  
电压测量

电压测量包括： 

• V AC - 测量结果作为真 RMS 读数返回，能够精确显示正弦波和其他波形    
（无直流偏移）。

• V DC - 测量结果与其极性一起返回。

• V AC+DC - 同时将交流和直流信号分量作为一个 AC+DC (RMS) 组合值进行    
测量。 

测量电压：

1 按  并使用  键选择电压测量功能。设置以下连接：

警告 确保探针尖接触到出口内的金属触点。接触不当可能导致电压测量结果不准
确。接触不良会导致读数不准确并产生触电危险。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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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数字万用表 
2 从显示屏读取电压读数。

3 有关各功能的说明，请参见“相对值测量”、“量程”和“重新开始测量”。 

电阻测量

将小电流通过测试引线传送到设备或被测电路，可测量电阻 (Ω)。 

测量电阻：

1 按  并使用  键选择电阻测量功能。设置以下连接：

2 从显示屏读取电阻读数。 

3 有关各功能的说明，请参见“相对值测量”、“量程”和“重新开始测量”。

警告 断开被测设备的电源并对所有高压电容器放电，以避免在进行电阻测量时受
到电击，并防止对手持式示波器或被测设备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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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万用表 4
电容测量

通过在一段已知时间内使用已知电流对电容器充电、测量所产生的电压而后计
算电容的方法来测量电容。

测量电容：

1 按  并使用  键选择电容测量功能。设置以下连接： 

2 从显示屏读取电容读数。 

3 有关各功能的说明，请参见“相对值测量”、“量程”和“重新开始测量”。

警告 在进行电容测量之前，请断开电路电源并使所有高压电容器放电，以避免受
到电击，并防止对手持式示波器造成损坏。使用 V DC 功能确认电容器是否完   
全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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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数字万用表 
二极管测试

二极管测试使电流通过半导体连接，然后测量连接的压降情况。 

执行二极管测试：

1 按  并使用  键选择二极管测试功能。设置以下连接： 

2 从显示屏读取电压读数。 

3 反转探头极性并再次测量二极管中的电压。从显示屏读取电压读数。

4 有关各功能的说明，请参见 “相对值测量”和 “重新开始测量”。

警告 在进行二极管测试之前，请断开电路电源并使所有高压电容器放电，以避免
受到电击，并防止对手持式示波器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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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万用表 4
导通测试

如果电路是完整的，导通测试将发出连续哔哔声（按  >  >    

 可启用蜂鸣器）；否则表明电路已断开。 

执行导通测试：

1 按  并使用  键选择导通测试功能。设置以下连接： 

2 从显示屏读取电阻读数。 

3 有关各功能的说明，请参见 “相对值测量”和 “重新开始测量”。

警告 在对电路或电线进行导通测量之前，请断开电路电源并使所有高压电容器放
电，以避免电击危险，并防止对手持式示波器造成损坏。

ON 
(closed)

OFF 
(open)
U1610/20A 用户指南 81



4 使用数字万用表 
温度测量

温度测量可在自动量程模式下运行，并需要温度模块。 Agilent 建议使用 

U1586B 温度适配器。

测量温度：

1 按  并使用  键选择 °C 或 °F 温度测量功能。设置以下连接：

2 使用热电偶探针尖接触被测材料。

3 从显示屏读取温度读数。

4 有关各功能的说明，请参见 “相对值测量”和 “重新开始测量”。

K 型热电偶探头

警告 不要将热电偶连接到通电的电路，以防止发生火灾或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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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万用表 4
频率测量 

通过计算信号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阈值电平的次数的方法来测量信号频率。 

测量频率：

1 按  并使用  键选择频率测量功能。设置以下连接：

2 从显示屏读取频率读数。

3 有关各功能的说明，请参见“相对值测量”、“量程”和“重新开始测量”。

AC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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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数字万用表 
相对值测量

切换  可启用相对值功能。 

相对值 = 测得值 - 参考值。 

图 4-2 相对值测量显示

量程

重复按  可使万用表对电流读数选择最佳量程 （自动量程），或选择  

您自己要使用的量程。

按  还可以激活自动量程。

量程仅适用于伏特计、电阻、电容和频率功能。

重新开始测量

按  可重新开始并重新测试测量功能。 

注意 频率测量在自动量程模式中工作，所选的量程适用于 V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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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如何执行示波器和万用表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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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数据记录器 
简介

按  可访问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的数据记录器功能。

图 5-1 数据记录器菜单 

激活数据记录器功能后，它将以 1 个读数/秒的固定速率进行测量。所有测量的  

样本都存储在缓冲存储器中。缓冲存储器最多可存储 691200 个样本。在 1 个读    

数/秒的速率测量时，相当于最多连续测量 8 天。缓冲存储器存满后，记录器将  

停止。

数据记录器功能提供屏幕图表，它绘制所选择的测量参数 （例如， VDC 或 

VAC）。该图表将随着新样本的到达每秒更新一次。累积的样本数超过图表区中

的水平屏幕像素数后，数据记录器将更改水平轴 （时间）比例，测量和图表更

新过程将继续进行。

要开始或停止数据记录，请按 。

数据记录器停止后，可以对图形进行缩放操作。缩放条的操作方式与示波器相

同。请参见第 35 页上的 “Zoom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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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记录器 5
示波器记录器

按  可访问示波器记录器，它记录前两个示波器测量结果。

图 5-2 示波器记录器显示

每个测量读数下方都有一个标签，表示 “测量 ( 通道编号 )”。

记录图的上半部包含第一个测量的记录图，下半部包含第二个测量的记录图。

测量统计

重复按  可显示第一个或第二个示波器测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  
值测量结果。

如果只选择了一个示波器测量，  将自动选择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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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数据记录器 
图 5-3 统计显示

图形模式

记录器停止后，切换  以选择图形模式。 
• 查看最近数据

仅显示最近的 12 个数据点。之后，新数据将添加到右侧，以前的数据将移到  
左侧。这样便于清楚地查看最近的输入。

• 查看全部

允许查看自记录器启动/重新启动以来绘制的所有数据。所有数据都压缩到网
格中，便于您查看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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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记录器 5

  
保存记录的数据

记录器停止后，按  选择 USB 存储设备或内部存储器作为存储位置。    

按  并使用  键选择 USB 位置或内部存储器插槽来保存记录的    

数据。确保 USB 存储设备已连接并可使用 （请参见第 70 页上的 “选择保存    

位置”）。

按  可保存记录的数据。

删除保存的记录数据

记录器停止后，重复按  可选择删除功能。按  并使用    

 键可选择要删除的内部存储器插槽。

按  可删除选定存储器插槽中记录的数据。

传输保存的记录数据

记录器停止后，重复按  可选择传输功能。按  并使用    

 键可选择要传输到 USB 存储设备的内部存储器插槽。USB 位置是上次选    

定的位置。

按  可将选定的记录数据传输到 USB 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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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数据记录器 
万用表记录器

按  可访问万用表记录器，它记录万用表测量结果。这便于您了解一  

段时间内的趋势。

图 5-4 万用表记录器显示

测量选择

按  并使用  键以选择要记录的万用表测量功能。再次按    

 可退出选择菜单。

图形模式

请参见第 88 页上的 “图形模式”。

保存记录的数据

请参见第 89 页上的 “保存记录的数据”。
90 U1610/20A 用户指南



使用数据记录器 5
删除保存的记录数据

请参见第 89 页上的 “删除保存的记录数据”。

传输保存的记录数据

请参见第 89 页上的 “传输保存的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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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数据记录器 
本页特意留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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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如何设置系统相关设置及执行维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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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系统相关功能 
简介
按  可访问系统配置和功能。

图 6-1 用户功能菜单

一般系统设置

按  可访问一般系统设置。

图 6-2 一般系统设置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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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系统相关功能 6

  
USB 连接

重复按  可在将 USB 设备连接到手持式示波器时选择 USB 连接类    

型。如果 USB 存储设备连接到手持式示波器，则选择 <Host>，如果手持式示波   

器连接到 PC，则选择 <Client>。

设置语言

请参见第 9 页上的“设置日期和时间及语言”。

设置日期和时间

请参见第 9 页上的“设置日期和时间及语言”。

设置自动关闭

重复按  可调整手持式示波器电源自动关闭之前，显示屏保持空闲状  

态的时间长度。启用该选项有助于延长手持式示波器的电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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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系统相关功能 
显示屏设置

按  可配置手持式示波器显示屏。

图 6-3 显示屏设置子菜单

背光灯强度

重复按  可增加/降低背光灯亮度。

查看模式

重复按  可选择合适的查看模式，以便显示屏在不同的环境中获得最  

佳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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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系统相关功能 6
声音设置

按  可配置蜂鸣器和按键音。

图 6-4 声音设置子菜单

切换  可打开/关闭可发出蜂鸣声以示警告和报警的蜂鸣器。

切换  以打开/关闭按键音，当按键盘上的任何键时将发出按键音。

重复按  或  可分别设置声音频率或音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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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系统相关功能 

  
维修功能

按  可访问维修功能。

图 6-5 维修功能子菜单

固件更新

通过以下过程更新固件：

1 从网页下载固件更新文件：www.agilent.com/find/U1600_installers

2 将固件文件保存到 USB 存储设备上的根目录中。

3 在手持式示波器上，按  >  并重复按  可选择    

<Host>。

4 将 USB 存储设备连接到手持式示波器。

5 按  >  >  >  以开始更新固件。

6 完成后，手持式示波器将自动重启以便让固件更新生效。 

注意 Agilent 将不时地发布 U1610/20A 的软件和固件更新。要搜索固件更新，请转到 
Agilent U1610/20A 固件更新网站，地址是 www.agilent.com/find/U1600_insta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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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系统相关功能 6
自我校准

按下  可执行自我校准。（请参见第 8 页上的 “执行自我校准”。）

消除混叠 
当示波器采样速率不是采样波形中最高的频率分量的至少两倍时，就会发生混

叠。如果打开消除锯齿功能，手持式示波器将以低扫描速率随机排列样本之间的

时间。这可以防止高频率的混叠信号在显示在屏幕上时被错误解释为低频信号。

切换  可打开/关闭消除混叠功能。

系统信息

按  可查看手持式示波器的当前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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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系统相关功能 
本页特意留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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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列出手持式示波器的规格、特征、污染度和测量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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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格和特征 
示波器规格和特征

U1610A U1620A

规格

垂直系统

带宽 (-3 dB)[1] 100 MHz 200 MHz

直流垂直增益精度[1] ±4% 全刻度

全刻度相当于 8 格

双光标精度[1] ±{直流垂直增益精确度 + 0.4% 全刻度 (~1 最低有效位 (LSB))}

±{4% 全刻度 + 0.4% 全刻度 (~1 LSB)}

特征

采集

最大采样率

• 单通道操作

• 双通道操作
1 GSa/s 隔行，

每个通道 500 MSa/s
2 GSa/s 隔行，

每个通道 1 GSa/s 

最大记录长度

• 单通道操作

• 双通道操作
120 kpts/通道 （隔行交错）

60 kpts/通道 （非隔行交错）
2 Mpts/通道 （隔行交错）

1 Mpts/通道 （非隔行交错）

垂直解析度 8 位

峰值检测 >10 ns >5 ns

平均值 可在 2 到 8192 之间选择，每次增量为 2 的幂

滤波器 10 kHz 和 20 MHz 带宽限值器

插值 (Sin x)/x

垂直系统

模拟通道 通道 1 和通道 2 同步采集

计算的上升时间 3.50 ns，典型 1.75 ns，典型

垂直刻度 2 mV/div 至 50 V/div

最大输入 CAT III 600 Vrms[2]、 CAT II 1000 Vrms[2] （使用 10:1 探头）

CAT III 300 Vrms （直接/1:1 探头）

偏移 （位置）量程 ±4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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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特征 7
U1610A U1620A

垂直系统

动态范围 ±8 div

输入阻抗 1 MΩ ± 1% ≈ 22 pF ± 3 pF

耦合 直流、交流

带宽限制 10 kHz 和 20 MHz （可选）

通道至通道隔离 
（通道的 V/div 相同）

CAT III 600 Vrms

探头 U1560-60002 1:1 无源探头 

U1561-60002 10:1 无源探头 

U1562-60002 100:1 无源探头

探头衰减因子 1x、 10x、 100x

探头补偿输出 5 Vpp， 1 kHz

噪音峰到峰 （典型） 3% 全刻度或 5 mVpp，取较高值

直流垂直偏移 （位置）精度 ±0.1 div ±2 mV ±1.6% 偏移值

单光标精度 ±{直流垂直增益精度 + 直流垂直偏移精度 + 0.2% 全刻度 (~1/2 LSB)}

±{4% 全刻度 ±0.1 div ±2 mV ±1.6% 偏移值 + 0.2% 全刻度 (~1/2 LSB)}

水平系统

量程 5 ns/div 到 50 s/div 2 ns/div 到 50 s/div 

解析度 5 ns/div 为 100 ps 2 ns/div 为 40 ps

时基精度 25 ppm 

参考位置 左、中、右

延迟范围 （预触发） 1 个屏幕宽度或 120 微秒 
（取更小者）

1 个屏幕宽度或 1 毫秒 
（取更小者）

延迟范围 （触发后） 50 毫秒到 500 秒 20 毫秒到 500 秒

延迟解析度 5 ns/div 为 100 ps 2 ns/div 为 40 ps

增量时间测量精度 相同通道：±0.0025% 读数 ±0.17% 屏幕宽度 ±60 ps
通道到通道：±0.0025% 读数 ±0.17% 屏幕宽度 ±120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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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格和特征 
U1610A U1620A

水平系统

模式 主、缩放、 XY、滚动

水平平移和缩放 双窗口缩放

触发系统

源 通道 1、通道 2、外部

模式 正常、单冲、自动

类型 边沿、毛刺、 TV、第 N 个边沿、 CAN、 LIN

自动调整 查找或显示活动通道，设置最高编号通道的边沿触发类型，将示波器通
道时基上的垂直灵敏度设置为显示 ~2 个周期 

需要 >10 mVpp 最低电压， 0.5% 占空比，以及 >50 Hz 最小频率

释抑时间 60 ns 至 10 s

量程 距离屏幕中心 ±6 div 

灵敏度 ≥10 mV/div：0.5 div

<10 mV/div：大于 1 div 或 5 mV 

触发电平精度 ±0.6 div

耦合模式 AC (~10 Hz)、 DC、低频抑制 (~35 kHz)、高频抑制 (~35 kHz)

外部触发

• 输入阻抗 1 MΩ ≈ 10 pF

• 最大输入 CAT III 300 Vrms

• 量程 直流耦合：触发电平 ±5 V

• 带宽 100 kHz

测量

自动测量 延迟、占空比 (+/-)、下降/上升时间、频率、周期、相移、 T-max、
T-min、宽度 (+/-)、幅度、平均值、低值、波峰、占空比平均值、最大

值、最小值、过冲、峰-峰、前冲、标准偏差、高值、

Vrms (AC/DC)、有效/表观/无功功率、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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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特征 7

    
U1610A U1620A

测量

波形数学函数 CH1 + CH2、 CH1 - CH2、 CH2 - CH1、 CH1 × CH2、 CH1/CH2、 CH2/CH1、
d/dt (CH1)、 d/dt (CH2)、 (CH1)dt、 (CH2)dt、 FFT

光标 增量 V：光标之间的电压差

增量 T：光标之间的时间差

FFT 点数 1024

FFT 窗 Rectangular、 Hamming、 Hanning、 Blackman-Harris、 Flattop

显示系统

显示 5.7" TFT LCD VGA 彩色（户外可读）

分辨率 VGA （屏幕区域）：640 垂直 x 480 水平

控制 矢量开/关、 sin x/x 内插开/关、无限保持开/关、背光灯强度、颜色方
案、清除显示

实时时钟 日期和时间 （可调）

语言 10 种语言 （可选）

内置帮助系统 按 [Help] 键可显示功能快速帮助

存储系统

保存/调用 （非易失存储器） 可将 10 种设置和波形保存到内部并进行调用

存储模式 USB 2.0 高速主机端口[3] 

图像格式：.bmp （8 位和 24 位）和 .png （24 位）

数据格式：.csv

I/O USB 2.0 全速主机， USB 2.0 全速客户机

打印机语言和标准 PCL 3 GUI、 PCL 5 Enhanced、 PCL 5 Color、 PCL 6

[1] 表示担保规格，所有其他都是典型规格。在 30 分钟的预热时间过后，并且在上次校准温度 23 ± 10 °C 范围之  
内，仪器的规格才有效。

[2] 有关规格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各个探头的手册。

[3] 仅支持 FAT 格式的 USB 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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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格和特征 
最大输入电压和通道隔离

图 7-1 示波器参考到接地的最大安全电压

U1610A 和 U1620A

最大输入电压

直接输入 CH1 和 CH2 （1:1 探头） CAT III 300 Vrms

输入 CH1 和 CH2 （10:1 探头） CAT III 600 Vrms[1]、 CAT II 1000 Vrms[1]

输入 CH1 和 CH2 （100:1 探头） CAT III 600 Vrms[1]、 CAT II 1000 Vrms[1]、 CAT I 3540 Vrms[1]

万用表输入 CAT III 600 Vrms、 CAT II 1000 Vrms

示波器输入 CAT III 300 Vrms

通道隔离

从任何端子到接地 CAT III 600 Vrms

[1] 有关规格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各个探头的手册。

电压 (Vrms)

频率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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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特征 7
图 7-2 最大输入电压

最大输入电压 (Vrms)

频率 (MHz)

最大输入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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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格和特征 

     
数字万用表规格

注意 • 在温度为 23 °C ± 5 °C，相对湿度小于 80% RH 的条件下，指定精度为 ±(读数    
百分比 + 最小有效数字计数）。

• AC V 规格为 AC 耦合，真 RMS，在 5% 至 100% 的范围内有效。 

• 指定的温度系数为 0.1 × (指定的精度) / °C (从 0 °C 至 18 °C 或 28 °C 至 50 °C)。

• 在 DC、50/60 Hz ± 0.1%（1kΩ 不均衡）条件下，共模抑制比 (CMRR) 为 > 90 dB。

• 在 50/60 Hz ± 0.1% 条件下，常模抑制比 (NMRR) 为 > 60 dB。

最大读数 自动极性指示为 10000 个计数

电压[1] CAT II 1000 V 或 CAT III 600 V

功能 量程 解析度 精度 输入阻抗
（标称）

测试电流

DC V

100.00 mV 0.01 mV 0.1% + 5 >1 GΩ

1000.0 mV 0.1 mV 0.09% + 5 11.11 MΩ

10.000 V 0.001 V
0.09% + 2

10.10 MΩ

100.00 V 0.01 V
10.01 MΩ

1000.0 V[2] 0.1 V 0.15% + 5

AC V

100.00 mV 0.01 mV 1% + 5 (40 Hz – 2 kHz) >1 GΩ

1000.0 mV 0.1 mV 1% + 5 (40 Hz – 500 Hz)

2% + 5 (500 Hz – 1 kHz)

10.00 MΩ
10.000 V 0.001 V 1% + 5 (40 Hz – 500 Hz)

1% + 5 (500 Hz – 1 kHz)

2% + 5 (1 kHz – 2 kHz)
100.00 V 0.01 V

1000.0 V[2] 0.1 V 1% + 5 (40 Hz – 500 Hz)

1% + 5 (500 Hz – 1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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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特征 7
功能 量程 解析度 精度 输入阻抗
（标称）

测试电流

AC+DC V

100.00 mV 0.01 mV 1.1% + 5 (40 Hz – 2 kHz) >1 GΩ

1000.0 mV 0.1 mV 1.1% + 10 (40 Hz – 500 Hz)

2.1% + 10 (500 Hz – 1 kHz)

10.00 MΩ
10.000 V 0.001 V 1.1% + 7 (40 Hz – 500 Hz)

1.1% + 7 (500 Hz – 1 kHz)

2% + 5 (1 kHz – 2 kHz)
100.00 V 0.01 V

1000.0 V[2] 0.1 V 1.2% + 10 (40 Hz – 500 Hz)

1.2% + 10 (500 Hz – 1 kHz)

二极管[3] 

1 V 0.001 V 0.3% + 2 ~0.5 mA

蜂鸣器 <~50 mV，正常的正向偏压二极管或半导体结的单一声调， 0.3 V ≤ 读数 ≤ 0.8 V[4]

过载保护：1000 Vrms （对于 <0.3 A 的短路）

开路电压：<+2.8 VDC

即时导通 [3] 电阻 <10 Ω [4] 时发出连续蜂鸣声

电阻

1000.0 Ω[5] 0.1 Ω

0.3% + 3

0.5 mA

10.000 kΩ[5] 0.001 kΩ 50 mA

100.00 kΩ 0.01 kΩ 4.91 mA

1000.0 kΩ 0.1 kΩ 447 nA

10.000 MΩ 0.001 MΩ 0.8% + 3 112 nA

100.00 MΩ[6] 0.01 MΩ 1.5% + 3 112 nA

电容

1000.0 nF 0.1 nF

1.2% + 4[7]10.000 mF 0.001 mF

100.00 mF 0.01 mF

1000.0 mF 0.1 mF
2% + 4[7]

10.000 mF 0.001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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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格和特征 
功能 量程 解析度 精度 输入阻抗
（标称）

测试电流

频率 [3]

100.00 Hz 0.01 Hz

0.03% + 3

1000.0 Hz 0.1 Hz

10.000 kHz 0.001 kHz 

100.00 kHz 0.01 kHz

1000.0 kHz 0.1 kHz

[1] 如果参照 GND，则只允许最多测量 CAT III 600 V。

[2] 仅允许用于浮动电压。

[3] 表示典型规格，所有其他都是担保规格。

[4] 表示特征。

[5] 在使用 Null 功能去除测试引线电阻和热效应之后，将指定精度。

[6] RH 指定为 <60%。温度系数是 0.15 × 指定的精度，为 >50 MΩ。

[7] 精度基于薄膜电容器或更好的电容器，并对残值使用相对值模式。

注意 Agilent 建议使用 U1586B 温度适配器进行温度测量。有关 U1586B 规格的详细信
息，请参考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litweb/pdf/U1586-90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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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特征 7
数据记录器规格

示波器和万用表记录器

量程 1 s/div – 86400 s/div （1 天 /div）

记录时间范围 8 天

存储深度 691200 点

记录模式 连续 （量程将根据所用时间而改变）

采样率 1 个样本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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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格和特征 
一般规格

电源

交流/直流适配器：

• 线电压范围：50/60 Hz， 100–240 VAC， 1.6 A
• 输出电压：15 VDC， 4 A
• 安装类别 II

电池：

• 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组， 10.8 V
• 操作时间：最长 3 小时

操作环境

温度： 

• 0 °C 至 50 °C （仅使用电池）

• 0 °C 至 40 °C （带交流/直流适配器）

湿度：

• 最大湿度：在 40 °C 时为 80% RH （无凝结）

• 最小湿度：在 40 °C 时为 50% RH （无凝结）

最大海拔高度为 2000 m

污染度 2

储存合规性

温度：–20 °C 至 70 °C

湿度：在 40 °C 时最高为 95% RH （无凝结）

最大海拔高度为 15000 m

冲击

经测试符合 IEC 60068-2-27

震动

经测试符合 IEC 60068-2-6， IEC 60068-2-64

安全合规性

IEC 61010-1:2001/EN 61010-1:2001

加拿大：CAN/CSA-C22.2 No. 61010-1-04

美国：ANSI/UL 6101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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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特征 7
EMC 合规性

IEC 61326-1:2005/EN 61326-1:2006

澳大利亚/新西兰：AS/NZS CISPR11:2004

加拿大：ICES/NMB-001：2006 年 6 月第 4 期

IP 等级

IP41 进入防护符合 IEC 60529 标准

仅在盖子（对于直流电插口和 USB 端口）盖回原位时，此等级才适用

尺寸（宽 × 高 × 长）

183 毫米 × 270 毫米 × 65 毫米

重量

< 2.5 千克

担保

主机保修期为三年

标准附随件保修期为三个月（除非另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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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格和特征 
污染度

本仪器可在污染度为 2 的环境下工作。

污染度 1 

无污染，或仅发生干燥的非传导性污染。此污染级别没有影响。例如，清洁的房
间或控制温度的办公环境。

污染度 2 

通常指仅发生干燥的非传导性污染。有时可能发生由于冷凝而造成的暂时性传
导。例如一般室内环境。

污染度 3

发生传导性污染，或干燥的非传导性污染，由于冷凝而变为具有传导性。例如有
遮棚的室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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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特征 7
测量类别

本仪器可在测量类别 II 和 III 状态下进行测量。

测量 CAT I 

在没有直接连接到主电源的电路上进行测量。例如，对不是源于主电源的电路和
特别受保护 （内部）的电路进行测量。

测量 CAT II

在直接连接到低压设备的电路上进行测量。例如，对家用电器、便携式工具和类
似的设备进行测量。

测量 CAT III 

在建筑设备中进行测量。例如，在固定设备中的配电板、断路器、线路 （包括
电缆、母线、接线盒、开关、插座）以及工业用途的设备和某些其他设备 （包
括永久连接到固定装置的固定电机）上进行测量。

测量 CAT IV 

在低压设备的电源上进行测量。例如，在主要过电保护设备和脉冲控制单元上的
量电计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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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格和特征 
本页特意留为空白。
116 U1610/20A 用户指南



Agilent Technologies

©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2011–2013

第二版，2013 年 2 月 5 日
U1610-90046

www.agilent.com

联系我们 
要获得服务、保修或技术帮助，请通过以下电话
或传真号码联系我们：

美国：

（电话） 800 829 4444 （传真） 800 829 4433
加拿大：

（电话） 877 894 4414 （传真） 800 746 4866
中国：

（电话） 800 810 0189 （传真） 800 820 2816
欧洲：

（电话） 31 20 547 2111
日本：

（电话） (81) 426 56 7832（传真） (81) 426 56 7840
韩国：

（电话） (080) 769 0800 （传真） (080) 769 0900
拉丁美洲：

（电话） (305) 269 7500
中国台湾地区：

（电话） 0800 047 866 （传真） 0800 286 331
其他亚太国家 / 地区：

（电话） (65) 6375 8100 （传真） (65) 6755 0042

或访问 Agilent 网站：
www.agilent.com/find/assist

本文档中的产品规格和说明如有更改，恕不另行
通知。请经常访问 Agilent 网站以获得最新修订  
信息。


	Agilent U1610/20A 手持式数字示波器
	本指南结构…
	目录
	图列表
	1 入门
	简介
	包装内容
	可选附件
	调整腕带
	安装挂绳
	对电池充电
	倾斜手持式示波器
	打开/关闭手持式示波器电源
	使用功能软键
	访问快速帮助
	重置手持式示波器
	执行自我校准
	设置日期和时间及语言
	将探头连接到示波器端子
	补偿示波器探头
	单独隔离的示波器输入通道
	在 CAT III 600 V 条件下使用隔离探头进行浮动测量
	减额曲线

	将测试引线连接到万用表端子

	2 产品外观
	产品外观
	前面板键概述
	示波器显示屏概述
	万用表和数据记录器显示屏概述

	3 使用示波器
	垂直控制
	波形显示的通道选择
	垂直系统设置
	通道耦合
	探头设置
	AC 电流测量
	反转控制
	带宽限制控制
	归零

	水平控制
	水平系统设置
	水平模式
	记录长度

	触发控制
	触发类型
	边沿触发
	毛刺触发
	TV 触发
	第 N 个边沿触发
	CAN 触发
	LIN 触发
	触发模式
	触发释抑
	噪声抑制

	波形采集控制
	显示控制
	矢量显示
	Sin x/x 内插
	无限保持

	自动测量
	时间测量
	电压测量
	功率测量

	光标测量控制
	分析仪控制
	数学函数
	FFT 功能

	自动调整和运行/停止控制
	自动调整
	运行/停止

	保存和调用控制
	保存控制
	调用控制
	打印屏幕控制


	4 使用数字万用表
	简介
	电压测量
	电阻测量
	电容测量
	二极管测试
	导通测试
	温度测量
	频率测量
	相对值测量
	量程
	重新开始测量

	5 使用数据记录器
	简介
	示波器记录器
	测量统计
	图形模式
	保存记录的数据
	删除保存的记录数据
	传输保存的记录数据

	万用表记录器
	测量选择
	图形模式
	保存记录的数据
	删除保存的记录数据
	传输保存的记录数据


	6 使用系统相关功能
	简介
	一般系统设置
	USB 连接
	设置语言
	设置日期和时间
	设置自动关闭

	显示屏设置
	背光灯强度
	查看模式

	声音设置
	维修功能
	固件更新
	自我校准
	消除混叠

	系统信息

	7 规格和特征
	示波器规格和特征
	最大输入电压和通道隔离
	数字万用表规格
	数据记录器规格
	一般规格
	污染度
	测量类别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None)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5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tru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fals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3Of9Barcode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Arabic-Bold
    /AdobeArabic-BoldItalic
    /AdobeArabic-Italic
    /AdobeArabic-Regular
    /AdobeFangsongStd-Regular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GothicStd-Bold
    /AdobeHebrew-Bold
    /AdobeHebrew-BoldItalic
    /AdobeHebrew-Italic
    /AdobeHebrew-Regular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MingStd-Light
    /AdobeMyungjoStd-Medium
    /AdobePiStd
    /AdobeSansMM
    /AdobeSerifMM
    /AdobeSongStd-Light
    /AdobeThai-Bold
    /AdobeThai-BoldItalic
    /AdobeThai-Italic
    /AdobeThai-Regular
    /AGaramond-Bold
    /AGaramond-BoldItalic
    /AGaramond-Italic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GaramondPro-Semibold
    /AGaramond-Regular
    /AGaramond-Semibold
    /AGaramond-SemiboldItalic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GHlvCyrillicBold-ItalicA
    /AgilentCenturyITC-Bold
    /AgilentCenturyITC-BoldItalic
    /AgilentCenturyITC-Book
    /AgilentCenturyITC-BookItalic
    /AgilentCond-Bold
    /AgilentCondensedCFF
    /AgilentCondensedCFF-Bold
    /AgilentCondensedCFF-BoldItalic
    /AgilentCondensedCFF-Italic
    /AgilentCondensedCFF-Light
    /AgilentCondensedCFF-LightItalic
    /AgilentCond-Italic
    /AgilentCond-Light
    /AgilentCond-Regular
    /AgilentSymbolOne-Regular
    /AgilentSymbolTwo-Regular
    /AICAPL
    /Algerian
    /AndaleMono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ArialUnicodeMS
    /AvantGarde-Book
    /AvantGarde-BookOblique
    /AvantGarde-Demi
    /AvantGarde-DemiOblique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GothicStd-Black
    /BellGothicStd-Bold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mbo
    /Bembo-Bold
    /Bembo-BoldItalic
    /Bembo-ExtraBold
    /Bembo-ExtraBoldItalic
    /Bembo-Italic
    /Bembo-Semibold
    /Bembo-Semibold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lackoakStd
    /BodoniMT
    /BodoniMTBlack
    /BodoniMTBlack-Italic
    /BodoniMT-Bold
    /BodoniMT-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
    /BodoniMTCondensed-Bold
    /BodoniMTCondensed-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Italic
    /BodoniMT-Italic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Demi
    /Bookman-DemiItalic
    /Bookman-Light
    /Bookman-Light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MasterGothic-Bold
    /BookMasterGothic-BoldItalic
    /BookMasterGothic-Italic
    /BookMasterGothic-Reverse
    /BookMasterGothic-Roman
    /BookMasterSymbol-Regular
    /BookshelfSymbolSeven
    /BradleyHandITC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ushScriptMT
    /BrushScriptStd
    /Bubbles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stel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Bold
    /Century-BoldItalic
    /Century-Book
    /Century-BookItalic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Light
    /Century-LightItalic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EE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EE
    /Century-Schoolbook-EE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EE
    /Century-Ultra
    /Century-UltraItalic
    /Chalet-LondonNineteenSixty
    /Chalet-NewYorkNineteenSixty
    /ChaletOblique-London
    /ChaletOblique-NewYork
    /ChaletOblique-Paris
    /Chalet-ParisNineteenSixty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hiller-Regular
    /Ciscoblack
    /Cisco-Black
    /Ciscoblackoblique
    /Cisco-BlackOblique-Regular
    /Ciscobold
    /Cisco-Bold
    /Ciscoboldoblique
    /Cisco-BoldOblique-Regular
    /Ciscolight
    /Cisco-Light
    /Ciscolightoblique
    /Cisco-LightOblique-Regular
    /Ciscooblique
    /Cisco-Oblique-Regular
    /Ciscoregular
    /Cisco-Regular
    /CiscoSans
    /CiscoSans-Bold
    /CiscoSans-ExtraLight
    /CiscoSans-Heavy
    /CiscoSerifbold
    /CiscoSerif-Bold
    /CiscoSerifbolditalic
    /CiscoSerif-BoldItalic-Regular
    /CiscoSerifitalic
    /CiscoSerif-Italic-Regular
    /CiscoSerifregular
    /CiscoSerif-Regular
    /Ciscosymbol
    /Cisco-Symbol
    /Code39HalfInch-Regular
    /Code39OneInch-Regular
    /Code39QuarterInch-Regular
    /Code39Slim-Regular
    /Code39SmallHigh-Regular
    /Code39SmallLow-Regular
    /Code39SmallMedium-Regular
    /Code39Wide-Regular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urier
    /Courier-Bold
    /Courier-BoldItalic
    /Courier-BoldOblique
    /Courier-Cyryl
    /CouRier-CyrylBold
    /Courier-CyrylBoldOblique
    /Courier-CyrylOblique
    /Courier-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ourier-Oblique
    /CourierStd
    /CourierStd-Bold
    /CourierStd-BoldOblique
    /CourierStd-Oblique
    /CurlzMT
    /DFHei-Bd-HK-BF
    /DFHei-Bd-HKP-BF
    /DFHei-Md-HKSCSP-U
    /DFHei-Md-HKSCSP-UGB5
    /DFHei-Md-HKSCS-U
    /DFHei-Md-HKSCS-UGB5
    /DFHeiMedium-V30-UNI-H
    /DFHeiStd-W3
    /DFHeiStd-W5
    /DFHeiStd-W7
    /DFHeiStd-W9
    /DFHeiW12-GB5
    /DFHeiW3
    /DFHeiW3-GB5
    /DFHei-W3-WIN-BF
    /DFHei-W3-WINP-BF
    /DFHeiW5
    /DFHeiW5-GB5
    /DFHeiW7
    /DFHeiW7-GB5
    /DFHeiW9
    /DFHeiW9-GB5
    /DFKaiShu-SB-Estd-BF
    /DFKGothic-Bd-WIN-KSC-H
    /DFKGothic-Md-WIN-KSC-H
    /DFKMincho-Bd-WIN-KSC-H
    /DFKMincho-Md-WIN-KSC-H
    /DFLiHei-Bd-HK-BF
    /DFLiHei-Bd-WIN-BF
    /DFLiHei-Lt-HK-BF
    /DFLiHei-Md-HK-BF
    /DFLiHei-Md-WIN-BF
    /DFMing-Bd-HK-BF
    /DFMing-Bd-HKP-BF
    /DFNHei-W9-WIN-BF
    /DFNHei-W9-WINP-BF
    /DFPHeiW12-GB5
    /DFPHeiW3
    /DFPHeiW3-GB5
    /DFPHeiW5
    /DFPHeiW5-GB5
    /DFPHeiW7
    /DFPHeiW7-GB5
    /DFPHeiW9
    /DFPHeiW9-GB5
    /DFPSongW12
    /DFPSongW3
    /DFPSongW5
    /DFPSongW7
    /DFSongW12
    /DFSongW3
    /DFSongW5
    /DFSongW7
    /DIN
    /DIN-Black
    /DINBlackAlternate
    /DIN-BlackAlternate
    /DIN-BlackItalic
    /DIN-BlackItalicAlt
    /DIN-BlackItalicExp
    /DINBold
    /DIN-Bold
    /DINBoldAlternate
    /DIN-BoldAlternate
    /DIN-BoldItalic
    /DIN-BoldItalicAlt
    /DIN-BoldItalicExp
    /DINCond-Black
    /DINCond-BlackAlternate
    /DINCond-BlackExpert
    /DINCond-Bold
    /DINCond-BoldAlternate
    /DINCond-BoldExpert
    /DINCond-Light
    /DINCond-LightAlternate
    /DINCond-LightExpert
    /DINCond-Medium
    /DINCond-MediumAlternate
    /DINCond-MediumExpert
    /DINCond-Regular
    /DINCond-RegularAlternate
    /DINCond-RegularExpert
    /DINEngschrift
    /DINEngschrift-Alternate
    /DIN-Euro
    /DIN-Light
    /DINLightAlternate
    /DIN-LightAlternate
    /DIN-LightItalic
    /DIN-LightItalicAlt
    /DIN-LightItalicExp
    /DIN-Medium
    /DINMediumAlternate
    /DIN-MediumAlternate
    /DIN-MediumItalic
    /DIN-MediumItalicAlt
    /DIN-MediumItalicExp
    /DINPro-Black
    /DINPro-Bold
    /DINPro-Light
    /DINPro-Medium
    /DINPro-Regular
    /DIN-Regular
    /DINRegularAlternate
    /DIN-RegularAlternate
    /DIN-RegularItalic
    /DIN-RegularItalicAlt
    /DIN-RegularItalicExp
    /DLCFongSung
    /DLCHayBold
    /DLCHayMedium
    /DLCKaiMedium
    /DLCRoundLight
    /Dotum
    /DotumChe
    /EccentricStd
    /EdwardianScriptITC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ngraversMT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EstrangeloEdessa
    /EuroMono-Bold
    /EuroMono-BoldItalic
    /EuroMono-Italic
    /EuroMono-Regular
    /EuroSans-Bold
    /EuroSans-BoldItalic
    /EuroSans-Italic
    /EuroSans-Regular
    /EuroSerif-Bold
    /EuroSerif-BoldItalic
    /EuroSerif-Italic
    /EuroSerif-Regular
    /FangSong_GB2312
    /FelixTitlingMT
    /FootlightMTLight
    /Formata-Bold
    /Formata-BoldCondensed
    /Formata-BoldCondensedItalic
    /Formata-BoldItalic
    /Formata-CnItalicExpert
    /Formata-CnItalicSC
    /Formata-Condensed
    /Formata-CondensedExpert
    /Formata-CondensedItalic
    /Formata-CondensedOutline
    /Formata-CondensedSC
    /Formata-Italic
    /Formata-ItalicExpert
    /Formata-ItalicSC
    /Formata-Light
    /Formata-LightCnExpert
    /Formata-LightCnItalicExpert
    /Formata-LightCnItalicSC
    /Formata-LightCnSC
    /Formata-LightCondensed
    /Formata-LightCondensedItalic
    /Formata-LightExpert
    /Formata-LightItalic
    /Formata-LightItalicExpert
    /Formata-LightItalicSC
    /Formata-LightSC
    /Formata-Medium
    /Formata-MediumCondensed
    /Formata-MediumCondensedItalic
    /Formata-MediumItalic
    /Formata-Outline
    /Formata-Regular
    /Formata-RegularExpert
    /Formata-RegularSC
    /ForteMT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Frutiger-Black
    /Frutiger-BlackCn
    /Frutiger-BlackItalic
    /Frutiger-Bold
    /Frutiger-BoldCn
    /Frutiger-BoldItalic
    /Frutiger-Cn
    /Frutiger-ExtraBlackCn
    /Frutiger-Italic
    /Frutiger-Light
    /Frutiger-LightCn
    /Frutiger-LightItalic
    /FrutigerLTStd-Black
    /FrutigerLTStd-BlackCn
    /FrutigerLTStd-BlackItalic
    /FrutigerLTStd-Bold
    /FrutigerLTStd-BoldCn
    /FrutigerLTStd-BoldItalic
    /FrutigerLTStd-Cn
    /FrutigerLTStd-ExtraBlackCn
    /FrutigerLTStd-Italic
    /FrutigerLTStd-Light
    /FrutigerLTStd-LightCn
    /FrutigerLTStd-LightItalic
    /FrutigerLTStd-Roman
    /FrutigerLTStd-UltraBlack
    /Frutiger-Roman
    /Frutiger-UltraBlack
    /FuturaBal-Bold
    /FuturaBal-Book
    /FuturaBal-BookItalic
    /FuturaBal-Heavy
    /FuturaBal-Light
    /FuturaBal-Medium
    /FuturaBal-MediumItalic
    /FuturaBk
    /FuturaBk-Bold
    /FuturaBk-Italic
    /Futura-Bold
    /Futura-BoldOblique
    /Futura-Book
    /Futura-BookItalic
    /FuturaCE-Bold
    /FuturaCE-Book
    /FuturaCE-BookItalic
    /FuturaCE-Heavy
    /FuturaCE-Light
    /FuturaCE-Medium
    /FuturaCE-MediumItalic
    /FuturaGrk-Bold
    /FuturaGrk-Book
    /FuturaGrk-BookItalic
    /FuturaGrk-Heavy
    /FuturaGrk-Light
    /FuturaGrk-Medium
    /Futura-Heavy
    /FuturaHv
    /FuturaL5-Bold
    /FuturaL5-Book
    /FuturaL5-BookItalic
    /FuturaL5-Heavy
    /FuturaL5-Light
    /FuturaL5-Medium
    /FuturaL5-MediumItalic
    /Futura-Light
    /FuturaLt
    /FuturaMd
    /Futura-Medium
    /FZSTK--GBK1-0
    /FZSY--SURROGATE-0
    /FZYTK--GBK1-0
    /Gabriola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utami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igi-Regular
    /GillSans
    /GillSans-Bold
    /GillSans-BoldCondensed
    /GillSans-BoldItalic
    /GillSans-Condensed
    /GillSans-CondensedBold
    /GillSans-Italic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thicB-HM
    /GothicL-HM
    /GothicR-HM
    /GothicXB-HM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2gtrB
    /H2gtrE
    /H2gtrL
    /H2gtrM
    /H2wulB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iSCW6Half-SemiBold
    /HeiSCW6K0C-SemiBold
    /HeiSCW6K21-SemiBold
    /HeiSCW6K22-SemiBold
    /HeiSCW6K23-SemiBold
    /HeiSCW6K24-SemiBold
    /HeiSCW6K25-SemiBold
    /HeiSCW6K26-SemiBold
    /HeiSCW6K27-SemiBold
    /HeiSCW6K28-SemiBold
    /HeiSCW6K29-SemiBold
    /HeiSCW6K30-SemiBold
    /HeiSCW6K31-SemiBold
    /HeiSCW6K32-SemiBold
    /HeiSCW6K33-SemiBold
    /HeiSCW6K34-SemiBold
    /HeiSCW6K35-SemiBold
    /HeiSCW6K36-SemiBold
    /HeiSCW6K37-SemiBold
    /HeiSCW6K38-SemiBold
    /HeiSCW6K39-SemiBold
    /HeiSCW6K3A-SemiBold
    /HeiSCW6K3B-SemiBold
    /HeiSCW6K3C-SemiBold
    /HeiSCW6K3D-SemiBold
    /HeiSCW6K3E-SemiBold
    /HeiSCW6K3F-SemiBold
    /HeiSCW6K40-SemiBold
    /HeiSCW6K41-SemiBold
    /HeiSCW6K42-SemiBold
    /HeiSCW6K43-SemiBold
    /HeiSCW6K44-SemiBold
    /HeiSCW6K45-SemiBold
    /HeiSCW6K46-SemiBold
    /HeiSCW6K47-SemiBold
    /HeiSCW6K48-SemiBold
    /HeiSCW6K49-SemiBold
    /HeiSCW6K4A-SemiBold
    /HeiSCW6K4B-SemiBold
    /HeiSCW6K4C-SemiBold
    /HeiSCW6K4D-SemiBold
    /HeiSCW6K4E-SemiBold
    /HeiSCW6K4F-SemiBold
    /HeiSCW6K50-SemiBold
    /HeiSCW6K51-SemiBold
    /HeiSCW6K52-SemiBold
    /HeiSCW6K53-SemiBold
    /HeiSCW6K54-SemiBold
    /HeiSCW6K55-SemiBold
    /HeiSCW6K56-SemiBold
    /HeiSCW6K58-SemiBold
    /HeiSCW6K59-SemiBold
    /HeiSCW6K5A-SemiBold
    /HeiSCW6K5B-SemiBold
    /HeiSCW6K5C-SemiBold
    /HeiSCW6K5D-SemiBold
    /HeiSCW6K5E-SemiBold
    /HeiSCW6K5F-SemiBold
    /HeiSCW6K60-SemiBold
    /HeiSCW6K61-SemiBold
    /HeiSCW6K62-SemiBold
    /HeiSCW6K63-SemiBold
    /HeiSCW6K64-SemiBold
    /HeiSCW6K65-SemiBold
    /HeiSCW6K66-SemiBold
    /HeiSCW6K67-SemiBold
    /HeiSCW6K68-SemiBold
    /HeiSCW6K69-SemiBold
    /HeiSCW6K6A-SemiBold
    /HeiSCW6K6B-SemiBold
    /HeiSCW6K6C-SemiBold
    /HeiSCW6K6D-SemiBold
    /HeiSCW6K6E-SemiBold
    /HeiSCW6K6F-SemiBold
    /HeiSCW6K70-SemiBold
    /HeiSCW6K71-SemiBold
    /HeiSCW6K72-SemiBold
    /HeiSCW6K73-SemiBold
    /HeiSCW6K74-SemiBold
    /HeiSCW6K75-SemiBold
    /HeiSCW6K76-SemiBold
    /HeiSCW6K77-SemiBold
    /Helvetica
    /Helvetica-Black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Italic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Condensed
    /Helvetica-Condensed-Bold
    /Helvetica-Condensed-BoldObl
    /Helvetica-Condensed-Oblique
    /Helvetica-CyrylBoldCond75
    /Helvetica-CyrylBoldObliqueCond75
    /Helvetica-CyrylCond75
    /Helvetica-CyrylOblique
    /Helvetica-Italic
    /Helvetica-Light
    /Helvetica-Narrow
    /Helvetica-Narrow-Bold
    /Helvetica-Narrow-BoldOblique
    /Helvetica-Narrow-Oblique
    /HelveticaNeue-Bold
    /HelveticaNeue-BoldCond
    /HelveticaNeue-BoldCondObl
    /HelveticaNeue-BoldItalic
    /HelveticaNeue-Condensed
    /HelveticaNeue-CondensedObl
    /HelveticaNeue-HeavyCond
    /HelveticaNeue-HeavyCondObl
    /HelveticaNeue-HeavyExt
    /HelveticaNeue-HeavyExtObl
    /HelveticaNeue-Italic
    /HelveticaNeue-LightCond
    /HelveticaNeue-LightCondObl
    /HelveticaNeueLTPro-Bd
    /HelveticaNeueLTPro-BdCn
    /HelveticaNeueLTPro-BdCnO
    /HelveticaNeueLTPro-BdEx
    /HelveticaNeueLTPro-BdExO
    /HelveticaNeueLTPro-BdIt
    /HelveticaNeueLTPro-BdOu
    /HelveticaNeueLTPro-Blk
    /HelveticaNeueLTPro-BlkCn
    /HelveticaNeueLTPro-BlkCnO
    /HelveticaNeueLTPro-BlkEx
    /HelveticaNeueLTPro-BlkExO
    /HelveticaNeueLTPro-BlkIt
    /HelveticaNeueLTPro-Cn
    /HelveticaNeueLTPro-CnO
    /HelveticaNeueLTPro-Ex
    /HelveticaNeueLTPro-ExO
    /HelveticaNeueLTPro-Hv
    /HelveticaNeueLTPro-HvCn
    /HelveticaNeueLTPro-HvCnO
    /HelveticaNeueLTPro-HvEx
    /HelveticaNeueLTPro-HvExO
    /HelveticaNeueLTPro-HvIt
    /HelveticaNeueLTPro-It
    /HelveticaNeueLTPro-Lt
    /HelveticaNeueLTPro-LtCn
    /HelveticaNeueLTPro-LtCnO
    /HelveticaNeueLTPro-LtEx
    /HelveticaNeueLTPro-LtExO
    /HelveticaNeueLTPro-LtIt
    /HelveticaNeueLTPro-Md
    /HelveticaNeueLTPro-MdCn
    /HelveticaNeueLTPro-MdCnO
    /HelveticaNeueLTPro-MdEx
    /HelveticaNeueLTPro-MdExO
    /HelveticaNeueLTPro-MdIt
    /HelveticaNeueLTPro-Roman
    /HelveticaNeueLTPro-Th
    /HelveticaNeueLTPro-ThCn
    /HelveticaNeueLTPro-ThCnO
    /HelveticaNeueLTPro-ThEx
    /HelveticaNeueLTPro-ThExO
    /HelveticaNeueLTPro-ThIt
    /HelveticaNeueLTPro-UltLt
    /HelveticaNeueLTPro-UltLtCn
    /HelveticaNeueLTPro-UltLtCnO
    /HelveticaNeueLTPro-UltLtEx
    /HelveticaNeueLTPro-UltLtExO
    /HelveticaNeueLTPro-UltLtIt
    /HelveticaNeueLTPro-XBlkCn
    /HelveticaNeueLTPro-XBlkCnO
    /HelveticaNeue-MediumCond
    /HelveticaNeue-MediumCondObl
    /HelveticaNeue-MediumExt
    /HelveticaNeue-MediumExtObl
    /HelveticaNeue-Roman
    /Helvetica-Oblique
    /HelvLight-Normal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oboStd
    /HPFuturaBook
    /HPFuturaBook-Bold
    /HPFuturaBook-Italic
    /HPFutura-Heavy
    /HPFutura-Light
    /HPFutura-Medium
    /HPLogo
    /HPLogoLarge
    /HPLogoPlain
    /HPSansBold-Bold
    /HPSansBold-BoldItalic
    /HPSansExtraBold-Bold
    /HPSans-Italic
    /HPSansLightCondensed-Regular
    /HPSansLight-Italic
    /HPSansLight-Regular
    /HPSans-Regular
    /HPSimplified-Bold
    /HPSimplified-BoldItalic
    /HPSimplified-Italic
    /HPSimplified-Light
    /HPSimplified-LightItalic
    /HPSimplified-Regular
    /HumanaSansITC-Bold
    /HumanaSansITC-BoldItalic
    /HumanaSansITC-Light
    /HumanaSansITC-LightItalic
    /HumanaSansITC-Medium
    /HumanaSansITC-MediumItalic
    /Humanist521BT-Bold
    /Humanist521BT-BoldItalic
    /Humanist521BT-Italic
    /Humanist521BT-Roman
    /HYa1gj
    /HYa3gj
    /HYa6gj
    /HYb1gj
    /HYb2gj
    /HYb9gj
    /HYe2gj
    /HYg1gj
    /HYg2gj
    /HYGoThic-Medium
    /IBM-BodoniBELight
    /IBM-BodoniBELightExpert
    /IBM-BodoniBELightOblExp
    /IBM-BodoniBELightOblique
    /IBM-BodoniBERegOblExp
    /IBM-BodoniBERegular
    /IBM-BodoniBERegularExpert
    /IBM-BodoniBERegularOblique
    /IBM-HelveticaBlack
    /IBM-HelveticaBlackOblique
    /IBM-HelveticaLight
    /IBM-HelveticaLightOblique
    /IBMLogo
    /IBM-Logo-8-Bar
    /Iconoclast
    /IK_HE
    /IK_HE1
    /IK_SN
    /IK_SN1
    /Impact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nnMing-Medium
    /ItcEras-Bold
    /ItcEras-Book
    /ItcEras-Demi
    /ItcEras-Light
    /ItcEras-Medium
    /ItcEras-Ultra
    /ITC-Zapf-Dingbats-SWA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iTi_GB2312
    /Kartika
    /KhmerOS
    /KhmerOSbattambang
    /KhmerOSbokor
    /KhmerOScontent
    /KhmerOSfasthand
    /KhmerOSfreehand
    /KhmerOSmc
    /KhmerOSmuol
    /KhmerOSMuolLight
    /Khmer-OS-Muol-Pali
    /KhmerOSSiemreap
    /KhmerOSsys
    /KM-Symbolnew
    /KozGoPr6N-Bold
    /KozGoPr6N-ExtraLight
    /KozGoPr6N-Heavy
    /KozGoPr6N-Light
    /KozGoPr6N-Medium
    /KozGoPr6N-Regular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GoStd-Bold
    /KozGoStd-ExtraLight
    /KozGoStd-Light
    /KozGoStd-Medium
    /KozGoStd-Regular
    /KozMinPr6N-Bold
    /KozMinPr6N-ExtraLight
    /KozMinPr6N-Heavy
    /KozMinPr6N-Light
    /KozMinPr6N-Medium
    /KozMinPr6N-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KozMinStd-Bold
    /KozMinStd-ExtraLight
    /KozMinStd-Heavy
    /KozMinStd-Light
    /KozMinStd-Medium
    /KozMinStd-Regular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ha
    /LatinWide
    /LCDfont2-NormalAAAA
    /LCDfont3Normal
    /LCDfont-NormalAA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inGothic-Light
    /LinGothic-Medium
    /LiSu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mnTT-F2
    /LmnTTFantBig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Grande
    /LucidaGrande-Bold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Math-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ngal-Regular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iryo
    /Meiryo-Bold
    /Meiryo-BoldItalic
    /Meiryo-Italic
    /MeiryoUI
    /MeiryoUI-Bold
    /MeiryoUI-BoldItalic
    /MeiryoUI-Italic
    /Merlin
    /Merlin-Bold
    /MesquiteStd
    /MHeiStd-Medium
    /MicrosoftSansSerif
    /MicrosoftYaHei
    /MicrosoftYaHei-Bold
    /MingLiU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inoltaSymbols-Normal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otypeCorsiva
    /MonotypeSorts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VBoli
    /MyriadPro-BlackCond
    /MyriadPro-BlackCondIt
    /MyriadPro-BlackSemiExt
    /MyriadPro-BlackSemiExtIt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BoldSemiExt
    /MyriadPro-BoldSemiExt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LightCond
    /MyriadPro-LightCondIt
    /MyriadPro-LightSemiExt
    /MyriadPro-LightSemiExt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Cond
    /MyriadPro-SemiboldCondIt
    /MyriadPro-SemiboldIt
    /MyriadPro-SemiboldSemiExt
    /MyriadPro-SemiboldSemiExtIt
    /MyriadPro-SemiExt
    /MyriadPro-SemiExtIt
    /MyriadWebPro
    /MyriadWebPro-Bold
    /MyriadWebPro-Italic
    /NanumGothic
    /NanumGothicBold
    /NanumGothicExtraBold
    /NeoSans
    /NeoSans-Black
    /NeoSans-BlackItalic
    /NeoSans-Bold
    /NeoSans-BoldItalic
    /NeoSansIntel
    /NeoSansIntel-Italic
    /NeoSansIntel-Light
    /NeoSansIntel-LightItalic
    /NeoSansIntel-Medium
    /NeoSansIntel-MediumItalic
    /NeoSans-Italic
    /NeoSans-Light
    /NeoSans-LightItalic
    /NeoSans-Medium
    /NeoSans-MediumItalic
    /NewCenturySchlbk-Bold
    /NewCenturySchlbk-BoldItalic
    /NewCenturySchlbk-Italic
    /NewCenturySchlbk-Roman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SimSun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OCRAbyBT-Regular
    /OCRAExtended
    /OCRAStd
    /OCRB10PitchBT-Regular
    /OldEnglishTextMT
    /Onyx
    /Optimum-Bold
    /Optimum-BoldItalic
    /Optimum-Roman
    /Optimum-RomanItalic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PalaceScriptMT
    /Palatino-Bold
    /Palatino-BoldItalic
    /Palatino-Italic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latinoLTStd-Black
    /PalatinoLTStd-BlackItalic
    /PalatinoLTStd-Bold
    /PalatinoLTStd-BoldItalic
    /PalatinoLTStd-Italic
    /PalatinoLTStd-Light
    /PalatinoLTStd-LightItalic
    /PalatinoLTStd-Medium
    /PalatinoLTStd-MediumItalic
    /PalatinoLTStd-Roman
    /Palatino-Roman
    /Papyrus-Regular
    /Parchment-Regular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laybill
    /PMingLiU
    /PoorRichard-Regular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Pristina-Regular
    /Raavi
    /RageItalic
    /Ravie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sewoodStd-Regular
    /ScriptMTBold
    /SegoeUI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Italic
    /ShinMGoPro-Bold
    /ShinMGoPro-DeBold
    /ShinMGoPro-Heavy
    /ShinMGoPro-Light
    /ShinMGoPro-Medium
    /ShinMGoPro-Regular
    /ShinMGoPro-Ultra
    /ShowcardGothic-Reg
    /Shruti
    /SimHei
    /SimSun
    /SimSun-PUA
    /SlatePro-Bk
    /SlatePro-Bold
    /SlatePro-Light
    /SlatePro-LightItalic
    /SnapITC-Regular
    /SongSCW5K25-Medium
    /SongSCW5K26-Medium
    /SongSCW5K27-Medium
    /SongSCW5K28-Medium
    /SongSCW5K29-Medium
    /SongSCW5K30-Medium
    /SongSCW5K31-Medium
    /SongSCW5K32-Medium
    /SongSCW5K33-Medium
    /SongSCW5K34-Medium
    /SongSCW5K35-Medium
    /SongSCW5K36-Medium
    /SongSCW5K37-Medium
    /SongSCW5K38-Medium
    /SongSCW5K39-Medium
    /SongSCW5K3D-Medium
    /SongSCW5K40-Medium
    /SongSCW5K41-Medium
    /SongSCW5K42-Medium
    /SongSCW5K43-Medium
    /SongSCW5K44-Medium
    /SongSCW5K45-Medium
    /SongSCW5K46-Medium
    /SongSCW5K47-Medium
    /SongSCW5K48-Medium
    /SongSCW5K49-Medium
    /STCaiyun
    /Stencil
    /StencilStd
    /STFangsong
    /STHupo
    /STKaiti
    /STLiti
    /STSong
    /STXihei
    /STXingkai
    /STXinwei
    /STZhongsong
    /Sylfaen
    /Symbol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MM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empusSansITC
    /Times-Bold
    /Times-BoldItalic
    /Times-Cyryl
    /Times-CyrylBold
    /TiMes-CyrylBoldItalic
    /Times-CyrylItalic
    /Times-Italic
    /TimesNewRoman
    /TimesNewRoman-Bold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imes-Roman
    /TP_Publication_Group_Icons3AA
    /TradeGothic
    /TradeGothic-Bold
    /TradeGothic-BoldCondTwenty
    /TradeGothic-BoldCondTwentyObl
    /TradeGothic-BoldOblique
    /TradeGothic-BoldTwo
    /TradeGothic-BoldTwoOblique
    /TradeGothic-CondEighteen
    /TradeGothic-CondEighteenObl
    /TradeGothicLH-BoldExtended
    /TradeGothicLH-Extended
    /TradeGothic-Light
    /TradeGothic-LightOblique
    /TradeGothic-Oblique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STbrnr
    /TSTbrwr
    /TSTclub
    /TSTgkdd
    /TSTgkod
    /TSTgktd
    /TSTgrph
    /TSThlml
    /TSTkjbd
    /TSTkjrg
    /TSTmmtb
    /TSTnamb
    /TSTnamr
    /TSTsoha
    /Tunga-Regular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UguideB
    /Uguidec
    /Univers
    /Univers-Black
    /Univers-BlackExt
    /Univers-BlackExtObl
    /Univers-BlackOblique
    /Univers-Bold
    /Univers-BoldExt
    /Univers-BoldExtObl
    /Univers-BoldOblique
    /UniversCE-Condensed
    /UniversCE-CondensedBold
    /UniversCE-CondensedBoldOblique
    /UniversCE-CondensedLight
    /UniversCE-CondensedLightOblique
    /UniversCE-CondensedOblique
    /UniversCondensed
    /Univers-Condensed
    /Univers-CondensedBold
    /UniversCondensed-Bold
    /UniversCondensed-BoldItalic
    /Univers-CondensedBoldOblique
    /UniversCondensed-Italic
    /Univers-CondensedLight
    /UniversCondensed-Light
    /UniversCondensed-LightItalic
    /Univers-CondensedLightOblique
    /Univers-CondensedOblique
    /Univers-Extended
    /Univers-ExtendedObl
    /Univers-ExtraBlack
    /Univers-ExtraBlackExt
    /Univers-ExtraBlackExtObl
    /Univers-ExtraBlackObl
    /Univers-Light
    /Univers-LightOblique
    /Univers-LightUltraCondensed
    /UniversLTStd
    /UniversLTStd-Black
    /UniversLTStd-BlackObl
    /UniversLTStd-Bold
    /UniversLTStd-BoldCn
    /UniversLTStd-BoldCnObl
    /UniversLTStd-BoldObl
    /UniversLTStd-Cn
    /UniversLTStd-CnObl
    /UniversLTStd-Light
    /UniversLTStd-LightCn
    /UniversLTStd-LightCnObl
    /UniversLTStd-LightObl
    /UniversLTStd-Obl
    /Univers-Oblique
    /Univers-ThinUltraCondensed
    /Univers-UltraCondensed
    /Utopia-Black
    /Utopia-Bold
    /Utopia-BoldItalic
    /Utopia-Italic
    /Utopia-Regular
    /Utopia-Semibold
    /Utopia-SemiboldItalic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Webdings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YouYuan
    /ZapfChancery-MediumItalic
    /ZapfDingbats
    /ZapfDingbatsITCbyBT-Regular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2.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2.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tru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500
  /MonoImageDepth 8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SyntheticBoldness 1.000000
  /Description <<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30d330b830cd30b9658766f8306e8868793a304a3088307353705237306b9069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a0075007600650072006c00e40073007300690067006500200041006e007a0065006900670065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750073006700610062006500200076006f006e00200047006500730063006800e4006600740073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d00690074002000640065006d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FRA <FEFF004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7000650072006d0065007400740061006e0074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6f0066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6e0065006c007300200066006900610062006c00650073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c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3006100740069006f006e0020006500740020006c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e00200049006c002000650073007400200070006f0073007300690062006c0065002000640027006f0075007600720069007200200063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c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20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75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d00200075006d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6100e700e3006f0020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1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65007200630069006100690073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50072002000650067006e00650064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e5006c006900640065006c006900670020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f00670020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6006f0072007200650074006e0069006e00670073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NLD <FEFF004700650062007200750069006b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20006f006d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400650020006d0061006b0065006e00200064006900650020006700650073006300680069006b00740020007a0069006a006e0020006f006d0020007a0061006b0065006c0069006a006b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2006500740072006f0075007700620061006100720020007700650065007200200074006500200067006500760065006e00200065006e0020006100660020007400650020006400720075006b006b0065006e002e0020004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75006e006e0065006e00200077006f007200640065006e002000670065006f00700065006e00640020006d0065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2e>
    /ESP <FEFF0055007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f0070006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1007500650020007000650072006d006900740061006e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6100720020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90072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740061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5006d00700072006500730061007200690061006c00650073002e0020004c006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9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e00e4006900640065006e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7300740065006e0020006100760075006c006c006100200076006f006900740020006c0075006f006400610020006a0061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61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6900640065006e0020006500730069006b0061007400730065006c00750020006e00e400790074007400e400e40020006c0075006f00740065007400740061007600610073007400690020006c006f00700070007500740075006c006f006b00730065006e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1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d0020006a0061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2d006f0068006a0065006c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400610069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c006c0061002e>
    /ITA <FEFF00550073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c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50020006c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7a0061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64006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61007a00690065006e00640061006c0069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70006100730073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000e5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670020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f0067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6006f0072007200650074006e0069006e00670073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e00e40072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7000610073007300610072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e5006c00690074006c006900670020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f00630068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10066006600e400720073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suitable for reliable viewing and printing of business documents.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