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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移动正式对4G网络进行商用以及宽带网络进入

光纤入户，整个通信行业对于数据交换的需求爆炸式的增长，

对于机房维护的工作难度也日益增加.机房的设备正常稳定运行

关乎数据的安全甚至较大的经济损失，而大多的运行故障和电

源的稳定性有关，因此现代化的机房都具有市电、UPS、蓄电

池、柴油发电机的综合供电方式。传统的维护中我们使用的万

用表/钳表等基础仪器对于精密的设备检测存在局限性，需要采

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测试仪器，本文将重点介绍手持示波器在机

房电源维护中的一些应用情况：

手持示波器和传统示波器及万用表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 多功能性：同时具有示波器/万用表/电能质量波形记录仪

等功能，可以同时满足机房电源设备多种测试需要

2.多通道测试：手持示波器具有2通道和4通道的输入可以

同时进行输入，输出，反馈等信号。

3.连续测试能力：通过数据监测功能可以进行长时间的信

号监测，最长可以达到21个工作日。

4.微小故障及误差的检测：通过调节观察时域和幅值信

号，可以观察到nm或者mv的信号变化对设备进行诊断。

1. 交流不间断电源(UPS)
旁路开关/逆变切换时间

从UPS停止供电时起到电网直接供电时止或从电网直接

供电转换到UPS供电时止所需要的时间。可用手持示波器记录

此瞬时的UPS输出电压波形，由示波器上读出切换时间。在线

式UPS一般不会有断点，但波形幅度会有瞬时变化，当旁路转

逆变时，相当于UPS的逆变器突然加载，输出波形可能会有

±10%的变化。测试该项指标时, 不应采用关断逆变器的方法, 

应用超载或手动控制切换置旁路。

一般情况，UPS开机瞬间是旁路工作，之后转向逆变工

作，用记忆示波器记录此瞬时的UPS输出电压波形，由示波器

上可读出旁路转逆变的切换时间。

（1）测量前，先用频率计检测电网频率应为50Hz+1％；

（2）闭合开关K1、K。使UPS工作正常，负载由UPS供

电，然后打开开关K，旁路开关应导通，负载由旁路电源供电；

（3）闭合K：使UPS启动，旁路开关应断开，恢复UPS供

电；

（4）上述转换过程

中，用存储示波器测量旁

路开关通断切换过程的输

出电压波形，依据波形计

算出切换时间。

2.发电机组
瞬态电压/频率调整率及电压稳定时间的测量

通过对瞬态电压/频率调整率及电压稳定时间的测量可以确

保发电机组在切换及启动时能够迅速的进入稳态工作状态.

(1)加载方法：突加、突减负载，重复进行三次；根据产

品技术说明书，突变负载分下列两种：功率因数不超过0.4(滞

后)、60％额定电流的三相对称负载；额定负载(对额定功率大于

250KW者可为50％额定负载)。

(2)用手持示波器测记负载突变时三相交流线电压的变化，

记录有功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的稳定值，环境温度、空

气相对湿度、大气压力。

(3)瞬态电压调整率δUs(％)按下式计算：

式中：U一额定电压，V；

Us一负载突变时的瞬时电压最大值和最小值，V。当机组

为三相机组时，Us取三线电压的平均值。瞬态电压调整率的考

核值取三次试验δUs计算值的平均值。

(4)电压稳定时间指从电压突

变时起至电压开始稳定在与稳定

电压相差±δU范围内止所需的时

间。用存储示波器从电压变化的图

线上读出。

3.蓄电池
现有机房普遍采用蓄电池检测仪对蓄电池的内阻进行检测

来进行维护，根据美国AT&T的使用经验，采用手持示波器的关

键功能可以对蓄电池综合性能的检测：

相位图——通过查看相位图，可以确认蓄电池输出是否存

在相位差，确保蓄电池输出的正常和稳定。

趋势图——根据趋势图，把交换中心的负荷分配到蓄电池

组上，记录下其活动以便进一步分析。可以记录和保存上一次

测试时的读数，检验蓄电池组性能是否下降。

频谱分析——可以查看信号频率，发现任何多余的频

率——利如交换中心的时钟发出的噪音，也会给设备带来无效

的时钟信号。

触发选项 ——可以控制脉冲的宽度、振幅或边缘幅度，截

获不易发觉的脉冲干扰或瞬变现象。

波形存档——可以保存设备的性能历史数据。直接查看和

保存最低电压，波形以及一系列的参数,保存这些数据，以备将

来所用，这样利于我完整地了解蓄电池组的性能情况。

图中为对两个独立蓄

电池组的电池的测试，说

明电池2出现故障（第二条

线）。在A点位置，两组蓄

电池都卸载了充电器。电

池1的充电情况不变，但电

池2显示其电压急剧下降。

在B点位置，两组电池同时装载充电器，电池2的故障仍然非常

明显。

4.通信电源供电系统：
交流电压数值及波形的测量

和传统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方式相比，用手持波器测量

电压，不但能测量到电压值的大小，同时也能观察到电压的波

形，尤其能正确的测定波形的峰值及波形各部分的大小。对于

测量某些非正弦波形的峰值或波形某部分的大小，手持示波器

测量法就是必不可少的。

用手持波器测量电压时，不但可以利用屏幕上的光标对波

形进行直接测量，并能在屏幕上显示测量数据。

交直流供电频率测量

交流输出频率及频率稳定精度的测量，使用手持示波器可

以快速的确定交流电压及电流的频率是否准确。 

（a）单相供电接线图                         （b）三相供电接线图

三相输出电压相位差

在三相供电系统中，相位差过大容易造成设备的保护设备

的误启动甚至设备的损坏，传统万用表只能可以使用手持示波

器接入三项供电系统观察三项供电输出的相位角差，判断是否

存在较大的相位差问题

交流电源纹波/纹波系数

整流设备输出电压中的纹波可能导致电源效率降低；影响

数字电路的逻辑关系；干

扰信号的正常传递等等。

较强的纹波会产生浪涌电

压或电流，有可能烧毁用

电设备。可以用手持示波

表对纹波值进行测量。

纹波测试接线

在直流配电屏输出端并接0.1μF直流无极性电容器，电容

器两端以绞线平衡接入示波器探头，测量时，调节手持示波表

的时域来清晰的检测杂音电压。

稳压电源稳定时间

对应电源电压波动和(或)负载电流变化而引起的输出电压调

整到规定的稳压精度范围内所需的时间。记忆示波器在输出端

观察，稳压器在空载条件下，将输入电压相对于额定值阶跃变

化＋10％和一10％时，输出电压到达稳压精度范围内的时间。

应不大于1.5S。

开关机过冲幅度检查

在电网电压为额定值，直流输出

电压取浮充工作上限值，负载电流分

别为100％额定值、50％额定值及输

出电流为0时，作开机和关机试验，

用手持示波器测量其输出电压值，开

关电源最大峰值不超过直流输出电压

整定值的土10％。

案例：
某6脉冲整流电路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对电池充电供应

UPS并给安全自动装置提供电源。

故障现象及原因：

充电机的晶闸管损坏，输出电压纹波高达4V（峰-峰

值）。

解决方法：

更换故障器件，纹波电压降至0.5V（峰-峰值）。

如今大存储示波器层出不穷，ZLG致远电子ZDS4000系列

示波器，已经可以持续采集近7个小时的波形。与之相比，以采

集时间见长的波形记录仪还有什么优势呢？今天我们就来扒一

扒示波器与波形记录仪的那些事。 

数字示波器与波形记录仪都是比较常见的电子测量仪器，

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种仪器的主要区

别。 

绝缘隔离 
绝缘隔离算是数字示波器与波形记录仪之间最大的一个区

别了。示波器的各输入GND是内部相连的，非常适合观测共地

信 号 ， 如 ： 电

路 板 上 的 电 信

号 。 而 波 形 记

录 仪 各 输 入 通

道 都 是 绝 缘 隔

离 的 ， 更 适 合

应 用 于 回 路 中

有 G N D 电 位

差，或有强、弱电混合的机电一体化控制回路的测量场景。上

述场景如果使用示波器测量，需要借助隔离放大器或绝缘放大

器来输入，否则很可能会引起回路之间的短路、接地故障甚至

烧毁被测回路等事故。如图1所示。 

分辨率 
分辨率是指对输入信号进行模拟/数字转换时的粒度。示波

器的设计更看重高采样率，往往用分辨率换速度。市面上的示

波器以8比特（256点）分辨率居多，打个比方在±10V的量程

下，最小可以读到的刻度值为满量程的20V除以256个点得到的

0.078V。 

波形记录仪的主流分辨率为12比特，而ZLG致远电子

ZDL6000示波记录仪分辨率为14比特，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

读到的刻度值为0.0012V。分辨率越高，采集精度越大，更容

易精准测量信号的最大值、有效值等数据，还可以根据这些数

值进行高精度的运算(如：瞬时功率，能量积分等)。 

通道数量 
数 字 示 波 器 一 般

都是4通道的，而波形

记录仪根据机型不同，

支持通道数一般在8通

道以上。通道越多，可

同时观察的信号也就越

多，可比较性就越好。

除此以外，记录仪一般

允许替换输入单元，不

仅可以采集模拟电压，

还 可 以 采 集 温 度 、 湿

度，CAN/LIN报文等

等 。 提 供 更 丰 富 的 采

集、测量、分析功能。 

综上所述，示波记录仪在强弱电混合系统、多种物理信号

同时观测的复杂系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如：观测工频电源的

AC波形同时进行DC控制系统的测量，变频器、逆变器的输入

输出之间的波形记录等等。也常应用于长期正常（稳定）工作

环境中突发异常问题的监视、定位与诊断工作。 

ZLG致远电子ZDL6000示波记录仪提供了最大20G存储

深度，可持续采集20余天的数据，彻底解决用户数据监测问

题。基于“实时运算+触发+搜索”功能，用户可精准捕获突发

异常。配合“动作/Go-NoGo”功能，在异常出现时，用户可

第一时间通过警报、邮件等方式获得通知，设备可自动以图片

或数据文件方式保存异常现场，极大的提升问题定位与解决效

率。除此之外ZDL6000示波记录仪延续了ZDS系列示波器优秀

的用户体验，在满足大数据记录与异常定位需求的同时，保证

了灵活的示波分析功能，可谓是同时将示波分析与大数据记录

做到了完美的用户体验。

近年来，移动通信技术以及产业高速发展，5G通信业已经

开展预商用。现在华为、OPPO、VIVO、小米等国内主流终端

厂商的5G终端迫在眉睫。但是短时间内，我国民用移动通信网

仍将是2G、3G、4G和5G多模移动通信网络共存。 

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可以支持LTE-A Pro/

LTE-A/LTE/WCDMA/TD-SCDMA/GSM的多模多频终端射

频一致性测试系列化仪表平台，能够对多模终端的研发提供必

备测试验证平台。 

LTE-A Pro终端射频一致性测试系统平台包括：预测

试单表LTE-A Pro终端综合测试仪（模块化设计的基站模拟

器，在同一套硬件设备上实现LTE-A Pro、LTE-A、LTE、

WCDMA、TD-SCDMA、GSM等多模系统模拟）、自主开发

信号调理单元和完整测试软件，能够对多模多频终端进行射频

发射机测试、接收机测试、性能测试、状态信息汇报测试等全

面的标准符合性测试，测试数据可自动记录和导出。 

多模多频终端射频一致性测试系统由多台仪表构成，这使

得其外形体积庞大、软件操作复杂，导致其应用场合受到限制

且用户需求量有限，因此，产品研发团队自主设计入网前预测

试射频一致性测试仪表，单表即可完成系统的主要功能，有利

于仪表的产业化推广。预测试单表LTE-A Pro终端综合测试仪

（系统核心仪表，即基站模拟器）已依据3GPP标准研制硬件

平台和软件模块，支持3D/FD-MIMO、Massive CA、Dual 

Connectivity、LAA、ProSe等功能，并进行多模测试的软件

架构的设计与实现，完成对多模终端射频一致性测试功能的支

持。采用模块化设计思路，支持多路射频通道，LTE-A Pro、

LTE-A、LTE、WCDMA、TD-SCDMA、GSM多模可灵活

选配加载，最终形成不同配置、不同制式的系列化仪表。 

单表LTE-A Pro综测仪终端接收机多域测试界面 

单表LTE-A Pro综测仪终端收发信机测试界面 

为推动我国LTE、LTE-Advanced、LTE-Advanced 

Pro产业链的长期发展，该系列产品充分利用LTE、LTE-

Advanced前期发展的技术积累，集中国内优势资源，研制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LTE-A Pro终端射频一致性测试系统，促

进LTE、LTE-Advanced、LTE-Advanced Pro的商业化进

程，突破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对形成我国4G产业链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争取形成为我国5G组网及5G SA完整测试解决方

案提供支撑。

手持示波器在移动通信机房电源维护中的应用 论波形记录仪的的必要性

LTE-A Pro 终端射频一致性测试解决方案

图1. 旁路开关切换时间测试图

图2 ZDL6000示波记录仪 

图1 绝缘输入示意图 

单表LTE-A Pro综测仪终端发射机多域测试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