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程手册             RIGOL 
 

文件编号 PGC01013-1110 

2008 年 11 月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 
 

DM3061/2/3/4 

DM3051/2/3/4 

 

 

 

 

 

 

 

 

 

 

 

 

 

 

© 2008 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I 

版权信息 

1． 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2． 本公司的产品受已获准及尚在审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的保护。 

3． 本手册提供的信息取代以往出版的所有资料。 

4． 本公司保留改变规格及价格的权利。 

 

注：RIGOL 是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II 

本书内容 

本手册用于指导用户使用远程命令控制 RIGOL DM3000 系列万用表进行测量工作。我

们认为本手册的读者已经详细阅读过 RIGOL DM3000 系列万用表用户手册，并熟悉

RIGOL DM3000 系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本手册包含四章内容： 

第 1 章对命令集的使用方法进行概述； 

 

第 2 章按功能对 RIGOL DM3000 系列万用表命令集进行详细介绍； 

 

第 3 章以表格形式列出 RIGOL DM3000 系列万用表兼容的其他命令集； 

 

第 4 章对 RIGOL DM3000 系列万用表命令集的应用进行举例。 

 

附录中列出了 RIGOL DM3000 系列万用表的全部命令，便于用户快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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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本章用于指导用户正确使用 RIGOL DM300 系列万用表远程控制命令编程，以实现对

仪器进行远程测量的操作。 

本章主要包括下面主要内容： 

 

 编程简介 

 符号说明 

 参数类型 

 命令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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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简介 

本节介绍对万用表编程的基本操作。这些编程命令提供了远程控制万用表的手段。 

您能使用计算机和万用表进行的操作包括： 

 设定万用表。 

 进行测量。 

 从万用表获得数据（仪器工作状况和测量数据结果）。 

 

万用表与计算机可以通过如下接口通讯：USB 接口、GPIB 接口和 RS-232 接口。各种

通讯接口的连接方式请参考本产品用户手册。命令字是以 ASCII 字符串形式发送和识

别，以便用户进行操控和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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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1. 冒号 : 

指令行以“:”开始，用来分隔命令关键字和下级关键字，表示万用表将要执行的操作。 

 

2. 空格 □ 

指令行中用空格来分开命令关键字和数据。本手册中使用“□”来表示空格。如果您的

指令中不包含任何数据参数的时候，就不需要空格。 

 

3. 问号 ? 

指令行中后面添加问号，表示对此功能进行查询。查询指令通常会包含不同的数据，数

据与指令以空格分开。但也有很多查询指令不需要包含数据。 

 

4. 大括号 { } 

大括号表示其中的内容每次只能选择一个，各个选项间以竖线“|”分隔。例如：{ON | 

OFF}，表示可选择 ON 或 OFF 作为数据项使用。 

 

5. 三角括号 < > 

三角括号表示您必须为其中的参数指定一个有效值，该值将作为命令的数据参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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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类型 

1. 连续整型参数 

参数在有效值范围，可以取任意整数值。注意，此时请不要设置参数为小数格式，否侧

将出现异常。例如，设置屏幕亮度指令“:system:display:bright”的参数取值范围

为 0~255，因此可以取此范围内的任意整数作为参数。 

 

2. 连续实型参数 

参数在有效值范围，按精度要求的条件下（通常默认精度为小数点以后取六位有效值），

可以任意进行取值。例如，消零运算偏移值设置指令“:calculate:NULL:offset”的

参数取值为满足表 2-12 所示范围的实数。 

 

3. 离散参数 

参数取值只能为所列举的值。例如，设置交流电压测量量程“:measure:voltage:AC”

参数只能取值为 0，1，2 或 3，而不能取其它值。 

 

4. 布尔参数 

参数取值只能为 ON 或 OFF。例如，蜂鸣器开关设置指令“:system:beeper:state”

的参数只能为 ON 或 OFF。 

 

5. ASCII 字符串 

参数取值为 ASCII 字符的组合。例如，日期设置指令“:system:clock:date”参数为

设定的日期格式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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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集简介 

为满足不同用户需求，DM3000 提供了 RIGOL 命令集和两套兼容相关产品的命令集： 

 RIGOL DM3000 命令集 

 兼容 Agilent 命令集 

 兼容 Fluke 命令集 

 

用户可发送 CMDSET 命令切换各命令集。该命令使用方法如下： 

 

命令格式： 

CMDSET□{RIGOL|AGILENT|FLUKE} 

CMDSET？ 

 

功能： 

用于设置或查询命令集类型。 

 第一条带参数指令可选择参数为 RIGOL，AGILENT 和 FLUKE，分别表示切换到

RIGOL，AGILENT 和 FLUKE 命令集。 

 第二条命令用于查询当前所设置的命令集。查询返回命令集名称。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数据参数 离散 {RIGOL|AGILENT|FLUKE} RIGOL 

 

说明： 

开机时若不使用此命令设置命令集类型，则默认使用 RIGOL 命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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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RIGOL DM3000 命令集系统 

 

RIGOL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命令集中所有命令参数和返回值均为 ASCII 码字符。

命令集中所有命令对字母大小写不敏感。 

 

RIGOL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主要包括以下命令子系统： 

 

 常用命令 

 功能子命令集 

 测量子命令集 

 精度子命令集 

 系统子命令集 

 应用子命令集 

 触发子命令集 

 运算子命令集 

 数据采集子命令集 

 巡检子命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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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命令 

用于查询仪器基本信息或执行常用基本操作。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IDN？ 

 *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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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DN？ 

命令格式： 

*IDN？ 

 

功能： 

该命令用于查询仪器 ID 字符串，返回至少 35 个字符的仪器 ID 字符串。 

 

返回值： 

表示仪器 ID 的 ASCII 字符串。 

 

 

2. *RST 

命令格式： 

*RST 

 

功能： 

该命令用于对仪器复位，恢复到出厂默认值。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2-4 

功能子命令集 

用于打开仪器的基本测量功能，相当于使用仪器前面板测量功能选择按钮。 

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function 

 :function:voltage:DC:ratio 

 :function:voltage:DC 

 :function:voltage:AC 

 :function:current:DC 

 :function:current:AC 

 :function:resistance 

 :function:fresistance 

 :function:frequency 

 :function:period 

 :function:continuity 

 :function:diode 

 :function:capac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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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unction 

命令格式： 

:function? 

 

功能： 

查询当前仪器选择的测量功能。 

 

返回值： 

返回仪器当前所选择测量功能的简写符号。可能返回值：DCV，ACV，DCI，ACI， 

RESISTANCE，CAPACITANCE，CONTINUITY，FRESISTANCE，DIODE，FREQUENCY，

PERIOD，RATIO。 

 

 

2. :function:voltage:DC:ratio 

命令格式： 

:function:voltage:DC:ratio 

 

功能： 

打开直流电压比率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返回 RATIO。 

 

 

3. :function:voltage:DC 

命令格式： 

:function:voltage:DC 

 

功能： 

打开直流电压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返回 DCV。 

 

 

4. :function:voltage:AC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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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voltage:AC 

 

功能： 

打开交流电压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返回 ACV。 

 

 

5. :function:current:DC 

命令格式： 

:function:current:DC 

 

功能： 

打开直流电流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的返回 DCI。 

 

 

6. :function:current:AC 

命令格式： 

:function:current:AC 

 

功能： 

打开交流电流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的返回 ACI。 

 

 

7. :function:resistance 

命令格式： 

:function:resistance 

 

功能： 

打开二线测电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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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的返回 RESISTANCE。 

 

 

8. :function:fresistance 

命令格式： 

:function:fresistance 

 

功能： 

打开四线测电阻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的返回 FRESISTANCE。 

 

 

9. :function:frequency 

命令格式： 

:function:frequency 

 

功能： 

打开频率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的返回 FREQUENCY。 

 

 

10. :function:period 

命令格式： 

:function:period 

 

功能： 

打开周期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的返回 PERIOD。 

 

 

11. :function:con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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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格式： 

:function:continuity 

 

功能： 

打开短路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的返回 CONTINUITY。 

 

 

12. :function:diode 

命令格式： 

:function:diode 

 

功能： 

打开二极管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的返回 DIODE。 

 

 

13. :function:capacitance 

命令格式： 

:function:capacitance 

 

功能： 

打开电容测量功能。 

 

说明： 

此功能对应查询命令“:function?”的返回 CAPAC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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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子命令集 

用于设置仪器的基本测量功能。相当于使用仪器前面板测量功能选择按钮。 

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measure? 

 :measure 

 :measure:voltage:DC? 

 :measure:voltage:DC 

 :measure:voltage:DC:range? 

 :measure:voltage:DC:impedance 

 :measure:voltage:DC:digit 

 :measure:voltage:DC:ratio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 

 :measure:voltage:AC? 

 :measure:voltage:AC 

 :measure:voltage:AC:range? 

 :measure:voltage:AC:filter 

 :measure:voltage:AC:digit 

 :measure:voltage:AC:freq? 

 :measure:voltage:AC:freq:display 

 :measure:voltage:AC:freq:hide 

 :measure:voltage:AC:freq:state? 

 :measure:current:DC? 

 :measure:current:DC 

 :measure:current:DC:range? 

 :measure:current:DC:digit 

 :measure:current:AC? 

 :measure:current:AC 

 :measure:current:AC:range? 

 :measure:current:AC:digit 

 :measure:current:AC:freq? 

 :measure:current:AC:freq:display 

 :measure:current:AC:hide 

 :measure:current:AC:state? 

 :measure:resistance? 

 :measure:resistance 

 :measure:resistance: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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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resistance:digit 

 :measure:fresistance? 

 :measure:fresistance 

 :measure:fresistance:range 

 :measure:fresistance:digit 

 :measure:frequency? 

 :measure:frequency 

 :measure:frequency:range? 

 :measure:frequency:digit 

 :measure:period? 

 :measure:period 

 :measure:period:range? 

 :measure:period:digit 

 :measure:continuity? 

 :measure:continuity 

 :measure:diode 

 :measure:diode:digit 

 :measure:capacitance? 

 :measure:capacitance 

 :measure:capacitance:range? 

 :measure:capacitance:di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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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asure? 

命令格式： 

:measure? 

 

功能： 

查询当前测量功能是否已完成。 

 

说明： 

查询当前测量是否完成。已经完成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返回值： 

返回 true 或 false。 

 

 

2. :measure 

命令格式： 

:measure□{AUTO|MANU} 

 

功能： 

设置测量方式为自动或手动。 

 

举例： 

设置测量方式为手动： 

:measure□MANU 

 

 

3. :measure:voltage:DC?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DC? 

 

功能： 

查询当前测量的直流电压值。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直流电压测量值，如 8.492853e-05，单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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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asure:voltage:DC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DC□{<range>|MIN|MAX|DEF} 

 

功能： 

设置直流电压测量量程和分辨率。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3|4} 0 

 

说明： 

设置直流电压量程的同时设置分辨率。 

设置量程时，测量方式同时变为手动。 

参数取值范围和分辨率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直流电压量程及对应分辨率 

参数范围 量程 分辨率 

0 200mV 100 nV 

1 2V 1 μV 

2 20V 10 μV 

3 200V 100 μV 

4 1000V 1 mV 

MIN 200mV 100 nV 

MAX 1000V 1 mV 

DEF 20V 10 μV 

 

举例： 

设置直流电压量程为 200.0V： 

:measure:voltage:DC□3 

 

设置直流电压最小量程： 

:measure:voltage:DC□MIN 或:measure:voltage:DC□0 

 

 

5. :measure:voltage:DC:range?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DC:range?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2-14 

 

功能： 

读取当前直流电压量程。 

 

说明： 

此命令使用前至少需要设定过一次直流电压测量功能。 

 

返回值： 

返回直流电压量程档：0、1、2、3 或 4。 

 

 

6. :measure:voltage:DC:impedance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DC:impedance? 

:measure:voltage:DC:impedance□{10M|10G} 

 

功能： 

查询、设置直流阻抗。  

 

说明： 

:measure:voltage:DC:impedance?返回 10M 或 10G(即：>10G) 。 

:measure:voltage:DC:impedance□{10M|10G}设置直流阻抗为 10MΩ 或>10GΩ。 

注意：“>10G”仅在直流电压量程为 200mV，2V，20V 时可用。 

 

举例： 

设置直流阻抗为 10GΩ： 

:measure:voltage:DC:impedance□10G 

 

 

7. :measure:voltage:DC:digit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DC:digit? 

:measure:voltage:DC: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直流电压显示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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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measure:voltage:DC:digit?查询直流电压显示位数。 

:measure:voltage:DC:digit□{INC|DEC|5|6|7}设置直流电压显示位数。 

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各显示位数含义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显示位数取值含义 

取值范围 含义 

INC 增加显示位数 

DEC 减少显示位数 

5 显示位数为 5 

6 显示位数为 6 

7 显示位数为 7 

 

返回值： 

:measure:voltage:DC:digit?返回 5、6 或 7。 

 

举例： 

设定直流电压显示位数为 7 位： 

:measure:voltage:DC:digit□7 

减少显示位数到 5 位，连续发 2 次下面的命令即可： 

:measure:voltage:DC:digit□DEC 

 

 

8. :measure:voltage:DC:ratio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DC:ratio? 

 

功能： 

查询两路直流电压比值。 

 

 

说明： 

此时仪器需要同时输入两路直流电压。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两路直流电压比值，如 4.656613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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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两路直流电压比率显示位数。 

 

说明：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查询两路电压比率值显示的位数。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value>设置两路电压比率值显示的位数。设置参数

及含义如表 2-2 所示。 

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返回值：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返回当前显示位数：5、6 或 7。 

 

举例： 

设置比率值显示位数为 6 位：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6 

 

增加显示位数到 7 位：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INC 

 

 

10. :measure:voltage:AC?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AC? 

 

 

功能： 

查询交流电压测量值。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当前交流电压测量值，如 3.941713e-01，单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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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easure:voltage:AC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AC□{<range>|MIN|MAX|DEF} 

 

功能： 

设置交流电压测量量程。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3|4} 2 

 

说明： 

参数取值范围如表 2-3 所示。 

 

表 2-3 交流电压量程 

参数范围 量程 

0 200mV 

1 2.0V 

2 20.0V 

3 200.0V 

4 750.0V 

MIN 200mV 

MAX 750V 

DEF 20.0V 

 

举例： 

设定当前交流电压量程为 750.0V： 

:measure:voltage:AC□MAX 或:measure:voltage:AC□4 

 

 

12. :measure:voltage:AC:range?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AC:range? 

 

功能： 

读取交流电压测量的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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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返回当前交流电压量程档位：0、1、2、3 或 4。  

 

 

13. :measure:voltage:AC:filter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AC:filter? 

:measure:voltage:AC:filter□{SLOW|MID|FAST} 

 

功能： 

查询、设置交流滤波方式。 

 

说明： 

:measure:voltage:AC:filter?查询当前选择的滤波方式。 

:measure:voltage:AC:filter□{SLOW|MID|FAST}设置交流电压滤波速度为“慢”、“中”

或“快”。默认为“快”。 

 

返回值： 

:measure:voltage:AC:filter?返回 slow，mid 或 fast。 

 

举例： 

设定对交流电压的滤波速度为中等：  

:measure:voltage:AC:filter□MID 

 

 

14. :measure:voltage:AC:digit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AC:digit? 

:measure:voltage:AC: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交流电压显示位数。 

 

说明： 

:measure:voltage:AC:digit?查询当前交流电压测量值的显示位数。 

:measure:voltage:AC:digit□{INC|DEC|5|6|7}设置交流电压测量值的显示位数。设置

参数内容对应的含义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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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返回值： 

:measure:voltage:AC:digit?返回当前交流电压测量值的显示位数 5、6 或 7。 

 

举例： 

设置数据显示位数为 7 位： 

:measure:voltage:AC:digit□7 

 

 

15. :measure:voltage:AC:freq?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AC:freq? 

 

功能： 

查询当前交流电压频率。 

 

说明： 

使用此指令前，需使设备工作在交流电压测量模式下。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测量得到的交流电信号频率，如 5.000000e+01，单位 Hz。 

 

 

16. :measure:voltage:AC:freq:display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AC:freq:display 

 

功能： 

仪器在测量交流电压的同时在副屏显示频率。 

 

 

17. :measure:voltage:AC:freq:hide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AC:freq:hide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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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在测量交流电压的同时隐藏副屏显示的频率。 

 

说明： 

交流电压测量时，副屏显示频率已经打开时，此命令有效。 

 

 

18. :measure:voltage:AC:freq:state? 

命令格式： 

:measure:voltage:AC:freq:state? 

 

功能： 

查询交流电压测量过程中副屏是否显示频率。 

 

返回值： 

返回值为 display (显示)或 hide (隐藏)。 

 

 

19. :measure:current:DC?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DC? 

 

功能： 

查询直流电流测量值。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直流电流测量值，如 9.674418e-05，单位 A。 

 

 

20. :measure:current:DC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DC□{<range>|MIN|MAX|DEF} 

 

功能： 

设置直流电流测量量程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 range > 离散 {0|1|2|3|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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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设置直流电流测量量程的同时设置分辨率。 

设置量程时，测量方式同时变为手动。 

参数取值范围和分辨率如表 2-4 所示。 

     

表 2-4 直流电流量程及对应分辨率 

参数范围 电压挡 分辨率 

0 2mA 1 nA 

1 20mA 10nA 

2 200mA 100nA 

3 1A 1μA 

4 10A 10μA 

MIN 2mA 1 nA 

MAX 10A 10μA 

DEF 200mA 100nA 

 

举例： 

设置直流电流测量量程为最大 10.0A： 

:measure:current:DC□MAX 或:measure:current:DC□4 

 

 

21. :measure:current:DC:range?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DC:range? 

 

功能： 

查询直流电流测量量程。 

 

返回值： 

返回直流电流量程档位：0、1、2、3 或 4。 

 

 

22. :measure:current:DC:digit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DC:digit?   

:measure:current:DC:digit□{INC|DEC|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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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查询、设置直流电流显示位数。 

 

说明： 

:measure:current:DC:digit?查询直流电流显示位数。 

:measure:current:DC:digit□{INC|DEC|5|6|7}设置直流电流显示位数。各显示位数的

含义如表 2-2 所示。 

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返回值： 

:measure:current:DC:digit?返回当前设置的电流显示位数 5，6 或 7。 

 

举例： 

设置电流显示位数为 6 位： 

:measure:current:DC:digit□6 

 

 

23. :measure:current:AC?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AC? 

 

功能： 

查询交流电流测量值。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测得的交流电流值，如 9.293791e-05，单位 A。 

 

 

24. :measure:current:AC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AC□{<range>|MIN|MAX|DEF} 

 

功能： 

设置交流电流测量量程。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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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measure:current:AC?查询当前交流电流测量值。使用此指令前需打开交流电流测量。 

:measure:current:AC□<value>设置交流电流测量量程。使用此指令使量程设定方式变

为手动。 

参数取值及含义如表 2-5 所示。 

 

表 2-5 交流电流量程对应标识含义 

参数范围 量程 

0 20mA 

1 200mA 

2 2A 

3 10A 

MIN 20mA 

MAX 10A 

DEF 200mA 

 

举例： 

设置交流电流测量为最大量程 10.0A： 

:measure:current:AC□MAX 或:measure:current:AC□3 

 

 

25. :measure:current:AC:range?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AC:range? 

 

功能： 

查询交流电流的测量量程。 

 

说明： 

使用此指令前需要先打开交流电流测量功能。 

 

返回值： 

返回值为交流电流量程档位：0、1、2 或 3。 

 

 

26. :measure:current:AC:digit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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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current:AC:digit? 

:measure:current:AC: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交流电流显示位数。 

 

说明： 

:measure:current:AC:digit?查询显示交流值的显示位数，使用之前需要打开交流电流测

量功能。 

:measure:current:AC:digit□{INC|DEC|5|6|7}设置交流电流显示位数。各参数取值及

其含义如表 2-2 所示。 

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返回值： 

:measure:current:AC:digit?返回当前交流电流显示位数 5、6 或 7。 

 

举例： 

设置数据显示位数为 7 位： 

:measure:current:AC:digit□7 

 

 

27. :measure:current:AC:freq?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AC:freq? 

 

功能： 

查询交流电流频率测量值。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当前交流电流的频率值，如 5.000000e+01，单位 Hz。 

 

 

28. :measure:current:AC:freq:display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AC:freq:display 

 

功能：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2-25 

在副屏上显示交流电流频率。 

 

说明： 

使用此命令前需要选择交流电流测量功能。 

 

 

29. :measure:current:AC:hide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AC:hide 

 

功能： 

隐藏在副屏上显示交流电流频率。 

 

说明： 

使用此命令前需要选择交流电流测量功能。 

 

 

30. :measure:current:AC:state? 

命令格式： 

:measure:current:AC:state? 

 

功能： 

查询副屏是否显示频率。 

 

说明： 

使用此命令前需要选择交流电流测量功能。 

 

返回值： 

查询返回 diplay 或 hide。 

 

 

31. :measure:resistance? 

命令格式： 

:measure:resistance? 

 

功能： 

查询二线电阻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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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当前所测的二线电阻值，如 8.366031e-05，单位 Ω。 

 

 

32. :measure:resistance 

命令格式： 

:measure:resistance□{<range>|MIN|MAX|DEF} 

 

功能： 

设置二线电阻测量量程。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3|4|5|6} 3 

 

说明： 

参数取值范围如表 2-6 所示。 

 

表 2-6 二线电阻测量量程 

参数范围 量程 

0 200Ω 

1 2KΩ 

2 20KΩ 

3 200KΩ 

4 1MΩ 

5 10MΩ 

6 100MΩ 

MAX 100MΩ 

MIN 200Ω 

DEF 200KΩ 

 

举例： 

设置二线电阻测量量程为 200.0Ω： 

:measure:resistance□MIN 或:measure:resistance□0 

 

 

33. :measure:resistance:range?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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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resistance:range? 

 

功能： 

查询当前选择的二线电阻测量量程。 

 

返回值： 

返回当前使用的量程标识：0、1、2、3、4、5 或 6。 

 

 

34. :measure:resistance:digit 

命令格式： 

:measure:resistance:digit? 

:measure:resistance: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二线电阻测量值显示位数。 

 

说明： 

:measure:resistance:digit?查询当前测量二线电阻值的显示位数。 

:measure:resistance:digit□{INC|DEC|5|6|7}设置测量二线电阻值的显示位数。 

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返回值： 

:measure:resistance:digit?返回当前电阻值显示位数 5、6 或 7。 

 

举例： 

设置二线电阻测量值显示位数为 6 位： 

:measure:resistance:digit□6 

 

 

35. :measure:fresistance? 

命令格式： 

:measure:fresistance? 

 

功能： 

查询四线电阻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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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当前所测的四线电阻测量值，如 8.822946e-05，单位 Ω。 

 

 

36. :measure:fresistance 

命令格式： 

:measure:fresistance□{<range>|MIN|MAX|DEF} 

 

功能： 

设置四线电阻测量量程。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3|4|5|6 } 3 

 

说明： 

 

参数取值范围及对应含义如 

 

表 2-6 所示。 

 

举例： 

设置四线电阻测量量程为 200.0Ω： 

:measure:fresistance□MIN 或:measure:fresistance□0 

 

 

37. :measure:fresistance:range？ 

命令格式： 

:measure:fresistance:range? 

 

功能： 

查询当前选择的四线电阻测量量程。 

 

返回值： 

返回当前使用的四线电阻测量量程标识：0、1、2、3、4、5 或 6。 

 

 

38. :measure:fresistance:di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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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格式： 

:measure:fresistance:digit? 

:measure:fresistance: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四线电阻测量值显示位数。 

 

说明： 

:measure:fresistance:digit?查询当前测量四线电阻值的显示位数。 

:measure:fresistance:digit□{INC|DEC|5|6|7}设置测量四线电阻值的显示位数。 

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返回值： 

:measure:fresistance:digit?返回当前电阻值显示位数标识，各标识含义如表 2-2 所示。 

 

举例： 

设置四线电阻测量值显示位数为 6 位： 

:measure:resistance:digit□6 

 

 

39. :measure:frequency? 

命令格式： 

:measure:frequency? 

 

功能： 

查询频率测量值。 

 

说明： 

测量频率范围为 3Hz～300kHz。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所测交流信号频率值，如 8.485240e-05，单位 Hz。 

 

 

40. :measure:frequency 

命令格式： 

:measure:frequency□{<range>|MIN|MAX|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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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设置频率测量时输入信号的电压量程。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3|4} 2 

 

说明： 

测量频率范围为 3Hz~300kHz。 

参数取值范围如表 2-3 所示。 

 

举例： 

设置频率测量时电压量程为 20V： 

:measure:frequency□DEF 

 

 

41. :measure:frequency:range? 

命令格式： 

:measure:frequency:range? 

 

功能： 

查询当前频率测量时使用的交流电压量程。 

 

说明： 

此处量程取值范围与交流电压量程相同。参见表 2-3。 

 

返回值： 

返回输入交流信号电压量程标识：0、1、2、3 或 4。 

 

 

42. :measure:frequency:digit 

命令格式： 

:measure:frequency:digit? 

:measure:frequency: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频率显示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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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measure:frequency:digit?查询当前频率参数显示位数。使用此命令之前需打开频率测

量功能。 

:measure:frequency:digit□{INC|DEC|5|6|7}设置频率显示位数，各位数含义如表 2-2

所示。 

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返回值： 

:measure:frequency:digit?返回显示位数 5、6 或 7。 

 

举例： 

设置频率测量值显示位数为 6 位： 

:measure:frequency:digit□6 

 

 

43. :measure:period? 

命令格式： 

:measure:period? 

 

功能： 

查询周期测量值。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测量的交流信号周期，如 9.185433e-05，单位 s。 

 

 

44. :measure:period 

命令格式： 

:measure:period□{<range>|MIN|MAX|DEF} 

 

功能： 

设置周期测量量程。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 离散 {0|1|2|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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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周期测量范围为 3.3us~0.33s。 

参数取值范围如表 2-3 所示。 

 

举例： 

设置周期测量时输入电压量程为 20V： 

:measure:period□DEF 或:measure:period□2 

 

 

45. :measure:period:range? 

命令格式： 

:measure:period:range? 

 

功能：  

查询当前周期测量时使用的交流电压量程。 

 

说明： 

此处量程取值范围与交流电压量程相同。参见表 2-3。 

 

返回值： 

返回输入交流信号电压量程标识：0、1、2、3 或 4。 

 

 

46. :measure:period:digit 

命令格式： 

:measure:period:digit? 

:measure:period: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周期测量显示位数。 

 

说明： 

:measure:period:digit?查询当前周期参数显示的位数。使用此命令之前需打开周期测量

功能。 

:measure:period:digit□{INC|DEC|5|6|7}设置周期显示位数。指令参数取值如表 2-2

所示。 

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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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返回值： 

:measure:period:digit?返回显示位数 5、6 或 7。 

 

举例： 

设置周期测量值显示位数为 6 位： 

:measure:period:digit□6 

 

 

47. :measure:continuity? 

命令格式： 

:measure:continuity? 

 

功能： 

查询短路测量结果。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短路测量时测量的电阻值，如 8.888000e+03，单位 Ω。 

 

 

48. :measure:continuity 

命令格式： 

:measure:continuity□{<range>|MIN|MAX|DEF} 

 

功能： 

设置短路测量时的极限电阻值。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连续整型 1Ω~2000Ω 10 

 

说明： 

设置短路测量时的极限电阻值。参数取值范围为 1Ω~2000Ω 内的整数。 

默认极限电阻为 10Ω。MAX 表示取最大有效值 2000Ω。MIN 表示取最小有效值 1Ω。

DEF 表示取默认值 10Ω。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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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短路测量的极限电阻值为 1KΩ： 

:measure:continuity□1000 

 

 

49. :measure:diode？ 

命令格式： 

:measure:diode? 

 

功能： 

查询二极管两端电压。 

 

说明： 

测量二极管时的蜂鸣条件为 0.1V≤Vmeasured≤2.4 V。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二极管两端电压值，如 4.492510e-04，单位 V。 

 

 

50. :measure:diode:digit 

命令格式： 

:measure:diode:digit? 

:measure:diode: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二极管测量时电压显示位数。 

 

说明： 

:measure:diode:digit?查询二极管测量时电压值显示的位数。 

:measure:diode:digit□<value>设置二极管测量时电压显示的位数，取值范围及含义如

表 2-2 所示。 

注意：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5 位，则使用 DEC 命令无效。如果显示位数已经为 7 位，

则使用 INC 命令无效。 

 

返回值： 

:measure:diode:digit?返回所显示位数 5、6 或 7。 

 

举例： 

设置二极管测量时数据显示位数为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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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diode:digit□6 

 

 

51. :measure:capacitance? 

命令格式： 

:measure:capacitance? 

 

功能： 

查询电容测量值。 

 

返回值： 

以科学计数形式返回所测的电容值，如 8.889030e-05，单位 F。 

 

 

52. :measure:capacitance 

命令格式： 

:measure:capacitance□{<range>|MIN|MAX|DEF} 

 

功能： 

设置电容测量量程。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3|4|5 } 2 

说明： 

参数取值范围及含义如表 2-7 所示。 

表 2-7 电容量程参数取值及含义 

参数范围 量程 

0 2nF 

1 20nF 

2 200nF 

3 2uF 

4 20uF 

5 200uF 

MIN 2nF 

MAX 200uF 

DEF 200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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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设定电容测量量程为 2uF： 

:measure: capacitance□3 

 

 

53. :measure:capacitance:range? 

命令格式： 

:measure:capacitance:range? 

 

功能： 

读取当前电容测量的量程。 

 

返回值： 

返回电容量程标识：0、1、2、3、4 或 5。 

 

 

54. :measure:capacitance:digit 

命令格式： 

:measure:capacitance:digit? 

:measure:capacitance:digit□{INC|DEC|5|6|7} 

 

功能： 

查询、设置电容测量显示位数。 

 

说明： 

:measure:capacitance:digit?查询当前数据显示位数。 

:measure:capacitance:digit□{INC|DEC|5|6|7}设置数据显示位数。各参数取值及含义

如表 2-2 所示。 

 

返回值： 

:measure: capacitance:digit?返回数据显示位数 5、6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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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子命令集 

用于设置仪器各种测量功能的精度。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resolution:voltage:DC 

 :resolution:voltage:DC:ratio   

 :resolution:voltage:AC  

 :resolution:current:DC   

 :resolution:current:AC  

 :resolution:resistance  

 :resolution:fresistance   

 :resolution:capac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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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olution:voltage:DC 

命令格式： 

:resolution:voltage:DC? 

:resolution:voltage:DC□{<range>|MIN|MAX|DEF} 

 

功能： 

查询、设置直流电压测量精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 2 

 

说明： 

:resolution:voltage:DC?查询当前设置的直流电压测量精度。本指令使用之前需要选择

直流电压测量功能 

:resolution:voltage:DC□{<range>|MIN|MAX|DEF}设置当前直流电压测量精度。各参

数取值范围及含义如表 2-8 所示。 

 

表 2-8 直流测量精度参数取值及含义 

取值范围 含义 

0 测量精度为 4 ½ 位 

1 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2 测量精度为 6 ½ 位 

MAX 测量精度为 6 ½ 位 

MIN 测量精度为 4 ½ 位 

DEF 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返回值： 

:resolution:voltage:DC?返回当前测量精度的标识：0、1 或 2。 

 

举例： 

设置直流电压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resolution:voltage:DC□1 

 

 

2. :resolution:voltage:DC:ratio 

命令格式： 

:resolution:voltage:DC: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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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voltage:DC:ratio□{<range>|MIN|MAX|DEF} 

 

功能： 

查询、设置直流电压比率测量精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 2 

 

说明： 

:resolution:voltage:DC:ratio?查询当前设置的直流电压比例测量精度。本指令使用之前

需要选择直流电压比例测量功能。 

:resolution:voltage:DC:ratio□{<range>|MIN|MAX|DEF}设置当前直流电压比例测量

精度。各参数取值范围及含义如表 2-8 所示。 

 

返回值： 

:resolution:voltage:DC:ratio?返回当前测量精度的标识：0、1 或 2。 

 

举例： 

设置直流电压比例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resolution:voltage:DC:ratio□1 

 

 

3. :resolution:voltage:AC 

命令格式： 

:resolution:voltage: AC? 

:resolution:voltage: AC□{<range>|MIN|MAX|DEF} 

 

功能： 

查询、设置交流电压测量精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 2 

 

说明： 

:resolution:voltage: AC?查询当前设置的交流电压测量精度。本指令使用之前需要选择

交流电压测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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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voltage: AC□{<range>|MIN|MAX|DEF}设置当前交流电压测量精度。各参

数取值范围及含义如表 2-9 所示。 

表 2-9 交流测量精度参数取值及含义 

取值范围 含义 

0 测量精度为 3 ½ 位 

1 测量精度为 4 ½ 位 

2 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MAX 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MIN 测量精度为 3 ½ 位 

DEF 测量精度为 4 ½ 位 

 

返回值： 

:resolution:voltage: AC?返回当前测量精度的标识：0、1 或 2。 

 

举例： 

设置交流电压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resolution:voltage:AC□2 

 

 

4. :resolution:current:DC 

命令格式： 

:resolution:current:DC? 

:resolution:current:DC□{<range>|MIN|MAX|DEF} 

 

功能： 

查询、设置直流电流测量精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 2 

 

说明： 

:resolution:current:DC?查询当前设置直流电流测量精度。本指令使用之前需要选择直

流电流测量功能。 

:resolution:current:DC□{<range>|MIN|MAX|DEF}设置当前直流电流测量精度。各参

数取值范围及含义如表 2-8 所示。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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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current:DC?返回当前测量精度的标识：0、1 或 2。 

 

举例： 

设置直流电流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resolution:current:DC□1 

 

 

5. :resolution:current:AC 

命令格式： 

:resolution:current:AC? 

:resolution:current:AC□{<range>|MIN|MAX|DEF} 

 

功能： 

查询、设置交流电流测量精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 2 

 

说明： 

:resolution:current:AC?查询当前设置交流电流测量精度。本指令使用之前需要选择交

流电流测量功能。 

:resolution:current:AC□{<range>|MIN|MAX|DEF}设置当前交流电流测量精度。各参

数取值范围及含义如表 2-9 所示。 

 

返回值： 

:resolution:current:AC?返回当前测量精度的标识：0、1 或 2。 

 

举例： 

设置交流电流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resolution: current:AC□2 

 

 

6. :resolution:resistance 

命令格式： 

:resolution:resistance? 

:resolution:resistance□{<range>|MIN|MAX|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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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查询、设置二线电阻测量精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 2 

 

说明： 

:resolution:resistance?查询当前设置二线电阻测量精度。本指令使用之前需要选择二线

电阻测量功能。 

:resolution:resistance□{<range>|MIN|MAX|DEF}设置当前二线电阻测量精度。各参数

取值范围及含义如表 2-8 所示。 

 

返回值： 

:resolution:resistance?返回当前测量精度的标识：0、1 或 2。 

 

举例： 

设置二线电阻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resolution:resistance□1 

 

 

7. :resolution:fresistance 

命令格式： 

:resolution:fresistance? 

:resolution:fresistance□{<range>|MIN|MAX|DEF} 

 

功能： 

查询、设置四线电阻测量精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 range > 离散 {0|1|2} 2 

 

说明： 

:resolution:fresistance?查询当前设置四线电阻测量精度。本指令使用之前需要选择四

线电阻测量功能。 

:resolution:fresistance□{<range>|MIN|MAX|DEF}设置当前四线电阻测量精度。各参

数取值范围及含义如表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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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resolution:fresistance?返回当前测量精度的标识：0、1 或 2。 

 

举例： 

设置四线电阻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resolution:fresistance□1 

 

 

8. :resolution:capacitance 

命令格式： 

:resolution:capacitance? 

:resolution: capacitance□{<range>|MIN|MAX|DEF} 

 

功能： 

查询、设置电容测量精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range> 离散 {0|1|2} 2 

 

说明： 

:resolution:capacitance?查询当前设置电容测量精度。本指令使用之前需选择电容测量

功能。 

:resolution: capacitance□{<range>|MIN|MAX|DEF}设置当前电容测量精度。各参数

取值范围及含义如表 2-8 所示。 

 

返回值： 

:resolution:capacitance?返回当前测量精度的标识：0、1 或 2。 

 

举例： 

设置电容测量精度为 5 ½ 位： 

:resolution: capacita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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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子命令集 

用于设置仪器各种系统参数。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system:beeper 

 :system:beeper:state  

 :system:configure:poweron 

 :system:configure:default  

 :system:language 

 :system:clock:state 

 :system:clock:date 

 :system:clock:time 

 :system:format:decimal 

 :system:format:separate 

 :system:display:bright 

 :system:display:contrast  

 :system:display:invert 

 :system:scanserial 

 :system:macaddr 

 :system:lanserial 

 :system:ope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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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ystem:beeper 

命令格式： 

:system:beeper 

 

功能： 

蜂鸣器测试。 

 

说明： 

此命令使蜂鸣器鸣叫一次。用于蜂鸣器测试。使用此指令前，必须打开蜂鸣器。 

 

 

2. :system:beeper:state 

命令格式： 

:system:beeper:state? 

:system:beeper:stat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蜂鸣状态。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布尔 {ON|OFF} ON 

 

说明： 

:system:beeper:state?查询蜂鸣器是否打开。 

:system:beeper:state□<value>设置蜂鸣器开关。参数 ON 用于打开蜂鸣器，OFF 用于

关闭蜂鸣器。如果用 OFF 关闭蜂鸣器，再使用“:system:beeper”测试时无效。 

 

返回值： 

:system:beeper:state?返回当前蜂鸣器状态。打开返回 1，否则返回 0。 

 

举例： 

打开蜂鸣器： 

:system:beeper:state□ON 

 

 

3. :system:configure:pow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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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格式： 

:system:configure:poweron□<value> 

 

功能： 

设置上电时的参数设置方式。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LAST|DEFAULT} DEFAULT 

 

说明： 

该指令用于设置开机时读取上一次仪器设置还是使用系统默认值。参数为 LAST 则读取

上一次的设置值。参数为 DEFAULT 则使用系统默认值。 

 

 

4. :system:configure:default 

命令格式： 

:system:configure:default 

 

功能： 

将当前设置恢复为默认值。 

 

说明： 

该指令将仪器设置恢复到默认值。 

 

 

5. :system:language 

命令格式： 

:system:language? 

:system:languag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显示语言的种类。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CHINESE|ENGLISH}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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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system:language?查询系统当前所使用语言种类。 

:system:language□<value>设置系统语言种类。参数 CHINESE 设置为中文，ENGLISH

设置为英文。 

 

返回值： 

:system:language?返回 chinese 或 english，分别表示系统所使用的语言为中文或英文。 

 

 

6. :system:clock:state 

命令格式： 

:system:clock:state? 

:system:clock:stat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系统时钟显示方式。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HIDE|DISPLAY} DISPLAY 

 

说明： 

:system:clock:state?查询仪器当前是否显示时钟。 

:system:clock:state□<value>设置仪器是否显示时钟。 

 

返回值： 

:system:clock:state?返回 display 或 hide，分别表示显示和隐藏时钟。 

 

 

7. :system:clock:date 

命令格式： 

:system:clock:date? 

:system:clock:dat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系统当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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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字符串 {xxxx-xx-xx} --- 

 

说明： 

:system:clock:date?查询仪器当前日期。 

:system:clock:date□<value>设置仪器的日期。格式为{年-月-日}的表示方式。 

 

返回值： 

:system:clock:date?返回当前日期，返回值类型为 xxxx-xx-xx 格式日期。 

 

 

8. :system:clock:time 

命令格式： 

:system:clock:time? 

:system:clock:tim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系统当前时间。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字符串 {xx-xx-xx} --- 

 

说明： 

:system:clock:time?查询仪器当前时间。 

:system:clock:time□<value>设置仪器的时间。格式为{时-分-秒}的表示方式。 

 

返回值： 

:system:clock:time?返回当前时间，返回值类型为 xx-xx-xx 格式时间。 

 

 

9. :system:format:decimal 

命令格式： 

:system:format:decimal? 

:system:format:decimal□<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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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查询、设置系统使用的小数点格式。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COMMA | DOT} DOT 

 

说明： 

:system:format:decimal?查询仪器当前使用的小数点显示格式。 

:system:format:decimal□<value>设置仪器的小数点显示格式。参数 COMMA表示用“,”

作为小数点显示，同时原来使用的“，”将变为“·”。参数 DOT 表示用“·”作为小数点显示，

同时原来使用的“·”将变为“，”。由于此指令容易引起数据分隔符格式改变，请慎重使用。 

 

返回值： 

:system:format:decimal?返回当前使用的小数点显示格式。返回值 comma 表示用“,”作

为小数点显示，返回值 dot 表示用“·”作为小数点显示。 

 

 

10. :system:format:separate 

命令格式： 

:system:format:separate? 

:system:format:separat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系统显示数据分隔符格式。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ON | NONE | SPACE} ON 

 

说明： 

:system:format:separate?查询系统显示数据分隔符格式。 

:system:format:separate□<value>设置系统显示数据分隔符格式。参数 ON 表示显示

分隔符。NONE 表示不显示数据分隔符。SPACE 表示以空格显示数据分隔。 

 

返回值： 

:system:format:separate?返回当前使用的数据分隔符格式：ON、NONE 或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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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ystem:display:bright 

命令格式： 

:system:display:bright? 

:system:display:bright□<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屏幕亮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整型 0~255 168 

 

说明： 

:system:display:bright?查询屏幕亮度值。 

:system:display:bright□<value>设置屏幕亮度值。取值整数，范围为 0~255。0 为最

低亮度，255 为最高亮度。 

 

返回值： 

:system:display:bright?返回当前屏幕高度值，取值范围为 0~255。 

 

 

12. :system:display:contrast 

命令格式： 

:system:display:contrast? 

:system:display:contrast□<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屏幕对比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整型 0~255 152 

 

说明： 

:system:display:contrast?查询屏幕对比度。 

:system:display:contrast□<value>设置屏幕对比度。取值整数，范围为 0~255。0 为

最低对比度，255 为最高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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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system:display:contrast?返回当前屏幕对比度值，取值范围为 0~255。 

 

 

13. :system:display:invert 

命令格式： 

:system:display:invert 

 

功能： 

屏幕显示反色。 

 

说明： 

将当前屏幕反色显示。 

 

 

14. :system:scanserial？ 

命令格式： 

:system:scanserial? 

 

功能： 

查询仪器巡检板状态。 

 

说明： 

查询仪器巡检板安装状态命令。 

 

返回值： 

返回仪器巡检板状态标识 None 或 Installed，分别表示仪器没有安装巡检板(None)和已

经安装巡检板(Installed)。 

 

 

15. :system:macaddr 

命令格式： 

:system: macaddr? 

 

功能： 

查询仪器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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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查询仪器 MAC 地址，用于网络通讯设置。 

 

返回值： 

返回仪器 MAC 地址，显示格式为 XX-XX-XX-XX-XX-XX。例如，00-01-02-03-04-05。 

 

 

16. :system:lanserial 

命令格式： 

:system:lanserial? 

 

功能： 

查询接口模块状态。 

 

说明： 

查询仪器接口模块安装状态命令。 

 

返回值： 

返回仪器接口模块状态标识 None 或 Installed，分别表示仪器没有安装接口模块(None)

和已经安装接口模块(Installed)。 

 

 

17. :system:opentimes？ 

命令格式： 

:system:opentimes? 

 

功能： 

查询仪器开机次数。 

 

说明： 

查询仪器开机次数。 

 

返回值： 

返回仪器开机次数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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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子命令集 

用于设置仪器各种通讯控制和自检。进行通讯控制之前，请确认通讯接口已经可靠连接，

否则可能导致异常或错误。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utility:interface:LAN:dhcp 

 :utility:interface:LAN:host 

 :utility:interface:LAN:domain 

 :utility:interface:LAN:ip 

 :utility:interface:LAN:mask  

 :utility:interface:LAN:gateway  

 :utility:interface:LAN:dns 

 :utility:interface:GPIB:address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 

 :utility:interface:RS232:p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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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tility:interface:LAN:dhcp 

命令格式： 

:utility:interface:LAN:dhcp? 

:utility:interface:LAN:dhcp□<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用于 LAN 连接的 DHCP 设置状态。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布尔 {ON|OFF} ON 

 

说明： 

:utility:interface:LAN:dhcp?查询 DHCP 是否打开。 

:utility:interface:LAN:dhcp□<value>设置 DHCP 的开关状态。参数 ON 打开 DHCP，参

数 OFF 关闭 DHCP。 

 

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LAN:dhcp?返回当前 DHCP 的开关状态，取值范围为{ON|OFF}。 

 

 

2. :utility:interface:LAN:host 

命令格式： 

:utility:interface:LAN:host? 

:utility:interface:LAN:host□<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用于 LAN 连接的 HOST(主机)的名称。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字符串 自定义 DM3000 

 

说明： 

:utility:interface:LAN:host?查询仪器使用的主机名。 

:utility:interface:LAN:host□<value>设置仪器的主机名。参数为用户自定义的主机名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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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LAN:host?返回当前使用的主机名。 

 

 

3. :utility:interface:LAN:domain 

命令格式： 

:utility:interface:LAN:domain? 

:utility:interface:LAN:domain□<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用于 LAN 连接的域名。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字符串 自定义 RIGOL 

 

说明： 

:utility:interface:LAN:domain?查询仪器使用的域名。 

:utility:interface:LAN:domain□<value>设置仪器的域名。参数为用户自定义的域名字

符串。 

 

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LAN:domain?返回当前使用的域名。 

 

 

4. :utility:interface:LAN:ip 

命令格式： 

:utility:interface:LAN:ip? 

:utility:interface:LAN:ip□<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用于 LAN 连接的 IP 地址。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字符串 自定义 168.254.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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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utility:interface:LAN:ip?查询仪器当前的 IP 地址。 

:utility:interface:LAN:ip□<value>设置仪器的 IP地址。参数为用户自定义的 IP地址值。 

 

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LAN:ip?返回当前使用的 IP 地址。 

 

 

5. :utility:interface:LAN:mask 

命令格式： 

:utility:interface:LAN:mask? 

:utility:interface:LAN:mask□<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用于 LAN 连接的 IP 子网掩码。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字符串 自定义 255.255.255.0 

 

说明： 

:utility:interface:LAN:mask?查询仪器当前的子网掩码。 

:utility:interface:LAN:mask□<value>设置仪器的子网掩码。参数为用户自定义的子网

掩码。 

 

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LAN:mask?返回当前使用的子网掩码。 

 

 

6. :utility:interface:LAN:gateway 

命令格式： 

:utility:interface:LAN:gateway? 

:utility:interface:LAN:gateway□<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用于 LAN 连接的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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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字符串 自定义 172.16.3.1 

 

说明： 

:utility:interface:LAN:gateway?查询仪器当前的网关。 

:utility:interface:LAN:gateway□<value>设置仪器的网关。参数为用户自定义的网关。 

 

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LAN:gateway?返回当前使用的网关。 

 

 

7. :utility:interface:LAN:dns 

命令格式： 

:utility:interface:LAN:dns? 

:utility:interface:LAN:dns□<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用于 LAN 连接的 DNS 服务器地址。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字符串 自定义 0.0.0.0 

 

说明： 

:utility:interface:LAN:dns?查询仪器当前的 DNS 服务器地址。 

:utility:interface:LAN:dns□<value>设置仪器的 DNS 服务器地址。参数为用户自定义

的 DNS 服务器地址。 

 

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LAN:dns?返回当前使用的 DNS 服务器地址。 

 

 

8. :utility:interface:GPIB:address 

命令格式： 

:utility:interface:GPIB:address? 

:utility:interface:GPIB:address□<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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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查询、设置 GPIB 地址。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整型 1~30 7 

 

说明： 

:utility:interface:GPIB:address?查询仪器当前 GPIB 地址。 

:utility:interface:GPIB:address□<value>设置仪器的 GPIB 地址。 

 

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GPIB:address?返回当前 GPIB 地址。 

 

 

9.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 

命令格式：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串口(RS232）通讯波特率。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9600 

 

说明：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查询当前使用的串口通讯波特率。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value>设置仪器的串口通讯波特率。 

 

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返回当前串口通讯波特率。 

 

 

10. :utility:interface:RS232:parity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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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串口通讯校验位。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none8bits|odd8bits|even8bits} none8bits 

 

说明：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查询当前使用的串口校验位设置。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value>设置仪器的串口通讯校验位。 

 

返回值：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返回当前校验位设置，返回参数的取值范围与设置参数

的取值范围相同。代表的含义分别为“无奇偶校验，8 位数据位”，“奇校验，8 位数据

位”，“偶校验，8 位数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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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子命令集 

用于设置仪器触发系统参数。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trigger:source 

 :trigger:auto:interval 

 :trigger:auto:hold 

 :trigger:single:triggered 

 :trigger:ext 

 :trigger:vmcomplete:polar 

 :trigger:vmcomplete:pulse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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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igger:source 

命令格式： 

:trigger:source? 

:trigger:sourc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测量时使用的触发源。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AUTO|SINGLE|EXT} AUTO 

 

返回值： 

:trigger:source?返回触发源类型：auto、single 或 ext，分别表示“自动触发”，“单次

触发”，“外部触发”。 

  

 

2. :trigger:auto:interval 

命令格式： 

:trigger:auto:interval? 

:trigger:auto:interval□<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显示间隔时间。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整型 4½   30~2000ms 

5½   200~2000ms 

6½   400~2000ms 

30ms 

200ms 

400ms 

 

返回值： 

:trigger:auto:interval?返回当前设置的显示间隔时间。 

:trigger:auto:interval□<value>设置显示间隔时间，value 取值范围：当精度为 4½ 时，

30~2000ms，默认值是 30ms；当精度为 5½ 时，200~2000ms，默认值是 200ms；当

精度为 6½ 时，400~2000ms，默认值是 400ms。 

注：在 ACV 和 ACI 测量中，value 取值范围：当精度为 3½ 时，30~2000ms，默认值

是 30ms；当精度为 4½ 时，200~2000ms，默认值是 200ms；当精度为 5½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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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2000ms，默认值是 400ms。 

 

 

3. :trigger:auto:hold 

命令格式： 

:trigger:auto:hold? 

:trigger:auto:hold□<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自动触发延迟功能。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布尔 {ON|OFF} OFF 

 

返回值： 

:trigger:auto:hold?返回当前自动触发延迟功能是否开启，ON 为开启，OFF 为关闭。 

 

 

4. :trigger:auto:hold:sensitivity 

命令格式： 

:trigger:auto:hold:sensitivity? 

:trigger:auto:hold:sensitivity□<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自动触发延迟功灵敏度。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0|1|2|3} 1 

 

说明： 

参数取值及各自含义如表 2-10 所示。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2-63 

表 2-10 自动触发延迟灵敏度参数取值及含义 

取值范围 灵敏度 

0 0.01% 

1 0.1% 

2 1% 

3 10% 

 

返回值： 

:trigger:auto:hold:sensitivity?返回当前自动触发延迟灵敏度标识，标识含义如表 2-10

所示。 

 

 

5. :trigger:single 

命令格式： 

:trigger:single? 

:trigger:singl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单次触发的采样数目。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整型 1~1000 1 

 

返回值： 

:trigger:single?返回当前设置单次触发的采样数目。 

 

 

6. :trigger:single:triggered 

命令格式： 

:trigger:single:triggered 

 

功能： 

实现一次手动触发功能。 

 

说明： 

此指令相当于手动操作时，手动进行一次单次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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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rigger:ext  

命令格式： 

:trigger:ext? 

:trigger:ext□<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外触发功能。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RISE|FALL|HIGH|LOW} RISE 

 

说明： 

:trigger:ext?查询外部触发类型，默认为上升沿触发。 

:trigger:ext□<value>设置外触发类型。取值{RISE|FALL|HIGH|LOW}，各取值含义分

别为“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高电平触发”，“低电平触发”。 

 

返回值： 

:trigger:ext?返回外部触发类型。 

 

 

8. :trigger:vmcomplete:polar   

命令格式： 

:trigger:vmcomplete:polar? 

:trigger:vmcomplete:polar□<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 VMC 输出极性。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POS|NEG} POS 

 

说明： 

:trigger:vmcomplete:polar?查询 VMC 输出极性，默认为 POS(正极性)。 

:trigger:vmcomplete:polar□<value>设置 VMC 输出极性。取值{POS|NEG}，各取值含

义分别为“正极性”，“负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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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trigger:vmcomplete:polar?返回 VMC 输出极性。 

 

 

9. :trigger:vmcomplete:pulsewidth 

命令格式： 

:trigger:vmcomplete:pulsewidth? 

:trigger:vmcomplete:pulsewidth□<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 VMC 输出脉宽。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整型        4½   1~30ms 

5½   1~200ms 

6½   1~400ms 

30ms 

100ms 

100ms 

 

说明： 

:trigger:vmcomplete:pulsewidth?查询 VMC 输出脉宽。 

:trigger:vmcomplete:pulsewidth□<value>设置 VMC 输出脉宽。value 取值范围：精度

为 4½ 时，1~30ms，默认值为 30ms；精度为 5½ 时，1~200ms，默认值为 100ms；

精度为 6½ 时，1~400ms，默认值为 100ms。 

注： 

在 ACV 和 ACI 测量中，value 取值范围：精度为 3½ 时，1~30ms，默认值为 30ms；精

度为 4½ 时，1~200ms，默认值为 100ms；精度为 5½ 时，1~400ms，默认值为 100ms。 

 

返回值： 

:trigger:vmcomplete:pulsewidth?返回 VMC 输出脉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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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子命令集 

用于设置仪器各种运算功能参数。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calculate:function 

 :calculate:statistic:min 

 :calculate:statistic:max 

 :calculate:statistic:average 

 :calculate:statistic:count 

 :calculate:NULL:offset 

 :calculate:DB 

 :calculate:DB:reference 

 :calculate:DBM 

 :calculate:limit:lower 

 :calculate:limit: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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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lculate:function 

命令格式： 

:calculate:function? 

:calculate:function□<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数学运算功能。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离散 {NONE|NULL|DB|DBM|MIN|MAX 

|AVERAGE|TOTAL|LIMIT} 

NONE 

 

说明： 

:calculate:function?查询当前数学运算功能，默认值为 NONE（关闭数学运算功能）。 

:calculate:function□<value>设置数学运算功能。各种运算标识符含义如表 2-11所示。 

 

表 2-11 数学运算标识符及含义 

取值范围 含义 

NONE 关闭数学运算功能 

NULL 清零运算 

DB dB 运算 

DBM dBm 运算 

MIN 最小值运算 

MAX 最大值运算 

AVERAGE 平均值运算 

TOTAL 求和运算 

LIMIT 限值运算 

 

返回值： 

:calculate:function?返回当前数学运算功能标识符。标识符含义如表 2-11 所示 

 

 

2. :calculate:statistic:min 

命令格式： 

:calculate:statistic:min?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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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最小值。 

 

说明： 

当 MIN 运算有效时，此指令才有效。 

 

返回值： 

返回计算出的最小值。 

 

 

3. :calculate:statistic:max 

命令格式： 

:calculate:statistic:max? 

 

功能： 

查询最大值。 

 

说明： 

当 MAX 运算有效时，此指令才有效。 

 

返回值： 

返回计算出的最大值。 

 

 

4. :calculate:statistic:average 

命令格式： 

:calculate:statistic:average? 

 

功能： 

查询平均值。 

 

说明： 

当 AVERAGE 运算有效时，此指令才有效。 

 

返回值： 

返回计算的平均值。 

 

 

5. :calculate:statisti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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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格式： 

:calculate:statistic:count? 

 

功能： 

查询用于当前计算而进行测量的次数。 

 

说明： 

对当前使用的计算测量功能有效。 

 

返回值： 

返回当前测量次数。 

 

 

6. :calculate:NULL:offset 

命令格式： 

:calculate:NULL:offset? 

:calculate:NULL:offset□<value> 

 

功能： 

消零运算。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实型 {<range>|MIN|MAX|DEF} ０ 

 

说明： 

:calculate:NULL:offset?查询为当前测量而进行的消零运算使用的偏移值。 

:calculate:NULL:offset□<value>设置为当前测量而进行的消零运算使用的偏移值。 

 

参数取值范围如下： 

<range>取值范围根据测量类型不同而不同。如表 2-12 所示。各个值设置时都可以取

到小数点以后７位。MAX 取最大有效值，MIN 取最小有效值。所有设定值仅对当前测

量功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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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消零运算偏移值取值范围 

测量类型 取值范围 DEF 对应值 单位 

直流电压 ± 1200 0 V 

交流电压 ± 900 0 V 

直流电流 ± 12 0 A 

交流电流 ± 12 0 A 

电阻 ± 1.2e+08 0 Ω 

电容 ± 2.4e-04 0 F 

频率 ± 3.6e+05 0 HZ 

 

返回值： 

:calculate:NULL:offset?返回消零运算偏移值。 

 

 

7. :calculate:DB 

命令格式： 

:calculate:DB? 

 

功能： 

查询 dB 值。 

 

返回值： 

返回计算的 dB 值。 

 

 

8. :calculate:DB:reference 

命令格式： 

:calculate:DB:reference? 

:calculate:DB:referenc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 dB 参考值。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整型 {<range>|MIN|MAX|DEF} 0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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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e:DB:reference?查询 dB 参考值。 

:calculate:DB:reference□<value>设置 dB 参考值。 

设置 dB 参考值时，<range>取值类型为整数，范围在± 120dB 之间。MIN 表示-120dB，

MAX 表示+120dB，DEF = 0。 

 

返回值： 

:calculate:DB:reference?返回当前 dB 值。 

 

 

9. :calculate:DBM 

命令格式： 

:calculate:DBM? 

 

功能： 

查询 dBm 值。 

 

返回值： 

返回计算的 dBm 值。 

 

 

10. :calculate:DBM:reference 

命令格式： 

:calculate:DBM:reference? 

:calculate:DBM:reference□<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 dBm 参考电阻值。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整型 {<range>|MIN|MAX|DEF} 600 

 

说明： 

:calculate:DBM:reference?查询 dBm 参考电阻值。 

:calculate:DBM:reference□<value>设置 dBm 参考电阻值。 

设置 dBm 参考电阻值时，<range>取值为 2~8000 的整数，单位为 Ω。MIN 表示 2Ω，

MAX 表示 8000Ω，DEF 为 60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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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calculate:DBM:reference?返回当前 dBm 参考电阻值。 

 

 

11. :calculate:limit 

命令格式： 

:calculate:limit? 

 

功能： 

查询 limit 运算。 

 

说明： 

当测量结果在设定的最大和最小值之间时，返回成功，否则将返回失败。 

 

返回值： 

返回 limit 运算是否成功，成功则返回 PASS，失败侧返回 FAIL。 

 

 

12. :calculate:limit:lower 

命令格式： 

:calculate:limit:lower? 

:calculate:limit:lower□<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 limit 运算下限值操作。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实型 {<range>} 0 

 

说明： 

:calculate:limit:lower?查询 limit 运算使用到的下限值。 

:calculate:limit:lower□<value>设置 limit 运算使用到的下限值，默认<range>取值范围

及单位如表 2-13 所示，但是不能大于当前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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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消零运算上下限值取值范围 

测量类型 取值范围 DEF 对

应值 

单位 

直流电压 ± 1200 0 V 

交流电压 0 ~ 900 0 V 

直流电流 ± 12 0 A 

交流电流 0 ~ 12 0 A 

电阻 0 ~ 1.2e+08 0 Ω 

电容 0 ~ 2.4e-04 0 F 

频率 0 ~ 3.6e+05 0 HZ 

周期 3.0e-06 ~ 3.0e-01 0 s 

比率 -1.0e+09 ~ 1.0e+09 0  

dB -120 ~ +120 0  

 

返回值： 

:calculate:limit:lower?返回当前设置的下限值。 

 

 

13. :calculate:limit:upper 

命令格式： 

:calculate:limit:upper? 

:calculate:limit:upper□<value> 

 

功能： 

查询、设置 limit 运算上限值操作。 

 

参数：   

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默认值 

<value> 连续实型 {<range>} 0 

 

说明： 

:calculate:limit:upper?查询 limit 运算使用到的上限值。 

:calculate:limit:upper□<value>设置 limit 运算使用到的上限值默认<range>取值范围

及单位如表 2-13 所示，但是不能小于当前下限值。 

 

返回值： 

:calculate:limit:upper?返回当前设置的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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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子命令集 

用于设置仪器数据采集系统参数。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datalog 

 :datalog:configure:funcition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auto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extern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delaytime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time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number 

 :datalog:configure:rate 

 :datalog:run 

 :datalog:stop 

 :datalog:fetchdata 

 

 

 

注：版本为03.03.00.03.02.00.01及之后的DM3000系列数字万用表支持数据采集子命

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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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talog 

命令格式： 

:datalog? 

 

功能： 

查询当前数据采集功能处于运行状态还是停止状态。 

 

说明： 

使用 datalog 功能之前，需要先配置 datalog 的设置。 

 

返回值： 

返回值为“Run”或者“Stop”，分别表示数据采集系统在运行和数据采集系统停止。 

 

 

2. :datalog:configure:function 

命令格式： 

:datalog:configure:function? 

:datalog:configure:function□<DCV,DCI,2WR,4WR>,<range> 

 

功能： 

查询和设置当前数据采集对应的功能。 

 

说明： 

:configure:function?仅用于查询当前数据采集对应的功能。 

:configure:function□<DCV,DCI,2WR,4WR>，< range>用于设置数据采集对应的功能。

共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只能为 DCV，DCI，2WR 或 4WR，表示数据采集的功能类

型，各个值含义分别为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二线电阻，四线电阻。第二个参数为第一

个功能参数所对应的量程。需要注意，由于数据采集不能采用自动量程，因此，range

下限为 1，上限与测量功能有关，DCV 对应 range 上限为 5，DCI 对应 range 上限为 5，

2WR 对应 range 上限为 7，4WR 对应 range 上限为 7。 

 

返回值： 

:datalog:configure:function?返回值为 DCV，DCI，2WR 或 4WR 和对应的当前量程。 

 

 

3.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 

命令格式：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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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查询当前数据采集功能的启动方式。 

 

说明： 

根据当前 datalog 设置的启动方式返回启动方式符号。 

 

返回值：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返回值为 Auto 或 Extern，延时启动方式被认为是自动

方式的一种，可以通过查询延时时间来确定延时功能是否启用。 

 

 

4.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auto 

命令格式：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auto 

 

功能： 

设置当前数据采集功能的启动方式为自动启动方式。 

 

说明： 

如果设置了延迟时间，系统会在到达延迟时间时自动启动系统，如果没有设置延迟时间，

系统会在接收到命令时启动 datalog 测量功能。 

 

 

5.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extern 

命令格式：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extern 

 

功能： 

设置当前数据采集功能的启动方式为外部触发方式启动。 

 

说明： 

系统接收到此命令后，如果没有得到要求的触发信号，系统将处于等待状态，直到触发

信号来临，datalog 系统功能开始启动。对触发信号的设置和要求请参见说明书。 

 

 

6.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delaytime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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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delaytime?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delaytime□<value> 

 

功能： 

查询和设置自动启动模式的延迟启动时间。 

 

说明：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delaytime?用于查询当前设置的自动启动模式下延迟启

动时间。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delaytime□<value>用于设置自动启动模式的延迟启动

时间，value 就是具体时间值，单位为秒(S)。参数 value 取值范围为 0~3600 秒。 

 

返回值：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delaytime?返回值为自动方式下延迟启动时间，默认单位

为秒。 

 

 

7.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 

命令格式：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 

 

功能： 

查询数据采集功能的停止条件。 

 

说明：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用于查询当前设置的数据采集停止条件。 

 

返回值：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delaytime?返回值“Time”或“Number”分别代表当前

设置为按设置时间到停止或按采集数目满足停止。 

 

 

8.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time 

命令格式：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time?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time□<value> 

 

功能：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2-78 

查询和设置数据采集功能的停止时间。 

 

说明：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time?用于查询当前设置的数据采集停止时间。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time□<value>用于设置需要数据采集持续的时间，并同

时设置数据采集按时间方式停止。参数 value 为数据采集持续时间。 

 

返回值：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time?返回当前设置的需要数据采集持续的时间。 

 

 

9.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number 

命令格式：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number?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number□<value> 

 

功能： 

查询数据采集功能的采集数目和设置按采集数目停止的数据数目。 

 

说明：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number?用于查询当前设置的数据采集停止时需要采集

的数据数目。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number□<value>用于设置数据采集按采集数目停止，

并设置采集数目。参数 value 就是需要采集的数据数目。 

 

返回值：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number?返回当前设置的数据采集停止时需要采集的数

据数目。 

 

 

10. :datalog:configure:rate 

命令格式： 

:datalog:configure:rate? 

:datalog:configure:rate□<range> 

 

功能： 

查询和设置数据采集的采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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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datalog:configure:rate?用于查询当前设置的数据采集采样率。 

:datalog:configure:rate□<range>用于设置数据采集采样率，range 取值范围为 1~13，

分别对应数据采集的采样率为 1/10min，1/5min，1/min，1/10s，1/s，10/s，50/s，

100/s，833/s，1K/s，5K/s，10K/s，50K/s。 

 

返回值： 

:datalog:configure:rate?返回当前设置的数据采集采样率等级，取值范围为 1~13。 

 

 

11. :datalog:run 

命令格式： 

:datalog:run 

 

功能： 

按设置方式运行 Datalog 功能。 

 

说明： 

在运行此条命令前需要:datalog:configure 命令设置功能和量程，否则不予执行。并返

回错误标志。 

 

 

12. :datalog:stop 

命令格式： 

:datalog:stop 

 

功能： 

停止 Datalog 运行。 

 

 

13. :datalog:fetchdata 

命令格式： 

:datalog:fetchdata□<value> 

 

功能： 

获取采集到的数据（32 位二进制格式数据）。 

 

说明： 

:datalog:fetchdata□<value>用于获取采集到的数据。仪器可存储数据量为 209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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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命令每次只能获取一个数据包，包含 512 个采样数据，占用存储空间为 2K。参数

value 是数据包的序号，取值范围为 1 ~ 4096。每开始一次新的采集数据都是从第一个

数据包开始存储。上位机程序二次开发需要用到 RIGOL 提供的驱动程序和动态链接库

将获取的 32 位二进制数据转换为浮点型数据，同时需要根据采集设置计算有效数据个

数，从中提取。关于此命令的用法可以参考 RIGOL 提供的 Demo 程序。 

 

返回值： 

:datalog:fetchdata□<value>以 32 位二进制数据返回需要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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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子命令集 

用于设置仪器巡检系统参数。这些命令主要包括： 

 

 :scan:create 

 :scan:addtask 

 :scan:deletetask 

 :scan:intervaltime 

 :scan:run 

 :scan:run:cycle 

 :scan:stop 

 :scan:list:task 

 :scan:list:project 

 :scan:current:cycle 

 :scan:current:projname 

 :scan:fetchdata 

 :scan:saveproj 

 :scan:loadproj 

 :scan:deleteproj 

 :scan:cardID 

 

 

 

注：版本为03.03.00.03.02.00.01及之后的DM3000系列数字万用表支持巡检子命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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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an:create 

命令格式： 

:scan:create□<value> 

 

功能： 

创建工程。 

 

说明:  

:scan:create□<value>用于创建工程，参数 value 是工程名，可以不设置名称，但是必

须先用此命令完成初始化工作，否则以后操作不予执行，并返回错误信息。 

 

 

2. :scan:addtask 

命令格式： 

:scan:addtask□<value1>，<value2>，…... ，<value7> 

 

功能： 

为巡检工程添加任务。 

 

说明： 

:scan:addtask□<value>用于新建一个巡检任务，value 是新建任务时需要设置的参数，

包括任务编号，通道，功能，量程，精度，采样数和延迟时间，它们的参数范围见表 2-14。

在增加任务时，只能按编号顺序添加，如果两次设置编号相同，前一次设置将被修改。 

 

表 2-14 巡检参数及取值范围 

参数名称 类型 取值范围 

任务编号 连续整型 0 ~ 99 

*1通道 连续整型 1 ~ 16 

功能 离散 DCV，ACV，DCI，ACI，

2WR，FREQ，PERI，

CAP，DIODE 

*2量程 离散 0 ~ 7 (0 代表自动) 

*3精度 离散 0，1，2 

采样数 连续整型 0 ~ 99 

延迟时间 连续实型 单位为 s 

*1 注：巡检可用通道位 1~16，1~12 通道可用测量项目为 DCV，ACV，DCI， 

ACI，2WR，FREQ，PERI，CAP，DIODE，13~16 可用测量项目为 DCV， 

ACV，DCI，ACI，2WR。 

*2 注：在不同的测量功能中，量程的参数范围不同，但都是从 0~7 依次递增，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2-83 

对应量程大小也依次递增。 

*3 注：针对六位半精度万用表分别代表 4 ½ ，5 ½ ，6 ½ 量程，针对五位半精 

度万用表分别代表 3 ½ ，4 ½ ，5 ½ 量程。 

 

 

3. :scan:deletetask 

命令格式： 

:scan:deletetask□<value> 

 

功能： 

删除已创建的任务。 

 

说明： 

:scan:deletetask□<value>用于删除已添加的任务，value 是要删除的任务标号，取值

范围为 0~99。如果中间任务被删除，则以后的任务依次向前移。  

 

 

4. :scan:intervaltime 

命令格式： 

:scan:intervaltime□<value> 

 

功能： 

设置工程循环时，整体循环间隔时间。 

 

说明： 

:scan:intervaltime□<value>用于设置工程循环的间隔时间，value 是设置的间隔时间，

单位为 s。当设置工程循环次数大于 1 时，此命令设置两次整体循环的间隔时间。 

 

 

5. :scan:run 

命令格式： 

:scan:run 

 

功能： 

循环一次当前设置的工程。 

 

 

6. :scan:run:cycle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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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run:cycle□<value> 

 

功能： 

设置工程循环次数，并开始运行设置的工程。 

 

说明： 

:scan:run:cycle□<value>用于设置工程循环次数，并开始运行设置的工程。value 是

循环次数。 

 

 

7. :scan:stop 

命令格式： 

:scan:stop 

 

功能： 

强行停止运行中的巡检任务。 

 

 

8. :scan:list:task 

命令格式： 

:scan:list:task□<value> 

 

功能： 

列出设置工程的所有任务。 

 

说明： 

:scan:list:task□<value>用于列出指定工程的任务表，value 是指定的工程编号，如果

不加工程编号，会默认列出当前工程的任务表。 

 

返回值： 

:scan:list:task□<value>命令返回当前工程的所有任务，返回值格式为：<任务编号>：

通道，量程，精度，采样数，功能； 

 

 

9. :scan:list:project 

命令格式： 

:scan:list:project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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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DM3000 本地存储的的所有工程名称列表。 

 

 

10. :scan:current:cycle 

命令格式： 

:scan:current:cycle? 

 

功能： 

查询已经完成的整体循环次数。 

 

返回值： 

:scan:current:cycle?返回已经完成的整体循环次数。 

 

 

11. :scan:current:projname 

命令格式： 

:scan:current:projname? 

 

功能： 

查询当前缓存中的工程名称。 

 

返回值： 

:scan:current:projname? 返回当前缓存的工程名称，如果没有加载或创建任何工程则

返回命令正确标识“R”。 

 

 

12. :scan:fetchdata 

命令格式： 

:scan:fetchdata□<value> 

 

功能： 

获取测量数据。 

 

说明： 

:scan:fetchdata□<value>与:datalog:fetchdata□<value>命令用法相同。 

 

 

13. :scan:saveproj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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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saveproj□<value> 

 

功能： 

保存当前设置的工程。  

 

说明： 

:scan:saveproj□<value>用于保存当前设置的工程到本地 DM3000，value 是文件位置

编号，最多可以保存 10 个工程，超出时会返回出错信息。 

 

 

14. :scan:loadproj 

命令格式： 

:scan:loadproj□<value> 

 

功能： 

以保存的工程位置编号加载工程到缓存，可以直接运行。 

 

说明： 

:scan:loadproj□<value>用于以保存的工程位置编号加载工程到缓存，value 是文件位

置编号。 

 

 

15. :scan:deleteproj 

命令格式： 

:scan:deleteproj□<value> 

 

功能:  

删除当前设置的工程。 

 

说明： 

:scan:deleteproj□<value>用于删除当前已设置的工程，value 是文件位置编号。 

 

 

16. :scan:cardID 

命令格式： 

:scan:cardID? 

 

功能： 

查询巡检卡硬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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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scan:cardID?返回巡检卡硬件版本号，需要在至少启动一次巡检工作之后才可查询，

如果出错则返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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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DM3000 兼容命令集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除了支持 RIGOL 指令集系统外，还兼容 Agilent 和 Fluke 万

用表的一些常用远程控制命令集。已熟悉 Agilent 或 Fluke 万用表远程控制命令的用户

可以方便的控制 RIGOL DM3000 系列万用表。 

 

本章将列举 DM3000 系列万用表所支持的 Agilent 和 Fluke 万用表远程控制命令，以方

便用户查询，至于具体命令的含义和使用方法，请参考相关公司的命令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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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 Agilent 命令集 

RIGOL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所支持的 Agilent 命令集如下表所示。欲使用这些命

令，首先请使用 CMDSET 命令选择 Agilent 命令集，即发送：CMDSET□AGILENT。 

CMDSET 命令的详细解释请参考第 1 章的“命令集简介”。 

 

兼容 Agilent 的 SCPI 命令 

CALCulate :AVERage :AVERage?     

    :CLEar     

    :COUNt?     

    :MAXimum?     

    :MINimum?     

    :PTPeak?     

    :SDEViation?     

  :DB :REFerence     

    :REFerence?     

  :DBM :REFerence     

    :REFerence?     

  :FUNCtion       

  :FUNCtion?       

  :LIMit :LOWer     

    :LOWer?     

    :UPPer     

    :UPPer?     

  :NULL :OFFSet     

    :OFFSet?     

CONFigure ?       

  :CAPacitance       

  :CONTinuity       

  :CURRent :AC     

    [:DC]     

  :DIODe       

  :FREQuency       

  :FRESistance       

  :PERiod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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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Tage]  :AC     

    [:DC]     

CAPacitance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CURRent :AC :BANDwidth     

    :BANDwidth?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PEAK :STATe   

      :STAT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DC] :APERture     

    :APERture?     

    :NPLC     

    :NPLC?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PEAK     

      :STATe   

      :STATe?   

    :RANGe     

      :AUTO   

      :AUTO?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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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Per]?   

    :RESolution     

    :RESolution?     

DATA :COPY       

  :DATA?       

  :DELete       

  :LAST?       

  :POINts?       

  :REMove?       

FETCh ?       

  :CURRent :AC :PTPeak?   

    [:DC] :PEAK :MAXimum? 

        :MINmum? 

      :PTPeak?   

  :VOLTage :AC :PTPeak?   

    [:DC] :PEAK :MAXimum? 

        :MINmum? 

      :PTPeak?   

FREQuency :APERture       

  :APERture?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RANGe :LOWer     

    :LOWer?     

  :VOLTag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FRESistance :APERture       

  :APERture?       

  :NPLC       

  :NPLC?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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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RESolution       

  :RESolution?       

FUNCtion [:ON]       

  [:ON]?       

*IDN?         

MEASure :CAPacitance?       

  :CONTinuity?       

  :CURRent :AC?     

    [:DC]?     

  :DIODe?       

  :FREQuency?       

  :FRESistance?       

  :PERiod?       

  :RESistance?       

  [:VOLTage] :AC?     

    [:DC]?     

MEMory :NSTates?       

  :STATe :CATalog?     

    :DELete     

    :DELete :ALL   

    :NAME     

    :NAME?     

    :RECall :AUTO   

    :RECall :AUTO?   

      :SELect   

      :SELect?   

    :VALid?     

OUTPut :TRIGger :SLOPe     

PERiod :APERture       

  :APERture?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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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 :LOWer     

    :LOWer?     

  :VOLTag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RCL         

*RST         

RESistance :APERture       

  :APERture?       

  :NPLC       

  :NPLC?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RESolution       

  :RESolution?       

*SAV         

SAMPle :SOURce       

  :SOURce?       

  :TIMer       

  :TIMer?       

[SENSe:] CAPacitance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CURRent :AC :BANDwidth   

      :BANDwidth?   

      :NULL [:STATe]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3-7 

        [:STATe]? 

        :VALue 

        :VALuE? 

      :PEAK :STATe 

        :STAT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DC] :APERture   

      :APERture?   

      :APERture :ENABled? 

      :NPLC   

      :NPLC?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PEAK :STATe 

        :STAT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RESolution   

      :RESolution?   

      :ZERO :AUTO 

        :AUTO? 

  FREQuency :APERture     

    :APERture?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RANGe :LOWer   

      :LOWer?   

    :VOLTage :RANGe :AUTO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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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Per] 

        [:UPPer]? 

  FRESistance :APERture     

    :APERture :ENABled?   

    :NPLC     

    :NPLC?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OCOMpensated     

    :OCOMpensated?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RESolution     

    :RESolution?     

  FUNCtion [:ON]     

    [:ON]?     

  PERiod :APERture     

    :APERture?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RANGe :LOWer   

      :LOWer?   

    :VOLTag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RESistance :APERture     

    :APERture?     

    :APERture :ENABled?   

    :NPLC     

    :NPLC?     

    :NUL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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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VALue   

      :VALue?   

    :OCOMpensated     

    :OCOMpensated?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RESolution     

    :RESolution?     

    :ZERO :AUTO   

      :AUTO?   

  VOLTage :AC :BANDwidth   

   :BANDwidth？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PEAK :STATe 

        :STAT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DC] :APERture   

      :APERture?   

      :APERture :ENABled? 

      :IMPedance :AUTO 

        :AUTO? 

      :NPLC   

      :NPLC?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PEAK :STAT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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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RESolution   

      :RESolution?   

      :ZERO :AUTO 

        :AUTO? 

SYStem :BEEPer :STATe     

    :STATe?     

  :COMMunicate :ENABle     

    :ENABle?     

    :GPIB [:SELF] :ADDRess 

        :ADDRess? 

    :LAN :BSTatus?   

      :CONTrol?   

      :DDNS   

      :DDNS?   

      :DHCP   

      :DHCP?   

      :DNS   

      :DNS?   

      :DOMain   

      :DOMain?   

      :GATEway   

      :GATEway?   

      :HOSTname   

      :HOSTname?   

      :IPADdress   

      :IPADdress?   

      :MAC?   

      :SMASk   

      :SMASk?   

  :LANGuage       

  :LANGuage?       

  :VERSion?       

*TRG         

TRIGger :COUNt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3-11 

  :COUNt?       

  :DELay       

  :DELay?       

  :DELay :AUTO     

    :AUTO?     

  :SLOPe       

  :SLOPe?       

  :SOURce       

  :SOURce?       

VOLTage :AC :BANDwidth     

    :BANDwidth?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PEAK :STATe   

      :STAT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DC] :APERture     

    :APERture?     

    :IMPedance :AUTO   

      :AUTO?   

    :NPLC     

    :NPLC?     

    :NULL [:STATe]   

      [:STATe]?   

      :VALue   

      :VALue?   

    :PEAK :STATe   

      :STATe?   

    :RANGe :AUTO   

      :AUTO?   

      [:UPPer]   

      [:UPPer]?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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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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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 Fluke 命令集 

RIGOL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所支持的 Fluke 命令集如下表所示。欲使用这些命令，

首先请使用 CMDSET 命令选择 Fluke 命令集，即发送：CMDSET□FLUKE。 

CMDSET 命令的详细解释请参考第 1-5 页的“命令集简介”。 

 

兼容 Fluke 命令 

AAC 

ADC 

AUTO 

AUTO? 

COMP 

COMP? 

COMPCLR 

COMPHI 

COMPLO 

CONT 

DB 

DBCLR 

DBPOWER 

DBREF? 

DBREF 

DIODE 

FIXED 

FREQ 

FREQ2 

FUNC1? 

FUNC2? 

HOLD 

HOLDCLR 

HOLDTHRESH? 

HOLDTHRESH 

MAX 

MAXSET 

MEAS? 

MEA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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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2? 

MIN 

MINSET 

MMCLR 

MOD? 

OHMS 

RANGE 

RANGE1? 

RATE  

RATE? 

REL 

RELCLR 

RELSET? 

RELSET 

VAC 

VAL? 

VAL1? 

VAL2? 

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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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RIGOL DM3000 命令应用范例 

 

本章用 RIGOL DM3000 命令集实现 RIGOL DM3000 万用表用户手册中的测量范例，

用户可以参考对比，通过范例加深对命令集用法的理解。 

 

在范例中每行指令之前的编号用于标记当前指令，以方便进行说明，并非指令集的内容。

在范例中每行指令之后，由“ / * ”和“ * / ”包括的内容为注释部分，用于帮助用户理解，

并非指令集的内容。 

 

所有范例进行之前，必须已经连接好相应的测试设备和被测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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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读数统计 

目标：本例以命令的方式实现读数最大值统计。 

进行最大值统计运算时，万用表的第一个读数被作为最大值显示。连续测量多个读数时，

万用表不断更新最大值。当捕捉到最大值时，万用表发出蜂鸣提示音（如果声音开关已

打开）。 

 

远程控制指令实现方式： 

0    *RST      /*对仪器复位，为测量做好准备*/ 

1    *IDN?      /*查询仪器 ID 号，用于检测仪器是否工作正常*/ 

2    :function:voltage:AC    /*设置万用表当前工作于交流电压测量模式*/ 

3    :measure AUTO    /*设置测量方式为自动测量*/ 

4    :calculate:function max  /*设置数学运算功能为统计测量的最大值*/ 

5    :calculate:statistic:max?  /*查询当前测量到的最大交流电压值*/ 

6    :calculate:statistic:count?  /*查询当前自动测量的次数*/ 

 

说明： 

1. 第 5 行指令的返回值就是当前测量到的最大交流电压值。 

2. 第 6 行指令的返回值就是当前自动测量已经完成的测量次数。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4-3 

例二：消除测试引线阻抗误差 

目标：本例以命令的方式实现消除测试引线阻抗。 

在测量阻值较小的电阻时，测试引线的阻抗使测量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测量前需要

消除测试引线阻抗引起的误差。 

 

远程控制指令实现方式： 

0    *RST      /*对仪器复位，为测量做好准备*/ 

1    *IDN?      /*查询仪器 ID 号，用于检测仪器是否工作正常*/ 

2    :function:resistance    /*设置万用表当前工作于二线电阻测量模式*/ 

3    :measure:resistance□MIN /*设置二线电阻测量量程为 200Ω */ 

4         /*此时，将已经连接好用于测量电阻的红色、黑色表笔短接*/ 

5    :calculate:function□AVERAGE /*设置平均值运算功能*/ 

6    :calculate:statistic:average? /*查询当前计算出的平均电阻值*/ 

7     /*记录返回值，本例试验中返回值为：3.302198e-01 */ 

8    :calculate:function□NULL  /*设置清零运算功能*/ 

9    :calculate:NULL:offset?  /*查询当前的清零计算偏移值。用于检查仪器。*/ 

10   /*此时，应该得到返回值为 0。*/ 

11   :calculate:NULL:offset□0.330219 /*将前面得到的平均值作为清零的偏移量*/ 

12   :calculate:function□NULL  /*用新的偏移量进行清零运算*/ 

13   :calculate:function□AVERAGE /*设置平均值运算功能*/ 

14   :calculate:statistic:average? /*查询当前计算出的平均电阻值*/ 

15   /*本例中得到的返回值为 3.173456e-04*/ 

 

说明： 

1. 第 5 行指令运行之前，必须按第 4 行说明操作。 

2. 第 15 行中得到的结果说明：进行清零运算之后，将电阻测量误差降低了三个数量

级。则本试验消除测试引线阻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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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dBm 测量 

目标：本例以命令的方式实现 dBm 测量。 

dBm（分贝）是一个常用的计量单位，广泛应用于电工、无线电、力学、冲击振动、机

械功率和声学等领域，并且 dBm 运算常用于射频信号测量。 

 

远程控制指令实现方式： 

0    *RST      /*对仪器复位，为测量做好准备*/ 

1    *IDN?      /*查询仪器 ID 号，用具检测仪器是否工作正常*/ 

2    :function:resistance    /*设置万用表当前工作二线于电阻测量模式*/ 

3    :measure□AUTO            /*设置电阻测量量程为自动*/ 

4    :measure:resistance?  /*查询测量的电阻值*/ 

    /*测量出用于 dBm 计算的参考电阻值*/ 

5    :function:voltage:AC      /*设置万用表当前工作于交流电压测量模式*/ 

6    :measure□AUTO   /*设置交流电压测量量程为自动*/ 

7    :calculate:function DBM      /*设置为 dBm 计算功能*/ 

8    :calculate:DBM:reference□<value> /*设置 dBm 计算的参考电压*/ 

9    :calculate:DBM?    /*得到 dBm 值*/ 

 

说明： 

1. 第 4 行指令运行之前，必须按电阻测量模式连接好仪器。 

2. 第 8 行指令的参数就是之前测量得到的电阻 

 

 

 

 

 

 

 

 

 

 

 

 

 

 



RIGOL 

©  2008 RIGOL Technologies, Inc.                                         
 DM3000 系列数字万用表编程手册 

I 

 

附录  RIGOL DM3000 命令速查 

*IDN？2-3 

*RST 2-3 

 

C 

:calculate:function 2-67 

:calculate:statistic:min 2-67 

:calculate:statistic:max 2-68 

:calculate:statistic:average 2-68 

:calculate:statistic:count 2-68 

:calculate:NULL:offset 2-69 

:calculate:DB 2-70 

:calculate:DB:reference 2-70 

:calculate:DBM 2-71 

:calculate:DBM:reference 2-71 

:calculate:limit 2-72 

:calculate:limit:lower 2-72 

:calculate:limit:upper 2-73 

 

D 

:datalog 2-75 

:datalog:configure:function 2-75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 2-75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auto 2-76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extern 2-76 

:datalog:configure:startmode:delaytime 

2-76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 2-77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time 2-77 

:datalog:configure:stopmode:number 2-78 

:datalog:configure:rate 2-78 

:datalog:run 2-79 

:datalog:stop 2-79 

:datalog:fetchdata 2-79 

 

F 

:function 2-5 

:function:voltage:DC:ratio 2-5 

:function:voltage:DC 2-5 

:function:voltage:AC 2-5 

:function:current:DC 2-6 

:function:current:AC 2-6 

:function:resistance 2-6 

:function:fresistance 2-7 

:function:frequency 2-7 

:function:period 2-7 

:function:continuity 2-7 

:function:diode 2-8 

:function:capacitance 2-8 

 

M 

:measure? 2-12 

:measure 2-12 

:measure:voltage:DC? 2-12 

:measure:voltage:DC 2-13 

:measure:voltage:DC:range? 2-13 

:measure:voltage:DC:impedance 2-14 

:measure:voltage:DC:digit 2-14 

:measure:voltage:DC:ratio 2-15 

:measure:voltage:DC:ratio:digit 2-16 

:measure:voltage:AC? 2-16 

:measure:voltage:AC 2-17 

:measure:voltage:AC:range? 2-17 

:measure:voltage:AC:filter 2-18 

:measure:voltage:AC:digit 2-18 

:measure:voltage:AC:freq? 2-19 

:measure:voltage:AC:freq:display 2-19 

:measure:voltage:AC:freq:hide 2-19 

:measure:voltage:AC:freq:state? 2-20 

:measure:current:DC? 2-20 

:measure:current:DC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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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current:DC:range? 2-21 

:measure:current:DC:digit 2-21 

:measure:current:AC? 2-22 

:measure:current:AC 2-22 

:measure:current:AC:range? 2-23 

:measure:current:AC:digit 2-23 

:measure:current:AC:freq? 2-24 

:measure:current:AC:freq:display 2-24 

:measure:current:AC:hide 2-25 

:measure:current:AC:state? 2-25 

:measure:resistance? 2-25 

:measure:resistance 2-26 

:measure:resistance:range? 2-26 

:measure:resistance:digit 2-27 

:measure:fresistance? 2-27 

:measure:fresistance 2-28 

:measure:fresistance:range？ 2-28 

:measure:fresistance:digit 2-28 

:measure:frequency? 2-29 

:measure:frequency 2-29 

:measure:frequency:range? 2-30 

:measure:frequency:digit 2-30 

:measure:period? 2-31 

:measure:period 2-31 

:measure:period:range? 2-32 

:measure:period:digit 2-32 

:measure:continuity? 2-33 

:measure:continuity 2-33 

:measure:diode？ 2-34 

:measure:diode:digit 2-34 

:measure:capacitance? 2-35 

:measure:capacitance 2-35 

:measure:capacitance:range? 2-36 

:measure:capacitance:digit 2-36 

 

R 

:resolution:voltage:DC 2-38 

:resolution:voltage:DC:ratio 2-38 

:resolution:voltage:AC 2-39 

:resolution:current:DC 2-40 

:resolution:current:AC 2-41 

:resolution:resistance 2-41 

:resolution:fresistance 2-42 

:resolution:capacitance 2-43 

 

S 

:scan:create 2-82 

:scan:addtask 2-82 

:scan:deletetask 2-83 

:scan:intervaltime 2-83 

:scan:run 2-83 

:scan:run:cycle 2-83 

:scan:stop 2-84 

:scan:list:task 2-84 

:scan:list:project 2-84 

:scan:current:cycle 2-85 

:scan:current:projname 2-85 

:scan:fetchdata 2-85 

:scan:saveproj 2-85 

:scan:loadproj 2-86 

:scan:deleteproj 2-86 

:scan:cardID 2-86 

:system:beeper 2-45 

:system:beeper:state 2-45 

:system:configure:poweron 2-45 

:system:configure:default 2-46 

:system:language 2-46 

:system:clock:state 2-47 

:system:clock:date 2-47 

:system:clock:time 2-48 

:system:format:decimal 2-48 

:system:format:separate 2-49 

:system:display:bright 2-50 

:system:display:contrast 2-50 

:system:display:invert 2-51 

:system:scanserial？ 2-51 

:system:macaddr 2-51 

:system:lanserial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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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system:opentimes？ 2-52 

 

T 

:trigger:source 2-61 

:trigger:auto:interval 2-61 

:trigger:auto:hold 2-62 

:trigger:auto:hold:sensitivity 2-62 

:trigger:single 2-63 

:trigger:single:triggered 2-63 

:trigger:ext 2-64 

:trigger:vmcomplete:polar 2-64 

:trigger:vmcomplete:pulsewidth 2-65 

 

U 

:utility:interface:LAN:dhcp 2-54 

:utility:interface:LAN:host 2-54 

:utility:interface:LAN:domain 2-55 

:utility:interface:LAN:ip 2-55 

:utility:interface:LAN:mask 2-56 

:utility:interface:LAN:gateway 2-56 

:utility:interface:LAN:dns 2-57 

:utility:interface:GPIB:address 2-57 

:utility:interface:RS232:baud 2-58 

:utility:interface:RS232:parity 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