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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仪声卡示波器探头(P601)使用说明

本产品仅供具有一定电子电气基础的人员使用。将一个未知幅度的电压连接到您的
电脑或掌上电脑的声卡上是相当危险的，请务必保证待测电压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注意：虚仪科技保留在任何时候无需预先通知而对本使用说明书进行修改的权利。本使用说明书可
能包含有文字错误。

版权所有© 2004-2006，虚仪科技保留所有权利。    请访问:www.virti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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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虚仪声卡示波器探头(产品号：P601)是世界上首个推出的基于声卡的示波器探头。
它的前端与普通示波器探头完全一样，尾端则连有一个RCA管形插头。它可直接与
带有RCA输入输出插座的声卡相连，或通过立体声－2RCA或单声道－1RCA转换器与
普通声卡相连。P601探头含三个衰减档位，并具有输入保护电路，在±24V范围内
能保护声卡和电脑在误操作情况下（例如衰减档位放错）免遭损坏。使用本探头后
，声卡的测量范围可扩大到从小到低于1µV到大到24V。

虚仪科技提供两种探头套件：

1.1 虚仪声卡多用仪系列探头套件(单通道，产品号：P601PC)

包括：1个探头、1个立体声-2RCA转换器、１个单声道-1RCA转换器以及附件。

图1 P601PC

对于每套软件，根据您的测试意图，您可以配置1～4套探头套件。我们建议的
标准配置为每套软件配置两套探头套件。

1.2 虚仪掌上多用仪系列探头套件(单通道，产品号：P601PPC)

包括：1个探头、1个头机插座-3RCA转换器以及附件。

对于每套软件，根据您的测试意图，您可以配置1套本探头套件和1～2套虚仪声
卡万用仪系列探头套件。我们建议的标准配置为每套软件配置1套本探头套件和
1套虚仪声卡万用仪探头套件。



虚仪声卡示波器探头(P601)使用说明

www.virtins.com                                             版权所有 © 2006 虚仪科技  4

 虚仪科技
Virtins Technology

图2 P601PPC

2 性能指标

• 最大允许输入电压：±24V。
• 内含输入保护电路，保证了在最大允许输入电压范围内，探头的输出始

终保持在±3V内。
• 三个衰减档位：1、2、3，连上声卡时的输入阻抗分别为1kΩ+声卡输入

阻抗、201kΩ+声卡输入阻抗、10.001MΩ+声卡输入阻抗。注意：声卡输
入阻抗（话筒输入或者线路输入），因声卡而异，通常在600Ω到50kΩ之
间。

• 频率范围：0～200 kHz。
• 各接头处均采用注塑连接，经久耐用。
• 附件包括弹性套钩、15厘米长的接地线夹等。
• 其后端为RCA插头，可通过立体声－2RCA转换器或单声道－1RCA转换器与

普通声卡相连。并可直接与带有RCA输入输出插座的声卡相连。
• 可用于信号发生器作信号输出。1、2、3档位的输出阻抗分别为1kΩ、20

1kΩ和10.001MΩ。

3 安全指示

• 切记本探头的输入与所连的声卡并未电隔离。
• 切不可与未知电压幅度的信号相连。
• 切不可连接上超过24V的电压。
• 若您不太清楚所测电压的具体幅度，请从最高输入阻抗档（即第三档）

开始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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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探头已经连接上带电的设备后，切不可从声卡上拔插探头。
• 当被测电压大于5V时要格外小心。
• 应当强调的是，许多声卡（例如台式机的内置声卡和内置交流电源适配

器的笔记本电脑的内置声卡）的输入输出地线通常与交流电源地线相连
。当被测电路是浮地（即与电源地线隔离）时，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否
则，您必须确保探头的地线与被测电路的连接点处于同样的地电位。

4 等效电路

当探头内的输入保护电路处于待机状态时，探头的输入阻抗Zprobe和声卡的输入阻
抗Zsc构成了一个分压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3 探头等效电路

因此，输出电压Uo和输入电压Ui的比值为：

Uo/Ui=Zsc/(Zprobe+Zsc)

其中Zprobe＝1kΩ、201kΩ、10.001MΩ，分别对应于探头的1、2、3档；Zsc的范围
为600Ω～50kΩ，其具体数值取决于所用的声卡和所用的通道(话筒输入或线路输入
）。

当探头的输入电压升高到可能导致探头的输出超过3V时，输入保护电路将被自动激
活，从而将输出电压钳位在3V左右，以保证声卡和电脑不受损害。注意：输入保护
电路只能在探头输入电压在最大允许电压范围内时起保护作用。

当输出电压被钳位时（在示波器上，您应当看到不正常的“削顶”或“削底”现象
），您应当将探头置于更高的衰减档位，直到无钳位现象发生为止。

5 虚仪声卡万用仪标定步骤

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标定虚仪声卡万用仪。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一个万用表。以下
步骤假定您有两套虚仪声卡示波器探头套件（P601PC）和一个万用表。

5.1 第一步---初始状态检查

第一子步:

Zprobe

Zsc

Ui 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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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ndows控制面板下打开所用声卡的录音控制面板(如图4所示)，并根据您的需
要选择话筒（麦克风）或线路输入，并将其音量调至最大。

图4 Windows控制面板下的录音控制面板

若该音量滑块下有一个“高级”按钮，则点击该按钮，会弹出下图。确保没有选择
“Microphone Boost (增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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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Windows控制面板下的话筒高级控制面板

第二子步：
在Windows控制面板下打开所用声卡的音量控制面板(如图6所示)，将音量控制滑
块和波形滑块调至最大，并将其他音源静音。

图6 Windows控制面板下的音量控制面板

第三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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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虚仪声卡万用仪软件，点击设置>标定以打开标定设置窗口，(如图7所示)。
通过点击默认值和应用按钮来确保所有的标定参数都处于其默认值状态。

图7 虚仪声卡万用仪的标定设置

第四子步：
确保虚仪声卡万用仪的主窗口内的参数都处于出厂默认值(如图8所示)，例如：在
仪器和标定条上，标定框应设置为“自定义的增益”，而探头框应设置为“1”；
在采样参数条上，采样位数应设为16位等等。您也可以通过选择文件>新建来将这
些参数设置为出厂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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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虚仪声卡万用仪主窗口

5.2 第二步---地电位调零

第一子步:
如图9连接示波器探头和声卡。

第二子步:
将触发模式置于“自由”模式，然后运行示波器。

第三子步：
将探头尖端与地线夹短接，然后在仪器和标定条上点击相应通道的⊥按钮来将该通
道的地电位调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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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地电位调零连接图

5.3 第三步---探头三个档位的衰减倍数的标定

探头三个档位的衰减倍数应与声卡的相应通道连接后一起标定。在虚仪声卡万用仪
中，探头的第一档的衰减倍数始终为1。第二档和第三档的衰减倍数则需要以第一
档为标准来进行标定。

第一子步:
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通过两个探头和相应的转换器连接到示波器的输入端(如图10
所示)。将两个探头的档位都置于第一档。用万用表测量探头尖端与地线夹之间的
电压。

图10 探头衰减倍数标定连接图

第二子步：

话筒输入/线路输入

交流电压表 (Ui)

话筒输入/线路输入

喇叭输出/线路输出

输入探头

输出探头

U1/U2/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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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虚仪声卡万用仪的信号发生器，用它输出一个1kHz正弦波信号，务必将信号幅
度调至最小，例如：1mV。示波器窗口应显示一个没有削顶削底失真的正弦波。

慢慢增加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的幅度，直到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幅度最大但没有削
顶削底失真为止。记下示波器上显示的有效电压值U1和万用表上显示的有效电压值
Ui。

第三子步：
将输入探头置于第二档，细调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度以使万用表测得的有效电压维
持在Ui。记下示波器上显示的有效电压值U2，则探头第二档的衰减倍数为U1/U2。
将此值输入标定设置对话框中，并点击保存按钮。

第四子步：
探头第三档的衰减倍数可推导如下。从前述的等效电路可得：

U1/Ui = Zsc / (Zinputprobe1 + Zsc) (1)
U2/Ui = Zsc / (Zinputprobe2 + Zsc) (2)
U3/Ui = Zsc / (Zinputprobe3 + Zsc) (3)

其中Zinputprobe1，Zinputprobe2，Zinputprobe3分别为输入探头在第一、第二、
第三档的阻抗。U3为将Ui施加于探头第三档时，示波器上显示的有效电压值。

因此：

Zsc=(U2 × Zinputprobe2 - U1 × Zinputprobe1)/(U1-U2)=(201U2-U1)/(U1-U2)

则探头第三档的衰减倍数为：

U1/U3= (Zinputprobe3 + Zsc)/( Zinputprobe1 + Zsc)=50 × U1/U2 – 49

将此值输入标定设置对话框中，并点击保存按钮。

5.4 第四步---声卡输入通道的标定

虚仪声卡万用仪允许您针对声卡的16个不同增益设置相应的标定系数。您可以只标
定那些您将用到的增益设置。每个增益设置的标定步骤是一样的，以下是“话筒80
%加增益提升”的标定步骤。

第一子步：
在图5中选择“Microphone　Boost(话筒增益提升)”，然后在图4中用PgUp或PgDn
键调节其滑块至80%处。在仪器和标定条上选择“话筒80%加增益提升”。

第二子步：
采用图10的连接并将输入探头和输出探头都置于第一档，从信号发生器上以最小幅
度(例如：1mV)输出1kHz正弦信号。示波器应显示一个没有削顶削底失真的正弦波
。否则，您必须将图6中的音量控制滑块降低，直到无失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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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增加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的幅度，直到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幅度最大但没有削
顶削底失真为止。记下示波器上显示的有效电压值Uo和万用表上显示的有效电压值
Ui。

打开标定>设置对话框，记下“话筒80%加增益提升”处当前的满程电压值Aold
，则该处的新的满程电压值Anew为：Anew=Aold×Ui/Uo。将此值输入标定设置对话
框中，并点击保存按钮。

您可以重复上述步骤来标定声卡的其它的增益设置。

5.5 第四步---声卡输出通道的标定

图11 声卡输出通道标定连接图

第一子步：
按图11连接示波段器探头与声卡的待标定的输出通道。并将输出探头置于第一档。
此时输出阻抗最小。

第二子步：
以最大幅度输出(即输出满程电压值,参见设置>标定－输出标定)1kHz正弦波。然
后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的有效值Uo(单位为mVrms)。则新的输出满程电压值为：
1.414Uo(mV)。选择设置>标定,将此值输入标定设置对话框中，并点击保存按钮。

交流电压表 (Uo)

喇叭输出/线路输出

输出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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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虚仪掌上万用仪标定步骤

虚仪掌上万用仪的标定步骤与前述的虚仪声卡万用仪输入输出通道的标定类似。仅
连接图略有不同，如图12和图13所示。

图12 掌上电脑声卡输入通道标定连接图

图13 掌上电脑声卡输出通道标定连接图

交流电压表 (Ui)

头机插孔

输出探头

输入探头

右输出(红色)
左输出 (白色)
话筒输入(黄色)

交流电压表 (Uo)

输出探头

头机插孔

右输出(红色)
左输出(白色)
话筒(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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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品质保

虚仪科技保证从购买日起12个月内，本产品无材料及人工方面的重大瑕疵。在质保
期内，虚仪科技将对在正常使用下出现故障的探头进行免费更换，您只需要将出现
故障的探头寄往虚仪科技即可。只有原购买者才享有质保权利。以下情形不在质保
范围内：天灾、火灾、人祸或意外事件、各种非正常使用或不按操作规程使用的情
形。未经授权打开、修理或修改本探头，质保权利将被立即终止。虚仪科技对有关
产品质量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将是最后的，购买者应同意遵守。

8 免责声明

本文件经过仔细检查和校对，但虚仪科技不能保证其中没有任何不准确之处，也不
承诺为其承担任何责任。虚仪科技保留在任何时候无需预先通知而对本使用说明书
中产品进行修改以提高其性能的权利。虚仪科技对使用本说明书中的产品引起的任
何后果不作任何承诺。虚仪科技不承诺本产品一定能适用于您所希望的用途。本产
品未经授权不能用于生命支持服务或系统。若将本产品用于该用途，务请通知虚仪
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