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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 

简介：数字万用表相对来说，属于比较简单的测量仪器。本篇，作者

就教大家数字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方法。从数字万用表的电压、电阻、电流、

二极管、三极管、MOS 场效应管的测量等测量方法开始，让你更好的掌握

万用表测量方法。 

 

一、电压的测量 

1、直流电压的测量，如电池、随身听电源等。首先将黑表笔插进“com”

孔，红表笔插进“V Ω ”。把旋钮选到比估计值大的量程 （注意：表盘

上的数值均为最大量程，“V－”表示直流电压档，“V～”表示交流电压

档，“A”是电流档），接着把表笔接电源或电池两端；保持接触稳定。数 

值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若显示为“1.”，则表明量程太小，那么就

要加大量程后再测量工业电器。 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表笔

极性与实际电源极性相反，此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2、交流电压的测量。表笔插孔与直流电压的测量一样，不过应该将旋

钮打到交流档“V～”处所需的量程即可。交流电压无正负之分，测量方法

跟前面相同。 无论测交流还是直流电压，都要注意人身安全，不要随便用

手触摸表笔的金属部分。 

二、电流的测量 

1、直流电流的测量。先将黑表笔插入“COM”孔。若测量大于 200mA

的电流，则要将红表笔插入“10A”插孔并将旋钮打到直流 “10A”档；若



 

测量小于 200mA的电流，则将红表笔插入 “200mA”插孔，将旋钮打到直

流 200mA以内的合适量程。调整好后，就可以测量了。将 万用表串进电路

中，保持稳定，即可读数。若显示为“1.”，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如果在

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电流从黑表笔流进万用表。 

交流电流的测量。测量方法与 1相同，不过档位应该打到交流档位，

电流测量完毕后应将红笔插回“VΩ”孔，若忘记这一步而直接测电压，哈

哈！你的表或电 源会在“一缕青烟中上云霄”－－报废！ 

三、电阻的测量 

将表笔插进“COM”和“VΩ”孔中，把旋钮打旋到“Ω”中所需的量

程，用表笔接在电阻两端金属部位，测量中可以用手接触电阻，但 不要把

手同时接触电阻两端，这样会影响测量精确度的－－人体是电阻很大但是

有限大的导体。读数时，要保持表笔和电阻有良好的接触；注意单位：在

“200” 档时单位是“Ω”，在“2K”到“200K“档时单位为 “KΩ ”，

“2M”以上的单位是“MΩ”。 

四、二极管的测量 

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发光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测量时，表笔位置

与电压测量一样，将旋钮旋到“ ”档；用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

接负极，这时会 显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是 0.2V左

右，普通硅整流管（1N4000、1N5400系列等）约为 0.7V，发光二极管约为 

1.8～2.3V。调换表笔，显示屏显示“1.”则为正常，因为二极管的反向电

阻很大，否则此管已被击穿。 

五、三极管的测量 



 

表笔插位同上；其原理同二极管。先假定Ａ脚为基极，用黑表笔与该

脚相接，红表笔与其他两脚分别接触其他两脚；若两次读数均为０.７Ｖ左

右，然后再用红 笔接Ａ脚，黑笔接触其他两脚，若均显示"１"，则Ａ脚为

基极，否则需要重新测量，且此管为ＰＮＰ管。那么集电极和发射极如何

判断呢？数字表不能像指针表那 样利用指针摆幅来判断，那怎么办呢？我

们可以利用“hFE”档来判断：先将档位打到“hFE”档，可以看到档位旁

有一排小插孔，分为 PNP和 NPN管的测 量。前面已经判断出管型，将基极

插入对应管型“b”孔，其余两脚分别插入“c”，“e”孔，此时可以读取

数值，即   β值；再固定基极，其余两脚对调； 比较两次读数，读数

较大的管脚位置与表面“c”，“e”相对应。 

小技巧：上法只能直接对如９０００系列的小型管测量，若要测量大

管，可以采用接线法，即用小导线将三个管脚引出。这样方便了很多哦。 

六、MOS场效应管的测量 

Ｎ沟道的有国产的３Ｄ０１，４Ｄ０１，日产的３ＳＫ系列。Ｇ极（栅

极）的确定：利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若某脚与其他两脚间的正反压 降均

大于２Ｖ，即显示“１”，此脚即为栅极Ｇ。再交换表笔测量其余两脚，

压降小的那次中，黑表笔接的是Ｄ极（漏极），红表笔接的是Ｓ极（源极）。 

一、电压档： 

在检测或制作时，可以用来测量器件的各脚电压，与正常时的电压比

较，即可得出是否损坏。还可以用来检测稳压值较小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

值，其原理如 图：Ｒ为１Ｋ，电源端的电压视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而定，

一般比标称电压大３Ｖ以上，但不要超过１５Ｖ。再用万用表检测Ｄ管两

端电压值，此值既为Ｄ管实际稳 压值。 



 

二、电流档 

将表串入电路中，对电流进行测量和监视，若电流远偏离正常值（凭

经验或原有正常参数），必要时可以调整电路或者需要检修。还可以利用

该表的 20A档测 量电池的短路电流，即将两表笔直接接在电池两端。切记

时间绝对不要超过 1秒！注意：此方法只适用于干电池，5号，7号充电电

池，且初学者要有熟悉维修的人 员指导下进行，切不可自行操作！根据短

路电流即可判断电池的性能，在满电的同种电池的情况下，短路电流越大

越好。 

三、电阻档； 

可用于判断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好坏的方法之一。对于电阻其实际

阻值偏离标称值过多时则已损坏。对于二三极管，若任两脚间的电阻都不

为很大值（几百 K 以上），则可认为性能下降或者已击穿损坏，注意此三

极管是不带阻的。此法也可用于集成块，须要说明的是：集成块的测量只

能和正常时参数作比较。 

四、现在普通万用表的表笔都存在阻值较大，有兴趣的爱好者可自行

制作一副表笔；方法：准备一米左右的优质音箱线或者多蕊铜电线，带绝

缘套的夹子一对 （红黑色），用于音箱接线的香蕉插一对（红黑色）；线

的一端焊牢在夹上，另一端相应接入香蕉插中；一副优良的表笔即大功告

成。 

 

转载请注明：http://www.54535.com/jishu/fangfa/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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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及 精品问答 

（5）测量电压：测量电压（或电流）时要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

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如果用大量程去测量小电压，那么指

针偏转太小，无法读数。量程的选择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 2/3左

右。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时，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

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a 交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

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万用表两表笔和被测电路或

负载并联即可。 

b 直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

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且“+”表笔（红表笔）接到

高电位处，“-”表笔（黑表笔）接到低电位处，即让电流从“+”表笔流

入，从“-”表笔流出。若表笔接反，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

针。 

（6）测电流：测量直流电流时，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

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 50uA到 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

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到

“-”的方向，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

笔流出。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

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 



 

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7）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作： 

a 选择合适的倍率挡。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

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

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 1/3~2/3间。 

b欧姆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将 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

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如果指针不能

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

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 

c读数：表头的读数乘以倍率，就是所测电阻的电阻值。 

（8）注意事项 

a在测电流、电压时，不能带电换量程 

b选择量程时，要先选大的，后选小的，尽量使被测值接近于量程 

c 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因为测量电阻时，万用表由内部电池供

电，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可能损坏表头。 

d用毕，应使转换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或空挡上。 

4．数字万用表 

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

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

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 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使用方法 



 

a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

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b将电源开关置于 ON位置。 

c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 DCV（直流）或 ACV（交

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黑表笔插入 COM 孔，并将表笔与

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 DCA（直流）或 ACA（交流）的

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mA孔（＜200mA时）或 10A孔（＞200mA时）,黑表

笔插入 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

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e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

黑表笔插入 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

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

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

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使用注意事项 

a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

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

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

选择更高的量程。 



 

c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

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

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

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当显示“ ”、“BATT”或“LOW BAT” 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

电压。 

 

3、如何确定万用表是好的？ 

答：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将每个功能量程都试一下是一个比较好

的方法。检测时，先要找到检测源，但是一般用户都自备标准检测源是不

可能的，所以一般检测就可以用定性加一点定量的方法来测量。基本方案，

就是找到检测源，然后按着说明书使用一遍就行了。 

6、使用万用表的安全注意事项是什么？ 

为避免可能的电击和人员伤害，请遵照以下规则： 

a.不要使用已损坏的仪表。使用仪表前请检查仪表外壳，并注意连接

插座附近的绝缘性。 

b.检查测试表笔，看是否有损坏的绝缘或裸露的金属，检查表笔的通

断性，并在使用仪表前更换损坏的表笔。 

c.当操作出现异常时，请不要使用仪表，因此时保护可能已损坏。当

有怀疑时，请将仪表送去检修。 



 

d.请不要在爆炸性的气体、蒸汽或灰尘附近使用本仪表。 

e.请不要在任何两个端子或任何端子与大地之间输入超过仪表上标明

的额定电压。 

f.使用之前，请使用仪表测量一个已知的电压来验证仪表。 

g.当测量电流时，请在仪表连接入线路之前关闭线路的电源。 

h.当检修仪表时，请只使用标明的更换部件。 

i.在测量交流电压 30V 均值、42V 峰值或直流 60V 以上时，请特别留

意，因为此类电压会导致电击危险。 

j.使用测试表笔时，请保持您的手指在表笔的挡手后面。 

k.在测量时，请先连接公共测试表笔（黑表笔）再连接带电表笔（红

表笔）；断开连接时，请先断开带电表笔，再断开公共表笔。 

l.打开电池仓时，请将所有测试表笔从仪表移走。 

m.当电池仓或仪表外壳部分没有盖紧或松开时，切勿使用仪表。 

n.当电池低电压批示符号“ ”出现时，请尽快更换电池，以免误读数

而可能导致的电击或人员伤害。 

o.请不要用万用表去测量，万用表所示的 CAT分类等级以外的电压。 

 

7、如何判断（检测）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ACV）是好的？ 

答：家用的检测源有，交流适配器、家用插座（两相 220V那种，最好

不要测量三相 380V那种，因这种电压较危险，对仪表（至少要 CAT III 600V

以上的万用表）及使用人都要求较高），为安全起见，建议先测量比较小



 

的电压，如交流适配器，再测量家用插座的电压，具体安全操作方法，请

详见产品说明书。 

 

8、如何判断电阻档（OHM Ω）的好坏？ 

答：注意，请不要使用电阻档去测量电压，在线测量时，应将设备断

电，有电容或蓄电池的线路，还应对其充分放电，才可测量。这个比较好

检测，一般搞电子维修的，手头上都有一些电阻元件的，直接测量阻值就

可以了。 

 

9、如何判断直流电流档（DCA）的好坏？ 

答：如果有已知电流源的话，直接在电流档输入，如果没有的话，也

不要紧，随便在电流档输入电压就可以了，如果出 1 的话，往低量程档拨

一个档位，直到出现有效值为止，另请注意以下几点： 

A、请不要输入过高的电压，以免电流太大，而损坏仪表，常用的可以

输入的源有普通电池，如 5号、7号等； 

B、在输入电压看测其电流时，因仪表内阻的电阻（负载）很小，输入

太久的话，对源有损伤，故单次输入尽量不要超过 5秒； 

C、各个高低量程，相邻量程，一般是 10倍的关系。 

10、如何判断电容档（CAP）的好坏？ 

答：一般是找一个已知值的电容，直接插入测量，各量程显示值应该

呈 10倍比关系；检测时最好用好的金属货电容，其容量稳定，精度高。不

建议使用电解电容来检验，因电解电容稳定度及精度都较差。 



 

 

13、数字万用表的准确度（不确定度）是怎么计算的？ 

答：万用表的准确度，也有的厂家称不确定度，一般写着“出厂一年

内，操作温度 18°C ~ 28°C（64°F ~ 82°F），相对湿度小于 80%条件

下测量，±（0.8%读数+2字）。”很多买家或者说是用户，对这个不是很

清楚，经常问。我在这里假设，有一台仪表，在某个量程，比如是直流 200V

档，是这样写的，测量出来的数值，在仪表上显示 100.0，那么这个时候

其正确的数值，应为多少。我认为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完全可以不去理会

精度计算，直接认为是直流 100V 就可以了。按厂家的精度计算，在测量

100V时（显示 100.0），其误差为±（0.8%*1000+2）=±10，也就是误差

1.0V，大家在代入读数时，不要考虑其小数点，以显示值代入计算，计算

出来的数值，要加上小数点再用原读数去运费，像此例，那么其正确的数

值为 100.0±1.0，应为直流 99.0~101.0V之间。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图 

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

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

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 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使用方法 

a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

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b将电源开关置于 ON位置。 

c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 DCV（直流）或 ACV（交

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黑表笔插入 COM 孔，并将表笔与

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 DCA（直流）或 ACA（交流）的

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mA孔（＜200mA时）或 10A孔（＞200mA时）,黑表

笔插入 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

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e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

黑表笔插入 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

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

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

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使用注意事项 

a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

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

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

选择更高的量程。 

c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

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

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

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当显示“ ”、“BATT”或“LOW BAT” 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

电压。 

二、测量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 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

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

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

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

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

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 100

μF/250V 的电容可用一个 100μF/25V 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

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

R×10kΩ档，但只能测到 1000pF以上的电容。对 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

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

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 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

量，然后改到 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

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

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

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 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 R×10kΩ档继续

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

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

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 R×10Ω或 R×1Ω档来在路测量

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 R×10Ω档测 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

（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 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

在 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 200Ω左右，在 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

在 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



 

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 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

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

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 PN结正向电阻

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 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

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4、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 1/3～2/3满量程时

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 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

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

小。 

 

5、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

1.5V，而指针表的 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 1.5V电池供电的，这样，

用 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

导电性。但指针表的 R×10k 档是用 9V 或 15V 电池供电的，在用 R×10k

测稳压值小于 9V或 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

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

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

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

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 R×10k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

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

V×10V或 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

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



 

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

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

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

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

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 15V的要比 9V的更适用些）。 

 

6、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 R×1kΩ档，不管是 NPN管还是 PNP管，

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 be结 cb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

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 10K左右。为

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

法是：置 R×10Ω档测 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 200Ω左右；置 R×1Ω

档测 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 30Ω左右，（以上为 47型表测得数据，

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 R×10kΩ再

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 30V以上），其 cb结反向

电阻也应在∞，但其 be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

不会超过满量程的 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 R×10k

Ω档测 ec间(对 NPN管）或 ce间（对 PNP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

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 R×1kΩ以下档测 ce或 ec间电阻时，

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

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

所说的“反向”是针对 PN结而言，对 NPN管和 PNP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现在常见的三极管大部分是塑封的，如何准确判断三极管的三只引脚

哪个是 b、c、e？三极管的 b 极很容易测出来，但怎么断定哪个是 c 哪个

是 e？这里推荐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于有测三极管 hFE 插孔的指针

表，先测出 b极后，将三极管随意插到插孔中去（当然 b极是可以插准确

的），测一下 hFE值，然后再将管子倒过来再测一遍，测得 hFE值比较大

的一次，各管脚插入的位置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对无 hFE测量插孔的

表，或管子太大不方便插入插孔的，可以用这种方法：对 NPN管，先测出

b极（管子是 NPN还是 PNP以及其 b脚都很容易测出，是吧？），将表置

于 R×1kΩ档，将红表笔接假设的 e 极（注意拿红表笔的手不要碰到表笔

尖或管脚），黑表笔接假设的 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

将管子拿起来，用你的舌尖舔一下 b极，看表头指针应有一定的偏转，如

果你各表笔接得正确，指针偏转会大些，如果接得不对，指针偏转会小些，

差别是很明显的。由此就可判定管子的 c、e极。对 PNP管，要将黑表笔接

假设的 e极（手不要碰到笔尖或管脚），红表笔接假设的 c极，同时用手

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然后用舌尖舔一下 b极，如果各表笔接得正确，

表头指针会偏转得比较大。当然测量时表笔要交换一下测两次，比较读数

后才能最后判定。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外形的三极管，方便实用。根据表

针的偏转幅度，还可以估计出管子的放大能力，当然这是凭经验的。第三

种方法：先判定管子的 NPN或 PNP类型及其 b极后，将表置于 R×10kΩ档，

对 NPN管，黑表笔接 e极，红表笔接 c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偏转，对

PNP 管，黑表笔接 c 极，红表笔接 e 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的偏转，反

过来都不会有偏转。由此也可以判定三极管的 c、e极。不过对于高耐压的

管子，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对于常见的进口型号的大功率塑封管，其 c极基本都是在中间（我还

没见过 b在中间的）。中、小功率管有的 b极可能在中间。比如常用的 9014

三极管及其系列的其它型号三极管、2SC1815、2N5401、2N5551等三极管，

其 b极有的在就中间。当然它们也有 c极在中间的。所以在维修更换三极

管时，尤其是这些小功率三极管，不可拿来就按原样直接安上，一定要先

测一下。 

 

 

 

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的详细介绍 

2010-03-12 14:21 

(1)将 ON/OFF 开关置于 ON 位置，检查 9V 电池，如果电池电压不足,

将显示在显示器上，这时则需更换电池。如果显示器没有显示，则按以下

步骤操作。 

(2)测试笔插孔旁边的符号，表示输入电压或电流不应超过指示值，这

是为了保护内部线路免受损伤。 

(3)测试之前。功能开关应置于你所需要的量程。 

1-1直流电压测量 

1.将黑表笔插入 COM插孔，红表笔插入 V/Ω插孔。 



 

2.将功能开关置于直流电压档 V-量程范围，并将测试表笔连接到待测

电源(测开路电压)或负载上(测负载电压降)，红表笔所接端的极性将同时

显示于显示器上。 

注意： 

1.如果不知被测电压范围.将功能开关置于最大量程并逐渐下降. 

2.如果显示器只显示“1”,表示过量程,功能开关应置于更高量程. 

3.“”表示不要测量高于 1000V的电压,显示更高的电压值是可能的,

但有损坏内部线路的危险. 

4.当测量高电压时,要格外注意避免触电. 

1-2交流电压测量 

1.将黑表笔插入 COM插孔,红表笔插入 V/Ω插孔。 

2.将功能开关置于交流电压档 V~量程范围,并将测试笔连接到待测电

源或负载上.测试连接图同上.测量交流电压时,没有极性显示. 

注意: 

1.参看直流电压注意 1.2.4. 

2.“”表示不要输入高于 700Vrms的电压,显示更高的电压值是可能的,

但有损坏内部线路的危险. 

1-3直流电流测量 

1.将黑表笔插入 COM插孔,当测量最大值为 200mA的电流时,红表笔插

入 mA插孔，当测量最大值为 20A的电流时，红表笔插入 20A插孔。 



 

2.将功能开关置于直流电流档 A-量程,并将测试表笔串联接入到待测

负载上,电流值显示的同时,将显示红表笔的极性. 

注意: 

1.如果使用前不知道被测电流范围,将功能开关置于最大量程并逐渐

下降. 

2.如果显示器只显示“1”,表示过量程,功能开关应置于更高量程. 

3.表示最大输入电流为 200mA,过量的电流将烧坏保险丝,应再更

换,20A量程无保险丝保护,测量时不能超过 15秒. 

1-4交流电流的测量 

1.将黑表笔插入 COM插孔,当测量最大值为 200mA的电流时,红表笔插

入 mA插孔,当测量最大值为 20A的电流时,红表笔插入 20A插孔. 

2.将功能开关置于交流电流档 A~量程,并将测试表笔串联接入到待测

电路中. 

注意: 

1.参看直流电流 DCA测量注意 1、2、3. 

1-5电阻测量 

1.将黑表笔插入 COM插孔,红表笔插入 V/Ω插孔. 

2.将功能开关置于Ω量程,将测试表笔连接到待测电阻上. 

注意: 



 

1.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将显示过量程“1”,应选

择更高的量程,对于大于 1MΩ或更高的电阻,要几秒钟后读数才能稳定,这

是正常的. 

2.当没有连接好时,例如开路情况,仪表显示为“1”. 

3.当检查被测线路的阻抗时,要保证移开被测线路中的所有电源,所有

电容放电.被测线路中，如有电源和储能元件，会影响线路阻抗测试正确性。 

4.万用表的 200MΩ档位，短路时有 10个字,测量一个电阻时，应从测

量读数中减去这 10个字。如测一个电阻时,显示为 101.0,应从 101.0中减

去 10个字.被测元件的实际阻值为 100.0即 100MΩ。 

1-6电容测试 

连接待测电容之前,注意每次转换量程时，复零需要时间,有漂移读数

存在不会影响测试精度. 

1.将功能开关置於电容量程 C(F) 

2.将电容器插入电容测试座中 

注意: 

1.仪器本身已对电容档设置了保护,故在电容测试过程中不用考虑极

性及电容充放电等情况. 

2.测量电容时,将电容插入专用的电容测试座中(不要插入表笔插孔

COM、V/Ω). 

3.测量大电容时稳定读数需要一定的时间. 

4.电容的单位换算:1μF=106pFlμF=103nF 



 

1-7二极管测试及蜂鸣器的连接性测试 

1.将黑表笔插入 COM插孔,红表笔插入 V/Ω插孔(红表笔极性为“+”)

将功能开关置于“”档、并将表笔连接到待测二极管,读数为二极管正向压

降的近似值. 

2.将表笔连接到待测线路的两端如果两端之间电阻值低于约 70Ω,内

置蜂鸣器发声. 

1-8自动电源切断使用说明 

1.仪表设有自动电源切断电路,当仪表工作时间约 30 分钟-1 小时,电

源自动切断,仪表进入睡眠状态,这时仪表约消耗 7μA的电流. 

2.当仪表电源切断后若要重新开起电源请重复按动电源开关两次. 

仪表保养 

该数字多用表是一台精密电子仪器,不要随意更换线路,并注意以下几

点: 

1.不要接高于 1000V直流电压或高于 700V交流有效值电压. 

2.不要在功能开关处于Ω和位置时,将电压源接入. 

3.在电池没有装好或后盖没有上紧时,请不要使用此表. 

4.只有在测试表笔移开并切断电源以后,才能更换电池或保险丝. 

 

 

数字万用表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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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

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

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如

β）。 

1．万用表的结构（500型）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表头：它是一只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万用表的主要性

能指标基本上取决于表头的性能。表头的灵敏度是指表头指针满刻度偏转

时流过表头的直流电流值，这个值越小，表头的灵敏度愈高。测电压时的

内阻越大，其性能就越好。表头上有四条刻度线，它们的功能如下：第一

条（从上到下）标有 R或Ω，指示的是电阻值，转换开关在欧姆挡时，即

读此条刻度线。第二条标有∽和 VA，指示的是交、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值，

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挡，量程在除交流 10V以外的其它

位置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三条标有 10V，指示的是 10V的交流电压值，

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挡，量程在交流 10V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

四条标有 dB，指示的是音频电平。 

（2）测量线路 

测量线路是用来把各种被测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微小直流电流的

电路，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 

它能将各种不同的被测量（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不同的量程，

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整流、分流、分压等）统一变成一定量限的微小直

流电流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3）转换开关 

其作用是用来选择各种不同的测量线路，以满足不同种类和不同量程

的测量要求。转换开关一般有两个，分别标有不同的档位和量程。 

2．符号含义 

（1）∽ 表示交直流 

（2）  V－2.5KV 4000Ω/V 表示对于交流电压及 2.5KV的直流电

压挡，其灵敏度为 4000Ω/V 

（3）A－V－Ω 表示可测量电流、电压及电阻 

（4）45－65－1000Hz 表示使用频率范围为 1000 Hz以下，标准工频

范围为 45－65Hz 

（5）2000Ω/V DC 表示直流挡的灵敏度为 2000Ω/V 

钳表和摇表盘上的符号与上述符号相似（其他因为符号格式不对不能

全部写上『表示磁电系整流式有机械反作用力仪表 『表示三级防外磁场『表

示水平放置））） 

3．万用表的使用 

（1）熟悉表盘上各符号的意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 

（2）进行机械调零。 

（3）根据被测量的种类及大小，选择转换开关的挡位及量程，找出对

应的刻度线。 

（4）选择表笔插孔的位置。 



 

（5）测量电压：测量电压（或电流）时要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

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如果用大量程去测量小电压，那么指

针偏转太小，无法读数。量程的选择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 2/3左

右。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时，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

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a 交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

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万用表两表笔和被测电路或

负载并联即可。 

b 直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

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且“+”表笔（红表笔）接到

高电位处，“-”表笔（黑表笔）接到低电位处，即让电流从“+”表笔流

入，从“-”表笔流出。若表笔接反，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

针。 

（6）测电流：测量直流电流时，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

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 50uA到 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

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到

“-”的方向，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

笔流出。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

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 

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7）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作： 



 

a 选择合适的倍率挡。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

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

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 1/3~2/3间。 

b欧姆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将 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

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如果指针不能

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

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 

c读数：表头的读数乘以倍率，就是所测电阻的电阻值。 

（8）注意事项 

a在测电流、电压时，不能带电换量程 

b选择量程时，要先选大的，后选小的，尽量使被测值接近于量程 

c 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因为测量电阻时，模拟万用表由内部电

池供电，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可能损坏表头。 

d用毕，应使转换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或空挡上。 

4．数字万用表 

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

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

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 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使用方法 

a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

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b将电源开关置于 ON位置。 

c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 DCV（直流）或 ACV（交

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黑表笔插入 COM 孔，并将表笔与

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 DCA（直流）或 ACA（交流）的

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mA孔（＜200mA时）或 10A孔（＞200mA时）,黑表

笔插入 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

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e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

黑表笔插入 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

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

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

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使用注意事项 

a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

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

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

选择更高的量程。 

c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

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

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

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当显示“ ”、“BATT”或“LOW BAT” 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

电压。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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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

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

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 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使用方法 

a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

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b将电源开关置于 ON位置。 

c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 DCV（直流）或 ACV（交

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黑表笔插入 COM 孔，并将表笔与

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 DCA（直流）或 ACA（交流）的

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mA孔（＜200mA时）或 10A孔（＞200mA时）,黑表

笔插入 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

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e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

黑表笔插入 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

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

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

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使用注意事项 

a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

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

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

选择更高的量程。 

c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

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

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

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当显示“ ”、“BATT”或“LOW BAT” 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

电压。 

一、指针表和数字表的选用： 

 

1、指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

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

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

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2、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 1.5V，一块是高电压的

9V 或 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 6V 或 9V

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

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哒”声，用 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

发光二极管（LED）。 

 

3、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

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

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

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

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

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4、总之，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指针表，比

如电视机、音响功放。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比

如 BP机、手机等。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情况选用指针表和数字表。 

 

二、测量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 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

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

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

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

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

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 100

μF/250V 的电容可用一个 100μF/25V 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

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

R×10kΩ档，但只能测到 1000pF以上的电容。对 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

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

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 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

量，然后改到 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

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

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



 

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 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 R×10kΩ档继续

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

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

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 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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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刷机小板 

2010-01-28 07:29 

一、使用方法： 

 

1、 把 USB线的两针插头插入小板的两针插座； 

 

2、 选择和机顶盒相配的连接线插入小板三针插座； 

 

3、 把小板九针母串口插头插入电脑的串口插座，再把 USB插头插入

电脑 USB插座，也可以用 430刷机线连接电脑和小板，再把 USB插头插入

电脑面板上的 USB插座上，线长了这样操作起来会方便一些； 



 

 

4、 最后把连接线插入机顶盒； 

 

5、 按照刷机程序在电脑上操作刷机。 

 

二、连接线与机顶盒的选择配对 

 

小板和机顶盒的连接只需要三根线，即：TXD、RXD、GND，所以要先找

出机顶盒升级端口的这三个脚，方法如下： 

 

先准备指针式万用表一只 

 

操作方法： 

 

1、先找 GND：机顶盒不要开机，用万用表的 R×1档,测视频输出插座

金属或天线插口的螺纹金属处与升级端口的几个脚中电阻值为 0的，即为

GND。一般为最边的一个脚。但有些也会在中间的。 

 

2、用 DC 10V档,黑笔接 GND脚或频输出插座金属或天线插口的螺纹金

属处，红笔接在其它脚之一,然后中九机开机,超过 10V以上的脚就不要管



 

它，换过一个脚再重新关机开机，开机注意看指针,如电压在 3.3或 5V边

上微微抖动的(一般开机哪一小会,大概抖动 5次左右),为中九机的 TXD。 

 

3、另一个不会抖的,为中九机的 RXD。 

 

4、升级只需要 GND、TXD、RXD三根线。 

 

5、超过 10V的就是 12V电源，只要不接上这个脚就不会烧毁机器，切

记！ 

 

6、机顶盒中升级端口有四个脚的刚好就是上面所测的 GND、TXD、RXD

和 12V 电源脚，而有些机顶盒中升级端口有五脚的还有一个脚电压为 0V

且阻值又不 0的就不要管它。 

 

7、如果已经找出 TXD、RXD 两个脚而又区分不出具体哪个是 TXD，哪

个是 RXD的话，那就两个脚随便接上刷机，刷机时电脑有反应的几对了，

否则就对调。 

 

8、另外一根一头有插座一头没有的用做备用，以备有些升级端口中接

头插不了的话就用焊接的方法直接焊接到机顶盒的线路板 GND、TXD、RXD

三个焊脚上。 



 

 

三、机对机升级配置线的调整 

 

所配给的其中两组线中一组是三头对四头，另一组是三头对五头，也

可以作为机对机升级线使用，方法同样也要找出机顶盒升级端口的 GND、

TXD、RXD这三个脚，GND、TXD、RXD这三个脚的定义是 GND是公共线也是

地线，TXD 是发送端，RXD 是接收端，既然是机对机升级，就是一台机的

TXD 发送端连接另一台机的 RXD 接收端，而另一台机的 TXD 发送端就连接

这一台机的 RXD接收端，这样就可以机对机升级了。 

 

如果三根线不对应的话可以拨下来调整. 

 

用一只手那拿着一根缝衣针轻压接头卡口那一小块卡片，另一只手把

那根线给拔出来，再拔另外一根，就可以调换了。 

 

三、本人对一些网站所提供的线路图的一些看法： 

 

一种是有些网站上提供的用分立零件焊接的刷机小板上要用到 3.3V

和 12V两组电源，对与初学者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 

 



 

另一种就是电源用两个二极管取自九针串口的 4、7脚再用一个电阻降

压一个 4.7V稳压管达到所需的 4.7V电源，而电脑中九针串口这两个脚只

输出负 12V电源，并没有正 12V或 12V交流电压输出，这个线路我亲自经

过测试是行不通的。 

 

这也是我设计制作的本刷口小板要用 USB插头的缘故，这个 USB插头

只是用来借用 5V电源而已，而不是传输刷机信号。 

 

 

 

数字万用表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2009-12-07 11:15 

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

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

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如

β）。 

1．万用表的结构（500型）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表头：它是一只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万用表的主要性

能指标基本上取决于表头的性能。表头的灵敏度是指表头指针满刻度偏转

时流过表头的直流电流值，这个值越小，表头的灵敏度愈高。测电压时的

内阻越大，其性能就越好。表头上有四条刻度线，它们的功能如下：第一



 

条（从上到下）标有 R或Ω，指示的是电阻值，转换开关在欧姆挡时，即

读此条刻度线。第二条标有∽和 VA，指示的是交、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值，

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挡，量程在除交流 10V以外的其它

位置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三条标有 10V，指示的是 10V的交流电压值，

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挡，量程在交流 10V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

四条标有 dB，指示的是音频电平。 

（2）测量线路 

测量线路是用来把各种被测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微小直流电流的

电路，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 

它能将各种不同的被测量（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不同的量程，

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整流、分流、分压等）统一变成一定量限的微小直

流电流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3）转换开关 

其作用是用来选择各种不同的测量线路，以满足不同种类和不同量程

的测量要求。转换开关一般有两个，分别标有不同的档位和量程。 

2．符号含义 

（1）∽ 表示交直流 

（2）  V－2.5KV 4000Ω/V 表示对于交流电压及 2.5KV的直流电

压挡，其灵敏度为 4000Ω/V 

（3）A－V－Ω 表示可测量电流、电压及电阻 

（4）45－65－1000Hz 表示使用频率范围为 1000 Hz以下，标准工频

范围为 45－65Hz 



 

（5）2000Ω/V DC 表示直流挡的灵敏度为 2000Ω/V 

钳表和摇表盘上的符号与上述符号相似（其他因为符号格式不对不能

全部写上『表示磁电系整流式有机械反作用力仪表 『表示三级防外磁场『表

示水平放置））） 

3．万用表的使用 

（1）熟悉表盘上各符号的意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 

（2）进行机械调零。 

（3）根据被测量的种类及大小，选择转换开关的挡位及量程，找出对

应的刻度线。 

（4）选择表笔插孔的位置。 

（5）测量电压：测量电压（或电流）时要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

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如果用大量程去测量小电压，那么指

针偏转太小，无法读数。量程的选择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 2/3左

右。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时，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

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a 交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

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万用表两表笔和被测电路或

负载并联即可。 

b 直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

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且“+”表笔（红表笔）接到

高电位处，“-”表笔（黑表笔）接到低电位处，即让电流从“+”表笔流



 

入，从“-”表笔流出。若表笔接反，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

针。 

（6）测电流：测量直流电流时，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

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 50uA到 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

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到

“-”的方向，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

笔流出。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

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 

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7）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作： 

a 选择合适的倍率挡。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

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

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 1/3~2/3间。 

b欧姆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将 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

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如果指针不能

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

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 

c读数：表头的读数乘以倍率，就是所测电阻的电阻值。 

（8）注意事项 

a在测电流、电压时，不能带电换量程 

b选择量程时，要先选大的，后选小的，尽量使被测值接近于量程 



 

c 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因为测量电阻时，模拟万用表由内部电

池供电，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可能损坏表头。 

d用毕，应使转换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或空挡上。 

4．数字万用表 

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

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

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 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使用方法 

a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

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b将电源开关置于 ON位置。 

c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 DCV（直流）或 ACV（交

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黑表笔插入 COM 孔，并将表笔与

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 DCA（直流）或 ACA（交流）的

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mA孔（＜200mA时）或 10A孔（＞200mA时）,黑表

笔插入 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

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e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 V／Ω孔，

黑表笔插入 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

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



 

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

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使用注意事项 

a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

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

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

选择更高的量程。 

c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

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

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

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当显示“ ”、“BATT”或“LOW BAT” 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

电压。 

 

 

中|九升级--用万用表简易判断针脚的方法  

                                      

打开万用表，接到电阻档，最好有蜂鸣器的那种。一表笔接触机顶盒

的天线外壳，一表笔逐步解除每一根针，当滴一声出现，表笔要不离开总



 

是长鸣的说明那个针就是地（GND），继续测量其它针，当表笔触到的针角

短暂的嘀一声的就是 VCC了。这样就判断出 GND和 VCC.三针的其余两针就

是 RX和 TX了。同样四针的其余两针也是 RX和 TX了.五针的判断是把万用

表转到 20V档，一笔接 GND，一笔逐步量电压。这个时候有两种情况，第

一种：有可能几乎没电压，这个时候看板，发现针脚座子附近有两个贴片

三级管，就考虑用 RS232串口的 2-3-5来接就可以了。第二种，测量电压

五针的就去掉电压最高和最低的两针，其余的就是 RX和 TX。因为电压最

高的是 VCC低的是 B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