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述
     UT58A、B、C系列仪表是1999计数3 1／2数位

手动量程数字万用表。具有特大屏幕、全功能符

号显示及输入连接提示，全量程过载保护和独特

的外观设计，使之成为性能更为优越的电工仪表。

本系列仪表可用于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

电阻、二极管、电路通断、三极管、电容、温度

和频率测量。

    本使用说明书包括有关的安全信息和警告提

示等，请仔细阅读有关内容并严格遵守所有的警

告和注意事项。

二.开箱检查
    打开包装盒取出仪表，请仔细检查下列附件

是否缺少或损坏，如有发现有任何一项缺少或损

坏，请即与你的供应商联系。

    ＊ 使用说明书              一本

    ＊ 表笔                    一副

    ＊ 转接插座                一个

    ＊ 合格证                  一张

    ＊ K型温度探头             一副

    本仪表严格遵循 GB4793电子测量仪器安全要

求以及 IEC61010-1安全标准进行设计和生产。符

合双重绝缘过电压标准CATⅡ1000V、CATⅢ600V和

污染等级Ⅱ的安全标准。如果未能按照有关的操

作说明使用仪表，则可能会削弱或失去仪表为你

提供的保护。

  1. 使用前要检查仪表和表笔，谨防任何损坏或

     不正常的现象，如果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如

     表笔裸露、机壳损坏、液晶显示器无显示等

     等，请不要使用。严禁使用没有后盖和后盖

     没有盖好的仪表，否则有电击危险。

  2. 表笔破损必须更换，并须换上同样型号或相

     同电气规格的表笔。

  3. 当仪表正在测量时，不要接触裸露的电线、

     连接器、没有使用的输入端或正在测量的电

     路。

  4. 测量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时，

     务必小心谨慎，切记手指不要超过表笔护指

     位，以防触电。

  5. 在不能确定被测量值的范围时，须将功能量

     程开关置于最大量程位置。

  6. 切勿在端子和端子之间，或任何端子和接地

     之间施加超过仪表上所标注的额定电压或电

     流。

三.安全工作准则

7. 测量时功能开关必须置于正确的量程档位。

   在功能量程开关转换之前，必须断开表笔与

   被测电路的连接，严禁在测量进行中转换档

   位，以防损坏仪表。

8. 进行在线电阻、二极管或电路通断测量之前，

   必须先将电路中所有的电源切断，并将所有

   的电容器放尽残余电荷。

9. 测量电流以前，应先检查仪表的保险丝是否

   完好，在仪表连接到电路上之前，应先将电

   路的电源关闭。

10.不要在高温、高湿、易燃、易爆和强电磁场

   环境中存放或使用仪表。

11.请勿随意改变仪表内部接线，以免损坏仪表

   和危及安全。

12.当LCD显示器显示    标志时,应及时更换电

   池，以确保测量精度。

13.测量完毕应及时关断电源。长时间不用时，

   应取出电池。

  DC(直流)AC(交流)

接地

警告注意安全标志

机内电池电量不足

双重绝缘

中国技术监督局,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四.电气符号

五.综合指标
  1. 信号输入端和COM端之间最大电压:详见各量

     程输入保护电压说明。

  2. μA mA输入端子设有保险丝:(CE) 0.5A 250V

     快熔式保险丝 Φ5x20mm.

  3. 显示: LCD全功能符号及输入连接提示显示,

     最大读数为1999,每秒约更新2～3次。

  4. 量程: 手动

  5. 极性显示: 自动

  6. 过量程提示: 1

  7. 电池欠压提示:        

  8. 工作温度: 0～ 40℃(32℉～104℉)

  9. 存储温度: -10～ 50℃(14℉～122℉)

  10.相对湿度: 0℃～ 30℃以下≤75%，

               30℃～40℃≤50%

  11.电磁兼容性: 在1V/m的射频场下∶总精度=

     指定精度+量程的5%,超过1V/m以上的射频场

     没有指定指标。

  12.供电电源: 6F22 9V

  13.外形尺寸: 179X88X39mm

  14.质量: 约380g（含保护套、电池）。 

  15.安全标准IEC 61010: CATⅡ1000V、CATⅢ

         600V。

  16.鉴定:   、  

1. LCD显示窗

2. 数据保持按键开关HOLD

3. 功能量程选择旋钮

4. 四个输入端口

5. 电源按键开关POWER

六.外表结构(见图1)

(图1)

( 图2 )

七.LCD显示器（见图2）

COM

Connect Test Leads

H

序号   符号               说明

8

9

电路通断测量提示符。

数据保持提示符。

三极管放大倍数。
电池欠压提示符。

 测量交流时显示,直流关闭。
显示负的读数。

Connect Terminal输入端口连
接提示。

二极管测量提示符。

电阻单位:欧姆、千欧姆、兆欧姆 
电压单位:毫伏、伏特 
电容单位:纳法、微法
电流单位:微安、毫安、安培
温度单位:摄氏度
频率单位:千赫兹  

μA mA A
nF μF

kHz 
C

(图3)

八.功能简介

开关位置 功能说明

电容测量

电阻测量

二极管测量

电路通断测量

频率测量

HOLD

Ω

Hz
A

A

POWER

hFE 三极管放大倍数测量
电源开关

数据保持开关

直流电压测量

交流电压测量

直流电流测量
交流电流测量
温度测量 (仅适用于UT58B、C)℃

九.测量操作说明

1.交直流电压测量(见图3)

红黑

(图4)

红黑

1) 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2)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V  或V～电压测量档，

   并将表笔并联到待测电源或负载上。

3)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压值。交流测

   量显示值为正弦波有效值(平均值响应)。

4) 仪表的输入阻抗均约为10MΩ，这种负载

   在高阻抗的电路中会引起测量上的误差。

   大部分情况下，如果 电路阻抗在10kΩ以

   下，误差可以忽略 (0.1%或更低)。
   注意:
* 不要输入高于1000V 的电压。测量更高的
  电压是有可能的，但有损坏仪表的危险。
* 在测量高电压时，要特别注意避免触电。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
  测电路的连接。

2.交直流电流测量(见图4)

    注意：
* 在仪表串联到待测回路之前，应先将回路中
  的电源关闭。
* 测量时应使用正确的输入端口和功能档位，
  如不能估计电流的大小，应从高档量程开始
  测量。
* 大于10A电流测量时，因A输入端口没有设置
  保险丝，为了安全使用每次测量时间应小于
  10秒，间隔时间应大于15分钟。
* 当表笔插在电流端子上时，切勿把表笔测试
  针并联到任何电路上，会烧断仪表内部保险
  丝和损坏仪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应先关断电源再
  断开表笔与被测电路的连接。对大电流的测
  量更为重要。

1) 将红表笔插入 μA mA 或 A 插孔,黑表笔

   插入 COM 插孔。

2)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A  或A～电流测量档，

   并将仪表表笔串联到待测回路中。

3）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流值,交流测量

   显示值为正弦波有效值（平均值响应）。

3.电阻测量(见图5)

1) 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2) 将功能开关置于 Ω 测量档，并将表笔并

   联到被测电阻上。

3）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阻值。

(图5)

   注意:
* 如果被测电阻开路或阻值超过仪表最大量
  程时，显示器将显示 1 。
* 当测量在线电阻时，在测量前必须先将被
  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
  放尽残余电荷。才能保证测量正确。
* 在低阻测量时,表笔会带来约0.1Ω  0.2Ω
  电阻的测量误差。为获得精确读数，应首
  先将表笔短路，记住短路显示值，在测量
  结果中减去表笔短路显示值，才能确保测
  量精度。
* 如果表笔短路时的电阻值不小于0.5Ω时，
  应检查表笔是否有松脱现象或其它原因。
* 测量1MΩ以上的电阻时，可能需要几秒钟
  后读数才会稳定。这对于高阻的测量属正常。
  为了获得稳定读数尽量选用短的测试线。

红黑

(图6)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
  压,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
  测电路的连接。

4.二极管测量   (见图6)

1) 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

   孔。红表笔极性为  + ,黑表笔极性为 - 。

2) 将功能开关置于      测量档，红表笔接

   到被测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到二极管

   的负极。

3)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二极管的近似正

   向PN结压降值，单位mV。对硅 PN结而言，

   一般约为500～800mV确认为正常值。

   注意:
* 如果被测二极管开路或极性反接时,显示 1 。
* 当测量在线二极管时,在测量前必须首先将
  被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
  放尽残余电荷。

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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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极管测试开路电压约为3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图7)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
  测电路的连接。

5.电路通断测量  （见图7）

1) 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2) 将功能开关置于      测量档，并将表笔

   并联到被测电路两端。如果被测二端之间

   电阻>70Ω，认为电路断路，被测二端之间

   电阻≤10Ω，认为电路良好导通，蜂鸣器

   连续声响。

3）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路的近似电阻

   值，单位为Ω。

   注意:
* 当检查在线电路通断时,在测量前必须先将
  被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
  放尽残余电荷。
* 电路通断测量,开路电压约为3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
  压,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
  测电路的连接。

红黑

6.电容测量(见图8)

(图8)

1) 将转接插座按图示插入 V 和 mA 二插孔。

2) 量程开关置于   F 合适档位,然后将被测

   电容插入转接插座Cx对应插孔。

3)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容值。

   注意:
* 如果被测电容短路或容值超过仪表的最大量
  程时,显示器将显示 1 。
* 所有的电容在测试前必须全部放尽残余电荷 .
* 大于10μF容值测量时,会需要较长的时间,
  属正常。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取下转接插座。

7. 温度测量仅UT58B、C(见图8)

1) 将转接插座按图示插入 V 和 mA 二插孔。

2) 量程开关置于 ℃ 档位，此时LCD显示 1 ,

   然后将温度探头(K型插头)插入转接插座对

   应温度插孔。此时LCD显示室温。

3）将温度探头探测被测温度表面，数秒后从

   LCD上直接读取被测温度值。

   注意:
* 仪表所处环境温度不得超出18-23℃范围之
  外，否则会造成测量误差,对低温测量更为
  明显。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取下温度探头和
  转接插座。

8.三极管hFE测量(见图8)

1) 将转接插座按图示插入 V 和 mA 二插孔。

2) 量程开关置于hFE档位,然后将被测NPN或PNP

   型三极管插入转接插座对应孔位。            

3)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三极管hFE近似值。

   注意：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取下转接插座。

(图9)

9. 频率测量仅UT58C(见图9)

1）将红表笔插入 Hz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

2）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Hz频率测量档位,并

   将表笔并联到待测信号源上。

3）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频率值。

   注意：
* 测量时必须符合输入幅度要求：
  100mV rms≤输入幅度≤30V rms
* 不要输入高于30V rms被测频率电压，避免
  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
  测电路的连接。

10.数据保持(HOLD)

    在任何测量情况下,当按下HOLD键时,仪

表显示随即保持测量结果,再按一次HOLD键时，

仪表显示的保持测量结果自动解锁，随机显示

当前测量结果。

11.自动关机功能

    当连续测量时间超过约15分钟,显示器将

消隐显示,仪表进入微功耗休眠状态。如要唤

醒仪表重新工作,连续按二次POWER按键开关

即可。

红黑

十.技术指标

准确度: ±（a%读数+字数），保证期一年

环境温度: 18～28℃

环境湿度: 不大于75%RH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200mV

2V

20V

200V

1000V

0.1mV

1mV

10mV

100mV

1V

±(0.5%+1)

±(0.8%+2)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2V

20V

200V

750V

1mV

10mV

100mV

1V

±(0.8%+3)

±(1.2%+3)

1.直流电压

2.交流电压

输入阻抗: 约为10MΩ

过载保护: 1000V AC (除200mV档为250V AC外)

输入阻抗: 约10MΩ

过载保护: 1000V AC

频率响应: 40Hz～1kHz<500V;40Hz～400Hz>500V 

显示: 正弦波有效值（平均值响应）

型号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20μA

2mA

20mA

200mA

20A

0.01μA

1μA

10μA

0.1mA

10mA

±(0.8%+1)

±(2%+5)
±(1.5%+1)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2mA

200mA

20A

1μA

0.1mA

10mA

±(1.0%+3)

±(1.8%+3)

±(3.0%+5)

3.直流电流

过载保护:

μA mA量程: 保险丝φ5×20mmＦ0.5A 250V(CE)

A量程: 无保险丝 

   注意：
    当大于10A时，连续测量时间应小于10秒,间
隔时间大于15分钟。

4.交流电流

频率响应: 40Hz～400Hz

过载保护: 

mA量程：保险丝φ5×20mm Ｆ0.5A 250V (CE)

A量程: 无保险丝

   注意：
当大于10A时，连续测量时间应小于10秒,间隔时
间大于15分钟。

UT58A

UT58ABC

UT58AB

UT58ABC

UT58ABC

型号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200Ω

2kΩ

20kΩ

2MΩ

20MΩ

200MΩ

0.1Ω

1Ω

10Ω

1kΩ

10kΩ

100kΩ

±(0.8%+1)

±(1.0%+2)

5.电阻

±(0.8%+3)+表笔短路电阻

±[5%(读数-10)+10]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过载保护：250V AC

1mV

6.二极管

开路电压约3 V，硅PN结正常
电压值约为500～800mV。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1Ω

开路电压约为3V;电路断开电
阻值设定为:＞70Ω，蜂鸣器
不发声；电路良好导通阻值设
定为:≤10Ω,蜂鸣器连续发声。

过载保护：250V AC

7.电路通断

UT58ABC

UT58ABC

UT58ABC

UT58ABC

UT58ABC

UT58AB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2nF

200nF

100μF

1pF

0.1nF

0.1μF

8.电容

±(4.0%+3)

±(5.0%+4) *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2kHz

20kHz

1Hz

10Hz
±(1.5％+5)

测试频率: 约400Hz

过载保护: 保险丝φ5×20mmＦ0.5A 250V (CE)

      * ：≥40μF测量仅供参考

9.温度(仅UT58B、C)

过载保护：保险丝φ5×20mmＦ0.5A 250V(CE)

温度传感器:适用K型(镍铬∽镍硅)热电偶。

            附件为点式K型(镍铬∽镍硅)热电偶，

            适用于230℃以下温度的测量。

10.频率(仅UT58C)

过载保护：250V AC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40∽0℃)     ±(3％+7)

(0∽400℃)     ±(1％+3)

(400∽1000℃)  ±2.5％

℃     1℃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读数＋字数)

1βhFE Vce≈3V Ibo≈10μA 1000βMAX

11.三极管hFE

过载保护: 保险丝φ5×20mmＦ0.5A 250V (CE)

输入灵敏度约100mV

最大输入幅度  30V rms

   

十一.保养和维修
   

1. 一般的保养和维修      

  *  清洁仪表只能使用湿布和少量洗涤剂，切忌

     用化学溶剂擦拭表壳。

  *  如发现仪表有任何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并

     送维修。

  *  在有需要对仪表进行校验或维修时，请由有

     资格的专业维修人员或指定的维修部门维修。

2.更换保险丝管(见图10)

螺  丝

保 护 套

(图10)

   警告：
    在打开仪表后盖之前，应确定电源已关闭;表
笔已离开输入端口和被测电路。

   警告：
    为避免仪表错误的显示而导致受到电击或人
身伤害。在测量电流、电容、温度、三极管hFE时，
仪表显示毫无反应，应立即检查仪表内置相关保
险丝管有无被烧断，如确认保险丝管已被烧断，
应立即按原规格更换保险丝管。
                               

操作步骤：

  1) 把电源开关置于 关 位置，并从输入插孔中

     移开表笔；

  2) 按图示卸下保护套；

  3) 用螺丝刀拧下后盖固定的3颗螺丝，卸下后

     盖，即可更换已被烧断的保险丝管。

操作步骤： 

类同更换保险丝管操作步骤。

   警告:
    当LCD显示欠压    提示符时，应当即更换内
置电池否则会影响测量精度。电池规格: 6F22 9V

3.更换电池

** 说明书内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序号 项目 内容

1

2

3

4

5

6

7

尺寸

材质

颜色

外观要求

装订方式

表面处理

其它

DWH
设 计 MODEL

 机型:
Part NO.
物料编号:CHK

审核

APPRO.
 批准

说明书菲林做货要求：

版本

/

/

REV.10

UT58A/B/C 110401104229

外尺寸:（280x286）±1mm.折叠成形尺寸:（70*143）±1mm

60g书写纸

黑色，双面印刷

印刷完整清晰,版面整洁.无分层.残损.毛边等缺陷.

沿S线折叠，４折，再对折，封面图在外面

邓文良2013-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