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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ZT-01C 型四通道信号发生器是一款新型高精度、高集成度、高稳定性的高科技产品，

操作简便、应用灵活，是自动控制/仪表实验室必备的仪器之一。 

 

技术指标如下: 

输出电流：两路0~20mA连续可调，负载≤ 1000Ω；  

输出电压： 0~10V  (CH1) 连续可调，最大输出电流 50mA; 

           0~30V  (CH2) 连续可调，最大输出电流 50mA; 

输出精度：0.15% FS   

供电电压：220VAC  1A熔丝保险 

工作温度：-20℃~45℃   湿度< 90% 无结露 

外形尺寸：260（长）×260（宽）×110（高）mm，带手柄和支架 

二、功能及使用 

2.1、面板布局 

ZT-01C信号发生器
北京中泰华旭科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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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按键功能 

按键 功能描述 

 

1、 在手动输出模式下，上调输出数值的整数位； 

2、 在程控输出模式下，跳到下一个程序段； 

3、 在编程模式下，上调该程序段的数值整数位； 

 

1、 在手动输出模式下，下调输出数值的整数位； 

2、 在程控输出模式下，跳到上一个程序段； 

3、 在编程模式下，下调该程序段的数值整数位； 

 

1、 在手动输出模式下，上调输出数值的小数位； 

2、 在程控输出模式下，启动或暂停程控自动运行； 

3、 在编程模式下，上调该程序段的数值小数位； 

 

1、 在手动输出模式下，下调输出数值的小数位； 

2、 在程控输出模式下，停止程控自动运行； 

3、 在编程模式下，下调该程序段的数值小数位； 

 

选择当前按键和显示指向的电流通道或电压通道； 

 

1、 短按：在 mA 通道程控/V 通道程控/mA 与 V 通道同时程控模

式间切换； 

2、 长按：进入或退出编程模式； 

 

所有信号通道的输出开关 

 

注：CH2通道与 CH1通道的按键功能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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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指示灯含义 

指示灯 功能描述 

PRG 

灭 手动输出模式 

亮 程序运行模式 

闪 编程模式 

mA 
亮 当前按键与显示屏指向电流通道 

闪 编程模式下，编程数据为电流值 

V 
亮 当前按键与显示屏指向电压通道 

闪 编程模式下，编程数据为电压值 

联动 
灭 信号断开 

亮 信号输出 

PRG 与 mA 一起闪烁 程序运行模式时，电流程序自动运行中 

PRG 与 V 一起闪烁 程序运行模式时，电压程序自动运行中 

注：CH2通道与 CH1通道的指示灯含义完全相同。 

2.4、使用方法 

接通电源并打开位于后部的电源开关，ZT-01C 即进入手动输出模式。将输出端用测试

线联接到负载，公共端 COM 是负极，4~20mA 端输出电流正极，0~10V/0~30V 输出电压正

极。正确接好测试线后，按 键选择合适的信号类型。CH1 通道 1 与 CH2 通道可以同时

工作，每个通道的电流通道和电压通道也可以同时工作，只不过每个通道的按键和显示屏只

有一套，需要用 键将按键与显示屏指向合适的信号通道（通过 mA 和 V 指示灯识别）。 

正确设置好后，即可按调节键调节输出值， 和 用来调节输出值的整数位； 和

用来调节输出值的小数位，每按一次，输出值立刻随之改变。调节键有飞键功能，即按

住按键 2 秒后，该键的功能即连续执行。如果负载不允许过载，应谨慎使用飞键功能。

设置完成后，按 按钮即可在相应的端子输出对应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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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级应用 

3.1、手动编程 

ZT-01C 有程序运行功能，即事先将目标输出值和保持时长写入内存区，在使用时，

ZT-01C 自动调取输出数值并输出，当本程序段时间到后，自动调取下一个程序段的数值和

保持时长。如此顺序调用完所有程序段后，ZT-01C 从第一个程序段开始再次循环调用程序

数据。 

在使用程序运行前，需要先进行编程操作，方法如下： 

按住PRG键

保持2秒

PRG指示灯闪烁

显示P-00

显示当前段序号 显示当前编程值，
即当前程序段的输

出值。

显示t000或上次的编
程值（当前程序段

的保持时长，秒）
选择段

序号

段序号自动加1

长按

保存编程值，并退

出编程状态

    如果编程后没有执行保存动作或编程过程中意外停电，则已编程数据会丢失。ZT-01C

的每个输出通道都有 50 个程序段（P-00 ~ P-50）可供使用，编程时应先选择要编程的通道，

如 CH1 电流、CH1 电压或 CH2 电流、CH2 电压等。 

进入编程状态后，程序段序号定位在 P-00 ，编程时程序段序号自动加 1 。完成编程后，

长按 PRG 键，保存已编程数据时，自动将当前程序段序号保存为程序运行的最大程序段序

号。已编好的程序也可以用上述的编程方法检查和修改，不过检查修改完成后，一定要将当

前程序段序号定位到最后一个程序段之后，再长按 PRG 键来保存退出。例如已编好的程序

段是 P-00~P-10，本次修改了 P-05 的值，完成后，需要将程序段序号定位到 P-11，再执行

保存退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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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操作举例：如需要 ZT-01C 的 CH2 电流通道按如下阶段曲线输出，则执行的操作

顺序如下： 

mA

t2S 8S 4S 1S 3S 4S 4S 10S

8mA

10mA

6mA

16mA

18mA

14mA

10mA

8mA

 

 开机； 

 确认 CH2 通道 mA 指示灯亮； 

 按住 PRG 键，直到 PRG 指示灯闪烁， 显示 P-00；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编程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8.00；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时长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t02.0； 

 按 PRG 键，显示下一个程序段的序号 P-01；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编程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10.00；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时长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t08.0； 

 按 PRG 键，显示下一个程序段的序号 P-02；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编程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6.00；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时长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t04.0； 

 按 PRG 键，显示下一个程序段的序号 P-03；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编程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16.00；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时长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t01.0； 

 按 PRG 键，显示下一个程序段的序号 P-04；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编程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18.00；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时长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t03.0； 

 按 PRG 键，显示下一个程序段的序号 P-05；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编程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14.00；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时长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t04.0； 

 按 PRG 键，显示下一个程序段的序号 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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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编程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10.00；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时长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t04.0； 

 按 PRG 键，显示下一个程序段的序号 P-07；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编程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8.00； 

 按 PRG 键，显示当前的时长值，按 +1.00、-1.00、+0.01、-0.01 键使数值调节到 t10.0； 

 按 PRG 键，显示下一个程序段的序号 P-08； 

 长按 PRG 键，直到 PRG 灯熄灭。编程结束。 

3.2、程控单步运行 

先选择好 mA 或 V 通道，再短按 PRG 键，点亮 PRG 指示灯，即进入了程序运行状态。

此时程序处于停止状态，并显示/输出 P-00 的数值。按 和 可以手动单步顺序调用程

序段的数值，此时各程序段内的保持时长数值无效。运行时先显示当前的程序段序号，再显

示输出值。 

在程序运行状态， mA/V 键的功能不起作用。只有按 PRG 键，熄灭 PRG 指示灯，退

出程序运行状态，才能切换 mA 或 V 通道。 

3.3、程控自动运行 

    在程序单步运行状态下，按 键从当前程序段启动程序自动运行，ZT-01C 调出当前

程序段数据显示并输出，同时后台开始计时，当达到当前程序段的保持时长时，调用下一个

程序段的数据，如此依次自动运行。再次按 键暂停程序自动运行（程序段序号保持不变），

按 停止程序自动运行（程序段序号回到 P-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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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脑通讯程控功能 

4.1、程控软件的安装 

ZT-01C 程控软件在随机光盘中，可以在我公司官方网站上下载或向我公司索取。比击

SETUP.exe 文件，即开始安装过程。 

 

 

点击确定按钮 

 

 

 

再选择安装目录或直接单击图标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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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毕后，点击确定即可。单击程序目录下   图

标，即可启动本软件。 

4.2、程控软件的使用 

用随机所带的 USB 线将 ZT-01C 与电脑联接起来，此时电脑会自动找到新的硬件并自

动为该 USB 设备分配一个虚拟的串口号，该串口号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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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脑没有自动找到该 USB 设备，那么需要手动安装该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在随机

光盘上可以找到，也可以在我公司官方网站上下载或向我公司索取。 

双击软件目录下   图标，即可启动本软件。首先正

确选择上述设备管理器中使用的串口，再点击打开端口，软件交互信息框中会有相关的提示，

如果打开端口正常，其他的按钮会转为有效状态。 

 

     

首先选中要编程的通道，然后在对应的程序步数据框中输入信号值及时长。点击【清

除】按钮可以清除所有的编程数据。本软件内部有 3 个程序储存区，可以用来保存用户的编

程数据。程序数据要【下载】到 ZT-01C 中后，才能启动程控运行功能。 

如果需要多个通道同时程控运行，需要分别为各个通道编程并下载，全部下载完成后，

再选中同时程控启动的通道，点击【联动启动】，即可同时程控多个通道同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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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故障及维修 

故障现象 可能的原因 处理方法 

可以调节数值，但输出不变 

输出端子与当前的通道状态不一致 按 mA/V 键选择正确的通道 

输出端子到负载的联接线缆不通 检查并联接好 

输出端所联接的负载超过了最大值 按指标要求确认负载值 

开机无显示 

电源插头未插 重新插好 

电源保险熔断 更换熔丝 

内部电路故障 返厂维修 

示数正常，负载正常，但输出值

与示数不对应。 

内部标定参数紊乱 返厂维修 

上位软件串口打不开 串口号不正确 设置正确的串口号 

USB 设备初始化不正常 拔下 USB 通讯线，再重新插上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