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30A
高精度多功能校准器

电学校准的新一代顶级标准



1988 2013

隆重推出新一代顶级多功能校准器 5730A

5730A 性能概览
• 性能更优——指标进一步改善

• 操作更易——中文彩色触摸屏

• 更加智能——可视接线端子提示（VCM）

• 能力更强——输出电流可扩展至 120A
（140ppm）

• 闭环控制 5725A，提升电压增益带宽积

• 新版 MET/CAL 校准软件，支持上千种仪

器的自动校准

• 使用 10V、1Ω 和 10kΩ 标准实现原器

校准

自 1988 年福禄克推出 5700A 系列多功能校准器以来，它一直是世界各国使用最广泛的高精度校准器。

2013 年，它的升级替代产品 5730A 隆重上市了。

福禄克高精度校准器 5730A 是校准器家族的巅峰之作，它历经了数年的用户调查、缜密的工业设计及

工程研发，在校准器行业中终于推出了这个被称为“黄金标准”的校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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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未来的高性能

计量专家必备之校准器

性能提高，内外兼修

犹如它的前身一样，5730A 校准器具有

广泛的校准范围，例如可校准各种系列台式

数字多用表，包括最新式的八位半数字多用

表。加装宽带校准选件后还可校准射频毫伏

表。在技术指标上，5730A 比上一代产品有

5730A 提供了性能优异的直流 / 低频信

号，专为校准专业人士所需。包括：国家级

校准实验室，军队，国防，第三方校准实验室，

企业内部校准实验室等等。

5730A 高精度校准器可溯源至国家最高

标准，遵循 ISO17025 的认证要求。技术指标

5730A 使用了二十一世纪最新的技术和

方法，使得其在技术指标上进一步得到了提

升，并且提高了可靠性，易用性，大大超越

了原 5700A 系列。

5730A 沿用了 5700A 系列用户喜好的

面板操作细节。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宽

大的彩色触摸屏，使得在测量和校准工作中

使用更方便，更高效。用户操作时沿用方便

的计算器式的面板按键，新的宽大显示屏，

使得读取信息更直接更丰富，菜单操作更方

便，功能调用甚至可以一键完成。状态提示

例如 “OPERATE”（输出）“STANDBY”（待机）

“HAZARDOUS VOLTAGE”（危险电压）在屏幕

了进一步提高，帮助您提高测量不确定度比

率（TUR），从而提高了校准的置信度水平。

不仅如此，性能提高后，进一步改善了校准

时的边界保证要求，从而给予技术人员更大

的信心。

中分别给出了 99% 置信度及 95% 置信度水

平的指标，能够满足各个国际质量管理标准

的严格要求。仪器的总不确定度指标包含了

其溯源时的校准不确定度，从而在使用时无

需做进一步的分析综合。

上高亮显示，易于识别，使用更安全。触摸

屏显示支持英文、中文、法文等 9 种语言。

重新设计的前面板有了许多创新，例如

专利的可视接线端子提示 (VCM) 提示，可提

示您哪个功能端子正在使用，保证正确接线。

仪器把手和按键更时尚，使用更舒适。前后

面板均有 USB 接口。前面板 USB 接口可下

载并存储校准数据；后面板通信接口可提供

LAN，IEEE-488，USB 及 RS-232 串口，方便

与 PC 机通信，实现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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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电路板设计

电路板设计对比 ：左侧为新的 5730A 电路
板；右侧为 5720A 电路板。通过对比，可
清晰看出更多现代数字器件在 5730A 上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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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度提高
5730A 沿用原器校准技术。

仅用三个实物标准——10V 直流

电压标准，1Ω 和 10kΩ 电阻标

准，就可对 5730A 的所有功能

和量程进行全面校准。通过前面

板操作界面，技术人员可以快速

地进行测试连接和量值输入等。

5730A 高精度校准器自动控制校

准过程，无需太多外部干预，相

比费时费力的传统校准方法，原

器校准过程只需约一个小时。使

用原器校准技术定期对 5730A
进行校准检查，可以延长 5730A
的溯源校准周期至 2 年。

另外，5730A 结构坚固，工

作温度范围宽，从 15℃至 35℃
均可，可在其工作的环境通过原

器进行校准，不必再送至上一级

标准实验室进行校准。

原器校准 省时省力
当原器校准技术第一次随

5700A 推出时，许多用户关心地

询问了很多关于溯源性的问题，

用户特别惊讶地发现原来可以只

用三个简单的外部标准对 5700A
的全部功能和量程进行校准。感

谢多个欧洲的国家标准实验室多

年不间断的测试和评估，原器校

准技术在国际计量界已被全面认

可。今天，众多计量学家可以继

续使用原器校准技术保证 5730A
的 90 天指标，延长周期性溯源

检定至 2 年时间，用户甚至可以

随时获得 5730A 24 小时指标。

这样，周期性的校准费用降低

了。另外，也大大节约了校准时

间，因为原器校准本身只有 1 个

小时，而且可在 5730A 用户现

场进行，不必千里迢迢送到标准

实验室进行校准。

校准检查功能，随时
监测仪器性能

为了获得更高的置信度，确

保校准周期内的 5730A 性能在规

定的技术指标范围内，您可以使

用仪器内部的校准检查功能，通

过仪器内部的标准，可对 5730A
的每个功能和量程进行检查，监

视其漂移情况。校准检查的结果

可以通过前面板的 U 盘存储接口

直接下载并存储到计算机上，从

而可以方便地监视和评估仪器的

长期稳定性。用户可能会发现，

原来 5730A 使用的原器标准性能

会如此之好，其内部标准相当于

732B 直流电压标准和另外两个

电阻原器标准。这三个原器标准

在仪器内部完全和输出电路隔离，

它们不用于日常的校准操作，只

有在单独对校准器本身性能检测

时才使用。

进一步完善高精度数
字多用表校准

5730A 高精度校准器的性能

也做了进一步提高，帮助计量校

准专业人士的计量工作开展的更

好，满足要求严格的校准工作。

多年以来，8508A 和 3458A 是比

较有代表性的高精度数字多用表。

由于这些八位半数字多用表的性

能非常好，用 5700A 系列校准

器对它们进行校准时，有一些特

殊测试点不得不使用校准边界保

证（Guard-banding）技术。这项
4 原器校准

费用

周期性溯源

检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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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保证校准结果满足 99% 或

95% 的置信度的前提下，可以减

小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仍然满

足这些特殊测量点的要求。由于

5730A 的优良性能，能够帮助用

户更好地解决这些“特殊点”的

要求。

大电流输出扩展至
120A

5730A 可以和 52120A 超

级大电流标准源实现闭环控制，

从而将 5730A 的电流输出扩展至

交流 120A 并在 5730A 上直接显

示并控制。通过闭环控制操作模

式，5730A 的电流输出优异性能，

可覆盖广泛的电流校准及其他应

用。

另 外， 延 续 5700A 系 列，

5730A 也可以和 5725A 实现闭环

控制，提高输出大电压带宽和电

流范围

校准边界保证技术
让您高枕无忧

前面提到，随着测量技术的

发展和仪器仪表的日新月异，要

在校准工作中保证测量不确定度

  

比率始终达到或高于 4:1，这个

要求是越来越难实现了。为了尽

可能降低超出指标允许范围的可

能性，需要引进校准边界保证技

术。所有的测量都可能会有测量

误差，大多数测量误差的分布一

般认为服从正态分布。当 TUR 小

于 4，而测量值又处于边界条件

时，校准器就很难确定测量结果

是否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如图 1

所示，如果测量值，也就是测量

不确定度正态分布中心，位于被

测仪器上限指标处，那么，就会

有 50% 机率是测量结果在指标范

围内，还有 50% 机率是测量结

果在指标范围外。如果测量不确

定度较大，可靠判定测量结果是

否合格的区域就大大减少了。为

了保证测量结果的可信度，可以

人为调整被测仪器指标限值，使

之靠近标称值，从而降低测量结

果超出指标范围的可能性。这就

是校准边界保证技术。由图 1 可

看出，采用校准边界保证技术后，

测量值必须落在距标称值更小范

围内才算合格。校准边界保证技

术就是通过调整校准上下限来保

证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新的 5730A 高精度校准器是

目前世界上性能最优异的直流 /
低频校准器，但是任何仪器都不

是完美的，有时仍需借助校准边

界保证带技术满足个别高精度仪

器仪表的特殊校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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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

测量值

测量误差

指标零点

UUT 指标上限

UUT 指标上限

落在指标范围内

的几率为 50%

落在指标范围内

的几率 >50%

运用校准边界保证技术后只有 5%
的超差几率落在指标限外

落在指标范围内

的几率 <50%

图 1：不确定度正态分布曲线表明校准边界保证技术能

够给予更高的置信度

新的误差限 =UUT指标 -(5730A指标 /2)*1.6448



Exit

Instrument
Settings Date/Time

Month                                03

Day                                         14

14

emiTetaD

Year                            2013

54:
Format                            M/D/Y

Setup Menu

Current 
output

NORMAL

External 
Guard
OFF

Boost

ON

Wideband

OFF

Setup
menu

Scale Phase Control

90°

-180 -90 0 90 180

+/- 0.12% (1 year)  100 days since calibration6/18/2013       10:52am

Current 
output

NORMAL

External 
Guard
OFF

Boost

ON

Wideband

OFF

Setup
menu

Standby

mV
kHz1.0000

10.00000

Scale Phase ControlPhase Output: 
Phase Lock
External

90°

90    °
Adjust phase manually using the knob

Auto Range 22 mV

-180 -90 0 90 180

dBm
kHz1.0000

42.00000

+/- 177.0 ppm (1 year)  100 days since calibration6/18/2013       10:52am

External
Sense
OFF

External 
Guard
OFF

Wideband

OFF

Setup
Menu

Auto Range 1100 VOperate U

V500.000
kHz1.0000

Boost

ON

使用方便，操作简单的校准解决方案

可视接线端子提示，清

晰指明哪些端子正在使

用，避免接线错误

N 型端子支持宽带电压输

出选件，提供平坦度好、

本底噪声低的电平输出，

带 宽：10Hz 至 30MHz，
用于校准射频毫伏表

彩色触摸屏，操作直接方便 校准数据可存至 U 盘，从而导

入计算机做进一步分析评估

日期和时间指示 OFFSET 和 SCALE 功能可以方便地补偿

零点偏移和刻度误差，并直接显示线性

误差

单独的辅助电流输出端子
提供四线电压及四线电阻输

出方式，消除引线电阻带来

的测量误差

×10 和÷10 快捷键

在 OPERATE 和 STANDBY
模式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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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

Instrument
Settings Date/Time

Month                                03

Day                                         14

14

emiTetaD

Year                            2013

54:
Format                            M/D/Y

Setup Menu

Current 
output

NORMAL

External 
Guard
OFF

Boost

ON

Wideband

OFF

Setup
menu

Scale Phase Control

90°

-180 -90 0 90 180

+/- 0.12% (1 year)  100 days since calibration6/18/2013       10:52am

Current 
output

NORMAL

External 
Guard
OFF

Boost

ON

Wideband

OFF

Setup
menu

Standby

mV
kHz1.0000

10.00000

Scale Phase ControlPhase Output: 
Phase Lock
External

90°

90    °
Adjust phase manually using the knob

Auto Range 22 mV

-180 -90 0 90 180

dBm
kHz1.0000

42.00000

+/- 177.0 ppm (1 year)  100 days since calibration6/18/2013       10:52am

External
Sense
OFF

External 
Guard
OFF

Wideband

OFF

Setup
Menu

Auto Range 1100 VOperate U

V500.000
kHz1.0000

Boost

ON

通过旋轮轻松的调整输出值，

自动计算被测仪器的误差并显

示在屏幕上，单位 : ppm 或 %

语言选择 放大器和宽带选件等功能可通过屏幕下

方 5 个触摸键选择完成

两台 57X0A 可锁相完成功率表校准

LAN、RS-232、GPIB 及 USB
通信接口

电源开关

简单易用的计算器

式键盘

18 个 分 离 标 准 电 阻， 以

×1.0 和×1.9 十倍步进变化
最新数字技术的内部电

路板设计

支持 52120A 及 5725A
放大器的接口

相位输入及相位输出控

制端子，可以锁相两台

校准器准确地模拟功率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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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校准、培训和支持

使用 MET/CAL 软件实现资
产管理及自动化校准

各种质量标准对校准过程的文档管理、报告

和校准过程及校准结果控制都提出了很多要求。

使用 MET/CAL 软件可以帮助您轻松方便地实现实

验室资产管理及自动化校准。

许多 5700A/5720A 用户已经投资购买了

MET/CAL 软件，在实验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今在 MET/CAL 软件中，可以使用“设备映射”

功能，在校准过程中用 5730A 直接代替现有的

5700A/5720A，应用原 5700 系列的校准程序就

可以开展自动校准，无需修改程序代码。MET/
CAL 8.2 及以上版本的软件，可以在新程序中直接

使用 5730A 的指标。

使用 MET/TEAM 软件管理
校准资产

MET/TEAM ™  软件是一款功能强大、具有很

大灵活性、并且可扩展的用于管理校准资产的软

件解决方案。它由具有丰富计量工作经验的计量

专家设计，最适合哪些需要管理整个校准实验室

的各项工作流程的专业人员使用。它基于浏览器

运行，采用 Microsoft® SQL  服务器数据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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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的资产追踪和管理功能 , 实现实验室各项工

作流程管理，自动邮件通知和资产召回提示，并

与业界领先的 MET/CAL® 软件全面整合，实现校

准自动化。

MET/SUPPORT Gold 
88 最大限度实现软件投资的
价值 

MET/SUPPORT Gold 88 是一项年度的 MET/
CAL Plus 软件金牌会员支持计划，提供了额外的

高级服务和支持。购买金牌支持的用户可将软件

升级至校准程序扩最新版本，获取最新校准程序。

目前认证程序库中已包含了 5000 多个最新程序

（2013 年 7 月份程序光盘），支持 191 种校准标

准和 1081 种被测仪器，涵盖了各大仪器制造厂

商近年来最新电子仪器的检定及调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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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指标

5700A 5720A 5730A

功能

直流电压

范围 0 至±1100V

最优的一年技术指标（95% 置信度） 7ppm+3.5uV 3.5ppm+2.5uV 3.5ppm+2.5uV

交流电压 

范围 220uV 至 1100V，10Hz 至 1MHz

最优的一年技术指标（95% 置信度） 75ppm+6uV 45ppm+8uV 42ppm+8uV

直流电流

范围 0 至±2.2A
配合 5725A ：0 至±11A

配合 52120A ：0 至±100A

最优的一年技术指标（95% 置信度） 50ppm+8nA 35ppm+7nA 35ppm+7nA

交流电流 

范围 9uA 至 2.2A，10Hz 至 10kHz 
配合 5725A ：9uA 至 11A 

配合 52120A ：9uA 至 120A

最优的一年技术指标（95% 置信水平） 140ppm+16nA 120ppm+8nA 103ppm+8nA

电阻 

范围 1Ω至 100MΩ，按×1.0 和×1.9 十倍步进，共 18 个值

最优的一年技术指标（95% 置信度） 12ppm 8.5ppm 6.5ppm

宽带电压选件 

范围 300uV 至 3.5V，10Hz 至 30MHz

最优的一年技术指标（95% 置信度） ±0.4%* 输出值 ±0.4%* 输出值 ±0.4%* 输出值

52120A 超级大电流选件 将电流输出扩展至最高 100A 直流，120A 交流，带宽：DC 至 10kHz

用户界面

彩色触摸屏 •

可视接线端子提示 •

人性化把手 •

多种语言支持（包含中文） •

连接性能

铍铜合金端子 • • •

U 盘 校准检查存储接口 •

相位控制输入输出口 • • •

IEEE488 并行接口 • • •

RS-232 串行接口 • • •

USB 通信接口 •

LAN 接口 •

通用电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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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A 5720A 5730A

放大器接口

52120A •

5725A • • •

选件

宽带电压输出 • • •

后面板输出 • •

支持

原器校准 • • •

校准检查功能 • • •

5730A 通用技术指标

预热时间 上次预热后停机时间的 2 倍，最长 30 分钟

稳定时间 所有功能和量程＜ 5s，除非特殊说明之外

标准接口 IEEE488 并行接口，RS-232 串行接口，USB 通信接口，LAN 接口；

5725A、52120A 控制口；锁相输入口（BNC) ；相位控制输出口（BNC）

温度性能 工作时：0℃至 50℃；

校准时：15℃至 35℃；

存放时：-40℃至 75℃

相对湿度 工作时：＜ 80%（30℃以下）；小于 70%（40℃以下）；40%（50℃以下）；

存放时：＜ 95%，无结露。

工作海拔 最高 2000 米

安全性 IEC61010-1 ：CAT II ，300V ；污染度 2

屏蔽隔离电压 20V

电磁环境 IEC61326-1 ：受控

电源 电源电压：100V-120V，220V-240V，±10%       
电源频率：47Hz-63Hz

功耗 300VA

校准证书 标配包含符合 17025 认证的校准证书

尺寸 H17.8×W43.2×D64.8（cm）

重量 27kg

11

52120A 主要技术指标 最优的一年技术指标

与 5730A 配合闭环输出电流性能 % 输出 +% 量程

直流 100A 量程 0.015% 0.010% 
交流 120A 量程 0.011% 0.003% 

52120A



订购信息

福禄克校准器系列，可满足
各种应用，各种预算需求

福禄克公司
计量校准部 中文网址：cn.flukecal.com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大厦 19 层  
邮编：100004 电话：010-57351300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280 弄 6 号楼 3 楼 
邮编： 200335 电话： 021-61286200

广州分公司

地址： 广州体育西路 109 号高盛大厦 15 楼 B1 座 
邮编： 510620 电话： 020-38795800

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创意产业商务区三色路 38 号 博瑞 •创意成都写字楼 B 座

16F-05/06 单元   
邮编：610063 电话：028-65304800

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二环南路西段 88 号老三届世纪星大厦 24 层 H 座 
邮编： 710065 电话： 029-88376090

沈阳分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 69 号总统大厦 A 座 808 室  
邮编：110003 电话：024-22812055

重庆分公司

地址：重庆渝北区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62 号海王星科技大厦 B 区 6 楼 3 号 
邮编：401121 电话：023-89038590

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 68 号上步大厦 21 楼 A,K,L 室       
邮编：518031 电话：0755-83042340

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 686 号世贸大厦 1806 室       
邮编：430022 电话：027-85743386

合肥分公司

地址：合肥市政务区东流路 999 号（靠近潜山路）新城国际 A 座 912 室 
邮编：230022 电话：0551-63516411

北京福禄克世禄仪器维修和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4 号通恒大厦 1 楼 101 室 
邮编：100088 电话：400-810-3435 转 2

福禄克中国客户服务中心热线：400-810-3435

有关产品说明及技术指标以英文资料为准，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FCAL201309-5730ACAT

型号 说明

5730A 5730A 高精度多功能校准器

5730A/03 带宽带交流电压选件的 5730A

5730A/S 不带前面板 USB 存储接口的 5730A

选件及附件 说明

52120A 超级大电流跨导放大器

5725A 扩展放大器

5730A-7002 低热电势引线套件（香蕉插头）

5730A-7003 低热电势引线套件（铲形接头）

Y5737 上机架安装套件

Y5738 上机架后把手

57XX/CASE 坚固运输箱

原器校准标准 说明

732B 10V 直流电压标准

742A-1Ω 1Ω电阻标准

742A-10kΩ 10kΩ电阻标准

其他配套标准器 说明

734A 四单元直流电压参考标准

732B 直流电压标准

742A 电阻标准系列

5790A 交流电压测量标准

792A 交直流转换电压标准

A40B 精密分流器系列

8508A /01 八位半参考级数字多用表

软件 说明

MET/CAL/TEAM MET/CAL+MET/TEAM 资产管理软件

5730A
高精度多功能校准器

（3.5 x 10-6）

5522A 
超级多产品校准器

（0.0011%）

5502A
多产品校准器

（0.005%）

5080A
多产品校准器

（0.01%）

福禄克计量校准产品专业网站：
http://www.�ukecal.com.cn

• 获取应用文章

• 获取技术支持

• 观看视频演示

• 下载操作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