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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
1.1 简介

欢迎使用数据采集控制、显示、分析和报告的 新 优软件产品 - Perception。
该软件平台是利用 30 多年的设计经验、使用一流的工具以崭新的方式设计而
来，可以说没有任何软件能出其右。

作为未来的软件平台，Perception 软件可以支持现在及将来的大部分 HBM
Genesis HighSpeed 硬件和指定的旧数据采集系统。您未来发展的保证 - 一套
软件即可支持几乎所有数据采集系统；还有一个致力于持续改善和扩展的工程
师团队。

Perception 可以控制种类繁多的硬件，其中包括从简单、连续数据流的几个通
道，到每秒提供几百万数据的多机架数据采集 (DAQ) 设备。Perception 软件同
样适应于更新迅速的示波型显示、扫描型显示和瞬态记录。

为了支持这么多种类的仪器，并且因为各种仪器都有不同的采集功能和相应的
信号调节器，Perception 采用了工作表式的结构。这种结构使用简单，并可随
时看到所有相关参数。另外还有采集控制对话框，可以让您交互控制一个或多
个采集单元。针对 GEN2i 开发了一个名为“仪器面板”的独特平台。由 Perception
引擎提供支持，专为触摸屏环境制作，能够满足简单、易用性要求。

这种独特的显示可以让您即时看到实时的波形图。检查历史数据，同时获取并
显示当前数据。利用灵活的缩放和平移工具，可以实现与基准曲线的对比，以
及放大并查看每一处细节。交替缩放功能则可在同一波形内同时提供两个缩放
区域。

专业的硬件支持可以让您即使通过以太网接口使用多个通道也能实时、准确地
显示更新。StatStream® 显示技术可以让您无视采集大小和网络速度，即时看
到高分辨率的文件。

此外，Perception 软件还有一系列可配置、可扩展的数字化显示方式和带警报
级别的“电平表”，可以适应各种需求和条件。

通过真正的多监视器支持，您可以设计一个传统软件所无法企及的工作空间。
在多个高分辨率的监视器上查看各种数据集，体验什么是真正的享受、什么是
对应用的完全控制。

Perception 为您提供了所需的测量功能，让您的工作变得简单而高效。采用带
有即时更新结果表的水平、垂直和倾斜光标执行光标测量可以让您迅速而简单
地查看兴趣点。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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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内置仪表可以让您直接得到诸如 大值、 小值、平均值、峰间值、RMS
等参数。这些值由采集硬件生成并实时显示在您的计算机屏幕上。

数据导航可以让您自由遨游于实时波形、文件、字符串、数值或计算结果等数
据源之间。这些数据源可以位于任何地方：在您的数据采集系统中，或硬盘上，
或企业内部网的任何地方。您可以根据您的习惯配置信息结构。可以随时查看
选定来源的所有详细属性，让您能够轻松地在大量数据源中进行搜索。

发现感兴趣的事件时，只需通过一个菜单命令便可在高分辨率的打印机上将您
发现的内容全彩打印出来。您也可以只把感兴趣的地方复制出来并粘贴到任何
文档中，然后制作高级报告。另外，您可以利用 Microsoft® Word 创建快速或
高级（可选）报告。

对于使用第三方软件包进行的离线分析，Perception 可以为许多常见项目提供
各种导出格式。全面的设置选项可以让您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导出感兴趣的数
据。

Perception 成熟的工作台概念可以让您将各种图形对象整理到逻辑分组中，便
于日后查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管理和分析需求自由定制工作空间：选择所需
的窗口、显示和组件创建一个工作环境，调整其大小和位置，然后保存为虚拟
工作台文件 (*.pvwb) 以备将来使用。您可以根据具体需求轻松地在各种已保存
的工作空间之间转换，而且在启动的时候您也可以在自动配置和已保存的工作
空间之间进行选择。

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您根据需要对 Perception 程序进行调整。这些选
项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各项：

l 多工作簿可以让您创建多个工作环境‘实例’，从而有效地利用多监视器系统。
l 导出加强可提供更多的导出格式。
l 控制加强可控制多台主机的采集。
l 远程控制利用 SOAP 和 RPC 进行远程控制。
l 视频播放使视频和时间域数据与追踪光标同步播放。
l 分析允许输入公式计算数学通道和通道参数。
l 高级报告：一个类 DTP 工具，可以创建带有显示、表格、结果等元素的令

人惊叹的报告。
l 信息是为您的试验收集各种信息的工具。
l 频谱显示：提供基本的 FFT 和频谱分析功能。

其他选项有定制软件接口编程 CSI、STL 公式、BE256/Multipro 控制和 HPHV
自动分析。

各选项都在相应的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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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手册中提到的特性和功能并非都为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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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要求
以下部分列出了硬件方面的要求。

l Intel® Core™ Duo （或兼容）
l 对于 Perception

32 位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32 位，Service Pack 3 或更
高版本）或 Windows Vista™ Business 或 Ultimate（32 位和 64 位，Service
pack 2 或更高版本）Window 7 Professional（32 位或 64 位，Service Pack
1 或更高版本）

l 对于 64 位 Perception Enterprise
64 位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64 位，Service Pack 2 或
更高版本）或 Windows Vista™ Business 或 Ultimate（64 位，Service pack
2 或更高版本）Window 7 Professional 或 Ultimate（64 位，Service Pack
1 或更高版本）

l Microsoft DirectX 9 或更高版本（包含在介质中）
l Microsoft .NET 4.0（包含在 Perception 安装中）
l 512 MB 的内存 - 推荐使用 2 GB 内存，当使用一台以上的数据采集主机进

行工作时，这也是必需的。
l 1 GB 的可用硬盘空间用于安装
l 至少 1 % 的可用硬盘容量用于采集数据的存储
l 使用至少 1024 x 768 像素屏幕大小，且具备 64 MB 板上集成视频内存和硬

件 DirectX 9 和 Microsoft Direct3D® 支持功能的 TrueColor（24 位）视频
显示适配器

l 用于软件安装的 CD-ROM 驱动器（附加内容需要 DVD 驱动器）
l 可用的 USB 端口，用于 HASP®HL USB 加密狗
l 100 Mbit 以太网接口（建议 1 Gbit）（与 GEN DAQ 产品配合使用时）

说明 Perception 软件测试时视频显示的屏幕分辨率为 96 dpi。其他分辨率可能也可
以，但当前不建议使用其他分辨率。

1.2.1 支持的采集硬件
l GEN 系列模块数据采集系统
l LIBERTY 坚固型车载数据采集系统（在维护阶段）
l Vision XP （回顾和分析）
l BE256 / MultiPro（需要 BE256/MP 控制选项）
l ISOBE5600m
l QuantumX MX1609
l BE3200

1.2.2 系统性能测试
软件新安装（或清理）之后，Perception 会在软件第一次运行时运行系统性能
测试。该测试会检测上述系统要求，并给出 佳性能配置建议。测试内容包括：

l 可用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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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操作系统
l 处理器类型
l 交换文件的使用
l 连续数据速率

您可在任何时候从以下菜单运行测试：帮助 ► 性能测试

此外，还有一项视频显示测试。您可从以下菜单运行这项测试：文件 ► 首选
项...► Perception ► 视频。

第一次启动 Perception 时还会进行存储速度测试。您可从以下菜单运行这项测
试：窗口 ► 连续数据速率。将显示“连续数据速率”面板。

图 1.1: “连续数据速率”对话框

单击详情显示该测试的详细信息（如可用）。更多信息，请参阅"设置和测试当
前存储位置" 318 页。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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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安装
如果您是从 CD 中安装 Perception 程序的，请注意您不能在 CD 中运行该软
件；您必须将其组件安装到硬盘中，然后通过该硬盘运行软件。

1.3.1 安装 Perception
在 Microsoft® Windows® 中安装 Perception

1 将 Perception CD 插入 CD-ROM 驱动器中。
2 单击 Perception“自动播放”对话框中的下一步。如果没有显示“自动播放”对

话框，请选择开始 ► 运行，输入 d:setup.exe（“d”是 CD-ROM 驱动器的盘
符），然后单击确定。

3 单击 Perception，阅读“设置”对话框中的信息，然后单击下一步。
4 阅读终端用户许可协议，选择我接受...，然后单击下一步。
5 输入用户名和组织。单击下一步。
6 选择 Perception 的安装类型，有三个选项可供选择：

完全安装将安装 Perception 完整版，没有功能限制。也可以“脱机”和
Freeview 模式安装。
脱机安装将安装 Perception 脱机应用；在没有连接硬件的情况下正常准备
所有测量，脱机时无法记录。
免费查看器安装免费查看器可让您打开、查看、测量、导出和打印
Perception 记录。

7 选择安装类型：
l 要使用标准安装，请选择典型。
l 要使用完整安装，请选择完整。
l 若要安装特殊组件或修改默认安装位置，选择自定义安装，然后再选择

组件和/或修改安装位置。

说明 要查看可安装的各组件的说明及所需磁盘空间，请选择自定义安装显示组件列
表，然后在组件列表中选中您想安装的组件。之后对话框中会出现相关组件的
说明。在自定义安装中，您也可以指定安装位置。要改变安装位置，请单击更
改，然后指定目标文件夹。

8 单击下一步，并根据屏幕说明完成安装。安装完成后，会出现一条说明
Perception 已安装完成的消息。单击完成。

1.3.2 习惯用法
在本手册中，软件是以 Windows 7 为背景进行描述的。Windows XP 或 Windows
Vista 上的不同之处会明确指出。

当出现“单击开始....”字样时，其指的是 Windows XP“开始”按钮。在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中，开始菜单有显著不同，因为其任务栏图标上已没有“开
始”标志，只是一个珍珠按钮（一个球形视窗标记）。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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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启动 Perception
请按照以下说明启动 Perception。

1.4.1 启动 Perception
Perception 软件的启动需要 HASP 密钥。HASP（软件的硬件保护）是一种基
于硬件（硬件密钥）的软件版权保护系统，可以避免软件应用程序的非法使用。
在运行软件之前，您必须在 USB 端口上安装 HASP®4 USB 加密狗。

图 1.2: HASP USB 密钥示例

要启动 Perception
l 选择开始 ► 所有程序 ► HBM ► Perception ► Perception。

如果 Perception 安装在 Dimension 4i 或 GEN5i 上，则不需要外部 HASP 密
钥。因为这些仪器中有内置的 HASP 密钥。

1.4.2 Perception 用户模式
Perception 有多种用户使用模式。这些用户模式对 Perception 的用户界面布局
做了预配置，以 大程度地符合所选择的要求。

Perception 完全启动后，您可导航至文件菜单，然后是选择用户模式，这在"切
换到仪器面板" 41 页章节中有更详尽的描述。您可从此菜单中选择所有
Perception 模式。

通常情况下，在瞬态应用中选择单次扫描用户模式，而在记录仪应用中则选择
连续用户模式。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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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erception 更新
Perception 新功能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hbm.com/perception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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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rception 概念
2.1 简介

在 Perception 程序中有一些概念和术语可能需要说明一下。如果您要 大程度
地发挥 Perception 的作用，那么请一定要理解这些概念和术语。这样也会简化
软件的使用。

您在进行测量、分析和报告的时候，会遇到许多经常执行的流程。这些流程中
可能还有许多您想保存或调用的设置。

在 Perception 中，您可保存和调用的流程 / 设置通常有：

l 已记录的数据
l 硬件设置
l 安装附加选项后：

l 报告布局
l 公式
l 自定义 CSI 项目的设置
l 任何其他

这些设置既可单独保存，也可组合保存。其他设置只能作为更大级别概念的组
成部分进行保存。在下面的部分中，我们将对各种可行的方式进行讨论。

说明 多年以来，为了保存更多的信息，各种各样的文件存储格式不断涌现。但是 HBM
一直在尽力做到向后兼容。因此，即使文件中没有 新的设置，您也可以阅读
较早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警告信息，但是您仍然可以使用这些旧文件
并以向上兼容的方式保存。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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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虚拟工作台
“工作台”用于保存您在配置中为满足您的需求而安排的工具和组件。

l 您可随时调用虚拟工作台。
l 您可以为各种任务创建多个工作台。

该虚拟工作台包括以下组件：

l 活动显示设置
l 硬件设置
l 信息
l 公式（可选）
l 报告（可选）
l 用户表单
l 作为可选选项，可以将表单添加到工作簿中

工作台中定义了除记录数据之外的所有测试环境。其中部分组件可以单独保存。

2.2.1 活动显示
活动显示包含已记录或已加载的数据。

l 可以按显示或数据来源对这种数据进行引用。

这使您可以对当前的活动记录和有固定名称的记录执行操作。比如您可以在公
式数据库中创建一个指向“活动”记录的公式，而无需知道其物理位置或文件名。
当活动显示中有新数据流时，公式结果就会自动更新。

活动显示设置无法单独保存，但是当保存虚拟工作台或记录时可以一起保存。

加载虚拟工作台后，活动显示设置也将加载。例如，当您将活动显示连接至记
录仪并保存工作台时，重新加载工作台将会重新创建活动显示，其轨迹与此记
录仪相联。

2.2.2 用户表单
当您把所保存的数据加载到新用户表单中时，活动显示设置就会被用来创建新
用户表单中的显示设置。

用户表单是用户创建的表单，此外还有预定义的表单，相关内容我们将在文档
的后面说明。用户表单不是单独保存的，而是虚拟工作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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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独存储设置
许多设置都可单独保存在一个独立的文件中。这些文件可以方便地在不同的应
用程序和/或计算机应用之间传输。比如，如果您创建了一份“标准”格式的公司
报告，那么您就可以将其保存，并在随后的特定测试中作为模板使用。

2.3.1 硬件设置
与硬件准备相关的设置可以单独保存/加载。比如，您或许会为另一项测试加载
测试环境相同但硬件设置不同的工作台。

硬件设置：

l 根据设置表单定义所有硬件准备，
l 可单独保存为以 .pset 为扩展名的文件，
l 保存工作台时该设置会作为记录的一部分自动保存，
l 并会作为整个工作台的构成部分自动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从工作台或记录中提取/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保存到工作台或记录中。

2.3.2 公式
当公式数据库可用时（高级分析选项中），整个公式数据库，包括所有函数，都
可以保存和重新加载。

公式数据库设置：

l 包括公式表单中指定的所有公式/函数，
l 可单独保存为以 .pFormulas 为扩展名的文件，
l 保存工作台时该设置会作为记录的一部分自动保存，
l 并会作为整个工作台的构成部分自动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从工作台或记录中提取/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保存到工作台或记录中。

2.3.3 报告布局
当“报告器”可用时（在“报告”选项中），整个报告布局都可保存和重新加载。这
是不包含实际数据的布局。

报告布局设置：

l 包括报告表单中指定的所有多页报告设置，
l 可单独保存为以 .pReportLayout 为扩展名的文件，
l 保存工作台时该设置会作为记录的一部分自动保存，
l 并会作为整个工作台的构成部分自动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从工作台或记录中提取/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保存到工作台或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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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信息
默认设置下会提供一份两行的标准信息表单。可使用“信息”选项对此进行扩展，
从而创建自由配置的信息工具。

信息设置：

l 包括信息表单中设定的所有设置、字段和字段值，
l 可单独保存为以 .pInfo 为扩展名的文件，
l 保存工作台时该设置会作为记录的一部分自动保存，
l 并会作为整个工作台的构成部分自动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从工作台或记录中提取/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保存到工作台或记录中。

2.3.5 其他可选软件组件
关于设置其他可选软件组件的详细信息，请查看相应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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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试验
自 4.0 版本开始，全部的测试环境（包括所记录的数据）都存储在一个试验数
据库文件中。试验所用的数据存储空间是 大的。

在 4.0 版本之前，所记录的数据和测试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文件：一个数据文件
和一个虚拟工作台文件。

l 数据文件数据文件包括实际数据（或‘波形’或‘轨迹’）。这种数据是在记录时
自动保存的。数据文件的扩展名为 .nrf 或 .dnrf 或 .pnrf 等。

l 虚拟工作台工作台中定义了除记录数据之外的所有测试环境。

自 4.0 版本开始引入了试验的概念：将所记录的数据作为测试环境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保存和加载，也就是说数据文件和工作台被整合到了一个文件中。

该文件与经典的数据文件有一样的 .pnrf 扩展名。从 6.0 版本开始，这个文件扩
展名变成了 .pNRF。

载入试验命令是使用开启...命令载入数据时的默认操作。

要只载入数据，请使用载入记录...命令和‘经典’选项作为当前记录、作为基准记
录或使用文件名。

说明 多年以来，为了保存更多的信息，各种各样的文件存储格式不断涌现。但是 HBM
一直在尽力做到向后兼容。因此，即使文件中没有 新的设置，您也可以阅读
较早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警告信息，但您是可以使用这些旧文件的。
请以向上兼容的方式保存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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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用户界面模式
Perception 是一个成熟的软件，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和特性，其几乎不受限制的
功能可以支持多种硬件平台。

为了支持所有这一切，用户界面也是非常全面的，其中甚至包含了您永远也不
会用到或者不想见到的信息。

为了实现基本的自定义，Perception 提供了一些选项，您可以使用这些选项根
据需求定制用户界面：整个 Perception 应用程序的用户模式和设置表单的基
本/高级选项。

2.5.1 用户模式
用户模式与应用类型有关。比如您可能是一个典型的瞬态记录仪用户，或数据
记录器用户，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这两者之外的用户。根据您的选择，有些
表单、功能或选项可能会无法使用。

该应用可以识别以下用户或用途：

l 回顾软件用于审核数据，可能还要与分析和报告相结合。无需采集控制或
硬件设置。

l 单次扫描典型的瞬态记录应用。根据定义，每次记录都包含一个单次扫描
（触发）。无需多次扫描设置或多时基设置。

l 多次扫描与单次扫描的应用相同。只是一个记录中可能包含多个 - 触发的 -
扫描。

l 慢速/快速扫描与多次扫描的应用相同。在一次扫描中，可出现时基更改（慢
速-快速-慢速，即 A-B-A）。

l 连续典型记录仪或数据记录器应用。采集是在单个时基上的单次连续记录。
l 双重结合单次记录中的一次或多次扫描的连续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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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启动后，导航至文件菜单，然后选导航至选择用户模式。

图 2.1: 带“选择用户模式”选项的“文件”菜单

A 选择用户模式

您将看到的是选项子菜单。选择其中一个选项更改 Perception 中的用户模式，
无需退出应用程序。

2.5.2 Perception 启动
您可在 Perception 启动过程中打开用户模式选择对话框（现在默认为关闭）。

导航至文件 ► 首选项：Perception ► 启动，然后选择在启动时出现的显示用户
模式选择对话框。Perception 启动时，会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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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Perception 用户模式对话框

在此对话框中选择用户模式。请使用问号按钮获取有关特定模式的更多信息。
选完后单击确定。

默认情况下，以上对话框（图 2.2）在启动时不会出现。如果您希望把您的选择
作为启动时的默认选择，请选中记住我的选择。如果您希望启动时不要出现此
对话框，请选中不要再显示此对话框选项。

脱机模式启动现已移至单独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请查看“脱机设置和配置管理
器”415 页章节。

要更改默认的启动方式，您可以定义一个“快速启动”：每次启动 Perception 时，
您的个性化配置都会被立即载入。

快速启动
使用快速启动，无需“用户模式”和“启动”选择对话框即可对软件进行初始化。
使用“创建”命令可将当前工作环境用作首选启动状态。

设置“快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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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软件
2 设置工作环境
3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首选项
4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选择启动
5 在“快速启动”中，选中使用快速启动复选框
6 要建立新的“快速启动”配置，请单击创建
7 单击应用或确定进行确认

图 2.3: 带“快速启动”区域的“首选项”对话框

A 快速启动区域
B 启动：单击目录树中的启动打开快速启动区域。
C 使用快速启动：选中使用快速启动复选框，启用创建按钮。
D 创建：单击创建按钮，使用当前配置创建新的“快速启动”文件。
E 正在使用快速启动文件上的信息。

禁用“快速启动”：

1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首选项
2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选择启动
3 在快速启动中，单击以清除使用快速启动复选框的选中状态
4 单击应用或确定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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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定的模式启动 Perception
Perception 还可以以另一种模式启动。以特定的模式启动 Perception：

1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首选项
2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选择启动
3 在用户模式下选择您希望的默认用户模式
4 单击应用或确定进行确认

2.5.3 切换到仪器面板
Perception 现在还支持 GEN2i 独立设备。如要切换到仪器面板，请导航至文件
菜单，然后选择切换到仪器面板。

图 2.4: “切换到仪器面板”选项

A 切换到仪器面板

如要以“仪器面板”模式启动 Perception：

1 在“文件”菜单中单击首选项...。
2 在首选项对话框的目录树中选择启动。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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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用户界面模式下拉列表中选择仪器面板模式。

A 仪器面板模式

2.5.4 设置表单布局模式
Perception 所控制的硬件可能有许多设置。这些设置已按各种逻辑单元分成组，
因此相关性更好。

除了逻辑分组外，您也可以显示或隐藏分组下一些与仪器的基本操作无关的设
置。

当设置表单可见时，您可以在基本和高级模式下切换。

设置或切换设置表单布局模式：

1 在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在“设置”菜单中选择显示设置 ►。
3 在子菜单中选择：

l 基本：只显示相关设置
l 高级：显示所有设置

4 表单可见时也可以使用工具栏按钮设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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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区域和常规流程
3.1 简介

您可以对 Perception 的工作区域进行安排，以便您能够专注于测量工作。您可
以在配置中安排工具和组件，从而形成一个 适合您需求的“工作台”。然后您可
以保存这个虚拟工作台并随时调用。您可以为各种任务创建多个工作台。更多
关于虚拟工作台的信息请参阅"虚拟工作台" 33 页。

3.1.1 启动对话框选项

1 将 GEN 系列系统连接到您的 Perception PC 并启动 Perception。

说明 Perception 可根据个人需要进行调整。入门指南顺序使用默认安装选项进行介
绍。

2 Perception 会显示用户模式选择对话框（见图 3.1）：

图 3.1: Perception 用户模式对话框
 《Perception 数据采集软件手册》中介绍了用户模式。此入门指南部分中，

将使用系统默认值。
 单击确定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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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rception 会继续启动。若要继续，Perception 会询问执行哪项工作（见
图 3.2）：

图 3.2: Perception 工作对话框

A 建立一个自动配置的试验
 在对话框中选择：

建立一个自动配置的试验，让 Perception 搜索已连接的采集硬件并创建一
个默认布局。您也可以选择并重设硬件。选中后，Perception 会重置硬件
并恢复主机的出厂默认设置。
单击继续。这会显示主机选项（见图 3.3）或在仅一个主机时自动做出选
择。

 

图 3.3: 主机选择

从可用主机列表中选择试验所需的主机。单击确定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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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使用主机时，应当已动态分配了 IP 地址。这在 PC 的网络设置也是动
态分配时，可确保获得与 PC 匹配的 IP 地址。但若主机或 PC 配置为静
态 IP 地址，两个网络可能无法匹配。可用主机列表会显示 Perception 支
持的所有 HBM 主机，即使网络设置不匹配。

启动对话框选项总结
总之，“启动”对话框可提供以下试验选项：

载入虚拟工作台
环境

载入硬件并连接 载入数据

新建 空白
自动 默认 搜索并选择
自动 + 重置 默认 搜索、选择和重置
重做 √ √
重做 + 数据 √ √ √
回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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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熟悉您的工作环境

3.2.1 关于工作区域
您可以对 Perception 的工作区域进行安排，以便您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工作。工
作区域包括以下组件：

图 3.4: Perception 工作区域

A 菜单栏
B 工具栏
C 面板
D 隐藏面板
E 状态栏
F 表单区域
G 选项卡式表单
H 动态工具栏
I 动态菜单

A 菜单 菜单栏中的菜单包含用于执行任务的命令。
B 工具栏 工具栏中的图标可让您方便地使用一些常用命令。
C - D 面板 有多种可用的面板。面板是自动隐藏的可固定的浮动窗口，可将

其固定在许多不同的位置上。这些窗口中包含典型工作环境中的一些
命令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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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状态栏 状态栏用于提供附加信息。
F- G 表单区域 工作区域的主要部分就是表单。表单可实现一系列功能，比

如显示数据、修改设置、分析、报告等。
l 现使用表单菜单项目表单管理器管理表单。表单管理器可让您灵活

处理启动时要加载的表单以及决定是否激活表单。更多信息，请参
阅"表单管理功能" 59 页。

H 动态工具栏 每个表单都有包含与可见表单相关的命令的专有工具栏。
I 动态菜单 每个表单都有包含与可见表单相关的命令的专有菜单。

3.2.2 通知
通知可告知您与当前用户活动无关的系统事件。也可以提供有用且相关但非关
键的信息。通知可能由用户操作或重要的系统事件生成，也可以是 Perception
应用程序提供的有用信息。

通知显示在状态栏通知图标上的一个小窗口中。通知的显示时间固定为 9 秒。
然后就会消失。

 出现通知的时候通知图标会高亮显示。图标灰暗时表示无活动通知。

在使用表单和自动化时，经常会有任务在后台运行。为这些任务（比如分析）
使用通知可以让您随时了解到这些任务的情况。

图 3.5: 通知警告

此例中，Perception 通知用户已建立了与光纤通道 Ch F1 的连接。

点击通知图标后，会弹出一个显示 新（未读）通知的对话框。这也会清除通
知图标。

关闭对话框后， 新通知列表就会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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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近通知

所有历史通知都保存在一个名为“Notifications.xml”的 xml 文件中。您可以使用
xml 查看器或 Perception 诊断查看器打开并阅读该文件。

使用 Perception 诊断查看器阅读通知的历史记录：
1 如果不可用，请添加诊断查看器表单：在表单菜单中指向诊断查看器，如

果该表单不可用，单击管理表单，然后载入诊断查看器。
2 在诊断查看器菜单上，单击打开诊断。
3 在打开对话框中选择 Notifications.xml 并单击打开。

然后您就可以看到通知的历史记录了。
4 使用 V 形箭头滑动打开表面以显示隐藏内容中的剩余条目。

使用外部应用程序阅读通知的历史记录：
1 在帮助菜单上，单击打开 Perception 诊断文件夹。
2 在 Windows Explorer 中双击 Notifications.xml 文件。
3 然后您的 xml 查看器就会打开该 xml 文件。

3.2.3 选择命令
您可以通过命令执行大量任务。Perception 提供了几种选择命令的方式：

l 通过工作区域上方的菜单来使用命令。如果菜单中的命令是灰暗的，则表
示该命令不能用于当前操作。比如，一个命令可能只能运行于选定对象或
特定种类的对象上。

l 当您在支持快捷菜单的对象或窗口区域中右击时，就会出现下拉快捷菜单。
菜单上会显示一小部分与当前上下文相关的命令和选项。因此也称为上下
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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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您也可以通过键盘组合键使用命令。但是，请不要混淆组合键和快捷键。
虽然两者都可以用作通过键盘访问用户界面的方式，但是它们是有区别的。
组合键有以下主要特征：
l 它们都是 Alt 键加字母或数字键的形式。
l 所有菜单和大多数对话框控件中都有这种键。
l 这些键并不是应该记住的，因此它们都通过控制标签符号的下划线直接

标识在用户界面上。
l 它们只对当前窗口有效，用于导航相应的菜单项目或控件。

l 键盘快捷键可以让您迅速地执行命令而无需使用菜单。可用时，快捷键会
显示在菜单中命令名称的右边。

l 工具栏是一个图形化的命令提示方式，主要用于提高使用效率。当这些命
令可用时，您就可以迅速地执行命令而无需使用菜单。

3.2.4 修改颜色
您可以在许多地方修改对象的颜色。下表显示了修改颜色所用的各种控件。

图 3.7: 颜色选择

A 颜色下拉框
B 可用颜色摘要
C 颜色对话框
D 颜色指针
E 颜色矩阵
F 亮度游标

修改颜色：

以下是修改颜色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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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颜色下拉框 A。
2 在可用颜色摘要 B 中：

l 单击一种颜色将其选中，或
l 单击更多...以选择其他颜色

3 如果您想在颜色对话框 C 中选择其他颜色，请单击基本颜色列表中的一种
颜色，或单击右侧颜色矩阵 E 中的任何地方并：
l 在颜色矩阵中左右拖动颜色指针 D 以改变色调。
l 在颜色矩阵中上下拖动颜色指针以改变饱和度。
l 拖动矩阵右侧的游标 F 以改变亮度。
l 定义好您想要的颜色之后，单击添加到自定义颜色。

4 单击确定。

3.2.5 插入并格式化数据来源
在 Perception 的各个地方，比如用户表格，您只需一个操作便可以插入并格式
化数据来源。只有当您要插入的是数值或字符串而不是波形时，这个选项才可
以使用。这些数据来源也被称为变量。您可以在各个文本区域里输入变量。变
量可以与纯文本结合。

插入并格式化数据来源或变量
1 请在可用时将文本光标置于文本区域中您要输入变量的插入点上，比如用

户表格中的空白单元。
2 单击插入数据来源。然后会弹出“插入数据来源”对话框。
3 做出选择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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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据来源选择区域
B 插入参数
C 值属性
D 输出字符串和样本

A 数据来源 在目录树中选择您要插入的数据来源。
B 插入 您可以选择插入数据来源中的哪条信息。

l 值 数据来源的实际值。
l 名称 数据来源在目录树中显示的名称。
l 单位 数据来源的测量单位。

如果您不选择三个选项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值将以默认的方式使用。
C 值属性 从多种输出格式中选择：

l 整数：没有小数的数值。
l 浮点：带小数的数值，非固定“布局”。
l 固定点：带小数的数值，小数点前后都有固定的位数。
l 科学记数：非常大或非常小的数值的速记法。科学记数法是用一个位

于 1 到 10 之间的十进制数和 10 的幂之积表示的。
l 工程记数：科学记数法的一种，其中 10 的幂次必须为 3 的整数倍。

10 的幂次用 SI 前 表示，比如兆 (M)、千 (k) 或毫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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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输出 在此区域您可以看到实际输出的示例和占位符的内部格式字符串。

您在“插入数据来源”对话框中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有使用所选择数据来源
的输出示例和相应占位符。

当您关闭对话框后，文本区域就会按所提供的信息更新。根据实际情况，
您可能需要关闭所选择文本区域的属性对话框。如果无可用数据，比如尚
无记录，那么占位符就会被显示出来。在记录后，会填入实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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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用面板
面板是可停放（固定）在许多地方的浮动窗口，有自动隐藏的功能。这些窗口
中包含典型工作环境中的一些命令和操作。比如，面板可以有：

l 控制全部 - 采集控制
l 电池状态
l 记录
l 硬件

面板可以显示、隐藏、移动、固定等。

3.3.1 显示和隐藏面板
您在工作时可以显示或隐藏面板。

显示或隐藏面板：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面板名称]。当前可见的面板 - 不管是打开的或是自
动隐藏的 - 旁边会有一个标记。

l 如果是打开的，单击右上方按钮即可将其关闭。

l 要自动隐藏一个面板，则该面板必须处于打开和固定状态。单击自动隐藏
按钮。鼠标指针离开面板区域后，面板就会自动隐藏。

l 单击‘隐藏’的面板的选项卡即可滑动打开面板。

3.3.2 移动、固定和调整面板
您可以将面板作为浮动窗口移动到屏幕的任何位置，也可将其固定到一个固定
的位置。

移动面板：

1 确定面板是可移动的：清除自动隐藏功能。
2 点中面板的标题栏并将其拖动到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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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面板：

1 确定面板是可移动的：清除自动隐藏功能。
2 点中面板的标题栏并拖动面板。在拖动时，会有一个透明的固定背景阴影

(B) 指示面板可以固定的区域。固定标签 (A) 将通过显示指向相应位置的标
签清晰地显示出面板可以固定的具体位置。

图 3.8: 面板位置主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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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鼠标指针移到其中的一个标签上并松开鼠标即可固定面板。您可将面板
固定在主要区域（见图 3.8 页 54）或已固定面板附近（见图 3.9）。

图 3.9: 面板相对位置

朝内的固定箭头表示面板将置于主窗口或所选区域的内部，朝外的固定箭
头表示面板将置于主窗口或所选区域的外部。

当面板处于浮动状态时，您可以调整面板的大小和上面显示的选项数量。

调整面板大小：

l 要调整面板的大小，请拖动面板的右下角或某一边。

3.3.3 选项卡分组
您可以将面板分组排列为选项卡的样式，并以任意方式将其固定到工作区域的
某一边。您既可以以分组的方式也可以以嵌套的方式整理固定面板，以便更好
地利用工作空间。

分组整理时，可将整个分组当作单个面板使用。

分组面板：

1 点中面板的标题栏并将其拖到另一个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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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固定标签的中央会显示一个选项卡式的图标标签。如果可以分组，则透
明的固定背景 (B) 会变成选项卡式的面板。

3 松开在中央图标 (A) 上的鼠标，面板就组合在一起了，其选项卡 (C) 显示在
下部。

切换同一分组中的面板：

l 点击选项卡即可切换面板。

从分组中移除面板：

l 点中面板选项卡即可将面板拖出分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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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工具栏
工具栏上有可以方便地使用常用命令和操作的图形（带有图形的按钮）。
Perception 中内置有各种各样可根据需要显示和隐藏的工具栏。在默认情况下，
所有内置工具栏都紧密排列在菜单栏下。

工具栏上的部分信息（按钮）取决于所选择的表单。这是动态工具栏。

图 3.10: Perception 工具栏（示例）

A 工具栏把手（柄）
B 工具栏区域
C 文件工具栏
D 采集控制工具栏
E 零平衡工具栏
F 日志文件工具栏
G 动态工具栏/信息表单包括：

H 显示/设置
I 光标控制
J 标记控制

可以改变工具栏的位置：

l 放在菜单栏的上面或下面。
l 用多行排列方式节省水平空间。

显示或隐藏特定工具栏： 

要显示或隐藏特定工具栏，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使用工具栏区域：
1 右击工具栏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您想显示或隐藏的工具栏。

l 使用窗口菜单：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工具栏 ► [工具栏]。在当前可见的工具栏前面会

显示一个复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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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具栏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l 点中工具栏的把手（柄），然后将工具栏拖到另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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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使用表单
工作区域的主要部分就是表单。表单可实现一系列功能，比如显示数据、修改
设置、分析、报告等。

3.5.1 简介
可将表单分为以下几类：

l 系统表单 这些表单为 Perception 的标准和可选功能提供了特定的用户界
面。

l 用户表单 您可以添加任意数量的用户表单。这些表单是可以删除的。
l CSI 表单 利用“定制软件接口”(CSI) 选项，您可以创建您自己的 Perception

软件插件。该插件的图形化用户界面是表单式的。在您的应用中，表单的
行为是由您定义的。

3.5.2 表单管理功能
以下功能是一个管理工具，可让用户完全自由地组织和显示 Perception 中的表
单。

为了改善 Perception 工作空间的管理，表单管理功能可以快速、轻松地进行
Perception 的个性化。

现可使用菜单栏项目“表单”；它包含了表单选择和表单管理器的所有功能和命
令。

表单菜单可以：

l 随时加载和卸载 Perception 引擎中的表单
l 设置启动时所有表单的默认值
l 显示或隐藏加载的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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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有复选标记的表单将被加载并在 Perception 中显示，也会加载没有复选标
记的表单，但是会被隐藏。此菜单中现在有新建用户表单命令。

图 3.11: 表单菜单

1 在菜单栏中单击表单
2 选择管理表单打开表单管理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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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表单管理器

1 单击选中要更改的表单
2 您会在左侧看到表单的简要说明，上面还有两个按钮：

将表单载入 Perception 引擎。表单载入后，您可选择是
否将其显示为活动表单。

移除将会立即卸载 Perception 引擎中的表单。使用载入
重新加载之前，将不会显示该表单。

启动默认包含一个下拉选择列表，您可从中选择所选表单的启动默认。

Perception 启动后，可通过下列模式之一启动表单：隐藏、显示或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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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表单命令和选项
表单本身即有许多命令和选项。这些命令和选项可能是通用的，也可能是表单
特有的。

可以通过以下操作之一使用表单命令和选项：

l 从动态菜单或子菜单中选择一个命令。
l 工具栏上有一系列常用命令。单击命令即可执行。
l 右击表单选项卡。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您的命令或选项。

3.5.4 活动表单和用户表单
可使用活动表单和用户表单显示数据。

活动表单总是可用的，不可删除。它是一种特殊的表单，默认情况下有一个显
示活动记录的显示。活动记录通常是当前所采集或需要回顾的记录。如果有了
新数据（来自硬件），该新数据就会自动显示在活动表单上的显示中。如果需
要，您可以重新安排活动表单的布局。

图 3.13: 活动表单默认布局（示例）

用户表单用于提高灵活性。在用户表单上您可以放置各种对象，比如波形显示、
仪表、图像等等。还可以添加多个有自己的布局和内容的表单。这使您能够为
测量任务的各个部分定义不同的布局并在这些布局之间迅速切换。

添加用户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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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方式之一添加用户表单：

l 在菜单栏中选择表单 ► 新建用户表单。
l （可见时）在文件工具栏中单击新建表单按钮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表

单。
l 右击一个表单选项卡或表单选项卡区域。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新建表单

► 用户表单

布局和分割线
默认情况下，用户/活动表单是一个单独的区域，您只能放置一个对象：显示、
仪表阵列、图片或视频。要在一张表单上添加更多的对象，您需要修改表单的
布局，使其包含 4 个区域。各个区域都可以包含一个对象。区域由分割线分开。
可以移动分割线以调整各区域的大小。

修改表单的布局：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分割表单：

l 在菜单栏中选择[动态菜单] ► 表单布局，然后在子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l 可见时，在动态工具栏中单击表单布局按钮 。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子

菜单中显示的其中一个选项。
l 右击空白表单区域。从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表单布局，然后在子菜单

中选择一个选项。

说明 在表单中修改区域的数量可能会造成布局选项的丢失。

图 3.14: 表单布局选择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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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表单布局后，就会出现分割线将表单分割为数个区域。这些分割线是可以
自由移动的。把鼠标悬停在分割线上方时，鼠标指针会变成带箭头的指针。箭
头的方向表示分割线可以移动的方向。点中并沿所需方向拖动分割线。

分别有以下光标类型：

出现该形状的光标时，您可以移动分割线在水平方向上分割表单区域。

出现该形状的光标时，您可以移动分割线在垂直方向上分割表单区域。

四向分割线图标：水平和垂直分割线相交区域附近会出现此图标。这时您
可以自由地同时移动两条分割线。

3.5.5 表单和工作簿
标准情况下，Perception 中有一个包含所有可用表单的工作簿。当然，
Perception 也允许您创建多个工作簿。安装此选项后，您可以创建新工作簿以
及删除、复制和粘贴工作簿。工作簿可以放在屏幕或副监视器的任何位置上。
您可以将表单从一个工作簿移动到另一个工作簿。

移动表单：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将表单移动到另一个工作簿：

l 在菜单栏中选择[动态菜单] ► 移动表单[表单名称]到 ►，然后在子菜单中选
择一个选项。

l 右击表单选项卡。从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移动表单[表单名称]到 ►，然
后在子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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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导航面板
4.1 简介

Perception 中的导航可以让您方便地找到各种数据来源。导航类似于 Windows
Explorer，有指向各数据来源的路径和文件夹。不过 Windows Explorer 只处理
文件，而 Perception 导航可以让您浏览文件、硬件、变量等。导航是以面板的
方式提供的。有关面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面板" 53 页。

为了便于使用，导航被分成三类：

l 硬件 硬件导航列出了网络中所有可用的硬件。这包括您使用的、其他人使
用的或未被使用的所有主机。这里也是您选择（连接到）进行特定试验所
用硬件的地方。树状结构可以让您查看深入至通道级别的详细信息。

l 记录 记录导航列出了所有可用记录。记录可以以物理形式存储在您的计算
机存档中或网络上、缓存在采集硬件上或供 Perception 引用。

l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导航可以让您浏览并访问 Perception 中的所有数据。这
包括基准/打开的记录、（系统）变量、公式结果等。

l 传感器 传感器导航列出了所有可用的 HBM 传感器和用户传感器（可选）。
您可浏览和使用 Perception 传感器数据库中的所有传感器。

图 4.1: Perception 导航

此外，还有一个显示导航中选中条目的详细信息（如果有）的“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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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硬件导航
Perception 中的数据采集硬件是以记录仪为基础的。记录仪包含许多采集通道，
各采集通道使用相同的基本记录参数、采样率、扫描长度和触发前后长度。通
常记录仪和采集卡是一样的。

一个主机上可有多个记录仪。主机是存放记录仪的地方，为其提供电源和到局
域网的接口。主机有其自己的网络地址（IP 地址）。

在 Perception 软件中，为便于引用，记录仪被分成了逻辑分组。同一分组中的
记录仪不一定位于同一主机中。

导航使用了树状视图来展示各条目之间分层的逻辑关系。硬件区域显示
Perception 当前可见的采集单元。网络上所有已识别的系统都会自动显示。该
列表分为两大类：使用的硬件和未使用的硬件。

使用的硬件条目显示的是当前连接到 Perception 进行数据采集的采集单元。

未使用的硬件条目显示的是局域网上可连接到 Perception 软件的主机。网络上
找到但已在使用中的主机用灰色显示。

图 4.2: 硬件目录和主机（详情）

A 未使用的硬件
B 使用的硬件
C 已检测的可能有问题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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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供连接的未使用的硬件。
B 指其他用户正在使用的硬件（括号中为用户名）。其他用户断开与该硬件的

连接后才能连接此硬件。出现这种情况时，Perception 将会自动更新。
C 已检测到的可能有连接和/或配置问题的硬件。连接硬件后，会显示一个关

于已检测问题的解决对话框。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络冲突" 69 页。

您可以选择显示或隐藏未使用的硬件区域。

显示或隐藏未使用的硬件：

1 右击硬件导航中的任何地方。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未使用的硬件。

图 4.3: 硬件导航菜单

4.2.1 添加和移除数据采集系统
“未使用的硬件”区域可见时，您可以添加数据采集系统以供您在测试时使用。添
加系统时您会自动连接到系统并开始通信。

添加数据采集系统：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添加数据采集系统：

l 点中“未使用的硬件”区域中列出的一台主机并将其拖到“使用的硬件”区域。
l 选择“未使用的硬件”区域中的一台主机。双击选中的主机。
l 选择“未使用的硬件”区域中的一台主机。单击鼠标右键调用上下文菜单。在

此菜单中选择“连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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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主机就会被添加到“使用的硬件”区域。记录仪将根据其时基设置分组。所
以，所有 1 MS/s 的采集板会被放入一个组内，而所有 250 kS/s 的采集板
会被放入另一个分组。如果已存在具有相同时基设置的一个分组，会将记
录仪添加到其中，即使其包含来自其他主机的记录仪。
 

说明 使用多个主机时，记录仪可在放入同一个分组中时自动重命名以避免命名
冲突。

要查看各个记录仪，请点击主机或分组条目左边的 + 号扩展主机树目录。

将主机转移到“使用的硬件”区域后会出现一个连接建立进度对话框。

图 4.4: 硬件连接状态对话框

在“连接硬件”对话框中： 

l 成功建立连接后单击关闭。
l 如果您想查看连接建立过程，请单击显示诊断。如果无法建立连接，该操

作可能会提供有用信息。选择此命令会打开“诊断查看器”表单。
l 如果您希望连接成功完成后自动关闭此对话框，请选择当连接成功完成后

自动关闭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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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诊断查看器表单（示例）

网络冲突
如果检测到网络设置冲突，必须在继续连接前解决该冲突。Perception 连接对
话框打开（参见图 4.6）。

首先，对话框将会弹出此主机当前使用的设置，例如有冲突的设置。请做出必
要的更改以解决冲突，然后单击继续完成连接过程。

说明 如果未能正确解决冲突，则会在诊断概览中显示。这种情况下，硬件仍将显示
在未使用的硬件中。再次连接硬件后，将会再次显示 Perception 连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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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Perception 连接对话框

A Perception 遇到的连接和/或配置问题的描述。
B 主机名称 遇到问题的主机的名称。
C DHCP 若要配置动态地址分配（推荐的默认值），单击主机以自动获得 IP

地址，然后单击继续。
D 固定 IP 地址 若要配置静态地址分配，单击使用以下 IP 地址，然后在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中，输入与运行 Perception 的计算机上安装的网络适配器
设置相匹配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E 网络适配器信息 运行 Perception 的计算机的可用网络连接列表。在
Windows 中查看网络适配器的详细设置。确保主机的网络适配器设置与计
算机中的设置相符。

F 单击取消停止该主机的连接过程。
G 单击继续应用更改并继续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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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重启系统来启用新的网络设置，此操作将自动执行。进度窗口（见
图 4.7）将在主机重启后自动关闭。

图 4.7: 显示主机重启的 Perception 进度指示器

移除数据采集系统：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从使用的硬件列表中移除数据采集系统：

l 点中“使用的硬件”区域中列出的一台主机或分组并将其拖到“未使用的硬件”
区域。

l 选择“使用的硬件”区域中列出的一台主机或分组。单击鼠标右键调用上下文
菜单。在此菜单中选择断开连接（对于主机）或移除（对于分组）。主机就
会被移动到“未使用的硬件”区域。

如果您不确定：
如果您不确定是否已列出所有系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确保存在“未使用的硬件”这一条目。
2 右击“未使用的硬件”条目。
3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扫描主机。 

系统有密码保护
主机的控制访问可能受到密码保护。关于这方面的信息，请查看采集系统随附
的用户手册。您可以从 Perception 修改此密码。

修改主机密码：

1 确保您使用的是主机模式 - 右击硬件面板并选择主机视图 - 并确保您的硬件
显示于使用的硬件区域中。

2 右击您想修改的主机。
3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更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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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旧密码和新密码。再在再次输入新密码字段中输入
新密码。

图 4.8: “更改密码”对话框

5 单击确定使更改生效，或单击“取消”以取消修改并关闭对话框。

添加一个未列出的系统
Perception 软件可以定位同一网络上的已知采集系统。如果系统设有网络防火
墙，则自动检测将无法找到该系统。

添加一个未列出的系统：

要连接到未在“未使用的硬件”区域中列出的系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确保存在“未使用的硬件”这一条目。
2 右击“未使用的硬件”条目。
3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添加配置...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主机名称和正确的 IP 地址。

图 4.9: “添加配置”对话框

5 完成时单击确定，或单击“取消”以取消修改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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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和禁用单个记录仪
您可以重新编排“使用的硬件”区域中的记录仪配置，相关内容将在后面说明。单
个记录仪是无法从“使用的硬件”移动到“未使用的硬件”中的。如果您不想使用某
个记录仪，您可以禁用它，然后再根据需要启用。

您也可以通过“设置”表单进行这种设置。

启用和禁用单（多）个记录仪：

请按以下步骤启用和禁用单（多）个记录仪：

1 确保您可以看到该（或多个）记录仪。如果记录仪不可见，请点击分组或
主机条目左边的 + 号打开分组或主机树目录。

2 如果记录仪已启用，选择禁用可禁用记录仪。记录仪会被禁用并从当前组
中自动移除并移动到禁用组。禁用记录仪的另一个方式是将其拖放到禁用
组。
如果记录仪已禁用，选择启用可启用记录仪。记录仪会被添加到新创建的
分组。启用记录仪的另一个方式是将其拖放到一个启用的分组。记录仪的
图标可以反映记录仪的状态。
 

说明 记录仪仅可添加到设置的采样率可以受到记录仪支持的分组。例如，无法
将一个 1 MS/s 记录仪添加到设置为 100 MS/s 的分组。将记录仪添加到分
组时，其采样率会自动调整到该分组的采样率，另外其扫描/连续设置也会
自动调整。

4.2.2 固件升级
如果安装了新版本的 Perception，将会升级固件。详细信息请见以下 GEN 系列
主机示例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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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rception 检测到需要更新。

图 4.10: 固件升级（第 1 步）
 
单击确定继续下一步。

警告

更新过程中，请勿关闭或拔出系统电源。
可能会对主机造成损害。

2 正在更新。请等待下一步。

图 4.11: 固件升级（第 2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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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更新过程中，请勿关闭或拔出系统电源。
可能会对主机造成损害。

3 系统正在重启。请等到该过程完成。

图 4.12: 固件升级（第 3 步）

警告

更新过程中，请勿关闭或拔出系统电源。
可能会对主机造成损害。

4.2.3 编排记录仪并查看选项
您可以根据情况为硬件导航选择以下三种查看选项：分组视图、主机视图或记
录仪视图。

l 分组视图 在分组视图中，记录仪位于使用的硬件区域中，是组的构成部分。
分组是记录仪的“逻辑”编排，与记录仪的物理硬件位置无关。您可将记录仪
从一个分组移动到另一个分组中。

l 主机视图 在主机视图中，记录仪是按照其在实际主机中的位置列出的。您
无法移动记录仪的位置。

l 记录仪视图 在记录仪视图中，记录仪是以与分组或主机无关的方式单独编
排的。

选择视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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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硬件”导航中右击任何位置。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视图模式。

添加分组：

请按以下步骤添加分组：

1 选择“分组视图”。
2 右击“使用的硬件”条目。
3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添加分组。

删除分组：

1 选择“分组视图”
2 选择要删除的分组。
3 通过右击调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移除。然后该组中的记录仪将被禁用并被

移动到禁用组。
 

说明 从一个组内移除 后一个记录仪时，该组会被自动删除。

重命名分组：

1 选择“分组视图”
2 选择要重命名的分组。
3 通过右击调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重命名。然后您就可以重命名分组了。其

他选项有：点击分组名称两次或按 F2。

移动记录仪：

要将记录仪从一个分组移动到另一个分组：

l 从分组视图中选择记录仪并将其拖到另一个分组。

说明 记录仪仅可添加到设置的采样率可以受到记录仪支持的分组。例如，无法将一个
1 MS/s 记录仪添加到设置为 100 MS/s 的分组。将记录仪添加到分组时，其采
样率会自动调整到该分组的采样率，另外其扫描/连续设置也会自动调整。

4.2.4 选择显示数据来源
您可以使用硬件导航直接选择用于显示数据的数据来源。通常您都会将一个显
示连接到作为数据来源的采集硬件。

选择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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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硬件导航选择数据来源，请按以下其中一个步骤操作：

l 选择一个记录仪或几个通道并将其拖到空表单或表单区域中。然后新创建
的显示就会充满整个表单（区域）并显示所选通道。当有可用数据时显示
如下。

说明 所选择的通道将以重叠追踪的方式添加到目标窗格中。

技巧

按住 Shift 键并拖动通道。这样就会创建/添加仪表而不是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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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记录导航
可以通过“记录导航”访问以前记录的数据文件。导航使用了树状视图来展示各条
目之间的分层关系。导航可以让您在 Perception 中打开数据文件并回顾，或将
所选择的波形用作基准。此外，导航还能让您通过移动、删除文件以及创建、
删除和安排存储文件夹来整理文件。

根据其来源，数据文件被分成四个分组。

图 4.13: 记录导航面板

A 存档：存储在 PC 或网络上的数据

Perception

78 I3024-4.0 cn



B 流数据的默认存储路径
C 打开记录：Perception 中打开的记录参考

D 已连接硬件的在线存储设备
E Vision 数据采集系统上存储的数据文件

A 存档 存档区域中包含控制计算机的本地磁盘可访问网络位置上存储的所有
记录数据。在此区域中，您可以添加或移除多余的存储位置以整理数据。
您也可以在这里定义从采集硬件得到的流数据的存储位置。预定义的存储
位置是无法删除的。

B 默认存档 这是从采集硬件得到的流数据的存储位置。
C 打开记录 该文件夹中无实际数据。里面只有在 Perception 中打开的记录

的参考。
D 主机 根据采集硬件的类型和安装的选项可以在已连接的硬件上进行本地存

储。比如，LIBERTY 数据采集系统使用 CF 卡进行本地存储。这些存储位
置都显示在此文件夹中。

E Vision 连接的 Vision 数据采集系统上存储的数据显示于此。与“主机”相
反，您无法用 Perception 软件控制 Vision。

4.3.1 使用存档
存档区域中包含了在您的计算机环境中可以读取的所有已存储的记录。默认情
况下，里面有两个不可删除的文件夹：

l My Recordings 您的个人文件夹：只有计算机的当前用户可以使用该文件夹
中的记录。该用户也就是以 Windows 环境用户登录的用户。

l Shared Recordings Perception 还为您提供了一个“Shared recordings”文件
夹，以便您可以与其它用户共享文件。

您可以在“存档”目录中添加更多的文件夹。

添加存档文件夹：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新存档文件夹：

1 右击存档条目并单击添加存档...
或
1a 导航至“文件”菜单，然后选择存档 ► 添加新文件夹...
2 在弹出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浏览并选择一个既有的文件夹。单击确定。
 • 单击创建新文件夹。然后将会生成一个新文件夹，其默认名称为“新建

文件夹”。键入新文件夹的名称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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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此文件夹便会被添加到“存档”目录树中。您可以通过 Windows Explorer 添
加和处理子文件夹。

打开 Windows Explorer：

l 右击存档中的文件夹并单击在 Windows Explorer 中打开。

说明 您也可以将可移动存储设备当作存档文件夹。如果您移除了该设备，比如一个
记忆棒，文件夹将仍然以存档文件夹的形式存在。但是文件夹图标上会出现一
个感叹号，表示此文件夹无效。如果您再次插入该设备，则文件夹将被自动识
别并使用。

您可以删除您创建的文件夹。默认文件夹是无法删除的。

删除存档文件夹：

请按以下步骤从存档列表中删除存档文件夹：

1 选择您要删除的文件夹。
2 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
3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删除。

当前采集文件夹
您可以在 Perception 中指定一个用于数据采集的文件夹：如果采集系统以连续
模式采集数据且无本地存储功能，那么数据将被缓存在计算机上并存储在该指
定文件夹中。

下面是各种文件夹选项的标记图标：

l  图标表示“当前”采集文件夹。
l  图标表示“当前”采集文件夹位于所选择文件夹中。
l  图标表示标准记录文件夹。
l  图标表示暂时不可用的文件夹。

My Recordings 文件夹是默认的当前采集文件夹。您可以选择“存档”中的其他任
何文件夹作为当前采集文件夹。

将文件夹设置为当前采集文件夹：

1 选择要作为当前采集文件夹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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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
3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设为当前。

打开记录
记录导航中的“打开记录”区域中列出了 Perception 中打开的所有记录。您可以
通过该列表快速访问打开的记录，而无需在存档区域的文件夹和子文件夹的文
件列表中查找。

打开的记录的标志是  文件打开图标。

文件类型
在 Perception 中您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记录/波形文件类型。这些文件基本上都有
不同的图标。下面是这些文件类型及相应（大）图标的列表。

表 4.1: 文件类型

图标 文件类型
LRF 文件类型。这是 Dimension 数据采集系统的标准文件类型。以
紫红色波形和标题作为颜色标记。

NRF 文件类型。这是 Odyssey 和 Vision 数据采集系统的标准文件
类型。以红色波形和标题作为颜色标记。

PNRF 文件类型。这是 Perception 控制的数据采集系统的标准文件
类型。以蓝色波形和标题作为颜色标记。

TEAM 文件类型。这是 TEAM256/TeamPro/ProView 软件控制的数
据采集系统的标准文件类型。以金色波形和标题作为颜色标记。

WFT 文件类型。这是“Nicolet Windows”软件控制的数据采集系统的
标准文件类型。以紫色波形和标题作为颜色标记。

ASCII 文件类型。可通过“记录导航”访问扩展名为 *.txt 或 *.asc 的
ASCII* 文件。

Catman 二进制 DAQ 文件。这些文件以 .bin 为扩展名，可通过“记
录导航”和“文件”菜单打开。

* ASCII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ASCII 记录载入程序”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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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外部存储的记录
除了可在 PC 环境下访问的已存储记录外，有些数据可能直接存储在数据采集
系统上的存储设备上：

l LIBERTY 数据采集系统的 CF 卡。
l GEN DAQ 产品上连接的外部 SCSI 磁盘。
l Vision 数据采集系统中的硬盘驱动器。

如果要显示 GEN 系列和 LIBERTY 数据采集系统上的记录，您必须先将其转移
到计算机上。Vision 中的记录可以直接查看；也就是说，您可以直接连接到
Vision 的记录而无需将其复制到计算机上。

主机
主机区域列出了带有记录存储设备的已连接的主机。现在可以支持 GEN 系列
和 LIBERTY 数据采集系统。您可以在记录导航中复制、移动或删除主机中的记
录文件。但不能直接打开查看。

删除主机中的记录：

1 右击您想删除的文件以调出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删除。
3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文件。

移动或复制主机中的记录：

请按以下步骤将主机中的一个或多个记录移动或复制到控制计算机中：

1 选择您要移动或复制的文件。
2 右击选中的文件以调出上下文菜单。
3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移动到存档[存档名称]或复制到存档[存档名称]。
4 然后会弹出一个显示进度的对话框。在当前文件夹下会创建一个存储所转

移数据的子文件夹。

移动/复制进度对话框显示了转移过程的情况，也可以用来中断一个记录的传输
或整个传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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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复制 / 移动进度对话框

A 传输中的文件：数量、名称和来源
B 目标位置
C 传输中的文件的状态和控制
D 总体传输状态和控制
E 文件列表及当前状态

A 传输中的文件 在对话框的传输区域中可以看到当前传输文件的信息。其
中有运行编号、文件名称和来源位置。来源位置用于标识主机的名称。

B 目标位置 目标位置用于标识控制计算机上的存储文件夹。默认为当前采
集文件夹的子文件夹。子文件夹的名称即主机名称。要修改当前采集文
件夹的位置，请查看"当前采集文件夹" 80 页。

C - D 进度 进度区域中有当前文件的传输进度和总进度。如果您单击跳过按钮
则当前文件传输会中止，然后开始下个文件的传输。单击停止按键可以
中止整个传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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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区域中显示了要复制或移动的所有文件。文件名前有
指示文件当前状态的图标。
其中：

   表示要传输的文件。

   表示当前正在传输的文件。

   表示已成功传输的文件。

  表示文件传输不正确或被中止。

完成后单击进度对话框中的确定。如果您希望数据传输完成后自动关闭
对话框，请选择结束后关闭此对话框。

Vision
虽然您可以直接打开 Vision 硬盘上的记录，但是您无法删除 Vision 硬盘上的数
据或将其移动、复制到控制计算机上。关于 Vision 的文件传输功能请查看 Vision
附带的用户手册。

如果您不确定：

如果您不确定是否已列出所有 Vision 系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 Vision 条目。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扫描 Vision。

添加一个未列出的系统

Perception 软件可以定位同一网络上的已知 Vision 系统。如果系统设有网络防
火墙，则自动检测将无法找到该系统。

添加一个未列出的系统：

请按以下步骤连接未在 Vision 区域中显示的 Vision 系统：

1 右击 Vision 条目。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添加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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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 Vision 名称和正确的 IP 地址。
4 完成时单击确定，或单击“取消”以取消修改并退出。

4.3.3 选择显示数据来源
您可以使用“记录导航”选择一个记录作为显示数据来源。Perception 提供了许多
载入/打开记录的选项。

图 4.15: “记录导航”快捷菜单

载入/打开记录： 

要载入或打开一条记录，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双击一条记录。记录将作为试验打开。
l 选择一条记录并将其施放到空表单或表单区域。自动创建的新显示就会填

满整个表单（区域），并显示所选择的记录，其中通道以叠加（单独的）追
踪的方式排列。

l 选择一个记录并将其拖放到现有的显示中。所选择的记录将以重叠波形的
方式添加到目标窗格中。

l 选择一条记录并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如图 4.15 所示。

图 4.16: 载入/打开记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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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您也可以通过文件 ► 载入记录...菜单命令载入记录。该操作中使用的对话框还
提供了许多与上面所述选项基本相同的选项。请参阅"载入记录..." 323 页了解详
细信息。

回顾或重做试验
自 4.0 版本开始 Perception 软件引入了试验的概念：将所记录的数据作为测试
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存和加载，也就是说数据文件和工作台被整合到了一
个文件中。该文件与经典的数据文件有一样的 .pnrf 扩展名。

关于试验概念的更多信息，请查看"试验" 36 页。

也可查看"启动对话框选项" 43 页部分。

载入为活动
默认情况下，活动表单上的活动显示是连接在实际硬件上的。 后一次记录自
然会显示于此显示中。您可以将任何其他记录载入为活动记录。这会将所选择
的记录载入到活动表单上的活动显示中，从而成为活动记录。当硬件中有新记
录时，新记录又会取代活动显示上当前连接的记录。

更多信息请查看"活动显示" 33 页。

载入为基准
虽然活动记录只能有一个，但是基准记录可以有多个。单击载入为基准...会弹
出一个对话框，让您可以给记录取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现在的基准记录条目并不是一条实际记录，而是一个代表记录的指针（基准）。
您可以将基准记录添加到显示上。您也可以修改基准记录引用的实际记录。该
操作会更新显示基准记录的显示，使其反映新记录。

修改基准记录来源：

请按以下操作修改当前基准记录来源：

1 选择一个记录并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载入为基准...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当前基准的名称以替换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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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使用的文件名 
该选项使得无需创建显示或替换任何数据即可使用系统中的记录。您可通过“记
录导航”和“数据来源导航”中的打开记录用其自己的文件名来打开记录。

在新用户表单中打开
该选项将创建一个新用户表单。然后自动创建的新显示就会填满整个表单，并
显示所选择的记录，其中通道以叠加（分离）波形的方式排列。

关闭打开的记录
关闭打开的记录：

1 选择一个打开的记录并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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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据来源导航
“数据来源导航”中列出了 Perception 环境中所有可用的数据来源。这些数据来
源包括已连接的硬件、打开的文件、系统生成的常数和变量、公式结果等。

图 4.17: 数据来源导航和展开的活动分支

A 活动：活动显示/表单中的活动记录

B 显示：显示的信息和参数
C 公式：公式的结果
D 硬件：已连接硬件的各种信息
E 载入/打开的记录

F 系统：各种系统信息

A 活动 活动区域中包含当前活动记录仪/记录中的数据。对于记录仪来说，
这就是所有通道的数据和 大值、 小值等提取的参数。参数多少取决于
源系统。您可将此处的数据拖放到显示中。

B 显示 显示区域提供了可用显示的信息和数据。信息包括所有光标、标记、
活动扫描和活动波形的相关信息以及起始和结束时间。

C 公式 公式区域中有公式的结果，这些结果是根据公式数据库中的定义得到
的。结果可以是数值、字符串或波形。您可将此处的数据拖放到显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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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硬件 硬件区域列出了已连接硬件的信息和状态。其中可能包括电池和系统
电源状态、风扇速度、放大器和处理器的温度等，具体取决于所连接的硬
件。请注意，此处并未列出实际的数据通道。要添加采集通道中的数据，
请使用硬件导航。

E 载入和打开的记录 列出所有打开的记录。每条记录都有实际的记录数据，
另外还有公司名、用户名、记录时间、标题等信息。

F 系统 系统区域中包含从数值常量到采集状态和数据/时间等许多信息。

您可以利用所有这些数据来源。根据数据来源的类型，您可以将其用于公式、
显示或仪表。

4.4.1 用于显示和仪表的数据来源选择
您可以从“数据来源导航”中选择一个数据来源以在仪表或显示中显示数据，具体
取决于数据的类型。

使用数据：

要使用一个或多个所列数据来源中的数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一个记录仪（记录）或（几个）通道并将其拖到空表单或表单区域中。
然后就会自动创建新显示，并用所选择的数据和通道以（分别）叠加追踪
的方式填满整个表单（区域）。

l 选择一个记录仪（记录）或（几个）通道并将其拖到当前显示中。所选择
的数据将以重叠追踪的方式添加到目标面板中。

l 选择一个参数/值或几个参数/值并将其拖到空表单或表单区域中。然后自动
创建的新仪表就会充满整个表单（区域）并显示所选参数/值。

l 选择一个参数/值或几个参数/值并将其拖到当前仪表阵列中。然后新仪表将
被添加到显示所选参数/值的当前阵列中。

技巧

您也可以直接将数据来源拖到公式数据库中的公式里。这样您便可以迅速地将
常数和变量插入函数中而无需知道变量的完整路径。比如，直接将光标的 X 位
置拖到公式中而无需键入以下完整路径：Display.Display1.Cursor1.XPosition。

搜索相似
右击数据来源的时候，上下文菜单中只会出现一个条目：搜索相似。

您可以在“数据来源导航”中搜索与所选数据来源相似的来源。比如，如果您选中
一个通道的 大值，“搜索相似...”就会搜索数据来源中的所有 大值并列出。然
后您可以将这个列表拖放到表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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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搜索相似”：

1 选择一个数据来源并右击弹出上下文菜单。单击搜索相似...
2 在弹出的“搜索结果”窗口中：

l 选中所需的数据来源并拖放到可用的位置。完成后请单击关闭。
l 选择一个数据来源并单击转到。“数据来源导航”中的指示器就会跳到所

选数据来源上。有时需要展开树状结构才能显示所选数据来源。

图 4.18: 搜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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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属性窗口
“属性”窗口用于在其中一个导航中显示所选条目的属性。因此通常要结合一个或
多个导航一起使用。

图 4.19: 各种“属性”窗口

所显示的属性窗口取决于您所选择的对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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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集控制和状态
5.1 简介

在 Perception 中，您可以通过“设置”表单进行所有硬件相关的设置 - 除了采集
控制命令：开始、停止、单触发、暂停和（手动）触发。您可以通过控制菜单、
控制工具栏和采集控制面板使用这些命令。

“设置”表单中有所有硬件相关的设置，这可能会给日常操作带来不便。

因此 Perception 还额外提供了三种采集控制和状态反馈面板：

l 采集控制  “采集控制”面板有一个便于日常操作的定制用户界面。您可以根
据需要调整大小或将其固定在某位置。您可能通过该面板进行采集控制或
迅速地设置一些主要参数，比如记录长度/时间、采样率等。

l 状态 “状态”面板可以让您随时看到采集、自动化和电池状态。面板上使用了
大尺寸的指示器，让您即使距离很远也能看清楚。

l 电池状态 专用的“电池状态”面板可为您提供有关电源状态和电池驱动设备
（比如 LIBERTY）管理的详细信息。您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大小或将其固定在
某位置。

更多关于采集模式和存储的信息请查看附录“采集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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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采集控制
“采集控制”面板可以让您迅速得到采集中的主要参数。您也可用它来控制采集并
得到有关控制系统的采集状态的反馈。

显示或隐藏“采集控制”面板：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采集控制 ► [控制分组]。如果采集控制面板当前可
见，则其左侧将显示一个复选标记。

l 如果是打开的，单击右上方按钮即可将其关闭。

l 要自动隐藏一个控制面板，则该面板必须处于打开和固定状态。单击自动
隐藏按钮。鼠标指针离开面板区域后，面板就会自动隐藏。

l 单击‘隐藏’的控制面板的选项卡即可打开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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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您需要选择控制全部来同时控制所有分组。要控制单个分组，请选择一
个分组。默认情况下，各分组会组合成一个面板。

更多有关面板分组的信息，请参阅"选项卡分组" 55 页。

更多有关采集分组的信息，请参阅"编排记录仪并查看选项" 75 页。

更多有关如何使用面板的信息，请参阅"使用面板" 53 页。

您在使用“采集控制”面板之前必须先连接采集硬件。关于如何连接到数据采集系
统的信息，请参阅"添加和移除数据采集系统"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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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完整的“采集控制”面板

A 记录名称：请参阅 "名称" 96 页章节。

B 采集控制：请参阅 "采集" 97 页章节。

C 采集状态，包括存储能力/使用率：请参阅 "状态" 99 页章节。

D 用户模式（慢速扫描设置）：请参阅 "慢速扫描" 100 页章节。

E 用户模式（快速扫描设置）：请参阅 "快速扫描" 101 页章节。

F 用户模式（连续记录设置）：请参阅 "连续" 102 页章节。

“采集控制”面板具体的布局/选项取决于所连接的硬件和所选用户模式。更多信
息，请参阅"切换到仪器面板"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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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面板上显示或隐藏各种信息模块和控制。

显示或隐藏“采集控制”面板上的选项：

l 单击分组名称前的三角形。例如：

“采集控制”面板有下述功能。

5.2.1 名称
试验名称是进行中的记录的名称。试验名称是自动编号的。记录开始后，试验
编号就会增加。

图 5.2: 记录名称

1 试验名称：进行中的试验的名称。记录开始后，记录编号就会增加。
2 要更改试验名称和/或编号，请单击设置按钮。

更改试验名称：

请按以下步骤更改试验名称和/或编号：

1 单击“采集控制”面板中“名称”部分中的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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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图 5.3: “设置试验名称”对话框

l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名称。这是记录名称的‘前 ’。
l 在序列号开始字段中输入一个数值。该序列号即记录名称的‘后 ’（也就

是名称后添加的部分）。该数值是计数的起始数值。
3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5.2.2 采集
该区域是基本的采集控制区域。

图 5.4: 采集控制

1 状态显示 显示采集的当前状态。
2 采集控制 您可以使用以下控件：
    
 ● 预览 该按钮有两种作用：
  ● 如果没有活动的采集，该命令将使记录仪处于暂停或待机模式。虽

然记录仪正在数字化，但内存或磁盘中不会存储任何数据。您可以
用它来进行监控。

  ● 采集处于活动状态时，此按钮会在选择记录后更新为暂停（参见
图 5.5）。现在，使用控件将会使记录仪处于保持模式：虽然记录仪
正在数字化，但内存或磁盘中不会存储任何数据。此时，记录按钮
会变为恢复（参见图 5.6），当选择恢复时，则继续执行当前记录，
而选择停止时，则完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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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采集控制 - 已选择记录
   

图 5.6: 采集控制 - 内存或磁盘中无数据
    
  ● 记录 通过记录命令开始采集数据。
  ● 停止 使用此按钮停止或放弃采集。这会关闭当前记录。在扫描采集

模式下，如果在采集触发后数据时发出停止命令，则该命令将在扫
描结束时处理；这意味着扫描将按预计完成。此时，停止指示会被
禁用，但可用于放弃当前扫描。

  ● 触发 此按钮用于向所控制的记录仪发送“手动”触发命令。

更多采集
除了该面板上提供的基本采集控件外，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这些控件：

l 更多详情，请参阅"控制菜单" 335 页。
l 加速（快捷）按键：功能键 F4 至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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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工具栏：请见下图。

图 5.7: 采集控制工具栏

1 开始 F4

2 停止 F5

3 单触发 F6

4 暂停 F7

5 手动触发 F8

6 声签 F9

说明 仅在使用计算机存储区进行记录时可启用声签。

5.2.3 状态
采集区域是用来控制所选采集模式并返回相关信息的，而状态区域则是用来控
制实际存储的状态或过程并返回相关信息的：预触发、已触发或存档。

图 5.8: 采集控制 - 状态

1 已用时间 从记录开始经过的时间。格式为天 - 时 : 分 : 秒。
2 内存量计 内存量计以直观的方式反馈采集系统的本地易失存储器的用量。
3 磁盘量计 磁盘量计以直观的方式反馈计算机上使用的磁盘空间大小。
4 数据率量计 数据率量计以直观的方式反馈每秒存储到磁盘的数据量，其

大用量由存储数据的设备所决定。更多信息，请参阅"连续数据速率量计"
321 页。

说明 当您把鼠标悬停在量计上时，所用的存储量就会显示出来。如果存储所需空间
大于可用空间，则量计的右侧会亮起红色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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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分组
数据存储后，就会被整理为记录的格式。记录（名词） 定义为从采集开始（“开
始”命令）到采集结束期间所存储的所有数据。采集结束可以有多种定义方式。
一个记录中可以是一个或多个扫描、一个连续的数据流或两者的结合。

这些设置可独立应用到各记录仪分组。一个分组内的记录仪始终使用相同的存
储设置。如果其中一部分记录仪应配置为不同的设置，则应从该分组内移出。

说明 存储模式定义了已经数字化、采集到的数据以何种方式保存。Perception 提供
了许多存储方式，每种存储方式都有许多选项。每一种存储模式都与用户模式
相关。请参阅"用户模式" 37 页中有关可用用户模式的详细信息。

慢速扫描
在”慢速/快速扫描“中，慢速扫描的参数是在此处定义的。

图 5.9: 慢速扫描参数

1 采样率 您可在此设定分组的时基和采样率：模拟信号的采样和数字化率。
此选项根据所连接的硬件和用户模式提供。

  
 您可从可用采样率列表中选择所需值来设置采样率，只有分组内所有记录

仪都支持的值才会被列出。

说明 一个分组的 大可选择采样率取决于组内 慢的采集板。例如，一个分组内有一个
1 MS/s 的记录仪和一个 100 MS/s 的记录仪，则其 大可选择采样率为 1 MS/s。
将 100 MS/s 移动到新组将允许选择 高为 100 MS/s。

 数值可以使用标准字符作为技术乘数前 显示。例如，选择“10 k”的值可将
时基设置为 10000。
有效的乘数为：u（微 = 10-6），m（毫 = 10-3），k（千 = 10+3），以及 M

（兆 = 10+6）。

2 长度 定义慢速扫描的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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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触发处 触发处定义了慢速扫描中触发点的位置：触发 (t=0) 前的部分是负
时间（历史），称为触发前。触发后的部分称为触发后。请如下设置该值：

 ● 0 % ≤ 位置≤ 100 %：触发位置在扫描内
 ● 位置 < 0 %：触发位置在扫描前（延迟的触发）
4 单位 可以选择样本、秒或百分比（仅限位置）。

快速扫描
当存储模式为扫描、双重或慢速/快速时即可使用这些设置。

图 5.10: 快速扫描参数

1 采样率 您可在此设定分组的快时基或采样率：模拟信号的采样和数字化率。
此选项根据所连接的硬件和用户模式提供。

  
 您可从可用采样率列表中选择所需值来设置采样率，只有分组内所有记录

仪都支持的值才会被列出。

说明 一个分组的 大可选择采样率取决于组内 慢的采集板。例如，一个分组内有一个
1 MS/s 的记录仪和一个 100 MS/s 的记录仪，则其 大可选择采样率为 1 MS/s。
将 100 MS/s 移动到新组将允许选择 高为 100 MS/s。

 数值可以使用标准字符作为技术乘数前 显示。例如，选择“10 k”的值可将
时基设置为 10000。
有效的乘数为：u（微 = 10-6），m（毫 = 10-3），k（千 = 10+3），以及 M

（兆 = 10+6）。

2 计数 定义您希望采集的扫描数量。如果选择了无限，则该设置被禁用。
3 长度 定义快速扫描的总长度。
4 触发处 触发处定义了快速扫描中触发点的位置：触发 (t=0) 前的部分是负

时间（历史），称为触发前。触发后的部分称为触发后。请如下设置该值：
 ● 0 % ≤ 位置≤ 100 %：触发位置在扫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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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位置 < 0 %：触发位置在扫描前（延迟的触发）
5 无限 如果要进行无限的扫描，请选择此选项。
6 单位 可以选择样本、秒或百分比（仅限位置）。

连续
请在该区域中设置连续模式的参数。

图 5.11: 连续参数

1 采样率 您可在此设定分组的连续时基或采样率：模拟信号的采样和数字化
率。此选项根据所连接的硬件和用户模式提供。

  
 您可从可用采样率列表中选择所需值来设置采样率，只有分组内所有记录

仪都支持的值才会被列出。

说明 一个分组的 大可选择采样率取决于组内 慢的采集板。例如，一个分组内有一个
1 MS/s 的记录仪和一个 100 MS/s 的记录仪，则其 大可选择采样率为 1 MS/s。
将 100 MS/s 移动到新组将允许选择 高为 100 MS/s。

 数值可以使用标准字符作为技术乘数前 显示。例如，选择“10 k”的值可将
时基设置为 10000。
有效的乘数为：u（微 = 10-6），m（毫 = 10-3），k（千 = 10+3），以及 M

（兆 = 10+6）。

2 采集模式 定义采集模式：停止该连续采集的时间。选项有：
 ● 标准  无指定停止条件的连续采集。单击停止按钮即可停止记录。
 ● 圆形  数据以指定长度的循环缓冲进行采集。单击停止按钮即可停止记

录。
 ● 停止触发  触发时停止。这通常是一个有触发前和触发后部分的扫描：

触发前 = 总时间 - 触发后。
 ● 指定时间 采集了指定的总时间后停止。现在，采集模式为“指定时间”

时，“总时间”字段也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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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时间 当采集模式是循环或触发停止时，以秒为单位定义采集的总时间。
4 后触发 触发位置定义了快速扫描中触发点的位置：触发 (t=0) 前的部分是

负时间（历史），称为触发前。触发后的部分称为触发后。请在此处设置触
发后的值，单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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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状态
您可利用“状态”面板快速查看重要的系统参数。面板使用了大号字体，即使距离
很远也能看清楚其中的内容。

显示或隐藏状态面板：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状态。状态面板可见时，其条目前面将出现一个复
选标记。

l 如果是打开的，单击右上方按钮即可将其关闭。

l 要自动隐藏一个控制面板，则该面板必须处于打开和固定状态。单击自动
隐藏按钮。鼠标指针离开面板区域后，面板就会自动隐藏。

l 单击‘隐藏’的控制面板的选项卡即可打开面板。

更多有关如何使用面板的信息，请参阅"使用面板"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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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连接的硬件，下面列出的参数可能并非全部可用。

图 5.12: 状态面板示例

A 光纤：指光纤隔离的数字化仪前端的状态
B 电池：指电池驱动系统（主机）的电池状态
C RTC：实时时钟

D 采集：即采集控制面板中的采集状态
E 触发状态：即采集控制面板中的触发状态
F 自动化：即自动化菜单中定义的自动化
G 定时器：条件起止定时器（控制菜单）的状态

请注意，各种状态信息是各系统、记录仪或通道共同提供的。如果无可用信息，
则将显示“---”。

A 光纤   GEN 系列数据采集系统可以配置光纤隔离数字化仪。这些前端有一
部分是电池驱动的。该字段将显示以下消息之一：
l 电源正常：系统就绪
l 电源关闭：系统未就绪
l 电池电量不足：电池电量不足
l 无信号：无法与前端通信
l 预热：放大器正在预热
l 热关断：内部温度过高

B 电池   对于像 LIBERTY 类电池驱动的系统来说，该字段显示了电池状态
信息。请注意，该字段与光纤隔离数字化仪无关。该字段将显示以下消息
之一：
l 正常：电池正常
l 充电：有一个或多个电池正在充电
l 低：有一个或多个电池电量低
l 电量严重不足：有一个或多个电池电量严重不足

更多关于电池状态的信息，请查看“电池状态”107 页中有关电池状态面板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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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TC（实时时钟）    实时时钟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与 IRIG 或 GPS 接
收器同步，或与 PTP 主站或主/从配置中的主站同步。该字段可显示以下
状态信息：
l 已同步：一切正常
l 正在同步：即将完成
l 未同步：RTC 无法与同步源取得同步
l 无信号：RTC 无法从同步源获得信号

如果您把鼠标悬停在该字段上方，则会看到一个显示同步源的提示。
D 采集   显示采集状态，与采集控制面板中的状态相同。更多信息，请参

阅"采集控制" 93 页。可能的消息有：
l 闲置：正在等待开始命令
l 运行：采集正在进行
l 暂停：采集被暂停
l 单触发：采集为单触发模式

E 触发   显示触发状态。可能的消息有：
l 闲置：无活动的触发检测
l 预触发：已就绪，正在等待触发
l 已触发：已触发且记录仍在进行。除非另有说明：记录处于触发后区

段
F 自动化   关于其中一个自动化选项状态的信息。可能的消息有：

l 关闭：无活动的自动化
l 繁忙：有活动的自动化
l 警告：有活动的自动化，且正在等待要处理的新数据

G 定时器   返回条件起止定时器的状态。可能的消息有：
l 闲置：无活动定时器
l 关闭：定时器已关闭
l 等待启动：定时器正在等待采集的开始
l 等待自动启动：定时器正在等待采集的自动开始（仅提示文本）
l 等待停止：定时器正在等待采集的停止
l 等待自动停止：定时器正在等待采集的自动停止（仅提示文本）
l 等待自动重新启动<时间>：时间过后自动重新启动（仅提示文本）
l 等待自动重新启动 <n> / <m>：重新启动计时（仅提示文本）
l 下一次启动时间：<时间>：下一次启动时间（仅提示文本）
l 下一次停止时间：<时间>：下一次停止时间（仅提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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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池状态
如果系统有内置的电池，则电池状态面板会以图形化的方式简单凝练地显示有
关电池及电池‘健康’状况的详细信息。

说明 此面板并不显示光纤隔离数字化仪的电池状态信息。

有关这些数字化仪（电池）状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光纤状态表单" 292 页。

显示或隐藏电池状态面板：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电池状态 ► [主机]。如果电池状态控制面板当前可
见，则其左侧将显示一个复选标记。

l 如果是打开的，单击右上方按钮即可将其关闭。

l 要自动隐藏一个控制面板，则该面板必须处于打开和固定状态。单击自动
隐藏按钮。鼠标指针离开面板区域后，面板就会自动隐藏。

l 单击‘隐藏’的控制面板的选项卡即可打开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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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如何使用面板的信息，请参阅"使用面板" 53 页。

您可以在面板上显示或隐藏各种信息模块。

显示或隐藏电池状态面板中的选项：

l 单击分组名称前的三角形。

图 5.13: 电池状态面板

A 主机分组及主机名称
B 当前仪表
C 总电池容量
D 剩余工作时间
E 单个电池组：名称和充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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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电池的物理位置
G 实际电压/生命周期指示灯

H 电池状态详细信息
I 插槽详细信息

A 主机分组 主机分组显示所有电池组的全局状态。标题显示主机的名称。
B 仪表 该仪表显示整个主机中通过的电流。单位为毫安，包括模拟和数字两

部分。负值表示系统正在消耗电流，正值表示系统正在接收电流（充电）。
仪表的模拟部分是自动设置量程的，从而可以直观地显示结果。

C 电池 电池以图形和数字的方式显示了电池的总容量。
D 剩余 剩余指示器根据剩余电量和系统当前使用的电流计算并显示主机可以

运行的时间。剩余时间显示格式为：天 - 时 : 分。
E 单个电池 每个电池都有一个状态区域。分组名称显示了电池的编号和类

型：内部或其他可拆卸电池模块。在分组标题中还有一个充电状态指示
灯。该指示灯提供以下信息：

l 绿灯亮：电池电量已充满
l 绿灯闪亮：电池正在充电
l 灯灭时：电池未充满，也未充电
l 黄灯亮：正在使用电池

F 位置 您可在这里找到电池的物理位置。位置中提供了槽位号（LIBERTY
系统中）和相应的 Perception 标记及主机中的位置（正视）。

图 5.14: 电池位置标记

1 4-插槽 LIBERTY，槽位 1

2 4-插槽 LIBERTY，槽位 2

3 4-插槽 LIBERTY，槽位 3

4 4-插槽 LIBERTY，内部

5 8-插槽 LIBERTY，槽位 1

6 8-插槽 LIBERTY，槽位 2

7 8-插槽 LIBERTY，内部 1

8 8-插槽 LIBERTY，内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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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电压 / 周期状态 该指示器指示电压或生命周期或两者的信息。

修改指示：

1 右击电池面板调出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选项：

l 电压
l 周期
l 自动切换

H 电池状态详细信息 单击注意图标 （见图 5.13 "电池状态面板" 页 108）。
将出现电池状态概况对话框。如图 5.15 中所示。

图 5.15: 电池状态概况
   
 图标指示电池的寿命状态：

l  图标表示电池（几乎）已过有效期。
 

l  图标表示电池寿命状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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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您要查看的内部电池状态的详情按钮或插槽电池状态的详情按钮。内
部电池状态示例如图 5.16 中所示：

图 5.16: 内部电池的详情
   
 此对话框显示的详细信息有：

l 温度
l 电池状态指示
l 周期数
l 老化状态
l 校准状态

 所需操作区域会给出下一步操作的提示。在此示例中，有一个或多个电池
需要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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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校准状态字段提示电池需要校准，请单击校准按钮。校准对话框示例
如图 5.17 中所示：

图 5.17: 校准准备
  
 请阅读校准对话框的说明并单击立即校准按钮开始校准。

警告

开始校准前，必须将系统/主机连接至电源。校准系统/主机过程中必须与电
源保持连接。在校准过程中，不要关闭或拔出系统/主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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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插槽详细信息 单击注意图标 （见图 5.13 "电池状态面板" 页 108）。
将出现槽位电池详情对话框，如图 5.18 中所示：

图 5.18: 槽位电池详情

此对话框显示的详细信息有：

l 温度
l 电池状态指示
l 周期数
l 老化状态
l 校准状态

所需操作区域会给出下一步操作的提示。在此示例中，有一个或多个电池
需要校准。
另请参阅图 5.17 "校准准备" 页 112。

5.4.1 配置指示器
您可以配置电池容量指示器的视觉效果。

修改电池容量指示器的视觉效果：

1 右击面板调出上下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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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的菜单中单击配置指示器...。弹出“配置指示器”（图 5.19）对话框。

图 5.19: 配置指示器对话框

3 在此对话框中进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一般信息区域中选择指示器各条目的颜色。请注意，颜色有一定的透

明度，因此实际效果可能稍有不同。
l 您可以设定电量低于一定水平时的警告颜色。请在警告区域中更改这些

参数。
l 如果您想恢复出厂设置，请单击默认按钮。
l 如果您想查看修改结果，请单击应用。

4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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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可视化
6.1 简介

数据采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数据可视化。Perception 软件有多种可以迅
速、准确地显示波形的功能。这种独特的显示可以让您即时看到实时的波形图。
检查历史数据，同时获取并显示当前数据。利用灵活的缩放和平移工具，可以
实现与基准曲线的对比，以及放大并查看每一处细节。交替缩放功能则可在同
一波形内同时提供两个缩放区域。

交互测量可用两个垂直光标。结合光标值表和样本捕捉，您可以得到样本水平
的准确结果。此外，水平光标和倾斜光标可用于对记录数据进行交互性更强的
解释。全面的重播功能可让您在数据之间自由转换。

您可以用一系列显示标记在显示上标出兴趣点以便存档。采集完成后，您可以
手动添加标记，也可以让系统自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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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波形显示基本介绍
在活动表单或用户表单上，您可以放置一个或多个波形显示。每个波形显示可
以有多页。显示中的每页都可以有多个窗格，每个窗格中又都可以有多个重叠
的波形。

页面 
每页都是显示的一部分，就像书中的每页都是书的一部分一样。每个显示都至
少有一页，也可以有多页。多页的显示是为了用相同的 X 轴参数（例如起止时
间、光标位置等）表示大量波形。

每次只能显示一页。其他页都在显示页的后面。您可以用页面控制选项轻松地
在各页之间转换。一页可以显示一个或多个窗格。

窗格 
窗格是页面的组成部分：页面由多个窗格组成。窗格用于在不同的区域中显示
数据。各窗格可以有不同的高度，也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波形。根据定义，一
个窗格中可以重叠放置多个波形。重叠率可以是从完全重叠 (100 %) 到零重叠
(0 %)。各波形在窗格中的位置也是随意的。

波形 
波形即数字化实际模拟信号的基本图形，或该模拟信号的公式/计算结果的基本
图形。

视图
除了标准布局外，显示页面还可以细分为各个视图。  视图即显示中的显示，用
于以不同的方式显示相同的数据，例如原始波形的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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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显示组件 - 第 1 部分

A 显示
B 窗格 @ 25 % 高度，单波形。无比例调整。

C 窗格 @ 44 % 高度，双波形，部分重叠。有比例调整。

D 窗格 @ 17 % 高度，单波形。无比例调整。

E 窗格 @ 14 % 高度，双波形，完全重叠。无比例调整。

F 第 1 页到第 4 页

G 一个波形

视图类型 
一个显示页面中可以有 多 4 个视图。根据设置情况可以有：

l 主视图：以扫描或记录模式查看。
l 缩放：回顾视图的一个细节。
l 交替缩放：回顾视图的另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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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实时：实时数据流

图 6.2: 显示组件 - 第 2 部分

A 回顾
B 缩放
C 交替缩放
D 实时

各视图都是一个显示。但是，因为视图的性质，这些视图又是互相联系的。

显示视图详细内容

说明 在显示视图区域中，Y 注解区域的光标值是垂直测量主光标的值。另外还有水
平和倾斜光标，  这些在"水平光标" 153 页和"斜光标" 153 页部分中有相关说
明。

显示视图区域中包含大量有用功能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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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显示组件 - 第 3 部分

显示视图区域可以分成四个主要区域：

1 Y 注解区域
2 X 注解区域
3 控制区域
4 波形区域

其他条目有：

A 视图类型
B 上部显示限制
C 光标值
D 下部显示限制
E 范围指标器
F 波形名称（活动波形）
G 扫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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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页面控制
I 时间控制
J 回放控制
K 光标值
L 时间定标
M 活动光标
N 触发标志
O 被动光标
P 事件栏

A 视图类型 您可在此处查看并选择视图的类型。有以下基本类型：

l 回顾
l 缩放
l 交替缩放
l 实时

根据所选择的基本类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选项。视图被选中时，视图类
型指示器会高亮显示。选中时，该视图即为“活动视图”。

B，D 显示上下限 这些值表示显示量程。默认情况下，该范围与模拟输入范围
相等。

C 光标值  您可以选择是否在此显示光标值：

l 活动的光标值。 
l 两个光标值。
l 两个光标值之间的差。

E 范围指示器 如果显示上下限与输入范围不同，则范围指示器将显示相对
于实际输入范围的显示量程。

F 波形名称 选中后，波形名称会高亮显示。选中时，该波形即为“活动波
形”。

G 扫描编号   在扫描模式下回顾时该编号可用。它显示了回顾的扫描编号。
H 页面控制   用此控制跳转到其他页面。
I 时间控制  您可以使用此控制来切换时间段或设定 X 轴的缩放比例。
J 回放控制   您可以使用此控制来重播数据。在扫描回顾模式下，您可以

使用此控制来逐步查看扫描。
K 光标值  活动光标的 X 和 Y 值，以及这些光标与被动光标之间的不同。
L 时间定标 X 注解区域。
M 活动光标 活动光标即当前选中的光标。其颜色标记为红色。
N 触发标记 该标记表示触发发生的位置。
O 被动光标  其他光标，颜色标记为蓝色。
P 事件栏 显示各种事件。其标记都显示在此处，例如触发标记。

Perception

120 I3024-4.0 cn



6.2.1 Y 注解区域  
Y 注解区域位于显示的左侧。显示中的视图及其 Y 注解分为多个窗格。每个窗
格可以显示一个或多个波形。

图 6.4: 窗格的 Y 注解区域

A 上部显示限制
B 波形名称
C 显示量程指示器
D 光标值
E 下部显示限制

波形和注解都有标记性颜色。各窗格的 Y 注解区域中可能包含以下选项，具体
取决于该区域的可用空间。Y 注解区域的宽度可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设置。

设置 Y 注解区域的宽度：

您可按以下步骤设置 Y 注解区域的宽度：

1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设置...
3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注解和栅格页面。
4 在 Y 注解部分中设置该区域的宽度。
5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A，
E

显示上下限 这些值表示显示量程。默认情况下，该范围与模拟输入范围相
等。值的单位为技术单位。显示区域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信号的实际输
入范围，具体取决于缩放范围。

B 波形名称 波形名称是记录时为通道命名的名称。选中后，波形名称会高亮
显示。选中时，该波形即为“活动波形”。

C 显示量程指示器 如果显示上下限与输入范围不同，则范围指示器将显示相
对于实际输入范围的显示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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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显示量程指示器

A 显示量程小于输入范围
B 显示量程大于输入范围

D 光标值  此处可显示一个或多个光标值，具体取决于所选的选项。蓝方块
表示被动光标位置的值，红方块表示活动光标位置的值。

选择光标值的读数：

您可以选择要在 Y 注解区域显示的值。具体操作为：

1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设置...
3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注解和栅格页面。
4 请确保在显示区域选中 Y 注解复选框，然后在 Y 注解区域（显示值

下）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l 仅显示 Y 范围 不显示光标值。
l 活动的光标值 显示活动光标的 Y 值。
l 两个测量光标的值 显示两个光标的 Y 值。
l 光标的 Y 值之差 显示两个光标的 Y 值之差。

5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图 6.6: Y 注解选项

A 仅显示 Y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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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活动的光标值
C 两个测量光标的值
D 光标的 Y 值之差

6.2.2 每刻度 Y 注释
要显示 Y 注解：

1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设置...
3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注解和栅格页面。
4 在 Y 注解区域选择复选框显示每刻度注释。

图 6.7: 每刻度 Y 注释

A 显示每刻度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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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详细显示 Y 注解：

图 6.8: 窗格的 Y 注解区域

A 启用的 Y 注解

6.2.3 X 注解区域
X 注解区域用于显示时间或位置定标。定标可以是内部（基于时间）的和外部

（基于位置）的采集时基基准。如果使用时间，x 轴的定标可以是相对的也可以
是绝对的。如果使用位置，位置可以是线位移也可以是转动角位移。为便于说
明，我们把 X 注解定标称为时间定标，只是它也可指代位置。

当时间定标为相对时间时，时间是以记录开始时间为参考的。即在相对时间里，
记录的开始时间即时间线的开始，也就是 t=0。

当时间定标为绝对时间时，即使用记录开始时当天的实际时间作为基准时间，
无需任何修正。

选择时间定标：

1 右击显示区域中的任何地方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显示设置...
3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注解和栅格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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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确保在显示区域选中 X 注解复选框，然后在 X 注解区域（定标下）中选
择以下选项之一：
l 时间：相对于记录的起点 使用相对时间定标 
l 时间：绝对本地时间 使用相对本地时间的绝对时间定标 
l 时间：绝对 UTC 使用相对协调世界时间 (UTC) 的绝对时间定标    
l 位置：线性 时间定标显示外部“时钟”
l 位置：旋转，每周期 360 度 时间定标显示周数，每周期代表 360 外部

“时钟”
l 位置：旋转，每周期 720 度 时间定标显示周数，每周期代表 720 外部

“时钟”
5 准备好后请单击确定

技巧

协调世界时间 (UTC) - 是高精确度的原子时标准。UTC 除统一的秒外，还会不
规则地添加闰秒以补偿由于地球旋转变慢及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闰秒可以让
UTC 与国际标准时间 (UT) 保持一致，其中国际标准时间是根据地球角位移而
不是固定的秒间隔设定的时间标准。

完整的绝对时间格式为日期 HH:MM:SS.T-T，相对时间格式为 DD
HH:MM:SS:T-T，其中：

l 日期 实际日期
l DD 天数
l HH 从范围 0 到 23 的小时数
l MM 从范围 0 到 59 的分钟数
l SS 从范围 0 到 59 的秒数
l T-T 一个范围为 0 到 9 之间的小数，具体取决于可用的分辨率

例如：绝对时间 20-09-2006 21:53:16.879 表示 2006 年 9 月 20 日晚上 9:53:16
又 879 毫秒。
相对时间 01 11:23:16.2365 表示 1 天，11 小时，23 分钟，16 秒又 236500 毫
秒。

显示中的时间注解默认有三个值：显示中所显示的数据的起始时间（或位置）
和结束时间（或位置）以及每分度时间（或时钟、循环）。您可以将其设置为显
示每分度时间值：每刻度注解。

设置时间注解： 

请按以下步骤设置 X 注解区域中显示的时间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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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设置...
3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注解和栅格页面。
4 请确保在显示区域中 X 注解复选框被选中，然后在 X 注解区域中选中显示

每刻度注解。
5 在栅格区域中设置您要使用水平分度的数量。
6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图 6.9: X 轴注解

A 默认注解：开始，结束和时间/分度

B 每刻度注解

您可以设置显示中的时间间隔。请使用各种“时间定标”选项使波形（的一部分）
与显示区域协调。

请按以下步骤设置“时间定标”：

1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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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上下文菜单中指向时间定标 ►

3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l 自动 显示区域中将显示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记录（所有可用数据）。您

也可以使用时间控制中的自动定标按钮来使用此功能，详细内容请见
图 6.19 "时间控制" 页 143。

l 每分度时间 ►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一个值。所显示的数据将为分度数
乘每分度的时间。

l 选择...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使用“开始”和“结束”字段定义所显示完整波形
的区段。

6.2.4 控制区域
控制区域是显示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一项或多项控制。控制区域以及其中的各
个控制选项都可以隐藏。控制区域中可能有以下控制选项：

l 页面控制 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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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时间控制 滚动查看波形数据
l 回放控制 重播波形数据
l 光标值 显示主动和被动光标的值

显示或隐藏控制条目：

您可以显示或隐藏单个控制条目或整个控制区域。具体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在动态菜单中，单击设置显示，或右击显示区域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显示
设置。

2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显示设置页面。
3 在控制区域中选择您希望在控制区域中显示的条目。
4 在图标大小子区域中选择图标大小。
5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页面控制 
页面控制的主要功能是翻阅可用的页面。此外，您可以通过页面控制直接修改
页面名称。

要翻阅页面，请单击下一页按钮和上一页按钮。此外，您也可以使用以下加速
键：

l Ctrl+Page Up 可以转到上一页
l Ctrl+Page Down 可以转到下一页
l Ctrl+1 ...9 直接转到相应编号的页面
l Ctrl+Home 转到第一页
l Ctrl+End 转到 后一页

图 6.10: 页面控制功能

A 默认视图

Perception

128 I3024-4.0 cn



B 重命名页面
C 列表视图
D 上一页
E 下一页

在页面控制文本字段中您可以：

l 单击：下拉列表中会显示所有可用页面。当前活动页面上有标记。在列表
中单击页面名称可以直接跳转到该页。请注意，在默认情况下，命名编号
将按顺序递增，而不管前面是否有页面被删除。该编号非检索编号

l 双击：双击文本字段会使页面名称加亮显示。现在即可修改该名称了。按
Enter 接受新名称或按 Escape 取消。

l 右击：可弹出一个上下文菜单。更多信息，请参阅"页面命令" 171 页。

时间控制
时间控制在"使用键盘和时间控制来缩放" 143 页中有详尽的说明。

回放控制
回放控制在"回放数据" 144 页中有详尽的说明。

光标值 
您可以在控制区域中选择是否显示光标值。但是由于屏幕大小限制，可能无法
看到所有信息。提示框可以显示同样的信息。

图 6.11: 显示控制区域中的光标值

A 活动光标的 X 值

B 活动和被动光标的 X 差

C 活动光标的 Y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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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活动和被动光标的 Y 差

E 提示

6.2.5 事件 / 数字波形 
事件（或数字）波形与‘正常’波形不同， 因为其取值范围不同。其可能的值为二
进制：即一 (1) 或零 (0) 或低/高、通/断、开/关等。

这些波形的显示是不同的，如下图所示。

图 6.12: 事件波形

A 低
B 低 + 高

C 高

A 低值显示为单像素的线。
B 在特定时间间隔里，值为低和高，但是由于时间定标的限制这些值无法显

示出来，因此只显示了一个完整的高度栏。
C 高值表示距顶部半高的栏。

您可以设置事件波形的大小。

设置事件波形的大小：

1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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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注解和栅格页面。
4 在大小区域中（位于事件波形下）选择合适的大小。
5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6.2.6 波形显示事件栏 
波形显示中的事件栏用于放置垂直测量光标句柄和表示特定事件的标记。标记
在事件栏上的位置即事件发生的时间位置。当您把鼠标悬停在事件标记上时，
如果有额外信息，则该信息将在提示框中显示出来。

图 6.13: 事件栏标记

A 活动光标句柄（红色）。每个光标句柄都有一个固定的编号（1 或 2）作为
静态基准。

B 被动光标句柄（蓝色）。每个光标句柄都有一个固定的编号（1 或 2）作为
静态基准。

C 视频标记：有可用的视频流，从该点开始。双击此标记可打开视频。
D 书签：该位置有可用的文本。双击标记可阅读文本。
E 声频标记：有可用的声频流，从该点开始。双击此标记可打开声频。
F 警报：该位置发生警报事件。
G 触发：该位置发生触发。
H 记录开始。显示上可以有多个记录开始标记。
I 记录结束。显示上可以有多个记录结束标记。
J 冷触发：遇到触发条件。但是未触发采集，也就是没有开始触发后区段。
K 已通信恢复（正常）：恢复与远程前端的通信（通信正常）。这通常发生于

通信故障之后。
L 通信故障：与远程前端无任何通信。原因通常为线缆故障。
M 通信质量差：与远程前端有通信，但是通信质量差。可能丢失数据或发生

命令识别错误。
N 主时钟已同步：主机内部时钟已与所选同步源同步。这可以是主/从模式、

PTP，也可以使用 IRIG/GPS 同步源。更换来源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O 时钟未同步：主机内部时钟无法与所选时钟源取得同步。原因通常为线缆

故障或无 GPS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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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记录暂停：记录已暂停。继续记录前不会记录此位置的数据。提示框显示
详细信息，如图 6.14 中所示。

图 6.14: 事件标记 - 提示框

Q 记录暂停：主机已无可用内存。首先会将记录存储在试验中，然后会自动
继续。提示框显示了详细信息。

R 频率过高：周期源输入信号频率过高；将使用多个周期计算结果。
S 频率过低：周期源输入信号在两个滞后电平间的停留时间长于可用计算内

存能够处理的时间。这一般在频率过低时发生，但也有其他可能原因。更
多信息请参阅“周期检测”的相关信息。

T 周期检测正常：输入信号上的周期检测在检测到早期问题后再次正常工作。
U 无效的计算结果：输入信号上长期未检测到周期。可能的原因：

l 无周期源输入信号。
l 周期源输入信号范围在周期源滞后/电平设置之外，例如因 DC 偏移。
l 输入信号在两个滞后电平间的停留时间过长（也通过频率过低标记指

示，但现在，较长时间内不能再基于周期源进行计算）。
V 计算的触发：计算的通道在此位置生成一次触发，但硬件在随后的时间点

上触发。
W 周期检测器过载：周期检测器因信号中的高频分量而失去对其输入信号的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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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波形显示操作
本部分说明怎样使用波形显示并充分利用其功能

6.3.1 在显示中添加追踪
向显示中添加追踪有多种方法。大部分方法都是基于从其中一个导航中拖放的
操作。

使用硬件导航
更多关于如何使用“硬件导航”选择数据来源的信息请查看“硬件导航”部分："选择
显示数据来源" 76 页。

选择数据来源：
要用硬件导航选择数据来源，请按以下其中一个步骤操作：

l 选择一个记录仪或几个通道并将其拖到空表单或表单区域中。然后新创建
的显示就会充满整个表单（区域）并显示所选通道。当有可用数据时显示
如下。

l 选择一个记录仪或几个通道并将其拖到当前显示中。所选择的通道将以重
叠追踪的方式添加到目标窗格中。

使用记录导航
更多关于如何使用“记录导航”选择数据来源的信息请查看“记录导航”部分："选择
显示数据来源" 85 页。

选择数据来源：
要选择一个显示数据来源，请按以下其中一个步骤操作：

l 选择一条记录并将其施放到空表单或表单区域。自动创建的新显示就会填
满整个表单（区域），并显示所选择的记录，其中通道以叠加（单独的）追
踪的方式排列。

l 选择一个记录并将其拖放到现有的显示中。所选择的记录将以重叠波形的
方式添加到目标窗格中。

使用数据来源导航
更多关于如何使用“数据来源导航”选择数据来源的信息请查看“数据来源导航”部
分："用于显示和仪表的数据来源选择" 89 页。

选择数据来源：
要用数据来源导航选择数据来源，请按以下其中一个步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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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选择一个记录仪或几个通道并将其拖到空表单或表单区域中。然后新创建
的显示就会充满整个表单（区域）并显示所选通道。当有可用数据时显示
如下。

l 选择一个记录仪或几个通道并将其拖到当前显示中。所选择的通道将以重
叠追踪的方式添加到目标窗格中。

使用显示设置
您可以使用“显示设置”对话框从新开始创建一个完整的显示（包括窗格和追踪）。

怎样从新开始创建显示设置：
表单上有显示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您也可以使用动态菜单上的设置显示...命令
调出此活动显示对话框。

2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设置...
3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显示设置页面。在此页面中按以下其中一个步骤

操作：
l 添加或移除页面。
l 重命名页面。
l 配置显示和缩放行为。
l 配置控制区域。

4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注解和栅格页面。在此页中定义：
l X 和 Y 注解的类型和布局。
l 显示中使用的各种颜色。
l 栅格和分隔符设置。

5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窗格设置页面。在此页面中可以：
a 根据需要添加或移除窗格。
b 选择一个窗格并为其选择一个相应的数据来源。
c 可根据需要重新整理波形。

6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波形设置页面并根据需要修改波形属性。
7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6.3.2 拖放波形
移动和选择波形方法概述。

l 如要选择波形，必须单击 Y 注解区域中的波形。

如果窗格中有多个波形：
l 单击窗格 Y 注解区域循环查看波形。
l 单击波形名称选择具体波形。
 
拖放所选波形，以便比较波形：
l 选择波形。
l 将其拖放至另一波形上。

Perception

134 I3024-4.0 cn



 
两个波形现已组合并重叠。可通过此方式添加更多波形。

分离组合的波形

您可通过打开上下文菜单中的其他波形或使用拖放操作分离组合的波形。
如要通过从上下文菜单打开其他波形的方式分离组合的波形：
l 从上下文菜单打开其他波形（详细信息参见"波形显示的其他上下文命令"

169 页）。
l 将所需波形拖回空白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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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使用拖放方式分离组合的波形：
1 选择波形。
2 将其拖到窗格分隔符上，如图 6.15 中所示。
3 窗格分隔符将突出显示，光标图标将变为“拖至新窗格”图标。

图 6.15: 将波形拖至窗格分隔符

A 拖动图标

4 拖放图标，以便在已有窗格或显示区域顶部或底部之间创建新窗格。
有关组织波形的详细信息参见"波形设置" 183 页。

将波形移至其他或新建页面 

如要将波形移至其他或新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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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波形。
2 将其拖至页面选择区域。

图 6.16: 将波形拖至其他或新建页面

A 页面选择区域

3 页面选择区域将会显示所有现有页面和新建页面。
4 将拖动图标放至所需页面。

6.3.3 修改显示布局
您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各种各样的选项调整各波形显示的布局。这些选项包括但
不限于常规布局、页面数量、窗格数量和窗格大小、颜色、栅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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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视图排列和视图类型 
显示中的视图排列及大小是由分割模式和分割线控制的。有关这些控件使用的
详情，请查看"布局和分割线" 63 页。您可以修改当前的布局。您不能使用分割
设置来添加或删除视图。

打开分割设置：

要打开显示中的分割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
2 在上下文菜单中指向分割 ►

3 然后在子列表中选择即可。
您在视图中所看到的内容取决于连接到视图的源和视图类型。一共有四种基本
类型：

l 回顾 在扫描或记录模式下。
l 缩放：回顾视图的一个细节。
l 交替缩放：回顾视图的另一个细节。
l 实时：实时数据流。

回顾 显示已存储的数据时，视图为回顾模式。回顾的内容可以是硬盘上的记录、
数据采集系统上本地存储的数据、或仍在进行中的记录的已存储的部分。后者
即所谓的“记录中查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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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模式下有“记录”和“扫描”两种选项：

l 记录：您所看到的是完整的记录，或是进行中的记录当前已存储的部分。
l 扫描：您所看到的是所选择的扫描，或正在进行中的记录的上一次扫描。

缩放 显示所回顾视图的缩放区域。

交替缩放 显示所回顾视图的另一缩放区域。

实时 视图是实时模式，您所看到的是从采集系统传来的实时数据。一个显示只
能有一个实时视图。如果您将一个视图从回顾模式切换到实时，而此时有另一
个视图是实时模式，那么后者将自动切换为回顾模式。

只有当采集系统连接到显示且系统处于暂停或采集模式时才能使用实时模式。

切换视图类型：

请按以下步骤切换各种视图模式：

1 右击视图的视图模式指示器。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视图模式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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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实时视图中执行以上步骤，菜单可能稍有不同：

l 扫描触发 以原样显示各扫描。
l 显示触发 各扫描均有一个显示触发作为基准点。
l 作用域 提供稳定的图像，比如示波器。
l 滚动 提供滚动的显示。
l 显示触发 以扫描长度设置触发点的位置。

修改窗格大小 
在回顾模式下，您可以随时修改窗格的大小。把鼠标停在 Y 注解区域的窗格分
隔符上时，鼠标指针会变成带箭头的指针。箭头的方向表示分隔符可以移动的
方向。拖动时，受影响的窗格分隔符会变成点虚线。您也可以通过“显示设置”对
话框修改窗格大小。

要修改窗格大小，请按以下其中一个步骤操作：

l 点中并沿所需方向拖动分割线。这样便可以修改所选窗格分隔符上下窗格
的高度。

l Shift+拖动 按所需方向拖动分割线。这样便可以修改所选窗格分隔符之下的
所有窗格高度。您在按下鼠标之前必须选按住 SHIFT 键。

l Ctrl+拖动 按所需方向拖动分割线。这样便可以修改所选窗格分隔符之上的
所有窗格高度。您在按下鼠标之前必须选按住 CTRL 键。

l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并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设置...
2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窗格设置页面。在此页面中选择一个窗格并

设置高度。
3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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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缩放和平移     
显示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放大波形中的关键区域。Perception 可以在让您在
数据中的两个区域内自由缩放、平移波形。其中第二个缩放区域称为交替缩放。
除了要按住 ALT 键，交替缩放区域的所有缩放功能都和正常缩放一样。

图 6.17: 缩放区域

放大：
l 单击并拖动鼠标。将出现一个半透明边框，表示缩放区域。松开鼠标后，

缩放视图上就会出现原始视图中的缩放部分。在回顾视图中，缩放区域表
示为一个凸起的半透明边框。在回顾视图中，交替缩放区域表示为一个凹
下的半透明边框。在缩放时，您可以分别按住 CTRL 或 SHIFT 键来限制缩
放区域的 X 或 Y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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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缩放区域指示器和光标形状

A 垂直调整
B 水平调整
C 移动整个缩放区域
D 同时调整水平和垂直大小

调整缩放区域：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拖动边框的角或边，从而调整缩放区域：

l 将鼠标悬停在边或角的上方。出现箭头光标后单击并拖动。

移动缩放区域：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拖动缩放区域至另一个位置：

l 将鼠标悬停在缩放区域上方。出现四个方向的光标后，单击并拖动缩放区
域。

取消缩放：

l 右击一个视图。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取消缩放。然后缩放区域就会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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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键盘和时间控制来缩放
您也可以使用键盘进行缩放操作。这样您无需创建缩放显示即可进行缩放。您
也可以使用时间控制。

要使用键盘进行缩放，可采取以下方式之一： 

l 要在 x 方向（时间定标）缩放，请按数字键盘上的 -（减）、+（加）、*（星）
或 /（斜杠）键。

l 要在 y 方向（坐标比例）缩放，请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按数字键盘上的
-（减）、+（加）、*（星）或/（斜杠）键。

您也可以通过显示上下文菜单进行这些操作：右击显示区域。在弹出的上下文
菜单中指向时间定标或坐标比例即可找到这些命令。

技巧

右击显示区域，转向时间定标，然后单击选择...。要查看快捷菜单，请在实际
时间定标上右击并单击选择...

使用显示时间控制进行缩放：

l 确定时间控制是可见的。如果不是：
1 右击显示区域查看快捷菜单。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设置...
2 在“显示设置”页面中选择“控制区域”中的显示时标指示器。

l 单击压缩、扩展或自动定标按钮。

图 6.19: 时间控制

A 压缩时间尺度

B 滚动箭头
C 滚动块，又称为滑块
D 滚动轴
E 扩展时间尺度
F 自动定标时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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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 X 轴上的波形 
如果您放大了回顾区域，也就是只能看到回顾区域中的一部分，那么您只能沿
x 轴（时间定标）移动该区域。这称为滚动。可用以下方式进行滚动操作。

键盘 您可以使用 Page Up 和 Page Down 键来分别向左和向右滚动一屏。使
用 Home 键直接跳到波形的开始，或使用 End 键跳到波形的 后。

鼠标滚轮 如果您使用带有滚轮的鼠标，那么您就可以使用滚轮（及 Shift 键）
来向左或向右滚动波形。

时间控制滚动条 您可以使用显示时间控制滚动条来滚动波形。单击滚动箭头时，
显示上的数据发生移动，从而显示箭头所指方向的数据。滚动块随之在滚动条
上移动，显示波形可见部分在整体波形中的位置。滚动块的大小可以反映出显
示中的部分与整个波形（文件）内容的差异。图形解释请查看图 6.19 "时间控
制" 页 143。

使用显示时间控制进行滚动：

l 确定时间控制是可见的。如果不是：
1 右击显示区域。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显示设置...
2 在“显示设置”页面中选择“控制区域”中的显示时标指示器。

l 点击滚动箭头并拖动滚动块。

鼠标滚轮支持 
您可以在波形显示中使用带滚轮的鼠标。

l 使用滚轮来向左或向右滚动波形。
l 按住 SHIFT 键并使用滚轮可以更大的幅度左右滚动波形。
l 按住 CTRL 键并使用滚轮在 X 轴上进行缩放。
l 按住 CTRL+ALT 组合键并使用滚轮上下移动追踪。
l 按住 CTRL+SHIFT 键并使用滚轮在 Y 轴方向缩放所选追踪。

6.3.5 回放数据  
您可使用波形显示中的“回顾”视图回放记录的数据。数据可以来自存储的记录，
也可以是当前采集的一部分。如果回放数据是当前记录的一部分，那么此功能
即为“记录中查看”。

您可以通过显示中的控制栏上的回放控制来使用回放功能。回放控制的布局和
功能取决于回顾模式：连续或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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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连续数据

图 6.20: 连续数据的回放控制

A 跳到数据开始
B 向后播放
C 停止
D 向前播放
E 跳到数据结束

回放连续数据：

请按以下步骤回放连续数据：

1 确定视图为连续模式。如果不是：
a 右击视图的视图模式指示器。
b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回顾和连续选项。

2 确定回放控制是可见的。如果不是：
a 右击显示区域。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显示设置...
b 在“显示设置”页面中选择“控制区域”中的显示回放控制。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一个跳到按钮来快速地跳到记录开始或结束。
l 单击一个播放按钮来开始回放数据。
l 要提高回放速度，请再次单击播放按钮。
l 播放速度提高后,如果要降低回放速度，请单击反向的播放按钮。
l 要停止回放，请单击停止按钮。

回放扫描数据

图 6.21: 扫描数据的回放控制

A 跳到数据开始
B 上一次扫描
C 下一次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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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跳到数据结束

回放扫描数据：

请按以下步骤回放扫描数据：

1 确定视图为扫描模式。如果不是：
a 右击视图的视图模式指示器。
b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回顾和扫描选项。

2 确定回放控制是可见的。如果不是：
a 右击显示区域。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显示设置...
b 在“显示设置”页面中选择“控制区域”中的显示回放控制。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一个跳到按钮可快速跳到记录的开始或结束，分别为第一次和 后

一次扫描。
l 单击上一次按钮来显示上一次扫描。
l 单击下一次按钮来显示下一次扫描。

您可以在显示的左下角看到扫描编号。扫描编号即图 6-3 中的 G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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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光标和基本测量
Perception 显示的“回顾”或“缩放”视图有三种光标：

l 垂直  测量光标。这些是执行各种测量的主要光标。它们也可作为计算的界
线。

l 水平  光标。这些是可提供振幅信息的附加光标。
l 倾斜  光标。这些是可自由移动的光标（线段），可提供关于斜率/角度的信

息。

图 6.22: 光标类型

A 垂直光标
B 水平光标
C 斜光标

您可在所有显示上显示或隐藏各种光标类型。您也可以将其‘锁定’：锁定或分组
某特定类型的光标后，这些光标就只能同时移动。

您可以通过工具栏、动态表单菜单和显示上下文菜单使用各种各样的光标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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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光标工具栏

A 垂直光标可见性
B 垂直光标分组
C 水平光标可见性
D 水平光标分组
E 斜光标可见性
F 斜光标分组
G 斜光标选择

显示或隐藏光标：

要显示或隐藏特定光标，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工具栏上单击相应的可见性按钮。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指向光标 ►。
2 指向所需的光标类型。
3 单击可见。

l 使用上下文菜单：
1 右击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所需的光标类型。
3 单击可见。

当光标状态为可见时，光标可能以‘已固定’的方式出现，即光标本身不可见，只
有句柄可见。这些句柄可能出现于波形显示区域的角落或一侧。点住并拖动这
些句柄即可使光标完全显示出来。

点住句柄或光标线并拖动即可移动光标。如果您把鼠标悬停在光标上，则鼠标
的指针会发生变化，提示您可以拖动该光标或光标句柄。

您也可以以分组的方式拖动相应光标，也就是说，在您移动一个光标的时候，
另一个光标也会自动移动并保持原有距离。

为光标分组或取消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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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特定光标分组或取消分组，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工具栏上单击相应的分组按钮。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指向光标 ►。
2 指向所需的光标类型。
3 单击分组。

l 使用上下文菜单：
1 右击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所需的光标类型。
3 单击分组。

图 6.24: 分组的图标会在移动时保持原有距离

6.4.1 垂直光标 
显示顶部的事件栏中有事件标记和用于移动垂直光标的光标“句柄”。其中红色光
标为活动光标，蓝色光标为被动（非活动）光标。您可以点击一个光标将其变
为活动光标。点住句柄或光标线并拖动即可将光标移动到新位置。如果您把鼠
标悬停在光标上，则鼠标的指针会发生变化，提示您可以拖动该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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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垂直光标

A 活动光标（红色）
B 触发事件指示器
C 被动光标（蓝色）
D 事件栏
E 表示可以拖动的鼠标指针
F 拖动鼠标指针

垂直光标的值可以显示在控制区域（请见图 6-9"光标值" 129 页）和 Y 注解区
域（请见图 6-6"Y 注解区域" 121 页）。

此外，光标也有一个编号。各光标的编号是固定的，也就是不变的。因此，您
无需知晓哪个是活动光标即可指定光标。

样本捕捉 
如果您将波形放大到一定程度，以致可以看清单个样本（以点表示，相互之间
以直线连接），您就可以轻松地测量各样本的准确值。要达到这个目的，请在按
住 CTRL 键的同时拖动垂直光标。光标将在拖动过程中准确地捕捉各样本的位
置。如果您将光标置于两个相邻样本之间，所显示的值为两个样本的线性插值。

图 6.26: 各样本和样本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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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放置
您可以迅速地将活动光标置于触发点上：

l 键盘组合键 Ctrl+T 可将活动光标移动到原始位置右侧的下一个可用触发上
并以触发为中心刷新显示。

l 键盘组合键 Ctrl+Shift+T 可将活动光标移动到原始位置左侧的下一个可用触
发上并以触发为中心刷新显示。

其他功能
您可以在显示的上下文菜单中找到更多垂直光标功能。

定位光标

您可以在显示上单击并将活动光标定位在此处。具体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右击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垂直光标 ►。
3 单击定位光标。

更改活动

您可以切换活动和被动光标：将活动光标变为被动光标，反之亦然。其位置保
持不变。具体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右击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垂直光标 ►。
3 单击更改活动。

查找并转到
您可以在波形中搜索特定事件并用活动光标跳到该位置。要在波形中搜索特定
事件并跳到该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确保您要检查的波形是活动的。
2 右击波形中您要检查的波形区域。
3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垂直光标 ►。
4 单击查找并转到....。将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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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查找并转到对话框

A 显示名称
B 波形名称
C 搜索参数
D 转到下一事件
E 转到上一事件
F 关闭对话框
G 事件居中显示
H 列出搜索标准

A 显示名称 对话框标题栏中显示的是所选显示的名称。
B 波形名称 显示所选波形的名称。请确保选择正确。
C 搜索参数 您可能需要提供一个或多个参数才能制定出准确的条件，具体取

决于所选择的搜索标准。在这里输入值和/或选择正确的选项。
D-E 命令和按钮 选择下一步或上一步在连续事件中切换。
F 关闭 完成后请选择此项。
G 居中显示 如果您想以事件居中显示，请选择此选项。
H 搜索标准 您可以使用的标准列表。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使用该对话框：

l 选择[动态菜单] ► 查找并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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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当工具栏中显示该选项时，单击查找并转到按钮 

6.4.2 水平光标 
水平光标是振幅测量的附加光标。其中红色光标为活动光标，蓝色光标为被动

（非活动）光标。您可以点击一个光标将其变为活动光标。点住句柄或光标线并
拖动即可将光标移动到新位置。如果您把鼠标悬停在光标上，则鼠标的指针会
发生变化，提示您可以拖动该光标。

此外，光标也有一个编号。各光标的编号是固定的，也就是不变的。因此，您
无需知晓哪个是活动光标即可指定光标。

图 6.28: 水平光标

A 活动光标（红色）。
B 被动光标（蓝色）。
C 表示可以拖动的鼠标指针
D 拖动鼠标指针

定位光标

您可以在显示上单击并将活动光标定位在此处。具体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右击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水平光标 ►。
3 单击定位光标。

6.4.3 斜光标 
虽然您只能沿单一的轴向移动水平和垂直光标，但是您可以使用斜光标来自由
调整大小和位置。

共有三个斜光标。您可以选择使用一个、两个或三个斜光标。各个光标都是可
以自动定位的，此外各个端点都可以被拖到任意位置。因此您可以创建一条切
线并测量曲线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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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活动的斜光标。各光标都有颜色标记，而且有固定的编号。

图 6.29: 斜光标

A 蓝色斜光标 (2)

B 红色斜光标 (1)

C 绿色斜光标 (3)

D 可以移动的鼠标指针
E 移动鼠标指针
F 可以旋转的鼠标指针
G 旋转鼠标指针

定位光标

您可以在显示上单击并将上一个活动光标定位在此处。具体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右击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斜光标 ►。
3 单击定位光标。

选择斜光标的数量

您可以指定显示中斜光标的数量。可以通过以下操作之一选择斜光标的数量：

l 可在工具栏中使用时，可选择斜光标的数量 下拉列表，然后选择一个、
两个或三个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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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指向光标 ►。
2 指向斜光标 ►。
3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一个、两个或三个光标。

l 使用上下文菜单：
1 右击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斜光标 ►。
3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一个、两个或三个光标。

6.4.4 光标测量
垂直光标的值可以显示在控制区域（请见图 6-9"光标值" 129 页）和 Y 注解区
域（请见图 6-6"Y 注解区域" 121 页）。

此外还有可以显示所有光标值（包括水平和斜光标）的窗口。“光标表格”中显示
了活动显示中的光标值。

您还可以在此窗口中将值复制到剪贴板以及发送到 Excel。

要显示或隐藏“光标表格”，请确保有活动显示，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光标表格按钮 。
l 在选中显示的同时：按空格键。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指向光标 ►。
2 单击光标表格

l 通过上下文菜单：
1 右击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光标表格。

l 此外，您还可以按以下步骤关闭“光标表格”：
l 在窗口的标题栏中单击关闭。
l 单击关闭（在窗口的设置菜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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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0: 光标表格

A 菜单栏
B 垂直光标区域
C 水平光标区域
D 斜光标区域
E 交叉参数光标 1 / 光标 2

F 交叉参数光标 1 / 光标 3

G 交叉参数光标 2 / 光标 3

H 工具栏

A 菜单栏 菜单栏中有一个菜单：设置。设置菜单中包含有关“光标表
格”的所有附加功能。

B 垂直光标 垂直光标区域中每个波形有数行，而 下面一行用于显示
时间信息。

C 水平光标 水平光标区域中只有一行。这一行中显示的是活动波形。
D 斜光标 斜光标区域中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显示各光标的斜率，另一

部分显示各光标与另一个光标的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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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 关于以下详情的位置，请查看图 6.30 "光标表格" 页 156：
E 光标 1 和光标 2 的交点
F 光标 1 和光标 3 的交点
G 光标 2 和光标 3 的交点
说明
光标的交点是不显示的。交点是用可见光标的位置和斜率计算的。
如果交点在可见区域之外，将使用推算法计算两个光标的虚拟交
点。

图 6.31: 斜光标交点

A 实际交点
B 虚拟交点

H 工具栏 您可以通过工具栏方便地使用一些常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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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菜单栏详情：

图 6.32: 光标表格设置菜单

活动的波形值
只显示垂直光标和活动波形的值。如果水平和/或斜光标中有可用信
息，这些信息也将显示。
 
全部波形值
显示垂直光标和所有波形的值。如果水平和/或斜光标中有可用信
息，这些信息也将显示。
值的单位为技术单位。对于事件波形，技术单位通常为 1/0、高/
低、开/关等。
 
工程记数格式
如果您想以工程记数格式显示值，请选择此选项。这是科学记数法
的一种，其中 10 的指数必须为 3 的整数倍。10 指数用千或毫等表
示。
 
科学记数格式
如果您想以科学记数格式显示值，请选择此选项。该格式为非常大
或非常小的数值的速记法。科学记数法是用一个位于 1 到 10 之间
的十进制数和 10 的幂之积表示的。
 
X 轴格式
使用此命令设置时间显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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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3: X 轴格式对话框

默认情况下，时间将以尽可能短的格式显示：只显示可用信息，前
导零不显示。在 x 轴格式对话框中您可以设置秒后使用的小数位
数。
如果您想总是显示完整的格式，请选择使用完整符号。只有大于 24
小时后才会显示天数。
 
静态光标表格
如果您想选择固定编号的水平和垂直光标作为参考，而不是使用‘左/
右’、‘上/下’这种相对命名，请选择此选项。如果您希望某个光标的
值总是位于同一列内，请选择此选项。例如，如果您将一个光标移
动到另一光标的另一边，其值仍在同一列内显示；同一光标的值总
是位于同一列内，与光标的位置无关。

图 6.34: 静态和非静态光标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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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的图中，A 和 B 是表格为非静态时的情况。

A 开始时：红色光标（活动）位于蓝色（被动）光标的左侧。您
可以查看验证时间位置（750 ms 和 1.2 s）。把活动光标移动
到被动光标的另一侧时，我们就得到了情况 B。

B 结束时：活动光标位于被动光标的右侧。您可以查看验证时间
位置（1.2 s 和 1.6 s）。与被动光标相对应的值已经从右列移动
到了左列，也就是两列互换了。
在上面的图中，C 和 D 是表格为静态时的情况。

C 开始时：红色光标 (#1) 位于蓝色 (#2) 光标的左侧。您可以查
看验证时间位置（677 ms 和 1.3 s）。把活动光标 #1 移动到被
动光标 #2 的另一侧时，我们就得到了情况 D。

D 结束时：红色光标 (#1) 位于蓝色 (#2) 光标的左侧。您可以查
看验证时间位置（1.9 ms 和 1.3 s）。但与光标相对应的值仍在
原来的各列中，也就是说两列未互换。

复制到剪贴板
您可以将值复制到剪贴板，然后粘贴到其他程序中。您可以选择只
复制水平、垂直或斜光标的值。复制内容包括列标题。
 
复制到 Excel
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将值直接复制到 Microsoft Excel：
l 转换为 该操作将整个表格发送到 Excel 中名为“Perception - <

显示名称>”的工作表上。如果 Excel 未启动，则将自动启动
Excel。如果存在重名表单，则数据会被覆盖。

l 附加到 数据将附加到名为“Perception - <显示名称>”的表单中
的数据后。

l 复制到当前单元格 数据将被发送到当前活动工作表中，其中光
标表格的左上格位于工作表的当前活动单元格中。

 关闭
关闭光标表格。

B 水平光标详情 该列包含以下信息：
l 名称 活动波形的名称。
l 左/光标 1 波形中指定光标位置的 Y 值。光标位置的使用时间

显示在时间行中。红色和蓝色指示器分别指活动（红色）和被
动（蓝色）光标。

l 右/光标 2 波形中指定光标位置的 Y 值。光标位置的使用时间
显示在时间行中。红色和蓝色指示器分别指活动（红色）和被
动（蓝色）光标。

l Delta 光标值之差。
l 单位 技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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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垂直光标详情 该列包含以下信息：
l 名称 波形的名称。
l 上/光标 1 此光标相对于活动波形的水平。该水平可能远高于或

低于活动波形的实际水平，具体取决于光标的位置。红色和蓝
色指示器分别指活动（红色）和被动（蓝色）光标。

l 下/光标 2 此光标相对于活动波形的水平。该水平可能远高于或
低于活动波形的实际水平，具体取决于光标的位置。红色和蓝
色指示器分别指活动（红色）和被动（蓝色）光标。

l Delta 光标值之差。
l 单位 各波形和时间的技术单位。

D 斜光标详情
倾斜区域中只有一行。这一行中显示的是活动波形的名称。斜率值
与波形的 X 和 Y 轴相关。该列包含以下信息：
l 名称 活动波形（基准波形）的名称
l 光标 1，2，3 各光标的斜率值
l 单位 基准波形的斜率单位。

交叉区域中包含两光标交点的信息。单位与基准波形有关。

6.4.5 光标浏览
“光标浏览”键用于在显示的波形中轻松移动显示光标。“光标浏览”键位于
Perception 光标浏览窗格上。

图 6.35: 光标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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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窗格可通过 Perception 窗口菜单项（见图 6.36）启用或禁用：光标浏览

图 6.36: 启用光标浏览的窗口菜单

A 显示/隐藏光标浏览

B 光标浏览属性

光标浏览窗格始终与活动显示关联并在此显示中的活动波形上使用。活动显示
的名称和活动波形显示在对话框顶部。没有活动显示和/或没有活动波形时，按
键被禁用。

此窗格含有以下光标浏览按钮：

上一个相对 大值

活动光标前进到活动波形的上一个相对（或局部） 大值。
 

下一个相对 大值

活动光标前进到活动波形的下一个相对（或局部） 大值。
 

上一个相对 小值

活动光标前进到活动波形的上一个相对（或局部） 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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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相对 小值

活动光标前进到活动波形的下一个相对（或局部） 小值。
 

转到绝对 大值

在活动波形的绝对 大值位置设置活动光标。
 

转到绝对 小值

在活动波形的绝对 小值位置设置活动光标。
 

上一个电平穿越

活动光标前进到活动波形的上一个电平穿越。电平可通过光标浏览属性对话框
指定。可通过右击此按钮或通过窗口主菜单项光标浏览属性…打开此对话框
 

下一个电平穿越

活动光标前进到活动波形的下一个电平穿越。电平可通过光标浏览属性对话框
指定。可通过右击此按钮或通过窗口主菜单项光标浏览属性…打开此对话框
 

上一步

活动光标根据指定的步进值后退。可通过光标浏览属性对话框指定步进值。可
通过右击此按钮或通过窗口主菜单项光标浏览属性…打开此对话框
 

下一步

活动光标根据指定的步进值前进。可通过光标浏览属性对话框指定步进值。可
通过右击此按钮或通过窗口主菜单项光标浏览属性…打开此对话框
 

上一触发

活动光标转到上一触发位置。
 

下一触发

活动光标转到下一触发位置。
 

上一声签

活动光标转到上一声签位置。
 

下一声签

Perception

I3024-4.0 cn 163



活动光标转到下一声签位置。
 

上一标记

活动光标转到上一标记位置。
  

下一标记

活动光标转到下一标记位置。
  

交换光标

交换两个光标的位置。这会让不活动光标成为活动光标。
  

在其他光标处设置光标

设置不活动光标到活动光标的位置。
  

光标间设置斜光标

在两个垂直光标间的活动波形上设置斜光标。
  

指定的 X 位置

显示一个对话框（参见图 6.37），指定活动光标的新 X 值，即请求您输入活动
光标的新 X 值。

图 6.37: 转到指定的 X 位置对话框

A 数值或选择的数据源
B 选择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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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值可以是固定的数值 (A)，也可以是数据源 (B)。数据源对于在计算位置设置
光标来说非常有用，例如设置光标到波形切线 陡的位置。
其公式如下：

图 6.38: 公式示例

现在，您可用计算的位置设置光标。

图 6.39: 用公式指定新 X 值的示例

A 由公式指定的 X 值

光标浏览属性
可通过窗口菜单显示，或在电平穿越或步进按键上右击鼠标显示“光标浏览属
性”对话框（见图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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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浏览属性”对话框如下所示：

图 6.40: 光标浏览属性对话框

A 电平
B 方向
C 步骤

A 电平 定义用于找到正确电平穿越的电平。
B 方向 定义用于找到正确电平穿越的方向。
C 步骤 定义用 X 轴单位表示的步进大小，通常为秒。

6.4.6 统计计算
在 Perception 中，您可以对活动显示中作为活动波形显示的波形数据进行一系
列统计计算和参数提取。

要显示或隐藏“计算”窗口，请确保有活动显示并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计算器按钮 。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单击计算器。
l 通过上下文菜单：

1 右击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计算。
3 选择其中一个计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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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此外，您还可以按以下步骤关闭“光标表格”：
l 在窗口的标题栏中单击关闭按钮。
l 单击关闭。

图 6.41: 计算窗口

A 计算选择
B 结果区域
C 进度栏

A 计算  “计算”窗口中有四种计算可用：
l 统计   用于计算统计值，例如中间值、标准偏差、信号均方根 (RMS)、

大值和 小值。
l 周期   计算与重复性信号相关的各种参数。其中包括频率、周期、周

期数和标准偏差。
l 脉冲   此类别包括一系列（单个）脉冲参数，例如：上升时间、下降

时间、脉冲宽度、顶部、底部、占空比、预冲和过冲。
l 区域 在此计算曲线下的能量和区域。

B 结果 计算结果显示在结果区域中。其中以下常规信息是一直显示的：通道
名称、计算间隔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也就是垂直光标位置、持续时间和计
算中所用样本的实际数量。

C 进度条 进度条显示大数据集计算的进度。您可以点击中止按钮中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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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算：

要执行计算，请确保窗口已打开，然后按以下步骤进行：

1 选择您要使用的波形显示。所选波形显示的名称将显示在计算对话框的标
题栏中。

2 选择您要执行计算的通道。所选通道的名称显示在计算对话框的结果区域
中。

3 在“计算”对话框中选择计算。进度条可以显示长记录的计算进度。您可以点
击中止按钮中止计算。

如果您要对其他显示、通道或时间间隔执行计算，您可以重复以上流程（步
骤）。

技巧

更多有关过渡、脉冲和脉冲参数的信息，请查看“过渡、脉冲和相关波形的 IEEE
标准”，IEEE Std 18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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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波形显示的其他上下文命令
您可以通过上下文菜单直接使用各种功能和命令。该上下文菜单让您能够方便
地使用 常用的功能。本部分将说明本手册其他部分中未提到的所有显示上下
文菜单命令。

打开上下文菜单：

l 右击显示区域。

6.5.1 波形命令 
使用波形命令可以添加、修改和删除波形。

使用波形命令：

l 在显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波形 ►。然后会弹出波形子菜单。

新波形
您可以在当前活动窗格中添加波形。该波形默认为 后的波形（ 下面）。

添加新波形：

1 单击新波形...
2 在弹出的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波形。
3 完成时单击确定，或单击“取消”以取消添加新波形并退出。

插入波形
您可以在当前活动窗格的指定位置上添加波形。

插入新波形：

1 指向插入波形 ►
2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单击在选择的波形之前...或在选择的波形之后...
3 在弹出的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波形。
4 完成时单击确定，或单击“取消”以取消添加新波形并退出。

删除波形
您可以使用上下文菜单或快捷键迅速地从窗格中删除一个波形。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删除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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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按键盘上的 Del 或 Delete 键。
l 在波形子菜单中选择删除波形。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波形设置
单击波形设置...可弹出“显示设置”对话框，其中所显示页面即为“波形设置”。您
可以在这里设置许多波形相关的参数并修改波形源。

6.5.2 窗格命令 
使用窗格命令可以添加、修改和删除窗格。

使用窗格命令：

l 在上下文菜单中指向窗格 ►。然后会弹出窗格子菜单。

新窗格
您可以在当前活动显示页面中添加窗格。 该窗格默认为 后的窗格（ 下面）。

添加新窗格：

l 单击新窗格

插入窗格
您可以在当前活动显示页面的指定位置上添加窗格。

插入新窗格：

1 指向插入窗格 ►
2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单击在选择的窗格之前或在选择的窗格之后。

删除窗格
您可以使用上下文菜单命令或键盘快捷键迅速地从页面中删除一个窗格。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删除窗格：

l 按键盘上的 Shift+Del 或 Shift+Delete 键。
l 在波形子菜单中选择删除窗格。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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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格设置
单击窗格设置...可弹出“显示设置”对话框，其中所显示页面即为“窗格设置”。您
可以在这里设置许多窗格相关的参数并修改窗格内容、位置等。

6.5.3 页面命令
您可以通过页面命令添加、修改和删除页面。您也可以重命名页面或制作页面
的备份以用于其他程序。

使用页面命令：

l 在显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页面 ►。然后会弹出页面子菜单。

新页面
您可以在当前活动显示中添加页面。该页面默认为 后的页面。

添加新页面：

l 单击新页面

插入页面
您可以在当前活动显示的指定位置上添加页面。

插入新页面：

1 指向插入页面 ►
2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单击在选择的页面之前或在选择的页面之后。

删除页面
您可以使用上下文菜单命令或键盘快捷键迅速地从显示中删除一个页面。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删除页面：

l 按键盘上的 Alt+Del 或 Alt+Delete 键。
l 在页面子菜单中选择删除页面。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重命名页面
您可以重命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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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页面：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按键盘上的 Alt+F2 组合键
l 在页面子菜单中选择重命名页面

2 然后页面控制中的页面名称会高亮显示。现在即可修改该名称了。按 Enter
接受新名称或按 Escape 取消。

将页面复制为图片
您可以将页面以位图或增强型元文件的格式复制到剪贴板中。然后使用“粘贴”

（特殊）命令将图像粘贴到其他程序中。您可以通过上下文菜单或键盘快捷键使
用该命令。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将页面复制为图片：

l 按键盘上的 Ctrl+Alt+C 组合键。
l 在页面子菜单中选择将页面复制为图片。

页面设置
单击页面设置...可弹出“显示设置”对话框，其中所显示页面即为“注解和栅格”。
您可以在此设置各种页面相关的参数。

打印显示
您可以在打印机上打印显示中可见页面的高分辨率副本。

打印显示页面：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显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打印 <显示名称>...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打印按钮 

2 在弹出的打印对话框中设置您的（颜色）喜好并单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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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显示设置对话框
动态表单菜单和显示上下文菜单中的显示设置...命令是与许多波形显示属性相
关的常用设置。您也可以在显示上下文菜单中的（子）条目中进行特定的属性
设置。您可以通过这些条目打开“显示设置”对话框中的相应页面。

这些设置和属性是按组划分的，这样可以方便您查找并保持用户界面的清晰。
主要有以下分组：

l 显示设置：全局显示设置和行为
l 注解和栅格：X 和 Y 注解设置，以及栅格/分隔符设置
l 窗格设置：管理窗格及其内容
l 波形设置：定义波形来源、布局和参数

6.6.1 显示设置
您可以通过“显示设置”页面进行各种与显示相关的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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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2: 显示设置对话框 - 显示设置

A 显示名称
B 控制区域设置
C 页面管理
D 添加、删除和移动页面
E 页面名称
F 过量程指示
G 动态显示行为
H 缩放首选项

A 显示名称    各波形都可以有一个描述性名称。名称中 大可包含 100 个字
符。如果取消选择在标题栏中显示显示名称选项，则显示标题栏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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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您可以通过点击显示/隐藏标题栏图标（即标题栏上部的小箭头）即时显示或隐
藏显示标题栏。您也可以通过双击标题栏上的任意位置来切换标题栏的显示属
性。

B 控制区域   控制区域是显示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一项或多项控制。控制区
域以及其中的各个控制选项都可以隐藏。控制区域中可能有以下控制选
项：

l 页面控制 管理页面。
l 时间控制 滚动查看波形数据。
l 回放控制 重播波形数据。
l 光标值 显示活动光标和被动光标的值。

您可以在这里设置要显示的控制选项。更多信息请查看"控制区域"
127 页。

您可以通过图标大小子区域设置控件的大小

l 较小 默认设置，一般用于 96 DPI 显示分辨率。
l 中等 用于较高显示分辨率，例如 120 DPI。
l 较大 用于触摸屏。

C 页面管理 您可以在此区域中添加、删除和移动页面。也可以在此重命名页
面。每个可用页面都会以一个大页面图标的形式显示在这里。高亮显示的
页面是活动页面，也是您执行操作的页面。

选择（激活）页面：

l 单击您要激活的页面的页面图标。所选择的页面名称会显示在页面名
称文本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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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添加、删除和移动页面    有四种添加、删除和移动页面的控件。

添加页面：

l  单击添加页面按钮。就可以添加页面了。页面将被添加到页面列表
的 后并激活。

删除页面：

1 选择您希望删除的页面的页面图标。
2  单击删除页面按钮。

移动页面：

1 选择您希望移动的页面的页面图标。
2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移动页面：

l  单击左移页面按钮可将所选页面向左移动一个位置。
l  单击右移页面按钮可将所选页面向右移动一个位置。

E 页面名称 当前所选页面的名称。您可以在这里键入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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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过量程   过量程是一种物理现象，取决于数字化仪器的输入特征。

常规数字化仪器有 16 位分辨率。这种分辨率相当于 65536 水平。由于许
多原因，只有中间的 60000 水平得以应用，每一边都舍弃了 4.6 % 的范
围。这称为过量程。该范围内可能有可用的数据，具体取决于所记录的波
形。例如，8V 输入放大器可以用来采集振幅为 8.5V 的正弦波形，因为它
可以覆盖整个 ADC 测量范围（实际为 8.7V），但是 大值却在过量程范
围内，因为实际使用的范围只有 8V。

图 6.43: 过量程绘图

A 显示过量程信息
B 压缩过量程信息

您可以在这里选择是否显示过量程的数据。
G 动态显示行为 您可使用该选项在自动采集数据时添加一个实时视图。

l 无改变 如果您不希望自动替换视图，请选择此选项。
l 添加实时视图 选择此选项可在采集开始时添加一个实时视图。采集停

止后，将恢复显示的原始布局。
l 替换视图 选择此选项可在采集开始后用实时视图替换回顾视图。采集

停止后，将恢复显示的原始布局。
H 缩放样式   定义默认的缩放样式。您随时可以通过缩放组合键使用各种缩

放样式。

6.6.2 注释和栅格
您可以通过显示设置对话框中的“注解和栅格页面”进行所有与 Y 轴和 X 轴注解
布局和功能相关的设置。在此还可找到常规 - 样式相关 - 布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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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4: 显示设置对话框 - 注解和栅格

A X 注解：时间和位置轴

B 显示：设置组件的可见性
C 颜色：设置组件的颜色
D 字体：设置注解的字体
E Y 注解：振幅轴

F 栅格：定义栅格设置
G 大小：设置分隔符和事件波形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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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 注解区域用于显示时间或位置定标。定标可以是内部（基于时间）的和
外部（基于位置）的采集时基基准。如果使用时间，x 轴的定标可以是相
对的也可以是绝对的。如果使用位置，位置可以是线位移也可以是转动角
位移。为便于说明，我们把 X 注解定标称为时间定标，只是它也可指代位
置。

当时间定标为相对时间时，时间是以记录开始时间为参考的。即在相对时
间里，记录的开始时间即时间线的开始，也就是 t=0。

当时间定标为绝对时间时，即使用记录开始时当天的实际时间作为基准时
间，无需任何修正。 

有关详细信息，请查看"X 注解区域" 124 页。
B 在显示区域中，您可以设置显示中的可见条目。选择所有适用项。
C 如果要设置各种对象和区域的颜色，请单击相应的颜色下拉框。关于更改

颜色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修改颜色" 49 页。
D 字体 您可以设置显示中的注解的字体属性。单击选择调出常用字体对话

框。做出选择后单击确定。  
E Y 注解 图形显示的左侧是 Y 注解区域。您可以在这里设置该区域的属性：

宽度和光标读数。关于 Y 注解区域的详细信息，请查看"Y 注解区域"
121 页。

F 栅格 检查波形时，您可以在显示中添加栅格线作为辅助。栅格区域中有各
种栅格设置功能。栅格设置是相对窗格的，例如，水平分度设置为 10 的
时候，即每个窗格有 10 个水平分度。  

您既可以设置水平栅格，也可以设置垂直栅格。水平栅格设置水平线，即
分割 Y 轴。垂直栅格在 X 轴上放置垂直线。

设置栅格线：

1 在显示区域中选择栅格复选框
2 根据需要在栅格区域选择水平和垂直复选框。在各选项中输入所需的

分度数。水平分度与水平栅格线样式有关，即根据您所输入的分度数
分割 Y 轴。垂直分度与垂直栅格线样式有关，即根据您所输入的数据
分割 X 轴。

3 在颜色区域中设置栅格线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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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大小 您可以在此设置窗格分隔符和事件波形的大小。

窗格分隔符指表示窗格界线的小型水平线。窗格用于在不同的区域中显示
数据。各窗格可以有不同的高度，也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波形。

修改窗格分隔符：

1 在显示区域中选择窗格分隔符复选框
2 在大小区域（在窗格分隔符下）设置分隔符线宽度。这样可以提高在

高分辨率下打印的可见性。选项有：
l 较小：1 像素
l 中等：3 像素
l 较大：5 像素

3 在“颜色”区域中您可以设置窗格分隔符的颜色。

有关事件波形高度的详情，请查看"事件 / 数字波形" 130 页。

6.6.3 窗格设置  
“显示设置”对话框中的“窗格设置”页面中包含了所有的窗格管理功能：添加和移
除窗格、重新定位窗格和调整窗格大小、定义窗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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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5: 显示设置对话框 - 窗格设置

A 页面选择
B 窗格位置和大小
C 窗格图标
D 窗格分隔符
E 添加/移除窗格

F 窗格大小
G 上/下移动窗格

H 上/下移动波形

I 所选窗格中的波形
J 导航：可用波形（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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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添加/移除波形

L 窗格布局区域

A 页面选择 使用页面选择滚动条来选择页面。窗格和窗格布局部分将根据
相应的设置而变化。

B-G 窗格位置和大小 您可以在该区域添加或删除窗格、调整窗格位置和大
小。

选择窗格：

选择要处理的窗格：

l 单击您要选择的窗格的窗格图标。
 添加窗格：

l  单击添加窗格按钮。就可以添加窗格了。窗格将被添加到窗格列
表的 后并激活。

 删除窗格：

1 选择您希望删除的窗格的窗格图标。
2  单击删除窗格按钮。

 移动窗格：

1 选择您希望移动的窗格的窗格图标。
2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移动窗格：

l  单击上移窗格按钮可将所选窗格向上移动一个位置。
l  单击下移窗格按钮可将所选窗格向下移动一个位置。

 调整窗格的大小：

您可以为每个窗格单独设置大小。具体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选择您希望调整大小的窗格的窗格图标。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高度框中输入一个值，此值为显示的大小的百分比。
l 点中窗格分隔符并将其拖到所需位置。

H-L 窗格内容和布局 您可以在此区域中定义窗格中的波形及其位置：添加、
移除波形及定位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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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波形：

要添加波形，您必须选择一个数据来源并将该数据来源添加到波形列表
中，然后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可用波形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数据来源。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将所选的数据来源拖到选择的波形列表中。
l  单击添加波形按钮。这样就可以添加所选的波形了。波形将

被添加到波形列表的 后。
 删除波形：

1 在选择的波形列表中单击您要删除的波形。
2  单击删除波形按钮。

 移动波形：

1 在选择的波形列表中单击您要移动的波形。
2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移动波形：

l  单击上移波形按钮可将所选波形向上移动一个位置。
l  单击下移波形按钮可将所选波形向下移动一个位置。

6.6.4 波形设置  
“显示设置”对话框中的“波形设置”页面中包含了许多波形管理功能：波形定位和
比例、来源修改和布局。您无法在此添加或删除波形。但您可以利用该对话框
中的“窗格设置”页面来执行该操作，或者使用"波形命令" 169 页中介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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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6: 显示设置对话框 - 波形设置

A 页面和窗格选择
B 波形选择、位置和大小
C 可用波形列表
D 所选波形的设置
E 所选波形的来源
F 位置
G 颜色更换
H Y-比例设置

I 窗格中波形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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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页面和窗格选择 使用页面选择滚动条来选择页面。使用窗格选择滚动条来
选择所选页面中的窗格。可用波形的列表和图示将根据各种等效设置而不
同。

B 波形 您可以在此区域中选择要处理的波形。您可以在此修改窗格中波形的
位置和垂直尺寸。

选择波形：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选择要处理的波形：

l 在可用波形列表 (C) 中单击波形
l 单击波形图示 (I)

调整波形在窗格中比例：

请使用图示区域按以下步骤调整波形在窗格中的比例（而不修改实际显示
量程）：

1 在图示区域单击您要修改的波形。
2 拖动波形顶部和/或底部的句柄到合适的位置，然后松开鼠标。请注意

顶部和底部指示符（在位置下）会随着拖动而改变。

虽然您修改了波形在窗格中的比例，但这不会影响到显示量程。您可以
在 Y 比例区域中修改显示量程。

定位窗格中的波形：

请使用图示区域按以下步骤将波形定位到窗格中：

1 在图示区域单击您要修改的波形。
2 点中并拖动波形指示符到合适的位置，然后松开鼠标。请注意顶部和

底部指示符（在“位置”下）会随着拖动而改变。
C 可用波形列表 请使用该列表选择波形。
D 设置 这是设置所选波形各种属性的常规区域。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l 来源
l 位置
l Y-比例
l 零线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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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来源 通常您会在“窗格设置”页面中设置波形的来源。不过，您也可以在此
页面中修改所选波形的来源。

修改波形的来源：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修改波形的来源：

l 如果您知道来源的实际路径，可以直接将其输入到来源选择文本框中，
或修改框中的内容。

l 浏览数据来源：
1 单击来源选择文本框右侧的“数据来源导航”按钮。
2 在弹出的“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中选择新数据来源。

3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已对数据来源进行了筛选，因此只显示特定情况下
可用的数据来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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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位置 您可以在此数字化地调整窗格中的波形比例和位置。还可以设置一条
零线。

调整波形的比例和位置:

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调整波形的比例和位置：

1 用前面提到的方法选择您要修改的波形。
2 输入顶部和底部的值，该值为窗格高度的百分比。图示将产生相应的

变化。

设置零线：

如果您想在显示中显示所选波形的零线：

l 选中显示零线复选框
G 颜色更换 您可以修改波形的默认颜色

设置波形的颜色：

1 用前面提到的方法选择您要修改的波形。
2 选中用以下颜色替换通道颜色复选框。

H Y 比例 您可以在此设置所选波形的 Y 比例。您可以将 Y 比例设置为以下
选项之一：

l 输入范围 Y 比例显示量程与输入范围完全相同。
l 固定 如果设置为固定，则 Y 比例显示量程的开始和结束是由用户定义

的。
l 作为追踪 将 Y 比例量程设置为与另一个选定波形完全相同。设置为此

选项后，所选波形将采用与“基准”波形相同的设置。

要修改所选波形的显示量程，请按上面描述的方法选中您要修改的波形，
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固定并输入从（上限）和到（下限）值，或
l 选择作为追踪并在列表中选择您要使用的波形。

I 图示 该区域提供了一种互动的修改窗格中波形位置和尺寸的方式。

下面的图 6.47 页 188 是一个带有各种波形设置的窗格示例。

Perception

I3024-4.0 cn 187



图 6.47: 各种波形设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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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显示标记

标记术语
显示标记可用于在图形区域中准确地标记一个数据位置，或用标签突出显示定
义的数据点，以便与剩余数据区分开来。有许多种可用于不同用途的标记。这
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可用的标记选项。

下面是一种显示标记的示例，称为波形标记。在该示例中，标记的各条属性都
已标出。标记是这些属性的一个组合，而且可能有或没有标签，具体取决于用
户。

图 6.48: 显示标记的示例

A 标签
B 行
C 锚点

在回顾、缩放和交替缩放视图中，一共有八种标记类型可供您用来在数据上添
加注解：

l 波形标记 可添加到波形上表示特定时间处某波形的振幅。
l X 范围标记 可用于表示波形上两点间的时间或位置差。
l Y 范围标记 可用于表示波形中的振幅差，并且可置于特定时间或位置上。
l 倾斜标记 可用于表示波形上两点间的斜率。
l 时间标记 可用来在显示上表示记录中的某个位置。
l 完全显示标记 可添加在显示上表示视图宽度。
l 倾斜光标标记 可以以斜光标为基准显示波形在某时间或某位置的斜率。
l 自由浮动标签 只是一个标签，可以放置于显示上并保持此位置不变，与波

形无关。

可以通过属性对话框、工具栏和动态菜单处理所有八种标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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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9: 标记子菜单

A 标记命令
B 标记类型

图 6.50: 标记工具栏

A 显示所有标记
B 隐藏所有标记
C 选择和添加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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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所有显示标记，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工具栏中的显示所有标记。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指向标记 ►
2 单击显示所有标记

要隐藏所有显示标记，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工具栏中的隐藏所有标记。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指向标记 ►
2 单击隐藏所有标记

要放置一个显示标记，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将光标（或多个光标）置于显示中相应的位置上。
l 对于与波形相关的标记（更多信息请查看各标记的说明），请确保您要添加

标记的波形是活动波形。
l 请确保您要添加标记的视图是活动视图。
l 使用快捷菜单：

1 右击相应光标调出快捷菜单。
2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您要添加标记的类型。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指向标记 ►
2 指向添加 ►
3 单击您要添加的标记类型。将使用活动视图和活动光标添加标记。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移除标记：

l 使用快捷菜单：
1 右击标记。
2 单击移除图标。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指向标记 ►
2 单击移除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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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标记属性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使用快捷菜单：
1 右击标记。
2 单击属性图标。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l 指向标记 ►
l 单击属性图标。

确定活动标记：

可根据标记周围的矩形框确定活动标记。添加标记后，所添加标记自动成为活
动标记。您也可能通过单击鼠标激活该标记。

图 6.51: 活动显示标记

显示标记数据来源

创建标记后，就会添加 Perception 中通用的新数据来源。添加到系统的数据来
源取决于标记类型。其中显示标记的数据来源位于以下位置：

显示 ► “显示名称” ► “显示标记” ► “显示类型” ► “标记名称”

显示类型代表了标记的添加区域，例如缩放、交替缩放或回顾区域。

6.7.1 波形标记 
添加波形标记时，锚点将被插入到活动波形和活动光标的交点上。标签将自动
偏移一定距离，而且您可以随意重新调整其位置。

该标记被添加到了活动波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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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记的数据来源有：

l 标签文本：显示标记中显示的文本。
l 开始电平：波形上的标记锚点的振幅。
l 开始时间：波形上的标记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时间。

6.7.2 X 范围标记 
X 范围标记是添加于活动光标振幅上的标记，位于两个垂直光标时间之间。添
加标记之后，可通过上下拖动标记或标签更改其垂直位置。也可以在标记线附
近移动标签，或在显示标记的开始和结束锚点之间水平移动标签。

该标记被添加到了活动波形上。

该标记的数据来源有：

l 标签文本：显示标记中显示的文本。
l 开始电平：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振幅。开始锚点即活动光标位置的锚

点。
l 开始时间：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

时间。开始锚点即活动光标位置的锚点。
l 结束电平：波形上的标记结束锚点的振幅。
l 结束时间：波形上的标记结束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

时间。
l DeltaX：标记开始和结束时间之差。

6.7.3 Y 范围标记
Y 范围标记位于活动光标的位置。开始锚点位于活动光标与活动波形的交点上。
结束锚点的位置与开始锚点相同，但是其振幅由被动光标和活动波形的交点决
定。可通过拖动线条或标签来水平移动标记。您可以在标记线上水平放置标签。

该标记被添加到了活动波形上。

该标记的数据来源有：

l 标签文本：显示标记中显示的文本。
l 开始电平：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振幅。开始锚点即活动光标位置的锚

点。
l 开始时间：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

时间。开始锚点即活动光标位置的锚点。
l 结束电平：波形上的标记结束锚点的振幅。
l 结束时间：波形上的标记结束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

时间。
l DeltaY：标记开始和结束振幅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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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倾斜标记 
倾斜标记位于活动光标和活动波形的交点与被动光标和被动波形的交点之间。
放置之后，将无法更改标记的位置。

标签可放于标记线上的任何位置上。

该标记被添加到了活动波形上。

该标记的数据来源有：

l 标签文本：显示标记中显示的文本。
l 开始电平：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振幅。开始锚点即活动光标位置的锚

点。
l 开始时间：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

时间。开始锚点即活动光标位置的锚点。
l 结束电平：波形上的标记结束锚点的振幅。
l 结束时间：波形上的标记结束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

时间。
l DeltaX：标记开始和结束时间之差。
l DeltaY：标记开始和结束振幅之差。
l 倾斜：标记开始和结束锚点之间的倾斜。

6.7.5 时间标记 
时间标记位于显示上的固定位置。其具体位置为活动光标的位置，而且时间标
记的添加需要至少一条有效波形，因为计算正确位置时需要至少一个基准点。

该标记添加到页面上后，将从显示顶部运行到底部。该标记类型没有开始或结
束锚点。

您可以在线上垂直移动该标签。也可以进行有限的水平移动，使标签位于标记
线的左侧或右侧。

该标记的数据来源有：

l 标签文本：显示标记中显示的文本。
l 开始时间：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

时间。

6.7.6 完全显示标记 
您必须使用水平光标添加完全显示标记。该标记将被添加到活动水平光标的振
幅上。添加后，标记将从视图的 左端运行到 右端。标签位于视图中，并且
即使有数据移动，它也将保持其与视图的相对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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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视图中水平移动标签，也可以在标记线附近垂直移动标签。因为此标
记是从视图的开始运行到结束的，因此它没有开始或结束锚点。

该标记类型被添加到了活动波形上。

该标记的数据来源有：

l 标签文本：显示标记中显示的文本。
l 开始电平：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振幅。

6.7.7 倾斜光标标记
该标记与倾斜标记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放置方法。要放置倾斜光标标记，
请使用倾斜光标。倾斜光标标记将被放置于活动倾斜光标的位置上。

说明 添加倾斜光标标记后，倾斜光标将被标记掩盖。您可以正常移动倾斜光标使其
再次可见。

倾斜光标标记被添加到了活动波形上。放置后将不可再移动标记。

该标记的数据来源有：

l 标签文本：显示标记中显示的文本。
l 开始电平：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振幅。开始锚点即活动光标位置的锚

点。
l 开始时间：波形上的标记开始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

时间。开始锚点即活动光标位置的锚点。
l 结束电平：波形上的标记结束锚点的振幅。
l 结束时间：波形上的标记结束锚点的时间。该时间是记录开始时间的相对

时间。
l DeltaX：标记开始和结束时间之差。
l DeltaY：标记开始和结束振幅之差。
l 倾斜：标记开始和结束锚点之间的倾斜。

6.7.8 自由浮动标记
自由浮动标记只是一个可以放在显示上的标签，而且不管数据显示的时间或振
幅有什么变化，其位置都保持不变。添加后，该标记将位于活动视图的左上角
位置。然后您可以将其移动到显示中的任何位置。

该标记被添加到了显示页面上。

该标记只有一个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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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标签文本：显示标记中显示的文本。

6.7.9 标记属性
要查看标记属性选项菜单，请右击标记并选择<名称>的属性。您也可以选中一
个标记使其高亮显示，然后单击活动 ► 标记 ► <名称>的属性。

图 6.52: “标记属性”对话框

A 进阶展开
B 锚点；类型、大小和样式
C 隐藏标签
D 标记名称
E 自动化
F 插入数据来源
G 标签文本
H 标记类型

A 进阶展开 展开或收起属性对话框。
B 锚点 选择类型或形状、大小及各种样式。

l 锚点大小 从列表中选择合适的锚点大小。
l 锚点样式 从列表中选择合适的样式。这对小型锚点可能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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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隐藏标签 隐藏标签。如果是波形标记，该操作也将隐藏指向标签的指示
线。

D 标记名称 更改标记的名称。更改标记名称也将改变根据标记创建的数据
来源路径。请注意，不允许存在重复名称，如果有，将自动替换为唯一的
名称。

E 自动化 根据标记类型可以使用下面的一个或多个条目。有关自动标记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手册中的"自动标记" 197 页。

F 插入数据来源 单击可在标签文本中插入数据来源。详细信息见 "插入并格
式化数据来源" 50 页。

G 标签文本 将在标记标签中显示的文本。请注意，此文本中可能含有由大
括号表示的占位符。

H 标记类型 表示标记的类型。也表示添加标记的页面或波形。

6.7.10 自动标记
您可以自动化标记的放置。要自动化标记的放置，您需要将一个或多个标记的
锚点坐标连接到数据来源。要实现自动化，请选中要实现自动化的坐标前的复
选框。然后使用数据来源导航按钮将坐标绑定到合适的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可
以是任何可用的数值型数据来源。

图 6.53: 带锚点复选框的自动标记（详图）

如果只有标记位置 (X) 被设置为自动，则相应的振幅（若有）由所连接的或活
动波形在结果位置的电平决定。

可用标签右上角的小矩形识别自动显示标记。该矩形不会在报告中打印出来。

自动放置的标记被手动移动过后，标记将不再是自动的，而是位于固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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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4: 选择数据源

例如：

要设置自动标记，我们需要先做一些准备。在本示例中，我们将设置通道 A1 的
“ 大值”位置标记。

1 我们需要先在公式表单选项中建立公式。单击“公式”表单选项卡，然后在一
行空白单元格中输入以下内容：
名称：“ ChA1_Max”
公式：“ @MaxPos(Active.Group1.Recorder_A.Ch_A1)”
 
这将显示您添加了标签的所有数据通道的通道 1 的 大值。
 

2 在活动表单显示中，请确保通道 1 中有可用的数据，然后选择一个您要放
置标记的有数据的活动通道。

3 将光标置于任何位置，右击并添加波形标记。
4 有了波形标记之后，请将其选中并右击以进行编辑。单击<名称>的属性，

然后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单击更多。
5 转到自动化，然后选中锚点 1 (x) 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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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后单击导航按钮

图 6.55: 活动表单/标记属性对话框/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从左到右）

将打开另一个对话框“选择数据来源”。
 

7 双击或单击公式旁边的 + 号并从列表中选择 近编写的公式 ChA1_Max，
双击或按确定然后再按确定（位于标记 <名称> 属性对话框中）。
 
光标将移动到与公式表单中所选公式相对应的正确位置。现在 大振幅值
应该与标记锚点值相等。

保存显示标记

添加到显示中的标记在保存时也会保存到虚拟工作台和试验中。

打开虚拟工作台后，即使还没有显示任何数据，也会显示所有手动放置的标记。
打开虚拟工作台后，会出现两个选项：

1 打开之前的记录。将显示数据且不影响显示标记。载入数据后，还会显示
所有当前可测量的自动标记。请注意，应以与保存数据相同的方式打开数
据，因此要使用“载入为活动”或“载入使用的文件名”来载入数据。

2 创建新记录。手动放置的标记将消失，自动标记将于其自动坐标可测量时
显示。

打开包含显示标记的试验时将显示所有数据和显示标记（手动和自动），这些标
记都是保存试验时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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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如果开始新记录，手动添加的标记将被从显示中移除。自动标记将
在其位置确定后临时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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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外部时钟支持
当您在设置表单中选择外部时基时，用于驱动模数转换器的时钟是系统内的外
时钟输入 BNC 上的时钟信号。当您选择这种模式时，两个连续采样间的间隔可
能不相等。这全取决于提供的时钟信号的精确度。详细信息，请参阅硬件随附
的用户手册。

说明 外部时钟是系统范围内的设置。如果使用多个主机，所有连接的主机都会被设
置为外部时钟模式。

说明 外部时钟是数据采集系统的高级应用；因此，必须显示高级设置表单设置。

您可在设置表单中设置外部时钟单位、比例、移位、上止点和延迟。关于外部
时钟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设置表单手册。

外部时钟 常用于对循环设备进行测量的应用。其他可能只是将时钟用作移动
指示器。

显示中的外部时钟
默认情况下，显示中将以秒为单位显示信号。X 注解将根据时间习惯用法进行
调整，HH:MM:SS.dddd，其中 HH 指小时，MM 是分钟，SS 为秒，dddd 则是
分秒。对于小时间值来说，小时和分钟会自动留空。对于外部时钟来说，这可
能并不是想要的格式。因此您可以将其设置为另一种显示模式。

设置外部时钟支持模式的显示：

1 右击显示区域调出快捷菜单。
2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设置...
3 在“显示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注解和栅格页面。
4 在 X 注解部分中选择位置选项作为调整单位（请参阅图“显示的属性表单”）。
5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l 线性
l 旋转，每周期 360 度
l 旋转，每周期 720 度

6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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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6: 外部时钟设置

默认情况下，现在显示中的 X 注解即以外部时钟为单位。同时显示状态栏的时
钟符号也将以外部时钟为单位。

图 6.57: 以外部时钟为单位的 X 注解和状态栏（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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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选项
选择外部时钟后，显示中的外部时间是以记录的起始时间为基准的相对值。绝
对本地和绝对 UTC 等其他选项将不可用。

可用的选择有：

l 线性
l 旋转，每周期 360 度
l 旋转，每周期 720 度

线性
如果选择了线性选项，则开始记录后，X 注解将显示为外部时钟单位数。较大
或较小的单位将使用工程前 。例如，如果外部时钟单位为“时钟”，则每分度时
间可能为 100.0m 时钟/分度或 10k 时钟/分度。X 注解的缩放比例可为 1、2、5
的 10 倍。

旋转，每周期 360 度
选择旋转，每周期 360 度选项后，X 注解将显示为周数和每周的度数。作为分
隔符，冒号 “:” 用于分隔周期内的周和度。例如，10:013 是距离记录起点 10
周 13 度的外部时钟位置。周中不包含工程前 。对于 < 1 度的值，X 注解的缩
放比例可为 1、2、5 的 10 倍，对于 > 1 且 < 360 的值可为 1、2、5、10、30、
60、180。更大的值可再次为 1、2、5 的范围。

旋转，每周期 720 度
选择旋转，每周期 720 度选项后，X 注解将显示为周数和每周的度数。现在每
周期为 720 度。X 注解的缩放比例将包括 36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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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单对象
7.1 简介

工作区域的主要部分就是表单。许多表单都有固定的用户界面。活动表单和用
户表单没有固定的用户界面。其布局和内容都是可随意配置的。您可以将表单
分成一个到四个区域，各个区域都可以放置一个对象。

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组成活动（或用户表单）的各种对象。有关表单的常规
应用的信息，请查看"使用表单" 59 页和以下内容。

目前情况下，表单上可以放置以下对象：

l 波形显示
l 频谱显示（可选）
l XY 显示
l 仪表阵列
l 用户表格
l 图像
l 视频 （可选）

7.1.1 添加和删除对象 
您可以轻松地将对象添加到表单上。 但是如果表单‘满了’，您就无法添加新对象
了，也不能替换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先删除一个对象，然后才能添加
新对象。

对象放置的位置是您刚点击过的区域或 后的可用区域。

图 7.1: 添加对象快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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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对象：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为表单添加对象：

l 在菜单中选择 [动态菜单] ► 添加 ►。单击子菜单中的对象。
l 在工具栏中选择一个对象图标（如果有）。
l 在表单区域右击调出上下文菜单。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添加 ►。单击子菜单

中的对象。

删除对象：

1 选择您要删除的对象。
2 右击对象调出上下文菜单。
3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删除[对象名称]。
4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如要将对象移至回收站：

说明 活动/用户表单上有多个对象时才能使用回收站选项。

1 选择您要删除的表单对象（如用户表格）分隔符。

图 7.2: 分隔符

A 分隔符

2 将分隔符移至表单左边界或右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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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收站符号出现时释放分隔符。

图 7.3: 回收站

A 回收站

4 显示回收站符号的表单对象将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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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波形显示
波形显示在“数据可视化”115 页一章和以下页面中有详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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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仪表
在 Perception 中，您可能要将仪表添加到表单中。仪表可以是数值仪表，也可
以是 analog / VU 或混合式仪表。通常多个仪表会组成一个阵列。仪表阵列有许
多属性，这些属性与波形显示相似，例如有标题栏和页面控制。

图 7.4: 具有数字显示仪表的仪表阵列示例

A 显示/隐藏标题栏

B 对象标题栏
C 页面控制
D 参数选择
E 仪表属性
F 显示值的单位
G 值
H 仪表标题栏

A 显示/隐藏标题栏 您可以通过点击显示/隐藏标题栏图标（即标题栏上部的
小箭头）即时显示/隐藏仪表标题栏。您也可以通过双击标题栏上的任意
位置来切换标题栏的显示属性。

B 标题栏 您可以通过对象的属性设置标题栏上显示的对象名称。
C 页面控制 这是用于页面浏览的标准页面控制。
D 参数选择 使用该选项迅速选择可用的参数。
E 仪表属性 该按钮可以调出仪表属性对话框。
F 单位 显示所显示值的技术单位。
G 值 所选参数的值。
H 仪表标题栏 可显示数据和数据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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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仪表种类
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标准仪表类型。大部分仪表都有不同的尺寸，可以根据可用
空间选择 合适的尺寸。实际使用的尺寸是根据阵列的可用空间自动确定的。

图 7.5: 各种仪表

7.3.2 仪表的数据来源
各个仪表都可以连接到数据来源。 仪表的数据来源可以是数据采集系统提供的
实时参数，也可以是 Perception 环境提供的数据来源。总的来说：

仪表的数据来源可以是以下之一：

l 从已连接的采集硬件获得的实时参数。
l 各种系统变量（或常量）。

在以上各种参数中，当前采集的 高值和 低值也会被计算出来。

实时参数
根据所连接的采集硬件的类型，您可以得到一系列实时参数。基本参数集包括：

l 大值
l 小值
l 平均值
l 峰间值
l 均方根 (RMS)
l 标准偏差

您可以通过数据来源导航使用这些值（如果可用）。实时参数是以实际通道数据
的子集的方式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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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仪表的数据来源

系统变量
几乎所有系统变量都可用作仪表的数据来源。这些变量可以是典型的字符型变
量或数值。它们存在于从“用户名称”到“通风机转速”的所有区域。

7.3.3 在表单中添加仪表
为表单添加仪表（或多个仪表）有许多方式。 相关信息还可以查看"添加和删除
对象" 204 页。

通常有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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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数据来源拖到表单上的空白区域。该操作将立即创建一个仪表阵列。
2 添加占位符到表单。将产生一个仍可填入的仪表阵列空占位符。

使用拖放方式添加仪表：

1 确保数据来源导航可见。
2 在数据来源导航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参数/值并将其拖到空白表单或表单区域

中。然后自动创建的新仪表就会充满整个表单（区域）并显示所选参数/值。
选择时，您可以：
l 选择单独的参数/值
l 选择通道的所有参数/值：拖动通道的同时按住 Shift 键。这将创建一个

包含所选通道所有实时参数的阵列。
l 选择通道的所有参数/值：拖动记录仪的同时按住 Shift 键。这将创建一

个包含所选记录仪所有实时参数的多页阵列。

使用占位符添加仪表：

1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在表单中添加仪表占位符：
l 在菜单栏选择[动态菜单] ► 添加至表单 ► 仪表。
l 在工具栏中单击添加仪表按钮 （可见时）。
l 在表单区域中调出上下文菜单。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新仪表...

2 确保数据来源导航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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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数据来源导航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参数/值并将其拖到仪表占位符上。然后
将自动建立新仪表。选择时，您可以：
l 选择单独的参数/值
l 选择通道的所有参数/值：拖动通道的同时按住 Shift 键。这将创建一个

包含所选通道所有实时参数的阵列。
l 选择记录仪的所有参数/值：拖动记录仪的同时按住 Shift 键。这将创建

一个包含所选记录仪所有实时参数的多页阵列。

替换仪表
您可以用另一个仪表替换一个或多个仪表。

替换仪表： 

1 选择您要替换的仪表。
2 右击选择的仪表以调出上下文菜单。
3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替换仪表...
4 在弹出的“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中选择新数据来源。
5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7.3.4 修改仪表阵列的布局
就像您可以把表单分成几个区域一样，您也可以把仪表阵列分成几个区域。

修改仪表阵列的布局：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将仪表阵列分割为两个或多个区域：

l 右击仪表阵列。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指向分割 ►，然后在子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选择布局后，就会出现分割线将表单分割为数个区域。这些分割线是可以自由
移动的。把鼠标悬停在分割线上方时，鼠标指针会变成带箭头的指针。箭头的
方向表示分割线可以移动的方向。点中并沿所需方向拖动分割线。

分别有以下光标类型：

出现该形状的光标时，您可以移动分割线在水平方向上分割阵列区域。

出现该形状的光标时，您可以移动分割线在垂直方向上分割阵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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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分割线图标：水平和垂直分割线相交区域附近会出现此图标。这时您
可以自由地同时移动两条分割线。

7.3.5 插入、删除和移动各仪表
在仪表阵列中，您可以插入、删除或移动（重新排列）各仪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仪表：

在许多操作中，您必须按如下步骤选择一个或多个仪表：

l 要选择一个仪表：单击仪表。
l 要选择连续的仪表，请单击第一个仪表，按住 SHIFT，然后单击 后一个

仪表。
l 要选择不连续的仪表，请按住 CTRL，然后单击各个仪表。
l 取消选择仪表：按 Esc 键。

插入仪表：

您可以按如下所述拖放数据来源以在既有的阵列中插入仪表：

1 按前面的说明选择所需的数据来源。
2 将其拖到仪表阵列中。您将在仪表之间看到一条红线，该线表示插入点。
3 将该插入点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4 松开鼠标。

删除仪表：

1 选择您要删除的仪表。
2 右击阵列调出上下文菜单。
3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仪表。
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重新排列仪表：

您可以更改仪表的显示顺序。

若要更改顺序，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选择您要移动的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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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其拖到新位置。拖动时，鼠标指针会变成透明仪表的形状。您将在仪表
之间看到一条红线，该线表示插入点。

3 将该插入点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4 松开鼠标。

7.3.6 仪表属性
仪表上下文菜单中的属性...命令是设置许多仪表属性的常用选项。

这些设置和属性是按组划分的，这样可以方便您查找并保持用户界面的清晰。
主要有以下分组：

l 一般信息：全局仪表设置和仪表选择
l 值：值相关的设置，包括警报电平
l 样式与颜色：图像和字体颜色
l 自动设置：定义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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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仪表属性对话框中的一般信息页面中有各种与阵列的全局外观相关的设置。

图 7.7: 仪表属性对话框 - 一般信息

A 仪表阵列的名称
B 页面选择
C 显示/隐藏通道名称

D 仪表阵列布局
E 上一个仪表类型
F 所选择的仪表类型
G 下一个仪表类型
H 仪表更新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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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仪表精确度
J 页面名称

A 仪表阵列名称 各仪表都可以有一个描述性的名称。名称中 大可包含 100
个字符。您可以在此对其进行修改。

B 页面选择 使用页面选择滚动条在多页阵列中查看可用的页面。所选页面的
名称显示在页面名称文本框 J 中。

C 显示/隐藏通道名称 各仪表的标题栏中显示有数据来源/参数的名称。默认
情况下，通道名称也会显示。取消选择此选项可以隐藏通道名称。

D 仪表阵列布局 您可以修改仪表阵列的布局以空出更多的空间。默认情况下
所有选项都被选定。

您可以：

l 取消选择显示仪表标题栏以在水平方向空出更多的空间。
l 取消选择显示页面选择器以在垂直方向空出更多的空间。

技巧

您可以通过点击显示/隐藏标题栏图标（即标题栏上部的小箭头）即时显示或隐
藏仪表阵列标题栏。您也可以通过双击标题栏上的任意位置来切换标题栏的显
示属性。

E-G 选择/预览仪表类型 使用左右侧的按钮滚动浏览可用的仪表类型。预览
中显示了所选仪表类型的示例。该预览也可以提供关于您在属性对话框
中的各页面中做出的特定选择的信息。

H 更新速率 连接到数据采集系统时，仪表可以提供实时信息。您可以在此
设置更新速率。仪表的更新速率可以设置为每秒 1 到 10 次。

I 精确度 您可以在数字区域中设置仪表的显示精确度。所显示的小数位可
为 0 到 9。

J 页面名称 所选页面的名称显示在页面名称文本框中。名称中 大可包
含 100 个字符。您可以在此对其进行修改。

值
仪表阵列中的各个仪表都可以单独进行有关警报电平、颜色和数据来源的属性
设置。仪表属性对话框中的“值”页面可让您修改这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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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仪表属性对话框 - 值

A 页面选择
B 仪表选择
C 启用警报电平
D 字体颜色和电平设置
E 复制设置选择
F 仪表预览
G 附加仪表设置
H 背景颜色设置
I 数据来源选择
J 页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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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页面选择 使用页面选择滚动条在多页阵列中查看可用的页面。所选页面
的名称显示在页面名称文本框 J 中。

B 仪表选择 使用仪表选择滚动条在多仪表阵列中查看可用的仪表。所选仪
表的数据来源显示在数据来源选择输入字段 I 中。

C 启用电平 您可以设置仪表读数的标准字体颜色和背景颜色。此外，您还
可以设置超过特定电平时使用的颜色，例如定义警报条件的电平。
启用电平交叉时的颜色更改：

l 选择启用电平选项
D，H 字体颜色和电平设置 您可以在此定义字体颜色和电平设置。这些设置是

与仪表读数的背景设置相联系的。
设置电平交叉指示：

l 选择启用电平。然后您就可以设置高、低电平及相应颜色了。
l 设置高电平值以及相应字体和背景颜色。当信号等于或大于设置值

时，高电平颜色就会代替正常的电平显示颜色。
l 设置低电平值以及相应字体和背景颜色。当信号等于或小于设置值

时，低电平颜色就会代替正常的电平显示颜色。

关于更改颜色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修改颜色" 49 页。

请使用仪表预览 F 验证各种设置的效果。如果您对该结果满意，您还可
以将该设置复制到其他仪表中。

E 复制设置 使用此选项将设置复制到其他仪表。
复制设置：

1 使用下拉菜单并选择。常见的选项包括：
l 选择的仪表
l 选择的页面
l 所有页面

2 单击立即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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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数据来源选择 各仪表都与数据来源相连。您可以在此修改所选择的数据
来源。
修改仪表的数据来源：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修改仪表的数据来源：

l 如果您知道来源的实际路径，可以直接将其输入到来源选择文本框
中，或修改框中的内容。

l 浏览数据来源：
1 单击来源选择文本框右侧的数据来源按钮 。
2 在弹出的“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中选择新数据来源。

3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已对数据来源进行了筛选，因此只显示特定情况
下可用的数据来源列表。

G 设置 您可以使用该命令进行与指定仪表相关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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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仪表特定设置：LED 指示灯

LED（开/关）指示灯的仪表特定设置包括电平设置和各电平的颜色选择。

样式与颜色
仪表属性对话框中的“样式与颜色”页面定义了仪表中使用的标签的字体和背景颜
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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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仪表属性对话框 - 样式与颜色

A 字体和背景颜色
B 字体系统和样式
C 过量程指示
D 预览

A 字体和背景颜色 使用字体和背景颜色控件选择一种颜色。
设置字体或背景颜色：

l 要设置字体或背景颜色，请单击相应的颜色下拉框。
关于更改颜色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修改颜色"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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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字体系统和样式 您可以设置仪表标签中使用的字体属性。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设置字体属性：

l 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您要使用的字体。列表中的字体全部都是 TrueType
字体。

l 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您要使用的样式。
C 过量程 您可以使用过量程选项设置过量程的指示颜色。如果信号在显示量

程之外，则信号为过量程信号。
D 预览 使用仪表预览来验证各种设置的效果。

自动设置
仪表的自动设置功能定义了仪表在空白仪表占位符上的排列方式。当您将多个
数据来源来拖到空白仪表占位符上时，该功能更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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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仪表属性对话框 - 自动设置

A 仪表数量
B 仪表类型
C 排序选择
D 预览

A 仪表数量 您可以设置每页的 大仪表数。如果所需的仪表超过该数量限
制，则将创建一个或多个新页面。

B 仪表类型 定义默认仪表类型：在下拉列表中单击一个仪表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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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排序选择 设置仪表阵列的首选填充顺序。
设置排列顺序：

1 选择使用排序。
2 选择其中一个排序方式选项。

D 预览 显示当前所选的仪表类型和外观。

7.3.7 仪表的其他特性和功能
这一部分描述了前面未说明的各种仪表选项。

仪表和剪贴板
您可以通过一些命令来使用 Windows 剪贴板传输仪表。这些命令有标准的剪切
仪表、复制仪表和粘贴仪表命令，另外还有这些操作的标准快捷键。

传输仪表：

请按以下步骤传输一个或多个仪表：

1 选择一个或多个仪表。
2 右击仪表区域调出上下文菜单。
3 在上下文菜单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复制仪表可以将仪表复制到剪贴板上。
l 单击剪切仪表可将仪表传输到剪贴板并从仪表阵列中删除。

4 导航到目标（可能还要设置插入位置）。目标可以是同一页面上的另一个位
置或新（空白）页面上的位置。

5 右击仪表区域打开上下文菜单，然后单击粘贴仪表。

页面命令
您可以通过页面命令添加和删除页面。您也可以重命名并清除页面以及制作页
面的备份以用于其他程序。

使用页面命令：

l 在仪表阵列上下文菜单中指向页面 ► 
然后会弹出页面子菜单。

l 您可以从状态栏或标题栏上下文菜单中直接打开此子菜单。

您可以在当前活动仪表阵列中添加页面。该页面默认为 后的页面。

添加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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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单击新页面

您可以在当前活动仪表阵列的指定位置上添加页面。

插入新页面：

1 转到特定的页面。
2 在上下文菜单中指向插入页面 ►
3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单击在选择的页面之前或在选择的页面之后。

您可以使用上下文菜单命令或键盘快捷键迅速地从仪表阵列中删除一个页面。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删除页面：

l 按键盘上的 Alt+Del 或 Alt+Delete 键。
l 在页面子菜单中选择删除页面。
l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您可以重命名页面。

重命名页面：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按键盘上的 Alt+F2 组合键
l 在页面子菜单中选择重命名页面

2 在弹出的“页面名称”对话框中输入新名称。
3 单击确定接受。

您可以将页面以位图文件的格式复制到剪贴板中。然后使用“粘贴”（特殊）命令
将图像粘贴到其他程序中。您可以通过上下文菜单或键盘快捷键使用该命令。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将页面复制为图片：

l 按键盘上的 Ctrl+Alt+C 组合键。
l 在页面子菜单中选择复制页面。

单击页面属性...打开“仪表属性”对话框中的“一般信息”页面。

您可以在打印机上打印显示中可见页面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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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仪表页面： 

1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打印 <仪表名称>...
2 在弹出的打印对话框中设置您的首选项并单击打印。

清除仪表页面：

1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清除页面。
2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使用页面控制
页面控制的主要功能是翻阅可用的页面。此外，您可以通过页面控制直接修改
页面名称。

要翻阅页面，请单击下一页按钮和上一页按钮。此外，您也可以使用以下加速
键：

l Ctrl+Page Up 可以转到上一页
l Ctrl+Page Down 可以转到下一页
l Ctrl+1 ...9 直接转到相应编号的页面
l Ctrl+Home 转到第一页
l Ctrl+End 转到 后一页

图 7.12: 页面控制功能

A 默认视图
B 重命名页面
C 列表视图
D 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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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下一页

在页面控制文本字段中您可以：

 单击：下拉列表中会显示所有可用页面。当前活动页面上有标记。在列表
中单击页面名称可以直接跳转到该页。请注意，在默认情况下，命名编号
将按顺序递增，而不管前面是否有页面被删除。该编号非检索编号

 双击：双击文本字段会使页面名称加亮显示。现在即可修改该名称了。按
Enter 接受新名称或按 Escape 取消。

 右击：可弹出一个上下文菜单。详细信息，请参阅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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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图像
您可以在表单上放置并调整图像、公司标志等。

关于怎样放置图像对象的信息，请查看"添加和删除对象" 204 页。图像占位符
将会显示。

要载入图像或修改图像属性，您必须使用“图像属性”对话框。

打开“图像属性”对话框：

l 右击图像对象区域。
l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属性...

图 7.13: 图像属性对话框

A 图像来源
B 图像对象名称
C 背景颜色
D 根据区域大小调节图像
E 链接图像

A 图像来源 当前可支持位图图像：gif、jpg 和 bmp。不支持透明图像。
载入图像：

1 在“图像属性”对话框中单击浏览...
2 在“选择图片”对话框中选择您要使用的文件并单击打开。
3 根据需要设置属性对话框，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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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像对象名称 图像数量增多后，您可以为图像对象命名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以便参考。

C 背景 定义图像未完全覆盖的表单区域的背景颜色。
D 调节大小 将图像对象放置到表单（区域）中。您可以根据可用的空间调整

图像大小。 
调节大小的选项有：

l 不调节大小 图像以原始分辨率/大小放置。图像的左上角与表单（区
域）的左上角对齐。

l 根据框架调节图像大小 使图像完全填满表单（区域），可能更改图像
内容比例。如果图像内容和区域的比例不同，图像内容部分可能会被
拉伸。

l 图像居中 图像内容位于区域中央。维持图像的原有比例和大小。
l 按比例调节图像大小 根据框架重新调节图像大小，但是保持内容的比

例。如果图像和区域的比例不同，可能会导致产生空白空间。

图 7.14: 图像调节示例

1 不调节大小
2 图像居中
3 根据框架调节图像大小
4 按比例调节图像大小

Perception

I3024-4.0 cn 229



E 链接图像 使用此选项链接图像。如果您要将图像嵌入到虚拟工作台中，
请不要选择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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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用户表格
用户表格是另一种信息呈现方式。用户表格是一种用户配置的表格，可以表格
的方式显示所有非波形的数据来源。非波形数据来源示例有：

l （中间）调整结果
l 文本
l 系统常量和变量
l 用户变量

除了显示数据外，您还可以把用户表格放到 Perception 报告中，复制到剪贴板
或将内容及相关选项发送到 Microsoft® Word 和 Microsoft® Excel 中。

图 7.15: 格式化的用户表格示例

A 显示/隐藏标题栏

B 标题栏
C 行标题
D 栅格
E 单元格

A 显示/隐藏标题栏 您可以通过点击显示/隐藏标题栏图标（即标题栏上部的
小箭头）即时显示/隐藏用户表格标题栏。您也可以通过双击标题栏上的任
意位置来切换标题栏的显示属性。

B 标题栏 您可以通过用户表格属性来设置标题栏中显示的名称。
C 行标题 行标题可以是以下三种模式之一：带数值、无数值或关闭。您可以

在用户表格属性中设置这些模式。
D 栅格 用户表格的工作区域
E 单元格 显示实际值，或在编辑模式下显示占位符。

您可在活动表单或用户表单中添加用户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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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创建用户表格
关于添加用户表格的信息，请参阅"添加和删除对象" 204 页。这将在表单中添
加空白默认用户表格。

图 7.16: 空白默认用户表格

另一个添加用户表格的方法是，在按住 SHIFT + ALT 的同时，从数据来源导航
中将数据来源拖到表单的空白区域。如果使用这种方式，则将以（用户表格属
性中）预定义好的行和列创建用户表格，并用所选择的数据来源填充表格。

7.5.2 将数据插入用户表格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将数据插入到表格的单元格中：

l 直接在单元格中键入。
l 从数据来源导航中拖放数据。
l 使用用户表格的快捷菜单打开插入数据来源对话框。

键入单元格
您可以将随机文本以及数据来源占位符直接输入到单元格中。具体请按以下步
骤进行：

1 单击您要使用的单元格。
行标题中会显示一个较小的铅笔标志，表示您正在使用编辑模式：

2 键入文本或占位符。例如，占位符
“{System.UTCTime!Value,#.###k}” 可以显示 UTC 时间（非编辑模式下）。

3 完成后按 Tab、Enter 或使用鼠标激活其他单元格。
说明 这将删除单元格中已有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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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来源导航
您可以直接从数据来源导航中将一个或多个数据来源拖放到单元格或行标题中。

从数据来源导航中添加一个数据来源：

1 在数据来源导航中选择您要插入的条目。
2 将该条目拖到单元格中并释放鼠标。将弹出以下对话框：

3 选择所选数据来源的属性。如果您选择了多个属性，您还可以定义这些属
性的分布。关于分布的更多信息将在本章后面的部分中介绍。

4 做出选择后请单击插入或取消以取消此操作。

插入多个数据来源
您只需一个拖放操作即可在用户表格中插入多个数据来源。具体操作为：

1 在数据来源导航中选择您要插入的条目。
2 将这些条目拖到您要使用的单元格区域的左上角并释放鼠标。
3 后面的操作与单个数据来源时的情况相同。

属性和单元格分布
每个数据来源有三种属性：名称、值和单位。并不是每个属性中都包含有意义
的数据，具体取决于数据来源。如果在拖放模式下使用多个属性，可能在表格
中产生多种分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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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示例，我们来看一个光标的 X 位置。如果您要将此条目放到第二行第二列
的单元格中。

图 7.17: 用户表格 – 属性和单元格分布（详图）1

选择所有三种属性和每个单元格中的各项属性，从 左侧的列开始选项。结果
将是：

图 7.18: 用户表格 – 属性和单元格分布（详图）2

如果您选择每个单元格中的各项属性，从当前列开始选项，结果将是：

图 7.19: 用户表格 – 属性和单元格分布（详图）3

如果您选择在一个单元格中选择的属性，在当前列中选项，结果将是：

图 7.20: 用户表格 – 属性和单元格分布（详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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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条目拖放到行标题上
除了将条目拖放到单元格中，您还可以将其拖放到行标题上。在这种情况下，
其分布是自动的。数据来源的名称属性将插入第一列中，值属性在第二列中，
单位属性在第三列中。如果表格的列数超过三列，后面的将保留空白。如果表
格只有两列，将只插入名称和值属性。如果只有一列，则只有值属性会被插入。

如果在行标题上拖放多个条目，则将以此行为首行，其他条目都将插入下面的
行中。

使用拖放操作覆盖当前数据
如果您将数据来源拖到一个空白单元格中，则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做出选择后请单击插入或取消以取消此拖放操作。

使用插入数据来源对话框
在单元格中插入数据来源的第三种方法是使用快捷菜单。这样您还可以直接设
置各种（字符串）格式选项。具体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右击您要使用的单元格。将弹出快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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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插入数据来源。
然后将弹出“插入数据来源”对话框。

3 选择并设置您要插入的数据来源，完成后单击确定或单击取消以取消插入。
关于插入数据来源对话框的详细说明，请参阅"插入并格式化数据来源"
50 页。

7.5.3 编辑用户表格中的数据
如果要调整所插入的数据或更改数据来源的属性，则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之一：

l 直接在单元格中键入。
l 使用数据来源属性对话框。

键入单元格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编辑单元格中的文本：

1 直接在单元格中键入。
这将删除单元格中已有的文本。

2 激活单元格并单击即可进入编辑模式。编辑文本或占位符。
行标题中会显示一个较小铅笔标志，表示您正在使用编辑模式。

使用数据来源属性对话框
您可以使用快捷菜单调出数据来源属性对话框来编辑单元格中的数据来源。具
体操作为：

1 右击单元格或转到编辑模式并右击需要编辑的数据来源占位符。
2 选择数据来源属性。

3 根据需要进行修改之后，单击确定以接受更改或取消以放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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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用户表格的布局
新用户表格有三列十行。您可以使用快捷菜单轻松添加、移除或清除行和列。

添加行
请按以下步骤添加行：

1 选择要插入的新行上面或下面行的单元格。
您也可以选择多行中的多个单元格。

2 右击单元格调出快捷菜单。
3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如果您要在所选单元格的上面添加行，则选择添加 - 在上面添加行。
如果您要在所选单元格的下面添加行，则选择添加 - 在下面添加行。

添加列
请按以下步骤添加列：

1 选择要添加列位置左侧或右侧列中的单元格。
您也可以选择多列中的多个单元格。

2 右击单元格调出快捷菜单。
3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如果您要在所选单元格的左侧添加列，则选择添加 - 在左侧添加列。
如果您要在所选单元格的右侧添加列，则选择添加 - 在右侧添加列。

删除行
删除行即移除（非清空）所选单元格所在的行。请按以下步骤删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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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中要删除行的单元格。
2 右击选中的单元格中的一个，调出快捷菜单。
3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选择删除 – 行可删除所选单元格所在的行。

删除列
删除列即移除选单元格所在的列。请按以下步骤删除列：

1 选中要删除列的单元格。
2 右击选中的单元格中的一个，调出快捷菜单。
3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选择删除 – 行可删除所选单元格所在的行。

删除表格
请使用快捷菜单删除整个表格：

1 右击用户表格对象中的随意位置，调出快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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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选择删除 – 表格可删除表格。
3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是以删除用户表格或否以中止此操作。

清除单元格
清除单元格指移除单元格中的文本，而不是单元格。请按以下步骤清除单元格：

1 选择需要清除的单元格。
2 右击所选单元格调出快捷菜单。
3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选择清除 – 单元格可清除选中的单元格。
选择清除 – 行可清除选中的单元格所在的行。
选择清除 – 列可清除选中的单元格所在的列。
选择清除 – 表格可清除表格中的所有单元格。

单元格对齐
单元格中的文本默认是左对齐的。您可以调整每个单元格的对齐方式。

1 选择需要调整对齐方式的单元格。
您可以选择多个单元格。

2 右击选中的单元格中的一个，调出快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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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需要的对齐方式。

字体和字体样式
每个单元格都可以单独设置字体和字体样式。其所在行将根据行中 大的字体
进行调整。请按以下步骤调整字体或字体样式：

1 选中需要修改字体和/或字体样式的单元格。
2 右击选中的单元格中的一个，调出快捷菜单。

3 如果您只需要更改样式，则选择所需的样式即可。如果还需要调整字体，
请单击选择字体…

4 然后会弹出 Windows 字体对话框。根据需要设置字体。单击确定以接受新
字体或取消以放弃。

7.5.4 用户表格属性
您可以在用户表格属性中更改：

l 用户表格对象的名称
l 行和列的数量
l 行标题的设置方式
l 如果用户表格被锁定

您可以通过右击用户表格对象的任意位置并单击表格属性打开这些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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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即可显示用户表格的属性对话框。您可在此对话框中进行所需的更改。单
击确定以接受或取消以放弃更改。

图 7.21: 用户表格的属性

完成更改后，您可以将新设置定义为所添加的用户表格的默认设置。要将其设
置为默认设置，请选中设置为新用户表格的默认值选项。

您可以使用锁定表格选项使表格免受不经意的击键、拖放或删除操作的影响。
如果表格被锁定，标题栏上将显示一个锁状标记 。您只能在属性设置中取消
锁定。

7.5.5 用户表格工具栏
用户表格中有一个工具栏。您可以利用此工具栏进行之前提到的大部分操作。
而且此工具栏还提供了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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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转换为 Excel 文档
l 转换为 Word 文档

转换为 Excel 文档
跟光标表格一样，用户只需单击一个按钮即可将用户表格转换为 Excel（2003
或以上）。而且您可以采用三种不同的方式：

1 转换为 Excel 文档：这可将整个表格转换为名为“Perception - <用户表格名
称>”的 Excel 表单，开始位置为单元格 A1。如果 Excel 未启动，则将自动
启动 Excel。如果存在重名表单，则数据会被覆盖。

2 附加到 Excel 文档：数据将附加到名为“Perception - <用户表格名称>”的表
单中的数据后。数据将被附加到列 A 中第一个空单元格。如果 Excel 未打
开，则将自动打开并创建表单。

3 复制到当前单元格：数据将被发送到当前活动表单中，其中光标表格的左
上格位于表单的当前活动单元格。如果 Excel 未启动，则将自动启动
Excel，但不会创建任何表单。

图 7.22: 转换为 Excel 文档

转换为 Word 文档
除了转换为 Excel 文档外，您也可以将用户表格转换为 Word 文档。

选择转换为 Word 文档时，若 Word 已经打开一个文档，则将进行确认。如果
没有打开 Word，则 Word 将启动并创建一个文档。

然后在光标所在位置创建新 (Word) 表格并复制用户表格中的值。如果该位置位
于已存在的表格中，则将在此位置创建新表格。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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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 转换为 Word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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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XY 显示
XY 显示是一个或多个通道的数据作为其他通道数据的函数的显示，与时间函数

（时间域显示）正好相反。
在著名的利萨如曲线（参见图 7.24）中就分别标出了不同频率和相移的信号：

图 7.24: 利萨如曲线

   
 频率比例 相移
A 1:1

B 1:1

C 1:1

D 2:1

E 3:2

F 4:3

可将一个或多个 XY 显示放置到活动表单和用户表单上。每个 XY 显示可以有多
页。显示的每一页又可以有多个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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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XY 显示概念和组件

概念
默认情况下，XY 显示与特定时间域显示链接。XY 显示将应用时间域显示的所
有布局信息。建立链接的时间中，时间域显示的活动波形将会成为 XY 显示中的
X 来源。它也将“遵从”时间域显示设置；时间域中所做的更改将自动反映至
XY 显示。此外还可链接至其他任何时间域显示。当链接至其他时间域显示时，
将会采用新时间域显示中的所有设置。

页面
每页都是显示的一部分，就像书中的每页都是书的一部分一样。每个显示都至
少有一页，但显示也可以有多页。多页用于显示大量拥有相同 X 轴参数的波形。

每次只能显示一页。其他页都在显示页的后面。您可以用页面控制选项轻松地
在各页之间转换。一页可以显示一个或多个波形。

波形
波形即通道数据的基本图形，该数据函数源自 X 来源通道。

视图
除了标准布局外，显示页面还可以细分为各个视图。视图即显示中的显示，用
于以不同的方式显示相同的数据，例如原始波形的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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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XY 显示组件 - 第 1 部分

A XY 显示标题栏

B 波形区域
C Y 注解区域

D X 注解区域

E 控制区域

一页 多可显示 4 个视图。根据设置情况，可以有：

l 主回顾视图
l 缩放：回顾视图的一个细节。
l 交替缩放：回顾视图的另一个细节。
l 实时：实时数据流

Perception

246 I3024-4.0 cn



图 7.26: XY 显示组件 - 第 2 部分

A X-Y 回顾

B X-Y 实时

C X-Y 缩放

D X-Y 交替缩放

各视图都是一个显示。但是，因为视图的性质，这些视图又是互相“联系”的。

XY 显示视图区域的详细内容
显示视图区域中包含大量有用功能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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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7: XY 显示组件 - 第 3 部分

1 Y 注解区域
2 波形区域 = 其余
3 X 注解区域
4 控制区域
A 视图类型
B XY 显示标题栏（包含 XY 显示的名称）
C 光标值
D 波形名称（活动波形）
E Y 范围刻度
F 页面选择器
G 帧光标控制
H 时间帧
I X 范围刻度
J 活动水平光标，位于 X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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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被动水平光标，位于 X 来源
L 被动垂直光标，位于 Y 来源
M 活动垂直光标，位于 Y 来源
N 链接至显示

A 视图类型 您可在此处查看并选择视图的类型。有以下基本类型：
l 回顾
l 缩放
l 交替缩放
l 实时

 根据所选择的基本类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选项。视图被选中时，视图类型
指示器会高亮显示。选中时，该视图即为“活动视图”。

B 波形名称 高亮显示时即表示其波形是“活动”波形。
C 光标值 在此您可以看到以下光标值：

l 活动的光标值
l 两个光标值
l 两个光标值之间的差

 该选择沿用“链接的”时间显示。
D 显示标题栏
E Y 范围刻度 显示的是 Y 注解定标。您可选择调整 Y 范围的方式。
F 页面选择控制 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时间显示的描述。
G 帧光标控制 可以使用此控件在时间域信号上方移动帧光标。帧光标所覆盖的

XY 数据部分将用于绘制波形。
H 时间帧 数据的时间帧用于创建 XY 显示。
I X 范围刻度 显示的是 X 注解定标。您可选择调整 X 范围的方式。
J X 来源上的活动水平光标 此为活动光标，颜色标记为红色。光标将会采用

活动水平时间显示光标时间的 X 来源值。
K X 来源上的被动水平光标 此为非活动光标，颜色标记为蓝色。光标将会采

用被动垂直时间显示光标时间的 X 来源值。
L Y 来源上的被动垂直光标 此为非活动光标，颜色标记为蓝色。光标将会采

用被动垂直时间显示光标时间的非活动 Y 来源值。
M Y 来源上的活动垂直光标 此为活动光标，颜色标记为红色。光标将会采用

活动垂直时间显示光标时间的活动 Y 来源值。
N 链接至显示 当 XY 显示与时间显示相链接时，就会显示此项。将显示时间

显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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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注解区域 
Y 注解区域位于显示的左侧。该区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注解区域。其中
将显示当前页面中的波形。第二部分显示的是活动 Y 波形的上限和下限值。如
果 Y 注解区域允许，将显示所有其他的 Y 波形值。如有空间，也会显示其他
值。

图 7.28: Y 注解区域

1 注解区域 名称和光标信息
2 定标信息 在此您可以看到以下光标值：
A 光标值

l 活动的光标值
l 两个光标值
l 两个光标值之间的差

 该选择沿用“链接的”时间显示。
B 波形名称 活动波形在列表中高亮显示。
C Y 定标 在此可以看到 Y 栅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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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注解区域 
X 注解区域位于显示底部。该区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注解区域。其中将
显示页面中的 X 来源波形。第二部分显示的是 X 来源的上限和下限值。如果 X
注解区域允许，也会显示中间值。

1 注解区域 名称和光标信息
2 定标信息
A X 来源名称 将用作 X 来源的波形。
B 光标值 在此您可以看到以下光标值：

l 活动的光标值
l 两个光标值
l 两个光标值之间的差

 该选择沿用“链接的”时间显示。
C X 定标 在此可以看到 X 栅格值。

控制区域
控制区域是 XY 显示的一部分，其中包含各种控件。

图 7.29: 控制区域

A 页面选择控制 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时间显示的描述。
B 帧光标控制 可以使用此控件在时间域信号上方移动帧光标。帧光标所覆盖

的 XY 数据部分将用于绘制波形。
C 时间帧 数据的时间帧用于创建 XY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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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光标控制
帧光标控制可为 XY 计算启用帧光标自动移动。帧光标指的是显示计算所用数
据的时间区域部分。

图 7.30: 帧光标控制（详图）

A 将帧光标移动到时间域信号的起始位置。
B 自动将帧光标逐步移动至记录的起始位置。
C 将帧光标一步移动至记录的起始位置。
D 停止自动帧光标的移动。
E 将帧光标一步移动至记录的终止位置。
F 自动将帧光标逐步移动至记录的终止位置。
G 将帧光标移动到时间域信号的终止位置。

7.6.2 XY 显示操作

一般信息
本部分描述了各种显示工具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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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的显示
在 Perception 中，XY 显示一般与时间域显示相链接。页面、颜色和波形均从
链接的时间域显示中复制。当此区域中发生更改时，该更改也会被复制到
XY 显示。所以如果在时间域显示中添加波形，此波形同时也会被添加至
XY 显示。

图 7.31: 时间域显示

A 时间域显示的名称。
B XY 显示中的链接指示符，用于显示是否与时间域显示“我的显示”相链接。

当 XY 显示与时间域显示链接时，XY 显示中的链接指示符就会显示所链接的时
间域显示。如果没有链接，此图标就不会显示。

更多信息，请参阅"XY 显示快捷菜单" 266 页一章。

说明 恢复时间显示与 XY 显示的链接后，XY 显示的布局将会更新，用以匹配链接的
显示。如果您将链接更改为其他显示，也会出现该情况。建立链接的时间中，
时间域显示的活动波形将会成为 XY 显示中的 X 来源。

向 XY 显示添加波形或从 XY 显示中移除波形
无法直接添加或移除波形到 XY 显示。您需要在 XY 显示与时间域显示之间设置
链接，然后配置时间域显示。添加到时间域显示的波形也会添加至 XY 显示。
从时间域显示中移除的波形也会从 XY 显示移除。

修改显示布局
可以在 XY 显示中更改 X 来源。可通过“XY 显示属性”对话框（参阅图 7.40）或
拖放完成该操作。

如要通过拖放修改显示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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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 Y 注解区域中想要用作 X 来源的波形。
2 将波形拖至 X 注解区域。
3 放置区域将会突出显示。手形光标将会变为手形放置光标，松开鼠标按键

即可放置 Y 波形。

图 7.32: 包含高亮显示放置区域的 XY 显示（详图）

A 手形放置光标
B 高亮显示的放置区域

颜色和其他布局方式均从链接的时间域显示中复制。

在 XY 显示中缩放和平移
显示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放大图形中的关键区域。XY 显示可让您在 XY 数据
的两个区域中进行方形缩放和自由缩放。其中第二个缩放区域称为交替缩放。
除了要按住 Alt 键，交替缩放区域的所有缩放功能都和正常缩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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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 缩放区域

A X-Y 回顾

B X-Y 缩放

C X-Y 交替缩放

放大：
单击并拖动鼠标。将出现一个半透明边框，表示缩放区域。松开鼠标后，将创
建缩放视图并在其中出现原始视图中的缩放部分。在回顾视图中，缩放区域表
示为一个凸起的半透明边框。在回顾视图中，交替缩放区域表示为一个下沉的
半透明边框。

调整缩放区域：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拖动边框的角或边，从而调整缩放区域：

l 将鼠标悬停在边或角的上方。出现箭头光标 后单击并拖动。

移动缩放区域：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拖动缩放区域至另一个位置：

l 将鼠标悬停在缩放区域上方。出现四个方向的光标 后，单击并拖动缩放
区域。

取消缩放：
l 右击视图。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取消缩放”命令。然后缩放区域就会

消失。

Perception

I3024-4.0 cn 255



回放数据
您可使用 XY 显示中的“回顾”视图回放分析的数据。

您可以通过显示中的控制栏上的帧光标回放控制来使用回放功能。有关回放数
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图 7.30 "帧光标控制（详图）" 页 252。

XY 显示与时间显示之间的交互
当与某显示链接后，时间域显示的整个布局会复制到 XY 显示。

帧光标 
在时间域显示中，此刻将会显示一个帧光标。此帧光标表明波形的哪个区域将
会包含在 XY 帧中。

按下回放按钮后，帧光标会以动态模式为您显示 XY 显示的新区域。也可使用
帧光标查看您感兴趣的位置的 XY 特性。帧光标显示为一个半透明的橙色区域，
其中有两条橙色实线表示帧的起始和终止时间。

您可以在时间域显示中手动移动帧。具体操作为：

1 将鼠标悬停于帧的垂直边上，直到显示双向箭头形光标 。
2 点中帧并将其拖动至所需位置。
3 松开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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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4: 带帧光标的时间域显示

A1 是当前帧的起始时间，显示于 XY 显示。此时间上的数值注解位于 C 处
A2 是当前帧的结束时间，显示于 XY 显示。此时间上的数值注解位于 D 处。
B 显示于 XY 显示中的区域是一片透明的红色区域。
C 是当前帧的起始时间，显示于 XY 显示。
D 是当前帧的结束时间，显示于 XY 显示。

您可以在时间域显示中手动更改帧光标的大小。具体操作为：

1 按下 ALT 键的同时将鼠标悬停于帧的垂直边上，直到出现中间带有两条垂
直线的双向箭头形光标 。

2 点中帧的边界并将其拖动至所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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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松开鼠标。

A 双向箭头形光标

链接
XY 显示可能会被添加至活动表单和所有用户表单中。如果将 XY 显示添加于已
含时间域显示的表单中，该 XY 显示会自动与该时间域显示链接。建立链接的
时间中，时间域显示的活动波形将会成为 XY 显示中的 X 来源。

如果表单中存在多个时间域显示，则活动的时间域显示会自动链接到新的
XY 显示。

要更改链接的时间域显示，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右击一个 XY 显示视图。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指向链接至。在弹出的子菜
单中选择您要链接的目标显示。

l 如果 XY 显示处于活动状态，则转至动态菜单。在动态菜单中指向链接至。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您要链接的目标显示。

l 如果 XY 显示处于不活动状态，则转至动态菜单。在动态菜单中指向
XY 显示，然后指向链接至。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您要链接的目标显示。

如果在您添加 XY 显示之时不存在显示，则将无链接。如果是 后添加时间域
显示，XY 显示不会自动与时间域显示链接。在这些情况下您可以手动设置该链
接。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设置时间域显示与 XY 显示的链接：

l 右击一个 XY 显示视图。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指向链接至。在弹出的子菜
单中选择您要链接的目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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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如果 XY 显示处于活动状态，则转至动态菜单。在动态菜单中指向链接至。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您要链接的目标显示。

l 如果 XY 显示处于不活动状态，则转至动态菜单。在动态菜单中指向
XY 显示，然后指向链接至。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您要链接的目标显示。

7.6.3 光标和基本测量
XY 显示显示的是链接的时间域显示的垂直光标。仅显示位于所需帧中的垂直光
标。

光标显示的是活动 y 波形和 x 来源。垂直光标时间轴中的值用于恢复相应的波
形。这些点用于显示光标在 XY 显示中的位置。

您可使用工具栏、动态表单菜单或 XY 显示快捷方式来显示/隐藏光标。

图 7.35: XY 显示相关动态菜单

A 栅格显示/隐藏
B 光标表格显示/隐藏
C 光标显示/隐藏
D 零线显示/隐藏
E 将视图设置为 Y-t 显示期间 设置帧光标的大小，使其符合链接的显示视图

中的时间。

显示或隐藏光标：

l 在工具栏上单击相应的可见性按钮。
l 当 XY 显示处于活动状态时，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l 单击显示光标图标 。
l 当 XY 显示处于非活动状态时，使用动态表单菜单：

1 指向所需的 XY 显示
2 单击显示光标图标 。

l 使用上下文菜单：
1 右击 XY 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所需的光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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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测量 
垂直光标的值可显示于信息窗口和 Y 注解区域。

此外还有可以显示所有光标值（包括水平光标）的窗口。“光标表格”中显示了活动
XY 显示中的光标值。

您还可以在此窗口中将值复制到剪贴板以及将值发送到 Excel。

要显示或隐藏“光标表格”，请确保有活动的 XY 显示，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光标表格按钮。
l 在选中 XY 显示的同时：按空格键。
l 使用动态表单菜单（选中 XY 显示）时，单击光标表格命令。
l 使用上下文菜单：

1 右击 XY 显示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光标表格”命令。

l 此外，您还可以按以下步骤关闭“光标表格”：
 l 在窗口的标题栏中单击关闭按钮。

l 单击窗口的设置菜单中的关闭命令。

图 7.36: XY 显示的光标表格

A 菜单栏
B 工具栏
C 垂直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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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菜单栏 菜单栏中有一个菜单：设置。设置菜单中包含有关“光标表格”的所
有附加功能。

图 7.37: 光标表格设置菜单

l 活动的波形值 只显示垂直光标和活动波形的值。可用时也会显示水平
光标信息。

l 全部波形值 显示垂直光标和所有波形的值。可用时也会显示水平光标
信息。
值的单位为技术单位。

l 工程记数格式 如果您想以工程记数格式显示值，请选择此选项。这是
科学记数法的一种，其中十的指数必须为三的整数倍。

l 科学记数格式 如果您想以科学记数格式显示值，请选择此选项。该格
式为非常大或非常小的数值的速记法。科学记数法是用一个位于 1 到
10 之间的十进制数和 10 的幂之积表示的。

l X 轴格式 使用此命令设置 X 轴标签的显示格式。
默认情况下，标签将以尽可能短的格式显示；只显示可用信息，前导
零不显示。在格式对话框中您可以设置标签整数部分后使用的小数位
数。

l 静态光标表格 如果您想选择固定编号的水平和垂直光标作为参考，而
不是使用‘左/右’、‘上/下’这种相对命名，请选择此选项。如果您希望某
个光标的值总是位于同一列内，请选择此选项。例如，如果您将一个
光标移动到另一光标的另一边，其值仍在同一列内显示；同一光标的
值总是位于同一列内，与光标的位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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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8: 静态和非静态光标表格

l 复制到剪贴板 您可以将值复制到剪贴板，然后粘贴到其他程序中。您
可以选择只复制水平、垂直或斜光标的值。复制内容包括列标题。

l 复制到 Excel 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将值直接复制到 Microsoft Excel：
l 转换为 该操作将整个表格发送到 Excel 中名为“Perception - 显示

名称”的工作表上。如果 Excel 未启动，则将自动启动 Excel。如
果存在重名表单，则数据会被覆盖。

l 附加到 数据将附加到名为“Perception - 显示名称”的表单中的数据
后。

l 复制到当前单元格 数据将被放到当前活动工作表中。光标表格左
上角的单元格将会位于工作表的当前活动单元格中。

l 关闭 关闭光标表格。
B 工具栏 您可以通过工具栏方便地使用一些常用命令。
C 垂直光标 垂直光标区域中每个波形有数行，而 下面一行用于显示时间信

息。该列包含以下信息：

l 名称 波形的名称。
l 左/光标 1 波形中指定光标位置的 Y 值。光标位置的使用时间显示在时

间行中。红色和蓝色指示器分别指活动（红色）和被动（蓝色）光标。
l 右/光标 2 波形中指定光标位置的 Y 值。光标位置的使用时间显示在时

间行中。红色和蓝色指示器分别指活动（红色）和被动（蓝色）光标。
l Delta 光标值之差。
l 单位 各个波形的技术单位。

有关控制已链接时间显示光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光标和基本测量" 147 页。

7.6.4 XY 显示属性
您可以更改 XY 显示中链接的显示、X 来源、帧大小设置、栅格及定标设置。

还可在此对话框中设置显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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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访问 XY 显示属性：

l 如果 XY 显示是表单中的活动组件，则选择动态表单菜单中的属性。

图 7.39: XY 显示属性

A XY 显示属性

l 如果 XY 显示不是表单中的活动组件，则指向动态表单菜单中的 XY 显示，
然后在子菜单中选择属性。

l 右击 XY 显示中的任何位置，然后选择弹出的快捷菜单中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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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显示设置

图 7.40: XY 显示属性对话框

A 显示名称
B 与 Y 时间域显示链接

C X 轴的来源

D 帧
E 总是方形显示
F 栅格

A 显示名称 在文本框中编辑名称。
B 与 Y 时间域显示链接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与 Y 时间域显示链接。

图 7.41: 与 Y 时间域显示链接

1 高亮显示的域显示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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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X 轴来源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X 轴来源。

图 7.42: X 轴的来源

1 高亮显示的 X 轴的来源

D 帧 选择所需的帧长度设置：样本或秒。

图 7.43: 帧长度

1 高亮显示的帧长度设置

l 编辑帧长度字段中的值。
l 使用重叠字段或单击上/下箭头编辑百分比值。

E 总是方形显示 单击复选框可得到方形的 XY 显示。这可以更加轻松地识别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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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栅格 使用栅格的 X/Y 分度数字段或单击上/下箭头编辑 X/Y 分度数。

图 7.44: 栅格 X/Y 分度数

7.6.5 XY 显示快捷菜单
右击 XY 显示时，会弹出一个快捷菜单。本部分对此菜单中的各快捷键予以了
解释。

图 7.45: XY 显示快捷菜单

● 拉摄 返回上一次缩放。
● 取消缩放 使用该选项移除缩放或交替缩放（如有）。
● 链接至
● 分割 更改显示布局
● 显示栅格 显示/隐藏栅格
● 显示光标表格 显示光标表格
● 定位光标
 1 在 XY 显示中使用鼠标选择所需的点。
 2 按下 CTRL 并用鼠标单击。光标现位于所需的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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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1 在 XY 显示中使用鼠标选择所需的点。
 2 右击并选择定位光标选项。光标现位于所需的点上。
● 显示光标 显示/隐藏光标
● 显示零线 显示/隐藏零线
● 将视图设置为 Y-t 显示期间 设置帧光标的大小，使其符合链接的 XY 显示。
● 删除 从表单中删除所选的 XY 显示。
● 属性 显示 XY 显示属性。

“链接至”子菜单
此子菜单列出了 Perception 中可用的时间域显示的名称。

图 7.46: “链接至”子菜单（详图）

“分割”子菜单
更多信息请参阅“显示操作”部分"在 XY 显示中缩放和平移" 254 页。

7.6.6 动态菜单
Perception 在菜单栏中提供了一个动态菜单。该菜单的名称与 Perception 中的
当前活动表单名称相同。

图 7.47: Perception 菜单栏

A 活动菜单

动态菜单包含的命令取决于表单中的当前活动组件。

XY 显示是活动组件时，将会显示以下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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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单布局相关操作。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表单" 59 页一章。
B 表单中当前活动组件相关操作，此示例中的活动组件是 XY 显示。有关不

同菜单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XY 显示快捷菜单" 266 页章节中描述的快捷
菜单项。

C 表单中其他当前未活动组件相关操作。更多信息，请查看相应组件。
D Perception 工作薄中有关表单的操作。更多信息，请参阅"工作簿" 317 页

一章。

7.6.7 动态工具栏
当表单中的其中一个组件变为互动状态时，将会根据组件在工具栏中显示其他
项。对于 XY 显示，添加了下图的工具栏项：图 7.35 "XY 显示相关动态菜单"
页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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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更多表单
8.1 简介

除了上面讨论过的表单，您还可使用许多其他表单：信息、设置、诊断查看器
和光纤状态。这些表单将根据安装的选项或所连接的硬件提供一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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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信息表单
默认设置下会提供一份两行的标准信息表单。可用“信息”选项将其扩展为可自由
配置的信息工具。更多信息请查看另外提供的文档。

采集完成后，您可以使用信息表单立即添加可在记录文件中永久保存的附加信
息。

图 8.1: 信息表单 - 低配置

8.2.1 默认信息
用户名和公司是默认填写的，无法修改。

8.2.2 备注
备注字段是可编辑的。其内容可为文本或变量。

在备注字段中输入文本：

1 进入编辑模式：
l 在信息菜单中单击编辑备注。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编辑备注按钮 

2 键入文本。
3 退出编辑模式：

l 在信息菜单中单击编辑备注。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编辑备注按钮 

您也可以在备注字段中添加变量占位符，这些变量是自动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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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注字段中输入变量：

1 进入编辑模式：
l 在信息菜单中单击编辑备注。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编辑备注按钮 

2 把光标放在变量的插入点上。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信息菜单中单击添加数据来源...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添加数据来源...按钮 

3 在弹出的“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中选择数据来源。

图 8.2: “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

4 “选择数据来源”对话框已对数据来源进行了筛选，因此只显示特定情况下可
用的数据来源列表。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5 退出编辑模式：
l 在信息菜单中单击编辑备注。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编辑备注按钮 

8.2.3 附加命令
您可在“信息”菜单中找到可用的命令。常用命令也会显示在工具栏上（如果有）。

您也可以通过菜单将信息保存到单独的某个文件中。一般来说，信息设置：

l 包括信息表单中设定的所有设置、字段和字段值，
l 可单独保存为以 .pInfo 为扩展名的文件，
l 保存工作台时该设置会作为记录的一部分自动保存，
l 并会作为整个工作台的构成部分自动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从工作台或记录中提取/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保存到工作台或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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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信息菜单

A 非编辑模式下的信息菜单
B 编辑模式下的信息菜单

载入信息
您可从各种来源中载入信息。请注意，您也可以从文件（不止含有默认值）中
载入信息。所有信息都可以显示。但是您无法修改此附加信息，除非安装了“信
息”选项。

载入信息：

请按以下步骤从外部来源载入信息：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信息菜单中单击载入信息...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载入信息...图标 

2 如果需要，可在弹出的“载入信息”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
l 信息文件 .pInfo
l 虚拟工作台 .pvwb
l 试验 .pnrf

3 选择要载入的文件。
4 单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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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信息
您也可以保存信息，其操作基本和载入信息一样。您可以保存到既有的工作台
或试验中。这样将替换该文件中的“信息”。其他数据不变。

保存信息：

请按以下步骤将信息保存到外部来源中：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信息菜单中单击将信息另存为...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将信息另存为...图标 

2 如果需要，可在弹出的“将信息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
l 信息文件 .pInfo
l 虚拟工作台 .pvwb
l 试验 .pnrf

3 选择您要保存到哪个文件/替换哪个文件或键入新文件的名称。
4 单击保存。

刷新备注
如果备注中有占位符，您可以刷新实际值。

刷新信息：

l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信息菜单中单击刷新备注。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刷新备注图标 

打印信息
您可以打印信息的备份。

打印信息的备份：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信息菜单中单击打印信息...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打印信息...图标 

2 在弹出的打印对话框中设置打印首选项。
3 单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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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设置表单
设置表单是一个包含图形化用户界面元素的工作表式用户界面，用户可在这里
进行所有硬件相关的设置。此处不包含的硬件设置即为不存在的设置。附录“设
置表单参考”424 页中有各个设置选项的详细说明。

8.3.1 设置表单布局
设置表单的布局设计理念是，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的界面，让用户能够快速修
改所连接采集系统的硬件设置。另外还增加了一些功能，使大型系统的设置修
改如小型系统一样简单。

图 8.4: 设置表单 - 示例

A 常规设置
B 输入设置
C 实时计算
D 内存和时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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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触发设置
F 警报设置
G 传感器操作
H 任务窗格
I 通道列
J 一个设置列
K 一个通道级别行
L 一个记录仪级别行
M 一个分组级别行
N 列标题
O 图形反馈和界面

表单的左侧有一个任务窗格。在该窗格中，设置被分成几个逻辑组，便于用户
查找。可以将此窗格作为“目录”来选择特定的设置区域，比如所有基本通道的输
入设置。

设置表单是以通道/记录仪/组为行、以设置为列组成的：

l 每列都是一种设置。
l 每行都代表一个通道：

l 可将通道组合成记录仪。
l 可将记录仪组合成组。

对某个级别进行的修改会影响到所有较低的级别，比如对记录仪行的设置修改
会影响到该记录仪下所有的通道。您可自行选择使用组和记录仪级别。

在许多设置区域中还有图形用户界面：一个显示与实际硬件 相关的设置的简
单模块图解。您还可以在图中直接更改许多设置。您可以显示或隐藏该模块图
解。

根据您的需求，您可能需要显示或隐藏界面/矩阵中的特定部分。您还可以通过
表单上下文菜单使用各种命令。

您可以在基本和高级模式之间切换。

设置或切换设置表单布局模式：

1 在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在“设置”菜单中选择显示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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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子菜单中选择：
l 基本：只显示相关设置
l 高级：显示所有设置

4 表单可见时也可以使用工具栏按钮设定模式：

您可以切换列标题的布局。

修改列标题的布局：

1 在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在“设置”菜单中选择显示标题 ►。
3 在子菜单中选择：

l 仅显示图像：显示图标。
l 仅显示文本：显示文本。
l 显示图像和文本：显示带文本的图标。

4 表单可见时也可以使用工具栏按钮设定模式：

您可以设置各列的宽度。

修改列宽度：

1 将鼠标悬停在列标题区域的列分隔符上。鼠标指针将变成一个双向箭头。
2 点住并将列分隔符拖到另一个位置。拖动时会出现一条虚线作为视觉引导。

您可能要显示或隐藏模块图解（可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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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或隐藏模块图解：

l 点住列标题区域上方的把手。

如果可用，您可能希望显示或隐藏分组或记录仪（或单个事件）。

显示或隐藏分组、记录仪、事件：

1 在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在设置菜单中：

l 单击显示分组即可显示/隐藏分组。
l 单击显示记录仪即可显示/隐藏记录仪。
l 单击显示事件通道即可显示/隐藏事件通道。

3 或单击工具栏中的相应按钮（可用时）。

A 分组
B 记录仪
C 事件

设置表单中有各种表示设置状态的颜色，比如警告、冲突、更新等等。

图 8.5: 设置表单图例

可用时，您可以看到可用颜色和指示灯的列表（图例）。

Perception

I3024-4.0 cn 277



显示或隐藏图例： 

1 在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在设置菜单中单击显示图例即可显示/隐藏图例。
3 或在工具栏中单击显示图例按钮（可用时） 

您可以修改各种状态的表示颜色。

修改状态指示颜色：

l 要设置状态指示颜色，请单击相应的颜色下拉框。关于更改颜色的详细信
息，请查看"修改颜色" 49 页。

8.3.2 修改设置
设置表单为您提供了多种输入值和设置的方式。因此，您可能遇到多种在一个
文本框或条目字段中输入值的方式。

一般来说：

l 您可以使用 Tab 键和箭头键在表单的单元格之间切换。
l 修改单元格之后，您可以使用 Enter 和 Tab 键使设置生效。Tab 键可让您

移动到下一个单元格（也就是当前单元格右侧的单元格）。

打开单元格并修改：

要修改单元格中的内容，您需要先“打开”单元格。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完成此操
作：

l 双击单元格。
l 单击两次。
l 单击以选中单元格，然后右击将其打开。
l 单击选中并按 Enter 打开。

输入值：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输入值：

l 在打开的条目字段中键入值。
l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与条目字段相关的值。
l 显示下拉列表时您仍然可以键入其他值，只要当前设置支持这种做法即可。
l 显示下拉列表时，您可以使用上下箭头键在各选项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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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项：

l 在下拉列表中单击一个选项。显示下拉列表时，您可以使用上下箭头键在
各选项之间切换。

修改开关设置：

l 要切换开关设置，请单击字段以选中，然后再单击即可在开关之间切换。

修改颜色：

l 要修改颜色，只需在相应的颜色下拉框上单击。关于更改颜色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修改颜色" 49 页。

混合值
使用分组和记录仪时，分组和记录仪行会显示与下面一行相同的值。例如，如
果所有通道的输入测量量程均为 10 V，则相应记录仪的输入测量量程也会是 10
V。如果并非所有通道都为相同值，则上位电平将显示下面范围中的第一个通道
值。

修改多个单元格
您可以一键修改多个单元格的内容。主要有两种方式：

l 使用多选的方法。
l 使用记录仪和分组。

通过多选方法修改多个单元格：

您可以同时修改同一列中的多个单元格。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选择要编辑的多个
单元格：

l 单击列的标题。这将选中该列的所有单元格。按住 SHIFT，然后单击单元
格以编辑其内容。释放 SHIFT 键并编辑该字段。完成后按 Enter。

l 要选择连续的单元格，请单击第一个单元格，按住 SHIFT，然后单击 后
一个单元格。单击单元格以编辑其内容。完成后按 Enter。

l 要选择不连续的单元格，请按住 CTRL，然后单击各个单元格。单击单元格
以编辑其内容。完成后按 Enter。

通过记录仪和分组修改多个单元格：

1 确保分组和/或记录仪布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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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分组或记录仪行中的单元格。
3 编辑内容。
4 完成后按 Enter。

8.3.3 使用模块图解
许多区域都有简单的模块图解。模块图解的功能有三个方面：

l 图形化显示您要控制的对象。这让您可以更方便地确定各种设置的功能。
l 它能给出各种设置的反馈（影响），例如可以看到修改开关设置的物理影

响。
l 通过它，您可以修改许多设置而无需在大量的列中搜索。

图 8.6: 设置表单模块图解的示例（电桥输入）

A 通道选择
B 激活电桥向导
C 电桥表示 – 鼠标敏感区域

D 图例
E 一个开关 – 鼠标敏感区域

F 数值
G 启用/禁用接头引脚连接

H 物理输入范围
I 选值框
J 一个开关 – 鼠标敏感区域

A 通道选择 使用该控件在可用通道之间切换。该控件对分组、记录仪和多个
选中的通道同样有效。

B 激活电桥向导 单击此按钮可打开电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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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电桥表示 – 鼠标敏感区域 单击此区域中的任何地方均可修改该选项的状
态。每次点击都会使此选项进入下一状态（循环）。

D 图例 所用符号的说明，具体根据图解类型而定。
E 供电 – 鼠标敏感区域 电桥供电的开关。单击任何地方均可修改此选项的

状态。每次点击都会使此选项进入下一状态（循环）。
F 数值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修改数值：

l 双击该值：该值将变成条目字段或下拉列表。键入或选择所需的值，
完成后按 Enter 或 Tab。

l 将鼠标光标置于该值上。光标将变成 。点中该值，然后左右拖动光
标即可更改该值。拖动时，光标会变成 。

l 单击该值：该值会被选中，此时光标将变成 。上下滚动鼠标滚轮即
可更改此值。

G 启用/禁用接头引脚连接 显示或隐藏接头引脚连接。此示例中显示了电桥
输入接头的接头引脚连接。

H 输入范围 该指示器表示以 V 为单位而不是技术单位的实际物理输入范围。
I 选值框 选值框是一个文本框，您可以在此移动或选择一系列固定的值。
J 开关 – 鼠标敏感区域 单击此区域中的任何地方均可修改该选项的状态。

每次点击都会使此选项进入下一状态（循环）。

8.3.4 附加命令
您可在“设置”菜单中找到可用的命令。常用命令也会显示在工具栏上（如果有）。

您也可以通过菜单将设置保存到单独的某个文件中。一般来说，这些设置：

l 根据设置表单定义所有硬件准备，
l 可单独保存为以 .pset 为扩展名的文件，
l 保存工作台时该设置会作为记录的一部分自动保存，
l 并会作为整个工作台的构成部分自动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从工作台或记录中提取/加载，
l 可作为单独设置保存到工作台或记录中。

载入默认设置
您可以将硬件设置恢复为出厂默认值。

恢复设置的出厂默认值：

l 在设置菜单中单击载入默认设置

载入设置
您可从各种来源中载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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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设置：

请按以下步骤从外部来源载入设置：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设置菜单中单击载入设置...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载入设置...按钮 。

2 如果需要，可在弹出的“载入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
l 设置文件 .pset
l 虚拟工作台 .pvwb
l 试验 .pnrf

3 选择要载入的文件。
4 单击打开。

保存设置
您也可以保存设置，其操作基本和载入设置一样。您可以保存到既有的工作台
或试验中。这样将替换该文件中的“设置”。其他数据不变。

保存设置：

请按以下步骤将设置保存到外部来源中：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设置菜单中单击将设置另存为...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将设置另存为...图标 。

2 如果需要，可在弹出的“将设置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
l 设置文件 .pset
l 虚拟工作台 .pvwb
l 试验 .pnrf

3 选择您要保存到哪个文件/替换哪个文件或键入新文件的名称。
4 单击保存。

解决所有冲突
当您设置了无法‘正确’进行记录的设置时，冲突就会产生。但是，您可以选择开
始记录。如果您做出此选择，那么在实际采集开始之前所有冲突设置都会被解
决。冲突是有颜色的标记，如设置表单图例所示。您可以在开始采集之前选择
解决这些冲突。

解决所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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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设置菜单中单击解决所有冲突。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解决所有冲突图标 。

电桥向导
对于电桥输入通道，您可以使用电桥向导。通过该向导，您可以更轻松地配置
电桥通道。使用该向导可使电桥配置与放大器增益/测量量程之间实现 佳匹配。
此外，如果您提供了所有信息，那么分流校准的所有设置也会被计算出来。

利用电桥向导，您可以通过输入源自规格表单和/或物理设置说明中的常见信息
来配置电桥放大器。您可以轻松地将数据表单中的信息输入到电桥向导中。

通过该向导您可以一步设置多个通道并将设置从一个具有已知正确参数的通道
复制到其他通道中。

设置一个或多个电桥通道：

1 在设置表单中选择无、一个或多个通道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设置菜单中单击电桥向导。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电桥向导 。
l 当在设置表单的图形区域中可用时，单击设置表单右上角的较大的激活

电桥向导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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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电桥向导启动页中：

图 8.7: 电桥设置启动

选择您要使用的通道。步骤 1 中已经选择的通道在此处是默认选中的。
 

4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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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步骤 1/5 中选择您使用的传感器的类型。

图 8.8: 电桥设置第 1 步，共 5 步

6 如果您想从其他通道复制设置，请单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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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下一步，并根据屏幕说明完成该流程。流程完成之后，会显示概要。

图 8.9: 电桥设置第 5 步，共 5 步

8 如果您希望退出对话框后电桥可以自动平衡，请单击自动平衡电桥。如果
您选择此选项并单击应用并关闭，将出现一个询问是否转到电桥平衡屏幕
以查看结果的对话框，请单击是或否。

图 8.10: 电桥平衡对话框

9 单击应用并关闭。

8.3.5 打印报告
Perception 控制着大量的硬件相关的设置。您可以使用打印设置命令来创建这
些设置的列表。您可以修改打印输出的内容。您可以将打印信息发送到打印机、
转换为 Word 文档或创建 PDF 文件。

Perception

286 I3024-4.0 cn



要访问打印设置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文件菜单中指向打印并点击设置…
l 如果可行，在设置菜单中单击打印设置...
l 如果可行，在设置工具栏中单击打印设置...

图 8.11: 打印设置对话框

A 打印条目的选择树
B 命令按钮
C 打印设置选项

A 打印条目的选择树

在此树状视图中选择要打印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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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命令按钮

载入设置...

载入“外部”设置文件：

1 在文件菜单中指向打印并点击来自文件的设置…
2 在文件打开对话框中选择包含该设置的文件。文件类型默认为 *.pset。

但是，您也可以选择工作台文件 (*.pvwb) 或记录文件 (*.pnrf) 并载入
文件中的设置。

3 单击打开。
4 树状视图的顶部显示了所选文件的名称。

 
 打印报告

单击预览可创建报告的预览。第一页中显示了所选条目的预览。如果所选
条目中无任何数据，则该条目不会被打印。已选择但未打印的条目将显示
在“未打印”列中。

请在“打印预览”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关闭以关闭打印预览对话框。
2 单击打印…以打印报告。将打开标准打印对话框。
3 在缩放列表中选择一个缩放因数。
4 使用 PageUp 和 PageDown 键浏览多页的报告。

 
 转换为 Word 文档

单击转成 Word 文档以将报告转换为 Microsoft® Word。这将打开 Word
并创建报告。

 
 创建 PDF

单击创建 PDF 以创建设置报告的 PDF 文件。在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一个
文件夹和文件名称并单击保存。

 

Perception

288 I3024-4.0 cn



C 打印设置选项

请使用这些选项来修改报告的布局。

如果您不想打印空列，请选中不显示空列复选框。

您既可以用“从”、“到”值也可以使用测量量程、偏移值来定义通道的输入范
围。第一种选择即显示起止位置，另一种即显示范围/偏移量。

选择 TU/V 复选框以显示技术单位/伏。清除此复选框以显示伏/技术单位。

对于外部时钟设置，标度既可用每单位时钟脉冲表示，也可以用每时钟脉
冲的单位数表示。选择时钟脉冲/单位复选框来显示每单位的时钟脉冲数。
清除此复选框可显示每时钟脉冲的单位数。

8.3.6 网络和外部存储设置

网络设置

说明 主机网络设置和外部存储设置功能仅在设置表单处于活动状态时可用。

举例来说，对于基于 TCP-IP 的采集系统，如果使用 DNS 服务器、重新配置网
络或者通过采集系统上的指定网络连接连接到设备，则可通过设置表单重新配
置该采集系统。

要查看/更新主机网络设置：

l 在设置菜单中单击主机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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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主机网络设置对话框

请参阅 GEN 系列用户手册以了解配置网络的详情。

说明 仅可查看/更新当前所连接主机的网络设置！

设置外部存储
根据采集系统的设置，有三种可能的方式来存储采集的数据：

● PC 存储： 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上。
● 主机磁盘 1，

主机磁盘 2：
在采集系统中安装的硬盘上。

● iSCSI 1，
iSCSI 2：

在连接到采集系统的外部 iSCSI 硬盘上。

设置表单中的存储位置设置可用于选择系统中各主机应使用的方式。如果选择
外部硬盘（目前仅 iSCSI），需要正确设置此磁盘。有时，这可通过主机的前面
板菜单完成，但另一种执行设置的方式是通过“外部存储设置”对话框。

要设置与外部存储设备的连接：

l 在设置菜单中单击外部存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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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外部存储设置对话框

请参阅 GEN 系列用户手册，了解配置 iSCSI 存储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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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光纤状态表单
HBM 提供了一系列可用于 GEN 系列数据采集系统的光纤隔离数字化仪。这些
数字化仪是独立的单元，通过光纤电缆连接到 GEN 系列数据采集系统并进行信
息和数据传输。

这些远程前端有的是电池供电的，有的主电源供电，也有用外部电源的，具体
取决于其类型和型号。

因为这些单元可能位于离实验室很远的地方，所以这些单元提供了全面的板上
诊断和状态信息以验证其可以正常运行。您可以通过光纤状态表单看到这些信
息。

如果没有此表单，则您必须手动添加。通过以下方式之一添加光纤状态表单：

1 在文件菜单中指向新建表单，然后选择子菜单中的光纤状态。
2 右击表单中的选项卡区域。在快捷菜单中指向新建表单，然后在子菜单中

选择光纤状态。
3 如果工具栏可用，则点击创建新表单图标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光纤状态。

电池信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具体取决于型号。

8.4.1 状态信息
下面列出了表单上的所有可用状态信息。

说明 您不能在这里修改任何设置。

链路状态

概况
提供有关通信状态的信息：正常、不正常或无通信

描述
如果有 1.5 秒以上的时间未检测到错误，则连接正常。否则连接不正常。如果
未检测到任何‘灯’，则表示通信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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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质量 (BER)

概况
提供误码率

描述
BER 表示链路质量。前端固件可在标准测量时间内确定优于 10-11 的 BER，
置信水平 (CL) > 99 %。当某个单元启动后，该单元可在 10 秒内确定 10-10
的 BER，CL 85 %；2.5 分钟后 10-11 的 BER，CL 95 %。

线缆长度

概况
线缆长度（米）

描述
精确度 ± 1 米。对于某些光纤系统，这个长度可达 4000 米的标准长度，甚至
通过低损耗线缆达到 12000 米的长度。

前端温度

概况
前端柜内的温度

描述
给出前端的内部温度。典型值为高于大气温度 15 °C 到 25 °C，具体取决于型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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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功率级

概况
内部电子的功率级指示

描述
接收前端面板上也有一个“功率低”指示器。如果显示不正常，则表示电源电压
已低于 10.4 V（近似值）。该状态可以持续到 9.2 V（近似值）。低于此水平则
前端将不能工作。

前端电源

概况
前端操作的当前电源：电源（外部）或电池

描述
该单元可以使用主电源（外部）或电池或两者运行，具体取决于型号。

前端外电源状态

概况
外部电源使用时的状况

描述
外部电源的电压水平：良好，欠量程（低）或过量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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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总电量

概况
安装的所有电池的总剩余电量

描述
部分前端有两个电池。如果一个电池电量为 100 %，而另一个电量为 80 %，
则总剩余电量为 90 %。

剩余的操作时间

概况
根据容量和功耗估计的单元剩余操作时间

描述
根据剩余电量和功率消耗估计前端的可运行时间。这是一个近似值。

电压

概况
电池 A/B 提供的电压

描述
电池提供的电压。

电流

概况
电池 A/B 的电流。正值表示电池正在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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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

描述
电池 A 或 B 的电流。正值表示电池正在加载；负值表示电池正在使用中。

额定容量

概况
电池 A/B 的电量可持续一定的时间，用安培小时 (Ah) 测量

描述
制造商提供的电池容量等级是用 20 小时乘一块新电池在 20 °C (68 °F) 可以提
供的 20 小时 大恒流，得出每个电池的预定端子电压。这是一个理论值。

剩余电量

概况
电池 A/B 的剩余电量

描述
电池 A 或 B 的剩余电量。

温度

概况
电池 A/B 的温度

描述
电池 A 或 B 的内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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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状态

概况
电池 A/B 的充电状态指示。其状态可以是充电、放电或闲置

描述
无电流消耗时，可充电电池的状态可以是放电、充电或闲置。

充电周期

概况
到目前为止，电池 A/B 的充电周期数

描述
电池放电后再充电即为一个电池周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电池的寿
命是由电池周期的数目决定的。

状况

概况
电池 A/B 的状况

描述
电池状况（健康）由电池周期 N 决定。一般来说，N < 300 时认为电池状况良
好。

8.4.2 附加命令
您可在动态“光纤状态”菜单中找到可用的命令。常用命令也会显示在工具栏上

（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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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光纤状态表单菜单

显示电池概况
如果前端有板上电池，则您可以选择显示或隐藏电池概况列剩余总电量和剩余
的操作时间。

显示电池详情
如果前端有电池，则您可以选择显示或隐藏电池概况列。这些列显示的是各电
池的信息。

温度单位
温度单位可以是摄氏温度 (°C)、华氏温度 (°F) 或开氏温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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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诊断查看器表单
运行时，Perception 会持续对一系列诊断信息进行追踪。这些是与 Perception
应用程序本身、采集硬件的通信和各种通知有关的信息。信息存储在计算机的
XML 文件中。您可以通过诊断查看器表单轻松查看这些信息

如果没有此表单，则您必须手动添加。通过以下方式之一添加诊断查看器表单：

l 在表单菜单中指向管理表单...，然后选择表格中的诊断查看器并加载。
l 右击表单中的选项卡区域。在快捷菜单中指向新建表单，然后在子菜单中

选择诊断查看器。
l 如果工具栏可用，则点击创建新表单图标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诊断查看器。

8.5.1 操作
刚打开的时候诊断查看器表单是空白的。您需要手动打开诊断文件。

打开诊断文件：

l 在诊断查看器菜单上，单击打开诊断。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您要查看
的诊断文件并单击打开。

图 8.15: 诊断查看器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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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以事件的方式列出的，按会话分组。 近的会话默认是全部显示的。您
可以使用 V 形箭头显示或隐藏折叠区域的内容：

l 单击向下的 V 形箭头即可打开一个会话。
l 单击向上的箭头即可关闭会话。

每个事件前部都有一个显示事件类型的图标：

信息：事件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警告：可能会在将来造成问题的情况

错误：已经发生的问题，可能无法执行正确的操作

8.5.2 命令
您可在动态“诊断查看器”菜单中找到可用的命令。常用命令也会显示在工具栏上

（如果有）。

图 8.16: 诊断查看器菜单

打开诊断
使用此命令打开一个可用的诊断文件。

打开诊断文件：

l 在诊断查看器菜单上，单击打开诊断。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您要查看
的诊断文件并单击打开。

筛选诊断

您可以设置诊断筛选条件，从而只查看您感兴趣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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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诊断：

1 在诊断查看器菜单上，单击筛选诊断。将弹出以下对话框：

图 8.17: 筛选诊断对话框

2 在此对话框中选择您要查看的事件类型。默认情况下所有类型都已经选定。
3 要设置更详细的筛选，您可以在事件条目的类别或描述字段中输入特定的

（部分）字符串。
4 您可以将此筛选条件作为每次打开诊断查看器表单时的默认设置。
5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自动刷新
如果您希望有新事件时诊断查看器能自动刷新，请勾选此选项。标准情况下此
选项是未选中的。

打印诊断
如果您要打印诊断，请选择此命令。打印样式和屏幕上的显示是一样的：保持
打开的或关闭的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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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菜单简介
9.1 简介

Perception 工作区域包括屏幕顶部的命令菜单。菜单栏中有许多固定的菜单：
无论软件处于什么状态，这些菜单总是位于固定的位置、菜单名称不会改变且
总是提供相同的基本功能。除了这些静态菜单，还有一个动态菜单：与所选表
单的上下文相关的菜单。动态菜单在相应的表单部分中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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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文件菜单
文件菜单主要用于打开、关闭和保存与工作环境相关的文件。

图 9.1: 文件菜单

9.2.1 新建...
选择新建...可启动基于试验或虚拟工作台的新工作环境。您可以选择启动新工
作环境或使用既有的工作环境。

启动新工作环境
在您启动 Perception 或选择文件菜单中的新建时，会自动出现启动对话框。您
可以使用此对话框创建一个新试验、使用当前硬件重做一个已有的试验或回顾
一个仅包含数据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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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Perception 启动对话框

启动对话框选项：

1 如果对话框尚未打开，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文件 ► 新建
l 在工具栏中单击“新试验”按钮（如果有）
l 按 CTRL+N

2 在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启动对话框选项总结

载入虚拟工作台环
境

载入硬件并连接 载入数据

新建 默认值 (1)

新建和自动 默认值 (2) 搜索并选择 (2+)

重做 x (3)

重做和数据 x (3+) x (3+) x (3+)

回顾 x (4) x (4)

设置新的空白试验 (1)

重新开始。将以默认布局为基础建立新空白试验。更多关于试验的信息请查
看"试验"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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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自动配置的试验 (2)

将以可用的采集硬件为基础建立试验。如果您要恢复出厂默认设置，请选择并
重设硬件选项。选择此选项后将弹出一个对话框，您可以从中选择要连接的硬
件。

如果您选择自动配置命令，将弹出一个用于选择硬件的对话框。

图 9.3: 硬件选择对话框

选择一台或多台可用的主机。灰色的选项表示使用中的硬件，其中括号中为用
户名称。

单击重新扫描可重新扫描网络，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然后 Perception 将自动连接到所选的硬件并为您创建一个工作环境。所连接的
硬件将被设置为暂停模式。

当您选择主机时，会使用 后一次使用的密码进行授权验证。如果没有 近用
过的密码，则将使用默认密码连接到主机。如果没有通过验证，您就必须输入
主机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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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输入密码”对话框

如果输入的密码正确，则该密码将被保存以供将来使用。

重做已有的试验 (3)

如果您已执行了一个试验并将其和正确的布局一起保存，那么您可以选择此选
项以返回所保存的工作台、数据和硬件设置。

从 Perception 中打开：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文件 ► 新建...► 重做已有的试验 ► 确定
l 选择文件 ► 开启...
l 如果可行，单击工具栏图标  开启试验。

 
您可以有选择性地选择并载入既有的试验数据，以将试验文件中的数据
包括在内。

2 在“打开虚拟工作台”对话框中选择您要载入的文件并单击打开。

在载入虚拟工作台的过程中会显示一个进度对话框。其中列出了所有相关操作
以及这些操作是否成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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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载入试验进度对话框

如果您想查看结果，请清除“成功结束后自动关闭此对话框”选项。

更多有关用户模式的信息请查看"切换到仪器面板" 41 页。

回顾已存储的试验 (4)

选择之前存储的试验并载入相关虚拟工作台和数据，但不要连接硬件。

未找到硬件
通常试验或虚拟工作台中包含有关所连接硬件的信息。如果您载入试验或虚拟
工作台后硬件不可用或被修改，您将收到相关通知和选择连接其他替代硬件的
选项。

在此情况下，您可以在载入时将已注册仪器的设置载入到当前使用的新仪器中。
如果虚拟工作台或试验载入后相关硬件未找到，则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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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虚拟工作台载入对话框

A 替换选项
B 跳过选项
C 主机名称
D 主机地址
E 主机名称
F 刷新
G 主机列表
H 继续

A 替换选项 如果您想用选择列表中的其他主机替换此主机，请选择该选项。
B 跳过主机 如果不应替换原主机，请选择此选项。

选择此选项后，将在实际连接过程中尝试连接到原主机。如果您不想替换
主机，请选择此选项。您也可以在原主机未开机或未完成启动时选择此选
项。在此情况下，请打开硬件并等待主机完全启动，然后再单击继续。

C 主机名称 虚拟工作台中无法找到的主机名称。
D 主机地址 虚拟工作台中无法找到的主机 IP 地址。
E 主机名称 虚拟工作台中无法找到的主机名称。
F 刷新 可使用刷新按钮刷新主机列表内容。新主机可出现在列表中或可更

改“使用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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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主机选择列表 找到的主机列表。请注意，此列表中只显示与原主机类型
相同的主机。您无法将一种主机类型的设置载入另一主机类型中。

H 继续 使用所选选项继续连接过程。
对于载入中的虚拟工作台或试验中未找到的每一台主机，该对话框都会显
示一次。每台主机只能被选择一次且不能选择其他用户正在使用的主机。
无法选择的主机仍会显示在列表中。

正在使用的主机将变为灰色且显示用户名称。如果可用的主机之前被选择
载入到指定主机，或已匹配到虚拟工作台或试验中的其他主机，则其状态
将显示为已载入而不是用户名。

将设置载入到不同的主机

将设置载入到另一主机时，该主机的配置可能与原主机不同。出现这种情况时，
会按以下原则载入主机的记录仪：

载入记录仪后，将对记录仪的类型和设置与该记录仪的存储设置进行比较。如
果可以兼容此种类型的记录仪且记录仪位于正确的插槽，那么设置将被加载。
也会比较记录仪的配置，只有完全匹配的记录仪设置才会被加载。虚拟工作台
或试验中的所有记录仪都会经过此过程。

虚拟工作台或试验中的所有记录仪都经过载入尝试后，将不会加载不匹配的硬
件记录仪和设置，并且这些记录仪和设置都会被禁用。

打开既有工作台
如果要启动既有的工作台，请选择此选项。更多关于工作台的信息，请参阅"虚
拟工作台" 33 页。

打开既有工作台：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文件 ► 新建...► 打开既有虚拟工作台 ► 确定
l 选择文件 ► 打开虚拟工作台...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打开虚拟工作台按钮 

2 如果需要，可在弹出的“载入虚拟工作台”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
l 虚拟工作台 .pvwb
l 试验 .pnrf

3 选择要载入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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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打开。

开启试验后，Perception 程序会自动关闭。在载入所有新信息后，Perception
应用程序将以新试验设置启动。在载入虚拟工作台的过程中会显示一个进度对
话框。关于此对话框的说明，请参阅"未找到硬件" 307 页。

9.2.2 开启...
该命令可直接打开“开启试验进行检查”对话框。

使用“开启”命令开启试验：

1 选择文件 ► 开启...
2 在“开启试验进行检查”对话框中选择您要载入的文件。
3 单击开启。详细信息，请参阅图 9.1 "文件菜单" 页 303。

9.2.3 保存
保存您的试验。

保存试验：

l 选择文件 ► 保存。可将试验保存到当前文件中。

说明 有记录时，数据（包括所有工作台设置）将自动保存到 PC 上的存档目录下，
名称为当前记录名称。单击保存即可将工作台设置保存（覆盖）到试验中。试
验的数据（记录）是无法修改的，将来也无法修改。

9.2.4 副本另存为...
“副本另存为...”选项会保存一个当前活动试验的副本。

说明 只有在新建活动记录或试验处于打开状态时，“副本另存为...”才可使用。

实验数据将被转换为新建的 .pNRF 文件。保存过程结束后，活动工作台将会被
保存到新建的 .pNRF 文件中。有关 Perception 存储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导
出记录..." 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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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文件菜单中，指向副本另存为...打开上下文菜单。

图 9.7: 包含“副本另存为...”选项的文件菜单

A 副本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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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下列对话框中（参见图 9.8），导航至将文件另存为副本的新路径。如果
需要，单击高级按钮获取包含高级设置的对话框。

图 9.8: “副本另存为”对话框

A 文件名 请注意，“_Copy.pNRF”会自动添加至既有文件名。
B 高级 单击高级按钮打开配置副本另存为对话框（参见图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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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保存内容区域中的选项按钮和/或文件区域中的复选框对复制文件进行
设置。

图 9.9: “配置副本另存为”对话框

A 保存内容设置
B 文件设置
C 完整路径示例
D 文件扩展名
E 文件名

A 保存内容 单击所需的选项按钮：
l 全部记录
l 光标之间
l 显示区域
l 缩放区段
l 交替缩放区段

请注意，您可从这些选项任选其一，也可选择扫描选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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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扫描

为要复制的文件选择所需的扫描设置。
  
B 文件 利用下面的选项可创建更复杂的文件名，名称中可包括：

l 记录名称 记录名称，即“采集控制”面板中设置的名称。
l 记录日期
l 记录时间
l 自动编号 从指定的数字开始，包含指定的位数，每个新文件编号自动

加 1。
l 触发 包含要保存的数据的触发区段的编号。
l 覆盖 选中此选项时，每次操作开始后只创建一个文件。

 占位符
除了上面所述选项，您还可以手动编辑文件名。将占位符插入文件名框
(E)。选中此选项后，占位符将插入文本框中的光标位置。您可剪切并粘贴
文本到文件名框 (C) 中，设置占位符并合理安排文件名文本的顺序。占位
符是一个位于百分号 (“%”) 之间的文本标志符，可被其他计算值自动替换

（例如 %date% 可被当前日期替换）。“导出格式用户指南”中有关于这些占位
符的详细信息。
 
典型的占位符有：
l %recname%
l %date%
l %time%
l %autonumber%
l %trigger%

C 完整路径示例 显示 终文件名的样式。如果对结果满意，请单击确定保存
配置。

  
D 扩展名 支持的文件格式
  
E 文件名 您可在此文本框中输入输出文件的名称。请注意，这可能只是整个

文件名的一部分，具体取决于对话框中的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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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关闭
关闭当前试验。但当前的虚拟工作台将保持不变。

9.2.6 打开虚拟工作台...
该命令可直接打开“打开虚拟工作台”对话框。

使用“打开虚拟工作台”命令开启虚拟工作台：

1 选择文件 ► 打开虚拟工作台...
2 如果需要，可在弹出的“载入虚拟工作台”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

l 虚拟工作台 .pvwb
l 试验 .pnrf

3 选择要载入的文件。
4 单击打开。

打开虚拟工作台后，Perception 程序会自动关闭。在载入所有新信息后，
Perception 应用程序将以新工作台设置启动。

载入虚拟工作台时会显示与载入试验时相同的进度对话框。关于此对话框的说
明，请参阅"未找到硬件" 307 页。

9.2.7 保存虚拟工作台
可以保存当前的虚拟工作台。

保存当前的虚拟工作台：

l 选择文件 ► 保存虚拟工作台。可将工作台保存到当前文件中。如果您之前
未保存过工作台，则“保存虚拟工作台”命令的作用与“将虚拟工作台另存
为...”命令是一样的。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虚拟工作台图标 

9.2.8 将虚拟工作台另存为...
选择此命令将工作台保存到其他文件中。

用其他名称保存虚拟工作台：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文件 ► 将虚拟工作台另存为...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将虚拟工作台另存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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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需要，可在弹出的“载入虚拟工作台”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
l 虚拟工作台 .pvwb
l 试验 .pnrf

3 选择您要保存到哪个文件/替换哪个文件或键入新文件的名称。
4 单击保存。

9.2.9 恢复到上一次打开的设置
此命令可让您恢复到工作环境的初始状态。该状态可为启动时的环境状态，或

近打开的虚拟工作台的状态。

通过此功能您可以自由地使用设置进行试验且不会丢失原始信息。即使由于失
误而覆盖了载入的虚拟工作台，您也可能轻松地恢复工作台并撤销失误的保存
操作。

返回后，原始设置文件 (*.pvwb) 将会恢复。

恢复到原始状态：

1 选择文件 > 恢复到上一次打开的设置…
2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恢复：

图 9.10: “确认恢复”对话框

这样便可以载入原始工作台。

9.2.10 保存配置以备脱机使用...
如果您要使用如附录“脱机设置和配置管理器”415 页中所述的配置管理器，请使
用此命令。

保存配置以备脱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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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文件 ► 保存配置以备脱机使用...
2 在弹出的“保存脱机配置”对话框中，选择保存到哪个文件中或要替换的文件

或键入新文件名。
3 单击保存。

9.2.11 新建表单
您可以在默认布局中添加表单。根据安装的选项（包括 CSI），可能会有一种或
多种可用的表单。

添加新表单：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指向文件 ► 新建表单 ►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新建表单按钮 

2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您要添加的表单。

9.2.12 工作簿
标准情况下，Perception 中有一个包含您可创建的所有表单的工作簿。当然，
Perception 也允许您创建多个工作簿。安装此选项后，您可以创建新工作簿以
及复制、删除工作簿。您可以从工作簿命令中找到与这些操作相应的命令。

新建
要从零开始创建另一个工作簿，请使用“新建”命令。这可以创建一个新空白工作
簿，位于当前工作簿的上面且稍有偏移。

新建工作簿： 

l 使用文件菜单：
1 指向文件 ► 工作簿 ►
2 在子菜单中单击新建。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新建工作簿按钮 

复制
要根据当前的工作簿新建工作簿，请使用“复制”命令。这可以创建一个工作簿副
本，位于当前工作簿的上面且稍有偏移。

复制工作簿：

1 指向文件 ► 工作簿 ►
2 在子菜单中单击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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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请使用“删除”命令移除工作簿。

删除工作簿：

1 指向文件 ► 工作簿 ►
2 在子菜单中单击删除。

9.2.13 存档
“记录导航”的存档区域中包含了在您的计算机环境中可以读取的所有已存储的记
录。

您可以在“存档”目录中添加更多的文件夹，或设置当前的存档文件夹。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存档" 79 页。

添加新文件夹 ...
添加存档：

1 指向文件 ► 存档 ►
2 在子菜单中单击添加新文件夹...
3 在弹出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浏览并选择一个既有的文件夹。单击确定。
l 单击创建新文件夹。然后将会生成一个新文件夹，其默认名称为“新建

文件夹”。键入新文件夹的名称并单击确定。

设置当前存档文件夹：

1 指向文件 ► 存档 ►
2 在子菜单中单击设为当前...
3 在弹出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浏览并选择一个既有的文件夹。单击确定。
l 单击创建新文件夹。然后将会生成一个新文件夹，其默认名称为“新建

文件夹”。键入新文件夹的名称并单击确定。

9.2.14 设置和测试当前存储位置
在存档菜单中还有连续数据速率功能，您可以用其测试当前存储位置。

连续数据速率功能
连续数据速率功能可用来测试可用硬盘驱动器管理和记录数据的能力。能够测
量磁盘驱动器接收数据的速度，以及计算所需空间。

所需的数据传输吞吐量取决于所有活动采样通道和其相应的数据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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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会自动执行以下操作：

l Perception 首次启动时，描述默认存储位置。
l 一旦参数的变化导致数据传输负载发生变化，那么反馈也会进行相应更新。
l 可选：连续采集和存储有效时，硬件允许出现连续“实时”反馈。

如要查看存储显示窗口，请单击文件菜单中的窗口，然后单击连续数据速率。
菜单中该命令旁边将出现一个复选标记，然后关闭菜单。连续数据速率窗格现
显示在侧面板中。

图 9.11: “连续数据速率”面板

单击详情会如图 9.12 所示弹出窗口。会显示单位时间内每个记录仪的数据量。

图 9.12: 连续数据速率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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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选择新的存储路径，可导航至文件 ► 存档 ► 设置和测试当前存储位置打开
数据存储位置首选项。图 9.13 中所示的内容随即出现。

图 9.13: “存储位置”对话框

如要查看可用存储位置概览，请单击图标  可用存储位置。此操作会展开网络
中可以保存数据的位置列表。

单击浏览…，然后导航至新路径，单击确定。完成此操作后，您可能需要再次
测量性能，如要进行该操作请单击立即测量。如下图 9.14 所示的内容随即出
现。

图 9.14: 速度测试进度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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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测试指示器将会显示，然后消失，随后性能评级将进行更新，使用新的测
试数值和日期，参见如上图 9.14 中的性能。

9.2.15 连续数据速率量计
如要了解连续数据速率量计，您必须根据自身经验确定记录中是否存在差异。

是否存在差异取决于您的特定系统和测试设置。

图 9.15: 连续数据速率 - 80/100 MB/s

例如，数据速率量计为 大值的 80%，那么，除非您执行的记录极短，否则记
录中极有可能出现差异。

图 9.16: 连续数据速率 - 50/100 MB/s

特定存储驱动器的连续数据速率量计超过 40% 时会出现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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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7: 存储位置警告对话框

显示警告是因为某些测试设置进行了长时间的高速率连续数据记录，记录运行
的时间越长，内存缓冲区的占用率越高。

图 9.18: 连续数据速率 - 缓冲警告

A 连续数据速率指示器
B 报警灯

如果内存缓冲达到 大值，将会触发报警灯，并在记录的剩余部分也同样保持
开启状态。此报警灯表示，在记录期间内存缓冲超出 大值，因而导致记录中
存在差异。

如果有多个通道（n 个通道）记录数据，那么数据速率将会成 n 倍增长。因此，
大数据速率会比单通道记录快 n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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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9: 数据速率和多通道

A 警告：灯亮时表示数据流中存在差异。

l Y 轴表示的是连续数据速率指示器，如图 9.19 所示。
l X 轴表示的是 大可用数据速率百分比。

图 9.19 表明，如果有四个通道进行数据记录，连续数据速率会在单通道记录达
到 大数据速率的 25% 时变成红色，到达 大数据速率的速度比单通道记录快
了 4 倍。

连续数据速率或缓冲区报警灯 (A) 亮起（常亮）时，即警告用户记录中的某些
地方存在数据差异。

说明 数据差异不会停止记录过程，在缓冲低于 大值时记录仍将照常继续。

9.2.16 载入记录...
Perception 提供了许多载入记录的选项。另请参阅"选择显示数据来源" 85 页。

载入记录：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文件 ► 载入记录...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载入记录...按钮 

2 在“载入记录”对话框中选择您要载入的文件。
3 在“载入记录”和“操作”区域中设置各种选项。
4 单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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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 载入记录对话框

“载入记录”对话框中含有以下选项：

l 选择记录的载入方式。
l 选择记录的显示位置。

载入记录
您可以将记录载入为：

l 活动 默认情况下，活动表单上的活动显示是连接到实际硬件的。 后一次
记录自然会显示于此显示中。您可以将任何其他记录载入为活动记录。这
会将所选择的记录载入到活动表单上的活动显示中，从而成为活动记录。
当硬件中有新记录时，新记录又会覆盖活动显示上当前连接的记录。

l 基准 虽然活动记录只能有一个，但是基准记录可以有多个。您可以在列表
框中为记录取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l 使用文件名 使用其已有的文件名载入记录。

操作
定义记录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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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清除显示数据选项可将记录添加到数据来源列表中而不创建显示。
l 将记录添加到当前活动显示中。
l 创建新显示：

l 在当前活动表单中
l 在新建表单中

文件格式
Perception 支持多种文件格式。

如要载入特定文件格式：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文件 ► 载入记录...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载入记录...按钮 

2 载入记录对话框：文件类型下拉列表显示了所有的可用文件格式。

图 9.21: 文件类型列表（详情）

A 可用文件格式

文本文件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604 页“ASCII 记录载入程序”、617 页
“CSV 记录载入程序” 和 622 页“UFF58 文件格式”。

9.2.17 导出记录...
Perception 可直接将数据保存为各种格式，因此您可以在首选分析程序中轻松
地使用所记录的数据。只有记录（的一部分）在波形显示中显示的时候才可以
导出数据。Perception 标准软件包中有三种导出格式（ASCII、FlexPro 和 TEAM
Data）。您可以使用“多种”导出选项添加超过 20 种常见程序的导出格式（Excel、
CDF AIRBUS、DATS 等）。

导出数据：

请按以下步骤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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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波形显示：单击显示的标题栏使其成为活动显示。标题栏将高亮显示。
2 选择文件 ► 导出记录...打开“导出记录”对话框。
3 根据要求进行设置：

l 选择格式。
l 在“要导出的记录部分”中选择要导出的感兴趣区域。
l 设置重新采样选项。
l 选择您要导出的通道。

4 单击设置...按钮修改与导出和导出格式相关的设置。
5 单击确定开始导出。将显示估计剩余时间和文件大小。

图 9.22: 导出对话框

A 导出格式
B 要导出的记录部分
C 重采样选项
D 导出统计
E 要导出的通道
F 导出格式相关的设置

A 您可以通过导出格式列表框选择一种可用的格式。各种格式都有相关的一
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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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您可以在要导出的记录部分区域中对感兴趣区域进行设置。设置中有以下
选项。根据显示和记录，可能并非所有选项都可用。
l 全部记录 显示中可能包含许多记录中的数据，该选项定义了从第一个

“记录起点”标记到 后一个“记录终点”标记之间的区域。
l 光标之间 该时间间隔为两个垂直测量光标之间的区域。如果两个光标

位于起始位置，则导出的采样数为一 (1)。
l 缩放区段 将导出的时间间隔定义为缩放视图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如果

无缩放视图，则不可使用此选项。
l 交替缩放区段 将导出的时间间隔定义为交替缩放视图的开始和结束时

间。如果无交替缩放视图，则不可使用此选项。
l 活动触发区段 如果触发区段有可用的数据，则可以导出特定的触发区

段。进行该操作时，活动光标必须位于您要导出的触发区段中。如果
无可用触发区段或活动光标位于触发区段之外，则该选项不可用。

图 9.23: 要导出的记录部分示例

1 缩放区段
2 交替缩放区段
3 光标之间
4 全部记录
5 活动触发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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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采样 大部分 HBM Genesis HighSpeed 数据采集系统都支持以不同的采
样率对各个通道进行采样。部分 HBM Genesis HighSpeed 系统还可以先
以较低的速率进行采样，遇到触发后再以较高的速率进行采样，直到触发
条件失效，这是该系统的一种独特功能。这些强大的功能可以让您更灵活
地选择各种应用。但是大部分分析程序需要一致的采样数据，而且无法处
理文件中不同的采样率。因此，大部分输出格式都要求重采样，使导出的
数据有统一的采样率。在这种情况下，重采样波形复选框是强制选中的且
不能取消。您可以在高速率、低速率和自定义速率之间进行选择。

l 高速率 记录中所有选中的通道都以 高的速率导出，该速率显示于信
息对话框中。 快的通道是不变的。所有低速通道都以线性内插法插
入附加样本。该选项可将所有信息保留于记录中，但是由于有附加样
本，因此可能造成文件很大。

l 低速率 记录中所有选中的通道都以 低的速率导出，该速率显示于信
息对话框中。 慢的通道是不变的。所有高速率通道都通过丢弃样本
转成低速率。该选项可以生成较小的文件，便于日后查看，但是会丢
失高速率信息。

l 自定义速率 所有选中的通道均以您定义的速率导出，可以大于或小于
原始采样率。您可以根据后处理选择合适的采样率，比如用于 FFT 分
析的 1024 Hz 以及其他以 2 为指数的速率，或用于 WAV 文件的
44.1 kHz 和 48 kHz。间隔 近的两个原始样本之间会进行线性插入
计算并在输出文件中插入新计算的样本。

如果所导出的格式支持多速率导出，则默认情况下重采样选项是未选中
的，而且导出的文件中将包含所有选中的通道，采样率为原始速率，包括
低、高和低触发区段。如果需要，您仍可选中重采样，使所有通道都有一
样的速率，从而得到统一的矩阵。

D 导出统计区域中可显示 终文件大小方面的信息。
E 除了选择要导出的感兴趣区域，您还可以选择要导出的通道。您可设置以

下选项：

l 活动通道 导出当前选中的通道。所选通道的名称在波形显示中是高亮
显示的。

l 显示的通道 导出当前显示中所有可见通道。
l 所有通道 导出波形显示中的所有通道，不管可见或不可见，也就是导

出波形显示上所有页面上的所有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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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您可以通过与导出格式相关的导出设置对导出进行精确地调整。该选项中
有常规和具体两种设置。对于不同的导出格式，对话框的设置可能不同。

图 9.24: 具体导出设置

A 文件标题
B 存储文件夹
C 存储文件夹命名选项
D 文件名
E 文件名选项
F 路径和文件名示例
G 格式的具体选项
H 浏览文件夹

A 您可以为文件赋予一个描述性标题。但这不是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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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F

各文件都会导出到文件夹中。您可以输入文件夹的名称或浏览指定文件
夹。

通过存储文件夹命名选项您可以修改路径名使其包含相关设置：

l 记录日期
l 记录时间

结果显示在文件名示例区域中。
D-F 定义文件名和文件名扩展名。

通过文件名选项您可以修改文件名使其包含相关设置：

l 序列号
l 记录名称

结果显示在文件名示例区域中。
G 选项区域中有与所选导出格式相关的选项。

9.2.18 打印
您可以选择要打印的显示、设置、信息、公式（如果可用）或报告（如果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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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5: 带有“打印”选项的文件菜单

要打印：

1 指向文件 ► 打印 ►
2 在子菜单中单击所需的选项。
3 在“打印”对话框中设置您的首选项：

l 显示打印的颜色选项
l 其他打印的页面范围选项

4 选择基本的打印选项后单击打印。设置：详细信息见图 8.11 "打印设置对话
框" 页 287。

显示打印的颜色选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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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白色背景黑色文本 全部波形显示打印为黑白色，背景为白色。忽视显示属
性中的颜色首选项。

l 白色背景彩色文本 除背景外，所有显示部分（波形、注解等）都按显示属
性定义进行彩色打印。背景设置为白色。

l 所见即所得 (WYSIWYG) 选中后，打印输出色完全与屏幕中一样，包括背
景。

9.2.19 首选项...
Perception 首选项中有许多程序设置。这些设置包括但不限于启动选项、更新
选项、视频信息、显示设置等。

图 9.26: 首选项对话框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l 在“文件”菜单中单击首选项...。

“用户界面模式”启动选项

以特定的用户界面模式启动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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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文件”菜单中单击首选项...。
2 在首选项对话框的目录树中选择启动。
3 在用户界面模式下拉列表框中有以下三个选项：

图 9.27: 用户界面模式区域（详情）

A 自动 软件检测正在运行的系统并以相应模式启动。
B Perception 标准版 标准 Perception GUI。此为 PC 和 GEN5i 默认设置
C GEN2i 仪器面板 仪器面板 GUI 是 GEN2i 的默认设置。更多信息，请参阅

图 2.4 页 42。

Perception 将会以定义的用户界面模式启动。

9.2.20 退出
选择此命令可退出 Perception。

Perception

I3024-4.0 cn 333



9.3 编辑菜单
您可以通过“编辑”菜单直接使用各种编辑命令。您可以使用这些命令来传输对象
或数据，具体取决于所选择的条目/对象。

图 9.28: 编辑菜单

有时您可能无法通过标准“编辑”菜单使用编辑功能，但您可以通过上下文菜单使
用这些功能。

9.3.1 传输对象
使用剪切、复制和粘贴等命令传输对象。

传输对象：

1 做出选择。
2 在编辑菜单中选择剪切或复制：

l 剪切命令是移除选择并将其（或其基准）传输到剪贴板。
l 复制命令是复制选择并将其（或其基准）传输到剪贴板。

3 导航到目标（可能还要设置插入位置）。
4 选择粘贴。

粘贴命令表示传输操作的完成。

9.3.2 删除对象
删除命令是移除所选择的目标而不是将其传输到剪贴板以备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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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控制菜单
控制菜单中有基本的采集控制选项，另外还有条件起止定时器、声签记录的起
止以及零平衡，并可以重启系统。采集控制选项的功能与 Perception 采集控制
面板中的功能一样。您也可以通过工具栏中的采集控制图标使用这些命令。

图 9.29: 控制菜单

9.4.1 基本采集控制
有四个基本采集控制命令。更多信息请参阅"采集控制" 93 页。

启动
通过“启动”命令可开始数据的连续采集。在这种模式下记录仪将一直采集数据，
直到遇到停止命令。

停止
要停止或放弃采集，请使用“停止”命令。这会关闭当前记录。在单次扫描采集模
式下，如果在采集触发后数据时发出停止命令，则该命令将在扫描结束时处理；
这意味着扫描将按预计完成。如果您想放弃这次扫描，则必须再次使用该停止
命令。然后当前扫描将立即结束。

单触发
要开始单次扫描采集，请选择此命令。在此模式下，记录仪在收到有效触发条
件并记录完触发后数据、或接收到停止命令之前会一直采集数据。扫描长度和
触发前/后值可在“采集控制”或“设置”表单中设置。

暂停
该命令有两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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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如果没有活动的采集，该命令将使记录仪处于暂停或待机模式。虽然记录
仪正在数字化，但内存或磁盘中不会存储任何数据。您可以用它来进行监
控。

l 如果有活动的连续采集，该命令将使记录仪处于保持模式：虽然记录仪正
在数字化，但内存或磁盘中不会存储任何数据。这时，如果选择“启动”，则
继续当前记录，如果选择停止，则结束记录。

9.4.2 手动触发
触发命令用于手动向所控制的记录仪发送触发命令。

9.4.3 声签
声签命令用于在记录中添加一个声签，同时会在计算机存储区域记录声签。您
可从显示中播放该声签。

记录声签时，声签按钮 (A) 会突出显示，状态栏显示反馈 (B)。

图 9.30: 突出显示的声签/反馈状态栏

说明 声签按钮/状态栏中的反馈仅在计算机存储区域记录声签时启用。

9.4.4 零平衡
零平衡是一种将通道 新测量值设置为新的零值的方法。对于 GHS 系统来说，
达成此目标有两种方法：平衡和归零。

l 在电桥上执行平衡操作可避免输入放大器在高增益时出现过载。实现方法
是通过将物理电流插入电桥，从而平衡电桥。整体效果是电桥在平衡时零
输出。

l 归零可在所有其他传感器上执行。有可能测量出存在偏移量。该测量值用
于在调整 ADC 数据时确定零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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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桥通道来说，首先要执行的就是平衡。如果电桥通道不够平衡，将无法
进行之后的归零操作。更多信息，请参阅图 9.31。

图 9.31: 归零/平衡流程

零平衡：
零平衡命令会对“零平衡已启用”设置为“开”的所有通道进行零平衡。更多信息，
请参阅"零平衡和校准" 549 页。

撤销零平衡：
选择此命令撤销之前的零平衡。电桥平衡和偏移量将被设置为 0。

9.4.5 条件起止定时器
选择条件起止定时器...后，将显示开始、停止和自动重新开始的设置对话框。
您可在此进行各种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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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 条件起止定时器

A 启用定时器
B 条件开始设置
C 条件停止设置
D 自动重新开始设置

条件起止定时器可让您创建一个无需监控的记录序列。您可以定义开始和结束
的时间以及自动重新开始选项。

启动定时器：

l 在对话框上部选择启用复选框。然后您即可进行各种设置。

使用条件开始：

1 选择使用条件开始复选框。然后您即可进行各种设置。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如果您想在特定的日期开始，请指定该日期。采集将于指定日期的每天
于中定义的时间开始。

l 如果您想每天都在指定的时间开始，请选择每天于选项并设定时间。如
果指定日期也被选中，则只开始采集一次。

使用条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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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使用条件停止。然后您即可进行各种设置。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如果您希望在开始采集后经过指定的时间停止采集，请选择停止选项并
输入所需时间值。

l 如果您想在特定的日期停止，请指定该日期。采集将于指定日期的每天
于中定义的时间停止。

l 如果您想每天都在指定的时间停止，请选择每天于选项并设定时间。如
果指定日期也被选中，则只停止采集一次。

使用自动重新开始：

1 选择使用自动重新开始。然后您即可进行各种设置。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无限制。采集将无限重启，直到您取消选择启用选项。
l 如果您需要特定的采集次数，请选择重新开始次数。
l 使用起始 ... 之后选项设置重新启用的时间间隔。

9.4.6 重启系统
您可在需要时使用“重启系统”远程重启主机/系统。只可以重启联机且未使用的
系统。

说明 这将会把系统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因此重启前必须保存设置。

如要重启主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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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菜单栏中选择控制 ► 重启系统...

图 9.33: 重启系统

A 重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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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启系统对话框打开。

图 9.34: “重启系统”对话框

A 联机主机/系统

B 重启
C 主机/系统列表

D 刷新

A 联机主机：已找到的主机/系统列表。
l 启用复选框：未使用主机/系统，可以重启。选中该项目以重启主机/系

统。
l 禁用复选框：主机/系统正在使用中，不能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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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启：单击重启重新启动主机/系统。

图 9.35: 正在重新启动

正在重新启动窗口（图 9.35）将在所有主机重启后自动关闭。或单击关闭
关闭该对话框。

C 主机列表：已找到的主机/系统列表。
D 单击刷新刷新主机/系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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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自动化菜单
如果您需要立即得到测试结果，利用此自动化功能可在记录时或记录后立即分
析或导出数据的触发区段。这样您就可以从测试数据中迅速地提取信息并即时
共享结果了。当记录时间较长时，您也可以利用此功能进行无监控数据处理。
或利用批处理功能方便地访问和载入测试数据以进行后期分析和报告。

在此菜单中您还可以利用合并文件功能将多个文件合并到一个记录中。此外，
您可以迅速地将自定义的报告转换为 Word 文档。您可以使用独立的报告至 Word
功能创建可自由定义的基于模板的报告。

图 9.36: 自动化菜单

9.5.1 日志文件
您可以创建一个日志文件来存储变量的内容。您可以使用其中一个自动化选项
来自动存储，也可以手动在日志文件中添加条目。

您可以用 Excel 查看日志文件。

说明 日志文件是以 XML 流的方式创建的。要查看这种文件，您需要有可以查看 XML
流的程序，比如 Internet Explorer。如果要使用 Excel 打开日志文件，您必须安
装 Microsoft Excel 2003 或更高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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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7: 日志文件示例：XML 和 Excel

手动记录
启用此选项后，您可以手动往日志文件中添加条目。

启用/禁用手动记录：

l 在自动化菜单中单击[启用/禁用]手动记录。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启用/禁用]手动记录按钮 

配置日志文件
您需要定义日志文件的内容。除了菜单条目，您还可以通过各种自动化设置对
话框定义日志文件。

配置日志文件：
1 先确保“手动记录”已经启用，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自动化菜单中单击配置日志文件...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配置日志文件...图标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3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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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8: 日志文件配置对话框

A 可用数据来源的列表
B 附加选项
C 日志文件的位置和名称
D 浏览文件夹/文件

E 所选数据来源的列表
F 将列表中的数据来源条目上/下移

G 向列表中添加/从列表中移除数据来源

请按以下步骤设置日志文件配置：

添加数据来源：
要添加数据来源，您必须选择一个数据来源，然后按以下步骤将此数据来源添
加到选择的数据来源列表中：

1 在可用数据来源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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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将所选的数据来源拖到选择的数据来源列表中。
l  单击添加数据来源按钮。这样就可以添加所选的数据来源了。数据

来源将被添加到数据来源列表的 后。

删除数据来源：
1 在选择的数据来源列表中单击您要删除的数据来源。
2  单击删除来源按钮。

移动数据来源：
1 在选择的数据来源列表中单击您要移动的数据来源。
2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移动选择的来源：

l  单击上移来源按钮可将所选来源向上移动一个位置。
l  单击下移来源按钮可将所选来源向下移动一个位置。

设置日志文件的名称：

要设置日志文件名称和存储文件夹，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文件名条目字段中键入/修改完整的存储路径和文件名。
l 单击浏览。在弹出的“另存为”对话框中：

1 选择您要保存到哪个文件/替换哪个文件或键入新文件的名称。
2 单击保存。

添加到日志文件
如果要手动在日志文件中添加新条目，请在“自动化”菜单中单击添加到日志文件
或单击工具栏上的相应按钮 （可用时）。

清除日志文件
要完全清空日志文件，请单击“自动化”菜单中的清除日志文件 或工具栏中的相
应按钮 （可用时）。

在 Excel 中打开日志文件
您可以在 Excel 中查看日志文件的内容。这需要 Microsoft Excel 2003 或更高
版本。

在 Excel 中打开日志文件：
l 单击“自动化”菜单中的在 Excel 中打开日志文件。
l （可用时）在工具栏中单击在 Excel 中打开日志文件按钮 

选项
还有两个可扩展日志文件功能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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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启用日志文件记录替换
l 在 Excel 中打开并刷新

启用日志文件记录替换选项可让您替换当前日志文件中的既有记录。记录的选
择是根据唯一记录 ID (URID) 进行的。当前 (URID) 与记录 ID 是相同的。

如果您选中此选项，您可以创建一条具有相同名称（当然也有相同 (URID)）的
记录并自动替换日志文件条目。

典型应用：

1 使用自动（日志）记录创建记录。记录 1 正常，记录 2 正常，记录 3 由于
线缆故障而出现错误。如果已经启用该选项，那么您就可以“重置”记录名
称，重新进行第 3 条记录，然后新记录将替换掉原来的第 3 条记录。

2 十个记录之后，您发现记录 5 中有一处计算错误。重新载入该记录、修正
然后使用手动替换命令。第 5 条记录就会被替换。

启用日志文件记录替换的前面有一个警告标志，提示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可
能丢失数据。

在 Excel 中打开并刷新选项可让您监控所有（比如辅助监视器上）进行中的操
作。

选中此选项后，Excel 将于创建第一个新条目时启动。打开后，各个新条目都会
自动刷新 Excel 表单，因此是立即可见的。

说明 只有在 Perception 中打开 Excel 时该功能才有效。如果 Excel 是单独打开，自
动刷新功能将无法生效，您需要手动在 Excel 中刷新。

9.5.2 处理显示
使用处理显示命令在创建记录后手动开始预配置的自动化处理。

该命令与“设置处理显示”对话框中的处理命令是相同的。您使用“处理显示”时，
即是使用“设置处理显示”对话框中的设置。

9.5.3 设置处理显示
您可以通过设置处理显示选项将波形显示中的数据以特定格式传输到某个文件
中，或根据需要将数据传输到另一程序中。

根据您的初始选择及显示设置，您可能无法使用对话框中的一个或多个选项。
例如，如果未设置测量光标，您将无法使用处理光标间的数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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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显示数据：

请按以下步骤处理当前显示中的可用数据：

1 将您要使用的显示设为活动显示。
2 选择自动化 ► 设置处理显示...
3 然后在弹出的“设置处理显示”对话框中做出选择。
4 单击处理可开始处理。将弹出一个进度对话框。
5 完成后请单击进度对话框中的关闭。

图 9.39: 设置处理显示对话框

A 时间间隔
B 要处理的来源
C 操作列表

说明 各种选项与导出设置中的选项相似。因此您可以查看"文件菜单" 303 页和图
9.23 页 327 中的相关信息。

间隔选择
您可在间隔选择区域中详细指定要处理的数据部分。根据您选择的数据来源和/
或显示设置，可使用以下一个或多个选项：

l 全部记录 显示中可能包含许多记录中的数据，该选项定义了从第一个“记录
起点”标记到 后一个“记录终点”标记之间的区域。

l 光标之间 该时间间隔为两个垂直测量光标之间的区域。当两个光标位于起
始位置时，该选项将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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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活动触发区段 如果触发区段有可用的数据，则可以导出特定的触发区段。
进行该操作时，活动光标必须位于您要导出的触发区段中。如果无可用的
触发区段，或活动光标位于触发区段之外，或活动显示设置为“回顾-扫描”模
式，则该选项将被禁用。

l 缩放区段 将导出的时间间隔定义为缩放视图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如果无缩
放视图，则不可使用此选项。

l 交替缩放区段 将导出的时间间隔定义为交替缩放视图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如果无交替缩放视图，则不可使用此选项。

l 触发的区段 指定区段数目可减小文件的整体大小和数据处理所需时间。如
果您选择传输“触发的区段”，则可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l 处理所有触发区段。
l 使用选定的触发区段数，从起始点开始跳过触发区段。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区域是以当前活动波形显示为数据来源的。

在此您可以进行以下选择：

l 当前追踪 只使用当前选择的活动追踪中的数据。
l 当前窗格 只使用当前选择的活动窗格中的数据。
l 当前页面 只使用当前选择的活动（当然也是可见的）页面中的数据。
l 显示中的所有追踪 处理波形显示中的所有页面中的所有轨迹中的所有数据。

自动化操作
您可以在此定义要对所选数据进行哪些操作。

A 自动化操作

一般来讲，您可以创建一个按顺序执行的操作列表。您可以从选择操作并添加
至操作列表下拉框中选择操作并将其添加到操作列表中。可用的操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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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保存 Perception 报告 将数据保存为增强型元文件或 .pReport 文件。
l 转换为 将数据发送到 FlexPro 应用程序。
l 报告至 Word 使用数据和预定义的模板文档创建 Word 报告。
l 快速报告至 Word 使用 低配置创建 Word 报告。
l 导出至 根据可用的导出格式将数据格式化后，再将数据保存到文件。
l 添加到日志文件 以 XML 的格式将数据保存到日志文件。
l 运行外部程序 收集完数据后启动外部应用程序。
l 副本另存为 保存当前活动试验的副本。
l 打印 Perception 报告 将数据发送到默认打印机。

在操作列表中选中操作，然后单击配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此外，如果列表中有多项操作，您还可以配置其执行顺序。

移动自动化操作：
1 在“操作”列表中选择您要移动的操作。
2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移动所选操作：

l  单击上移操作按钮可将所选操作向上移动一个位置。
l  单击下移操作按钮可将所选操作向下移动一个位置。

删除自动化操作：
1 在操作列表中选择您要删除的操作。
2  单击将操作从列表中删除按钮。

后，要执行配置完的操作列表时，只需单击处理即可。

9.5.4 记录的批处理
您可以通过“记录的批处理”来对文件列表执行操作。对话框中定义的操作将被应
用于所有选中的文件，其时间间隔和数据来源配置都相同。

处理数据文件：
1 选择自动化 ► 记录的批处理...
2 然后在弹出的“记录的批处理”对话框中做出选择。
3 单击处理可开始处理。将弹出一个进度对话框。
4 完成后请单击进度对话框中的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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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0: 记录的批处理对话框

A 时间间隔
B 要处理的文件列表
C 数据来源
D 操作列表

说明 各选项与“设置处理显示”对话框中的选项类似。更多信息请参阅"设置处理显示"
347 页。

间隔选择
您可在间隔选择区域中指定要处理的数据的具体部分。

l 全部记录 处理选中的文件中包含的全部记录。
l 触发的区段 指定区段数目可减小文件的整体大小和数据处理所需时间。如

果您选择处理“触发的区段”，则可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l 处理所有触发区段
l 使用指定的触发区段数，从起始点开始
l 跳过触发区段

记录
您可以在此创建要处理的文件列表。

创建要处理的文件列表：
l 单击添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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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添加记录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l 要从列表中移除文件，请选中文件并单击移除。

数据来源
您可在此部分中选择要处理的数据来源。您可以选择：

l 只处理记录仪中的数据，或
l 处理记录仪数据和在线计算的数据。

自动化操作
您可以在此定义要对所选文件进行哪些操作。定义操作列表的方式与设置处理
显示对话框中的相同。更多信息请参阅中的相关部分"设置处理显示" 347 页。

9.5.5 自动化记录处理
与用户发起的“显示和记录的批处理”不同，“自动化记录处理”是由实际采集驱动
的。采集结束后或甚至在记录过程中（如果使用触发区段）会自动开始后处理
任务。

结合条件起止定时器，您可以设置功能强大的自动、无监控测试。

开始自动化处理：
1 选择自动化 ► 自动化记录处理...
2 在弹出的记录自动化处理对话框中选择启用自动化，然后即可使用其他选

项。
3 请在此对话框中做出选择。
4 单击关闭。

说明 采集开始后会显示进度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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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1: 记录自动化处理对话框

A 时间间隔
B 数据来源
C 启用自动化
D 操作列表

间隔选择
您可在间隔选择区域中指定要处理（及何时处理）的数据的具体部分。

l 全部记录 使用全部记录进行处理。只能在记录完成之后才可进行。
l 触发的区段 指定区段数目可减小文件的整体大小和数据处理时间。如果您

选择处理“触发的区段”，则有以下选项可供您使用：
l 在记录时或记录完成后处理数据。
l 处理所有触发区段。
l 使用指定的触发区段数，从起始点开始。
l 跳过触发区段。

选择“触发的区段”后，您可以从列表框中选择记录过程中或记录之后执行数据处
理。如果您选择记录之后，则处理将于记录完成后开始。如果选择记录过程中，
将即时处理各个可用的触发区段。

数据来源
您可在此部分中选择要处理的数据来源。您可以选择：

l 只处理记录仪中的数据，或
l 处理记录仪数据和在线计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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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操作
您可以在此定义要对所选文件进行哪些操作。定义操作列表的方式与设置处理
显示对话框中的相同。更多信息请参阅中的相关部分"设置处理显示" 347 页。

9.5.6 操作配置对话框
在“处理”对话框的“自动化操作”区域中，各操作都带有“配置”按钮。单击此按钮
后，您可以使用更多与常规处理和具体应用相关的设置。这一部分解释了当前
支持的操作的常规配置选项。

导出
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导出功能，所以您可参阅"导出记录..." 325 页以获取更多信
息。

图 9.42: 导出设置示例：ASCII

A 文件标题
B 存储文件夹
C 存储文件夹命名选项
D 文件名
E 文件名选项
F 路径和文件名示例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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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名称格式具体选项
H 浏览文件夹

此处的示例来自 ASCII 导出。

A 您可以为文件赋予一个描述性标题。但这不是文件名。
 
B，C，H，
F

各文件都会导出到文件夹中。您可以输入文件夹的名称或浏览指定
文件夹。

通过存储文件夹命名选项您可以修改路径名使其包含相关设置：

l 记录日期
l 记录时间

如果您要覆盖既有的文件，请选中此选项。

结果显示在文件名示例区域中。
 
D，E，F 定义文件名和文件扩展名。

您可以使用文件名选项修改文件名，使其包含相关设置：

l 序列号
l 记录名称
l 标题

结果显示在文件名示例区域中。
 
G “选项”区域中包含与 ASCII 导出格式相关的选项：

l 时间格式和控制字符
l 除波形数据之外的可选信息

转换为
为了实现更紧耦合的通信，Perception 提供了对转换到 FlexPro 操作的支持。
转换到某应用程序可让您将数据直接发送到该应用程序：您无需启动 FlexPro，
也无需导入或载入外部文件。该应用程序是自动启动的，数据是即时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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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3: ：转换到 FlexPro 配置示例

A 打印选项
B 时基
C 位置

打印选项
您可以通过上面的配置对话框打印报告，不管是单个触发还是整个记录的报告。
这不是 Perception 报告，而是 FlexPro 分析后生成的报告。

时基
选择“绝对时间”可将数据及所记录的时间戳发送到 FlexPro。

选择“重采样数据”以使用指定的采样率。您既可以使用记录的高采样率，也可以
自定义该采样率。这样可能减少数据。

位置
因为 FlexPro 使用了数据库文件夹，所以您需要在“位置”区域中指定此位置。使
用的文件名会被加上前 和由自动编号选项生成的编号。

添加到日志文件
"配置日志文件" 344 页部分中有关于日志文件功能的详细描述。

打印 Perception 报告
您可以使用此操作配置对话框打印 Perception 报告。其中显示了默认的打印对
话框，您可以在此选择将报告发往哪个打印机、打印的区域设置以及选择其他
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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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Perception 报告
如果选择了要配置“保存 Perception 报告”选项，将出现“创建存储路径和文件
名”对话框。您可以在此定义 Perception 报告的保存方式。

图 9.44: 创建存储路径和文件名对话框

A 文件夹设置
B 文件设置
C 完整路径示例
D 文件扩展名
E 文件名

A 文件夹 要选择报告的目标位置，可在文件夹框中输入文件夹名称或单击浏
览选择一个既有的文件夹。

选中相应复选框后，文件夹名中也可以包含记录日期和/或记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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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件

利用下面的选项可创建更复杂的文件名，名称中可包括：

l 记录名称 记录名称，即“采集控制”面板中设置的名称。
l 记录日期
l 记录时间
l 自动编号 从指定的数字开始，包含指定的位数，每个新文件编号自动

加 1。
l 触发 包含要保存的数据的触发区段的编号。
l 覆盖 选中此选项时，每次操作开始后只创建一个文件。

占位符
除了上面所述选项，您还可以手动编辑文件名。将占位符插入文件名
框 (E)。选中此选项后，占位符将插入文本框中的光标位置。您可剪
切并粘贴文本到文件名框 (C) 中，设置占位符并合理安排文件名文本
的顺序。占位符是一个位于百分号 (“%”) 之间的文本标志符，可被其
他计算值自动替换（例如 %date% 可被当前日期替换）。“导出格式用
户指南”中有关于这些占位符的详细信息。
 
典型的占位符有：
l %recname%
l %date%
l %time%
l %autonumber%
l %trigger%

C 完整路径示例 显示 终文件名的样式。如果对结果满意，请单击确定保存
配置。

 
D 扩展名 在扩展名列表中选择一个可用扩展名。该扩展名定义了文件的保存

类型。该对话框可用于两种情况：“保存 Perception 报告”操作的配置，以
及“报告至 Word”操作的报告文档名称配置。这两种情况有不同的可用扩展
名：

l 对于“保存 Perception 报告”操作来说，文件扩展名可以是：
l • .emf，Windows 增强型元文件类型
l • .pReportData，报告文件类型

l 对于“报告至 Word”操作的报告文档文件名，文件名扩展可以是：
l .doc，Word 97-2003 文档格式
l .docx，Word 2007 文档格式

 
E 文件名 您可在此文本框中输入报告文件的名称。请注意，这可能只是整个

文件名的一部分，具体取决于对话框中的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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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另存为
如果选择了要配置“副本另存为报告”选项，将出现“创建存储路径和文件名”对话
框。您可以在此定义副本的保存方式。有关“创建存储路径和文件名”对话框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图 9.44 "创建存储路径和文件名对话框" 页 357。除文件扩展
名 (.pNRF) 外，其他设置均相同。

运行外部程序
您可使用该操作的配置对话框定义要执行的程序。

定义要执行的程序：
l 单击浏览选择要运行的程序。
l 如果可行，可键入可输入到程序的命令行参数。
l 您可在模式中选择程序运行窗口的模式（ 小化，正常， 大化或隐藏）。
l 在自动执行时，您可以将自动化操作设置为等待程序运行完成。如果未选

择此选项，则不等待外部程序直接运行下一个自动化任务。此外，如果您
选择了超时选项，自动化将只等待指定的秒数，然后即继续下一项操作。

图 9.45: 配置运行外部程序对话框

报告至 Word
“报告至 Word”操作的配置对话框在“Perception 5.0 – 报告选项”手册中另有描
述，请参阅“报告菜单”和“高级报告”章节部分。

快速报告至 Word
有关“快速报告至 Word”操作的配置对话框的说明，请参阅下一章"快速报告至
Word" 362 页。

9.5.7 自动化进度对话框
所有处理命令都有一个进度对话框。具体信息取决于处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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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6: 自动化进度对话框示例

A 记录
B 操作
C 进度栏
D 隐藏对话框
E 停止所有操作
F 跳过当前操作
G 列表区域

A 记录 显示当前记录的名称。
B 操作 显示当前操作。
C 进度栏 表示当前操作的进度。
D 隐藏 单击此命令可隐藏进度对话框。要显示此对话框，请再次选择“窗口 ►

自动化进度”。
E 全部停止 如果您想立即放弃包括当前操作在内的所有操作，请单击此命

令。
F 跳过 如果您想跳过当前操作继续下一项操作，请单击此命令。
G 列表区域 显示要处理的文件列表，包括当前文件。

9.5.8 合并文件
您可使用“合并文件”工具迅速将多个文件合并为一个文件以便保存。

在开始合并文件之前，请确定要合并的文件位于 PC 上。如果并非所有文件都
可用，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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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需要）使用计算机外围硬件将包含记录的存储设备连接到 PC 上。
2 使用记录管理器将文件复制到 PC 上。有关如何复制文件的说明，请参阅"记

录导航" 78 页。

合并文件：

1 在自动化菜单中单击合并文件。
2 添加要合并的文件。
3 通过以下方式选择要输出的文件的位置：

l 在输出文件区域键入输出文件的位置。
l 单击浏览按钮浏览至输出位置。

4 单击合并文件按钮。
5 等待合并过程的完成。
6 单击关闭以退出合并文件对话框。

图 9.47: 合并文件对话框

A 合并列表
B 输出文件路径
C 合并文件命令
D 进度栏
E 在合并列表中添加文件

Perception

I3024-4.0 cn 361



F 从合并列表中移除文件
G 估计文件大小
H 浏览文件夹或文件
I 取消合并操作

A 合并列表 这是要合并为一个文件的原始文件列表。其中一个文件以粗体
显示；表示将此记录文件用作主记录。要更改主记录，您只需双击列表中
的一个记录即可。高亮显示的文件是当前选择的主文件。
该操作不会更改原始文件。

B 输出文件路径 合并生成的文件的完整路径。如果文件名已存在，您可以
选择覆盖既有的文件。

C 合并文件 开始合并过程。
D 进度栏 表示合并过程的进度。
E 添加文件 在要合并的文件列表中添加文件
F 移除 从合并列表中移除当前选中的记录。
G 估计文件大小 显示生成的合并文件估计大小。
H 浏览 浏览到一个可存储合并后文件的文件或文件夹。
I 取消 取消合并过程。

9.5.9 快速报告至 Word
快速报告功能可让您一键将各种表单对象转换为 Microsoft® Word。当前支持的
对象有：

l 各种显示类型
l 用户表格
l 图像
l 光标表格（如果可见）

Perception 的各个版本都有此功能。

您可选择手动或自动创建快速报告。关于自动化设置的信息，请参阅"设置处理
显示" 347 页。

您可使用快速报告至 Word 对话框来设置报告。

设置报告：

l 在菜单栏中单击自动化，然后单击快速报告至 Word。
l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要报告至 Word 的对象，根据需要使用蓝色箭头重新

排序，然后单击立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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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然后将自动打开 Word 并将所选对象粘贴到空白文档中。

图 9.48: 快速报告至 Word 对话框

A Perception 对象名称

B Perception 对象类型

C 立即报告命令
D 关闭对话框
E 下移列表中的对象
F 上移列表中的对象

A Perception 对象名称 调出对话框时可用的 Perception 对象都显示在此列
中。还将显示 Perception 对象的名称。名称前的复选框表示是否使用此
对象。
关闭对话框后更改对象的名称是不会对“快速报告”设置生效的。

B Perception 对象类型 该列表示 Perception 对象的类型。
C 立即报告 执行实际转换。
D 关闭 保留既有设置并关闭对话框窗口。
E 下移 对象是按列表中的顺序转换的。您可使用下移按钮使所选对象的顺

序下移。
F 上移 您可使用上移按钮使所选对象的顺序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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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创建快速报告后（不管手动还是自动），将创建一个新空白文档并按列表中的顺
序转换所有对象。转换后将激活 Word 并显示新文档。

显示

快速报告选项将转换显示中的所有页面，页面之间以空行隔开。

转换显示时，将使用屏幕中的显示大小（用像素表示）创建该显示，转换为相
应的毫米/英寸。如果大小不符合页面，则将根据页面进行调整。

显示是按原样显示的，使用当前的布局设置。

说明 默认颜色主题为：白色背景彩色文本。

图像

图像是以图像对象中图像文件的实际大小粘贴到 Word 中的。如果图像比页面
大，将根据页面进行调整。

说明 图像对象的调节大小属性对输出没有任何影响。

表格

如果将用户表格或光标表格传输到 Word，将根据原有比例创建行列数与来源相
同的表格。所创建的表格宽度与页面的整个宽度相同。字体和字体样式也将发
送到 Word。

说明 表格中数据来源的值是在转换时获取的。

操作
您可以选择手动或自动创建快速报告至 Word。两种操作及相关设置都可在快速
报告至 Word 对话框中启用。

手动创建快速报告：

1 使用要转换的对象设置 Perception。
2 从主菜单转向：自动化 ► 快速报告至 Word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3 选择您要转换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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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需要重新排列对象的顺序。
5 单击立即报告。
6 转换完成后，Word 中将显示新文档。

说明 您必须保存 Word 文件才能避免丢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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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窗口菜单
您可通过“窗口”菜单访问各种面板和其他‘浮动’用户界面对话框和控件。

更多关于面板的信息，请参阅"使用面板" 53 页。

图 9.49: 窗口菜单

9.6.1 硬件
硬件导航列出了网络中所有可用的硬件。这包括您使用的、其他人使用的或未
被使用的所有主机。这里也是您选择（连接到）进行特定试验所用硬件的地方。

显示或隐藏硬件导航：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硬件。如果硬件当前可见，在条目旁边的选项卡空
白处会有复选标记显示。

有关硬件导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硬件导航" 66 页。

9.6.2 记录
记录导航列出了所有可用记录。记录可以以物理形式存储在您的计算机存档中
或网络上、缓存在采集硬件上或供 Perception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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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或隐藏记录导航：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记录。如果记录当前可见 - 不管是打开的还是自动
隐藏的 - 在条目旁边的选项卡空白处会有复选标记显示。

有关记录导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导航" 78 页。

9.6.3 数据源
数据来源导航可以让您浏览并访问 Perception 中的所有数据。这包括基准/打开
的记录、（系统）变量、公式结果等。

显示或隐藏数据来源导航：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数据来源。当前可见数据来源条目 - 不管是打开的
或是自动隐藏的 - 前面会有一个复选标记。

有关数据来源导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来源导航" 88 页。

9.6.4 属性
“属性”窗口用于在其中一个导航中显示所选条目的属性。因此通常要结合一个或
多个导航一起使用。

显示或隐藏属性窗口：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属性。当前可见属性条目 - 不管是打开的或是自动
隐藏的 - 前面会有一个复选标记。

有关属性窗口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属性窗口" 91 页。

9.6.5 自动化进度
所有处理命令都有一个进度对话框。可获取的信息取决于处理的类型。

显示或隐藏自动化进度对话框：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自动化进度。如果当前可见，则自动化进度条目前
面会有复选标记。

更多关于进度窗口的信息，请参阅"自动化进度对话框" 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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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 采集控制
“采集控制”面板可以让您迅速得到采集中的主要参数。您也可用它来控制采集并
得到有关控制系统的采集状态的反馈。

显示或隐藏“采集控制”：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采集控制 ► [控制分组]。当前可见控制 - 不管是打开
的或是自动隐藏的 - 前面会有一个复选标记。

有关采集控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采集控制" 93 页。

9.6.7 电池状态
如果系统有内置的电池，则电池状态面板会以图形化的方式简单凝练地显示有
关电池及电池‘健康’状况的详细信息。

说明 其中不包括远程前端的电池状态。关于远程前端的电池状态的信息，请参阅光
纤状态表单。

显示或隐藏电池状态：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电池状态 ► [主机]。当前可见的电池状态面板前面会
有一个复选标记。

Perception

368 I3024-4.0 cn



有关电池状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电池状态" 107 页。

9.6.8 状态
您可利用“状态”面板快速查看重要的系统参数。面板使用了大号字体，即使距离
很远也能看清楚其中的内容。

显示或隐藏状态面板：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状态。状态面板可见时，其条目前面将出现一个复
选标记。

有关状态面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状态" 104 页。

9.6.9 光标浏览
“光标浏览”键用于在显示的波形中轻松移动显示光标。

若要显示或隐藏状态面板：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光标浏览。状态面板可见时，其条目前面将出现一
个复选标记。

更多关于光标浏览面板的信息，请参阅"光标浏览"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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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 工具栏
工具栏上有可以方便地使用常用命令和操作的图形（带有图形的按钮）。
Perception 中内置有各种各样可根据需要显示和隐藏的工具栏。在默认情况下，
所有内置工具栏都紧密排列在菜单栏下。

显示或隐藏特定工具栏：

要显示或隐藏特定工具栏，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使用工具栏区域：
1 右击工具栏区域。
2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您想显示或隐藏的工具栏。

l 使用窗口菜单：
l 在菜单栏中选择窗口 ► 工具栏 ► [工具栏]。在当前可见的工具栏前面会

显示一个复选标记。

更多关于工具栏的信息，请参阅"使用工具栏"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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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帮助菜单
您可通过“帮助”菜单获得各种支持功能。

图 9.50: 帮助菜单

9.7.1 检查软件更新
Perception 使用 InstallShield Update Manager 自动检查软件更新。如果有可用
的更新，您可以看到可用更新的提示图标。选中此图标后，便可看到可用更新
的列表。您可以决定要安装哪些更新。如果没有可用的更新，您就不会收到任
何通知。
您也可以在 Update Manager 中设置不自动检查更新。这种情况下，您仍然可
以手动运行更新检查。为此，请在“帮助”菜单中选择检查软件更新命令。建议您
至少每月检查一次可用更新。

9.7.2 更新密钥...
Perception 软件的启动需要 HASP 密钥。HASP（软件的硬件保护）是一种基
于硬件（硬件密钥）的软件版权保护系统，可以避免软件应用程序的非法使用。
每个 HASP 密钥中都含有一个唯一的 ID 号，用于根据所购买的功能和选项对
程序进行个性化设置。另外，密钥还可用于存储许可参数、应用程序和客户特
定数据。
当软件更新到更高版本或购买了附加功能时，您将收到个性化的“密钥文件”。您
可使用该文件解除对附加功能的锁定。

您可在帮助 ► 关于 Perception 中找到密钥的序列号。

更新密钥信息：

1 选择帮助 ► 更新密钥...
2 在“打开”对话框中找到密钥文件(*.pKey)，然后单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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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之后，您将看到以下消息：

图 9.51: 软件复制保护对话框

4 单击确定。

添加选项之后，您可以在帮助 ► 关于 Perception ► 更多...中查看选项是否成功
添加。

9.7.3 打开 Perception 诊断文件夹
在正常的 Perception 操作下，各种诊断文件都是即时更新的。当然系统偶尔发
生故障时，也会创建诊断文件。
如果您因为遇到问题而需要联系 HBM 支持部门，请提前准备好这些文件。这些
文件中可能包含很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文件均位于一个指定的文件夹中。您可以使用此命令随时打开诊断文件夹，
无需在需要时另行查找。

9.7.4 性能测试...
您可通过性能测试来检测系统是否已为 Perception 应用程序进行了 大程度的
优化。

运行性能测试：

1 选择帮助 ► 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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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后将打开“系统性能测试”对话框并自动开始测试。完成后会显示结果：

图 9.52: “系统性能测试”对话框

3 如果需要，可以滚动查看所有结果。
4 完成后请单击关闭。

9.7.5 网络负荷
您可以查看网络负荷的图形概览。但在负荷旁，还会显示哪个主机连接到计算
机上的哪个网络适配器。这对于检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来说非常有用。

对话框是一个模式对话框，即它可以在继续使用 Perception 时保持打开。它还
会在需要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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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网络负荷：

1 选择帮助 ► 网络负荷
2 “网络负荷”对话框打开：

图 9.53: 网络负荷

A 本地计算机（主区）
 A1 使用的网络适配器（本地计算机）
 A2 未使用但已连接的网络适配器（本地计算机）
 A3 未使用且未连接的网络适配器（本地计算机）
B 网络（主区）
C 采集系统（主区）

A 本地计算机
 此区域以预定义的“分组”顺序列出所有已启用的网络适配器。

可能的分组有：
 A1 使用的网络适配器：状态正确且用于主机连接的适配器。此分组仅在有

连接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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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未使用但已连接的网络适配器：状态正确但目前未用于主机连接的适配
器。

 A3 未使用且未连接的网络适配器：断开的适配器。
 每个分组内的网络适配器按字母顺序排列。

图 9.54: 网络适配器的图形表示
 根据网络适配器所在“分组”的不同，其中显示的信息也不同。
  
 每个网络适配器的表示包括：
 l 名称

l IP 地址
l 网络连接状态图标
l 网络适配器报告的链接速度（吞吐速度）

说明 仅为状态正确的适配器显示（不包括环回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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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网络
 网络区域用于指示存在哪些物理网络连接（外部或内部）。

图 9.55: 网络连接的图形表示
 当主机连接到 Perception 时，“采集系统”和“本地计算机”间存在完整的链

路。因为 GEN 系列采集系统动态了解到网络的预期输出（并在发生相关变
动时更新），我们可计算出网络的预期负荷。和“本地计算机”的（可能组合
的）负荷。

  
 根据给定 大网络吞吐速度，我们可得出每个连接的负荷百分比。

说明 这里 重要的是有时忘记“本地计算机”的“组合”负荷是由物理连接创建的。

 记录开始时，如果我们在任何网络连接上有超出 100 % 的负荷，则会显示
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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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6: 网络过载消息

按下显示详情并停止… 按钮后，显示网络负荷对话框。
  
C 采集系统
 此区域包括连接的主机，它始终位于“使用的网络适配器”分组中。它们按字

母顺序排列。

图 9.57: 采集系统的图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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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采集系统的的表示包括：
l 主机名称
l 主机 IP 地址
l 网络连接状态图标
l 主机报告的链接速度（主机报告的吞吐速度）
l 同步源和状态

9.7.6 关于 Perception 
单击此命令可查看关于该应用程序的附加信息。

图 9.58: 关于对话框

A 应用程序信息
B 许可信息
C 支持信息
D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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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用程序 该部分显示有关应用程序的版本号和内部版本号的信息。这是您
所拥有的版本的一种唯一性表示方式。

B 许可 该部分显示的是软件的许可信息：

l 许可名称和公司
l 密钥序列号
l 可用时：维护失效日期

C 支持 支持网站和电子邮件地址。
D 更多 单击此按钮可查看关于所安装选项的更多信息。

图 9.59: 关于对话框：更多

该窗口中显示了已安装的选项。未安装的选项是灰色显示的。

选择“模块版本”页可查看已安装的各模块及其版本号。您可以用它来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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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采集和存储
A.1 简介

记录仪是现代 HBM Genesis HighSpeed 仪器中的数据采集的基本概念。记录
仪包含许多采集通道，各采集通道使用相同的基本记录参数：采样率、扫描长
度和触发前后长度。通常记录仪和采集卡是一样的。一个主机上可有多个记录
仪。主机是存放记录仪的地方，为其提供电源和到局域网的接口。主机有其自
己的网络地址（IP 地址）。在 Perception 软件中，为便于引用，记录仪被分成
了逻辑分组。同一分组中的记录仪不一定位于同一主机中。    

为简单起见，我们在此部分中将考虑一个通道的例子。

图 A.1: 简化的常规单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A 信号调理/放大器

B ADC

C 下降型采样器
D RAM

E 触发检测器
F 采集逻辑
G 内部高速数据总线

在 Perception 软件中，采集和存储是分开进行的。  采集是将模拟数据数字化，
使其可以用于监控或存储。存储是指数字化数据的实际存档。记录（动词）指
采集 +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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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采集
关于采集控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采集控制" 93 页。

该区域是基本的采集控制区域。

图 A.2: 采集控制

1 状态显示 显示采集的当前状态。
2 采集控制 您可以使用以下控件：
    
 ● 预览 该按钮有两种作用：
  ● 如果没有活动的采集，该命令将使记录仪处于暂停或待机模式。虽

然记录仪正在数字化，但内存或磁盘中不会存储任何数据。您可以
用它来进行监控。

  ● 采集处于活动状态时，此按钮会在选择记录后更新为暂停（参见
图 A.3）。现在，使用控件将会使记录仪处于保持模式：虽然记录仪
正在数字化，但内存或磁盘中不会存储任何数据。此时，记录按钮
会变为恢复（参见图 A.4），当选择恢复时，则继续执行当前记录，
而选择停止时，则完成记录。

   

图 A.3: 采集控制 - 已选择记录
   

图 A.4: 采集控制 - 内存或磁盘中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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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录 通过记录命令开始采集数据。
  ● 停止 使用此按钮停止或放弃采集。这会关闭当前记录。在扫描采集

模式下，如果在采集触发后数据时发出停止命令，则该命令将在扫
描结束时处理；这意味着扫描将按预计完成。此时，停止指示会被
禁用，但可用于放弃当前扫描。

  ● 触发 此按钮用于向所控制的记录仪发送“手动”触发命令。

这些采集命令是与各种存储模式结合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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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存储
常规数据采集系统中有两种存储方法，如"简介" 380 页（图 A-1）所示：

l 将数据高速存储于板载 RAM 中
l 以较低的速度直接将数据传输到控制计算机或（若已安装）本地硬盘上。

除了这两种存储方法外，系统还提供了两种基本的存储模式：

l 扫描：长度预定的数据存储。扫描通常使用触发定义扫描的起止点。
l 连续：长度未预定的数据存储。可根据各种事件（将于后面说明）定义该

存储模式的结束。

数据存储后，就会被整理为记录的格式。一个记录（名词）定义为从采集开始
（“记录”命令）到采集结束期间所存储的所有数据。采集结束可以有多种定义方
式。一个记录中可以是一个或多个扫描、一个连续的数据流或两者的结合。

在 Perception 中，记录是以 pNRF（Perception 本地记录文件）文件格式保存
的。

存储模式定义数据如何数字化和保存。连续存储模式会储存所有数据。扫描存
储模式将只保存扫描。不过，所生成的文件（或记录）会因为不同的存储模式
而不同。

图 A.5: 记录 - 存储：连续

图 A.6: 采集：记录 - 存储：仅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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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7: 采集：记录 - 存储：仅单次扫描

您可结合各种基本存储模式创建更高级的存储模式：

双重  在这种模式下，扫描和连续数据都会被存储。因此 终结果就是一个包含
扫描间较高速扫描和较低速连续数据的记录。

慢速/快速扫描  在此模式下，会存储采样速率不同的扫描数据。其与双重模式
的差别就是，较慢的数据流实际上变成了低速的扫描，也就是说，它有预定义
的长度，而且需要触发。触发位置与第一次高速扫描的触发相同。不管快速扫
描设置的数目为多少，记录都将停止于慢速扫描的结尾。

A.3.1 关于扫描的更多信息
图 A.1（如"简介" 380 页所示）是一般概念的单通道数字化仪的模块图解。当模
拟值通过 ADC 转换为二进制代码后，这些值即相继被存储于缓冲区中，即板
载 RAM 中。该内存可被划分为多个区段，从而存储多个扫描。

如果一个区段的 后一个存储位置被填满，而采集仍在继续，则第一个存储位
置将被新样本覆盖，然后是第二个存储位置，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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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8: 内存的环形缓冲操作

A 数据存储
B 开始
C 终止

这样物理内存就形成了一个环形缓冲，可连续向该缓冲中添加信息（图 A.8）。
只有记录逻辑指示记录必须停止的时候，填充环形缓冲内存的操作才会终止。
记录停止后，您就可以通过控制计算机访问缓冲并处理内存中的内容。这也称
为循环记录。

触发前扫描

如上所述，ADC 中形成的数据是存储在缓冲内存上的。记录时，内存中的数据
会不断地被新样本值刷新，直到存储停止。内存中的可用信息即‘记录终点’之前
所记录的信号的历史记录。其范围取决于采样率和内存的数据存储能力（长
度）。假设内存长度为 40 000 样本，采样率为每秒 10 000 样本，则历史记录
的时间窗口将为：

(EQ 1)

 

只有记录仪发出的‘停止’信号才可停止到环形缓冲的存储。该信号称为“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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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9: 带触发和记录终点的环形缓冲

A 数据存储
B 开始
C 终止
D 触发
E 记录终点

因为触发将停止存储，因此所存储的信息都称为触发前信息。如果存储因所采
集的信号满足触发条件而停止，则只能得到触发前信息 - 即信号满足触发条件
之前的信息。

图 A.10: 完整的触发前存储：触发前 = 100%

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是满足条件前后发生的事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引入了延迟。满足触发条件后，存储停止 - 但不是即时停止，而是在可编
程延迟计数器计数完成之后停止。这样，内存中就有了触发前和触发后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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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1: 触发前 / 触发后存储：0% < 触发前 < 100%

变量延迟计数器可让用户自定义触发前的长度。触发前区段的长度等于内存区
段长度减去延迟。如果两者长度相等，或为负值，则只能得到触发后的信息。

图 A.12: 完整的触发后存储：触发前 = 0%

图 A.13: 延迟的触发存储：触发前 < 0%

A 延迟

快速扫描延伸存储

图 A.14: 单触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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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5: 第二次触发表示发生扫描延伸

在触发后数据采集过程中，如果遇到第二个触发（瞬态事件），触发的扫描就会
自动延长并完整地记录第二个事件，包括附加的触发后数据。更多信息，请参
阅"高级设置" 515 页。

A.3.2 关于连续数据存储的更多信息
连续数据存储和系统扫描的 大不同在于扫描是存储于板载易失 RAM 上的，而
连续存储则是存储在控制计算机的硬盘（或已安装的本地硬盘）上。

连续数据存储有三种模式：

l 标准  若按下面的方式（图片来自 Perception 软件）手动开始和停止存储，
则连续模式为标准：

l 圆形   如果手动开始和停止存储并定义缓冲的长度，则连续模式为循环。操
作与标准扫描存储相同，但是对象为 PC 硬盘而不是易失性存储器。在这种
模式下，触发后时间是指定的，其值与扫描记录中的触发后区段是基本一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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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停止触发   连续模式的操作类似触发前扫描，但是对象为 PC 硬盘而不是易
失性存储器。

l 指定时间 连续模式现在会存储数据，直到达到指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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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时基
现代数据采集技术的功能是通过模拟信息的数字化实现的。数字化是指将模拟
信号（静态或动态）的瞬时值转化为数字值。当信号变化时，在足够快的间隔
内采样瞬时振幅可以将该信号转化为一系列代表原始模拟信号的数字。

A.4.1 实时采样和时基
实时采样是一种直接的采样方式，也是记录非周期性现象的唯一方式。在这种
方法中，原始信号的采样间隔要尽可能的短且相等。如果使用的采样率足够高，
原始信号不必经过其他处理就可以重组。

采样率是由时基决定的：时基是一个可以产生模数转换器驱动脉冲的时钟。一
个系统内有以下几种时基选项：

l 内部时基  如果您选择内部时基，就会使用内置的时钟驱动 ADC。
l 外部时基  当您选择外部时基时，用于驱动模数转换器的时钟是系统内的外

时钟输入 BNC 上的时钟信号。当您选择这种模式时，两个连续采样间的间
隔可能不相等。这全取决于提供的时钟信号的精确度。详细信息，请参阅
硬件随附的用户手册。

上述选择可通过“设置表单 > 记录仪 > 时基来源”完成。

选择内部时基时会出现两个相关选项：

l 十进制内部时钟基准    该设置用于创建以 10 为基数的时基值，例如 1 MHz、
100 kHz、50 kHz、2.5 Hz 等。这些值由一个运行于以 10 为基准频率的主
振荡器生成，例如 1 MHz。

l 二进制内部时钟基准    该设置用于创建以 2 为基数的时基值，例如
1.024 MHz、512 kHz、64 Hz 等。这些值由一个运行于以 2 为基准频率的
主振荡器生成，例如 1.024 MHz。

上述选择可通过“设置表单 > 主机 > 内部时钟基准”完成，因此是在整个主机范
围内有效的，即对所有的记录仪都一样。

在进行 FFT（频率域分析）时，二进制时基是一项有用的时基设置。

A.4.2 用于 FFT 的时基设置
在进行 FFT 时，有两个主题会对采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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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终 FFT 产生带有一定距离 ∆ f（一个“适当”值）的频谱线，这会使您的工
作更轻松。除非另有说明：FFT 采样间隔应当为一个适当值。有时也称为
“频率分辨率”。采样间隔取决于实际的帧大小或帧长度：采样间隔 = 1 / T，
其中 T 指总的帧大小时间。例如一秒的帧大小会产生 1 Hz 的采样间隔，0.5
秒的帧大小会产生 2 Hz 的采样间隔。

2 佳情况是样本中的帧大小等于原来的二次方。从根本上来说大多数的 FFT
算法式是用于计算长度为 2^N 的数据集。
 

内部时基的二进制时钟基准和分度因数使得大量的值均能达到这两个要求。在
下面的表格中给出了各种采样率以及相应的分度因数（除子）。表格显示了通过
这些采样率和各种扫描长度得出的采样间隔。

例如：从表格中您可以看出采样率为 40.960 kHz 和扫描长度为 8192 的采样产生
5 Hz 的采样间隔，即频谱线的间隔为 5 Hz。

“适当”值是指出于（栅格）显示目的时，能适用于“较大”值的“较小”值。

在下列表格中，这些值显示在带颜色的格子中，主要包括的范围为：1.25、2.5、
5、10、20。

表 A.1: FFT 采样间隔示例

时基
主 = 1.024 MHZ

FFT 间隔（扫描长度）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SMP/S 因子 FFT 采样间隔 (HZ)
1024000 1 4000 2000 1000 500 250 125
512000 2 2000 1000 500 250 125 62.5
256000 4 1000 500 250 125 62.5 31.25
204800 5 800 400 200 100 50 25
128000 8 500 250 125 62.5 31.25 15.625
102400 10 400 200 100 50 25 12.5
51200 20 200 100 50 25 12.5 6.25
40960 25 160 80 40 20 10 5
25600 40 100 50 25 12.5 6.25 3.125
20480 50 80 40 20 10 5 2.5
12800 80 50 25 12.5 6.25 3.125 1.5625
1024 100 40 20 10 5 2.5 1.25
5120 200 20 10 5 2.5 1.25 0.625
4096 250 16 8 4 2 1 0.5
2560 400 10 5 2.5 1.25 0.625 0.3125
2048 500 8 4 2 1 0.5 0.25

Perception

I3024-4.0 cn 391



时基
主 = 1.024 MHZ

FFT 间隔（扫描长度）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SMP/S 因子 FFT 采样间隔 (HZ)
1280 800 5 2.5 1.25 0.625 0.3125 0.0156
1024 1000 4 2 1 0.5 0.25 0.125

附加信息
尼奎斯特频率 (f/2) 是采样速率为 (f) 的数字化仪能准确测量的 大频率。除非
另有说明：采样速率为 (f) 的数字化仪在测量带宽分量超过 f/2 的输入信号时会
出现“混叠”误差。

尼奎斯特的定理确定了能够测量的频率范围。频率范围为 DC 到采集数据时采
样速率的二分之一。扫描 N 个点的 FFT 会产生频率范围在 DC 和尼奎斯特频
率之间的 N/2 个频率域数据点。因此频率分辨率为：

(EQ 2)

 

举个例子，假设扫描 8192 个点 (N=8192)，采集率为 40.96 kHz。则会得到以
下数据：

l 频率分辨率 Δf = (½ * 40960) / (½ * 8192) = 5 Hz
l 频率域点数量：N/2 = 4096
l 可测量的 小频率分量等于频率分辨率 Δf = 5 Hz
l 可测量的 大频率分量为 40.96 kHz / 2 = 20.48 kHz

FFT X- 比例（频率）起始值为 5 Hz，终止值为 20480 Hz，共包括 4096 个点。

这只是描述了如何通过奈奎斯特定理得到 FFT X- 比例。但是，因为大部分时候
模拟信号在输入时都是通过抗混叠滤波器的，所以整个频率测量量程就变得不
可用。滤波器会有从 DC 到低于奈奎斯特频率的频率的平直响应，然后频率响
应开始下降。没有滤波器能实现（理想）陡峭的瞬时传递。

因此一般会将频率范围设定为一个较小的值。通常为 0.390625，不是除以 2
（奈奎斯特）而是除以 2.56。这对于 Δf 的计算没有影响：Δf = 采样速率 / N。
仅仅是频率范围变小了。在上例中，40.96 kHz / 2.56 = 16 kHz。

Perception

392 I3024-4.0 cn



B 数字触发模式
B.1 简介

在典型的 HBM Genesis HighSpeed 数据采集系统中，通常各通道都备有一个
触发检测器，这样便可以只记录感兴趣的现象，而不必在整个内存中搜索。触
发检测器使系统能够捕捉到难以捕捉、短暂和难以预测的事件。它使您能够轻
松地提取到感兴趣的事件。

在记录技术中，触发一词有双重意义。在被动的意义下，仪器被触发，也就是
说仪器响应某种刺激。在主动意义下，例如触发点，它表示仪器触发事件的（时
间）点。在两种情况下触发都是指一种已知、预定义的情况。

触发可由几种方式生成：

l 用户生成，也就是手动
l 通过外部施加的信号，也就是外部触发
l 如果采集到的信号符合特定的条件：触发条件。记录仪中的各个通道都可

触发该记录仪。

对于瞬态记录来说，第三种是 为重要的。从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触发设备
决定了数据采集系统的能力 – 也就是数据采集的效率。

我们将在本章中详细说明 HBM Genesis HighSpeed 数据采集系统的触发功能
和 Perception 的支持功能。

记录仪中的各个通道都可触发该记录仪。这个功能是通过将所有通道触发组合
成一个逻辑“或”组合来实现的：当某个通道（或多个通道）生成一个触发时，将
触发整个记录仪。各通道的触发检测器都可关闭或设置为本章后面所述模式之
一。

说明 本章介绍了所有 GEN 系列触发选项。但不是所有采集板都支持每一种介绍的选
项。检查各采集卡的规格以查看此卡支持哪些选项。

图 B.1: 通道触发组合

A 通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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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道 n

C 通道 x

D 记录仪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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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了解数字触发
从技术的角度讲，可用两种方式判定信号中已知、预定义的情况：模拟或数字。

GEN 系列系统中的各个通道都装备有数字触发检测器，因为这种检测器有稳定
的垂直基准电平、不会产生水平抖动、也不会受到频率的影响。

数字触发检测器的劣势在于无法检测到两个连续采样之间的事件。通常情况下
这不会影响到正常操作，因为事件是不被记录的。

B.2.1 数字触发检测器
图 B.2 为单电平数字触发检测器的简图。ADC 传入的数字化值被传输到算术

（和）逻辑单元 – ALU。然后将 ALU 的结果值与预设值（触发电平）对比。结
果可为正（结果值较大）或负（结果值较小）。电平交叉检测器将根据此信息验
证是否发生了正确方向的电平交叉，如果是则发送触发。

图 B.2: 单电平触发检测器

A ADC 数据

B ALU

C 电平交叉检测
D 触发
E 延迟
F 比较值

ALU 前面的延迟记录器是用于比较 ADC 值和“更早”的值的。这意味着触发并不
是响应特定的电平，而是响应差分信号或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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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必须实际穿过预设电平，原因将在本章后面解释。这可避免因信号中的小
量噪声产生错误的触发。为了使触发检测器在有噪声信号时更稳定，单电平触
发检测器中还扩展了滞后功能。电平检测器发出电平穿越信号后，仅在输入信
号处于滞环以外时才会发出新的电平穿越信号。 
在高级触发模式中，带有可编程滞后的单电平触发检测器被执行了两次，目的
是提供双电平触发检测器。电平通常分为主触发电平和副触发电平。

B.2.2 有效触发条件
触发检测是以电平交叉为基础的：信号必须与指定电平交叉才会被视为触发条
件。因此，如果仅达到所需电平，则并不一定是有效触发条件。因为触发检测
是数字化的，所以将忽略内部采样模拟值。

下图显示了这些条件。

图 B.3: 电平交叉检测器

触发

触发电平

样本

触发前 后一个采样

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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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为带有指定电平 (T) 和正向电平穿越的基本触发模式。在图 B.3 A 中，
触发发生在电平穿越后的第一个采样处。图 B.3 B 有一个与指定电平相同的采
样。在有样本实际达到指定电平以上之前不会发生触发。

因为触发检测器所需的条件是电平交叉，因此记录开始后位于所设定电平以上
的信号不会产生触发。如图 B.3 C 所示。

图 B.4 显示了滞后的影响。这里的不同在于，使用了另一个电平 (H) 来“装备”电
平触发检测器。换句话说，触发电平扩展成了一个跨越多个电平的触发区域。

图 B.4: 触发电平滞后

触发

触发电平

滞后电平

样本

触发

设置滞后

重置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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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触发模式
有了各种各样的触发模式，您的数据采集系统就可以扩展为一台非常灵活的瞬
态记录仪。您可对触发电路进行配置，使其能够被许多类型的现象触发。在这
部分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各种触发模式及其扩展。

B.3.1 基本触发模式
基本触发模式与使用模拟触发检测器时可用的触发模式类似，例如经典示波器
上的显示。

图 B.5: 基本触发模式

A 触发

在这种模式下，单电平触发检测器是激活的：主电平。如前所述，信号必须实
际跨过预设的电平。电平和交叉的方向都是可选择的。

该模式的相关设置：

l 模式：基本
l 主电平：输入范围中的任意值
l 方向：正或负
l 滞后：任意相对值

B.3.2 双重触发模式
在双触发模式下有两个并行运行的活动检测器：主电平 P 和副电平 S。有了这
两个电平，就可以定义输入信号必须位于哪个范围内。如果信号变得比高位电
平大，或者比低位电平小，检测器就会生成触发。如果反转两个检测器的斜率，
则将于信号返回指定范围内时生成触发。

图 B.6 显示了可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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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6: 双重触发模式

A 触发

您可以为各电平选择任意值和主电平的斜率。副电平的斜率将自动设置为相反
的方向。

图 1 和 3 显示的是离开范围的信号，图 2 和 4 显示的是进入范围的信号。

该模式的相关设置：

l 模式：双重
l 主电平：输入范围中的任意值
l 副电平：输入范围中的任意值
l 方向:主电平可为正或负，副电平自动与此相反
l 滞后：为两个电平使用的任何相关值。

B.3.3 窗口触发模式
窗口触发模式同时使用了两种模式。其中一种有双重功能：装备和触发，另一
种用作解除装备电平。要生成触发，就必须装备触发检测器。这是通过从相反
方向与装备/触发电平交叉实现的。装备后，按预定方向交叉装备/触发电平即可
产生触发，除非装备条件之后产生了解除装备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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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7: 窗口触发模式

A 触发

图 1 和 3 显示了窗口触发模式的主要用途：检测重复性信号中的凹陷。图 2 和 4
显示另一种用途：检测重复性信号中的峰值脉冲。

如果监控周期性信号时必须在峰值电平改变时触发系统，则窗口触发模式就会
非常有用。这种模式对于单极信号是 有效的，比如 TTL 电平脉冲列。对于双
极信号来说，双重窗口触发模式将更适合，相关内容将于下面的部分中说明。

该模式的相关设置：

l 模式：窗口
l 主电平：输入范围中的任意值
l 副电平：输入范围中的任意值
l 方向:主电平可为正或负，副电平自动与此相反
l 滞后：为两个电平使用的任何相关值。

B.3.4 双重窗口触发模式
双重窗口触发模式是窗口触发模式的更复杂版本。这时两个电平都被用作装备/
触发/解除装备电平。这使得触发检测器可以对两个方向上的凹陷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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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8: 双重窗口触发模式

A 触发

图 1 显示了一种情况，图 2 显示的是同样设置下的另一种情况。触发结果将由
以下条件决定：

l 电平交叉与设定方向相反 = 装备电平
l 电平交叉与设定方向相同 = 如果装备有其他电平，则解除装备
l 电平交叉与设定方向相同 = 如果电平已装备，则触发

由于这对于两个电平来说都是成立的，因此在两个方向上都可检测到如图 1 和 2
所示的“凹陷”。

该模式的相关设置：

l 模式：双重窗口
l 主电平：输入范围中的任意值
l 副电平：输入范围中的任意值
l 方向:主电平可为正或负，副电平自动与此相反
l 滞后：为两个电平使用的任何相关值。

B.3.5 连续触发模式
这种模式下，两个电平比较器是依次设置的。一个用于装备触发检测器，另一
个用于实际生成触发：如果传入的信号与第一个比较器交叉，则将激活第二个

（已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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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9: 连续触发模式

A 触发

此模式可用于消除由于噪声或滞后造成的假触发。这个概念有时也被称为灵敏
度窗口。

您也可以将主检测器的电平设置得比副检测器的值低，虽然并不常用。这种情
况给出了如图 3 和 4 所示的选项。

该模式的相关设置：

l 模式：连续的
l 主电平：输入范围中的任意值
l 副电平：输入范围中的任意值
l 方向:主电平可为正或负，副电平自动与此相反
l 滞后：为两个电平使用的任何相关值。

B.3.6 触发限定字
通道的触发检测器也可用作限定字。触发限定字是一种启用（装备）记录仪触
发功能的情况。记录仪触发功能是各通道、外部、记录仪间和其他触发选项的
组合。

有两种限定字模式：

l 基本单电平限定字。电平检测器的工作相同于 "基本触发模式" 398 页
l 双电平限定字。电平检测器的工作与"双重触发模式" 398 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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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定字模式下，触发检测器的结果将被发送到记录仪触发逻辑的限定字行。
关于记录仪触发功能的详细功能，请参阅"记录仪和系统触发" 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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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触发附件
前面提到的触发模式可与各种其他功能结合，从而可对几乎任何信号产生触发。

其中部分用于对所选的触发模式进行微调整，部分用于扩展基本触发检测器的
功能。

下面是设置表单中的简图，显示了完整通道触发逻辑的构成块。

图 B.10: 通道触发逻辑

A 到记录仪触发

从左向右依次有以下附件可用：

l 斜率检测器：可以对斜率触发而不是对电平触发
l 脉冲限定字：检测或拒绝满足特定时帧的触发条件
l 触发抑制：在触发条件后的指定时间段内禁用触发检测器
l 间隔：定义两个连续触发条件之间的时间间隔
l 事件：计算生成实际触发之前的触发条件数

B.4.1 斜率检测器
目前讨论到的所有触发功能处理的都是传入信号的绝对电平。斜率检测器可使
您将相同的功能用于许多采样之间的差上。这意味着触发并不是响应特定的电
平，而是响应差分信号或斜率。斜率检测器也称为微分器或 dY/dt 检测器。斜
率检测器的输出是 新样本和给定样本间隔数目前记录的样本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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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1: 斜率触发

A 触发
B 原始信号
C 差分信号

通过斜率触发，您可以根据信号的特定改变产生触发，例如在重复性信号的波
峰上：如果信号的斜率（或频率）超过指定电平，则生成触发。

B.4.2 脉冲检测器
脉冲检测器可与基本（斜率）触发电平检测器结合使用。它可用于两种相反的
用途：

l 检测小于设定时间段的触发条件：脉冲检测
l 检测大于设定时间段的触发条件：脉冲拒绝

触发检测器的所有操作都是与比较器电平交叉的结果。

脉冲检测
如果交叉后，比较器的情况在指定的时间内未稳定下来，则该交叉不是有效触
发条件，也就是一个可忽略的小脉冲（或噪声），因而不会产生触发。

脉冲拒绝
如果交叉后，比较器的情况在指定的时间内都是稳定的，则该交叉是有效触发
条件，也就是必须记录的小脉冲，并产生触发。

脉冲检测器可用于处理采样。在 Perception 软件中用时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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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2: 脉冲检测/拒绝方法

A 触发
B 宽度

图 B.12：图 1 和 2 描述了脉冲检测。在图 1 中，穿过触发电平后，信号在触发
电平之上停留的时间间隔超过脉冲宽度 W。在图 2 中，信号在脉冲宽度 W 内
返回触发电平。这样“小脉冲”就会产生触发。

图 3 和 4 描述的是相反的情况：脉冲拒绝。现在是“小”脉冲被忽略，而宽脉冲
被作为触发条件，从而产生触发。

脉冲检测器可用于两种触发电平。结合滞后设置后，脉冲检测器对信号中噪声
的灵敏度变低。

B.4.3 触发抑制
触发抑制用于满足触发条件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禁用触发检测器。

可用于在慢速衰减重复性信号上只生成一个触发，或消除触发后的影响。若使
用 16 位计数器，当采样率为 10 kS/s 时，触发会被禁用 6.553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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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3: 触发抑制

A 触发
B 触发抑制

此功能与间隔定时器和/或事件计数器结合使用时可发挥 大作用。

B.4.4 间隔定时器
间隔定时器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触发附件。间隔定时器用于定义两个触发事件之
间的时间关系。如果时间关系正确，则生成触发。

可能有以下关系：

l 较短：两个连续触发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比指定时间间隔短。
l 较长：两个连续触发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比指定时间间隔长。
l 介于：第二个触发事件的时间介于以下时间段内：以第一个触发事件后的

指定时间为开始，然后再经过指定的时间间隔为结束。
l 非介于：第二个触发事件的时间不介于以下时间段内：以第一个触发事件

后的指定时间为开始，然后再经过指定的时间间隔为结束。

间隔定时器可用于处理采样（2 至 65535）。在 Perception 软件中用时间表示。在
1 MS/s 采样率下，可导致 长为 65.535 毫秒。

间隔定时器 - 较短
该间隔时间模式非常简单。如果第二个触发事件位于设定的时间间隔内，则生
成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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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4: 间隔定时器 - 较短

A 触发
B 间隔

第一个新触发事件发生时，时间间隔将重置。例如，该功能可让您检测标准脉
冲列中的额外脉冲。

间隔定时器 - 较长
该间隔定时器模式比较复杂。如果第二个触发事件位于设定的时间间隔内，则
不会产生触发，并且各触发事件的时间间隔会重置。如果在指定时间间隔后发
生新触发事件，也就是说间隔未被及时重置，则将在指定的时间间隔结束时生
成触发。

在 图 B.15 中，重置的时刻是用点虚线表示的，实际触发时刻是用直线表示的。

图 B.15: 间隔定时器 - 较长

A 触发
B 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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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该功能可让您检测标准脉冲列中的“丢失”脉冲。

间隔定时器 - 介于
在“介于”模式中，通常有两种定时器：一种用于设定时间窗口的开始，另一种用
于设定时间窗口的宽度。第二个触发事件必须位于该时间窗口之内。

图 B.16: 间隔定时器 - 介于

下面顺序对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解释：
1 第一个触发事件标志着间隔定时器 1 的开始。
2 间隔定时器 1 到期前发生第二个触发事件，定时器被重置。
3 间隔定时器 1 到期前发生第三个触发事件，定时器被重置。
4 间隔 1
5 间隔定时器 1 过期，间隔定时器 2 开始。
6 间隔 2
7 间隔定时器 2 过期时在设定时间内尚无触发事件发生。整个触发逻辑被重

置。
8 第一个新触发事件标志着间隔定时器 1 的开始。
9 间隔定时器 1 到期前发生第二个触发事件，定时器被重置。
10 间隔定时器 1 过期，间隔定时器 2 开始。
11 间隔定时器 2 过期前发生触发事件：生成触发。
A 触发

第一个间隔定时器与前面所述的触发抑制功能类似。第二个间隔定时器定义了
触发事件必须发生的时间（间隔）。如果不在此时间内发生，则不是相关的触发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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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定时器 - 非介于
间隔定时器的“非介于”模式是与“介于”模式相反的一种功能。这时第二个间隔不
是用来定义触发安全区域，而是表示不能发生触发的区域。第一个间隔中发生
的触发事件是有效的。第二个间隔内发生的触发事件将重置触发逻辑。两个间
隔定时器都过期后也会产生触发。此模式的典型用途是检测脉冲“过早”/“过晚”检
测间间隔的变化。

图 B.17: 间隔定时器 - 非介于

下面顺序对此模式功能进行了解释：

1 第一个触发事件标志着间隔定时器 1 的开始。
2 间隔 1
3 如果在第一个间隔中发生触发事件，则生成触发。
4 扫描结束。
5 第一个新触发事件标志着间隔定时器 1 的开始。
6 间隔定时器 1 过期，间隔定时器 2 开始。
7 第二个间隔内发生触发事件。间隔定时器 1 重启。
8 间隔 2
9 间隔定时器 1 过期，间隔定时器 2 开始。
10 间隔定时器 2 过期，生成触发。
A 触发

B.4.5 事件计数器
因为有时有多个事件满足既定条件，所以可能无法用一种选定的触发模式来对
特定条件产生触发。因此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缩小触发事件范围的“滤波器”，比
如触发抑制和间隔定时器。

Perception

410 I3024-4.0 cn



另外事件计数器也可作类似用途。事件计数器可计数所有生成的触发，并在计
数到预定值（通常为 1 到 256）时生成一个 终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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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记录仪和系统触发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触发模式和功能都是基于通道的。GEN 系列系统中
的每个模拟通道中都有一个数字触发检测器。单个记录仪中的所有通道的触发
信号都是通过逻辑 OR 产生组合触发的。此触发可与外部触发和限定字对触发
进行组合。 终结果是一个记录仪触发。各记录仪生成的触发可分配至其他记
录仪和主机。

下面是 Perception 软件中的简图，显示了完整记录仪触发逻辑的构成块。请注
意，具体功能可能根据确切的硬件情况而稍有不同。

图 B.18: 记录仪触发逻辑

记录仪触发逻辑的核心就是“组合”模块。所有触发来源都将在此汇聚，然后根据
其设置生成记录仪触发。但该触发会受到限定字的限制：如果其中一个限定字
未被装备，则不生成记录仪触发。

l 通道 1 到 N：这些是前面所述的通道触发。请参见 "数字触发模式, 图 B.1:
通道触发组合" 查看更加准确的示意图。

l 外部触发输入：这是与主机相关的外部触发信号：输入接头位于主机控制
器上。您可选择在上升沿或下降沿使用，主机中的所有输入卡都会使用相
同的信号沿。每个输入卡可选择是否使用外部触发作为触发源。

l 限定字 1 到 N：这些是前面所述的限定字触发：请参阅"触发限定字"
402 页。

l 外部触发输出：可用记录仪触发向外界发送触发信号。输出接头位于主机
控制器上。您可选择在有效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出上使用，主机中的所有输
入卡都会使用相同的输出电平。每个输入卡可选择是否将触发发送到外部
触发输出。

l 内部触发线路 1 到 3：有三种内部触发线路。用于将一个记录仪上的记录仪
触发传输到另一个记录仪。各记录仪都可将其记录仪触发设置到一条或多
条线路上。它也可以从一条或多条线路上拾取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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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主/从：可使用主/从模块同步多台主机。使用时，记录仪可将记录仪触发放
在主/从触发线路上，以及/或从主/从触发线路上拾取触发。在不使用主/从
操作时，此线路的作用与其他三个触发线路相似。根据主/从模块的硬件功
能，触发线路 3 也可用于同步主机间的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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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通道警报
各通道都可发出警报。警报情况是用基本双电平检测器检测的。

有两种警报模式：

l 基本单电平警报。只要信号超出规定方向上的电平，警报线路就会处于活
动状态。有关电平比较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基本触发模式" 398 页。

l 双电平警报。只要信号超出规定方向上的两个电平之一，警报线路就会处
于活动状态。有关电平比较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双重触发模式" 398 页。

警报检测器的输出将发送到警报线路并与其他通道和记录仪的警报情况相结合
(OR-ed)。结果为主机控制器上的外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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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脱机设置和配置管理器
C.1 简介

Perception 的脱机设置模式可让您根据当前的硬件情况创建并设置试验而无需
连接到硬件。您可以根据当前的硬件修改硬件设置、创建公式和报告并将其保
存为虚拟工作台。当您连接到硬件时，您可以载入此工作台，立即开始工作。

脱机设置主要由两个组件构成：

l 配置管理器。
l Perception 脱机设置模式。

配置管理器是一个附加程序，可提供逼真的虚拟硬件。并且该“硬件”是可配置的。

Perception 脱机设置模式是一个程序模式，可让您与“配置管理器”中的“模拟”硬
件通信，无需实际硬件。Perception ‘知道’它处于脱机模式，因此将对通信进行
相应的更改，从而不会影响到软件的正常运行。

该模式下使用的硬件配置将在以下情况时保存：

l 在启动记录时随各试验一起自动保存为 .pNRF 文件的一部分，
l 在保存虚拟工作台时，保存为 .pVWB 文件的一部分，
l 根据需要手动保存到 .pOfflineConfig 文件。

虽然该文件是 Perception 创建的，但 Perception 并不会使用该文件。Perception
将根据需要使用设置表单中存储的信息。

脱机设置模式 / 配置管理器：

l 不能进行记录，
l 不能载入记录，
l 支持大多数 GEN DAQ 产品配置。

说明 脱机配置文件是硬件的完全拷贝，包括主机功能、选项、安装的卡、IP 地址等，
其对特定设置来说是唯一的。在脱机设置下，不是所有硬件* 都受到支持，某些
硬件* 在脱机模式下不会显示出来。
 
* 使用的硬件，取决于 Perception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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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创建脱机配置信息
如前所述，脱机配置信息是在保存试验和虚拟工作台时自动创建的。

将脱机配置信息保存到空白 pnrf 文件中： 

1 打开新试验，请参阅"设置新的空白试验" 304 页。
2 连接到硬件，请参阅"添加和移除数据采集系统" 67 页。
3 进行记录。
4 保存试验，请参阅"保存" 310 页。

您可随时将脱机配置保存到一个独立的文件中。

保存配置以备脱机使用：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选择文件 ► 保存配置以备脱机使用...
l 在硬件导航中右击调出上下文菜单。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保存配置以备

脱机使用...
2 在弹出的“保存脱机配置”对话框中，选择保存到哪个文件中或要替换的文件

或键入新文件名。
3 单击保存。

配置保存后，您即可在配置管理器中使用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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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配置管理器
配置管理器是一种单独的应用程序。

启动配置管理器：

l 选择开始 ► 所有程序 ► HBM ► Perception ► 配置管理器。
l 该应用程序将以空白工作区域启动。

您在开始使用之前必须先载入一个已保存的配置文件。

打开已保存的配置： 

1 在文件菜单中单击开启...
2 如果需要，可在弹出的“打开脱机配置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

l 配置文件 *.pOfflineConfig
l 虚拟工作台 *.pVWB
l 试验 *.pNRF

3 选择要载入的文件。
4 单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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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配置管理器 - 示例

A 菜单 菜单栏中的菜单包含用于执行任务的命令。
B 主机 一个配置中可以有多台主机。支持塔式和 19 英寸机架式主机。
C 电源按钮 电源按钮用于打开/关闭主机。
D 主/从卡 此卡的实际位置取决于主机类型。
E 接口卡 接口卡中包含实际安装的选项，例如安装后的 GPS、IRIG、SCSI

接口。
F 空插槽 未被接口或采集卡占用的插槽。
G 采集卡 采集卡代表实际安装的板卡。将鼠标悬停于卡上时，您可看到简要

说明所安装的板卡的提示框。
H 工作区域 主机的空白区域。
I 标题栏[主机名称] 当前选中的主机。
J 关闭按钮 主机移除按钮。
K 标题栏 [文件名] 脱机配置文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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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移动主机
脱机配置中可有一台或多台主机。您可以移除、导入和导出主机并保存（新）
配置文件。

保存配置文件：

1 在文件菜单中单击另存为....
2 在弹出的“保存脱机配置文件”对话框中选择要替换的文件或键入新文件名。
3 单击保存。

许多命令都可运行于当前选中的主机上。

选中或取消选中主机：

要选中或取消选中一台主机，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您要选中的主机。
l 单击主机菜单。在弹出的菜单中单击主机名称。选中的主机上有标有复选

标记。

您可从当前配置中移除一台主机以便创建新配置。

移除主机：

l 选择文件 ► 移除主机。
l 单击主机的关闭按钮。

您可以从其他配置文件中导入主机，以便无需连接到实际硬件即可创建自定义
的配置。

导入主机：

1 选择文件 > 导入主机...
2 在弹出的“导入脱机配置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您要导入的文件。
3 单击打开。

您也可以将单个主机导出到配置文件中以备后用。

导出单个主机：

Perception

I3024-4.0 cn 419



1 选择您要导出的主机。
2 选择文件 ► 导出主机...。
3 在弹出的“导出脱机配置文件”对话框中选择要替换的文件或键入新文件名。
4 单击保存。

C.3.2 使用主机
打开电源即可使用主机。

打开主机电源：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主机上的电源按钮。
l 选择电源 ► 打开所有电源可打开所有主机的电源。
l 选择电源 ► 打开电源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您要打开的主机。

打开主机后，主机显示中将显示启动消息。

关闭主机电源：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已打开的主机上的电源按钮。
l 选择电源 ► 关闭所有电源可关闭所有主机的电源。
l 选择电源 ► 电源关闭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您要关闭的主机。

C.3.3 其他配置命令
打开 近使用过的文件：

l 选择文件 ► 近打开的文件 ►。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您要使用的文件。

退出配置管理器：

l 选择文件 ► 退出即可退出应用程序。

更多信息：

l 选择帮助 ► 关于可查看关于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
l 单击更多...按钮可查看已安装的软件模块及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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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Perception 脱机设置模式

如要以脱机模式启动 Perception：

l 选择开始 ► 所有程序 ► HBM ► Perception ► Perception 脱机。

Perception 启动后，程序底部状态栏右侧也会显示脱机设置模式的标志：

图 C.2: 状态栏（详细）

C.4.1 使用脱机设置模式
要使用 Perception 脱机设置模式，您必须：

l 按照前面的说明以脱机设置模式启动 Perception。
l 按"配置管理器" 417 页中的说明以正确的设置启动配置管理器。
l 按"使用主机" 420 页中的说明打开主机。

这时，您就可以和平常一样运行 Perception 了：创建显示设置、报告、修改设
置等，以及将所有这些保存为虚拟工作台。

不使用脱机设置模式时，您可以使用此虚拟工作台进行正常操作：它将根据您
之前设定的工作台设置和修改连接到实际硬件。

脱机设置模式下载入主机：

如果要在脱机设置模式下从配置管理器中载入主机：

1 按"配置管理器" 417 页中的说明以正确的设置启动配置管理器。
2 按"使用主机" 420 页中的说明打开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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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Perception 中调出“硬件导航”。因为您处于脱机设置模式，所以只有“配
置管理器”中可用的硬件才会显示在新的树状目录“脱机硬件”中。

图 C.3: 硬件导航

4 然后跟平常一样继续即可（详情请参阅"添加和移除数据采集系统"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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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建议、提示和技巧
此部分是关于 Perception 脱机设置模式的附加信息。

C.5.1 限制
使用脱机模式时您无法：

l 使用真正的硬件，
l 进行真正的记录，
l 打开记录。

C.5.2 无密钥的 Perception
Perception 软件的启动需要 HASP 密钥。  HASP（软件的硬件保护）是一种基
于硬件（硬件密钥）的软件版权保护系统，可以避免软件应用程序的非法使用。
在运行软件之前，您必须在 USB 端口上安装 HASP®4 USB 加密狗。

但是，您可以在脱机设置模式下使用无密钥的 Perception。当您启动无密钥的
Perception 时，软件将自动进入脱机设置模式，您可以在此根据配置管理器中
载入的配置文件创建虚拟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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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设置表单基准
D.1 设置表单 – 简介

设置表单是一个包含图形化用户界面元素的工作表式用户界面，用户可在这里
进行所有硬件相关的设置。这里不包含的硬件设置即为不存在的设置。

设置表单有两个主要设计特点：

1 它只显示当前所连接硬件的可用设置。
2 可以说，设置表单并不是“智能”的。它所有的功能和设置都是从硬件“取”来

的。发生修改后，修改项就会被发送到控制硬件的固件，然后经过固件的
验证、甚至修改（以符合硬件要求），再发送回软件。这种特点使其可以连
接许多类型的硬件。而且，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在把新硬件连接到软件时
都无需对软件进行任何修改，也无需安装任何附加软件模块。
 
设置表单的布局设计理念是，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的界面，让用户能够快
速修改所连接采集系统的硬件设置。另外还增加了一些功能，使大型系统
的设置修改如小型系统一样简单。
 
设置表单的左侧有一个任务窗格。在设置窗格中，设置被分成几个逻辑组，
便于用户查找。可以将此任务窗格作为“目录”来选择特定的设置范围，比如
所有基本通道的输入设置。
 
设置表单是以通道/记录仪/组为行、以设置为列组成的：

l 每列都是一种设置。
l 每行都代表一个通道：

  ○ 可将通道组合到记录仪。
  ○ 可将记录仪分组。

对某个级别进行的修改会影响到所有较低的级别，例如对记录仪进行的设置修
改会影响到该记录仪下所有的通道。您可自行选择使用组或记录仪级别。关于
设置表单的更多使用信息，请查看手册中的相应部分。在手册的这一部分中，
主要是对各种具体设置进行详细说明。

重要须知：请注意所有支持的硬件组件的所有可用设置都已在这里列出，即使
您的当前环境无法使用这些设置。

D.1.1 习惯用法
在手册的本部分中，粗体文本指可在设置表单中找到同名称的主题。斜体文本
指实际设置。例如：您可将同步来源（在主机部分中）设置为 RTC、GPS 或
IRIG。

您无法修改只读设置。这种设置的名称后有 (RO) 标记。例如：类型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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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设置表单布局”中所述，设置表单有两种视图模式：基本和高级。在这部分
中，我们将先介绍基本设置，然后再根据情况介绍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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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常规分组

D.2.1 简介
设置表单中的常规分组由全局设置和已连接硬件的选项构成。您可在此找到与
主机和记录仪相关的常用设置。另外，常规通道设置也位于此处。这些设置类
型包括通道类型信息、应用和通道模式设置。

D.2.2 主机

简介
主机是提供电源的物理外壳，有一个通信和数据传输接口装置、一个或多个采
集卡以及其他硬件。记录仪通常附随采集卡提供。通信是通过局域网进行的。
主机有其自己的网络地址（IP 地址）。

对于数据采集系统中的每一台主机，您通常都要设定逻辑名称、计时和同步限
制以及通信参数。

具体的计时设置可在主机部分中找到（位于内存和时基分组中）。

 

基本设置

名称

概况
主机的逻辑名称。

描述
这是在 Perception 中使用的主机的名称。这不是主机在网络上的标志性“物理”
或“网络”名称。您可以在主机上编辑其网络名称，具体操作信息请参阅硬件手
册。

硬件相关的数据来源（例如风扇速度、温度等类似信息）中也可能使用逻辑名
称。您可在系统监控、报告或公式数据库等功能中使用这些数据来源。

您也可以在硬件目录中找到与硬件相应的名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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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位置

概况
流数据的存储位置。

描述
存储位置即存储记录数据的物理位置。选择主机存储后，记录数据将存储于物
理连接到主机或主机内的设备中，例如 SCSI 硬盘或内存卡。PC 存储将数据记
录到计算机硬盘或某个网络位置中。关于怎样配置网络或硬盘上的具体位置的
信息，请参阅手册中相应部分的说明。

 

同步来源

概况
定义主机中使用的实际时间同步来源。

描述
同步来源用于将记录中的记录与主机同步。系统的内部时钟 (RTC) 将于
Perception 连接到系统时与计算机时间同步。此外还会应用时区校正。需要“本
地时间”时，将用校正值加上来源的 UTC 时间。

使用多台主机时，主机的内部时钟可能不同。即使开始的时候进行了精确的设
置，由于时钟计时率不同会造成时钟漂移，因此一段时间后实际时钟也会有差
异。要解决多台主机设置中的这种问题，可以使用全局同步来源，比如 IRIG
和 GPS。

常用的同步来源是 RTC（内部时钟）、IRIG、GPS 和 PTP。

关于 IRIG、GPS 和 PT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硬件手册。

 

主/从模式

概况
定义系统在主/从配置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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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模式

描述
定义系统是否为主/从配置的一部分，如果是，其在此设置中的作用是什么。

主/从是一种通信协议模型，在此模型中，一个系统间接控制一个或多个其他系
统。系统间的主/从关系确定后，控制方向就会确定为由主系统控制从系统。

常用的模式有主、从和独立。

有关主/从操作的信息，请参阅主/从硬件单独附带的手册。

高级设置

自动充电

概况
打开后，连接到主电源时电池便会充电。

描述
如果打开“自动充电”选项，则当主电源连接到系统时，系统将自动为电池充电，
直至充满。充满后，系统将进行微电流充电，保持电池满电。

 

自动供电

概况
若打开，则连接到主电源时系统就会使用主电源。

描述
如果打开了“自动供电”且系统已连接到主电源上，则系统将直接使用连接的外
部电源供电而不是内部电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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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输出

概况
设置主机上的警报输出功能。

描述
各通道都可发出警报。通道警报检测器的输出将发送到警报线路并与其他通道
和记录仪的警报情况相结合 (OR-ed)。结果为主机控制器上的外部输出。

该设置可为以下值之一：高电平警报、低电平警报或高电平记录。如果选择高
电平记录，则进行记录时控制器上的输出接头为高电平。如果选择高电平警报，
则激活警报线路上的通道警报检测器时输出为高电平。如果选择低电平警报，
则警报线路电平激活时输出为低电平；而信号则与以上设置相反。

 

外部启动模式

概况
实现通过外部信号启动采集。

描述
在外部启动设置打开并向外部启动引脚施加信号时，将启动新的采集过程。如
果采集已经运行，则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允许数据采集系统在更大的测量系
统中自动启动。

说明 此选项仅在主机支持时可用。详情请见 GEN DAQ 硬件手册。

说明 有关硬件连接、信号和引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EN DAQ 硬件手册。 

 

外部停止模式

概况
实现通过外部信号停止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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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停止模式

描述
在外部停止设置打开并且向停止引脚施加信号且采集正在运行时，采集过程将
停止。如果采集未运行，则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允许数据采集系统在更大的
测量系统中自动停止。

说明 此选项仅在主机支持时可用。详情请见 GEN DAQ 硬件手册。

说明 有关硬件连接、信号和引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EN DAQ 硬件手册。 

触发延迟

概况
实际触发事件和外部触发输出上的脉冲之间的延迟可通过“触发延迟”设置进行
控制。

描述
出于兼容性的考虑，此值默认为 516 µs。在外部触发输出控制高速摄像头等外
部设备时，减少延迟尤为有用。

说明 用小写字母“u”代表“µ”且不要输入“s”，例如输入“300 u”以表示 300 微秒。输入
“0”以选择 低的延迟。输入“1”以再次选择 高的值。

D.2.3 记录仪

简介
记录仪包含许多采集通道，各采集通道使用相同的基本记录参数、采样率、扫
描长度和触发前后长度。通常记录仪和采集卡是一样的。一个主机上可有多个
记录仪。

您可在时基分组部分（位于内存和时基分组中）找到记录仪采集参数。

说明 一个分组内所有记录仪的采集参数都相同。如果需要具有不同的设置，则将记
录仪移动到其他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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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

名称

概况
记录仪的逻辑名称。

描述
这是在 Perception 中使用的记录仪的名称。它不是“物理”名称。

逻辑名称在数据来源导航中使用，用于显示、公式数据库、报告等。

 

启用

概况
当处于开启状态时，可以使用记录仪进行数据采集和存储。

描述
要提高性能、可用性和系统概观，您可以关闭特定试验中不使用的系统部分。
关闭未使用的硬件还可以节省存储空间。

 

分组

概况
显示记录仪所在分组并允许更改分组。

描述
记录仪根据其能力进行分组。一个分组内所有记录仪的时基设置（如采样率、
扫描/连续及相关设置）都是相同的。这有助于更快地设置系统，因为这些设置
会应用于该组内的所有记录仪。分组设置允许在设置表单中更改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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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概况
显示记录仪的类型。

描述
记录仪的类型提供了主机哪个插槽中有哪种类型记录仪的信息。此设置仅供参
考。

 

分辨率

概况
这是记录仪的分辨率。

描述
记录仪的样本分辨率取决于该记录仪的硬件能力。有些记录仪同时支持 16 位和
24 位分辨率。24 位分辨率的精度更高，但也使带宽和存储使用量翻倍。采集
板的某些功能仅在特定分辨率下可用。

说明
关于精度和采集板特定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EN DAQ 手册或采集板的规
格表。
 

高级设置

输出 1

概况
允许采集中某些事件的信号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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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1

描述
若要允许数据采集系统集成到更大的测量系统中，或允许监控数据采集系统，
可为采集中的某些事件生成信号。该信号在分配给输出 1 的引脚上产生。

说明
此选项仅在主机和记录仪同时支持时可用。详情请见 GEN DAQ 硬件手册。
说明
有关硬件连接、信号和引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EN DAQ 硬件手册。
 

输出 2

概况
允许采集中某些事件的信号输出。

描述
若要允许数据采集系统集成到更大的测量系统中，或允许监控数据采集系统，
可为采集中的某些事件生成信号。该信号在分配给输出 2 的引脚上产生。

说明
此选项仅在主机和记录仪同时支持时可用。详情请见 GEN DAQ 硬件手册。
说明
有关硬件连接、信号和引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EN DAQ 硬件手册。
 

启用外部启动/停止

概况
实现通过外部信号启动/停止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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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外部启动/停止

描述
在外部启动/停止设置打开并且向外部启动引脚施加信号时，将启动新的采集过
程。如果采集已经运行，则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如果向停止引脚施加信号且采
集正在运行时，采集过程将停止。这将允许数据采集系统在更大的测量系统中
自动启动/停止。

说明
此选项仅在主机和记录仪同时支持时可用。详情请见 GEN DAQ 硬件手册。
说明
有关硬件连接、信号和引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EN DAQ 硬件手册。
 

D.2.4 模拟通道

简介
模拟通道就是使用数字化技术将（代表物理现象的）信号的瞬时值转换为数值
的通道。其中数字化由模数转换器完成。

您可在这一部分中设定全局参数。对于支持多种输入配置的通道，您也可以设
定放大器模式。

可在输入分组的相关部分中找到模拟输入通道的详细设置。

 

基本设置

名称

概况
通道的逻辑名称。

描述
这是在 Perception 中使用的通道的名称。它不是“物理”名称。

逻辑名称在数据来源导航中使用，用于显示、公式数据库、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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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RO)

概况
通道类型

描述
该通道类型的属性为只读，描述通道的所属种类。例如，通道类型可为 GEN 系列
100MS/s 光纤放大器。通道的类型是由所用的采集板决定的。

传感器

概况
连接至通道的传感器。选择传感器会自动用传感器数据库中的信息设置通道。

描述
采集数据时，传感器用于将物理上变化的现象转换成可测量的信号。为了正确
记录此数据，必须正确配置采集系统。这可通过在设置表单的相关字段中手动
输入信息实现，但一种更轻松和更少出错的替代方法是使用传感器数据库。选
择正确的传感器后，所有相关设置都会自动完成。

说明
此列仅在传感器数据库选项下可用，所有可用放大器模式的传感器都可用。

 

放大器模式

概况
在不同的模式之间切换（如可用）。所选的类型反映于输入分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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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模式

描述
大多数通道只能在放大器模式下使用；该模式称为“基本”模式。不过也有支持
其他模式的通道，比如电桥放大器。该放大器可用于基本模式、基本传感器模
式和电桥模式。

设定类型后，您可以在输入分组中找到所选输入类型的详细设置。

 

颜色

概况
显示中的默认追踪颜色。

描述
显示此通道中的记录数据时，默认的追踪颜色即是由该设置定义的。您随时可
通过显示追踪属性更改追踪的颜色。

 

存储

概况
当为开启状态时，会启用通道以进行数据存储。

描述
存储设置决定是否在记录过程中存储此通道的数据。

 

启用输出

概况
启用远程前端通道的主机前面板上的模拟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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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输出

描述
使用光纤隔离数字化前端时可启用主机前面板上的模拟输出信号。该信号等同
于前端的测量信号。

 

电源已启用

概况
启用要开启的远程前端通道。

描述
使用光纤隔离数字化前端时可在软件控制中打开或关闭前端的电源。关闭电源
可延长前端再次充电前的运行时间。

 

电源状态 (RO)

概况
远程前端通道的电源状态。

描述
使用光纤隔离数字化前端时，该区域显示前端通道的状态信息。

电源状态的值通常为：“电源关闭”、“无信号”、“预热”和“电源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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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电容

概况
这是通道的电容范围。
 

描述
通道的电容在使用某些传感器时无意义。有些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依赖于采集系
统电容。

 

注释 1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高级设置

注释 2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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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注释 3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注释 4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D.2.5 标记（事件）

简介
与模拟通道相反，标记（事件）通道只记录两种水平的信息：通和断，高和低、
开和关。该信息在输入中表示为“低”电压（通常 < 1 V）和“高”电压（通常 >
2 V）。每个通道一般提供 1 位的内部信息，这与模拟通道的典型 16 位数据是不
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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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设置可在标记（事件）部分中找到（位于输入分组中）。

基本设置

名称

概况
通道的逻辑名称。

描述
这是在 Perception 中使用的通道的名称。它不是“物理”名称。

逻辑名称在数据来源导航中使用，用于显示、公式数据库、报告等。

 

颜色

概况
显示中的默认追踪颜色。

描述
显示此通道中的记录数据时，默认的追踪颜色即是由该设置定义的。您随时可
通过显示追踪属性更改追踪的颜色。

 

存储

概况
当为开启状态时，会启用通道以进行数据存储。

描述
存储设置决定是否在记录过程中存储此通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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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单位

概况
逻辑高电平标签。

描述
标记通道只有两种不同的输出值，逻辑低 (0) 或逻辑高 (1)。结合“高技术单位”
可将标签与逻辑高值联系起来。显示标记通道时，该标签显示为显示中的 Y
值。

 

低技术单位

概况
逻辑低电平标签。

描述
标记通道只有两种不同的输出值，逻辑低 (0) 或逻辑高 (1)。结合“低技术单位”
可将标签与逻辑低值联系起来。显示标记通道时，该标签显示为显示中的 Y
值。

 

注释 1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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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注释 2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注释 3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注释 4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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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D.2.6 定时器/计数器

简介
定时器/计数器通道通常位于具有多种数字功能的面板上。

常见的功能包括：

l 上/下计数器
l 频率/RPM 测量
l 正交（位置）测量

您可在这一部分中设定通道的全局参数。启用存储后，您可在定时器/计数器部
分（位于输入分组中）进行详细设置。

有关功能和连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硬件手册。

基本设置

名称

概况
通道的逻辑名称。

描述
这是在 Perception 中使用的通道的名称。它不是“物理”名称。

逻辑名称在数据来源导航中使用，用于显示、公式数据库、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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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概况
显示中的默认追踪颜色。

描述
显示此通道中的记录数据时，默认的追踪颜色即是由该设置定义的。您随时可
通过显示追踪属性更改追踪的颜色。

 

存储

概况
当为开启状态时，会启用通道以进行数据存储。

描述
存储设置决定是否在记录过程中存储此通道的数据。

 

注释 1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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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注释 2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注释 3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注释 4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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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D.2.7 CAN-Bus

简介
CAN-Bus（控制器区域网络总线）是一种用于工业环境的强化型数字串行总线。
80 年代中期被 Bosch 用于车载通信，现已在工厂自动化、建筑自动化、航天航
空以及汽车、卡车、公共汽车等诸多领域获得应用。CAN-Bus 用双线的差分线
缆取代了庞大的束线。

CAN-Bus 使用广播的方式将帧放到线上，类似于以太网。总线的长度取决于速
度，范围从 1 Mbps 下的 40 米到 10 Kbps 下的 6000 米不等。速度在 125 Kbps
以下时，CAN 具有容错性。如果两条线中的一条被剪断或缺失，另一条可以继
续传输。

目前，在使用前必须用 LIBERTY CAN 配置程序对每条 LIBERTY CAN-Bus 节
点进行配置。

基本设置

名称

概况
通道的逻辑名称。

描述
这是在 Perception 中使用的通道的名称。它不是“物理”名称。

逻辑名称在数据来源导航中使用，用于显示、公式数据库、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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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概况
显示中的默认追踪颜色。

描述
显示此通道中的记录数据时，默认的追踪颜色即是由该设置定义的。您随时可
通过显示追踪属性更改追踪的颜色。

 

存储

概况
当为开启状态时，会启用通道以进行数据存储。

描述
存储设置决定是否在记录过程中存储此通道的数据。

 

注释 1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Perception

I3024-4.0 cn 447



高级设置

注释 2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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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输入组

D.3.1 简介
设置表中的输入组包括测量系统中当前可用的所有数据采集通道。这不包括硬
件不支持的通道。但是，硬件支持却未启用的通道显示为禁用（灰色）。

可根据不同用途对采集硬件中的各种通道进行配置。进行这种修改时，请先在
常规组中选择特定通道的操作模式（如果可用）。

比如，可将模拟通道配置为基本放大器或加速度计输入。两种选项都会显示在
输入组中，但是只有所选择的选项是激活的，另一项禁用。

 

D.3.2 基本 - 电压 

简介
在所有输入通道中，基本 - 电压输入通道是 简单的。基本 - 电压输入通道可以
是单端 (SE) 输入，也可以是差分输入。

信号耦合（即信号输送到放大器的方式）可以是 AC，也可以是 DC，具体取决
于硬件。输入耦合（即放大器本身的配置方式）可以是单端（正或负），也可以
是差分，具体也取决于硬件。

可以利用设置上部的图表确定正确的设置。

您还可以在这里设置放大器的范围和偏移量以及滤波器的特性。

 

基本设置

传感器

概况
连接至通道的传感器。选择传感器会自动用传感器数据库中的信息设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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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描述
采集数据时，传感器用于将物理上变化的现象转换成可测量的信号。为了正确
记录此数据，必须正确配置采集系统。这可通过在设置表单的相关字段中手动
输入信息实现，但一种更轻松和更少出错的替代方法是使用传感器数据库。选
择正确的传感器后，所有相关设置都会自动完成。

说明
此列仅在传感器数据库选项下可用，所有可用放大器模式的传感器都可用。

 

信号耦合

概况
定义模拟信号“耦合”到放大器的方式。

描述
该设置定义模拟信号“耦合”到放大器的方式。耦合功能定义了传输到放大器的
信号分量（内容）。

选择“AC”时，将对信号的 AC 内容（无任何 DC 偏压）进行测量。选择“DC”
时，所有 AC 和 DC 内容都会传送到放大器。

另外还有“GND”模式，可将放大器接地以 大程度地减少随机噪音的影响。

根据硬件的功能，还可能有诸如“AC 外部探头”、“DC 外部探头”、“基准”或“1PPS
Sync”等附加设置。对于这些非标准设置，请参阅硬件手册。

 

输入耦合

概况
输入放大器的操作模式。

Perception

450 I3024-4.0 cn



输入耦合

描述
该设置决定输入信号发送到放大器的方式。比如，如果选择了“单端正”，则放
大器的负输入被接地，正输入被连接到传入信号。请查看设置表上部的图形以
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可用的模式取决于通道的类型。典型值为：“单端正”、“单端负”和“差分”。

 

测量量程

概况
数字化仪可在输入处测量的峰峰范围。

描述
设定放大器的完整输入范围（峰到峰）。它与偏移量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
您也可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
转换，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
模式。

 

偏移量

概况
将波形偏移到指定 DC 值附近。

描述
为测量波形增加指定 DC 值。它与测量量程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
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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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起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它与范围终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范围终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它与范围起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技术单位乘数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乘数 “a”：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系统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乘数即上面公式中的比例因数
“a”。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偏移量”和“技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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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单位偏移量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偏移量 “b”：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偏移量即上面公式中的偏移
量因数 “b”。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

 

技术单位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单位 “y”：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定义了新单位。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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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类型

概况
通过选择正确的滤波器类型，移除不需要的频率信号分量。

描述
滤波器可用于抑制不需要的高频信号分量。滤波器是由“滤波器类型”和“滤波器
频率”（通常称为截止频率）定义的。

常见可用滤波器类型有：
l FIR： 低通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
l 贝塞尔： 低通无限脉冲响应 (IIR) 滤波器。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由“滤波器频率”设置定义的。

 

滤波器频率低

概况
使用带通滤波器时，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下的频率。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滤波器频率低”仅在使用带通滤
波器时可用。

 

滤波器频率高

概况
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上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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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频率高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

典型可用值为：
l FIR： 采样率的 1/4、1/10、1/20 和 1/40
l 贝塞尔： 采样率的 1/10、1/20、1/40 和 1/100

 

高级设置

阻抗 (RO)

概况
输入阻抗是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描述
该设置是只读的，显示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电容

概况
这是通道的电容范围。
 

描述
通道的电容在使用某些传感器时无意义。有些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依赖于采集系
统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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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增益

概况
选择微增益以小幅调节信号的输入测量量程，以便获得 大的动态范围，而无
需剪切信号。

描述
该设置用于对输入测量量程进行小幅调节。比如，如果输入的测量量程是 2.4 V，
偏移量是 0 V，技术单位乘数是 1，技术单位偏移量是 0，放大器范围就会被设
定为 +2 V 至 -2 V。然而，如果微增益被打开，那么放大器范围就会被设定为
-1.2 V 至 +1.2 V。放大器的范围显示在设置表上部的图形中。

 

D.3.3 基本 - 传感器

简介
基本 - 传感器输入通道可视为带有励磁电压/电流功能的基本 - 电压通道。它是
电桥放大器的衍生品。要启用这种通道类型，您必须在可用电桥通道的放大器
模式设置中选择正确的模式。这可在模拟通道部分（在常规组）中完成。

信号耦合（即信号输送到放大器的方式）可以是 AC，也可以是 DC，具体取决
于硬件。输入耦合（即放大器本身的配置方式）本身是差分的。

您可以在这里设置放大器的范围和偏移量以及滤波器的特性和激励参数。

 

基本设置

传感器

概况
连接至通道的传感器。选择传感器会自动用传感器数据库中的信息设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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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描述
采集数据时，传感器用于将物理上变化的现象转换成可测量的信号。为了正确
记录此数据，必须正确配置采集系统。这可通过在设置表单的相关字段中手动
输入信息实现，但一种更轻松和更少出错的替代方法是使用传感器数据库。选
择正确的传感器后，所有相关设置都会自动完成。

说明
此列仅在传感器数据库选项下可用，所有可用放大器模式的传感器都可用。

 

信号耦合

概况
定义模拟信号“耦合”到放大器的方式。

描述
该设置定义模拟信号“耦合”到放大器的方式。耦合功能定义了传输到放大器的
信号分量（内容）。

选择“AC”时，将对信号的 AC 内容（无任何 DC 偏压）进行测量。选择“DC”
时，所有 AC 和 DC 内容都会传送到放大器。

另外还有“GND”模式，可将放大器接地以 大程度地减少随机噪音的影响。

 

输入耦合

概况
输入放大器的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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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耦合

描述
该设置决定输入信号发送到放大器的方式。比如，如果选择了“单端正”，则放
大器的负输入被接地，正输入被连接到传入信号。请查看设置表上部的图形以
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可用的模式取决于通道的类型。典型值为：“单端正”、“单端负”和“差分”。

 

测量量程

概况
数字化仪可在输入处测量的峰峰范围。

描述
设定放大器的完整输入范围（峰到峰）。它与偏移量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
您也可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
转换，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
模式。

 

偏移量

概况
将波形偏移到指定 DC 值附近。

描述
为测量波形增加指定 DC 值。它与测量量程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
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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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起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它与范围终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范围终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它与范围起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技术单位乘数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乘数 “a”：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系统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乘数即上面公式中的比例因数
“a”。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偏移量”和“技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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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单位偏移量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偏移量 “b”：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偏移量即上面公式中的偏移
量因数 “b”。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

 

技术单位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单位 “y”：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定义了新单位。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偏移量”。

  

滤波器类型

概况
通过选择正确的滤波器类型，移除不需要的频率信号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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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类型

描述
滤波器可用于抑制不需要的高频信号分量。滤波器是由“滤波器类型”和“滤波器
频率”（通常称为截止频率）定义的。

常见可用滤波器类型有：
l FIR： 低通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
l 贝塞尔： 低通无限脉冲响应 (IIR) 滤波器。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由“滤波器频率”设置定义的。

 

滤波器频率低

概况
使用带通滤波器时，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下的频率。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滤波器频率低”仅在使用带通滤
波器时可用。

 

滤波器频率高

概况
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上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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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频率高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

典型可用值为：
l FIR： 采样率的 1/4、1/10、1/20 和 1/40
l 贝塞尔： 采样率的 1/10、1/20、1/40 和 1/100

 

励磁

概况
启用或禁用励磁。

描述
打开或关闭供电。励磁类型可以是恒压或恒流。

 

励磁类型

概况
设定励磁类型。

描述
选择供电类型。励磁类型可以是恒压或恒流。根据应用选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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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磁测量量程

概况
电压型励磁的测量量程值。

描述
如果励磁类型设定为电压，则该设置表示所应用的全量程电压。测量量程是励
磁范围的两倍。励磁类型设置为电流时会忽略该设置。

 

励磁范围

概况
电压型励磁的范围值。

描述
如果励磁类型设定为电压，则该设置表示所应用的电压范围。励磁范围是双极
的，因此是励磁测量量程的一半。励磁类型设置为电流时会忽略该设置。

 

励磁电流

概况
电流型励磁的电流值。

描述
如果励磁类型设定为电流，则该设置表示所应用的电流。励磁类型设置为电压
时会忽略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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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阻抗 (RO)

概况
输入阻抗是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描述
该设置是只读的，显示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电容

概况
这是通道的电容范围。
 

描述
通道的电容在使用某些传感器时无意义。有些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依赖于采集系
统电容。

 

微增益

概况
选择微增益以小幅调节信号的输入测量量程，以便获得 大的动态范围，而无
需剪切信号。

描述
该设置用于对输入测量量程进行小幅调节。比如，如果输入的测量量程是 2.4 V，
偏移量是 0 V，技术单位乘数是 1，技术单位偏移量是 0，放大器范围就会被设
定为 +2 V 至 -2 V。然而，如果微增益被打开，那么放大器范围就会被设定为
-1.2 V 至 +1.2 V。放大器的范围显示在设置表上部的图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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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4 电桥

简介
在所有输入通道中电桥输入通道是 复杂的通道。

经典的 DC 惠斯通电桥是一种非常灵敏的指示器，可以结合各种传感器进行静
态和动态测量。电桥中有四个电阻。对电桥施加 DC 供电电压，中央端的电压
就会传送到放大器的输入端。当四个电阻上的电压相同时，电桥达到平衡。

用于仪器时，一个桥臂（或“传感器”）会取代电桥中的一个或多个电阻，并发生
尺寸变化（因为其绑定在被测物体上），这会打破电桥的平衡，产生与应变相应
的输出电压。

因为正确的电桥设置需要许多步骤，您可利用电桥向导来快速且无误地设置电
桥通道。您也可以利用这个电桥向导来快速地将设置复制到一个或多个其它通
道。

设置电桥通道时，您还应该参阅硬件手册，因为部分设置与您自己进行的硬件
改动有关。

 

基本设置

传感器

概况
连接至通道的传感器。选择传感器会自动用传感器数据库中的信息设置通道。

描述
采集数据时，传感器用于将物理上变化的现象转换成可测量的信号。为了正确
记录此数据，必须正确配置采集系统。这可通过在设置表单的相关字段中手动
输入信息实现，但一种更轻松和更少出错的替代方法是使用传感器数据库。选
择正确的传感器后，所有相关设置都会自动完成。

说明
此列仅在传感器数据库选项下可用，所有可用放大器模式的传感器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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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测量量程

概况
放大器增益

描述
定义放大器对输入的增益。换句话说，就是用输出与输入的比值表示电压的增
量。您可以通过列标题的上下文菜单交换增益和测量量程之间的读数。

 

励磁

概况
设定系统励磁，是或否。

描述
使用该设定来启用或禁用供电。在连接传感器或断开（电桥）传感器与输入的
连接之前， 好先去除励磁。

 

励磁类型

概况
选择系统励磁类型。

描述
可使用电压或电流对电桥进行供电。选择适用的即可。

 

励磁测量量程

概况
电压型励磁的测量量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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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磁测量量程

描述
如果励磁类型设定为电压，则该设置表示作为桥式电路的励磁供应的全量程电
压。测量量程是励磁范围的两倍。励磁类型设置为电流时会忽略该设置。

 

励磁范围

概况
电压型励磁的范围值。

描述
如果励磁类型设定为电压，则该设置表示作为桥式电路的励磁供应的电压范围。
励磁范围是双极的，因此是励磁测量量程的一半。励磁类型设置为电流时会忽
略该设置。

 

励磁电流

概况
电流型励磁的电流值。

描述
如果励磁类型设定为电流，则该设置表示桥式电路中的电流。励磁类型设置为
电压时会忽略该设置。

 

灵敏度 (RO)

概况
返回根据所施加应力和励磁测量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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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 (RO)

描述
该值表示作为所施加励磁的函数，所施加应力或压力的变化导致所测量输出电
压的变化的程度。

 

电桥类型

概况
电桥完成类型

描述
表示组成电桥的所有内部和外部电阻配置。典型值为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或全
桥式。其中全桥式表示电桥中只有外部电阻。

桥臂电阻

概况
应变规的电阻。

描述
应变规的电阻定义为未施加任何应力或压力时应变规的电阻。应变规的电阻通
常在 120 到 1000 Ohms 之间。

 

电桥因数

概况
实际测量所用的电桥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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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桥因数

描述
确定放在承受物理应力的位置和定位的量规数目。另外，其它被动量规不受任
何机械压力。

 

分流位置

概况
分流电阻的位置。

描述
确定当前所用的分流电阻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分流值

概况
分流（外部或内部）电阻值。

描述
分流值是当前使用的分流电阻的电阻。如果分流位置设定为内部，该值与主机
的电阻值相匹配，如果设定为外部，则与外部自定义电阻相匹配。

 

分流的工作桥臂

概况
执行分流校准的工作桥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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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的工作桥臂

描述
定义分流电阻的位置：或者与电桥正臂上的应变片并联，或者与负臂上的应变
片并联。

 

技术单位乘数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乘数 “a”：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系统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乘数即上面公式中的比例因数
“a”。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偏移量”和“技术单位”。

  

技术单位偏移量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偏移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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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单位偏移量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偏移量即上面公式中的偏移
量因数 “b”。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

 

技术单位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单位 “y”：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定义了新单位。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偏移量”。

 

滤波器类型

概况
通过选择正确的滤波器类型，移除不需要的频率信号分量。

描述
滤波器可用于抑制不需要的高频信号分量。滤波器是由“滤波器类型”和“滤波器
频率”（通常称为截止频率）定义的。

常见可用滤波器类型有：
l FIR： 低通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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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类型

l 贝塞尔： 低通无限脉冲响应 (IIR) 滤波器。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由“滤波器频率”设置定义的。

 

滤波器频率低

概况
使用带通滤波器时，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下的频率。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滤波器频率低”仅在使用带通滤
波器时可用。

 

滤波器频率高

概况
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上的频率。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

典型可用值为：
l FIR： 采样率的 1/4、1/10、1/20 和 1/40
l 贝塞尔： 采样率的 1/10、1/20、1/40 和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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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阻抗 (RO)

概况
输入阻抗是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描述
该设置是只读的，显示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电容

概况
这是通道的电容范围。
 

描述
通道的电容在使用某些传感器时无意义。有些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依赖于采集系
统电容。

 

微增益

概况
选择微增益以小幅调节信号的输入测量量程，以便获得 大的动态范围，而无
需剪切信号。

描述
该设置用于对输入测量量程进行小幅调节。比如，如果输入的测量量程是 2.4 V，
偏移量是 0 V，技术单位乘数是 1，技术单位偏移量是 0，放大器范围就会被设
定为 +2 V 至 -2 V。然而，如果微增益被打开，那么放大器范围就会被设定为
-1.2 V 至 +1.2 V。放大器的范围显示在设置表上部的图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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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5 电荷放大器

简介
电荷放大器将输入电荷传送到标准电容器，并产生与通过标准电容器的电压相
同的输出电压。因此，输出电压与标准电容器电荷以及其各自的输入电荷是成
比例的。因此，电路的作用就是一个电荷-电压转换器。由于米勒效应，电路的
输入阻抗会降低。所以，几乎所有其他电容（诸如线缆和放大器电容）均接地，
不会对输出信号造成任何影响。

使用电荷放大器代替电压放大器的好处在于：

l 与使用内置电路的电压放大器相比，压电元件传感器可在更热的环境中使
用。

l 增益只取决于反馈电容器，与之相反，电压放大器会很大程度上受到放大
器输入电容和线缆并联电容的影响。

使用电荷放大器代替电压放大器的缺点在于：

l 电荷放大器的频率响应会受到一级输入放大器的限制。传感器中产生的成
比例的电荷需要同时输送到标准电容器。

基本设置

传感器

概况
连接至通道的传感器。选择传感器会自动用传感器数据库中的信息设置通道。

描述
采集数据时，传感器用于将物理上变化的现象转换成可测量的信号。为了正确
记录此数据，必须正确配置采集系统。这可通过在设置表单的相关字段中手动
输入信息实现，但一种更轻松和更少出错的替代方法是使用传感器数据库。选
择正确的传感器后，所有相关设置都会自动完成。

说明
此列仅在传感器数据库选项下可用，所有可用放大器模式的传感器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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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耦合

概况
定义模拟信号“耦合”到放大器的方式。

描述
该设置定义模拟信号“耦合”到放大器的方式。耦合功能定义了传输到放大器的
信号分量（内容）。

选择“AC”时，将对信号的 AC 内容（无任何 DC 偏压）进行测量。选择“DC”
时，所有 AC 和 DC 内容都会传送到放大器。

另外还有“GND”模式，可将放大器接地以 大程度地减少随机噪音的影响。

信号耦合可设置为 GND 或电荷。

 

测量量程

概况
数字化仪可在输入处测量的峰峰范围。

描述
设定放大器的完整输入范围（峰到峰）。它与偏移量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
您也可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
转换，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
模式。

 

偏移量

概况
将波形偏移到指定 DC 值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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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量

描述
为测量波形增加指定 DC 值。它与测量量程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
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技术单位乘数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乘数 “a”：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系统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乘数即上面公式中的比例因数
“a”。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偏移量”和“技术单位”。

 

技术单位偏移量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偏移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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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单位偏移量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偏移量即上面公式中的偏移
量因数 “b”。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

 

技术单位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单位 “y”：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定义了新单位。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偏移量”。

 

滤波器类型

概况
通过选择正确的滤波器类型，移除不需要的频率信号分量。

描述
滤波器可用于抑制不需要的高频信号分量。滤波器是由“滤波器类型”和“滤波器
频率”（通常称为截止频率）定义的。

常见可用滤波器类型有：
l FIR： 低通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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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类型

l 贝塞尔： 低通无限脉冲响应 (IIR) 滤波器。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由“滤波器频率”设置定义的。

 

滤波器频率低

概况
使用带通滤波器时，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下的频率。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滤波器频率低”仅在使用带通滤
波器时可用。

 

滤波器频率高

概况
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上的频率。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

典型可用值为：
l FIR： 采样率的 1/4、1/10、1/20 和 1/40
l 贝塞尔： 采样率的 1/10、1/20、1/40 和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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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阻抗 (RO)

概况
输入阻抗是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描述
该设置是只读的，显示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D.3.6 CAN-Bus

简介
CAN-Bus（控制器区域网络总线）是一种用于工业环境的强化型数字串行总线。
80 年代中期被 Bosch 用于车载通信，现已在工厂自动化、建筑自动化、航天航
空以及汽车、卡车、公共汽车等诸多领域获得应用。CAN-Bus 用双线的差分线
缆取代了庞大的束线。

CAN-Bus 使用广播的方式将帧放到线上，类似于以太网。总线的长度取决于速
度，范围从 1 Mbps 下的 40 米到 10 Kbps 下的 6000 米不等。速度在 125 Kbps
以下时，CAN 具有容错性。如果两条线中的一条被剪断或缺失，另一条可以继
续传输。

目前，在使用前必须用 LIBERTY CAN 配置程序对每条 LIBERTY CAN-Bus 节
点进行配置。

在该部分中，您可以对 CAN-Bus 通道的一般属性，比如测量量程、偏移量、单
位和过滤类型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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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

测量量程

概况
数字化仪可在输入处测量的峰峰范围。

描述
设定放大器的完整输入范围（峰到峰）。它与偏移量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
您也可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
转换，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
模式。

 

偏移量

概况
将波形偏移到指定 DC 值附近。

描述
为测量波形增加指定 DC 值。它与测量量程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
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范围起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它与范围终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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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终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它与范围起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技术单位偏移量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偏移量 “b”：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偏移量即上面公式中的偏移
量因数 “b”。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

 

技术单位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单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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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单位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定义了新单位。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偏移量”。

 

滤波器类型

概况
通过选择正确的滤波器类型，移除不需要的高频率信号分量。

描述
滤波器可用于抑制不需要的高频信号分量。滤波器是由“滤波器类型”和“滤波器
频率”（通常称为截止频率）定义的。

常见可用滤波器类型有：
l FIR： 低通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
l 贝塞尔： 低通无限脉冲响应 (IIR) 滤波器。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由“滤波器频率”设置定义的。

 

D.3.7 加速度计

简介
加速度计可测量加速度和局部重力。两者通常都使用国际单位制（米/秒 2）(m
· s-2)，也经常用地球引力表示。对于运动的物体，加速度计的输出在纵轴方向
通常与正确加速度有 1 g 的偏差。在其它非纵轴上，加速度计测量的是加速度
和特定等价外部力。与直觉相反，地面上静止的加速度计（零加速度）表示 1 g
的重力加速度，因为它表示的是地面反作用力。

加速度计可用于测量汽车、机器、建筑、流程控制系统和安全设备的振动。也
可用于测量在重力影响下或无重力影响下的地震活动性、倾向、机械振动、动
态距离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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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典型 (ICPTM) 加速度计的电子元件需要由恒定稳流直流电压源提供的励磁
电源。

加速度计通道是基本 - 电压通道的衍生品。要启用这种通道类型，您必须在可
用通道的放大器模式设置中选择正确的模式。这可在模拟通道部分（在常规组）
中完成。

 

基本设置

传感器

概况
连接至通道的传感器。选择传感器会自动用传感器数据库中的信息设置通道。

描述
采集数据时，传感器用于将物理上变化的现象转换成可测量的信号。为了正确
记录此数据，必须正确配置采集系统。这可通过在设置表单的相关字段中手动
输入信息实现，但一种更轻松和更少出错的替代方法是使用传感器数据库。选
择正确的传感器后，所有相关设置都会自动完成。

说明
此列仅在传感器数据库选项下可用，所有可用放大器模式的传感器都可用。

 

自动检测 TEDS

概况
启用或禁用 TEDS 传感器自动检测。

描述
打开可在自动或手动调用的 TEDS 传感器搜索中包含此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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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磁

概况
启用或禁用励磁。

描述
打开或关闭供电。根据定义，励磁类型是恒流。

 

励磁电流

概况
励磁电流值。

描述
这可设置励磁电流值。

 

测量量程

概况
数字化仪可在输入处测量的峰峰范围。

描述
设定放大器的完整输入范围（峰到峰）。它与偏移量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
您也可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
转换，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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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量

概况
将波形偏移到指定 DC 值附近。

描述
为测量波形增加指定 DC 值。它与测量量程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
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范围起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它与范围终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范围终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它与范围起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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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单位乘数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乘数 “a”：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系统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乘数即上面公式中的比例因数
“a”。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偏移量”和“技术单位”。

 

技术单位偏移量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偏移量 “b”：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偏移量即上面公式中的偏移
量因数 “b”。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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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单位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单位 “y”：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定义了新单位。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偏移量”。

 

滤波器类型

概况
通过选择正确的滤波器类型，移除不需要的频率信号分量。

描述
滤波器可用于抑制不需要的高频信号分量。滤波器是由“滤波器类型”和“滤波器
频率”（通常称为截止频率）定义的。

常见可用滤波器类型有：
l FIR： 低通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
l 贝塞尔： 低通无限脉冲响应 (IIR) 滤波器。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由“滤波器频率”设置定义的。

 

滤波器频率低

概况
使用带通滤波器时，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下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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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频率低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滤波器频率低”仅在使用带通滤
波器时可用。

 

滤波器频率高

概况
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上的频率。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

典型可用值为：
l FIR： 采样率的 1/4、1/10、1/20 和 1/40
l 贝塞尔： 采样率的 1/10、1/20、1/40 和 1/100

 

高级设置

阻抗 (RO)

概况
输入阻抗是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描述
该设置是只读的，显示在输入处看到的对数字化仪的有效电阻和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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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

概况
这是通道的电容范围。
 

描述
通道的电容在使用某些传感器时无意义。有些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依赖于采集系
统电容。

 

微增益

概况
选择微增益以小幅调节信号的输入测量量程，以便获得 大的动态范围，而无
需剪切信号。

描述
该设置用于对输入测量量程进行小幅调节。比如，如果输入的测量量程是 2.4 V，
偏移量是 0 V，技术单位乘数是 1，技术单位偏移量是 0，放大器范围就会被设
定为 +2 V 至 -2 V。然而，如果微增益被打开，那么放大器范围就会被设定为
-1.2 V 至 +1.2 V。放大器的范围显示在设置表上部的图形中。

 

D.3.8 标记（事件） 

简介
与模拟通道相反，标记（事件）通道只记录两种水平的信息：通和断，高和低、
开和关。该信息在输入中表示为“低”电压（通常 < 1 V）和“高”电压（通常 >
2 V）。每个通道一般提供 1 位的内部信息，这与模拟通道的典型 16 位数据是不
同的。

您可根据正在使用的硬件设定阈值电平和滞后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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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

反相

概况
输入信号反相。

描述
选择此条目会使信号反相。

 

滞后

概况
设置滞后范围以确保清晰的开启/关闭过渡。

描述
该值定义了反向逻辑电平设定前输入信号的差异。该设置要与阈值电压一起使
用来定义预定义的转换电平。

 

上拉

总结：
将内部上拉电阻用于集电极开路信号。

描述：
可使用该功能选择一个内部电阻作为“上拉”电阻。可用作所谓的“开放采集器”开
关。这只是在激活后提供一个接地的“短路”，但在未激活时没有有效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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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电平

概况
从低到高的过渡层。

描述
该值表示发生从低到高的输出过渡时的输入电平。该设置与滞后一起使用可保
证固定的转换电平。

 

D.3.9 温度

简介
热电偶被广泛用于温度的测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热电偶，可用于不同的测量
用途。选择的标准通常是所要测量的温度范围及所需的灵敏度。

所需的冷接点补偿是在数据采集系统中（或前）完成的。获得准确测量结果所
必需的线性化是由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固件完成的。

软件还提供了对常用 Pt-100 和 Pt-1000 电阻温度检测器 (RTD) 的支持。

 

基本设置

类型

概况
温度传感器类型。

描述
选择输入中所用的温度传感器。每种传感器都有特定的灵敏度、温度范围以及
其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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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

概况
温标

描述
选择所用传感器的温度单位。常用值为开氏温度、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

测量量程

概况
数字化仪可在输入处测量的峰峰范围。

描述
设定放大器的完整输入范围（峰到峰）。它与偏移量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
您也可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
转换，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
模式。

 

偏移量

概况
将波形偏移到指定 DC 值附近。

描述
为测量波形增加指定 DC 值。它与测量量程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
以使用范围起点和范围终点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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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起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它与范围终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范围终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它与范围起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技术单位乘数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乘数 “a”：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系统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乘数即上面公式中的比例因数
“a”。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偏移量”和“技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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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单位偏移量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偏移量 “b”：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偏移量即上面公式中的偏移
量因数 “b”。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

 

技术单位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单位 “y”：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定义了新单位。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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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类型

概况
通过选择正确的滤波器类型，移除不需要的频率信号分量。

描述
滤波器可用于抑制不需要的高频信号分量。滤波器是由“滤波器类型”和“滤波器
频率”（通常称为截止频率）定义的。

常见可用滤波器类型有：
l FIR： 低通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
l 贝塞尔： 低通无限脉冲响应 (IIR) 滤波器。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由“滤波器频率”设置定义的。

 

滤波器频率低

概况
使用带通滤波器时，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下的频率。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滤波器频率低”仅在使用带通滤
波器时可用。

 

滤波器频率高

概况
功率为通带 (-3 dBpoint) 功率 0.5 倍以上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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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频率高

描述
滤波器频率定义了滤波器的通带。该频率通常也称为截止频率。这是将信号衰
减为通带功率一半的频率。

可用的滤波器频率取决于采样率和滤波器类型。

典型可用值为：
l FIR： 采样率的 1/4、1/10、1/20 和 1/40
l 贝塞尔： 采样率的 1/10、1/20、1/40 和 1/100

 

D.3.10 定时器/计数器

简介
定时器/计数器通道通常位于具有多种数字功能的面板上。

常见的功能包括：

l 上/下计数器
l 频率/RPM 测量
l 正交（位置）测量

有关功能和连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硬件手册。

在这部分里，您设置了定时器/计数器模式、重置操作、RPM 测量的每循环脉冲
数、以及范围和技术单位等标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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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

传感器

概况
连接至通道的传感器。选择传感器会自动用传感器数据库中的信息设置通道。

描述
采集数据时，传感器用于将物理上变化的现象转换成可测量的信号。为了正确
记录此数据，必须正确配置采集系统。这可通过在设置表单的相关字段中手动
输入信息实现，但一种更轻松和更少出错的替代方法是使用传感器数据库。选
择正确的传感器后，所有相关设置都会自动完成。

说明
此列仅在传感器数据库选项下可用，所有可用放大器模式的传感器都可用。

 

定时器/计数器模式

概况
选择通道测量模式。

描述
选择通道的操作模式。可以根据需求让通道进行计数、测量 RPM、频率，或进
行正交解码。

 

重置模式

概况
定义在遇到何种事件时需对计数器进行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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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模式

描述
定时器/计数器模式的部分操作可能会重置定时器。典型值为：手动，采集开
始。

说明
并非所有定时器/计数器模式都启用了该选项。

 

测量时间

概况
RPM 和频率的测量（选通）时间。

描述
选择测量 RPM 或频率的时间段。控制时间决定了解析频率或 RPM 信息的计数
或周期所用的时间间隔。因此它自然也决定了测量的精确度。备注：只有某些
类型的定时器-计数器模式可以选择该选项。

 

重置滞后

概况
设置滞后范围以确保清晰的开启/关闭过渡。

描述
该值定义了反向电平设定前输入信号的差异。该设置要与重置阈值电平电压一
起使用来定义预定义的转换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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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上拉

概况
将内部上拉电阻用于集电极开路信号。

描述
可使用该功能选择一个内部电阻作为“上拉”电阻。可用作所谓的“开放采集器”开
关。仅提供一个接地的“短路”，但没有有效电压。

 

重置阈值电平

概况
从低到高的过渡层。

描述
该值表示发生从低到高的输出过渡时的输入电平。该设置与重置管脚滞后一起
使用可保证固定的转换电平。

 

每循环中的脉冲

概况
测量 RPM（每分钟转数）时必需的值。

描述
每分钟转数（简写为 rpm、RPM、r/min 或 r·min−1）是一分钟内完成的完整转
数。

用实际计数值除以“每循环脉冲数”设置即可得到 RPM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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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起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下限。它与范围终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范围终点

概况
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量程的上限。它与范围起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您也可以
使用测量量程和偏移量来设置测量范围。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只需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显示范围即可切换模式。

 

技术单位偏移量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偏移量 “b”：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偏移量即上面公式中的偏移
量因数 “b”。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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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单位

概况
技术单位公式中的单位 “y”：

描述
可使用上述线性方程将测量的输入数据转换为不同的比例。这可用于校准通道
或将所测量的输入转换为不同的单位等。技术单位定义了新单位。

其它相关设置有“技术单位乘数”和“技术单位偏移量”。

 

反转重置信号

概况
反转重置输入信号。

描述
选择此条目会为重置反转输入信号。

 

时钟滞后

概况
设置时钟输入信号的滞后范围，保证稳定的状态过渡。

描述
该值定义了反向逻辑电平设定前时钟输入信号电平的差异。

该设置与阈值电平一起定义了稳定的逻辑状态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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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上拉

概况
用内部上拉电阻支持集电极开路驱动的时钟输入信号。

描述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输出设备从根本上来说相当于一个开放的电路（未于任何东
西连接）或接地的短路。

连接到上拉电阻时，打开开关就会对时钟输入施加一个正确的电压。

 

时钟阈值电平

概况
定义时钟输入信号的过渡电平。

描述
该设置定义了在什么电平上时钟输入必须转换。它与滞后一起可以保证稳定、
固定的过渡。

 

反转时钟信号

概况
反转时钟输入信号。

描述
选择该设置可反转时钟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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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滞后

概况
设置方向输入信号的滞后范围，保证稳定的状态过渡。

描述
该值定义了反向逻辑电平电桥前方向输入信号电平的差异。

该设置与阈值电平一起定义了稳定的逻辑状态过渡。

 

方向上拉

概况
用内部上拉电阻支持集电极开路驱动的方向输入信号。

描述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输出设备从根本上来说相当于一个开放的电路（未于任何东
西连接）或接地的短路。

连接到上拉电阻时，打开开关就会对方向输入施加一个正确的电压。

 

方向阈值电平

概况
定义方向输入信号的过渡电平。

描述
该设置定义了在什么电平时方向输入必须转换。它与滞后一起可以保证稳定、
固定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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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方向信号

概况
反转方向输入信号。

描述
选择该设置可反转方向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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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实时计算组

D.4.1 简介
设置表单内的实时计算组包含可为实时计算设置的所有计算的通道以及与这些
通道在测量系统内行为相关的所有其他设置。
这不包括硬件不支持的通道。但是，硬件支持却未启用的通道显示为禁用（灰
色）。

计算的通道使用来自输入/常规部分的数据作为所进行计算的输入。如果输入通
道用于实时计算，那么仍可为了进行存储而将其禁用，这种情况下，仅会存储
计算后的结果，而丢弃原始数据。请注意，计算结果/触发点可受输入通道的设
置影响。例如，滤波为所计算信号引入相移或振幅变化。计算的通道不会自动
补偿这些影响。这可通过改变输入组内输入通道的设置来实现。

说明 实时计算不会为数据引入相移。

目前，所有计算的通道都会定期运行而不是逐个样本进行。使用的期间可以是
固定时间，也可以由电路板上的其他输入信号决定。记录仪上每一次模拟计算
将使用该记录仪的期间设置，即一个记录仪上所有计算的通道都会使用相同的
周期源。使用的周期源在高级“周期源”列中显示。

D.4.2 计算的通道

简介
为了设置一个计算的通道，首先要选择需要进行计算的源。列出的源是同一记
录仪的模拟通道、定时器-计数器通道和周期源的组合。根据选择的输入通道，
所允许的计算列表将会更新。

“模拟通道”源上允许的计算：
单通道计算：
l 无
l RMS
l 小值
l 大值
l 平均值
l 峰-峰值
l 能量
l 区域
 
跨通道计算（同一记录仪）：
l 乘法

说明 选择“跨通道”计算类型会启用源 2 列，其中包含记录仪的模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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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计数器通道”源上允许的计算：
单通道计算：
l 无
l 频率

说明 这些计算不使用周期源作为计算的输入，而是使用选通时间作为输入组中的设
置。

“周期源”源上允许的计算：
单通道计算：
l 无
l 周期频率
l 周期

说明 它们基于周期源，反过来，周期源又使用模拟通道的输入确定周期从何处起止。
这些通道的输出取决于周期源设置。

基本设置

启用

概况
当为开启状态时，会启用通道以进行计算和数据存储。

描述
启用的设置决定是否在记录过程中存储此通道的数据。

名称

概况
通道的逻辑名称。

描述
这是在 Perception 中使用的通道名称。逻辑名称在数据来源导航中使用，用于
显示、公式数据库、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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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1

概况
计算所基于数据的来源。

描述
这是需要计算的计算源。

计算

概况
此通道在所选源上进行的计算。

描述
这是在计算源数据上进行的计算。此处仅显示对于所选源数据类型有效的计算。
所选源数据类型改变时，计算设置为“无”。

源 2

概况
跨通道计算所需的数据的第二个源。

描述
这是特殊跨通道计算所需的第二个计算源。

范围起点

概况
测量范围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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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起点

描述
定义测量范围的下限。它与范围终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

范围终点

概况
测量范围的上限。

描述
定义输入测量范围的上限。它与范围起点一起定义了物理测量范围。

技术单位

概况
计算数量的单位。

描述
技术单位用于在整个 Perception 中显示所计算的数量。

注释 1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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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周期源

概况
计算使用的周期源。

 
描述
这是用于计算的周期源。它显示可在“周期源”网格中找到的名称。它是只读设
置。

注释 2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注释 3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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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

概况
可输入相关信息的附加字段。

 
描述
请使用此字段输入附加文本信息。

 

D.4.3 周期源

简介
每一个具有实时数学功能的记录仪都可使用单周期源。这是该记录仪上所有基
于实时计算的周期的源。周期源是再次计算的时间间隔源。周期源有两种类型：

1 基于定时器
2 基于周期检测

如果选择定时器，周期源不与任何输入数据相关，而是以预定义的固定间隔进
行计算。计算始终以给定的间隔进行。

如果选择周期检测，两次计算间的时间间隔不固定，而是由周期检测器的源上
的信号确定。除了对何时进行计算有影响外，源输入信号还会对是否能够进行
计算产生影响。如果源信号的形状（振幅和频率的组合）不再能解析到周期，
或者后续的周期不在计算规定范围内，则在记录和/或实时显示中指示，将使用
此检测器的所计算通道显示为周期源。

基本设置

周期源

概况
周期检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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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源

描述
选择应根据输入信号的分析进行周期检测，还是应使用定时器，每隔定时器持
续时间规定的秒数启动一次计算。

可用的周期检测方法有：
l 周期检测
l 定时器

定时器持续时间

概况
每次计算中使用的时间。

 
描述
每次定时器持续时间结束后，该持续时间内的样本便由计算的通道进行处理并
生成新的输出值。

说明
仅在周期检测设置为定时器时才可使用定时器持续时间。
 

来源

概况
其输入用于确定此记录仪周期的通道。

 
描述
通过此通道进入的信号由周期源分析以确定是否开始/在何处开始新周期。然
后，这些时间被分配到记录仪上的计算中，以在该周期中调用新的计算。

说明
仅在周期检测设置为周期检测时才可使用定时器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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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

概况
用于周期检测的基线。

 
描述
周期被检测为穿越信号的基线。对于典型的正弦波发生器来说，此电平为 0，
但存在导致信号（直流）偏移的影响。如果想要根据信号基线的穿越检测周期，
则使用此设置补偿周期检测中的此值。

说明
仅在周期检测设置为周期检测时才可使用定时器持续时间。
 

滞后

概况
为周期检测设置滞后范围。

 
描述
滞后用于减小噪声对周期检测的影响。
如果信号含有噪声，则可导致假电平穿越。提高滞后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存在滞后时，周期检测电平就扩展为一个包含多个电平的周期检测区。这样的
后果就是实际电平穿越位置的定义较不清晰。

说明
仅在周期检测设置为周期检测时才可使用定时器持续时间。
 

方向

概况
设置电平的响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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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描述
该设置用于确定输入信号应在哪个方向上穿越电平。可能的方向有：上升，下
降。

 

周期

概况
设置在计算所计算通道之前需要多少次电平检测。

 
描述
所计算通道基于某一时间段进行计算，所需的实际周期数基于应用的性质。使
用周期设置确定应使用多少个周期。

说明
用 0.5 表示使用半周期精度。
 

Perception

I3024-4.0 cn 513



D.5 内存和时基组

D.5.1 简介
在 Perception 软件中，采集和存储是不同的。采集是将模拟数据数字化，使其
可以用于监控或存储。存储是指数字化数据的实际存档。记录（动词）的定义
是采集 + 存储。

数据的采集由采样率和采集模式决定。

存储模式定义了数字化和采集到的数据将以什么方式保存。不管是不是采集模
式，连续存储模式都会一直保存数据。不管使用何种采集模式，扫描存储模式
都只保存扫描。不过，所生成的文件 – 或记录 – 会因为不同的采集、存储模式
组合而不同。

为实现这一切，您可通过内存和时基组（对应于采样率）设定时钟基准或时基
和存储模式的内存使用率。关于采集和存储模式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手册中的
相应部分。

D.5.2 主机

简介
时基是数字化采样率的基础。您可通过内存和时基组的主机部分选择时基的来
源。通常您可以选择（内部）十进制、（内部）二进制或外部。

如果选择了外部，外部施加的信号就会被用来定义采样率和采样时刻。对于外
部时基，您可通过许多选项定制符合需求的系统。

如果选择了内部基准，您可以使用提供“标准”采样率的十进制基准，也可以使用
二进制基准。内部时基的二进制时钟基准与各种分割因数结合可以实现一系列
满足 FFT 要求的扫描长度值。

可在相关硬件手册上找到更多关于系统功能的信息。

基本设置

时钟基准

概况
采样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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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基准

描述
数字化仪的采样率是由时钟基准决定的：时钟基准是一个可以产生模数转换器
驱动脉冲的时钟。您可以选择以下时钟基准选项：

l 十进制或二进制内部：如果您选择内部时钟基准，就会使用内置的时钟驱
动 ADC。

l 外部：如果您选择外部时钟基准，就会使用当前外部时钟输入的时钟信号
作为时钟驱动 ADC。

内部时间有两种运行模式：

l 内部时钟基准十进制：该设置用于创建以 10 为基数的时钟基准值，例如
1 MHz、100 kHz、50 kHz、2.5 Hz 等。 这些值由一个运行于以 10 为基准
频率（比如 1 MHz）的主振荡器生成，例如 1 MHz。

l 内部时钟基准二进制：该设置用于创建以 2 为基数的时钟基准值，例如
1.024 MHz、512 kHz、64 Hz 等。这些值由一个运行于以 2 为基准频率

（比如 1.024 MHz MHz）的主振荡器生成，例如 1.024 MHz。

高级设置

单位

概况
外部时钟信号的 X 单位。

描述
一个代表已连接外部时钟来源的 X 单位的字符串。

如果需要数据来源的 X 单位，就会返回该单位。因为所有内部时钟基准 X 单位
都使用“s”，所以所有外部时钟 X 单位都使用这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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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调整

概况
外部时钟信号的单位调整因数。

描述
该设置是决定定标结果的两个设置之一。单位调整是代表许多时钟脉冲（= 时
钟调整）的“单位”数。

例如：如果从外部时钟信号接收到的三个脉冲代表八个“单位”，那么单位调整
就要设为 8，而时钟调整要设为 3。

 

时钟调整

概况
外部时钟信号的时钟调整因数。

描述
时钟调整是决定定标结果的第二个设置。时钟调整是代表许多“单位”（= 单位调
整）的时钟脉冲数。

例如：如果从外部时钟信号接收到的三个脉冲代表八个“单位”，那么单位调整
就要设为 8，而时钟调整要设为 3。

 

时钟移位

概况
时钟移位是调整后进行的 X 比例偏移量。

Perception

516 I3024-4.0 cn



时钟移位

描述
为了决定使用外部时钟时采样的 X 位置，时钟移位被加到了定标结果乘以从已
连接的外部时钟接收到的脉冲数后的结果上。

除非另有说明：
X 位置 = ((单位调整/时钟调整) * 外部时钟脉冲数) + 时钟移位

例如：
单位调整：1，时钟调整：360，时钟移位 = 0.5。
每个从外部时钟来源接收到的脉冲都要乘上一个 1/360 单位的定标结果。因此
有一个时钟移位，我们要加上 180/360 (= 0.5)。结果：第一个时钟脉冲结果是
181/360 单位，第二个脉冲 = 182/360 单位等。

 

TDC 启用

概况
如果打开，就会有一个外部信号被用来确定上止点的位置。

描述
对于以旋转为基础的测量来说，自动平移水平注释会很方便，以便注释中的零
度与被测对象的零度位置相匹配。这是通过使用外部信号完成的。输入的第 N
个脉冲（TDC 延迟）被用来标记 0:000.0 位置。如果 TDC 检测器未位于零度
的位置，则可以使用时钟移位。

 

TDC 延迟

概况
决定可以跳过哪个外部上止点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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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C 延迟

描述
如果 TDC 启用处于开启的状态，那么 TDC 输入的第 N 个脉冲就会被用来标
记 0:000.0 位置。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错误的 TDC 脉冲，因此在标记
0:000.0 位置之前， 好跳过 TDC 检测器 初接收到的 TDC 信号。

这个设置决定了标记前应跳过的 TDC 检测器信号数量。

使用限定条件

概况
如果打开，警报会被当作 TDC 限定字。

描述
如果警报未被激活，可以使用该选项禁用 TDC 检测。可在警报组中找到所需
的警报设置选项。系统中的警报可以在警报未激活期间“停止”TDC 检测。当警
报根据警报组中的设置激活时，TDC 脉冲就会被转发到系统。

 

定标结果

概况
用于创建 X 比例的定标结果（因数）。

描述
定标结果是用单位调整除以时钟调整而得。

要确定采样的 X 位置，可用这个因数乘以从所连接外部时钟接收到的脉冲数。
然后再把值加上时钟移位，就可以得到 X 位置。

除非另有说明：

X 位置 = (定标结果 * 外部时钟脉冲数) + 时钟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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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3 时基组

简介
在内存和时基组的时基组部分中，您可以设置所有与存储模式相关的参数。

数据存储后，就会被整理为记录的格式。一个记录（名词）就是从采集开始
（START 命令）到采集结束所存储的所有数据。采集结束可以有多种定义方式。
一个记录中可以是一个或多个扫描、一个连续的数据流或两者的结合。

关于可用的存储模式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您的数据采集系统的硬件手册。

基本设置

外时钟分频器

概况
外部时钟速率的缩减因数。

描述
主机时钟基准设置为外部时可使用该设置。在这种情况下，驱动通道 ADC 转
换器的时钟就是外部时钟输入接头的当前信号。可以用该值进一步减少采样率。
实际采样率是用外部时钟除以时钟分频器设置。

 

慢扫描时基

概况
较低的数字化仪采样率。

描述
该设置为有两种采样率的存储模式定义了较低速度扫描下的每秒采样数。当存
储模式为慢速/快速扫描时启用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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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扫描触发位置

概况
设定慢速扫描中的触发位置。

描述
扫描中的触发位置定义了触发前后需要存储的信息量。在慢速/快速扫描存储模
式下，慢速扫描使用快速扫描的触发。

将其设置为零时，完成的扫描中包含触发后数据。设置为扫描长度时，扫描中
包含所有的扫描前数据。

 

慢速扫描长度

概况
慢速扫描要记录的数据总量。

描述
当存储模式为慢速/快速扫描时启用该设置。它设定了慢速扫描中包含的采样
数。

 

快速扫描时基

概况
为数字化设定记录仪的主（高）采样率。

描述
该设置定义了记录仪的主（高）采样率。其上限由实际使用的硬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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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扫描模式

概况
定义数据的存储方式。

描述
当存储模式为扫描、双重或慢速/快速扫描时可使用该设置。可用的扫描模式有
普通、触发前和延迟：

l 在普通模式下，存储会在触发生成后立即激活并持续到快速扫描长度设置
中所定义的长度，或（可选）慢速扫描长度中所定义的长度（如果所选存
储模式是慢速/快速扫描）。

l 在触发前模式下，触发位置采样前后的采样都将被存储。因此一定要定义
完整的扫描长度和实际触发位置前需要存储的采样数。对于快速率和（可
选）慢速率数字化仪，这两个设置分别由以下选项定义：
(a) 快速扫描长度和快速扫描触发位置
(b) 慢速扫描长度和慢速扫描触发位置

l 在延迟模式下检测到触发后，仍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激活存储，然后就会记
录一个完整的扫描。延迟是由快速扫描触发延迟和（可选）慢速扫描触发
延迟设置中的采样数决定的。

 

快速扫描触发位置

概况
设定快速扫描中的触发位置。

描述
扫描中的触发位置定义了触发前后需要存储的信息量。该设置仅在快速扫描模
式为触发前时可用。

将其设置为零时，完成的扫描中包含触发后数据。设置为扫描长度时，扫描中
包含所有的扫描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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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扫描长度

概况
快速扫描要记录的数据总量。

描述
当存储模式为扫描、双重或慢速/快速扫描时将启用该设置。它设定了所记录的
各扫描中包含的采样数。

 

快速扫描

概况
要采集的扫描数。

描述
如果启用快速扫描计数处于打开状态，该设置使用户能够定义需要记录的具体
扫描数。所有扫描处理完成后，记录（采集 + 存储）就会自动停止。

 

启用快速扫描计数

概况
启用要在单记录中采集的多个扫描。

描述
当存储模式为扫描或双重时即可使用该设置。

打开此选项，使记录中的扫描数为快速扫描设置中所定义的数目。如果此选项
被关闭，记录中会包含无数个扫描，也就是说必须手动停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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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时基

概况
连续存储模式下的数字化仪的采样率。

描述
如果存储模式设置为连续或双重，该设置将决定数字化仪（模数转换器）每秒
转换的采样数。

 

连续模式

概况
定义数据在连续模式下存储方式。

描述
如果存储模式为连续，那么该设置的值可能有三种：标准、循环记录或触发时
停止。它定义了将数据存储到控制计算机（或本地）硬盘的方式，这在数据采
集设备的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l 在标准模式下，用户手动开始或停止存储。无其他需要设置的相关选项。
l 在循环记录模式下，用户在手动开始或停止存储之前，需要先定义连续长

度。
l 在触发时停止模式下，需要定义连续触发后时间。检测到触发后，采集是

手动开始的，并在经过所定义的记录时间后自动停止。
l 在指定时间模式下，需要定义连续长度。采集是手动开始的，并在经过所

定义的记录时间后自动停止。

 

连续长度

概况
要记录的数据总量。

描述
如果连续模式设置为循环记录，那么该选项就是以时间为单位的存储缓存大小。
任何采集时间长度下存储的采样数都不会超过该设置定义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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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触发后时间

概况
连续循环记录的后触发区段。

描述
执行连续记录时，如果连续模式设置为触发时停止时，则该选项决定了在所选
记录仪上检测到触发后应该存储的数据长度。数据长度是以时间为单位定义的，
等于采样数除以采样率。

说明
如果连续触发后时间 > 连续长度，则将忽略连续长度设置。
该设置与执行扫描采集时扫描的触发后区段相似。这时采样存储于 PC 硬盘上，
而不是易失存储器上。

高级设置

快速扫描触发延迟（高级）

概况
将触发位置平移至扫描长度之外。

描述
该设置仅在快速扫描模式为延迟时启用。检测到触发后再经过特定的采样数，
存储就会开始。这样，在触发产生后记录被“推迟”了一个时间间隔，而且只会
记录触发后的信息。

快速扫描延伸（高级）

概况
在触发后数据采集时，如果遇到第二个触发（瞬态事件），触发的扫描就会自动
延长并完整记录第二个事件，包括附加的触发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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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扫描延伸（高级）

描述
扫描延伸是快速扫描的功能，可用于以下存储模式：

l 扫描
l 双重：快速扫描时

关闭（禁用）时，系统正常运行：每次触发事件后，它都会以快速时基速率采
集选定数量的触发前和触发后数据。每次触发都会采集固定的采样数，因此所
有扫描都具有相同的长度。

打开（启用）时，系统正常运行；但是在触发后采集时检测到的额外触发会被
接受并重新开始触发后计数。快速扫描长度也会相应地“延伸”以包含新触发和
额外的触发后数据。因此扫描的长度没有既定的限制，而且每个扫描的长度都
取决于触发的数量。

说明
当系统为双重模式时，连续数据流将只支持标准存储模式，而不支持循环或停
止触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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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触发分组

D.6.1 简介
在 HBM Genesis HighSpeed 数据采集系统中，通常各通道都备有一个触发检
测器，这样便可以只记录感兴趣的现象，而不必在整个内存中搜索。触发检测
器使系统能够捕捉到难以捕捉、短暂和难以预测的事件。它使您能够轻松地提
取到感兴趣的事件。

有了各种各样的触发模式，您的数据采集系统就可以扩展为一台非常灵活的瞬
态记录仪。您可对触发电路进行配置，使其能够被许多类型的现象触发。在这
部分中，我们可以设定各种触发模式及其扩展。

图形化的表示也能让您轻松地理解各种模式和选项。

如果需要关于系统特定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字化设备随附的手册。

D.6.2 记录仪

简介
记录仪级别的触发设置定义了您可以以何种方式组合通道触发和“外部”触发条
件。根据定义，通道触发（如果某通道中的触发开启）是以逻辑“或”的方式生成
记录仪触发的。

“外部”触发条件定义了其他触发情况。记录仪触发也可供同一主机或从机上其他
记录仪使用。也可将记录仪设置为使用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触发。

可通过图解直观地了解各种触发流和触发源。

基本设置

外部触发输入

概况
启用主机的外部触发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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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触发输入

描述
触发来源可以是发送到主机控制模块相应端口的外部信号。如果启用该设置，
则各通道的内部触发检测器与外部触发信号是逻辑“或”的关系。

虽然这是单个记录仪的设置，但对整个主机来说只有一个外部触发输入。可对
各个记录仪进行设置使其接受此触发。

但是，方向设置（如果由硬件提供）是主机范围内的，因此无法对单个记录仪
进行设置。

 

外部触发输入方向

概况
设置外部触发输入的边缘灵敏度。

描述
如果启用外部触发输入，则外部触发信号具有指定的方向时，该设置将在此记
录仪上生成一个触发。

 

外部触发输出

概况
将内部记录仪触发发送至主机上的外部触发输出。

描述
记录仪触发检测器的输出将发送至主机上的外部触发输出接头。

虽然这是单个记录仪的设置，但对整个主机来说只有一个外部触发输出。可对
各个记录仪进行设置使其产生一个外部输出触发。

但是，电平设置（如果由硬件提供）是主机范围内的，因此无法对单个记录仪
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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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触发输出水平

概况
设置外部触发输出的有效电平。

描述
启用外部触发输出时才可使用此设置。

根据您的硬件，可使用以下一项或多项设置：

l 如果将其值设置为高电平，则只有发生触发时输出端口的输出电压为高（有
效高脉冲）。

l 如果将值设置为低电平，则输出电压持续为高，而发生触发时则为低（有
效低脉冲）。

l 如果值为保持高电平，则发生触发后输出信号为高，并一直保持此状态直
至采集结束。

 

外部限定条件输入

概况
当启用后，可限制触发逻辑。

描述

启用后，将使用限定字信号作为通道和外部触发的“闸”。

只要限定字处于非活动状态，就不会发生任何触发事件，而记录仪就不会（生
成）触发。

如果启用，而且限定字激活，则触发为“已通过”且记录仪可以生成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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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系统触发 1

概况
使用此触发线路将触发发送至其他记录仪或从其他记录仪接收触发。

描述
硬件上有三条触发线路可用于在记录仪之间传输触发。各记录仪都可使用这些
线路作为触发检测逻辑的输入和/或输出。因此该设置的值可为禁用、传输、接
收或收发。

 

系统触发 2

概况
使用此触发线路将触发发送至其他记录仪或从其他记录仪接收触发。

描述
硬件上有三条触发线路可用于在记录仪之间传输触发。各记录仪都可使用这些
线路作为触发检测逻辑的输入和/或输出。因此该设置的值可为禁用、传输、接
收或收发。

 

系统触发 3

概况
使用此触发线路将触发发送至其他记录仪或从其他记录仪接收触发。

描述
硬件上有三条触发线路可用于在记录仪之间传输触发。各记录仪都可使用这些
线路作为触发检测逻辑的输入和/或输出。因此该设置的值可为禁用、传输、接
收或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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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触发 3 传输模式

概况
选择是否为传输计算通道触发信号而保留系统触发 3。

描述
默认下，系统触发 3 用于在记录仪间传输所计算数据的触发信号。
若要像系统触发 1 和 2 那样传输测量数据的触发信号，必须将系统触发 3 设置
为测量的数据。此设置可采用计算的数据或测量的数据。

 

主从触发

概况
使用此触发线路将触发发送至其他主机或从其他主机接收触发。

描述
如果使用多台主机进行采集，则将使用主/从模型以实现同步。主机之间使用
主/从线路传输触发信号，而此处即为配置其用法的设置。

D.6.3 模拟通道

简介
模拟通道触发是数据采集系统中触发功能的核心。

成熟的版本是以数字触发检测器为基础。在高级触发模式中，带有可编程滞
后的单电平触发检测器被执行了两次，目的是提供双电平触发检测器，其中各
通道都有可选的滞后。电平通常分为主触发电平和副触发电平。通过这些电平
的互相结合，可得到基本、警报、窗口、连续等触发模式。

另外还有可实现倾斜触发、脉冲检测、触发抑制、间隔检测和事件计数等的功
能。

本手册中有一个单独的部分专门讲述数量众多的触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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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

触发模式

概况
设置触发检测器模式。

描述
使用此设置来启用通道上的触发检测。可用的触发模式有：关闭、基本、双重、
窗口、双重窗口、连续、基本限定字、双重限定字。关于系统的触发功能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硬件手册。

 

主电平

概况
设置主电平检测器的值。

描述
基本的触发检测的原理是电平交叉：信号必须通过指定的电平才会被视为触发
条件。

因此，如果仅达到所需电平，则并不一定是有效触发条件。因为触发检测是数
字化的，所以将忽略内部采样模拟值。

该设置定义了主触发检测器的电平。方向和滞后用于进一步定义实际触发条件。

说明
如果启用 dY/dt 触发，则此设置实际上以技术单位/秒（例如 V/s）为测量方式。

 

副电平

概况
设置副电平检测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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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电平

描述
基本的触发检测的原理是电平交叉：信号必须通过指定的电平才会被视为触发
条件。

因此，如果仅达到所需电平，则并不一定是有效触发条件。因为触发检测是数
字化的，所以将忽略内部采样模拟值。

该设置定义了副触发检测器的电平。方向和滞后用于进一步定义实际触发条件。

 

滞后

概况
为两个触发检测器设置滞后范围。

描述
滞后用于减小噪声对主电平和副电平的影响。

有噪声的信号可能导致触发检测器生产错误的触发。提高滞后可以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

设置滞后以后，触发电平就扩展为一个包含多个电平的触发区。这样的后果就
是实际触发位置的定义较不清晰。

 

方向

概况
设置主电平的响应方向。根据定义，副电平的方向与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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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描述
该设置用于定义输入信号与主电平的交叉方向。根据具体的触发模式，这个方
向可用于装备或触发输入。可能的方向有：上升，下降。

高级设置

dY/dt 触发

概况
启用斜率触发可作用于多个采样之间的振幅差。

描述
启用此设置意味着触发检测器可作用于 Delta 时间窗口中定义的数个采样间的
输入信号电平差，而不是当前采样的信号电平。换句话说，触发机制检测的是
输入信号的斜率变化。

 

Delta 时间窗口

概况
设置 dY/dt 触发的时间窗口。

描述
启用 dY/dt 触发后才可使用此设置。

触发检测器计算该设置定义的时间间隔内的信号斜率。如果斜率符合方向，主
电平和副电平（如果可用）中设置的条件，则生成触发，且触发位于窗口中
后一个采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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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检测器

概况
启用脉冲检测/拒绝。

描述
脉冲检测器可与基本（斜率）触发电平检测器结合使用。可能的值有：禁用、
检测、拒绝。脉冲宽度用于定义应该检测或拒绝的脉冲宽度。

 

脉冲宽度

概况
设置脉冲检测/拒绝的宽度。

描述
用此设置设定要检测或拒绝的脉冲的宽度。仅当脉冲检测器设置为检测或拒绝
时才会启用脉冲宽度设置。值的单位为秒或外部时基，具体取决于主机的时钟
基准设置。

 

触发抑制时间

概况
生成有效触发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禁用触发检测器。

描述
触发抑制用于生成有效触发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禁用触发检测器。可用于在慢速
衰减重复性信号上只生成一个触发，或消除触发后的影响。

此功能与间隔定时器和/或事件计数器结合使用时可发挥 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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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

概况
定义两个连续触发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

描述
间隔定时器用于定义两个触发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如果时间关系正确，则生
成触发。可用的定时器模式有：禁用、较少、较多、介于、非介于。

 

定时器窗口开始

概况
定义间隔定时器使用的第一个间隔。

描述
根据间隔定时器的模式，此设置的功能可能有所不同：

l 对于较少和较多模式来说，该设置是间隔的宽度。
l 对于介于和非介于模式来说，该设置是使用定时器窗口宽度间隔之后的时

间。

值的单位为秒或外部时基，具体取决于主机的时钟基准设置。

 

定时器窗口宽度

概况
定义间隔定时器使用的第二个间隔。

描述
仅当定时器模式设置为介于或非介于之间时才可使用触发窗口宽度。

值的单位为秒或外部时基，具体取决于主机的时钟基准设置。

 

Perception

I3024-4.0 cn 535



事件计数器

概况
计算生成实际触发之前的触发事件数。

描述
事件计数器添加所有生成的触发数目，若计数与预定值相等则生成一个 终触
发。

D.6.4 标记通道

简介
您可在标记（事件）通道上进行触发。标记通道上只有两种电状态：高和低。
您可以在两个电平之间进行转换时触发。

基本设置

触发模式

概况
设置标记通道触发检测器的模式。

描述
使用此设置来启用标记通道上的触发检测。

根据您的硬件情况，触发模式可能会是：关闭、上升、下降、高限定字和低限
定字。

 

D.6.5 CAN-Bus 通道

简介
您可在 CAN-Bus 通道上进行触发。实质上，CAN-Bus 通道的结果就是一个范
围内的数值，和数字化模拟数据一样。

触发功能包括带有滞后的双电平触发检测器上的基本触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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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

触发模式

概况
设置 CAN-Bus 通道触发检测器的模式。

描述
根据您的硬件情况，触发模式可能会是：关闭、基本、双重、基本限定字和双
重限定字。

 

主电平

概况
设置主电平检测器的值。

描述
基本的触发检测的原理是电平交叉：信号必须通过指定的电平才会被视为触发
条件。

因此，如果仅达到所需电平，则并不一定是有效触发条件。因为触发检测是数
字化的，所以将忽略内部采样模拟值。

该设置定义了主触发检测器的电平。方向和滞后用于进一步定义实际触发条件。

 

副电平

概况
设置副电平检测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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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电平

描述
基本的触发检测的原理是电平交叉：信号必须通过指定的电平才会被视为触发
条件。

因此，如果仅达到所需电平，则并不一定是有效触发条件。因为触发检测是数
字化的，所以将忽略内部采样模拟值。

该设置定义了副触发检测器的电平。方向和滞后用于进一步定义实际触发条件。

 

滞后

概况
为两个触发检测器设置滞后范围。

描述
有噪声的信号可能导致触发检测器生产错误的触发。提高滞后可以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

设置滞后以后，触发电平就扩展为一个包含多个电平的触发区。这样的后果就
是实际触发位置的定义较不清晰。

 

方向

概况
设置主电平的响应方向。根据定义，副电平的方向与此相反。

描述
该设置用于定义输入信号与主电平的交叉方向。根据具体的触发模式，这个方
向可用于装备或触发输入。可能的方向有：上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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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6 计算的通道

简介
计算的通道用于生成您可触发的结果。计算的通道支持基本触发模式（参见"基
本触发模式" 398 页）和双重触发模式（参见"双重触发模式" 398 页）。有关所
计算通道触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触发检测器" 568 页。

 

触发模式

概况
设置所计算通道触发检测器的模式。

描述
使用此设置来启用所计算通道上的触发检测。可用的触发模式有：关闭、基本、
双重。

主电平

概况
设置主电平检测器的值。

描述
基本的触发检测的原理是电平交叉：信号必须通过指定的电平才会被视为触发
条件。

该设置定义了主触发检测器的电平。方向和滞后用于进一步定义实际触发条件。

副电平

概况
设置副电平检测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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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电平

描述
基本的触发检测的原理是电平交叉：信号必须通过指定的电平才会被视为触发
条件。

该设置定义了副触发检测器的电平。方向和滞后用于进一步定义实际触发条件。

滞后

概况
为两个触发检测器设置滞后范围。

描述
滞后用于减小所计算通道结果中的小变化对主电平和副电平的影响。

方向

概况
设置主电平的响应方向。根据定义，副电平的方向与此相反。

描述
该设置用于定义输入信号与主电平的交叉方向。根据具体的触发模式，这个方
向可用于装备或触发输入。可能的方向有：上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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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警报分组

D.7.1 简介
大部分板卡都可以生成警报。通常使用简单的触发检测器检测警报。虽然触发
检测器可生成能够控制采集/存储的触发信号，但是警报条件只是特定情况的标
志。一般来讲，也可通过数据采集系统将此信号作为电信号接收。

 

D.7.2 通道

简介
模拟通道的警报功能通常包含双电平触发检测器的两种触发模式。

 

基本设置

警报模式

概况
设置警报检测器模式。

描述
使用此设置来启用通道上的警报。通常启用的警报模式是使用单电平检测的基
本和使用双电平的双重。

更多信息请参阅常规触发中的相关部分。

 

 

主电平

概况
设置警报检测器的主电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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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电平

描述
信号 基本的警报检测的原理是电平交叉：信号必须通过指定的电平才会被视
为警报条件。

因此，如果仅达到所需电平，则并不一定是有效警报条件。因为警报检测是数
字化的，所以将忽略内部样本模拟值。

该设置定义了主警报检测器的电平。方向用于进一步定义实际警报条件。

更多信息请参阅常规触发中的相关部分。

 

副电平

概况
设置警报检测器的副电平值。

描述
信号 基本的警报检测的原理是电平交叉：信号必须通过指定的电平才会被视
为警报条件。

因此，如果仅达到所需电平，则并不一定是有效警报条件。因为警报检测是数
字化的，所以将忽略内部样本模拟值。

该设置定义了副警报检测器的电平。方向用于进一步定义实际警报条件。

更多信息请参阅常规触发中的相关部分。

 

警报方向

概况
设置主电平的响应方向。副电平方向与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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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方向

描述
请使用此设置控制警报逻辑。您可以选择是否在下降或上升信号上生成警报。
如果您设置为下降和双重警报模式，则意味着主电平将在下降信号上检测到，
而副电平将在上升信号上检测到。

更多信息请参阅常规触发中的相关部分。

 

D.7.3 标记

简介
标记通道的警报功能通常只包含高、低两种。

基本设置

警报模式

概况
设置警报检测器模式。

描述
使用此设置来启用通道上的警报。通常启用的警报模式是使用单电平检测的基
本和使用双电平的双重。关于系统警报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硬件手册。

 

D.7.4 定时器/计数器

简介
目前，定时器/计数器通道没有警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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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传感器分组

D.8.1 简介
传感器分组中的流程比设置中的更多。这些流程通常用于校准电桥放大器，但
是其中的部分功能（平衡）也可结合基本的传感器通道使用。

使用应变规仪器装置时会经常需要校准。当然为了保证仪器的准确性和/或线性，
定期校准是必需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校准是用来调整仪器的灵敏度（通过调
整量规因数或增益）的，使所记录的输出可以准确而巧妙地符合部分预定输入。

传感器分组提供的工具可准确地确定电桥或传感器的零点、通过分流验证检验
操作的正确性、以及使用单点或两点校准方法校准通道。

 

D.8.2 分流验证

简介
利用一个较大的分流电阻减小电桥的电阻，这是一种简单甚至更准确的模拟应
变规的方式。这种方法即分流验证，它对分流电阻没有很高的容错要求，对接
触电阻的适度变化也较不敏感。

因为分流验证有很多优点，因此在验证或设置与传感器端的预定机械输入相关
的应变规仪器的输出时通常采用该流程。

您可通过分流验证中提供的工具进行一键验证。您也可以利用此区域观察应用
了分流的电桥输出。

 

任务窗格
在分流验证部分中，设置上面有一个区域可提供：

l 验证电路的图示
l 带有验证相关命令和反馈的任务窗格

您也可以利用此图解修改设置。

任务窗格中有以下分组：控制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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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控制分组中只有一种命令：

l 验证 单击此命令即可验证分流电阻的影响。

要验证选中的通道，系统必须正在执行数据采集操作。
通常可用暂停模式来执行此操作。如果系统没有执行数
据采集操作，则将弹出一个确认对话框。

验证流程本身即可添加分流电阻并测量输出变化（偏
差）。然后将该值与目标值对比即可计算出误差。

警告
您可在警告分组中定义个性化警告级别：验证过程中测量的不可容忍的误差。
其百分数为目标的百分比。

l 警告级别 以目标的某个百分比作为警告级别。如果误差等于或高
于设定的级别，则生成警告。

l 检测到的警告 上一次验证命令后检测到的警告数目

l 仅显示带有警告的
通道

若选中，则设置栅格中仅显示有警告信息的通道。对于
大型通道计数系统来说，这可以让您迅速找到存在冲突
的通道。

 

基本设置

实际值 (RO)

概况
打开监控时显示实际值。

描述
请使用列标题的上下文菜单打开该通道的实际值监控。实际值的单位为伏特，
约每秒刷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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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流 (V/TU) – (RO)

概况
无分流电阻时的测量值。

描述
如果工作桥臂上未应用任何分流电阻，则无分流值即为电桥的输出。在与分流
验证设置相关的图形区域单击验证按钮即可测量该值。系统将自动关闭分流电
阻并测量电桥的输出。

使用分流电阻验证电桥通常需要电桥处于空载状态。无分流电阻的电桥值可能
显示为伏特输出或技术单位。如果使用技术单位，请通过电桥向导或载入设置
文件或包含硬件设置的试验以保证电桥放大器的设置正确。系统将使用这些来
源中的信息转换电压和技术单位。如果载入或设置相关信息失败，可能导致产
生不正确的值。

 

分流 (V/TU) – (RO)

概况
有分流电阻时的测量值。

描述
如果工作桥臂上应用了任何分流电阻，则分流值即为电桥的输出。在与分流验
证设置相关的图形区域单击验证按钮即可测量该值。系统将自动打开分流电阻
并测量电桥的输出。

使用分流电阻验证电桥通常需要电桥处于空载状态。无分流电阻的电桥值可能
显示为伏特输出或技术单位。如果使用技术单位，请通过电桥向导或载入设置
文件或包含硬件设置的试验以保证电桥放大器的设置正确。系统将使用这些来
源中的信息转换电压和技术单位。如果载入或设置相关信息失败，可能导致产
生不正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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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 (V/TU) – (RO)

概况
无分流与分流测量之间的测量差异。

描述
测量无分流和分流值后，将计算这些值之间的差并显示为偏差值。该值可显示
为技术单位或伏特。您可通过右击列标题并选择或取消选择显示 TU 值在这两
个选项之间切换。

 

目标 (V/TU)

概况
计算出的目标偏差

描述
进行分流验证时，将用所测量的偏差与预期偏差进行对比。目标即为预期偏差。
在此输入的值用于验证有无分流电阻时电桥输出值之差是否在指定的公差范围
内。该值与偏差之差代表平衡的误差。

您可以以技术单位或伏特输入该值。右击列标题并使用显示 TU 值选项即可切
换单位。

 

误差 (TU/Volt) – (RO)

概况
测量值与目标值之差。

描述
目标值与偏差之间的差是用误差表示的。误差为两值之间的绝对差。

您可以以技术单位或伏特输入该值。右击列标题并使用显示 TU 值选项即可切
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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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 (%) – (RO)

概况
以百分比的方式显示平衡时执行的校正。

描述
百分比形式的误差值。

目标值与偏差之间的差是用误差表示的。误差为用以下公式计算得到的目标和
偏差的相对差：

您也可以利用分流验证的图形区域中的警告级别 (%) 设置误差的公差。如果计
算的误差超过公差范围，则将在设置表单中以警告颜色显示。请参阅颜色图例
找到您的警告颜色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更改。

 

分流位置

概况
分流电阻的位置。

描述
确定当前所用的分流电阻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分流值

概况
分流（外部或内部）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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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值

描述
分流值是当前使用的分流电阻的电阻。如果分流位置设定为内部，则该值与主
机的电阻值相匹配。如果设定为外部，则与外部自定义电阻相匹配。

说明 选择内部用户安装的分流电阻或外部分流电阻时，您需要确保输入的是正确的
分流值。系统本身无法验证值是否正确。

 

分流的工作桥臂

概况
执行分流校准的工作桥臂。

描述
定义分流电阻的位置：或者与电桥正臂上的应变片并联，或者与负臂上的应变
片并联。

 

D.8.3 零平衡和校准

简介
此区域用于通过零平衡、单点或两点校准法校准通道。开始和结束点可以是手
动输入的，也可以是标准桥路配置的一部分。

该流程可测量某个点并将其转换为给定值。这样可以校正技术单位乘数。

如果惠斯通电桥的输出电压为零，则称电桥为平衡。桥式电阻（逆时针依次命
名为 R1、R2、R3、R4）有以下关系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明 该平衡条件与线路电阻和励磁电压无关。

但是，由于阻值容错或固有的偏差（预负载），开始时可能产生残留电压。为补
偿此误差，可将电桥的输出设为空。

另外，在硬件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偏移”电压都可用基本传感器通道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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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窗格
在通道校准部分中，设置上面有一个区域可提供：

l 平衡电路的图示
l 带有相关命令和反馈信息的任务窗格

任务面板中有以下分组：零平衡、警告、校准、控制和放大器

图 D.1: 零平衡和校准

A 零平衡区域
B 警告区域
C 校准区域
D 控制区域
E 放大器区域

零平衡分组中有两种命令：

l 零平衡 若通道的“零平衡已启用”设置为“打开”，则此命令将会
实际平衡该通道。要平衡通道，系统必须处于“暂停”模
式。平衡过程中，当系统未处于“暂停”模式时，我们会
设置为该模式。平衡过后，系统将重新设置为“闲置”模
式。
更多信息，请参阅"零平衡" 336 页。

l 验证 该命令只检测实际输入值而不进行物理（电）修正。可
使用此命令验证所选通道是否都符合规格。

 

警告
您可在警告分组中定义个性化警告级别：平衡后残留的不可容忍的误差。其百
分数为满刻度范围的百分比。示例：满刻度范围为 ± 5 V（= 10 V 测量量程）
时可有 1 % 的剩余误差。这等同于物理偏差 0.01 x 10 V = 0.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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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警告级别 以满刻度的某个百分比作为警告级别。如果剩余误差等
于或高于设定的级别，则生成警告。

l 检测到的警告 上一次平衡或验证命令后检测到的警告数目

l 仅显示带有警告的
通道

若选中，则设置栅格中仅显示有警告信息的通道。对于
大型通道计数系统来说，这可以让您迅速找到存在冲突
的通道。

 

校准
校准分组中有两种命令：起始点和终止点。

l 起始点 对所选通道应用一个起始基准值并单击起始点。将测量
与所设基准起始点相应的电压。

l 终止点 对所选通道应用一个终止基准值并单击终止点。将测量
与所设终止点基准值相应的电压。

 

控制

l 校准 单击校准即可将测量值实际应用到所选通道的技术单位
中。

放大器
该分组显示了所选通道的放大器的输入范围。

 

基本设置

零平衡已启用

概况
允许对此通道进行零平衡。

描述
指定是否允许对此通道进行零平衡。在实际零平衡时，此选项必须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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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方法

概况
校准类型：单点或两点。

描述
您应该选择合适的校准方法，具体取决于您要进行的工作内容。单点校准可用
于确定通道的斜率或技术单位乘数。单点校准只需要一个点，即终止点。起始
点假定为 0。您也可以使用两点校准法来确定通道的斜率或技术单位乘数和技
术单位偏移量。

 

手动输入

概况
当处于开启状态时，可使用手动输入的值；当处于关闭状态时，可测量数值。

描述
传感器通道校准时，每种校准方法都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以技术单位手
动设置已知的基准电平点，然后在要校准的通道应用一个已知输入信号并测量
此信号。第二种选择是以技术单位手动设置已知的基准电平点，并且手动设置
实际电平。

 

基准起始点

概况
理论起点值

描述
基准起始点是测量起始点实际值时要记录的值。完成校准后，这就是实际起始
点信号应用到放大器后将显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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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起始点

概况
实际测量的起始值

描述
实际起始值是起始点的实际值。如果手动输入设置为打开，则您可手动输入用
于校准的值，例如说明书中的值。如果启用使用分流设置，则实际起始点即为
无分流电阻时在放大器上测量的值。

请使用表单图形区域中的“测量起始”按钮来开始实际测量。

 

基准终止点

概况
理论终点值

描述
基准终止点是测量实际终止点值时要记录的值。完成校准后，这就是实际终止
点信号传送到放大器后将显示的值。

 

实际终止点

概况
实际测量的终止值

描述
实际终止值是终止点的实际值。如果手动输入设置为打开，则您可手动输入用
于校准的值，例如说明书中的值。如果启用使用分流设置，则实际终止点即为
有分流电阻时在放大器上测量的值。

请使用表单图形区域中的“测量终止”按钮来开始实际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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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终止点分流

概况
当处于开启状态时，可使用分流电阻测量终止值。

描述
校准电桥放大器通道时可使用分流电阻得到测量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如果使用
分流设置为打开，则使用图形区域中的“测量起始”按钮进行起始测量时，分流
电阻会在测量前自动关闭。如果分流电阻设置为打开，使用图形区域的“测量终
止”按钮时，分流电阻会在测量前自动打开。

如果您要在通道校准中使用分流电阻，请先对要设置的通道进行平衡。这样可
自动准备好通道校准值。

 

状态 (RO)

概况
显示平衡的状态和结果。

描述
该列显示通道的平衡状态。典型值有未平衡和已平衡。如果启动平衡设置为关
闭，则此状态不可用。

 

偏差 (TU) – (RO)

概况
在平衡过程中执行的校正。

描述
显示通道平衡时执行的校正。此设置可以以技术单位（默认）和伏特显示。请
使用列标题上下文菜单切换视图。偏差在单独的一列中也显示为测量量程的百
分比。如果启用平衡设置为关闭，则此偏差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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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 (%) – (RO)

概况
以百分比的方式显示平衡时执行的校正。

描述
百分比形式的偏差值。

 

余数 (TU) – (RO)

概况
不可校正的值。

描述
显示对通道进行平衡时无法校正的值。此设置可以以技术单位（默认）和伏特
显示。请使用列标题上下文菜单切换视图。如果启用平衡设置为关闭，则此余
数不可用。

 

余数 (%) – (RO)

概况
以百分比的方式显示平衡时执行的校正。

描述
百分比形式的余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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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实时计算说明
E.1 简介

所计算通道会在计算期间内对输入信号的样本进行实时计算。所计算通道会在
计算期间结束时产生一个结果。产生结果后，新的计算开始。可以为每个计算
通道选择使用的计算公式。仅在使用内部时基（十进制或二进制）时才运行所
计算通道。使用外部时基时，将禁用所有计算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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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 实时计算框图

所有计算通道（除定时器/计数器通道外）都使用周期源输出来结束当前计算期
间、产生计算结果和开始新计算。一个记录仪有一个周期源。可选择以下周期
源：

l 定期定时器，以可选择的固定间隔提供信号。

Perception

I3024-4.0 cn 557



l 周期检测器，允许计算期间基于模拟输入信号的周期。

一个记录仪有多个计算的通道。可用的计算通道类型有三种：

l 模拟计算通道处理模拟输入通道的样本。计算期间由周期源确定。
l 周期源计算通道提供关于所选周期源的信息。可用的公式有两个：周期（代

表实际计算期间的方波）或周期频率（代表周期源输入频率的轨迹）。
l 定时器/计数器计算通道处理设置为频率或 RPM 模式的定时器/计数器输入

通道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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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周期源

E.2.1 定时器
定时器采用固定间隔为计算通道提供定期信号。此间隔以毫秒为单位，但内部
四舍五入到 近的采样间隔倍数。计算通道的第一个计算期间从采集的第一个
样本开始。

E.2.2 周期检测器
周期检测器在模拟输入信号的选择电平穿越处向计算通道提供信号。周期检测
器包括一个电平穿越检测器以及一个计数器/滤波器。电平穿越检测器检测上升
和下降电平穿越。计数器/滤波器用于选择半周期或（多个）全周期模式。在多
个周期模式下，电平穿越的方向可选（上升或下降）。计算通道的第一个计算期
间从采集开始后的第一个选定电平穿越开始。

2.2.1 电平穿越检测器的工作
电平穿越检测器使用两个阈值：+阈值（电平+滞后）以及-阈值（电平减滞后）。
这两个阈值间的区域叫做滞环。

图 E.2: 电平穿越

A 上升沿的电平穿越
B 下降沿的电平穿越
C 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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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后一个样本低于 -阈值
k2 第一个样本高于 +阈值
k3 后一个样本高于 +阈值
k4 第一个样本低于 -阈值

输入信号的样本可以有三个状态：高于、位于或低于滞环。可利用下表，通过
状态改变时的状态改变时间戳和样本值确定电平穿越次数：

状态顺序 电平穿越 电平穿越时间戳
低于 → 位于 → 高于
或
低于 → 高于

上升电平穿越 使用低于滞环的 后一个样本
和高于滞环的第一个样本的时
间戳/值（图 E.2 中的 k1 和 k2）
之间的线性插值计算

高于 → 位于 → 低于
或
高于 → 低于

下降电平穿越 使用高于滞环的 后一个样本
和低于滞环的第一个样本的时
间戳/值（图 E.2 中的 k3 和 k4）
之间的线性插值计算

高于 → 位于 → 高于 无
低于 → 位于 → 低于 无

输入信号变化率限制
周期检测器始终检测对于实时计算过晚的周期。在图 E.2 页 559 中，中心振幅
穿越 (A) 在 k2 时间，而中心振幅穿越 (B) 在 k4 时间。为了补偿，周期检测器
会在获取样本时对样本进行处理，而这些样本的计算会延迟 10 ms。这意味着
实际穿越 (A) 和时间 k1 间的时间差异不能大于 10 ms。换句话说，k1 和 k2 间
的时间不能大于 20 ms。

图 E.3 显示了一个模拟输入信号（蓝色）和使用” 大“公式的计算通道（绿色）
的输出。下图显示了周期检测器检测到的计算期间（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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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3: 周期检测器输入信号变化率过低

A 输入信号向下穿越 +阈值：检测器等待输入信号下降到 -阈值以下。
B 输入信号下降到 -阈值以下：检测器计算零穿越时间（使用线性插值），但

确定发生的零穿越大于之前的 10 ms。在输入信号进入滞环时，生成事件
栏标记 I“周期信号振幅过小”。

C 输入信号向上穿越 -阈值：零穿越检测器等待输入信号上升到 +阈值以上。
D 输入信号上升到 +阈值以上：检测器计算零穿越时间（使用线性插值），但

确定发生的零穿越大于之前的 10 ms。大于 10 ms 的样本已经处理（即当
前的计算期间中包括更早的样本）。这意味着现在已经不能以正确的时间停
止当前计算期间。下一个上升沿（正确检测时）将停止当前的计算期间。

E 输入信号进入滞环。
F 输入信号离开滞环：已检测到有效的零穿越（小于之前的 10 ms）。检测器

设置为检测上升沿，所以此零穿越不用于结束/开始计算期间。
G 输入信号向上穿越 -阈值：零穿越检测器等待输入信号上升到 +阈值以上。
H 输入信号上升到 +阈值以上：已检测到有效的上升沿（小于之前的 10 ms）。

在 后一个拒绝的零穿越后，生成事件栏标记 J“周期信号在量程内”。当前
的计算期间结束，计算结果可用并开始新的计算期间。

I 事件栏标记 I“周期信号振幅过小”指示输入信号首次在滞环内停留的时间过
长（检测器电平附近输入信号变化率低）。如果随后输入信号在滞环内停留
时间过长，则不会生成事件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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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事件栏标记 J“周期信号在量程内”指示周期检测器再次正常工作。

电平穿越检测器也会检测输入信号在滞环内的时间是否大于 20ms。当输入信号
在滞环内的时间大于 20 ms 时，会发生以下两个事件（参见图 E.4）：

l 不会向计数器/滤波器报告电平穿越。
l 在信号进入滞环的位置处生成一个事件栏标记 (C)。

为了防止生成大量事件栏标记，随后在电平穿越检测器再次检测到此情况时，
将不会生成事件栏标记。只要电平穿越检测器没有检测到此状态至少 1 s，发生
此情况时， 后一个期间结束时就会生成一个事件栏标记 (D)。

图 E.4: 暂时低信号振幅

A 输入信号进入滞环并且停留时间超过 20 ms。生成事件栏标记 C，指示低
变化率/振幅状态开始。

B 输入信号离开滞环。生成事件栏标记 D，指示低变化率/振幅状态结束。

说明 设置较低的阈值电平会导致输入信号振幅较低时也会检测周期。

说明 连续上升沿间的时间 T 短于周期检测器超时时间 1 s。因此，计算期间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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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更改限制
电平穿越检测器每秒 多可处理 80,000 次状态变化。如果输入信号导致更多的
状态变化，检测器会失去对输入信号的追踪。

图 E.5: 周期检测器输入信号频率过高

A 事件栏标记“周期信号频率过高”指示计算期间将延长一个整数周期以便使得
计算期间 > 900 µs。

B 事件栏标记“周期检测器过载”指示周期检测器的输入信号频率过高，无法再
确定零穿越。当前的计算期间会中止（不产生结果）。周期检测器会等到输
入信号再次回到正常工作范围内至少 1 秒钟。

C 事件栏标记“周期信号在量程内”指示输入信号再次位于正常工作范围内。新
的计算期间开始。

图 E.5 和图 E.6 显示了检测器失去对输入信号的追踪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在检
测位置附近生成一个事件栏标记 (B)。再次生成的报告此状态的事件栏标记会被
抑制 1 s。取决于周期检测器输出的计算通道中止其当前计算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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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6: 周期检测器输入信号频率穿越阈值过频繁

A 事件栏标记“周期信号频率过高”指示计算期间将延长一个整数周期以便使得
计算期间 > 900 μs。

B 事件栏标记“周期检测器过载”指示周期检测器的输入信号穿越阈值的情况过
于频繁。检测器不再确定零穿越。当前的计算期间会中止（不产生结果）。
周期检测器会等到输入信号再次回到正常工作范围内至少 1 秒钟。周期检
测器随后会恢复正常工作。

C 事件栏标记“周期信号在量程内”指示输入信号再次位于正常工作范围内。新
的计算期间开始。

计数器/滤波器的工作
计数器/滤波器从电平穿越检测器接收上升和下降电平穿越。然后计数器/滤波器
生成一个信号，计算通道基于此信号生成结果并开始新的计算期间。计数器/滤
波器可设置为半周期或全周期模式。在半周期模式下，所有上升和下降电平穿
越都被传递到计算通道。在全周期模式下，可以选择发出计算通道信号的方向

（上升或下降）和全周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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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检测器超时

图 E.7: 周期检测器超时

A 检测到有效的上升沿：结束当前计算期间并开始新的计算期间。
B 检测到低变化率的首个下降沿：生成事件栏标记 J“周期信号振幅过小”。

C 信号离开滞环的时间过长。在前一个有效的上升沿 (A) 之后，未在 1 s 内检
测到有效的上升沿：周期检测器在 后一个有效的上升沿处生成事件栏标记
I“未检测到周期”。当前的测量期间中止。

D 由于没有可用结果，因此基于周期的计算追踪在此处结束。
E 上升沿因变化率低而被拒绝。计算期间不开始。
F 检测到有效的下降沿，但检测器设置为在上升沿处开始计算。
G 检测到有效的上升沿：事件栏标记 K“周期信号在量程内”指示“周期信号振幅

过小”状态结束。同时生成事件栏标记 J“周期信号在量程内”以指示“未检测
到周期”状态结束。新的计算期间在此处开始。

H 基于周期的计算的追踪再次出现。
I 指示“未检测到周期”的事件栏标记：没有可用的计算结果。
J 指示周期检测器输入信号变化率低开始的事件栏标记。
K 指示周期检测器输入信号变化率低结束的事件栏标记。
L 指示“周期信号在范围内”的事件栏标记：计算再次开始。结果将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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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栏标记 (I) 的生成时间为未检测到周期的时间大于 1 s。取决于周期检测器
输出的计算通道中止其当前计算期间。再次检测到周期时，会生成另一个事件
栏标记 (L) 并且计算通道开始新的计算期间。

变化率限制

图 E.8: 周期检测器输入信号频率高

A 新的计算期间开始。
B 前一计算期间结束（持续时间：1000 µs），新的计算期间开始。

C 零穿越距当前计算期间的起点过近 (400 µs)：忽略零穿越并继续计算。

D 零穿越距当前计算期间的起点过近 (800 µs)：忽略零穿越并继续计算。

E 接受零穿越：当前计算期间结束（持续时间：1200 µs），新的计算期间开
始。

F 前一计算期间结束（持续时间：1000 µs），新的计算期间开始。

G 事件栏标记“周期信号频率过高”。
H 事件栏标记“周期信号在量程内”。

Perception

566 I3024-4.0 cn



周期检测器存在变化率限制。不能在当前计算期间开始后的 900 µs 内指示新计
算期间。如果周期检测器检测到这样的变化率限制，会生成一个事件栏标记 (G)
并且当前计算期间延迟一个半周期或一个完整周期（取决于半周期/全周期模
式）。周期检测器不断延长计算期间，直到计算期间持续至少 900 µs。
只要变化率限制状态消失，就会生成另一个事件栏标记 (H) 以指示周期检测器
再次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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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计算的通道

E.3.1 正在处理
计算的通道利用可选择的公式处理输入样本。计算在计算期间内进行。计算期
间结束时：

l 生成结果。结果位于计算期间的开始位置。
l 结果由触发检测器处理。
l 计算器重设。
l 新的计算期间开始。

取决于周期检测器的计算通道不能在以下情况中生成计算结果：

l 周期检测器报告，未检测到周期的时间已超过 1 s。
l 周期检测器报告存在状态更改限制条件。
l 输入通道的范围或偏移已更改：输入信号暂时失效。
l 周期检测器输入通道的范围或偏移已更改：周期检测器信号暂时被视为失

效。

在以上所有情况中，当前的计算期间会中止，而且一旦所有条件都恢复正常就
会开始新的期间。

所有计算的通道都提供技术单位、乘数和偏移设置以提供计算结果的用户比例。

E.3.2 触发检测器
每个计算的通道都有自己的触发检测器，可提供基本和双重触发模式（另见“触
发模式”398 页）。触发电平与计算的（用户比例）结果相比较。计算通道的已启
用触发检测器可生成一个计算的触发。计算的触发将始终导致记录仪触发。

因为计算的结果在计算期间结束时可用，但时间戳是计算期间的起点，所以计
算的触发始终生成得过晚。系统会自动补偿，但此时间补偿是有限的。

计算的触发在事件栏上显示有两个时间戳：第一个时间戳代表实际触发记录仪
的触发位置，而第二个时间戳（括号中）代表预期的计算触发位置。图 E.9 显
示了经自动补偿的计算触发：计算的触发位置 (B) 等于实际触发位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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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9: 完全补偿的计算触发

A 实际触发位置
B 计算的触发位置

图 E.10 显示了未完全补偿的计算触发：计算的触发位置 (C) 不等于实际触发位置
(B)。预期计算触发位置处会放置一个额外的事件栏标记 (A)。

图 E.10: 未完全补偿的计算触发

A 预期（计算）触发位置处的标记
B 实际触发位置
C 计算的触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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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计算的触发发送到同一主机内的其他记录仪，系统触发 3 模式必须通过
发送记录仪的“高级设置”设置为“已计算”并启用传输。

图 E.11: 启用将计算的触发发送到其他记录仪

A 系统触发 3 模式（设置为发送计算的触发）

为了收到其他记录仪的计算触发，系统触发 3 模式必须通过接收记录仪的“高级
设置”设置为“已计算”并启用接收。

图 E.12: 启用接收其他记录仪计算触发

A 系统触发 3 模式（设置为接收计算的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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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模拟计算通道
所有模拟计算通道都需要一个周期源来确定计算期间以及一个模拟输入通道来
执行计算。

E.4.1 区域
功能
计算曲线下的面积。

描述
yi 是计算期间的第一个样本的值。
yj 是计算期间的 后一个样本的值。
Δt 是两个连续样本间的时间。

Area

j

n i
n

=
=

∑ (  (| y .∆t|

E.4.2 能量
功能
计算曲线下的能量。

描述
yi 是计算期间的第一个样本的值。
yj 是计算期间的 后一个样本的值。
Δt 是两个连续样本间的时间。

Energy

j

n i
n=

=
∑ (  (.∆t(y 2)

E.4.3 大值
功能
确定 大值。

描述
yi 是计算期间的第一个样本的值。
yj 是计算期间的 后一个样本的值。

大值 = max(yi, … , 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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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4 平均值
功能
确定平均值。

描述
yi 是计算期间的第一个样本的值。
yj 是计算期间的 后一个样本的值。
N 是计算期间内的样本数 (N = j - i + 1 )。

E.4.5 小值
功能
确定 小值。

描述
yi 是计算期间的第一个样本的值。
yj 是计算期间的 后一个样本的值。

小值 = min(yi, … , yj)

E.4.6 峰-峰值

峰-峰值
功能
计算峰-峰值。

描述
yi 是计算期间的第一个样本的值。
yj 是计算期间的 后一个样本的值。

峰-峰值 = max(yi, … , yj) - min(yi, … , yj)

E.4.7 RMS
功能
计算 RMS（均方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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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yi 是计算期间的第一个样本的值。
yj 是计算期间的 后一个样本的值。
N 是计算期间内的样本数 (N = j - i + 1 )。

RMS =  

2

=
 

∑

E.4.8 乘法
功能
确定两个相乘信号的平均值。

描述
x 和 y 是两个模拟输入信号。
xi 和 yi 是计算期间的这些输入信号的第一个样本。
xj 和 yj 是计算期间的这些输入信号的 后一个样本。
N 是计算期间内的样本数 (N = j - i + 1 )。

Multiplica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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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周期源的计算通道
周期源的计算通道基于周期源信号本身进行计算。周期源的计算通道不需要输
入通道。

E.5.1 周期
功能
以方波形式直观显示周期源输出。

描述
周期可用于可视化计算期间，因为它们由周期源确定而且被其他计算通道使用。
这样的可视化有助于确定周期检测器的正确电平/阈值设置，并且在周期检测器
输入信号干扰严重或含有超出指定周期检测器限制的频率时，有助于了解结果。

说明 如果周期源是定时器，则方波会有固定的期间。

输出
表示周期源输出的对称方波，此期间等于计算期间。方波的上升沿指示计算期
间的起止时间。方波的下降沿始终位于两个连续上升边缘的中间，而且与周期
检测器输入通道的上升/下降电平穿越没有直接的关系。

图 E.13: 周期检测器设置为检测半周期

图 E.13 显示了此计算通道的输出（绿色）和周期检测器的输入信号（蓝色），
其中周期检测器设置为半周期模式。输入信号是不对称的。

Perception

574 I3024-4.0 cn



图 E.14: 周期检测器设置到检测全周期

A 计算通道的下降沿始终位于两个连续上升沿的中间。图 E.14 显示了此计算
通道的输出（绿色）和周期检测器的输入信号（蓝色），其中周期检测器设
置为上升沿全周期模式。输入信号是不对称的。

图 E.15: 周期检测器设置到检测多个全周期

图 E.15 显示了此计算通道的输出（绿色）和周期检测器的输入信号（蓝色），
其中周期检测器设置为两个上升沿周期。输入信号是不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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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2 周期频率
功能
计算周期检测器的输入信号的实际频率。

描述
周期频率计算器使用周期源信息计算周期检测器输入通道的频率。周期检测器
不仅提高各计算期间的起止时间，还提供各计算期间内检测到的（半）周期的
实际数目。

说明 周期频率计算器的波形很好地概括了检测缺失或错误周期的情况。这些周期在
周期频率波形中以峰值的形式出现。

说明 如果周期源是定时器，此计算器的输出值则是常量。

输出

图 E.16: 周期频率计算器

图 E.16 显示了此计算通道的输出（绿色）和周期检测器的输入信号（蓝色），
其中周期检测器设置为上升沿全周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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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7: 周期频率计算器和高输入频率

A 计算期间起始时间
B 计算期间结束时间：持续时间 1000 µs，找到一个周期，导致上一期间内的

计算的平均频率为 1 kHz

C 上升沿过于接近计算期间的起点 (400 µs)

D 上升沿过于接近计算期间的起点 (800 µs)

E 上升沿结束了当前的计算期间：持续时间 1200 µs，找到三个周期，导致上
一期间内的计算的平均频率为 2.5 kHz。新的计算期间开始

F 上升沿结束了当前的计算期间：持续时间 1000 µs,，找到一个周期，导致
上一期间内的计算的平均频率为 1 kHz。新的计算期间开始

图 E.17 显示了此计算通道的输出（绿色）和周期检测器的输入信号（蓝色），
其中周期检测器设置为上升沿全周期模式。即使在 (B) 开始的计算期间已经延
长了两个额外的全周期，此计算通道的输出仍表示正确的周期检测器输入通道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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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定时器/计数器计算的通道
计算公式设定为频率。

E.6.1 频率
功能
计算设置为频率或 RPM 模式的定时器/计数器通道的输入信号的频率。计算期
间等于所选定时器/计数器输入通道的测量（选通）时间。

描述
计算的通道计算所选定时器/计数器输入通道的（平均）输入频率，同时考虑以
下输入通道设置：

l 频率分频器
l 技术单位乘数和偏移量
l 测量时间
l 定时器/计数器模式

如果在前一测量（选通）时间内检测到一个或多个脉冲，则计算的通道会产生
结果。如果在前一测量（选通）时间内未检测到脉冲，则计算时间延长一个额
外的选通时间，且不会产生计算结果。

如果在延长的时间内未检测到输入脉冲，则计算时间继续延长。这意味着，在
计算的输出值较低时将不可能触发，因为只要检测不到脉冲，就不会产生计算
结果。为防止出现这一问题，计算器具有固定超时时间（两个选通时间）。如果
在此期间内未检测到脉冲，则产生的计算结果为 0。只要检测到一个或多个脉
冲，计算的通道就会再次产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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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 设置和冲突
计算通道的设置可能与记录仪的其他设置相冲突。在检测到冲突时，计算通道
的“已启用”设置将指示冲突。在开始采集前，有冲突的计算通道会被自动禁用。

可能会产生以下类型的冲突：

l 在主机的时钟基准设置为外部时，不能保证样本在时间上是等距的。这种
情况下，计算的通道不能提供有效的结果。

l 当定时器-计数器通道的测量时间低于特定限值时，用于计算定时器-计数器
通道频率的计算通道处于冲突状态。

l 当定时器-计数器通道的模式设置为频率或 RPM（单向和双向）以外的值
时，用于计算定时器-计数器通道频率的计算通道处于冲突状态。

l 当所有启用的计算通道的所需计算力超出记录仪的可用计算力时。所需的
计算力取决于采样速率和分辨率、启用的计算通道数目以及各通道选择的
计算公式。从设置表单底部启用的计算通道到表单顶部，超出可用计算力
的计算通道数目都将存在冲突。“乘法”计算公式需要比其他公式更多的计算
力，而“周期频率”和“周期”公式需要比其他公式更少的计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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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Perception 中的 QuantumX
F.1 适用于 QuantumX 用户的 Perception 简介

本部分旨在帮助新老 QuantumX 用户熟悉使用 Perception 软件操作 QuantumX
的步骤。本部分将指导用户执行所需步骤以设置新的试验，包括 QuantumX 和
创建首个记录。

Perception 6.50 新增了对 QuantumX MX1609 B 型模块的支持。支持的功能以
及模块的使用方式可能与之前有所不同。本部分将介绍使用 Perception 软件操
作 QuantumX 的基础知识，解释可以执行和不可以执行哪些操作以及如何操
作。

说明 Perception 仅支持全新的 QuantumX B 型模块。

说明 Perception 不支持经典数据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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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基准
此部分不会详细介绍如何操作 Perception、Genesis High Speed 设备或
QuantumX 设备。如果需要以上任何主题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l Genesis High Speed 数据表
l Perception 选项手册
l Genesis High Speed 操作手册
l QuantumX 数据表
l QuantumX 操作手册
l QuantumX 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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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Perception 概念和术语

记录仪和时基
过去，Perception 设计用于 Genesis High Speed 系列产品，它们通常支持可高
度配置的设置。主机与多种采集板兼容，每位用户都可配置系统以满足自己的
特定需求。同一采集板上的所有接头都以相同的速率采样。因此，主机中的每
个采集板都是 Perception 内的一个记录仪，而且每个记录仪都有多个通道。这
与 QuantumX 的概念不同。QuantumX 在一个单元内包含多个接头，每个接头
都可配置为以可选的采样速率采样。Perception 会将 QuantumX 设备中的每个
接头作为单独的记录仪列出，每个记录仪中包含一个通道。

这可保证 大的灵活性，因为每个通道现在都可配置为以其自己的采样速率运
行。但若所有通道都需要以相同的采样速率采样，也可以通过时基分组轻松实
现。默认情况下，具有相同采样速率功能的所有通道都分为一组。

设置
Perception 的设置方法是“所见即所得”。换句话说，在设置设备时，Perception
仅会显示实际可选择的功能。虽然这样一般可确保设置的简单性，但可导致有
些设置不可见。这在以下情况中很容易出现：

l 滤波器频率缺失：如果需要的滤波器频率不可用，则尝试更改采样速率。
l 经典数据速率缺失：Perception 不支持 HBM 经典采样速率。

滤波器
Perception 中的滤波器命名惯例可能与其他软件不同。对于目前支持的硬件，
可使用以下滤波器：

Perception QuantumX 助手/CatMan

贝塞尔 IIR 贝塞尔
巴特沃思 IIR 巴特沃思

PTP
精密时间协议：同步网络内多个设备时钟的协议。精度高于 NTP，成本低于
GPS/I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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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如何在 Perception 中使用 QuantumX

设置硬件
Perception 仅支持与 QuantumX 模块的以太网通信。这意味着 QuantumX 设备
的 Firewire 连接不可用于与 Perception 的通信。它可用于设置多个 QuantumX
模块间的同步和/或通过可在某些 Genesis High Speed 主机上使用的 Firewire
电源输出端口为模块供电。详情请见 Genesis High Speed 数据表和操作手册。

以下是 Perception 的部分典型设置：

图 F.1: GEN7t 及单个 QuantumX MX1609KB -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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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2: GEN3i 及单个 SomatXR MX1609KB-R -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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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3: GEN3i 及单个 SomatXR MX1609KB - 概览

说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 PTP 功能的交换机用于确保 PTP 同步。详细信息参
见"同步的记录设置" 593 页。

说明 请注意，Perception 不支持 QuantumX 设备与运行 Perception 的计算机间的直
接 Firewire 连接。虽然 QuantumX 设备可在 Perception 中显示，但不保证此设
置下 QuantumX 或 Perception 的操作正常。

连接
创建完正确的硬件设置并打开所有设备后，Perception 应能够在网络上找到设
备。

图 F.4: Perception 中的硬件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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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中的硬件导航显示网络中发现的所有设备。
如果一切正常，则会显示信息性图标 。有些情况下会显示惊叹号图标 。

下面列出了可能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原因 描述 解决办法
名称相同 Perception 要求设备的名

称唯一。
连接到主机*，使用网络设
置对话框对其重命名，然
后重新扫描未使用的硬件
并连接到下一个设备。重
复上述步骤直到所有设备
的名称唯一。

错误的网络配置 如果设备的以太网设置与
其中一台计算机的以太网
设置不符，则无法设置点
对点的 TCP/IP 连接。

启动与主机的连接。连接
过程中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您可以在其中更改网络设
置**。

不支持的设备 Perception 能够检测到所
有 QuantumX 系列产品，
但完全支持的类型有限。
仅支持 B 型硬件。

Perception 不能使用不支
持的硬件。

硬件无响应 在极个别情况下，
Perception 与 QuantumX
设备间的通信可能受到阻
止。

请重启系统和 Perception。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
系技术支持部门。

* 可使用识别机制确定连接了或将要连接哪个设备。
** 远程使用 Perception 时，确保在连接前计算机和主机的网络设置相匹配！

这样发现设备后即可建立连接。有关如何启动 Perception 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Perception 启动" 38 页。另外，也可双击硬件导航中的项目，或者通过右击
菜单并选择“连接”来完成。选择多个项目时，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设备。连接进度
显示在连接对话框中。可能需要在执行完几个需要输入的步骤之后才能成功完
成连接。
下面是将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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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网络 IP 地址设置。如果设备的当前网络设置与计算机的网络设置相冲
突，可使用网络设置对话框确保正确的网络设置。使用可用网络适配器上
的信息正确配置网络，或在网络支持 DHCP 配置时使用 DHCP 配置。

图 F.5: 网络 IP 地址设置对话框

说明 重新配置主机的网络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而且通常会需要（部分）重启系
统。

2 固件升级：为了确保行为的可靠性，Perception 会为设备实施固定的固件
版本。如果设备的固件不是 新版本，或载入了更新的版本，Perception
会在模块中加载预定的固件版本。请注意，固件升级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
间才能完成。

说明 在固件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或断开设备。

识别
存在多个设备时，可能很难确定导航中的哪个条目与哪个设备匹配。对于
QuantumX 来说，可右击硬件树并选择识别来使用识别功能。对应的设备现在
会有闪烁的 LED 并且识别菜单项会被选中。再次单击识别项，闪烁即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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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6: 识别硬件

说明 识别功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硬件。如果功能不适用于所选的硬件，则其菜
单项会被禁用。

配置硬件
在 Perception 中，可通过设置表单完成设备的测量准备工作。连接到设备后，
将启用可用的设置类别。

图 F.7: 设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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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会显示所有基本（简化设置）。另外，也可使用设置列标题的右击菜单
显示高级（所有设置）。

图 F.8: 基本/高级设置

在为使用 PTP 的多个设备间的同步测量设置系统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其中会
显示更详细的 PTP 信息。

图 F.9: 设置信息

目前不相关的信息用 图标标记。根据其他设置，这些设置可随后成为相关设
置，例如在上例中同步源从自动设置为 PTP 时。

连接到设备后，也可以激活设置表，然后转到设置 ► 主机网络设置菜单项，从
而查看或更改设备的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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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10: 主机网络设置菜单

主机网络设置对话框会显示所有连接的设备及各设备内可用的可配置以太网连
接。

说明 新设置仅会在断开设备后生效。更改网络设置后，断开设备的时间会更长，因
为设备需要重启。

保存并加载设置
设置试验后，可将设置信息存储到磁盘文件中以便日后参考；这样的文件在
Perception 中叫做虚拟工作台。它包含以下信息：

l 连接的设备
l 设备和记录仪的时基分组
l 连接设备的硬件设置
l Perception 的布局

（显示、仪表信息和任何其他试验相关信息）

可按以下步骤保存虚拟工作台：

1 连接设备以进行配置。
2 配置设备的设置。
3 设置 Perception 布局。
4 使用文件 ► 保存虚拟工作台或文件 ► 虚拟工作台另存为，并选择虚拟工作

台的名称和保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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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手动设置和创建虚拟工作台外，Perception 还可存储在计算机存储位置中
创建的每次记录的设置信息。使用相同设置重新进行一个试验的方法有多种：

1 选择文件 ► 打开虚拟工作台并选择含有要使用的试验设置的 pVWB 或 PNRF
文件

图 F.11: 打开虚拟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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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文件 ► 新建并从 Perception 启动对话框中选择重做已有的试验

图 F.12: Perception 启动对话框

A 重做已有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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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组合 QuantumX 和 GEN 系列

同步的记录设置
为了确保使用多个测量设备记录时数据对齐，这些设备应当同步。Perception
与 Genesis High Speed 和 QuantumX 模块结合，提供了一种实现此操作的同
步方法，即精密时间协议或 PTP。

要设置同步记录，请在连接到设备后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设置表单中的 PTP 1（位于所有连接设备的常规 ► 主机下）。
2 等待时基状态更改为 PTP 已同步。

图 F.13: 时基状态

A PTP 已同步
3 确保该状态为 PTP，而不是 PTP：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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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设置表单检查“PTP 主时钟 MAC 地址”，确认所有设备使用相同的 PTP
主时钟。（高级设置）。

图 F.14: 设置 MAC 地址，设置时 QuantumX 主机间无 Firewire 连接

 在设置表单检查“PTP 主时钟 MAC 地址”，确认所有设备使用相同的 PTP
主时钟。（高级设置）。
“PTP 主时钟 MAC 地址”中显示的值是该行中主机使用的 PTP 主时钟的
MAC 地址。如果该主机是主站，那么这将是主机自己的 MAC 地址。如果
主机是从站，则应是其他地址。
若要执行同步记录，所有主机都应使用相同的 PTP 主时钟，即所有从主机
的 PTP 主时钟 MAC 地址都应相同。
在上例中，GEN3i 是两个 MX1609 主机的 PTP 主时钟。所以，所有设备
显示的 PTP 主时钟 MAC 地址都是 GEN3i 的 MAC 地址。

5 确保 PTP 主时钟是 GEN 系列主机或外部 PTP 主时钟。
6 为连接主机中的所有主机重复上述步骤。

可能的拓扑结构
在以太网中使用 PTP 同步时，确保 PTP 同步的模块使用具有 PTP 功能的开关
连接。使用标准开关会导致 PTP 对同步有所放松，从而导致记录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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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15: GEN7t 及单个 QuantumX MX1609KB - 概览

有关 PTP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Genesis High Speed”硬件手册。

QuantumX 作为主时钟
QuantumX 可在 PTP 网络中作为主时钟。但在仅使用 QuantumX 设备时，这
可导致记录不同步，因为 QuantumX 一般不会参考绝对时间。Perception 会识
别并尝试使 QuantumX 数据与自己的内部绝对时间相匹配，但由于数据的内部
延迟，因此并不会为所有主机同时执行此操作。这可导致与延迟时间长度匹配
的数据偏移。一般来说，这样的偏移约为 400 µs。
如果记录开始时 QuantumX 是 PTP 主时钟，Perception 会显示一个警告通知，
说明记录可能没有正确同步。

图 F.16: 时钟同步警告

Perception

I3024-4.0 cn 595



PTP 异常行为
正确配置时，PTP 协议应提供稳定的同步记录。但有可能 PTP 主时钟在某一时
刻出现故障（断电、硬件故障）。此时，PTP 协议会选择新的主时钟设备。
新的主时钟选定后，会出现多种情况：

1 新主时钟的时间信号与原有主时钟非常接近
在 Perception 中，您可能看到同步丢失和恢复的指示。所有设备会继续按
新的主时钟同步运行。

2 新的主时钟提前
如果新主时钟的时间远远提前于原有的主时钟，系统的行为将取决于连接
的硬件。
对于 QuantumX 来说，Perception 会检测时间的提前。 后一个已知的“旧”
同步样本将被标记，而第一个“新”样本将在显示中加注一个事件标记。这两
个样本间没有数据，但所有测量的样本都被写入到记录中。

3 新的主时钟滞后
如果新主时钟的时间远远滞后于原有的主时钟，系统的行为将取决于连接
的硬件。
对于 QuantumX 来说，Perception 会检测时间的滞后。 后一个已知的“旧”
同步样本将被标记，而第一个“新”样本将在显示中加注一个事件标记。报告
时间与之前同步时间重叠的数据将被丢弃！

Firewire 同步
在使用多个 QuantumX 模块时，可以在 QuantumX 模块间组合使用 PTP 同步
和 Firewire 同步。若要设置这样的系统，首先按前述步骤至少向 PTP 设置一
个 QuantumX 模块。对于其他要通过 Firewire 与 PTP QuantumX 同步的系统
来说，确保将同步源设置为“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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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17: GEN3i 及单个 SomatXR MX1609KB - 概览

说明 * 多个 QuantumX 模块将需要多个电源；请参阅 QuantumX 文档。

从成本角度看，使用 Firewire 同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其不需要具有 PTP
功能的开关。但是仅当系统含有的设备数多于一个具有 PTP 功能的开关可以连
接的设备数时，或者 QuantumX 设备直接连接到集成的 GEN 系列设备时，此
设置才适用。

说明 具体同步方法请参见 QuantumX 手册。

使用 Firewire 时，请创建以下设置：

图 F.18: 使用 Firewire 设置

1 将 GEN 系列设置为 PTP 1
2 将连接到具有 PTP 功能的开关的 QuantumX 设置为 PT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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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应当作为 PTP QuantumX 的 Firewire 从时钟的 QuantumX 模块设置为
自动

所有模块同步后：

1 GEN 系列有 PTP 角色主时钟，或是外部 PTP 主时钟的从时钟
2 QuantumX 模块有 PTP 角色从时钟，所有设置为 PTP 的 QuantumX 模块

的 PTP 主时钟 MAC 地址应与 GEN 系列的 PTP 主时钟 MAC 地址相同

说明 如果多个 QuantumX 主机设置为 PTP 且使用 Firewire 连接，则仅一个主机会
使用 PTP 同步。其他主机会使用 Firewire 同步。设置为 PTP 但使用 Firewire
的主机会显示“冲突”。为了避免冲突，请确保仅将 Firewire 链内的一个主机设置
为 P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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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Perception、catman 和 QuantumX 助手

同时运行多个软件
您可同时安装和运行 Perception、catman 和 QuantumX 助手。这样做可能产
生设备通讯问题。

多用户支持
QuantumX 平台允许同时连接多个客户端。Perception 无法随时检测其他用户
是否正在使用 QuantumX 设备，因此，使用 Perception 时，建议不要多个用户
同时使用系统。这样做可导致使用其他非预期的设置创建录制，或者系统甚至
可能在录制过程中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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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不支持的功能
在 Perception 中使用 QuantumX 时，Perception 和 QuantumX 中的有些功能
不受支持；有时虽然可以使用该功能，但会受到一些限制。下面是 重要的功
能列表。

一般限制/备注

功能 详细信息
无传感器 在未与 QuantumX 通道之间连接传感器时，它将记录为非

常高的采样值。
QuantumX 通道计
数

多支持四个 MX1609 B 型主机。未来版本中可能会支持
更多的主机。

固定固件 Perception 将实施 Perception 随附的固件，并自动升级或
降级运行其他固件的 QuantumX。

Perception 功能

功能 详细信息
频谱显示 QuantumX 不支持此功能
XY 显示 QuantumX 不支持此功能
慢速-快速-慢速和
双重存储模式

QuantumX 将为高低速率部分使用相同的采样速率。

触发 QuantumX 不可用作 Perception 内的触发源。
StatStreamTM 对于用 QuantumX 记录的数据，不存在 StatStreamTM 支

持。这可导致从 QuantumX 查看和计算较大数据集时性能
下降。

脱机配置 QuantumX 不支持脱机配置。

QuantumX 的功能

功能 详细信息
TEDS/RFID Perception 不为 QuantumX 支持此功能
虚拟数学 Perception 不支持此功能。替代方案可以是使用 Perception

公式数据库进行后处理。
输出通道 Perception 不为 QuantumX 支持此功能
IRIG 同步 Perception 目前不为 QuantumX 支持 IRIG

多用户 Perception 无法检测是否有多位用户使用 QuantumX 设备。
它不会显示关于多名并发用户的信息，也不会避免此类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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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记录
G.1 合并记录说明

简介
如果您使用多台主机和多个存储位置（比如主机 SCSI 磁盘或 CF 卡和计算机）
进行记录，那么 终结果实际上就是分散为多条记录的一条记录。

Perception 在“自动化”菜单中为您提供了合并文件命令，可将这些记录合并为一
条记录。关于“合并文件”命令及其结果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此附录。

G.1.1 基本记录 (PNRF) 结构
记录文件包含了各部分信息，所有信息都保存在 Perception 内部记录文件
(PNRF) 中。PC 上的记录通常为以下结构：

记录时间信息（记录起始时间等） 
板卡信息 

试验设置信息（仅计算机记录） 
主机 1 数据 

主机 N 数据（仅计算机或合并的记录）

图 G.1: 记录的结构

G.1.2 基本的记录合并流程
使用两台主机（MF1 和 MF2）创建的两条记录（例如一个主机 SCSI 存储和一
个 PC 存储）可能按以下方式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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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记录 
MF1 起始时间信息 

板卡 MF1 
试验设置 
MF1 数据 

合并的记录 
MF1 起始时间信息 
板卡 MF1 + MF2 

试验设置 
MF1 数据 
MF2 数据 

SCSI 记录 
MF2 起始时间信息 

板卡 MF2 

MF2 数据

图 G.2: 基本的记录合并流程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合并后的记录只包含一个起始时间信息块。这意味着主机
2 的所有数据和触发信息都是以与原始主机 1 记录的起始时间的相对时间表示
的。所以，您在硬件上创建原始记录的时候合并流程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合
并过程中不会检测时间同步或有效时间的可用性。如果您需要时间同步的精确
度，您必须在硬件上添加时间同步选项，比如 IRIG/GPS。相关内容不在本文档
的说明范围内。

合并记录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就是它包含了试验信息。这不是一个自动出现
的无用选项。合并多条记录时，会有一条记录被指定为主记录。该记录的试验
信息（以及时间信息）会被添加到合并后的记录中。

再以前面的记录合并为例，只是这次将 SCSI 记录作为主记录。合并后的记录
会有所不同：

合并的记录 
MF2 起始时间信息 
板卡 MF1 + MF2 

MF1 数据 
MF2 数据

图 G.3: 使用 SCSI 记录时的基本记录合并流程

请注意，合并后的记录
的时间信息已变成主
机 2 的起始时间信息

 
 

请注意，合并后的记录
中已不含试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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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合并多个位置的文件是一项强大的功能，但是您需要考虑到上述问题，从
而保证您得到的是需要的结果且没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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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ASCII 记录载入程序

简介
本章对 Perception ASCII 文件载入程序进行了描述：

l 怎样使用 ASCII 记录载入程序
l 支持的文件格式

自 6.22 版开始，Perception ASCII 文件载入程序即成为 Perception 软件的组成
部分。

G.2.1 使用 Perception ASCII 文件载入程序打开 ASCII 文件
有两种方法可以打开包含记录数据的 ASCII 文件：

l 使用“记录导航”604 页。
l 使用“文件菜单”604 页。

使用“记录导航”打开 ASCII 文件
扩展名为 *.txt 或 *.asc 的 ASCII 数据文件可通过“记录导航”访问。导航使用了
树状视图来展示各条目之间的分层关系。

下面图 G.4 中显示的 4 个 ASCII 文件保存在 ASCII Recording Files 文件夹中。

图 G.4: ASCII Recording Files

A ASCII Recording Files

有关记录导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导航" 78 页。

使用“文件”菜单打开 ASCII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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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从“文件”菜单打开 ASCII 文件：

1 指向文件 ► 载入记录

图 G.5: 包含“载入记录”选项的“文件”菜单

A 载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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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载入记录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下拉列表中的 ASCII 记录文件。

图 G.6: 载入记录对话框

A 文件类型
B 载入记录区域

3 在载入记录区域中，选择打开 ASCII 文件的方式：
l 作为活动记录
l 作为基准
l 使用文件名

说明 您也可使用公式 @ReadAsciiFile() 载入 ASCII 记录文件。但是，可读取的
通道数限制为 1。更多信息请参阅“Perception 分析选项”手册。

4 使用打开按钮确认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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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2 支持的 ASCII 文件格式
ASCII 文件载入程序支持 5 种不同文件格式。在此部分中将会对这些格式进行
说明：

l ASCII 文件格式 (I)，用于 Perception 导出。请参阅"ASCII 文件格式 I"
607 页。

l 支持包含通道信息的 Catman 和 ASCII 导出的 ASCII 文件格式 (II)。请参
阅"ASCII 文件格式 II" 610 页。

l ASCII 文件格式 (III)，用于短标头。请参阅"ASCII 文件格式 III 和 IV"
612 页。

l ASCII 文件格式 (IV)，用于长标头。请参阅"ASCII 文件格式 III 和 IV"
612 页。

l ASCII 文件格式 (V)，适用于在无标头时使用。请参阅"ASCII 文件格式 V"
615 页。

ASCII 文件格式 I
第一个支持的文件格式用于导出使用 Perception ASCII 导出的文件。有关导出
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导出记录..." 325 页。

创建 ASCII 导出文件时至少要启用以下选项：

l 添加 X 轴
l 列标题
l 文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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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图 G.7 显示的是 ASCII 导出设置，该设置用于生成可通过 ASCII 文件载入
程序读取的 ASCII 文件。

图 G.7: Perception ASCII 导出设置

说明 ASCII 文件必须包含标头和数据部分。

标头：

行 描述 备注 示例
1 文件名 务必以“文件：”开始 文件： C:\Export

\AsciiDemo1.txt
2 创建信息 未使用 (1) 创建日期：201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
11:38:47

3 标头时间信息 未使用  (1) 标头时间格式：绝对
4 第一个采样时间 已使用 (2) 第一个采样的时间：

067
11:44:38.054093300

5 标题 返回至记录信息。备注 标题： 此为演示文件
6 空行 未使用 (1)

7 调整的单位的名称
(x; y1;y2;…yn)

必填 时
间;Left_Wing;Right_W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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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描述 备注 示例
8 x 和 y 的单位

(x; y1;y2;…yn)
必填 s;V;A

(1) 包含未使用备注的行可能为空。
(2) 该行中的信息用于设置第一个采样的时间。该行应以后面有冒号 ‘:’ 的文本

及下列格式的日期和时间开始：
  [<年>] <日期> <时间>
 年字段为可选项：

如果字段年不可用，那么将会使用 ASCII 文件日期/时间条目的年份。
 示例：
  2011 067 11:44:38.054093300

067 11:44:38
 时间/日期以第一个采样 UTC 时间/日期为准。这意味着在以上示例中，如

果您位于阿姆斯特丹（时区 +1 UTC），Perception 显示屏中的时间可以显
示为 12:44:38。

数据:

导入数据的采样可以看作是相等的。
数据在标头后并且总是从第 9 行开始。
每个数据行均包含一个或多个通道的采样信息：
 x, y1, y2,…yn

x（时间）值应为每行的第一个值，之后是至少一个 Y 值。x 和 y 值之间的分隔
符可以是：
 ● 分号 ‘;’
 ● 制表符 ‘\t’
 ● 逗号 ‘,‘
 ● 空格 ‘ ‘
   
数据行示例：
 0.00015;-0.754458;-0.75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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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类 ASCII 格式示例：

图 G.8: 用于 Perception 导出的 ASCII 文件示例

ASCII 文件格式 II
该格式支持包含通道信息的 Catman ASCII 导出格式

说明 ASCII 文件必须包含标头和数据部分。

标头：

行 描述 备注 示例
1 第一行 务必要包含下列字符

串：
CATMAN

HBM_CATMAN_DATA
FILE_40

2 空行 未使用 (1)

3 日期 已使用 (2) 1/16/2012

4 时间 已使用 (2) 11:29

5 通道数 必填 通道：17
6 分隔符 必填 分隔符：59
7 数据点数目 必填 大行数：103
8 空行 未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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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描述 备注 示例
9 调整的单位的名称

(x; y1;y2;…yn)
必填 时

间;Left_Wing;Right_Wi
ng

10 x 和 y 的单位
(x; y1;y2;…yn)

必填 s;V;A

11 信息 未使用 (1)

12 …. ….
... …. ….
x 空行 必填

(1) 包含未使用备注的行可能为空。
第 10 行后，标头行数可为任意值。标头行行尾将使用空行进行标记。数据
行将在此行后开始。

(2) 第 3 行和第 4 行中的信息用于设置第一个采样的时间。您可使用秒数和带
小数的秒数延长时间字符串。

 示例：
  11:29
  11:29:38
  11:29:38.054093300
 将日期/时间当作本地日期/时间处理。

如果日期/时间信息不可用，则将使用 ASCII 文件的日期/时间条目。

数据:

导入数据的采样可以看作是相等的。
数据在标头后并且总是从空行开始。
每个数据行均包含一个或多个通道的采样信息：
 x, y1, y2,…yn

x（时间）值应为每行的第一个值，之后是至少一个 Y 值。x 和 y 值之间的分隔
符是在标头中定义的。
  
数据行示例：
0.00015;-0.754458;-0.75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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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类 ASCII 格式示例：

图 G.9: 支持 Catman 的 ASCII 文件格式

说明 在 Catman 导出包含多个采样率的 ASCII 文件时，仅会读取以主采样率记录的
通道。

ASCII 文件格式 III 和 IV
第三类（短标头）和第四类（长标头）支持的文件格式的标头几乎一样。但是，
第四类 ASCII 文件的标头容量更大，包含的信息更多。

“Perception 分析选项”手册中对格式也有所描述。更多信息，请参阅
@ReadAsciiFile 功能。唯一的区别就是 ASCII 记录载入程序支持多通道。

说明 ASCII 文件必须包含标头和数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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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II 文件格式 III（短标头）

行 描述 备注 示例
1 标头行数 短标头一直是 5 行 5

2 数据分隔符（点、逗号、
制表符或分号）

必填 ；

3 数据对数目 可选，如果为空，载入
程序将读至 后的数据
行

2400

4 x 和 y 的比例因子
(x; y1;y2;…yn)

可选，如果为空，将使
用比例因子 1

1,000E-4;7,570637E-1
;4000

5 x 和 y 的单位
(x; y1;y2;…yn)

所需的记录信息。备注 s;V;A

ASCII 文件格式 IV（长标头）

行 描述 备注 示例
1 标头行数 长标头一直是 12 行 12

2 数据分隔符（点、逗号、
制表符或分号）

必填 ；

3 数据对数目 可选，如果为空，载入
程序将读至 后的数据
行

2400

4 生成数据的日期 已使用 (2) 17.03.00

5 生成数据的时间 已使用 (2) 23:59

6 有关数据创建者的附加
信息

未使用 (1) TDG 1.1

7 备注 返回至记录信息。备注 示例一：测试 1；
8 x 和 y 的比例因子

(x; y1;y2;…yn)
可选，如果为空，将使
用比例因子 1

1,000E-4;7,570637E-1
;4000

9 x 和 y 的单位
(x; y1;y2;…yn)

所需的记录信息。备注 s;V;A

10 调整的单位的名称
(x; y1;y2;…yn)

必填 时间;电压;电流

11 y 数据的分辨率（单位
是：位）

未使用 (1) 12

12 动态范围为 % 时可以使
用

未使用 (1) 80

(1) 包含未使用备注的行可能为空。
(2) 第 4 行和第 5 行长标头中的信息用于设置第一个采样的时间。您可使用秒

数和带小数的秒数延长时间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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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11:29
  11:29:38
  11:29:38.054093300
 将日期/时间当作本地日期/时间处理。

如果日期/时间信息不可用，则将使用 ASCII 文件的日期/时间条目。

数据

导入数据的采样可以看作是相等的。
数据在标头后并且总是从第 6 行或第 13 行开始。
每个数据行均包含一个或多个通道的采样信息：
 x, y1, y2,…yn

x（时间）值应为每行的第一个值，之后是至少一个 Y 值。x 和 y 值之间的分隔
符可以是：
 ● 分号 ‘;’
 ● 制表符 ‘\t’
 ● 空格 ‘ ‘
 ● 圆点 ‘.’
 ● 逗号 ‘,’
 
数据行示例：
 0.00015;-0.754458;-0.75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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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类 ASCII 格式示例：

图 G.10: ASCII 文件格式（短标头）

ASCII 文件格式 V
该文件格式没有标头，只包含数据行。

数据:

导入数据的采样可以看作是相等的。
数据从文件第一行开始，文件至少应有 10 行。
每个数据行均包含一个或多个通道的采样信息：
 x, y1, y2,…yn

x（时间）值应为每行的第一个值，之后是至少一个 Y 值。x 和 y 值之间的分隔
符可以是：
 ● 分号 ‘;’
 ● 制表符 ‘\t’
 ● 空格 ‘ ‘
 
数据行示例：
 0.00015;-0.754458;-0.75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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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类 ASCII 格式示例：

图 G.11: ASCII 文件格式（无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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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CSV 记录载入程序

简介
本章对 Perception CSV 文件载入程序进行了描述：

l 如何使用 Perception CSV 文件载入程序。
l 支持的文件格式

自 6.22 版开始，Perception CSV 文件载入程序即成为 Perception 软件的组成
部分。

G.3.1 使用 Perception CSV 文件载入程序打开 CSV 文件
有两种方法可以打开包含记录数据的 CSV 文件：

l 使用“记录导航”617 页。
l 使用“文件菜单”617 页。

使用“记录导航”打开 CSV 文件
扩展名为 *.csv 的 CSV 数据文件可通过“记录导航”访问。导航使用了树状视图
来展示各条目之间的分层关系。

下面图 G.12 中显示的 4 个 CSV 文件保存在 CSV Recording Files 文件夹中。

图 G.12: CSV Recording Files

A CSV Recording files

有关记录导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导航" 78 页。

使用“文件”菜单打开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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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从“文件”菜单打开 CSV 文件：

1 指向文件 ► 载入记录

图 G.13: 包含“载入记录”选项的“文件”菜单

A 载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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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载入记录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下拉列表中的 CSV 记录文件。

图 G.14: 载入记录对话框

A 文件类型
B 载入记录区域

3 在载入记录区域中，选择打开 CSV 文件的方式：
l 作为活动记录
l 作为基准
l 使用文件名

4 使用打开按钮确认您的选择。

G.3.2 支持的 CSV 文件格式
Perception CSV 载入程序并不支持所有的 CSV 格式。此部分会说明格式限制。
虽然 CSV 表示的是‘逗号分隔型取值’，但是载入程序也支持其他分隔符，例如
分号 ‘;’、逗号 ‘,’ 或空格 ‘ '。
圆点 ‘.’ 不可用作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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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SCII 文件必须包含标头和数据部分。
标头第一行应一直以如下项目开始：记录标题

标头：

行 描述 备注 示例
1 文件名 务必以“记录标题：”开始 记录标题：;TestCSV;
2 标题 返回至记录信息。备注 导出标题：;此为 CSV

演示文件;
3 标头时间信息 未使用 (1) 标头时间格式为：;绝

对;
4 第一个采样时间 已使用 (2) 第一个采样的时间：

067
11:44:38.054093300

5 调整的单位的名称
(x; y1;y2;…yn)

必填 时
间;Left_Wing;Right_Wi
ng

6 x 和 y 的单位
(x; y1;y2;…yn)

必填 s;V;A

(1) 包含未使用备注的行可能为空。
(2) 该行中的信息用于设置第一个采样的时间。该行应以后面有冒号 ‘:’ 的文本

及下列格式的日期和时间开始：
  [<年>] <日期> <时间>
 年字段为可选项：

如果字段年不可用，那么将会使用 ASCII 文件日期/时间条目的年份。
 示例：
  2011 067 11:44:38.054093300

067 11:44:38
 时间/日期以第一个采样 UTC 时间/日期为准。这意味着在以上示例中，如

果您位于阿姆斯特丹（时区 +1 UTC），Perception 显示屏中的时间可以显
示为 12:44:38。

数据:

导入数据的采样可以看作是相等的。
数据在标头后并且总是从第 7 行开始。
每个数据行均包含一个或多个通道的采样信息：
 x, y1, y2,…yn

x（时间）值应为每行的第一个值，之后是至少一个 Y 值。x 和 y 值之间的分隔
符可以是：
 ● 分号 ‘;’
 ● 制表符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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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逗号 ‘,‘
 ● 空格 ‘ ‘
   
数据行示例：
 0.00015;-0.754458;-0.757576
   
CSV 格式示例：

图 G.15: CSV 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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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文件信息
H.1 UFF58 文件格式

一般信息
通用文件格式 (UFF58) 和 (UFF58b) 是实验动力学中的标准格式。有多种通用
文件格式。UFF58 和 UFF58b 是应用 为广泛的文件格式。

经常使用的一个应用领域就是结构和模式分析。

UFF58 存储模式：

l ACSII 格式中的标头信息
l ASCII 格式中的数据信息

UFF58b 存储模式：

l ACSII 格式中的标头信息
l 二进制格式中的数据信息

导入 UFF58 和 UFF58B 文件的方法：

l NI Diadem
l NI 声音和振动测量套件
l 多个第三方声音和振动软件包

H.1.1 UFF58 和 UFF58b 文件的配置
以如下方式配置 UFF58 和 UFF58b 文件：

l 一个或多个函数
l 一个或多个数据集

函数是：

l 由 -1 分隔，包含 12 条记录

每条记录包含：

l 一个或多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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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记录 1 至 11 包含标头信息
l 记录 12 包含数据

如果您通过文本编辑器查看 UFF58 或 UFF58b 文件：

l 第一行是函数分隔符 (-1)
l 第二行定义文件是否符合 UFF58 或 UFF58b 标准。
l 之后的行包含记录 1 至 12

根据 UFF58 标准，记录 1 至 5 中可包含任何信息，但是在记录 6 至 12 中只能
包含特定信息。

记录 描述
1 通常包含函数说明
3 通常包含文件创建的时间和日期信息
6 包含自由度识别
7 包含数据表，包括定义纵坐标数据类型和横坐标间隔的字段
8 包含横坐标数据特征
9 包含纵坐标或纵坐标分子数据特征
10 包含纵坐标分母特征（如果需要）
11 包含 z 轴数据特征（如果需要）
12 包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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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Perception 6.0 或更高版本中的文件扩展名
在 Perception 6.0 及以上版本中，有许多与 Perception 相关的文件扩展名被修
改。下表便是详细内容。

文件扩展名转换表

旧扩展名 新扩展名 描述
LDSesw pEsw 嵌入式软件/固件
LDSFormulas pFormulas 公式表单（分析选项）
LDSReportData pReportData 以复合 (Windows) 元文件形式保存的

报告
LDSReportLayout pReportLayout 报告表单布局
LDSLinkList pLinkList 用于高级 Word 报告的链接列表
LDSInfo pInfo 信息表数据
LDSHPHV pHPHV HPHV 表单信息
LDSSequence pSequence Sequencer 表单 (BE3200) 数据
pSet pSet 硬件设置
LDSKey pKey HASP 密钥更新文件
VWB pVWB 虚拟工作台信息
PNRF pNRF Perception 内部记录文件
OfflineConfig pOfflineConfig 脱机配置文件

多年以来，为了保存更多的信息，各种各样的文件存储和设置格式不断涌现。
但是 HBM 一直在尽力做到向后兼容。因此，即使文件中没有 新的设置，您也
可以阅读较早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警告信息，但是您仍然可以使用这
些旧文件并以向上兼容的方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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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术语表
I.1 缩略语

缩略语 描述
AC 交流电
ADC 模数转换器
ALU 算术（和）逻辑单元
BER 误码率
CAN 控域网
CD 压缩光盘
CSI 定制软件接口
DC 直流电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PI 每英寸点数
DTP 桌面排版
DVD 数字多功能光盘
FFT 快速傅里叶转换
FIR 有限脉冲响应
GND 接地
GPS 全球定位系统
HASP 软件的硬件保护
HPHV 高功率高电压
IP 网际协议
IRIG 美国靶场仪器组
PC 个人计算机
PTP 精密时间协议
RAID 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RAM 随机存取内存
ROM 只读存储器
RPC 远程过程调用
RPM 每分钟转数
RTC 实时时钟
RTD 电阻温度检测器
SCSI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SOAP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TDC 上止点
TTL 晶体管-晶体管逻辑
USB 通用串行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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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描述
UT 国际标准时间
UTC 国际协调时
VWB 虚拟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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