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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系统检测从模拟器输出的信号和从模拟器输出面板采集模拟器的状态检测信

号。将输出信号和采集信号通过光线传输到数据处理器终端，在终端控制器上显示

不同示波器上的波形图以及信号的各项参数，并将数据保存在本地。

2. 系统组成

NS-4000 Pico 示波器采集系统（以下简称 NS-4000 系统）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

组成：

1）控制终端：本系统需要在控制终端 PC 上安装 NS-4000 系统的控制软件，实

现对数据采集终端的控制功能，数据采集终端采集数据的显示、保存功能，和测试

结果报告的生成功能；

3）数据采集模块：本系统使用提供的探头检测信号，分别将多个探头与多台示

波器连接，实现对 NS-4000 系统的数据采集的功能；

4）数据传输模块：本系统负责实现将多台示波器采集到的数据传至远程控制端，

多台示波器使用 USB-HUB 连接到 USB 服务器，将 USB 控制终端连接。本系统中示波

器适用 Pico 全型号示波器。

通过以上四个模块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本系统可以通过控制从模拟器输出面板采集模拟器的状态检测信号和输出

信号，并将采集到的信号传送到数据处理终端，并完成数据的处理和保存；

2）本系统可以实现 10 个通道采集数据；

3）本系统可以在不低于 50kV/m 的 NEMP 辐射场下正常工作；

4）本系统可以在-10 ~ 40℃下稳定工作；

5）本系统可以将示波器采集到的图像以 CSV 文件格式保存到本地；

6）本系统可以动态的显示电池电量，通讯连接正常/故障显示，示波卡故障显

示；

下图 2.1 为本系统的实现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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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NS-4000 系统框架图

3. 软件信息

3.1.软件功能

数据采集软件包括波形采集、波形分析，设备监控，文件记录这三大功能，具

体功能如下：

1. 软件使用 CVI 开发，能够适配多种屏幕分辨率；

2. 软件可同时控制多台示波器；

3. 示波器各个通道可独立设置档位，偏置，耦合等参数，并具备独立延时调节

功能；

4. 在远程终端上可以显示采集到的图像，并以 CSV 格式保存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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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以动态显示示波卡正常/故障；

6. 选项有单独的配置文件，可以自动记录最后一次使用设置。

3.2.软件图示

NS-4000 系统软件包含通信控制，数据采集，波形显示，保存本地，监控设备

这五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 3.1 NS-4000 系统软件模块

3.3.软件界面

软件界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最上方为菜单栏，该区域进行示波器的设置，及

历史数据的查看等功能。

中间部分为波形显示区域，显示采集的波形数据。左下角为波形参数计算结果

显示区域，显示波形的幅度、脉宽和 FFT 最大频率参数。右下角为示波器采集状态

控制和报告控制区域，用于控制示波器的运行状态，和报告的生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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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首先通过模式菜单选择运行模式，分为单窗口单屏、单窗口双屏、单窗口四屏

和双窗口四屏四种模式，如图 3.3 至 3.5 所示，双屏模式下可以同时控制两台示波

器进行波形数据的采集，两个示波器的设置、采集、计算和报告完全独立，同理四

屏模式下可以独立操作四台示波器。需要注意的是，当切换模式时，会断开示波器

的连接，所以尽量在非运行状态下进行，同时切换后，需要重新连接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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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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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随后点击通信按钮，进入到通信界面，如图 3.6 所示，完成示波器的通信建立。

当序列号输入框中有填入示波器序列号时，软件会连接指定的示波器，当序列号输

入框为空时，软件会任意连接一台可以连接的示波器。

图 3.6

之后点击时基、通道、触发等按钮，分别进入到示波器的通道、时基和触发等

参数的设置界面，进行示波器的参数设置。

光标菜单用于实现光标的显示、关闭和作用通道的改变，同时支持快捷键操作。

测量菜单用于控制波形的幅度计算方式，及绘图区域右上角的测量结果显示。

迹线菜单如图 3.7 所示，在该菜单下可以设置软件清屏模式，在手动清屏模式

下，软件只有在测试人员点击清屏按钮时才会清除屏幕波形，而使用自动清屏模式

时，软件会在每次开始采集和插入报告后自动执行波形清除操作；而采集后余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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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软件会在停止采集后，直接显示本次采集的余晖波形，该模式会保证软件的

采集速率。迹线宽度功能可以设置波形迹线的粗细属性。

图 3.7

报告功能菜单如图 3.8 所示，其中加载历史数据功能可以导入历史测试数据，

根据不同的数据文件选择不同的导入方式，其中单波形文件为“多文件保存”和“全

图片保存”两种保存模式下软件生成的波形数据文件，文件应为.csv 格式，同时支

持批量导入功能；无限余晖文件为“单文件保存”模式下软件生成的无限余晖波形

数据文件，文件应为.tdms 格式，用户导入波形文件后，弹出波形回放操作面板，

如图 3.9 所示，用户可以选择需要回放的波形编号，或使用全自动回放功能进行连

续波形回放。

波形文件存储方式功能可以设置软件在保存波形文件时采用的模式，在实时保

存模式下，软件会实时的将波形数据生成数据文件，导致硬盘和 CPU 消耗增大，当

控制电脑的指标不足时，会影响软件的采集速率；在采集后保存模式下，软件会在

停止采集后，将波形数据生成为数据文件，该模式下会最小程度影响软件的波形采

集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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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图 3.9

点击测试日志菜单可以进入到测试日志界面，如 3.10 所示，在测试日志界面，

可以看到历史的波形采集数量信息,同时测试人员可以通过设置时间段计算该时间

段内的触发总数，或者直接点击导出按钮完成波形测试日志记录的导出。

图 3.10

点击帮助菜单按钮可以打开软件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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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于我们菜单按钮可以进入到关于我们界面，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波形图下方的触发总数为全部的波形采集数量统计，当前触发为今日触发的波

形数量统计，可以通过安装目录下的 PicoConfigX.ini 文件对 X示波器的触发数量

进行重置操作。

若要进行波形数量的保存，首先选择波形的存储模式：

多文件保存，在该模式下，软件会在保存路径下生成一个波形编号命名的文件

夹，每采集一个波形，会立即生成一个.csv 文件，文件名称及为波形的序号，同时

若开启的参数测量功能，会在该文件夹下再生成一个波形参数的 tdms 文件，存放每

个波形的脉宽、幅度和 FFT 频率的测量结果；

单文件保存，在该模式下，软件会在保存路径下生成一个 tmds 文件，该文件包

含了此次采集全部的波形数据；

全图片保存，在该模式下，软件先进行采集、绘制和波形数据存储功能，但不

进行计算和波形图片存储功能，只有停止采集后才开始重新进行逐帧的波形绘制，

并同时进行计算和波形图片保存功能。软件会在保存路径下生成一个波形编号命名

的文件夹，将此次采集的全部波形数据依次生成一个.csv 文件和一个.png 文件，分

别是波形的数据和图片信息。

选择保存模式后，需要选择保存路径，点击选择路径按钮即可在弹出窗中选择

需要设置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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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完成后，若想向报告中插入波形图片，首先点击打开报告按钮，通过软件

打开需要插入的 word 报告，随后填写波形名称和编号，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图片

的添加，同时软件自动完成编号加一的操作，图片的插入格式为在文档最后一行一

左一右顺序插入。若中间进行了文档编辑操作，需要重新从最后一行开始插入图片，

可以点击位置重置按钮。

当想使用光标进行测量时，首先通过光标菜单或快捷键设置光标的测量通道，

然后可以通过鼠标点击光标进行快速拖动，或使用键盘方向按键或鼠标滚轮对光标

进行微调操作。

3.4.系统工作环境

 考虑系统工作的稳定性，保证能稳定可靠工作，且有利于维护修理；

 工作环境温度：-10~40℃。

4. 硬件信息

本章节主要介绍系统内配置的硬件部分的信息。

4.1.远程控制终端

控制终端负责安装和运行系统软件，由于软件的运行时会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

工作，需要硬件的性能达到要求，才能实现要求速率的波形采集和数据保存功能。

因此本系统选用华为 MateBook D 系列笔记本作为控制终端。其主要参数如下：

 系统：Windows10；

 屏幕尺寸：15.6 英寸；

 厚度：18.1mm—20.0mm；

 处理器：Intel i7；

 内存容量：32GB；

 硬盘容量：1T 固态 + 1T 机械；

 裸机重量：1.5-2kg；

 待机时长：7-9 小时；

 系列：华为 – MateBookD；

 显卡型号：MX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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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华为 MateBook D 笔记本

4.2.其他辅材

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还需要配套使用部分其他辅材：

 USB 数据线

 电源线

 USB 扩展器

5. 售后服务

1) 本套系统我方公司提供 6个月免费质保期（产品合格验收后）；

2) 免费质保期内，我方负责免费对其提供的产品进行现场维修与维护及更换零部

件。服务应及时有效，在接到用户故障信息后 4小时内做出响应，如果需要现

场查明故障，保证在 72 小时内到达现场，根据故障原因给出维修周期；

3) 免费质保期满后，我方提供 2 年免服务费维修，只收入所更换零部件的采购成

本费和基本的人工成本费；

4) 系统终身提供技术支持及设备备件供应；

5) 我方提供 5 个工作日的设备使用培训，并提供全套培训教材，包括系统的原理

和技术性能、操作维护方法、安装调试、故障排除、校准及软件结构、定制和

升级等方面；

6) 在甲方需要时，我方保证在三个工作日内派遣工程师到达现场响应用户需求；

7) 我方对此项目的具体内容、项目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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