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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简介

电源程控软件专门针对可编程直流电源进行研发，支持 LAN、RS232、USB

连接方式。软件可以同时控制多台电源输出，单独控制一台电源时可输出任意电

压波形、电流波形，在进行查询的时候，通过查询条件对波形图进行实时显示，

支持与设定波形对比。可选择导出电源输出电压、电流值。

2.产品特点

 可远程进行单台/多台电源控制，方便用户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操作；

 远程单独设置电压、电流、过压保护值；

 可进行电压、电流波形编辑，电源输出波形实时显示；

 可同时控制 15 台电源输出；

 自动保存电源输出电压、电流，保存间隔可调；

 操作方便简单，提高效率，即使对不懂电源的用户来说也可直接用该系

统控制电源；

 被测终端可以是具有 LAN、RS232、USB 任意一种程控接口的电源；

 提供用户数据分析报表格式定制功能（txt/csv 格式）。

3.产品功能

电源程控软件主要分为两个模块，即电源监控模块和电源程控模块。

3.1 电源监控模块

电源监控模块初始页面如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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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监控模块初始页面

3.1.1 远程连接

本模块实现了 PC 与电源之间的连接，可以实现单台连接，其连接方式支持

LAN、RS232 和 USB，还可实现多台连接和全选连接。连接方式如图 3.2-3.3 所示。

图 3.2 选择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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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LAN 连接方式

在批量连接页面中显示所有已被识别的 VISA 资源，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可识别的 VISA 资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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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量全选中，最多支持同时连接 15 台仪器，如图 3.5 所示。

图 3.5 仪器全选连接页面

3.1.2 参数设置以及回读

如图 3.6 所示，连接仪器后首先监控电源输出；其次可查看设置电源属性如

图 3.7 所示，可以设置并回读电流、电压、电流电压阈值、过流保护值和过压保

护值。

图 3.6 监控电源输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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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参数配置页面

3.1.3 测试输出

填写测试编号并开始测试，测试页面对测试内容进行实时显示。测试参数在

正常设置范围内，指示灯显示绿色，如图 3.8 所示；若测试参数超出设置范围，

指示灯则显示红色，如图 3.9 和 3.10 所示。

图 3.8 测试结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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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测试结果超过上限

图 3.10 测试结果低于下限

3.1.4 结果查询

如图 3.11 所示，在查看数据波形时，显示波形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以及

I-t 图和 V-t 图，可通过点击上一屏及下一屏查询之前或之后的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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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数据波形查看页面

根据实际需求，对测试编号、电源名称、测试时间进行选择，并查询到相关

的数据，不填则查询全部数据，如下图 3.12 和 3.13 所示。

图 3.12 选择查询条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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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结果查询页面

如图 3.14 所示，可针对单行结果的数据波形查看,可放大缩小以及恢复波形。

图 3.14 单行波形结果查看页面

用户可以在测试时间、电流值、电流超差、电压值、电压超差中勾选想要导

出的数据行，并选择导出 txt/csv 格式的测试报告，如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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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数据导出页面

3.1.5 特殊测试情况

在系统运行中，会出现断开以及确认中断的情况，如图 3.16 和 3.17 所示。

图 3.16 断开页面

图 3.17 确认中断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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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源程控模块

电源程控模块的初始页面如下图 3.18 所示。

图 3.18 电源程控初始页面

3.2.1 系统连接

本模块可通过 LAN、RS232、USB 连接方式实现 PC 与电源之间的单台连接。

连接方式如图 3.19 所示。

图 3.19 LAN 连接方式

3.2.2 参数设置

连接仪器后可以查看及设置电源的过压过流保护值，电源的参数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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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所示。

图 3.20 参数配置页面

3.2.3 编程设置

如图 3.21-3.22 所示，进入测试前，对电源参数进行编辑，例如选择电压编

程或电流编程，可选择线性波、正弦波、方波以及三角波的输出方式。能够对表

格进行操作,包括导入、导出、增加、插入、上移、下移以及删除，还可针对表

格进行循环输出。

图 3.21 编程设置选择页面

图 3.22 编程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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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测试输出

将测试电流或电压按照设定的波形方式进行输出，例如正弦波、三角波、方

波以及线性波。系统支持设置设定波形，实现其与实际输出波形的对照分析，也

可单独输出实际波形。如图 3.23 所示，选择电压编程，并设定输出线性波的测

试结果。

图 3.23 实际测试结果输出页面

输出理想波形并与实际波形进行对比，如图 3.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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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波形对比页面

3.2.5 结果保存

测试结束后选择是否导出测试报告,并选择文件路径进行导出。

4.软件使用流程

电源程控系统使用流程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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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系统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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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行环境

5.1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要求：Windows/XP（SP3）及以上操作系统；

 驱动需求：IE488.2 驱动，VISA 驱动。

5.2 硬件环境

 电脑 CPU 要求：双线程，2GHz 主频以上；

 电脑内存要求：1G；

 电脑硬盘要求：4G 空间。

6.联系我们

公司：西安天宇微纳软件有限公司

网址：www.namisoft.com

电话：029-87309681

支持邮件：marketing@namisoft.com

mailto:marketing@nami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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