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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
包括本手册在内，仪器共提供了以下用户手册。请通读所有手册。

手册名称 编号 内容
DLM3022、DLM3032、DLM3052
数字示波器
DLM3024、DLM3034、DLM3054
混合信号示波器 
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 附带的CD里包含了本手册的PDF文件。介绍除
通信接口功能以外本仪器的所有功能。

DLM3022、DLM3032、DLM3052
数字示波器
DLM3024、DLM3034、DLM3054
混合信号示波器 
操作手册

IM DLM3054-02CN 即本手册。附带的CD里包含了本手册的PDF文
件。介绍了如何操作本仪器。

DLM3022、DLM3032、DLM3052
数字示波器
DLM3024、DLM3034、DLM3054
混合信号示波器 
入门指南

IM DLM3054-03CN 提供中文印刷版。
主要介绍本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基本操作、
故障排除方法和规格。

DLM3022、DLM3032、DLM3052
数字示波器
DLM3024、DLM3034、DLM3054
混合信号示波器 
操作指南

IM DLM3054-04EN 提供英文印刷版。
本手册主要介绍仪器的基本操作。按照“准
备”、“显示波形”、“测量波形”和“保存
屏幕图像”的步骤对操作进行介绍。

DLM3022、DLM3032、DLM3052
数字示波器
DLM3024、DLM3034、DLM3054
混合信号示波器 
通信接口操作手册

IM DLM3054-17EN 附带的CD里包含了本手册的PDF文件。介绍本
仪器通信接口的功能、如何设置、以及如何使
用该接口从PC控制本仪器。

DLM3022、DLM3032、DLM3052 
数字示波器 
DLM3024、DLM3034、DLM3054 
混合信号示波器

IM DLM3054-92Z1 本文档供中国使用

手册中的“CN”、“EN”、“E”和“Z1”为语言代码。

电子版手册(CD)
 附带的CD (电子版手册)中含有以下英文和日文手册。
文件名 编号 内容
Features Guide & Users Manual.pdf IM DLM3054-01EN

IM DLM3054-02EN
“功能指南”和“操作手册”

Communication Interface.pdf IM DLM3054-17EN 通信接口操作手册

联机帮助
 仪器中包含内容与“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相似的帮助文档(可能省略了某些内容)。关于如
何使用帮助，详见“入门指南” (IM DLM3054-03CN)中的3.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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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的DLM机型和相关标记

机型
本手册介绍了该仪器的4通道机型。通道设置因机型而异。

提示
在本手册中，提示和注意分别使用以下符号。

 不当处理或操作可能导致操作人员受伤或损坏仪器。此标记出现在仪器需要按指
定方法正确操作或使用的危险地方。同样的标记也将出现在操作手册中的相应位
置，并介绍操作方法。在本手册中，此标记与“警告”、“注意”等用语一起使
用。

 警    告 提醒操作人员注意可能导致严重伤害或致命的行为或条件，并注明了防止此类事
故发生的注意事项。

 注   意  提醒操作人员注意可能导致轻度伤害或损坏仪器/数据的行为或条件，注明了防止
此类事故发生的注意事项。

前缀k和K
单位前使用的前缀k和K的区别如下:
k 代表1000，如: 100kS/s (采样率)
K 表示1024，如: 720KB (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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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垂直与水平控制

1.1 设置垂直轴(模拟信号)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设置模拟信号的垂直轴):

CH菜单
• 打开或关闭波形显示
• 输入耦合
• 探头
• 打开/关闭反转波形显示
• 线性变换
• 标签显示
• 带宽限制
• 偏置

UTILITY菜单
• 打开/关闭偏置取消设置

SCALE旋钮
• 垂直刻度

 POSITION旋钮
• 波形垂直位置

► 详见功能指南“垂直轴(模拟信号)”

CH菜单
1.  按CH1 ~ CH4键。通道键亮灯，出现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VERTICAL中的CH菜单。

    

标签显示
线性变换

打开/关闭反转波形显示

探头
输入耦合

打开/关闭波形显示

带宽限制

偏置

2.  如果所按通道键与步骤1中的不同，则该通道将变为可设置。
要设置的通道键亮灯，步骤1中所选的通道键变暗。

提示
• 打开波形显示时，通道键(CH1~CH4)会亮灯。按未亮灯的通道键，可以打开波形显示。按亮灯的通道键，可以关
闭波形显示。

• 当ACQUIRE菜单的记录长度(Record Length)设置为最大记录长度时，不能使用CH2和CH4波形。关于
ACQUIRE菜单，详见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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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置垂直轴(模拟信号)

输入耦合(Coupling)
AC:   只显示输入信号AC成分的波形，输入阻抗是1MΩ。
DC:   显示输入信号DC、AC成分的波形，输入阻抗是1MΩ。
DC50:   显示输入信号DC、AC成分的波形，输入阻抗是50Ω。

输入耦合设置和频率响应
 输入耦合设为AC、DC和DC50时的频率响应，如下图所示。
 请注意，如果输入耦合设置为AC，则仪器不会采集低频信号或下图所示的信号成分。

  

0 dB
–3 dB

500MHz*

衰减
0 dB

–3 dB

500MHz*

衰减

1:1探头: 频率1Hz
10:1探头: 频率≤1Hz

输入频率 输入频率

选择AC时 选择DC或DC50时

*  高频–3dB点取决于模式和电压刻度设置。

    注    意
• 频率≤100kHz时，1MΩ输入时的最大输入电压是300Vrms或400Vpeak。电压超过任何一个值，
都可能损坏输入部分。当频率超过100kHz时，即使电压低于此值也可能损坏输入部分。

• 50Ω输入的最大输入电压是5Vrms或10Vpeak。电压超过任何一个值，都可能损坏输入部分。
• 输入耦合设为AC时，根据频率响应特性，输入信号的频率较低时，也会有很大的衰减。因此，即
使实际输入的是高压信号，也有可能无法测出，甚至连过量程指示灯也不显示。必要时请切换
到DC确认输入信号的电压。

• 如果在波形采集停止时更改输入耦合设置，则下次执行波形采集时，仪器上的输入耦合会发生
变化。注意最大输入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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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置垂直轴(模拟信号)

探头(Probe)
按Prob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探头类型为Current时

去延迟值

对电流探头执行自动归零校准 
(只有连好电流探头后才能执行)

衰减比
探头类型 (Voltage时)

对电流探头执行消磁和自动归零。
(接好YOKOGAWA PBC100或PBC050后才能执行)

提示
把带有YOKOGAWA探头接口的电流探头(如PBC100或PBC050探头)连接到仪器后，可以通过仪器执行消磁和
自动归零。
对电流探头执行消磁或执行自动调零时，请勿夹住导体。对电流探头执行消磁时如果夹住导体，电流将通过导体，
会损坏DUT电路元件。

线性变换(Linear Scale)
按Linear Scal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比例系数(A)和偏置(B)单位
打开/关闭线性变换。

标签显示(Label)
按Label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标签
打开/关闭标签显示

带宽限制(Bandwidth)
按Bandwidth软键，由旋转飞梭控制带宽。

 

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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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置垂直轴(模拟信号)

UTILITY System Configuration菜单
分别按UTIL、System Configuratio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打开/关闭偏置取消功能

打开/关闭偏置取消设置(Offset Cancel)
ON:   执行光标测量、运算以及其他操作后，从输入信号中减去偏置。
OFF:    执行光标测量、运算以及其他操作后，不从输入信号中减去偏置。

垂直刻度(SCALE旋钮)
1.  按CH1 ~ CH4任一键，选择要设置垂直刻度的通道。

• 被按CH键亮灯。
• SCALE旋钮和  POSITION旋钮之间的LED灯亮灯，按分配颜色表示已选通道(CH键周围的颜色)。

2.  旋转SCALE旋钮设置垂直刻度。
按下SCALE旋钮后，FINE指示灯亮灯，此时可以用更高精度设置垂直刻度。

    

1

2

3

4

LOGIC FINE指示灯

LED

SCALE旋钮

CH1 ~ CH4键

    

显示每个通道的垂直刻度和输入耦合

旋转旋钮时，相应的通道信息显示区域中会显示垂直刻度值。
停止旋转旋钮几秒钟后，显示内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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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置垂直轴(模拟信号)

波形垂直位置(  POSITION旋钮)
1.  按CH1 ~ CH4的任一键，选择要设置垂直位置的通道。

• 被按CH键亮灯。
• SCALE旋钮和  POSITION旋钮之间的LED灯亮灯，按分配颜色表示已选通道(CH键周围的颜色)。

2.  旋转  POSITION旋钮设置垂直位置。
按下POSITION旋钮后，垂直位置复位至0V。

    

1

2

3

4

LOGIC

LED

POSITION旋钮

CH1 ~ CH4键

    
旋转旋钮时，相应的通道信息显示区域中会显示垂直位置值。
停止旋转旋钮几秒钟后，显示内容消失

提示
预览
• 停止波形采集后如果更改了垂直刻度，将沿垂直方向放大或缩小显示波形。
• 停止波形采集后如果更改了垂直位置，将改变波形的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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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置垂直轴(逻辑信号)(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设置逻辑信号的垂直轴):
LOGIC菜单
• 打开或关闭波形显示
• 设置比特
• 打开/关闭显示、标签名、阈值电平和噪声抑制
• 总线显示
 打开/关闭总线显示、设置总线的比特分配、标签名和格式
• 状态显示
• 打开/关闭状态显示、设置时钟源、时钟源极性、检测电平、迟滞和状态对象
• 比特和总线的显示顺序
• 去延迟

SCALE旋钮
• 显示大小

 POSITION旋钮
• 垂直位置

► 详见功能指南“垂直轴(逻辑信号)”

LOGIC菜单
按LOGIC，显示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VERTICAL中的LOGIC菜单。

 

比特和总线
的显示顺序

状态显示

总线显示
设置比特

打开/关闭波形显示

去延迟值

提示
• 如果L键未亮灯，按下此键后打开LOGIC波形显示。逻辑信号波形显示在CH4波形显示区域内。
• 如果LOGIC键亮灯，按下此键后关闭LOGIC波形显示。
• 当ACQUIRE菜单的记录长度(Record Length)设置为最大记录长度时，不能使用LOGIC波形。关于ACQUIRE

菜单，详见3.1节。



1-7IM DLM3054-02CN

1.2 设置垂直轴(逻辑信号)(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设置比特(Bit Setup)
按Bit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使用701989以外的逻辑探头时

  

一起打开/关闭全比特显示

打开/关闭各比特的显示和标签

预设阈值电平
选择预设后，自动设置阈值电平的值。

阈值电平
如果更改了自动设置的值，预设设置将变
为“Userdef”。

使用701989逻辑探头时
• 当阈值类型选择All时

   

一起打开/关闭全比特显示

打开/关闭各比特的显示和标签

预设阈值电平
选择预设后，自动设置阈值电平的值。

阈值电平
如果更改了自动设置的值，预设设置
将变为“Userdef”。

噪声抑制
将阈值类型设为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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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置垂直轴(逻辑信号)(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 当阈值类型选择Each时

   

一起打开/关闭全比特显示
预设阈值电平
•  选择预设后，自动设置阈值电平的值。
•  当阈值类型选择Each时，设置各比特
的阈值电平。

阈值电平
•  如果更改了自动设置的值，预设设置将变
为“Userdef”。

•  当阈值类型选择Each时，设置各比特
的阈值电平。

打开/关闭各比特的显示和标签
噪声抑制

阈值类型选择Each

提示
• 逻辑探头除701989以外，阈值类型均固定为All，不显示设置菜单。
• 当LOGIC设置为触发设置中的源时，Bit Setup的Level和Noise Rejection*与电平和噪声抑制设置相关。

* 逻辑探头为701989时可设置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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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置垂直轴(逻辑信号)(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总线显示(Bus)
按Bu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格式标签

打开/关闭总线显示
总线比特分配

总线的比特分配
1.  按Assignment软键，显示分配编辑画面。

2.  按Edit菜单上的光标移动软键，将光标移至比特要放置位置的右侧。

3.  转动旋转飞梭或上下左右移动SET键，从比特组中选择要放置的比特。

4.  按SET。
所选比特被放置在光标位置的左侧。

5.  按Enter软键确认设置。

    

分配位置

比特

移动光标

删除
删除位于光标右侧的比特

复位至默认设置

全部删除 确认设置
退格
删除位于光标左侧的比特

这与按编辑菜单上的相应软键相同。

光标

编辑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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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置垂直轴(逻辑信号)(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状态显示(State)
按Stat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时钟源迟滞
时钟源检测电平

状态显示时的时钟源
打开/关闭状态显示

状态对象

时钟源极性(Polarity)

时钟源比特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当时钟源设为LOGIC时

状态对象
 按Assignment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一起打开/关闭全比特和总线的显示 

打开/关闭各比特和总线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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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置垂直轴(逻辑信号)(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比特和总线的显示顺序(比特顺序)
按Bit Order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选择一个比特或总线，
编辑显示顺序。

复位至默认设置

下移显示顺序
上移显示顺序

颠倒显示顺序
颠倒Bus和Bit7 ~ Bit0的
显示顺序

1.  用旋转飞梭或上下移动SET键，选择要移动的比特或总线。
被选比特或总线框呈高亮显示。

    

选择比特或总线框

2.  按向上或向下软键，上下移动被选比特或总线。
每次所选比特或总线上下移动时，都会切换高低比特或总线的顺序。

    

选择的比特或
总线框下移6格 这一改变将会影响沿画面垂直轴方向

显示的比特和总线顺序。

去延迟(Deskew)
可以设置逻辑信号和其他信号之间的时间偏移(skew)调整值，时间偏移因探头类型所致。所有8比特一起
执行逻辑信号去延迟功能。



1-12 IM DLM3054-02CN

1.2 设置垂直轴(逻辑信号)(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设置显示大小(SCALE旋钮)
1.  按LOGIC，用SCALE旋钮控制LOGIC设置。

• LOGIC键亮灯。
• SCALE旋钮和  POSITION旋钮之间的LED亮灯，按分配颜色表示LOGIC通道(LOGIC键周围的颜色)。

2.  旋转SCALE旋钮设置显示大小。

垂直位置(  POSITION旋钮)
1.  按LOGIC，用  POSITION旋钮控制LOGIC设置。

• LOGIC键亮灯。
• SCALE旋钮和  POSITION旋钮之间的LED亮灯，按分配颜色表示LOGIC通道(LOGIC键周围的颜色)。

2.  旋转  POSITION旋钮设置垂直位置。

    

1

2

3

4

LOGIC

LED

LOGIC键

POSITION旋钮

SCALE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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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置水平刻度(时间刻度)

设置屏幕上每格(1div)的时间。
通过旋转TIME/DIV旋钮设置时间值。
波形采集停止时，如果改变TIME/DIV设置，波形将沿水平方向放大或缩小显示。

► 详见功能指南“水平轴(时间轴)”

 DELAY

TIME/DIV旋钮

参见2.2节。

 

旋转旋钮时，屏幕右上角显示时间刻度值和显示记录长度。
停止旋转旋钮几秒钟后，显示内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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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设置触发模式和触发保持时间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更新显示波形):
• 触发模式、采集长度
• 保持时间

► 详见功能指南“触发模式(Trigger Mode)”和
“触发保持时间(Holdoff)”

MODE菜单
按MODE，显示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MODE菜单。

 

触发模式

采集次数

保持时间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触发模式设为N Single时

保持时间

触发模式(Mode)
自动模式:    如果在超时时间*内满足触发条件，仪器将在每次触发时更新显示波形。否则，本仪器将

自动更新显示的波形。如果时间轴的设置会使显示切换到滚动模式，滚动模式将被启用。
自动电平模式:      超时时间*之前如果触发发生，则仪器更新波形的方式与自动模式相同。如未触发，仪器

将探测触发幅度的中间值，自动把触发电平改为触发源振幅的中间值，在此电平处触发
后更新显示波形。

常规模式:    仪器只在触发条件成立时更新显示波形。
N单次模式:    当触发条件成立时，仪器都会采集波形，直到采集到指定数量的波形为止，然后显示所有

采集到的波形。
  * 100ms的超时时间或者时间轴上10div对应的时间，两者中取较大者。

提示
按任意触发模式软键，在已选触发模式下采集波形。
单次模式
还有一种单次触发模式。当触发条件成立时，仪器只更新一次显示波形，并停止波形采集。按前面板上的SINGLE

软键后，仪器就会在单次模式下采集波形。

保持时间(Holdoff)
当触发发生后，通过触发保持功能可以暂时停止检测下一次触发。

第2章 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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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置触发位置和触发延迟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更新显示波形):
• 触发位置
• 触发延迟
• 打开/关闭延迟取消

► 详见功能指南“触发位置(POSITION 旋钮)”、
“触发延迟(DELAY)”和

“延迟取消(Delay Cancel)”

触发位置( POSITION 旋钮)
1.  旋转  POSITION 旋钮设置触发位置。

旋转旋钮时，屏幕顶部显示指定的触发位置。停止旋转旋钮几秒钟后，显示内容消失。

    

* 即使未捕捉到波形也可以设置触发位置。

触发延迟(DELAY)
1.  按DELAY。

DELAY键亮灯。

2.  通过旋转  POSITION 旋钮设置触发位置。
旋转旋钮时，屏幕顶部显示指定的触发延迟。停止旋转旋钮几秒钟后，显示内容消失。

    

* 即使未捕捉到波形也可以设置触发延迟。

3.  再次按DELAY。
DELAY键灭灯，可以设置触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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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关闭延迟取消(Delay Cancel)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System Configuratio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打开/关闭延迟取消

可以选择是否将指定的延迟时间反映在时间测量值上。
ON:   触发位置设为0s后，仪器测量时间值(延迟不反映在时间测量值上)。
OFF:   触发点设为0s后，仪器测量时间值(延迟反映在时间测量值上)。

2.2  设置触发位置和触发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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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边沿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触发源边沿触发):
• 触发源
 触发斜率、高频抑制、噪声抑制、用于检测触发源边沿的电平、源比特
• 探头衰减
• 输入范围

► 详见功能指南“边沿触发(EDGE)”、
“触发源(Source)”、

“触发斜率(Slope/Polarity)”、
“高频抑制(HF Rejection)”、

“噪声抑制(Noise Rejection)”和
“触发电平(Level)”

EDGE菜单
按EDGE，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触发源。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DGE菜单。

触发源设为CH1 ~ CH4时

 

将触发源设为CH1 ~ CH4。
触发斜率

用于检测触发
源边沿的电平

高频抑制
噪声抑制

触发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将触发源设为LOGIC。
源比特

触发斜率

噪声抑制
701989逻辑探头

用于检测触发
源边沿的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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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源设为EXT(外部触发信号)时

 

将触发源设为EXT。
触发斜率

探头衰减
输入范围

用于检测触发
源边沿的电平

输入范围(Range)
触发源为EXT时，选择输入范围。
可选择范围因探头衰减比的设置而异。
1:1: ±2V或±20V
10:1: ±20V或±200V

触发源设为LINE时

 

将触发源设为LINE。

2.3  边沿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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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边沿OR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多个边沿逻辑OR触发):
• 触发源码型
 触发源、触发斜率
• 触发电平
 用于检测触发源边沿的电平、高频抑制、噪声抑制

► 详见功能指南“边沿OR触发[ENHANCED]”

ENHANCED Edge OR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边沿Edge OR。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Edge OR。
触发源码型 触发电平

触发源码型(Pattern)
按Patter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触发斜率

选中要用作触发源的通道的确认框。

选中此确认框选择所有通道。

触发电平(Level)
按Level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高频抑制
用于检测触发源边沿的电平

噪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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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多输入码型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多输入码型触发):

• 时钟源
 源比特
• 比较条件
 触发源码型、组合
• 触发条件

• 时间条件、基准时间
• 触发电平
 用于检测触发源边沿的电平、高频抑制、噪声抑
制

• 用于检测时钟源边沿的电平

► 详见功能指南“码型触发[ENHANCED]”

ENHANCED Pattern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Pattern。

时钟源(Clock)
3.  按Clock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时钟源。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时钟源。

时钟源设为CH1 ~ CH4时

  

将触发类型设为Pattern。
将时钟源设为CH1 ~ CH4。

触发源码型
逻辑组合

比较条件
*  还可以在触发电平(Levels)的设置画面中设置用于检测时钟源边沿的电平。

用于检测时钟源
边沿的电平* 

触发电平

触发条件

时钟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用于检测时钟源
边沿的电平*触发条件

将触发类型设为Pattern。

将时钟源设为LOGIC。
源比特

触发源码型
触发电平逻辑组合

*  还可以在触发电平(Levels)的设置画面中设置用于检测时钟源边沿的电平。
比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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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时钟源时

  
基准时间

将触发类型设为Pattern。
将时钟源设为None

触发源码型
逻辑组合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为True或False时

时间条件

触发电平

比较条件

触发源码型(Pattern)
按Patter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时钟源设为CH1 ~ CH4或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设置被作为时钟源的信号的斜率

设置触发源(时钟源以外的信号)的码型。

无时钟源时
 时钟源设为CH1 ~ CH4或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显示菜单同上。因为没有时钟
源，所以设置触发源的码型(所有CH1 ~ CH4和LOGIC信号)。

2.5  多输入码型触发



2-9IM DLM3054-02CN

时间条件(Time Qualification)
如果不设置时钟源(None)，设置触发条件为True或False的时间条件。
设置比较条件成立时间与指定的基准时间(时间、时间1、时间2)之间处于何种关系。
关于时间条件满足时的触发点，详见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第4章“触发”。选择超时时，仪器在发生
超时时触发。
More than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Less than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短时
Inside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基准时间1 (Time1)长且比基准时间2 (Time2)短时
Outside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基准时间1 (Time1)短且比基准时间2 (Time2)长时
Timeout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基准时间(Time或Time1和Time2)
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Less than或TimeOut时

  
基准时间 
(Time)

将时间条件设为
More than、Less than或Timeout.

时间条件设为Inside或Outside时

  

基准时间
(Time1)

将时间条件设为 
Inside或Outside。

基准时间
(Time2)

触发电平(Level)
按Level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使用701989以外的逻辑探头时 

  

高频抑制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

噪声抑制

预设阈值电平
选择预设后，自动设置阈值电平的值。

阈值电平
如果更改了自动设置的值，预设设置
将变为“Userdef”。

2.5  多输入码型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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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701989逻辑探头时
• 当阈值类型选择All时

   

高频抑制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

噪声抑制

预设阈值电平
选择预设后，自动设置阈值电平的值。

阈值电平
如果更改了自动设置的值，预设设置
将变为“Userdef”。

噪声抑制

• 当阈值类型选择Each时

   

高频抑制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

噪声抑制

预设阈值电平
•  选择预设后，自动设置阈值电平的值。
•  当阈值类型选择Each时，设置各比特
    的阈值电平。

阈值电平
•  如果更改了自动设置的值，预设设置将
    变为“Userdef”。
•  当阈值类型选择Each时，设置各比特
    的阈值电平

噪声抑制

阈值类型选择Each。

2.5  多输入码型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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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脉宽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脉宽触发):
• 触发源
 极性、高频抑制、噪声抑制、源比特、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
• 时间条件、基准时间

► 详见功能指南“脉宽触发(ENHANCED)”

ENHANCED Pulse Width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Pulse Width。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Pulse Width。
触发源

时间条件 基准时间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触发源。

触发源设为CH1 ~ CH4时

  

将触发源设为CH1 ~ CH4。
极性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噪声抑制 ► 详见2.3节

用于检测触发源
状态的电平



2-12 IM DLM3054-02CN

触发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将触发源设为LOGIC。
源比特

极性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噪声抑制
701989逻辑探头

时间条件(Time Qualification)
设置触发源的脉宽与指定的基准时间(时间、时间1、时间2)之间处于何种关系时仪器才会触发。
关于时间条件满足时的触发点，详见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第4章“触发”。选择超时时，仪器在发生
超时时触发。
More than : 当脉宽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Less than : 当脉宽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短时
Inside : 当脉宽比时间1 (Time1)长比时间2 (Time2)短时
Outside : 当脉宽比时间1 (Time1)短比时间2 (Time2)长时
Timeout : 当脉宽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基准时间(Time或Time1和Time2)
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Less than或TimeOut时

  

基准时间
(Time)

将时间条件设为
More than、Less than或Timeout。

时间条件设为Inside或Outside时

  

基准时间
(Time1)

将时间条件设为 
Inside或Outside

基准时间
(Time2)

2.6  脉宽触发



2-13IM DLM3054-02CN

2.7 上升/下降时间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上升/下降时间触发):
• 触发源
 触发斜率、高频抑制、用于检测触发源边沿的电平
• 时间条件、基准时间

► 详见功能指南“上升/下降时间触发(ENHANCED)”

ENHANCED Rise/Fall Time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Rise/Fall Time 。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Rise/Fall Time。
触发源

时间条件 基准时间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触发源
触发斜率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用于检测触发源 
边沿的电平(Upper)

用于检测触发源 
边沿的电平(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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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条件(Time Qualification)
设置触发源的上升/下降时间与指定的基准时间(时间、时间1、时间2)之间处于何种关系时仪器才会触发。
关于时间条件满足时的触发点，详见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第4章“触发”。
More than : 当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长时
Less than : 当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短时
Inside : 当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比基准时间1 (Time1)长且比基准时间2 (Time2)短时
Outside : 当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比基准时间1 (Time1)短且比基准时间2 (Time2)长时

基准时间(Time或Time1和Time2)
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或Less than时

  

基准时间
(Time)

将时间条件设为
More than或Less than。

时间条件设为Inside或Outside时

  

基准时间
(Time1)

将时间条件设为
Inside或Outside

基准时间
(Time2)

2.7  上升/下降时间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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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欠幅信号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欠幅信号触发):
• 触发源
 极性、高频抑制、噪声抑制、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
• 时间条件、基准时间

► 详见功能指南“欠幅触发[ENHANCED]”

ENHANCED Runt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Runt，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Runt。
触发源

时间条件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触发源
极性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用于检测触发源
状态的电平(Upper)

用于检测触发源
状态的电平(Lower)

噪声抑制 ► 详见2.3节



2-16 IM DLM3054-02CN

时间条件(Time Qualification)
设置欠幅信号的脉宽与指定的基准时间(时间、时间1、时间2)之间处于何种关系时仪器才会触发。
关于时间条件满足时的触发点，详见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第4章“触发”。
None : 无时间条件
More than : 当欠幅信号的脉宽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Less than : 当欠幅信号的脉宽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短时
Inside : 当欠幅信号的脉宽比时间1 (Time1)长比时间2 (Time2)短时
Outside : 当欠幅信号的脉宽比时间1 (Time1)短比时间2 (Time2)长时

基准时间(Time或Time1和Time2)
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或Less than时

  

基准时间
(Time)

将时间条件设为
More than或Less than。

时间条件设为Inside或Outside时

  

基准时间
(Time1)

将时间条件设为
Inside或Outside

基准时间
(Time2)

2.8  欠幅信号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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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超时时间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超时时间触发):
• 触发源
 极性、高频抑制、噪声抑制、源比特、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
• 超时时间

► 详见功能指南“超时触发[ENHANCED]”

ENHANCED Timeout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Timeout，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Timeout。
触发源 超时时间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触发源。

触发源设为CH1 ~ CH4时

  

将触发源设为CH1 ~ CH4。

极性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噪声抑制 ► 详见2.3节

用于检测触发源
状态的电平 

触发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将触发源设为LOGIC。
源比特

极性
用于检测触发源
状态的电平

噪声抑制
701989逻辑探头



2-18 IM DLM3054-02CN

2.10 窗口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窗口触发(电平范围)):
• 触发源
 极性、高频抑制、噪声抑制、窗口电平范围
• 时间条件、基准时间

► 详见功能指南“窗口触发[ENHANCED]”

ENHANCED Window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Window，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源设为Window。
触发源

时间条件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触发源
极性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窗口电平范围
(Upper)

窗口电平范围
(Lower)

噪声抑制 ► 详见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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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条件(Time Qualification)
设置波形停留在窗口内/窗口外的时间与指定的基准时间(时间、时间1、时间2)之间处于何种关系时仪器才
会触发。
关于时间条件满足时的触发点，详见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第4章“触发”。选择超时时，仪器在发生
超时时触发。
None : 无时间条件(当波形从窗口内部移到外部，或从外部移到内部时)

More than : 当波形停留在窗口之内或之外的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Less than : 当波形停留在窗口之内或之外的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短时
Inside : 当波形停留在窗口之内或之外的时间比基准时间1 (Time1)长，且比基准时间2 (Time2)短时
Outside : 当波形停留在窗口之内或之外的时间比基准时间1 (Time1)短，且比基准时间2 (Time2)长时
Timeout : 当波形停留在窗口之内或之外的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基准时间(Time或Time1和Time2)
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Less than或TimeOut时

  

基准时间
(Time)

将时间条件设为
More than、Less than或Timeout.

时间条件设为Inside或Outside时

  

基准时间
(Time1)

将时间条件设为 
Inside或Outside

基准时间
(Time2)

2.10  窗口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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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多窗口 OR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多窗口逻辑OR触发(无时间条件)):
• 触发源码型
 触发源、极性
• 触发电平
 窗口电平范围、高频抑制、噪声抑制

► 详见功能指南“窗口OR触发[ENHANCED]”

ENHANCED Window OR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Window OR，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Window OR。
触发源码型 触发电平

触发源码型(Pattern)
按Patter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极性

选中要用作触发源的通道的确认框。

选中此确认框选择所有通道。

触发电平(Level)
按Level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高频抑制

窗口电平范围(Upper)

噪声抑制
窗口电平范围(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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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边沿间隔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边沿间隔触发):
• 触发源
 触发斜率、高频抑制、噪声抑制、源比特、用于检测触发源边沿的电平
• 时间条件、基准时间

► 详见功能指南“间隔触发[ENHANCED]”

ENHANCED Interval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Interval，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Interval。
触发源

时间条件 基准时间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触发源。

触发源设为CH1 ~ CH4时

  

将触发源设为CH1 ~ CH4。

触发斜率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噪声抑制 ► 详见2.3节

用于检测触发
源边沿的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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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将触发源设为LOGIC。
源比特

触发斜率
用于检测触发
源边沿的电平

噪声抑制
701989逻辑探头

时间条件(Time Qualification)
设置两个连续边沿之间的间隔与指定的基准时间(时间、时间1、时间2)之间处于何种关系时仪器才会触发。
关于时间条件满足时的触发点，详见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第4章“触发”。选择超时时，仪器在发生
超时时触发。
More than : 当边沿间隔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Less than : 当边沿间隔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短时
Inside : 当边沿间隔比时间1 (Time1)长比时间2 (Time2)短时
Outside : 当边沿间隔比时间1 (Time1)短比时间2 (Time2)长时
Timeout : 当边沿间隔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基准时间(Time或Time1和Time2)
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Less than或TimeOut时

  

基准时间
(Time)

将时间条件设为
More than、Less than或Timeout.

时间条件设为Inside或Outside时

  

基准时间
(Time1)

将时间条件设为
Inside或Outside。

基准时间
(Time2)

2.12  边沿间隔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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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FlexRay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FlexRay总线信号触发):
• 触发源
 比特率、总线通道分配、高频抑制
• 触发模式
 触发条件
•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详见功能指南“FlexRay总线触发[ENHANCED，选件]”
自动设置
接收到FlexRay总线信号后，仪器可以自动设置触发源的电平和比特率并触发，详见12.1节。

ENHANCED FlexRay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FlexRay，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FlexRay。
触发源

触发模式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Error模式
ID/Data模式

ID OR模式

Frame Start模式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触发源

总线通道分配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比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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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模式(Mode)
Frame Start模式(Frame Start)
分别按Mode软键和Frame Start软键。
仪器在FlexRay总线信号的起始帧处触发。

错误模式(Error)
分别按Mode软键和Err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Error。

打开/关闭CRC、BSS、FES的错误检测 

ID/Data模式(ID/Data)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Dat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ID/Data。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Frame Start、Indicator、ID、Cycle Count、Data1、Data2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
条件。

• Data1的比较条件设为True或False时

   

ID比较条件

Cycle Count比较条件
基准值(a和b)

基准值(a和b)

Frame Start (固定选择)

指示器

数据长度
比较开始点
比较条件

数据码型

Data2

2.13  FlexRay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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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1的比较条件设为Data = a；Data ≠ a；a ≤ Data；Data ≤ b；a ≤ Data ≤ b或Data < a、b < 
Data时

  

ID比较条件

Cycle Count比较条件
基准值(a和b)

基准值(a和b)

Frame Start (固定选择)

指示器

数据长度
比较起始点
比较条件

Data2

基准值(a和b)
比较范围
带符号或不带符号的
数据格式

字节顺序

ID OR模式(ID OR)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 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ID OR。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当4个ID中有一个满足条件时，仪器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条件。

  

ID比较条件

Cycle Count比较条件

基准值(a和b)

基准值(a和b)

选中一个ID确认框，将其设为触发条件。’

如果不想为ID2设置周期计数Cycle Count
条件，请选择Don’t Care。

2.13  FlexRay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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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CAN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CAN总线触发):
• 触发源
 比特率、隐性电平、高频抑制、采样点
• 触发模式
 触发条件
•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详见功能指南“CAN总线触发[ENHANCED，选件]”
自动设置
接收到CAN总线信号后，仪器可以自动设置触发源的电平和比特率并触发，详见12.2节。

ENHANCED CAN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CAN，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CAN

触发源
触发类型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Error模式
ID/Data模式

ID OR模式

SOF模式



2-27IM DLM3054-02CN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触发源

隐性电平 采样点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比特率

采样点

比特率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触发模式(Mode)
SOF (Start of Frame)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SOF软键。
仪器在CAN总线信号的起始帧处触发。

错误模式(Error)
分别按Mode软键和Err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Error。

打开或关闭错误检测
(错误帧、Stuff和CRC错误)

仪器在错误帧(出现错误标记)或发现各种错误时触发。

ID/Data模式(ID/Data)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Dat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ID/Data。
触发条件

2.14  CAN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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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SOF、ID、帧类型(远程帧或数据帧)、Data和ACK模式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
发条件。

• 当ID输入格式设为Pattern时

   

SOF (固定选择))

数据码型

ACK位状态

将ID输入格式设为Pattern。

帧格式

ID比特码型
(将帧模式设为Extend时，
此处显示29位。)

设置触发源帧

数据区域的数据长度
比较条件

当比较条件设为True或False时

   

SOF (固定选择)

将ID输入格式设为Pattern。

帧格式

ID比特码型
(将帧模式设为Extend时，
此处显示29位。)

设置触发源帧

数据字段的数据长度
比较条件
基准值(a和b)

ACK位状态

要比较的数据的最高有效位(MSB)
和最低有效位(LSB)的比特位置 

使用带符号(Sign)或不带符号(Unsign)
的数据格式
字节顺序

当比较条件设为[Data = a]、[Data ≠ a]、[a ≤ Data]、[Data ≤ b]、
[a ≤ Data ≤ b]、[Data < a、b < Data]时

2.14  CAN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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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ID输入格式设为Message时

   

SOF (固定选择)

基准值(a和b)

从加载的物理值/符号定义文件(.sbl)
的提示列表中选择数据项目

从加载的物理值/符号定义文件(.sbl)
的提示列表中选择ID

比较条件

将ID输入格式设为Message。

ID OR模式(ID OR)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 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ID OR。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SOF、4个ID之一、帧类型(远程帧或数据帧)和ACK模式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
触发条件。

• 当ID输入格式设为Pattern时

   

SOF (固定选择)

ACK位状态

帧格式

ID比特码型
(将帧模式设为Extend时，
此处显示29位。)

设置触发源帧

将ID输入格式设为Pattern。

2.14  CAN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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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ID输入格式设为Message时

   

SOF (固定选择)

将ID输入格式设为Message。

从加载的物理值/符号定义文件(.sbl)
的提示列表中选择ID

2.14  CAN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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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CAN FD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CAN FD总线触发):
• 触发源
 比特率、采样点、数据相比特率、数据相采样点、隐性电平、高频抑制
• 触发模式
 触发条件
• CAN FD标准
•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详见功能指南“CAN FD总线触发[ENHANCED，选件]”
自动设置
接收到CAN FD总线信号后，仪器可以自动设置触发源的电平和比特率并触发，详见12.3节。

ENHANCED CAN FD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CAN FD，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CAN FD

触发源
触发类型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CAN FD标准

Error模式
ID/Data模式

ID OR模式
FDF模式

ESI模式

SOF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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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比特率和采样点

隐性电平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触发源

数据相比特率
和采样点

比特率(Bit Rate)和采样点(Sample Point)
按Bit Rat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采样点

比特率

采样点

比特率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数据相比特率(Data Bit Rate)和采样点(Sample Point)
按Data Bit Rat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数据相采样点

数据相比特率

数据相采样点

数据相比特率

数据相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2.15  CAN FD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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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模式(Mode)
SOF (Start of Frame)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SOF软键。
仪器在CAN FD总线信号的起始帧处触发。

错误模式(Error)
分别按Mode软键和Err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Error。

打开/关闭错误检测
(错误帧、Stuff和CRC错误), 

CAN FD标准*设为ISO时

CAN FD标准*设为non-ISO时

* CAN FD标准设置 ► 详见第2-31页

CRC设为ON时

CRC设为ON时

选中要检测的CRC
错误系数确认框

取消选中两个确认框
时不检测CRC错误

仪器在错误帧(出现错误标记)或发现各种错误时触发。

ID/Data模式(ID/Data)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Dat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ID/Data。
触发条件

2.15  CAN FD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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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SOF、ID、帧类型(远程帧或数据帧)、Data和ACK模式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
发条件。

• 当ID输入格式设为Pattern时

   

SOF (固定选择)

数据码型

ACK位状态

将ID输入格式设为Pattern。

帧格式

ID比特码型
(将帧模式设为Extend时，
此处显示29位)

设置触发源帧

比较起始位置
比较条件

比较大小

当比较条件设为True或False时

   

SOF (固定选择)

将ID输入格式设为Pattern。

帧格式

ID比特码型
(将帧模式设为Extend时，
此处显示29位)

设置触发源帧

比较起始位置
比较条件

比较大小

基准值(a和b)

ACK位状态

要比较的数据的最高有效位(MSB)
和最低有效位(LSB)的比特位置

用带符号(Sign)或不带符号(Unsign)
的数据格式
字节顺序

当比较条件设为[Data = a]、[Data ≠ a]、[a ≤ Data]、[Data ≤ b]、
[a ≤ Data ≤ b]、[Data < a、b < Data]时

2.15  CAN FD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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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ID输入格式设为Message时

   

SOF (固定选择)

基准值(a和b)

从加载的物理值/符号定义文件(.sbl)
的提示列表中选择数据项目

从加载的物理值/符号定义文件(.sbl)
的提示列表中选择ID

比较条件

将ID输入格式设为Message。

ID OR模式(ID OR)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 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ID OR。
触发条件 ► 详见2.14节的“ID OR模式”

2.15  CAN FD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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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F模式(FDF)
分别按Mode软键和FDF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FDF。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Condition)
 将FDF比特状态设为触发条件。

0 (CAN):    当FDF位为显性时，仪器假定该帧为CAN总线信号帧并触发。
1 (CAN FD):  FDF位为隐性时，仪器假定帧为CAN FD总线信号帧并触发。

ESI模式(ESI (ErrorPassive))
分别按Mode软键和ESI (ErrorPassive)软键。
仪器在ESI位为隐性(error passive)时触发。

2.15  CAN FD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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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LIN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LIN总线信号触发):
• 触发源
 比特率、高频抑制、采样点
• 触发模式
 触发条件
•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详见功能指南“LIN总线触发[ENHANCED，选件]”
自动设置
接收到LIN总线信号后，仪器可以自动设置触发源的电平和比特率并触发，详见12.4节。

ENHANCED LIN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LIN，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LIN。
触发源

触发模式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Error模式
ID/Data模式

ID OR模式

Break Synch模式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触发源
采样点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比特率

采样点

比特率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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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模式(Mode)
间隔同步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Break Sync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Break Synch。
用于检测间隔的低脉冲比特长度

仪器在检测到间隔字段后检测到同步字段时(Break Field + Synch Field)触发。

错误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Err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Error。

打开/关闭奇偶校验和
同步错误检测功能

仪器在检测到错误后触发。

ID/Data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Dat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ID/Data。
触发条件

2.16  LIN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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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间隔同步、ID和数据帧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条件。

• 当比较条件设为True或False时

   

数据码型

间隔同步 (固定选择)

数据长度
比较条件

ID比特码型

• 当比较条件设为[Data=a]、[Data≠a]、[a≤Data]、[Data≤b]、[a≤Data ≤ b]、[Data<a, b<Data]时

   

间隔同步 (固定选择)

数据长度
比较条件
基准值(a和b)

要比较的数据的最高有效位(MSB)
和最低有效位(LSB)的比特位置

使用带符号(Sign)或不带符号(Unsign)
的数据格式
字节顺序

ID比特码型

2.16  LIN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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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OR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 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ID OR。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间隔同步条件和ID (4个之一)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条件。

  

间隔同步 (固定选择)

ID比特码型

2.16  LIN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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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CXPI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CXPI总线信号触发):
• 触发源
 比特率、T采样、时钟容差、高频抑制
• 触发模式
 触发条件
•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详见功能指南“CXPI总线触发[ENHANCED，选件]”
自动设置
接收到CXPI总线信号后，仪器可以自动设置触发源的电平和比特率并触发，详见12.5节。

ENHANCED CXPI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CXPI，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CXPI。
触发源

触发模式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Error模式
PTYPE模式

ID/Data模式
ID OR模式

唤醒/睡眠模式

SOF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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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比特率 T采样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触发源

时钟容差

比特率

时钟容差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触发模式(Mode)
SOF (Start of Frame)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SOF软键。
仪器在CXPI总线信号的起始帧处触发。

错误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Err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Error。

打开/关闭错误检测
(奇偶校验、CRC、数据长度、帧、IBS和时钟错误)

仪器在检测到不同类型的错误后触发。

2.17  CXPI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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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E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PTYP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PTYPE。

仪器在检测到CXPI总线信号的PTYE后触发。

ID/Data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Dat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ID/Data。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SOF、ID、帧信息和数据条件的AND条件成立时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条件。
 PTYPE设为No时，不能将ID比特码型设为0。

• 当比较条件设为True或False时

   

SOF (固定选择)

PTYPE

比较条件

ID比特码型

数据码型

帧信息
• 唤醒
• 睡眠
• CT

比较起始位置
比较大小

2.17  CXPI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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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比较条件设为[Data=a]、[Data≠a]、[a≤Data]、[Data≤b]、[a≤Data ≤ b]、[Data<a, b<Data]时

   

SOF (固定选择)

PTYPE

比较条件

ID比特码型

基准值(a和b)

要比较的数据的最高有效位(MSB)
和最低有效位(LSB)的比特位置

使用带符号(Sign)或不带符号(Unsign)
的数据格式
字节顺序

帧信息
• 唤醒
• 睡眠
• CT

比较起始位置
比较大小

ID OR模式(ID OR)
分别按Mode软键和ID 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ID OR。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SOF条件和ID (4个之一)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条件。

  

SOF (固定选择)

PTYPE

ID比特码型

2.17  CXPI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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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睡眠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Wakeup/Slee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仪器在检测到设置的类型后触发。

 

将触发模式设为Wakeup/Sleep。

2.17  CXPI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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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SENT信号触发(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SENT信号触发):

• 触发源
 高频抑制、源比特
• 格式

• 触发模式
 触发条件
•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详见功能指南“SENT触发[ENHANCED，选件]”
自动设置
接收到SENT信号后，仪器可以自动设置触发源格式、电平和迟滞并触发，详见12.6节。

ENHANCED SENT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SENT，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SENT

触发源
格式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触发模式

Fast CH S&C模式
Fast CH Data模式

Every Slow CH模式
Slow CH ID/Data模式

Error模式

Every Fast CH模式

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触发源。

触发源设为CH1 ~ CH4时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将触发源设为CH1 ~ CH4。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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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源比特
将触发源设为LOGIC。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噪声抑制701989逻辑探头

格式(Format)
按Forma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时钟周期(Tick)版本

CRC类型
(只适用于APR2016或JAN2010版本) 

时钟周期(Tick)容差

用旋转飞梭设置

设置检测错误类型方法(Successive 
CAL Pulses和Status and Communication)

快速通道提示的
数据半字节数

在Fast CH 提示中是否包含暂停
脉冲( 打开/ 关闭) 
(只适用于APR2016或JAN2010版本) 

用旋转飞梭设置

触发模式(Mode)
Every Fast CH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Every Fast CH软键。
仪器在检测到快速通道提示时触发。

2.18  SENT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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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CH S&C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Fast CH S&C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状态和比特码型条件下触发。

  

将触发模式设为Fast CH S&C。
触发条件

比特码型

Fast CH Data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Fast CH Dat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
Fast CH Data。

触发条件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为User时

版本为APR2016时

选中要用作比较条件的项目确认框
数据大小1 多路复用信号时选择此确认框2

半字节顺序

1  Data1到Data4的总位数最多24位。如果超过总位数，就会减小其他数据的大小。
2  选择多路复用时，Data 1的数据大小固定为4比特以对应FC。

2.18  SENT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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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哪个画面取决于指定的快速通道数据类型。
  仪器在快速通道数据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条件。

• 数据类型为半字节时

   
比较条件

数据码型

• 数据类型为用户自定义时

   

比较条件

选中要用作比较条件的项目确认框

基准值(a和b)

Every Slow CH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Every Slow 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仪器在检测到“Every Slow CH”提示后触发。

 

将触发模式设为Every Slow CH。

慢速通道提示类型
(格式版本为APR2016或JAN2010时可设置)

2.18  SENT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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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 CH ID/Data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Slow CH ID/Dat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Slow CH ID/Data。

慢速通道提示类型
(格式版本为APR2016或JAN2010时可设置)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哪个画面取决于指定的慢速通道提示类型。
 仪器在慢速通道ID和数据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条件。根据输入格式设置，以

Hex (十六进制)或Dec (十进制)设置ID和数据基准值。

• 提示类型为短提示时

   

ID基准值(a、b)

ID比较条件

数据基准值(a、b)

数据比较条件

ID和数据输入格式

ID输入格式

当数据比较条件设为[Data = a]、[Data ≠ a]、[a ≤ Data]、[Data ≤ b]、
[a ≤ Data ≤ b]、[Data < a、b < Data]时

当数据比较条件设为True或False时

数据比较条件

数据码型

 设置ID/Data基准值a和b

输入格式设置 Hex Dec

基准值a和b的设置范围 ID 0 ~ F 0 ~ 15
数据 00 ~ FF 0 ~ 255

2.18  SENT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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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类型为“增强”时
 ID和数据提示格式被设为“12bit data, 8bit ID”时

   

ID基准值(a、b)

ID比较条件

数据基准值(a、b)

数据比较条件

ID和数据输入格式

设置ID和数据提示
(12bit数据、8bit ID)。

ID输入格式

当数据比较条件设为[Data = a]、[Data ≠ a]、[a ≤ Data]、[Data ≤ b]、
[a ≤ Data ≤ b]、[Data < a、b < Data]时

当数据比较条件设为True或False时

数据比较条件

数据码型

 设置ID/Data基准值a和b

输入格式设置 Hex Dec

基准值a和b的设置范围 ID 00 ~ FF 0 ~ 255
数据 000 ~ FFF 0 ~ 4095

2.18  SENT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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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和数据提示格式被设为“16bit data, 4bit ID”时

   

ID基准值(a、b)

ID比较条件

数据基准值(a、b)

数据比较条件

ID和数据输入格式

设置ID和数据提示
(16bit数据、4bit ID)。

ID输入格式

当数据比较条件设为[Data = a]、[Data ≠ a]、[a ≤ Data]、[Data ≤ b]、
[a ≤ Data ≤ b]、[Data < a、b < Data]时

当数据比较条件设为True或False时

数据比较条件

数据码型

 设置ID/Data基准值a和b

输入格式设置 Hex Dec

基准值a和b的设置范围 ID 0 ~ F 0 ~ 15
数据 0000 ~ FFFF 0 ~ 65535

错误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Err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
设为Error。

打开/关闭错误检测(Successive CAL Pulses1、Nibble Number、Nibble 
Data Value、Fast CH CRC、Status and Communication 2和Slow CH CRC错误)

慢速通道提示类型
(格式版本为APR2016或JAN2010时可设置)

1  当“设置格式(Format)” (第2-47页)中Customize Error Factor的Successive Calibration Pulses被设为
      OFF时，此选项不能设置。
2  当“设置格式(Format)” (第2-47页)中Customize Error Factor的Status and Communication下方的Bit 0
       或Bit 1确认框被选中时，此选项可设置。

仪器在检测到不同类型的错误后触发。

2.18  SENT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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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UART信号触发(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UART信号触发):
• 触发源
 比特率、比特顺序、极性、高频抑制、源比特、采样点
• 格式
• 触发模式
 触发条件
•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详见功能指南“UART触发[ENHANCED，选件]”
自动设置
接收到UART信号后，仪器可以自动设置触发源的电平和比特率并触发，详见12.7节。

ENHANCED UART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UART，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UART。
触发源

格式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触发模式

Error模式
Data模式

Every Data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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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触发源。

触发源设为CH1 ~ CH4时

 

比特率

采样点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比特顺序

极性

将触发源设为CH1 ~ CH4。

比特率

采样点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触发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源比特

采样点极性

比特率
比特顺序

将触发源设为LOGIC。

比特率

采样点

比特率

采样点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噪声抑制701989逻辑探头

2.19  UART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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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模式(Mode)
Every Data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Every Data软键。
仪器在所有数据位触发。

错误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Err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Error。
格式

打开/关闭“帧”和“奇偶校验”
错误的错误检测功能

打开/关闭帧错误检测功能

奇偶校验错误检测功能打开时，
指定是否执行奇数或偶数奇偶校验。

格式设为7bit Parity或8bit Parity时

格式为8bit No Parity时

仪器在检测到错误后触发。

数据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Dat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Data。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满足数据码型后触发。

• 数据码型输入格式设为Pattern时

   

比较条件(固定True)

数据长度

将数据码型输入格式
设为Pattern。

数据码型

2.19  UART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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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码型输入格式设为ASCII时

   

比较条件 (固定True)

数据长度

将数据码型输入格式
设为ASCII。
区分大小写设置
选中确认框打开设置

数据码型
使用屏幕上出现的键盘

确认输入的字符

删除所有输入的字符

删除前一个字符
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

大小写切换

移动光标

 数据码型
最多可输入4个字符。
• 可切换字母大/小写来输入字母字符。但只有选择了Case Sensitive确认框后才能区分大小写。
• 特殊字符CR、LF、SP和NUL显示在单引号标记中。包括单引号标记在内，这些特殊字符被计为一
个字符。

 例: AB’CR’D (4个字符)、XY’SP’ (3个字符)、P’NUL’WU (4个字符)
• 即使输入格式更改为Bin或Hex，输入字符(包括字符代码)的大小写也会被保留。当格式从Bin或

Hex更改为ASCII时，大小写也会保留。
• 如果输入格式为Bin或Hex时输入键盘上不存在的字符代码，然后将输入格式更改为ASCII，则相
应位置会显示一个白色方块。

2.19  UART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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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I2C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I2C总线信号触发):
• SCL源和SDA源
 高频抑制、源比特、用于检测SCL/SDA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触发模式
 触发条件

► 详见功能指南“I2C总线触发[ENHANCED，选件]”
自动设置
接收到I2C总线信号后，仪器可以自动设置源电平并触发，详见12.8节。

ENHANCED I2C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I2C，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I2C。
SCL源

SDA源
触发模式

Address Data模式
NON ACK模式

General Call模式
Start Byte模式

HS模式

Every Start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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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源(SCL)、SDA源(SDA)
按SCL或SDA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源。此节介绍如何设置SCL源。SCL源的设置方法与SDA
源相同。

SCL源设为CH1 ~ CH4时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将SCL源设为CH1 ~ CH4。
用于检测SCL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SCL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源比特
将SCL源设为LOGIC。 用于检测SCL

源状态的电平

噪声抑制
701989逻辑探头

触发模式(Mode)
Every Start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Every Start软键。
仪器在检测到起始条件时触发。

地址数据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Address Dat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Address Data。
触发条件

选择是否包含R/W位

包含R/W位(Include R/W)
 设置地址码型时可以选择包含R/W位(ON)或不包含R/W位(OFF)。

提示
还可以通过使用“分析和搜索I2C总线信号”，然后使用“总线设置”(Setup)来设置是否包含R/W位(Include R/W)。
所有设置被同步。关于I2C总线信号分析，详见12.8节。

2.20  I2C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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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仪器在起始、地址码型、数据码型和比较起始位置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条件。

• 地址类型设为7bit Address时

   

起始 (固定选择)

不包含R/W位时(OFF)

包含R/W位时(ON)

将地址类型设为
7bit Address。

比较条件

地址码型

数据码型

比较起始位置
数据长度

R/W位

地址码型
(设为包含R/W位) 

R/W位
(灰色)

• 地址类型设为7bit + Sub Address时

   

起始 (固定选择)

不包含R/W位时(OFF)

包含R/W位时(ON)

将地址类型设为
7bit + Sub Address。

比较条件

地址码型

数据码型

比较起始位置
数据长度

R/W位

地址码型
(设为包含R/W位) 

R/W位
(灰色)

2.20  I2C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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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类型设为10bit Address时

   

起始 (固定选择)

不包含R/W位时(OFF)

包含R/W位时(ON)

将地址类型设为
10bit Address。

比较条件

地址码型

数据码型

比较起始位置
数据长度

R/W位

地址码型
(设为包含R/W位) 

R/W位
(灰色)

NON ACK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NON AC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NON ACK。

选择是否将应答位作为触发源
· 起始字节
· HS模式主码
· Read Access字节

仪器在应答位为Nack时触发。

General Call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General Call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模式设为General Call。
触发条件

2.20  I2C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2-61IM DLM3054-02CN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当第二字节设为Master Address时，仪器在General Call地址(0000 0000)、第二字节地址码型、数据码
型和比较起始位置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设置为Master Address以外的值时，仪器在General Call地
址(0000 0000)和第二字节地址码型条件的AND条件下触发。将勾选项目设为触发条件。

• 地址类型设为“0000 0100” “0000 0110”时

   

全呼 (固定选择)

地址类型

• 地址类型设为Master Address时

   

比较条件

地址码型

数据码型

比较起始位置
数据长度

全呼 (固定选择)

地址类型

Start Byte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Start Byte软键。
仪器在检测到起始字节的主码时触发。

HS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HS Mode软键。
仪器在检测到高速模式的主码时触发。

2.20  I2C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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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SPI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SPI总线信号触发):
• 接线系统(Mode)
• 时钟源
 极性、高频抑制、源比特、用于检测时钟源边沿的电平、迟滞
• 数据源
 高频抑制、源比特、用于检测数据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片选源
 有效状态、源比特、用于检测片选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触发条件

► 详见功能指南“SPI总线触发[ENHANCED，选件]”
自动设置
接收到SPI总线信号后，仪器可以自动设置源电平并触发。详见12.9节。

ENHANCED SPI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SPI，显示以下菜单。

接线系统设为3线制时

  

将触发类型设为SPI。
将接线系统设为3 Wire。

时钟源
Data1源

片选源
触发条件

接线系统设为4线制时

  

将触发类型设为SPI。
将接线系统设为4 Wire。

时钟源
Data1源

Data2源
片选源

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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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源(Clock)
按Clock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时钟源。

时钟源设为CH1 ~ CH4时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将时钟源设为
CH1 ~ CH4。

极性
用于检测时钟
源边沿的电平

迟滞

时钟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源比特
将时钟源设为LOGIC。

极性
用于检测时钟
源边沿的电平

噪声抑制
701989逻辑探头

2.21  SPI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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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源(Data1)、数据2源(Data2)
按Data1或Data2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数据源。此节介绍如何设置Data 1源，Data 2源的设置
方法相同。接线系统为4线制时，设置Data 2源。

Data1源设为CH1~CH4时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将Data1源设为
CH1 ~ CH4。

用于检测Data1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Data1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将Data1源
设为LOGIC。

源比特
用于检测Data1
源状态的电平

噪声抑制
701989逻辑探头

2.21  SPI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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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选源(CS (SS))
按CS(SS)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指定的数据源。

片选源设为CH1~CH4时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有效状态

将片选源设为
CH1 ~ CH4。 用于检测片选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片选源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源比特

将片选源
设为LOGIC。

有效状态
用于检测片选
源状态的电平

噪声抑制
701989逻辑探头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接线系统设为4线制时

  

比特顺序
Data1

•  比较条件

•  数据码型

Data2
与Data1的设置方法相同
只在模式设为4线制时才出现此画面。

•  比较起始位置
•  数据长度

接线系统设为3线制时
 只需设置Data1的触发条件。

2.21  SPI总线信号触发(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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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触发):
• 比特率
• 数据源
 数据源状态、高频抑制、用于检测数据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打开/关闭时钟
 时钟源、片选源、锁存源
• 触发条件

► 详见功能指南“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触发[User Define，ENHANCED]”

ENHANCED User Define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User Define，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时钟处于打开状态还
是关闭状态。

时钟关闭时

  

将触发类型设为User De�ne。
数据源

关闭时钟 比特率
触发条件

数据源(Source)
 按Sourc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数据源

将数据源状态设为1
用于检测数据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将与码型相比较的数据源设为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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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可以将数据码型设为触发条件。当采样得到的数据源的码型与指定码型一致时，数据码型触发条件
成立。

   
数据码型
可以输入的数据码型长度取决于数据大
小设置。可以指定的最大数据码型长度
为128bits。

数据长度

时钟打开时

  

将触发类型设为User De�ne。
数据源

打开时钟
时钟源

片选源*

锁存源*

触发条件

*  片选源和锁存源只能在4通道机型上设置。

数据源(Source)
 时钟关闭时，菜单与上一页显示的菜单相同。

时钟源(Clock)
 按Cloc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时钟源

极性 
(设置数据源采样时间)

用于检测时钟
源边沿的电平

迟滞

 指定在哪个时钟源边沿进行数据源采样。

2.22  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触发



2-68 IM DLM3054-02CN

片选源(Enable)
 按Enabl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片选源的状态设为数据源

片选源 (设为None时)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用于检测片选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片选源为CH1 ~ CH4时

 当数据源采样与时钟源同步时，片选源可以用来控制仪器测试数据源的时间。

锁存源(Latch)
 按Lat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极性 (设置数据源码型比较时间)

锁存源 (设为None时)

高频抑制 ► 详见2.3节

用于检测锁存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锁存源为CH1 ~ CH4时

 可以指定数据源码型采样与时钟源(与指定码型比较)同步的时间。

触发条件(Condition Setup)
 时钟关闭时，菜单与上一页显示的菜单相同。

2.22  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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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TV触发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TV触发):
• 广播系统
• 触发源
 极性、高频抑制、水平同步频率、同步保护频率
• 极性
• 分辨率
• 行数
 场数、帧跳跃
• 用于检测触发源状态的电平

► 详见功能指南“TV触发[ENHANCED]”

ENHANCED TV菜单
1.  按ENHANCED，出现ENHANCED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ENHANCED菜单。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TV，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类型设为TV

广播系统

行数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触发源
极性

PAL

SDTV(480/60p)

HDTV Userdef TVNTSC

行数1

场数1、2

帧跳跃1

1 行数设为One时可设置此项。
2 只有当广播系统设为NTSC、PAL或HDTV (1080/60i、1080/50i、1080/24sF)或Userdef TV时，才可
设置此项。关于Userdef TV，详见下一页的“Userdef TV”。

广播系统(Mode)
NTSC
分别按Mode软键和NTSC软键。仪器将NTSC信号的指定扫描场和行作为触发条件进行触发。

PAL
分别按Mode软键和PAL软键。仪器将PAL信号的指定扫描场和行作为触发条件进行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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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TV(480/60p)
分别按Mode软键和SDTV(480/60p)软键。仪器将SDTV信号的指定扫描行作为触发条件进行触发。

HDTV
分别按Mode软键和HDTV软键，出现以下菜单。选择视频格式。仪器将HDTV信号的指定扫描场和行作为
触发条件进行触发。

 

视频格式(扫描行数/帧率的有效数)

用户自定义TV
分别按Mode软键和Userdef TV软键，显示以下菜单。仪器将用户自定义的扫描场和行作为触发条件进行
触发。

 

将广播系统设为UserdefTV。

行数

行数*

场数*

帧跳跃*

用于检测触发
源状态的电平

同步保护频率
(设为水平同步
频率的百分比)

水平同步频率

触发源
分辨率

触发源 极性 高频抑制

* 行数设为One时可设置此项。

2.23  TV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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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组合触发(B TRIG)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组合触发):
• 逻辑组合
 条件B的延迟时间、条件B必须满足的次数
• A触发: 条件A
• B触发: 条件B

► 详见功能指南“触发B [B TRIG]”

B TRIG菜单
按Press B TRIG，显示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B TRIG菜单。

 

逻辑组合
A触发 B触发

逻辑组合(Combination)
OFF

 分别按Combination软键和OFF软键。
 仪器在触发A条件满足时触发。

A Delay B
 分别按Combination软键和A Delay B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延迟时间将逻辑组合设为A Delay B。

  触发条件A成立并经过指定的时间(延迟时间)后，仪器在触发条件B成立时触发。

A -> B(n)
 分别按Combination软键和A -> B(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条件B必须满足的次数将逻辑组合设为A to B(n)。

 触发条件A成立后，仪器在触发条件B第N次成立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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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A (A Trigger)
按A Trigge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可以用EDGE键或ENHANCED键(亮灯的那个)设置触发条件。也可以在以下菜单中设置触发条件。

 

触发类型
显示指定触发类型的相应菜单。
每个触发类型的设置信息，请见以下表格中“ 参考” 部分。

触发类型 参考章节 触发类型 参考章节 触发类型 参考章节
边沿 2.3节 窗口OR 2.11节 UART 2.19节
边沿OR 2.4节 间隔 2.12节 I2C 2.20节
码型 2.5节 FlexRay 2.13节 SPI 2.21节
脉宽 2.6节 CAN 2.14节 用户自定义串行

总线
2.22节

上升/下降时间 2.7节 CAN FD 2.15节
欠幅 2.8节 LIN 2.16节 TV 2.23节
超时 2.9节 CXPI 2.17节
窗口 2.10节 SENT 2.18节

提示
串行总线触发只能设置条件A或条件B中的一个。

触发B (B Trigger)
按B Trigge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触发B设为以下表格中显示的触发类型之一。

 

触发类型
显示指定触发类型的相应菜单。
每个触发类型的设置信息，请见以下表格中“ 参考” 部分。

触发类型 参考章节 触发类型 参考章节 触发类型 参考章节
边沿 2.3节 CAN 2.14节 I2C 2.20节
边沿OR 2.4节 CAN FD 2.15节 SPI 2.21节
码型 2.5节 LIN 2.16节 用户自定义串行

总线
2.22节

窗口 2.10节 CXPI 2.17节
窗口OR 2.11节 SENT 2.18节
FlexRay 2.13节 UART 2.19节

提示
• 串行总线触发只能设置条件A或条件B中的一个。
• 如果将条件B设为窗口触发，则时间条件会被固定为None。
• 如果条件Ｂ设为码型触发，则当时钟源设为None时，不能将True和False选作触发条件。

2.24  组合触发(B T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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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强制仪器触发 (FORCE TRIG)

► 详见功能指南“触发类型(Type)”

按SHIFT+B TRIG (FORCE TRIG)。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FORCE TRIG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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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设置触发动作功能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触发动作功能):
• 动作模式
• 要执行的动作
• 动作次数
• 执行触发动作

► 详见功能指南“执行动作”

ACTION Action on Trig菜单
1.  按SHIFT+MODE (ACTION GO/NO-GO)，出现ACTION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ACTION菜单
(ACTION GO/NO-GO)。

2.  分别按Mode软键和Action on Trig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动作模式设为Action on Trig。 动作次数
(波形采集次数)

打开/关闭打印屏幕
打开/关闭保存波形数据

打开/关闭发送邮件

发送邮件数量

发出蜂鸣声

要执行的动作
执行触发动作。

执行触发动作(Exec)
指定动作模式、要执行的动作和动作次数后，按Exec软键。仪器在每次触发时执行动作，直到执行了指定次
数的动作。

触发动作被执行后，Exec变为Abort。如需停止串行总线设置，按Abort软键。

提示
• 当PRINT菜单上的Print设为ON时，如果Print To设为Multi，就无法执行触发动作。► 详见16.6节

• 要执行的动作是发送邮件时，仪器将按照动作计数或邮件计数中较低的指定次数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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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执行GO/NO-GO判断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GO/NO-GO判断):
• 动作模式
• NO-GO判断次数
• 参考条件
 参考范围类型、判断源波形、参考条件、判断源窗口、区域设置
• 执行Go/NO-GO判断

► 详见功能指南“执行动作”

ACTION Go/Nogo菜单
1.  按SHIFT+MODE (ACTION GO/NO-GO)，出现ACTION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TRIGGER中的ACTION菜单
(ACTION GO/NO-GO)。

2.  分别按Mode软键、Go/Nogo AND或Go/Nogo 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动作模式设为
Go/Nogo AND或Go/Nogo OR。

动作次数
(波形采集次数)

要执行的动作 ► 详见2.26节

执行Go/NO-GO判断。

NO-GO结果次数

参考条件
(3和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参考范围类型

执行GO/NO-GO判断(Exec)
指定动作模式、要执行的动作、动作次数、NO-GO判断次数和参考条件后，按Exec软键。仪器执行动作，直
到达到指定次数的动作或指定次数的NO-GO判断。

GO/NO-GO判断被执行后，Exec变为Abort。如需停止串行总线设置，按Abort软键。

提示
• 当PRINT菜单上的Print设为ON时，如果Print To设为Multi，就无法执行GO/NO-GO判断。► 详见16.6节

• 要执行的动作是发送邮件时，仪器将按照动作计数或邮件计数中较低的指定次数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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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条件(1 ~ 4) 参考范围类型(Mode)
按任一参考条件1 ~ 4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矩形区域
从参考条件中移除

参考范围类型

波形区域
多边形区域

使用波形参数的参考范围

在以下情况下，不能指定某些参考范围类型。
• 当判断对象波形为LOGIC、XY1、XY2、FFT1或FFT2时

源波形 参考范围类型
矩形区域 波形区域 多边形区域 用波形参数设置参考范围

CH1 ~ CH4 Yes Yes Yes Yes
LOGIC No No No Yes
Math1 ~ Math4 Yes Yes Yes Yes
XY1、XY2 Yes No Yes Yes
FFT1、FFT2 No No No Yes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GO/NO-GO判断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设为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
的源。

2.27  执行GO/NO-GO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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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区域(RectZone)
分别按Mode软键和RectZon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源波形

上参考标准

判断源窗口*

将参考范围类型
设为RectZone。

右

下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左

矩形区域范围

* 源波形设为CH1 ~ CH4或Math1 ~ Math4时可设置。

提示
• 要上下移动矩形区域，按数次上/下软键或SET键，然后在选中上下光标的情况下转动旋转飞梭。
• 要左右移动矩形区域，按数次左/右软键或SET键，然后在选中左右光标的情况下转动旋转飞梭。

波形区域(WaveZone)
分别按Mode软键和WaveZon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源波形

判断区域(左)                参考标准

判断源窗口

选择波形区域1

编辑波形区域2

将参考范围类型
设为WaveZone。

判断区域(右)                  

1 选择要用作参考的波形区域和要编辑的波形区域。
2 切换到编辑屏幕需要数秒钟的时间。

2.27  执行GO/NO-GO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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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执行GO/NO-GO判断

编辑波形区域(Edit1 ~ 4)

1.  按Zone No.软键，并选择要编辑的波形区域编号。
编辑波形区域的软键会根据所选编号变化(变为Edit 1、2、3或4)。

2.  在Edit 1 ~ Edit 4中，按菜单上显示的软键。将显示所选编号的波形区域编辑菜单。

  

上

改变基本波形。
重启编辑1

编辑范围(设为Whole时)

右

下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左

上

右边沿

下

左边沿

确定改变波形区域。
结束编辑  2

编辑波形区域。
部分编辑范围

1  如果改变基本波形，则已编辑到该点的所有区域都将丢失。
2  从编辑屏幕返回上一菜单需要数秒钟的时间。

编辑波形区域。

Edit设为Part时

改变基本波形
要执行编辑而不改变基本波形，继续步骤5。

3.  按Trace (New)软键，并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要用作基本波形的波形。

4.  按Exec (New)软键，将创建一个波形区域。
 

编辑整个波形区域

5.  按Edit软键并选择Whole。

6.  按上/下软键或左/右软键选择要编辑的方向。

7.  转动旋转飞梭编辑波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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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执行GO/NO-GO判断

编辑部分波形区域

5.  按Edit软键并选择Part。

6.  使用T Range1/2软键和旋转飞梭，设置要编辑的波形区域。
• T Range1/2软键: 选择要设置的对象:  编辑范围的左边沿、右边沿或两个都选。
• 旋转飞梭: 设置编辑范围的左边沿、右边沿或两个都设置。

7.  按上/下软键或选择要编辑的方向。

8.  转动旋转飞梭编辑波形区域。

9.  重复步骤6 ~ 8。

确认波形区域
按Store软键。
确定已编辑的波形区域并保存至内存。

结束编辑
按Quit软键。

 从编辑画面返回上一菜单。如果不按Store软键确认编辑过的波形区域，之前改变的内容将消失。

提示
• 如果改变基本波形，之前编辑过的所有区域都将消失。
• 如果想从编辑菜单切换到其他菜单，需先按Quit软键结束编辑。

多边形区域(PolygonZone)
分别按Mode软键和PolygonZon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源波形
多边形区域定位
(垂直位置)参考标准

判断源窗口 1

多边形区域2

将参考范围类型设为
PolygonZone。

多边形区域定位(水平位置)

1 源波形设为CH1 ~ CH4或Math1 ~ Math4时可设置。
2 用此处指定的多边形区域执行GO/NO-GO判断。

可以先用模版编辑软件在PC机上创建用作多边形区域的多边形图像。将文件(详见17.7节)和多边形图像加
载至指定的区域编号(Zone No.1 ~ 4)后，设置多边形区域GO/NO-GO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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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波形参数设置参考范围(Parameter)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GO/NO-GO判断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设为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
的源。

分别按Mode软键和Parameter软键，根据指定的判断源波形出现一个菜单。

判断源波形设为CH1 ~ CH4或Math1 ~ Math4时
 可以从自动测量波形参数中选择用于GO/NO-GO判断的测量项目。波形参数自动测量的设置详情请见

9.1节。

  

将参考范围类型
设为Parameter。

将判断源波形设为
CH1 ~ CH4或Math1 ~ Math4

参考标准

输入所选
测量项目

参考范围
(上限)

参考范围
(下限)

用于GO/NO-GO
判断的测量项目

2.27  执行GO/NO-GO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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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源波形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可以从波形参数时间轴测量的所有项目中选择用于GO/NO-GO判断(波形延迟测量除外)的测量项目。
波形参数自动测量的设置详情请见9.1节。
 频率、周期、平均频率、占空比、脉冲计数、延迟

  

将参考范围类型
设为Parameter。

将判断源波形
设为LOGIC。

源比特
参考范围
(上限)

参考范围
(下限)

用于GO/NO-GO
判断的测量项目

输入所选
测量项目

源波形设为XY1或XY2时
 GO/NO-GO判断需要的测量项目是XY1或XY2区域。如何显示XY波形、如何判断其面积等的设置详情
请见第5章和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的附录1。

  

将判断源波形设为XY1或XY2。
参考标准

将参考范围类型
设为Parameter。

参考范围
(上限)

参考范围
(下限)

源波形设为FFT1或FFT2时
 可以从FFT峰值光标测量项目(Freq、V)中选择用于GO/NO-GO判断的测量项目。关于峰值光标测量，详
见7.2节。

  

将参考范围类型
设为Parameter。

将判断源波形
设为FFT1或FFT2。

参考标准
参考范围
(上限)

参考范围
(下限)

用于GO/NO-GO
判断的测量项目

输入所选
测量项目

2.27  执行GO/NO-GO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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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波形采集

3.1 设置波形采集条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采集波形):
• 记录长度
• 采集模式
• 触发模式
• 打开/关闭高分辨率模式
• 采样模式
• 要采集的波形数量、衰减常数和平均次数

► 详见功能指南“波形采集”

ACQUIRE菜单
按ACQUIRE，显示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CQ/DISP中的ACQUIRE菜单。

 

采样模式
打开/关闭高分辨率模式

触发模式
采集模式

记录长度

屏幕顶端的显示内容

要采集的波形数量、衰减常数和平均次数

记录长度

采样率
采样模式

触发模式

采集模式(Mode)
常规:   显示波形，不处理采样数据。可以用旋转飞梭设置要采集的波形数量。
包络:   在包络模式下显示波形。可以用旋转飞梭设置要采集的波形数量。
平均:   显示平均波形。可以用旋转飞梭设置衰减常数和平均次数。

触发模式(Trigger Mode)
触发模式决定着更新显示波形的条件。通过按MODE键也可以设置触发模式。► 详见2.1节
触发模式可设为下列之一。
 自动、自动电平、常规、N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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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模式(Sampling Mode)
实时模式: 在实时采样模式下采集数据。
插补模式: 在插补模式下采集数据。
重复模式: 在重复采样模式下采集数据

提示
以下场合下不能使用重复采样模式(Repetitive)。
• 触发源设为LOGIC时
• 记录长度为2.5MPts时

3.1  设置波形采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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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采集波形

► 详见功能指南“波形采集(RUN/STOP)”和
“单次采集波形(SINGLE)”

开始和结束波形采集(RUN/STOP)
1.  按RUN/STOP键。

• RUN/STOP键亮灯，波形采集开始。显示采集波形。
• 如果设置的记录长度只能采集1次波形，按RUN/STOP和按下面SINGE的操作是一样的。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RUN/STOP菜单。

2.  再按一次RUN/STOP键。
RUN/STOP键灭灯，波形采集停止。

单次采集波形(SINGLE)
1.  按SINGLE键。

• SINGLE亮灯且仪器触发后采集1次波形并显示波形，然后停止波形采集。SINGLE键灭灯。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SINGLE菜单。
• 触发模式设为单次模式。
• 按RUN/STOP键取消波形采集。



4-1IM DLM3054-02CN

4.1 设置显示条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查看显示):

• 显示格式
• 显示插值
• 网格
• 打开/关闭刻度显示

• 波形映射
• 颜色
• 波形辉度

► 详见功能指南“显示”

DISPLAY菜单
按DISPLAY，显示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CQ/DISP中的DISPLAY菜单。

 

颜色
波形映射

打开/关闭刻度值显示

栅格
显示插值

显示格式*

波形辉度

*  4踪、6踪和8踪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栅格(Graticule)
按Graticul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显示或不显示精细栅格用十字线显示栅格。

显示栅格框。
用直线显示栅格。

用点线显示栅格。

波形映射(Mapping)
按Mapping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映射模式

*  对于CH4和LOGIC，可以选择相应键亮灯的一项。
 通过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预先设置的通道。

映射模式设为Manual时，设置如何
将每条波形映射到分割屏幕中*。

第4章 屏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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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颜色(Color)
按Col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串行总线趋势颜色*

波形颜色

CH4键亮灯时 LOGIC键亮灯时

辉度

用旋转飞梭设置

栅格亮度 标记亮度光标亮度 缩放框亮度

每条波形的显示颜色
每个趋势的显示颜色

*  带SENT选件的机型上显示此菜单。

4.1  设置显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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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累积功能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使用累积功能):
• 层次模式(打开/关闭累积显示)
• 波形辉度，累积时间

► 详见功能指南“累积(Accumulate)”

DISPLAY菜单
按DISPLAY，显示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CQ/DISP中的DISPLAY菜单。

 

层次模式
波形辉度

累积时间
(层次模式打开时)

辉度
颜色OFF

层次模式(Accumulate)
辉度:   用不同的辉度级别显示波形频率。
颜色:  用不同的颜色显示波形频率。
OFF:  不累积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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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用快照和清除波形功能

► 详见功能指南“快照(SNAP SHOT)”和
“清除波形(CLEAR TRACE)”

快照(SNAP SHOT)
1. 按 。

• 按SNAPSHOT，可以用白色快照在屏幕上保留当前显示波形。快照波形一直保留在屏幕上，除非执行清
除波形操作。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SNAP SHOT菜单。

清除波形(CLEAR TRACE)
2. 按CLR。

• 可以清除屏幕上显示的所有波形。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CLEAR TRACE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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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调节背光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调节背光):
• 关闭背光。
• 启用或禁用自动关闭背光
 自动关闭时间
• 调节亮度

► 详见功能指南“系统设置(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 System Configuration菜单
1.  按UTIL，显示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System Configuratio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启用或禁用自动关闭背光。

关闭背光。
(可以按任意键打开背光)

调节背光亮度。
自动关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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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XY显示

5.1 显示XY波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显示XY波形):
• XY波形显示
• X轴和Y轴源波形
• 显示设置
 打开/关闭VT波形显示和分割显示
• 测量源窗口
• 显示范围

► 详见功能指南“显示XY波形”

X-Y菜单
按SHIFT+DISPLAY(X-Y)，显示以下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CQ/DISP中的X-Y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两个XY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XY软键。

 

Y轴源波形
X轴源波形

XY波形显示
选择是否设置XY1或XY2*。

测量源窗口
显示范围
(起点)

显示范围
(终点)

*  XY2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显示设置

打开/关闭分割显示
打开/关闭VT波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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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执行光标测量和面积计算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光标测量和计算XY波形的显示面积):
• 光标测量
• 面积计算方法

► 详见功能指南“测量(Measure Setup)”

XY Measure Setup菜单
1.  按SHIFT+DISPLAY(X-Y)，显示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CQ/DISP中的X-Y菜单。

2.  分别按Measure Setup软键和Mod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面积计算方法
用光标测量

禁用测量

光标测量(Cursor)
按Curs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水平光标

光标1的位置

光标1的位置

光标2的位置

光标2的位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将模式设为Cursor。
垂直光标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测量项目

执行面积计算(Integ)
按Integ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设置正方向

将模式设为Integ。
设置面积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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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运算和参考波形

6.1 设置运算模式

此节介绍如何设置运算模式。

► 详见功能指南“运算模式(Mode)”

MATH/REF菜单
按MATH/REF，显示以下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MATH/REF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4个运算波形/参考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Math/Ref软键。

 

运算模式

从Math/Ref1 to Math/Ref4*中选择要设置的运算或参考波形。

*  Math/Ref3和Math/Ref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运算模式(Mode)
按Mod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显示参考波形

显示运算波形
不显示运算波形和参考波形

提示
• 打开LOGIC的状态显示(State)时，不能使用Math4/Ref4。► 详见1.2节
• 当ACQUIRE菜单的记录长度(Record Length)设置为最大记录长度时，不能使用Math/Ref2和Math/Ref4波
形。关于ACQUIRE菜单，详见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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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执行加法、减法、乘法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加法、减法和乘法运算):
• 运算符
• 运算源波形

► 详见功能指南“运算符(Operation)”

MATH/REF菜单
1.  按MATH/REF，显示MATH/REF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MATH/REF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4个运算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Math/Ref软键。

2.  分别按Mode软键和Math软键。

3.  按Operation软键，然后按S1 + S2、S1 - S2或S1 × S2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运算源波形
设置运算符S1 + S2、S1 - S2、S1 × S2

将运算模式设为Math。

从Math1 ~ Math4中*指定要设置的运算波形。
*  Math3和Math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Math源波形(Source1和Source2)
源1和源2可设置的运算源波形如下所示。
显示运算结果的运算波形 源1、源2
Math1 (Math/Ref1) CH1 ~ CH4*
Math2 (Math/Ref2) CH1 ~ CH4*、Math1
Math3 (Math/Ref3) CH1 ~ CH4、Math1 ~ Math2
Math4 (Math/Ref4) CH1 ~ CH4、Math1 ~ Math3

 * CH3和CH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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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执行滤波功能

此节介绍执行滤波功能的以下设置(移相、移动平均、IIR滤波器)。
• 运算符
• 运算源波形
• 滤波器设置

► 详见功能指南“运算符(Operation)”

MATH/REF菜单
1.  按MATH/REF，显示MATH/REF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MATH/REF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4个运算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Math/Ref软键。

2.  分别按Mode软键和Math软键。

3.  分别按Operation软键和Filter(S1)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运算源波形 ►详见6.2节
将运算符设为Filter(S1)。

将运算模式设为Math。

从Math1 ~ Math4*中指定要设置的运算波形
*  Math3和Math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滤波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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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执行滤波功能

设置滤波器(Filter Setup)
按Filter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IIR滤波器(高通)

IIR滤波器(低通)
平均

移相

滤波器类型

移相(Delay)
 分别按Type软键和Delay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延迟将滤波器类型设为Delay。

移动平均(Moving Avg)
 分别按Type软键和Moving Avg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权重点

将滤波器类型
设为Moving Avg。

IIR滤波器(IIR Lowpass/IIR Highpass)
 按Type软键，然后按IIR Lowpass或IIR Highpas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截止频率

将滤波器类型设为
IIR Lowpass或IIR Highpass。

滤波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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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执行积分运算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积分运算):
• 运算符
• 运算源波形
• 初始点

► 详见功能指南“运算符(Operation)”

MATH/REF菜单
1.  按MATH/REF，显示MATH/REF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MATH/REF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4个运算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Math/Ref软键。

2.  分别按Mode软键和Math软键。

3.  分别按Operation软键和Integ(S1)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运算源波形  ►详见6.2节
将运算符设为Integ(S1)。

将运算模式设为Math。

从Math1 ~ Math4*中指定要设置的运算波形。
*  Math3和Math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初始点

初始点(Initial Point)
按Initial Poin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初始点设为指定值。
初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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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执行计数运算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边沿计数或旋转计数):
• 运算符
• 计数设置
 计数类型、运算源波形、极性、用于检测边沿计数边沿的电平、旋转计数阈值电平、迟滞
• 初始点

► 详见功能指南“运算符(Operation)”和
“边沿计数或旋转计数(Count(S1))”

MATH/REF菜单
1.  按MATH/REF，显示MATH/REF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MATH/REF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4个运算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Math/Ref软键。

2.  分别按Mode软键和Math软键。

3.  分别按Operation软键和Count(S1)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计数设置
将运算符设为Count(S1)。

将运算模式设为Math。

从Math1 ~ Math4 中指定要设置的运算波形。2

1  如果计数类型(Type)为是旋转计数，则只有当Source3(Z)设为None时才能设置初始点。
Source3(Z)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2  Math3和Math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初始点1  ►详见6.4节

计数设置(Count Setup)
按Count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边沿计数
旋转计数

计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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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执行计数运算

边沿计数(Edge)
 分别按Type软键和Edg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用于检测边沿的电平

迟滞

极性

将计数类型设为Edge。
运算源波形  ►详见6.2节

旋转计数(Rotary)
 分别按Type软键和Rotary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 Source3(Z)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用于判断波形状
态变化的电平

迟滞运算源波形  
►详见6.2节

用于判断波形状态变化的电平

迟滞运算源波形
 ►详见6.2节

用于判断波形状态变化的电平

*  不使用Source3(Z)时选择None。

迟滞

运算源波形 (设为None时) ► 详见6.2节*

极性

将计数类型设为Rotary。

运算源波形为None以外的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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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设置标签、单位和刻度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标签、单位和刻度):
• 标签和单位
• 刻度

► 详见功能指南“设置标签和单位(Label/Unit)”和“刻度(Ranging)” 

MATH/REF菜单
1.  按MATH/REF，显示MATH/REF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MATH/REF菜单。

2.  分别按Mode软键和Math软键。

3.  分别按Operation软键和User Defin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标签和单位
设置刻度

中心点

灵敏度用旋转飞梭设置
(刻度设置被设为Manual时)

将运算符设为
User De�ne以外的值。

将运算模式设为Math。

标签和单位(Label/Unit)
按Label/Uni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单位 设置用户单位。

标签

打开/关闭标签显示

刻度设置(Ranging)
自动:  自动设置运算波形的垂直显示范围。
手动:  在垂直中心(Center)手动设置灵敏度(Sensitivity)和信号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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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加载参考波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加载参考波形):
• 加载参考波形
• 标签
• 垂直位置

► 详见功能指南“参考波形”

MATH/REF菜单
1.  按MATH/REF，显示MATH/REF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MATH/REF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4个参考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Math/Ref软键。

2.  分别按Mode软键和Ref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加载参考波形。
将运算模式设为Ref。

从Ref1 ~ Ref4*中选择要设置的参考波形。

设置Ref1时的实例

*  Ref3和Ref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标签 垂直位置

加载参考波形(Load from)
可以设置为参考波形的波形如下。
参考波形 Load from*
Ref1 (Math/Ref1) CH1 ~ CH4、Math2、Math3和Math4
Ref2 (Math/Ref2) CH1 ~ CH4、Math1、Math3和Math4
Ref3 (Math/Ref3) CH1 ~ CH4、Math1、Math2和Math4
Ref4 (Math/Ref4) CH1 ~ CH4、Math1、Math2和Math3

* CH3、CH4、Math3和Math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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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Label/Unit)
按Label/Uni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标签

打开/关闭标签显示

设置用户单位*。

*  运算模式为Math时可设置此项。

6.7  加载参考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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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执行用户自定义运算(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用户自定义运算):

• 运算符
• 运算公式
• 运算条件

• 标签和单位
• 执行自动刻度设置

► 详见功能指南“用户自定义运算(User Define，选件)”

MATH/REF菜单
1.  按MATH/REF，显示MATH/REF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MATH/REF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4个运算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Math/Ref软键。

2.  分别按Mode软键和Math软键。

3.  分别按Operation软键和User Defin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公式
将运算符设为User De�ne。

将运算模式设为Math。

从Math1 ~ Math4*中指定要设置的运算波形。
*  Math3和Math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运算条件

标签、单位►详见6.6节
执行自动刻度设置

中心点

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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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公式(Expression)
按Expression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实例: 运算波形Math4

 

确定公式
清除输入的所有字符

删除前一个字符

右移光标
删除光标处的字符

左移光标

插入“)”

可以在公式中添加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值
通过组合源波形和运算符定义公式

•  运算波形Math3

•  运算波形Math2

•  运算波形Math1不显示为M1 ~ M3。

运算条件(Setup)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打开/关闭平均
(与Math1 ~ Math4设置相同)数字滤波器常数

平均次数

在历史波形上执行运算。

打开平均时

常数

用旋转飞梭设置

6.8  执行用户自定义运算(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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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滤波器(Filter1、Filter2)
 分别按Filter1软键和Filter2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带宽
(设为低通时)

滤波器类型
截止频率

截止1

截止1

截止2*

低通 高通 带通

带宽设为高通时

带宽设为带通时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 截止2只适用于频带设为带通时。

6.8  执行用户自定义运算(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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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FFT

7.1 显示FFT波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FFT分析):
• 打开/关闭FFT波形显示
• 分析源波形
• FFT条件
• 分析范围
• 垂直和水平刻度值
• FFT点数

► 详见功能指南“FFT”

FFT菜单
按SHIFT+MATH/REF (FFT)，显示以下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FFT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两个FFT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FFT软键。

 FFT点数
垂直和水平
刻度值

分析范围
FFT条件

分析源波形
打开/关闭FFT波形显示

选择设置FFT1或FFT2*。

* FFT2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FFT条件(FFT Setup)
按FF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用户自定义单位
(最多4个字符)

单位类型

波形显示方法
时间窗口

图谱子类型 1

图谱类型1

1 仅适用于带用户自定义运算选件的机型
2 仅类型为CS-、TF-或CH-时可设置此项。

分析源波形 2

单位

图谱类型(Type/Sub Type)
 根据类型，可设置以下子类型。
类型 子类型
LS-、CS-、TF- MAG、LOGMAG、PHASE、REAL、IMAG
RS-、PS-、SPD- MAG、LOGMAG
CH- 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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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显示FFT波形

垂直、水平刻度值(Display Setup)
按Display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垂直刻度值
手动设置垂直刻度值

水平刻度值(设为Auto时)

手动设置水平刻度值
打开/关闭
VT波形显示

垂直轴的中心

每div的值

水平轴的中心

跨度

水平轴的中心

跨度

左端

右端

自动 中心/跨度 左/右

Horiz. Scale设为Left/Right时

Horiz. Scale设为Center/Span时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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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测量FFT波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测量FFT波形):
• 光标类型
• 标记光标测量
• 峰值光标测量

► 详见功能指南“光标测量(Measure Setup)”

FFT Measure Setup菜单
1.  按SHIFT+MATH/REF (FFT)，出现FFT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FFT菜单。

2.  按Measure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光标类型

禁用测量

峰值光标测量
标记光标测量

标记光标测量(Marker)
分别按Mode软键和Make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光标类型设为Marker。
测量项目

标记1位置

标记2位置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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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测量FFT波形

峰值光标测量(Peak)
分别按Mode软键和Pea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类型设为Peak。
阈值

峰谷值之差
列表显示

列表编号

最大峰值显示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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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光标测量

8.1 用ΔT光标测量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ΔT光标测量):
•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 光标类型
• 源波形
• 测量项目
• 光标跳转
• 光标位置

► 详见功能指南“ΔT光标(ΔT)”

CURSOR菜单
1.  按CURSOR，出现CURSOR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MEASURE中的CURSOR菜单。

2.  分别按Type和ΔT 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光标1位置

光标2位置

测量项目
测量源波形*

将光标类型设为∆T。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  对于CH4和LOGIC，可以选择相应键亮灯的一项。
 可以先按CH4键或LOGIC键选择要测量的通道。

光标跳转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光标跳转(Cursor Jump)
按Cursor Jum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指定光标1或光标2要跳转的缩放窗口。

提示
设置光标位置
可以重复按SET键直到旋转飞梭一起调整光标1和光标2的位置为止。
光标联动时，如果光标1或光标2移动到屏幕边缘，则不能继续移动。因此，如果在光标联动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正
确执行光标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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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用ΔV光标测量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ΔV光标测量):
•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 光标类型
• 源波形
• 测量项目
• 光标位置

► 详见功能指南“ΔV光标(ΔV)”

CURSOR菜单
1.  按CURSOR，出现CURSOR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MEASURE中的CURSOR菜单。

2.  分别按Type和ΔV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光标1位置

光标2位置

测量项目
源波形

将光标类型设为∆V。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提示
设置光标位置
可以重复按SET键直到旋转飞梭一起调整光标1和光标2的位置为止。
光标联动时，如果光标1或光标2移动到屏幕边缘，则不能继续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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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用ΔT和ΔV光标测量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ΔT和ΔV光标测量):
•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 光标类型
• 源波形
• 测量项目
• ΔT光标跳转
• 光标位置

► 详见功能指南“ΔT&ΔV光标(ΔT&ΔV)”

CURSOR菜单
1.  按CURSOR，出现CURSOR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MEASURE中的CURSOR菜单。

2.  分别按Type和ΔT&ΔV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光标1位置

光标2位置

测量项目

测量源波形*

将光标类型设为∆T&∆V。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标记光标∆T跳转
► 详见8.1节

∆V光标位置
∆T光标位置

光标1位置

光标2位置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提示
设置光标位置
可以重复按SET键直到旋转飞梭一起调整光标1和光标2的位置为止。
光标联动时，如果光标1或光标2移动到屏幕边缘，则不能继续移动。因此，如果在光标联动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正
确执行ΔT光标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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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标记光标测量(Marker)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标记光标测量):
•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 光标类型
• 标记显示格式
• 用光标测量波形
• 测量项目
• 光标跳转
• 光标位置

► 详见功能指南“标记光标(Marker)”

CURSOR菜单
1.  按CURSOR，出现CURSOR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MEASURE中的CURSOR菜单。

2.  分别按Type和Marke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光标位置

标记显示格式
将光标类型设为DMarker。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源波形和光标测量项目

光标源波形和测量项目(Marker1、Marker2、Marker3和Marker4)
按Marker1 ~ Marker4中的任一键，显示以下菜单。

 

光标位置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测量项目
源波形

将所选光标移至
Zoom1或Zoom2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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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用角度光标测量(Degree)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角度光标测量):

•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 光标类型
• 源波形
• 测量项目

• 设置基准
• 光标跳转
• 光标位置

► 详见功能指南“角度光标(Degree)”

CURSOR菜单
1.  按CURSOR，出现CURSOR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MEASURE中的CURSOR菜单。

2.  分别按Type和Degre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光标1位置

光标2位置

测量项目
测量源波形*

将光标类型设为Degree。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参考设置

光标跳转  
► 详见8.1节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  对于CH4和LOGIC，可以选择相应键亮灯的一项。
 可以先按CH4键或LOGIC键选择要测量的通道。

提示
设置光标位置
可以重复按SET键直到旋转飞梭一起调整光标1和光标2的位置为止。
光标联动时，如果光标1或光标2移动到屏幕边缘，则不能继续移动。因此，如果在光标联动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正
确执行光标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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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参考角度(Reference Setup)
按Reference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参考角度
单位 参考光标

参考光标1: 零点

参考光标2: 末点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8.5  用角度光标测量(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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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

9.1 自动测量波形参数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自动测量波形参数):

• 打开/关闭自动测量
• 测量源波形和测量项目
• 测量位置指示

• 自动测量的参考电平值
• 测量源窗口
• 测量范围

► 详见功能指南“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

MEASURE菜单
按MEASURE，显示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MEASURE中的MEASURE菜单。

 测量范围
测量源窗口

自动测量的参考电平

测量位置指针
源波形和测量项目

打开/关闭自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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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自动测量波形参数

测量源波形和测量项目(Item Setup)
1.  按Item Setup软键。

2.  按Sourc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源波形。根据指定要测量的波形显示一个菜单。

测量源波形为CH1 ~ CH4或Math1 ~ Math4时

  

单位

用作检测点的计数边沿
被测边沿的斜率

参考 (设为Trigger Position时)

波形间的延迟测量

选择要用的测量项目。

将此屏设置复制至所有通道。

参考

周期模式

设置为CH1 ~ CH4*或Math1 ~ Math4

清空所有测量项目确认框的选择。

参考设为Trigger Position以外的值时

*  对于CH4和LOGIC，可以选择相应键亮灯的一项。
 可以先按CH4键或LOGIC键选择要测量的通道。

提示
关于周期模式
• 当功率分析类型为开关损耗时，周期模式波形参数固定为SW Loss。
• 当功率测量打开时，周期模式波形参数根据功率测量的周期模式设置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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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自动测量波形参数

源波形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单位

用作检测点的计数边沿
被测边沿的斜率

参考 (设为Trigger Position时)

波形间的延迟测量

选择要用的测量项目。

参考

源比特

将测量源波形设为LOGIC*。

清空所有测量项目确认框的选择。

参考设为LOGIC时

参考设为Trigger Position/LOGIC以外的值时

*  对于CH4和LOGIC，可以选择相应键亮灯的一项。
 可以先按CH4键或LOGIC键选择要测量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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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自动测量波形参数

测量位置指针(Indicator)
1.  按Indicator软键。

可以关闭指示(OFF，不显示测量位置指示)，或者在设置菜单中显示“测量源波形和测量项目(Item Setup)”
下勾选的项目*。
* 可以显示的测量位置如下。
 最大、最小、P-P、高、低、幅度、有效值、平均、标准偏差、+过冲、-过冲、V1、V2、积分TY+、积分

TY、频率、周期、平均频率、平均周期、Burst、上升、下降、+宽度、‒宽度、占空比、延迟

2.  用旋转飞梭或SET键选择要指示测量位置的项目。

3.  按SET确定。
光标将显示在指定项目的测量位置上。

自动测量的参考电平值(Ref Levels)
按Ref Level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高/低电平
下门限值

中门限值
上门限值

参考电平设置单位

源窗口(Time Range)
Main  : 将测量源窗口设为主窗口。
Zoom1 : 将测量源窗口设为缩放1窗口。
Zoom2 : 将测量源窗口设为缩放2窗口。

测量范围(T Range1/T Range2)
在“时间范围”指定的窗口内设置测量时间间隔。

提示
滚动模式显示
• 滚动模式下采集波形时，仪器不显示由用户自定义运算获得的运算波形。停止采集波形后，仪器显示运算波形。
• 如果正在执行常规统计处理(Continuous)、串行总线分析、波形直方图显示或谐波分析，则在滚动模式下采集波形
时不显示自动测量参数值。发生触发并且滚动模式显示停止后，将显示测量值。

• 单次触发模式*下采集波形时，以滚动模式采集波形的过程中不显示运算波形(MATH波形)和波形参数的自动
测量值。停止采集波形后，仪器显示运算波形和自动测量值。
* 在单次触发模式下执行波形采集的记录长度取决于是否存在内存扩展选件(/M1、/M2)。详见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第6章“波形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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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对自动测量值进行统计处理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对自动测量波形参数进行统计处理):
• 统计处理模式
• 常规统计处理
• 周期统计处理
• 历史波形统计处理

► 详见功能指南“统计(Statistics)”

MEASURE Statistics菜单
1.  按MEASURE，出现MEASURE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MEASURE中的MEASURE菜单。

2.  按Statistic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历史波形统计处理
周期统计处理

常规统计处理
禁用统计处理

统计处理模式

提示
如果改变统计处理类型(Statistics)，则功率测量(Power Measurement菜单)中“测量设置”的统计处理类型
(Statistics)也会同步改变。

常规统计处理(Continuous)
分别按Mode软键和Continuou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趋势显示/直方图显示

重启统计处理
设置触发电平变化后
是否重启统计处理。将统计处理设为

Continuous

设置当触发电平变化后是否重启统计处理
 重启:   如果波形采集时触发电平发生了变化，到该点为止的统计处理结果将被废弃，波形计数回到1，

重新开始统计处理。
 忽略:   如果波形采集时触发电平发生了变化，波形采集和统计处理继续进行，统计处理不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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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对自动测量值进行统计处理

设置趋势显示和直方图显示(Trend/Histogram)
 按Trend/Histogram软键。

趋势显示
 分别按Mode软键和Trend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两个趋势。要切换设置菜单，按Trend/Histogram软键。

  
打开/关闭
VT波形显示窗口

打开/关闭
VT波形显示窗口

水平刻度值

显示趋势的范围

垂直刻度值

垂直刻度值

执行自动刻度设置

执行自动刻度设置

光标1位置

光标2位置

打开/关闭
光标测量

显示设置

趋势显示的
测量项目

将显示图形设为Trend。
打开/关闭图形显示

选择设置Trend1或Trend2*。

*  Trend2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用旋转飞梭设置
(光标测量打开时)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统计处理类型设为Cycle时► 详见9-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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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对自动测量值进行统计处理

直方图显示
 分别按Mode软键和Histogram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两个直方图。要切换设置菜单，按Trend/Histogram软键。

  

参数测量项目

测量模式

参数或光标测量

打开/关闭VT波形显示窗口
直方图显示的测量项目

将显示图形设为Histogram

打开/关闭图形显示
选择设置Histogram1或Histogram2*。

*  Histogram2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光标1位置

光标2位置

测量模式为Param时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周期统计处理(Cycle)
分别按Mode软键和Cycl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趋势显示/直方图显示
►详见连续模式的

Trend和Histogram菜单

列表显示

源比特

用于判断周
期的源波形* 

执行统计处理

*  对于CH4和LOGIC，可以选择相应键亮灯的一项。
 可以先按CH4键或LOGIC键选择要测量的通道。

将周期统计处理
类型设为Cycle

用于判断周期的源波形为LOGIC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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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对自动测量值进行统计处理

列表显示(List)
 按Lis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跳至高亮的指定目的地

缩放链接
选择排序方法搜索模式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高亮显示

滚动条出现后，可以通过上、下、左、右
移动SET键移动高亮位置，滚动显示项目。

↓: 显示每个测量项目的最小值。

↑: 显示每个测量项目的最大值。

关闭搜索模式时

提示
如果将测量值的高亮显示上下移动，将放大该波形的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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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对自动测量值进行统计处理

搜索模式(Search Mode)

1.  按Search Mod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如果选择“Data ≤ b”、“a ≤ Data”或“a ≤ Data ≤ b”，使用旋转飞梭设置a或b的值。

    
a、b值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2.  选择搜索项目，然后按ESC。
列表显示菜单返回如下状态。

    

搜索模式为Data ≤ b时

b值显示

a值显示

a/b值显示

搜索模式为a ≤ Data时

搜索模式为a ≤ Data ≤ b时

历史波形的统计处理(History)
分别按Mode软键和History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趋势显示/直方图显示
►参见连续模式的
 Trend和Histogram菜单

列表显示
►参见周期模式的List菜单

执行统计处理

将统计处理类型
设为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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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测量增强参数
此节介绍在两个区域内执行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时的设置，以及使用波形参数执行运算时的设置。

► 详见功能指南“增强参数测量(Enhanced)”

MEASURE Enhanced菜单
1.  按MEASURE，出现MEASURE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MEASURE中的MEASURE菜单。

2.  按Enhanced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使用自动测量值设置的计算

测量源波形和测量项目 测量范围
测量源窗口

公式

选择使用的公式
单位 (最多4个字符)名称 (最多8个字符)

可以在公式中添加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值。

通过组合运算源波形和运算符定义公式

确定公式
清除输入的所有字符

删除前一个字符
删除光标处的字符

插入“)”

移动光标

测量源波形和测量项目(Item Setup (Area2))
按Item Setup (Area2)软键。出现设置区域2源波形和测量项目的画面。
画面与9.1节的项目设置画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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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缩放波形

10.1 缩放波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缩放波形):

• 打开 /关闭缩放
• 显示格式
• 主窗口显示
• 自动滚动

• 缩放源波形
• 缩放位置
• 缩放系数

► 详见功能指南“缩放波形”

ZOOM菜单
按ZOOM1或ZOOM2，显示以下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ZOOM中的ZOOM1或

ZOOM2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2个位置的缩放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ZOOM1或ZOOM2。

 

缩放位置缩放源波形

自动滚动

主窗口显示

1  ZOOM1和ZOOM2都亮灯时，较亮的键对应于设置菜单项目。
2  显示格式4、6、8踪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显示格式 2

打开/关闭缩放

显示ZOOM1和
ZOOM2哪个是源1

ZOOM1和ZOOM2
都亮灯时

提示
设置缩放位置
当ZOOM1和ZOOM2都亮灯时，可以通过多次按SET，以联动方式移动ZOOM1和ZOOM2的缩放位置，用旋转飞
梭控制Z1位置和Z2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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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滚动(Auto Scroll)
按Auto Scroll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滚动速度

停止自动滚动
向右滚动

向左滚动

在主窗口右端缩放

在主窗口左端缩放
将速度提高一级

将速度降低一级

设置缩放系数(ZOOM旋钮)
1.  按ZOOM1或 ZOOM2以选择ZOOM旋钮要控制的对象。

• 当同时显示缩放1和缩放2窗口时，用ZOOM旋钮控制ZOOM1和ZOOM2中最亮窗口的波形。

2.  用ZOOM旋钮设置放大率。
• 按ZOOM旋钮，FINE指示器亮灯，此时可以在高分辨率下设置缩放系数。
• 转动旋转飞梭调节缩放位置。

    

FINE指示灯

ZOOM1/ZOOM2键

ZOOM旋钮

    

旋转旋钮时，缩放窗口右上角显示缩放值和显示记录长度。
停止旋转旋钮几秒钟后，显示内容消失。

10.1  缩放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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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沿垂直方向缩放波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沿垂直方向缩放波形):

► 详见功能指南“垂直缩放(Vertical Zoom)”

ZOOM Vertical Zoom菜单
1.  按ZOOM1或ZOOM2，出现ZOOM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ZOOM中的ZOOM1或ZOOM2菜单。

2.  按Vertical Zoom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位置

缩放系数

选择要缩放的波形。

用旋转飞梭设置

同时初始化所有波形的缩放位置和缩放系数

提示
• 可以按前面板上的RESET来初始化目标波形的缩放位置和缩放系数。
• 可以按Reset软键来初始化所有波形的缩放位置和缩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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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边沿搜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边沿搜索):
• 搜索类型
• 搜索范围
 搜索开始点和结束点
• 搜索条件
 搜索源波形、选通、用于检测搜索源波形边沿的电平、迟滞
• 检测波形显示
 打开或关闭检测点标记的显示功能、缩放窗口、缩放位置
• 跳过搜索
• 检测点编号
• 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搜索类型(Type)”、
“搜索范围(Start/End Point)”、
“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显示检测波形(Display Setup)”和
“跳过搜索(Skip Mode)”

SEARCH Edge菜单
1.  按SEARCH，出现SEARCH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ARCH菜单。

2.  分别按Type软键和Edg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搜索类型设为Edge

检测波形显示
跳过搜索

搜索条件

开始点

结束点

执行搜索

搜索范围
检测点编号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第11章 搜索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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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搜索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用作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的源。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根据指定要搜索的波形显示一个菜单。

搜索源波形为CH1 ~ CH4或Math1 ~ Math4时

  

将搜索源波形设为
CH1 ~ CH4或Math1 ~ Math4

斜率
用于检测搜索源
波形边沿的电平

迟滞

搜索源波形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将搜索源波形设为LOGIC

源比特
斜率

检测波形显示(Display Setup)
按Display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打开/关闭检测点标记的显示

缩放位置

打开或关闭检测点标记的显示功能(标记)
 可以在主窗口和缩放窗口的顶端显示标记，以便清楚地观察波形的检测位置(检测点标记)。与检测点编
号相应的标记将被点亮。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1.1  边沿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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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搜索(Skip Mode)
按Skip Mod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搜索条件满足后，可以以指定的时间或次数跳过对搜索条件的检索。

 

跳过搜索

跳过搜索条件
的时间长度

跳过搜索条
件的次数

跳过搜索设为
Decimation时

跳过搜索设为
Holdoff时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条件。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执行搜索

检测点编号
找到符合指定条件的点时显示此项。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11.1  边沿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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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多输入码型搜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多输入码型搜索):

• 搜索类型
• 搜索范围
 搜索开始点和结束点
• 搜索条件
 时钟源、比较条件(搜索源码型、组合)、成立条
件、时间条件、基准时间、用于检测搜索源状态
的电平、用于检测时钟源边沿的电平、迟滞

• 检测波形显示
• 检测点编号
• 跳过搜索
• 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搜索类型(Type)”、
“搜索范围(Start/End Point)”和
“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SEARCH码型菜单
1.  按SEARCH，出现SEARCH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ARCH菜单。

2.  分别按Type和Patter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搜索类型设为Pattern

检测波形显示 ►详见11.1节
跳过搜索 ►  详见11.1节

搜索条件

开始点

结束点

执行搜索 ►详见11.1节
搜索范围 检测点编号 ► 详见11.1节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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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搜索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用作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的源。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时钟源 (设为None时)

逻辑组合
搜索源码型

成立条件

源比特

用于检测时钟
源边沿的电平*

时钟源迟滞*

时钟源为CH1 ~ CH4 
 或Math1 ~ Math4时

时钟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用于检测搜索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  还可以在显示的设置屏幕中，按Levels/Hys软键设置
用于检测时钟源边沿的电平和迟滞。

比较条件

11.2  多输入码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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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源码型(Pattern)
 按Patter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 时钟源设为CH1 ~ CH4或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设置被设为时钟
源的信号的斜率

设置被设为时钟
源的信号的斜率

设置搜索源的码型(时钟源之外的信号) 
(CH4无效)

CH4键亮灯时

LOGIC键亮灯时

设置搜索源的码型(时钟源之外的信号) 
(LOGIC无效)

• 无时钟源时
 菜单画面同上述的时钟源设为CH1-CH4或LOGIC（仅限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一样。因为
没有时钟源，所以设置搜索源的码型(所有CH1 ~ CH4和LOGIC信号)(只能选择CH4或LOGIC中相应
键亮灯的一个)。

11.2  多输入码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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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条件(Time Qualification)
 如果不设置时钟源(None)，设置成立条件为True或False的时间条件。按Time Qualification软键，显示
以下菜单。

  

将时钟源设为None
将成立条件设为True或False

时间条件

 设置比较条件的成立时间与指定的基准时间(时间、时间1、时间2)之间处于何种关系时才会检测某个点。
 关于时间条件满足时的检测点，详见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第14章“搜索波形”。选择“超时”时，
仪器搜索超时点。
More than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Less than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短时
Inside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基准时间1 (Time1)长且比基准时间2 (Time2)短时
Outside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基准时间1 (Time1)短且比基准时间2 (Time2)长时
Timeout : 当比较条件成立时间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基准时间(Time或Time1和Time2)

• 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 Less than或TimeOut时

  
基准时间Time

将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
Less than或Timeout.

• 时间条件设为Inside或Outside时

  

基准时间
Time1

将时间条件设为
Inside或Outside。

基准时间
Time2

11.2  多输入码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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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脉宽搜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脉宽搜索):

• 搜索类型
• 搜索范围
 搜索开始点和结束点
• 搜索条件
  搜索源波形、极性、时间条件、基准时间、用于检
测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迟滞

• 检测波形显示
• 跳过搜索
• 检测点编号
• 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搜索类型(Type)”、
“搜索范围(Start/End Point)”和
“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SEARCH Pulse Width菜单
1.  按SEARCH，出现SEARCH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ARCH菜单。

2.  分别按Type和Pulse Widt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搜索类型设为Pulse Width

检测波形显示 ► 详见11.1节
跳过搜索► 详见11.1节

搜索条件

开始点

结束点

执行搜索 ► 详见11.1节搜索范围
检测点编号 ► 详见11.1节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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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搜索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用作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的源。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要搜索的波形
时间条件极性 基准时间

源比特 基准时间

用于检测搜索源
波形状态的电平

迟滞搜索源波形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时间条件(Time Qualification)
 按Time Qualificatio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设置搜索源波形的脉宽与指定的基准时间(时间、时间1、时间2)之间处于何种关系时才会检测某个点。
 关于时间条件满足时的检测点，详见功能指南 (IM DLM3054-01CN)第14章“搜索波形”。选择“超时”时，
仪器搜索超时点。
More than : 当脉宽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Less than : 当脉宽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短时
Inside : 当脉宽比时间1 (Time1)长比时间2 (Time2)短时
Outside : 当脉宽比时间1 (Time1)短比时间2 (Time2)长时
Timeout : 当脉宽比指定的基准时间(Time)长时

11.3  脉宽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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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时间(Time或Time1和Time2)

• 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 Less than或TimeOut时

  

基准时间Time
将时间条件设为More than、 
 Less than或Timeout。

基准时间Time

搜索源波形为LOGIC时(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用旋转飞梭设置

源比特

• 时间条件设为Inside或Outside时

  

基准时间Time1将时间条件设为Inside或Outside。

基准时间Time2

基准时间Time1

基准时间Time2

搜索源波形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用旋转飞梭设置

源比特

11.3  脉宽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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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搜索超时时间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搜索超时时间):
• 搜索类型
• 搜索范围
 搜索开始点和结束点
• 搜索条件
 搜索源波形、极性、超时时间、用于检测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迟滞
• 检测波形显示
• 跳过搜索
• 检测点编号
• 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搜索类型(Type)”、
“搜索范围(Start/End Point)”和
“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SEARCH Timeout菜单
1.  按SEARCH，出现SEARCH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ARCH菜单。

2.  分别按Type和Timeou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搜索类型设为Timeout

检测波形显示 ► 详见11.1节
跳过搜索 ► 详见11.1节

搜索条件

开始点

结束点

执行搜索 ► 详见11.1节搜索范围
检测点编号 ► 详见11.1节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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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搜索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用作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的源。

按Condition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要搜索的波形
极性 超时时间

源比特 超时时间

用于检测搜索源
波形状态的电平

迟滞搜索源波形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11.4  搜索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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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分析和搜索FlexRay总线信号(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FlexRay总线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自动设置、分析/搜索源波形、比特率、总线通道、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迟滞
• 解码显示
• 列表显示
 列表大小、显示位置和缩放链接
• 分析编号
• 缩放位置
• 搜索设置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缩放窗口、搜索类型和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FlexRay总线信号(选件)”

SERIAL BUS FlexRay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FlexRay，显示以下菜单。

   

分析编号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
类型设为FlexRay。 列表显示

总线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 1 ~ Serial Bus 4)

第12章 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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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使用逻辑信号输入端口输入时，如果执行分析或搜索，则不能将CH4指定为源。按CH4后可以从CH4端子输入。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
分析/搜索源波形

比特率
总线通道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
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迟滞

自动设置(Auto Setup)
1.  设置搜索/分析的源波形。

源设为Math1 ~ Math4时，不能执行自动设置。

2.  按Auto Setup软键。
仪器将执行自动设置。
仪器将自动设置比特率、总线通道、采样点、电平和迟滞，并在FlexRay总线信号的帧起始位置(SOF)触发。

串行总线设好后，自动设置变为Abort。若要停止自动设置，按Abort软键。

但对于某些输入信号，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后，可以改变以下设置并显示解码结果。
• 分析/搜索源波形
• 比特率
• 总线通道
•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 迟滞

 

12.1  分析和搜索FlexRay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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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显示(List)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按List软键。
• 显示分析结果列表和下一个菜单。
• 如果打开串行总线1 ~ 4中的多个显示设置，将显示所有显示设置被打开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列表。详见

12.11节。

   

分析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分析编号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触发位置之前的数据(在波形显示的左端)的分析编号按降序分配(-1、-2等)。触发位置之后的数据
(在波形显示的右端)的分析编号按升序分配(0、1、2等)。

12.1  分析和搜索FlexRay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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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类型 ►详见2.13节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Field Jump)
跳转至与指定检测点编号(码型编号)相对应的数据帧区域。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类型(Mode)
此设置与将触发类型设为Frame Start、Error或ID/Data时相同，详见2.13节。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类型。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1  分析和搜索FlexRay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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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分析和搜索CAN总线信号(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CAN总线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自动设置、分析/搜索源波形、比特率、隐性电平、采样点、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迟滞
• 解码显示
• 列表显示
 列表大小、显示位置和缩放链接
• 缩放位置
• 分析编号
• 搜索设置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缩放窗口、搜索类型和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CAN总线信号(选件)”

SERIAL BUS CAN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CAN，显示以下菜单。

    

分析编号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
类型设为CAN 列表显示

执行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 1 ~ Serial Bus 4)

解码显示(Decode)
 当解码显示被设为Symbol时，加载物理值/符号定义文件(.sbl)时可以选择显示CANdB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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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使用逻辑信号输入端口输入时，如果执行分析或搜索，则不能将CH4指定为源。按CH4后可以从CH4端子输入。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手动设置

采样点

比特率
隐性电平

迟滞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
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迟滞

比特率

采样点

执行自动设置

分析/搜索源波形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比特率设为
User De�ne时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
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自动设置(Auto Setup)
1.  设置搜索/分析的源波形。

源设为Math1 ~ Math4时，不能执行自动设置。

2.  按Auto Setup软键。
仪器将执行自动设置。
仪器将自动设置比特率、隐性电平、采样点、电平和迟滞，并在CAN总线信号的帧起始位置(SOF)触发。

串行总线设好后，自动设置变为Abort。若要停止自动设置，按Abort软键。

但对于某些输入信号，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12.2  分析和搜索CAN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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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后，可以改变以下设置并显示解码结果。
• 分析/搜索源波形
• 比特率
• 隐性电平
• 采样点
•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 迟滞

列表显示(List)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按List软键。
• 显示分析结果列表和下一个菜单。
• 如果打开串行总线1 ~ 4中的多个显示设置，将显示所有显示设置被打开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列表。详见

12.11节。

    

分析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分析编号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触发位置之前的数据(在波形显示的左端)的分析编号按降序分配(-1、-2等)。触发位置之后的数据
(在波形显示的右端)的分析编号按升序分配(0、1、2等)。

12.2  分析和搜索CAN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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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类型 ►详见2.14节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Field Jump)
跳转至与指定检测点编号(码型编号)相对应的数据帧区域。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类型(Mode)
此设置与将触发类型设为SOF、Error或ID/Data时相同，详见2.14节。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类型。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2  分析和搜索CAN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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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分析和搜索CAN FD总线信号(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CAN FD总线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自动设置、分析/搜索源波形、比特率、隐性电平、采样点、数据相比特率、数据相采样点、CAN FD标准、用
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迟滞

• 解码显示
• 列表显示
 列表大小、显示位置和缩放链接
• 分析编号
• 缩放位置
• 搜索设置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缩放窗口、搜索类型和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CAN FD总线信号(选件)”

SERIAL BUS CAN FD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CAN FD，显示以下菜单。

   

分析编号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
类型设为CAN FD 列表显示

总线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1 ~ Serial Bus4)

如果CAN FD标准设为non-ISO, 
则显示“(non-ISO)” 。
► 详见12-10节

解码显示(Decode)
 当解码显示被设为Symbol时，加载物理值/符号定义文件(.sbl)时可以选择显示CANdB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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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使用逻辑信号输入端口输入时，如果执行分析或搜索，则不能将CH4指定为源。按CH4后可以从CH4端子输入。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手动设置

分析/搜索源波形

隐性电平

CAN FD标准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
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迟滞

执行自动设置

比特率 采样点

比特率

采样点

数据相采样点数据相比特率

数据相比特率

数据相采样点

数据相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自动设置(Auto Setup)
1.  设置分析/搜索源波形和CAN FD标准。

如果将分析/搜索源波形设置为Math1 ~ Math4，将无法进行自动设置。

2.  按Auto Setup软键。
仪器将执行自动设置。
通过自动设置功能，可以自动设置比特率、采样点、数据相比特率、数据相采样点、隐性电平、电平和迟
滞，并在CAN FD总线信号的帧起始位置(SOF)处触发。

串行总线设好后，自动设置变为Abort。若要停止自动设置，按Abort软键。

但对于某些输入信号，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12.3  分析和搜索CAN FD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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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后，可以改变以下设置并显示解码结果。
• 分析/搜索源波形
• 比特率
• 采样点
• 数据相比特率
• 数据相采样点
• 隐性电平
• CAN FD标准
•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 迟滞

列表显示(List)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按List软键。
• 显示分析结果列表和下一个菜单。
• 如果打开串行总线1 ~ 4中的多个显示设置，将显示所有显示设置被打开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列表。详见

12.11节。

    

分析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分析编号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CAN FD标准设为ISO时

CAN FD标准设为non-ISO时

 触发位置之前的数据(在波形显示的左端)的分析编号按降序分配(-1、-2等)。触发位置之后的数据
(在波形显示的右端)的分析编号按升序分配(0、1、2等)。

12.3  分析和搜索CAN FD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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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类型 ►详见2.15节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Field Jump)
跳转至与指定检测点编号(码型编号)相对应的数据帧区域。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类型(Mode)
此设置与将触发模式设为SOF、Error、ID/Data、FDF和ESI (ErrorPassive)时相同，详见2.15节。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类型。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3  分析和搜索CAN FD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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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分析和搜索LIN总线信号(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LIN总线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自动设置、分析/搜索源波形、比特率、版本、采样点、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迟滞
• 解码显示
• 列表显示
 列表大小、显示位置和缩放链接
• 缩放位置
• 分析编号
• 搜索设置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缩放窗口、搜索类型和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LIN总线信号(选件)”

SERIAL BUS LIN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LIN，显示以下菜单。

    

分析编号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
类型设为LIN 列表显示

总线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1 ~ Serial Bu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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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使用逻辑信号输入端口输入时，如果执行分析或搜索，则不能将CH4指定为源。按CH4后可以从CH4端子输入。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手动设置

采样点

比特率
版本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

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迟滞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
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迟滞

比特率

采样点

执行自动设置

分析/搜索源波形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自动设置(Auto Setup)
1.  设置搜索/分析的源波形。

源设为Math1 ~ Math4时，不能执行自动设置。

2.  按Auto Setup软键。
仪器将执行自动设置。
仪器自动设置比特率、版本选择、采样点、电平和迟滞，并在LIN总线信号间隔同步时触发。

串行总线设好后，自动设置变为Abort。若要停止自动设置，按Abort软键。

但对于某些输入信号，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12.4  分析和搜索LIN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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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后，可以改变以下设置并显示解码结果。
• 分析/搜索源波形
• 比特率
• 版本
• 采样点
•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 迟滞

列表显示(List)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按List软键。
• 显示分析结果列表和下一个菜单。
• 如果打开串行总线1 ~ 4中的多个显示设置，将显示所有显示设置被打开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列表。详见

12.11节。

    

分析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分析编号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触发位置之前的数据(在波形显示的左端)的分析编号按降序分配(-1、-2等)。触发位置之后的数据
(在波形显示的右端)的分析编号按升序分配(0、1、2等)。

12.4  分析和搜索LIN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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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类型 ►详见2.16节

跳转至指定的区域(Field Jump)
跳转至与指定检测点编号(码型编号)相对应的数据帧区域。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类型(Mode)
此设置与将触发模式设为Break Synch、Error或ID/Data时相同，详见2.16节。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类型。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4  分析和搜索LIN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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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分析和搜索CXPI总线信号(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CXPI总线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自动设置、分析/搜索源波形、比特率、T采样、时钟容差、计数器错误检测、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
态的电平、迟滞

• 解码显示
• 列表显示
 列表大小、显示位置和缩放链接
• 分析编号
• 缩放位置
• 搜索设置
 缩放窗口、搜索类型、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CXPI总线信号(选件)”

SERIAL BUS CXPI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CXPI，显示以下菜单。

    

分析编号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
类型设为CXPI 列表显示

总线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1 ~ Serial Bu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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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使用逻辑信号输入端口输入时，如果执行分析或搜索，则不能将CH4指定为源。按CH4后可以从CH4端子输入。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手动设置

比特率
打开/关闭计
数器错误检测

时钟容差

T采样

时钟容差

比特率

执行自动设置
分析/搜索源波形

迟滞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
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自动设置(Auto Setup)
1.  设置搜索/分析的源波形。

源设为Math1 ~ Math4时，不能执行自动设置。

2.  按Auto Setup软键。
仪器将执行自动设置。
仪器将自动设置比特率、电平和迟滞，并在CXPI总线信号的帧起始位置(SOF)触发。

串行总线设好后，自动设置变为Abort。若要停止自动设置，按Abort软键。

但对于某些输入信号，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12.5  分析和搜索CX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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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后，可以改变以下设置并显示解码结果。
• 分析/搜索源波形
• 比特率
• T采样
• 时钟容差
• 计数器错误检测
•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 迟滞

列表显示(List)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按List软键。
• 显示分析结果列表和下一个菜单。
• 如果打开串行总线1 ~ 4中的多个显示设置，将显示所有显示设置被打开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列表。详见

12.11节。

    

分析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分析编号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触发位置之前的数据(在波形显示的左端)的分析编号按降序分配(-1、-2等)。触发位置之后的数据(在波形显
示的右端)的分析编号按升序分配(0、1、2等)。

12.5  分析和搜索CX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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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类型 ►详见2.17节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类型(Mode)
可以在设置触发时设置SOF、PTYPE和ID/Data。详见2.17节。

错误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Error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仪器搜索各种不同错误。

  

将搜索类型设为Error

打开/关闭奇偶校验、CRC、数据长度、成帧、IBS、计数器*和时钟错误的检测。  

* 当总线设置(Setup) (第12-18页)中的计数器错误检测(Counter Error Detection)设为OFF时不显示。
 

12.5  分析和搜索CX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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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睡眠模式

 分别按Mode软键和Wakeup/Slee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仪器搜索唤醒脉冲、唤醒状态、睡眠帧或睡眠状态。

  

将搜索类型设为Wakeup/Sleep

打开/关闭唤醒脉冲、唤醒状态、
睡眠帧和睡眠状态的检测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类型。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5  分析和搜索CX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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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分析和搜索SENT信号(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SENT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自动设置、分析/搜索源波形、格式、显示通道、快速通道数据类型、慢速通道提示类型、用于检测源状态
的电平、迟滞

• 解码显示
• 列表显示
 列表大小、显示位置和缩放链接
• 趋势显示
 显示源、用户数据、显示设置、打开/关闭光标测量、提示ID
• 分析编号
• 缩放位置
• 搜索设置
 缩放窗口、搜索类型、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SENT信号(选件)”

SERIAL BUS SENT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SENT，显示以下菜单。

    

分析编号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
类型设为SENT 列表显示/趋势显示

总线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1 ~ Serial Bu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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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分析或搜索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指定为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的源。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自动设置(Auto Setup)

 

执行自动设置
分析/搜索源波形

源比特

分析/搜索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1.  设置搜索/分析的源波形。选择LOGIC时，设置源比特(Bit0 ~ Bit7)。
以下场合下不能执行自动设置。
• 分析/搜索源波形设为Math1 ~ Math4时
• 设为分析/搜索源波形的LOGIC比特处于状态显示时

2.  按Auto Setup软键。
 仪器将执行自动设置。

通过自动设置功能，可以自动设置格式、电平和迟滞，并在快速通道的S&C结尾触发。

串行总线设好后，自动设置变为Abort。若要停止自动设置，按Abort软键。

但对于某些输入信号，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12.6  分析和搜索SEN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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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后，可以改变以下设置并显示解码结果。
• 分析/搜索源波形
• 格式
• 显示通道
• 快速通道数据类型
• 快速通道用户数据类型
• 慢速通道提示类型
•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 迟滞

 

分析/搜索源波形
格式 ► 详见2.18节

显示通道

慢速通道提示类型
(适用于APR2016或JAN2010版本
► 详见2.18节)

源比特

分析/搜索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迟滞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
源波形状态的电平快速通道数据类型

版本为APR2016时

选中要用作比较条件的项目确认框 

数据大小1 多路复用信号时选中此确认框 2

半字节顺序

快速通道数据类型为User时

1  Data1到Data4的总位数最多24位。如果超过总位数，就会减小其他数据的大小。
2  选择多路复用时，Data 1的数据大小固定为4比特以对应FC。

12.6  分析和搜索SEN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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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显示(List/Trend - List)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分别按List/Trend和List软键。
• 显示分析结果列表和下一个菜单。
• 如果打开串行总线1 ~ 4中的多个显示设置，将显示所有显示设置被打开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列表。详见

12.11节。

    

分析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分析编号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触发位置之前的数据(在波形显示的左端)的分析编号按降序分配(-1、-2等)。触发位置之后的数据
(在波形显示的右端)的分析编号按升序分配(0、1、2等)。

12.6  分析和搜索SEN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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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显示(List/Trend - Trend)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分别按List/Trend和Trend软键。
• 显示以下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四个趋势。要切换设置菜单，按Trend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一个编号。

显示源设为快速通道时

  

光标1位置

光标2位置

将显示源设为Fast CH。
用户数据

打开/关闭趋势显示

显示设置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选择要设置的趋势(Trend1 ~ Trend4)

用户数据@ FC

数据1(FC)

打开光标测量时

打开多路复用*时

*  对于Fast CH数据类型设置， 选择Multiplexing的确认框。 
详见12-24页。

12.6  分析和搜索SENT信号(选件)



12-27IM DLM3054-02CN

显示源设为慢速通道时

  
提示ID

将显示源设为Slow CH。
打开/关闭趋势显示

显示设置
打开/关闭光标测量

选择要设置的趋势(Trend1 ~ Trend4)

提示ID

光标1位置

光标2位置

打开光标测量时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提示ID (Slow CH ID)
 设置要显示趋势的数据提示ID。ID可选范围取决于SERIAL BUS_SENT菜单(第12-22页)中的解码显示设
置、总线设置(Setup) (第12-23页)中“格式”下面的版本、以及总线设置中的慢速通道提示类型。

版本 FEB2008和更早版本
APR2016、JAN2010

慢速通道提示类型 短型 增强型
解码显示设置 十六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十进制
设置范围 0 ~ F 0 ~ 15 00 ~ FF 0 ~ 255

设置显示(Display Setup)
按Display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显示趋势的范围
执行自动刻度设置

打开/关闭VT波形显示
趋势显示的
垂直刻度

执行自动刻度设置(Auto Scale Exec)
 按Auto Scale Exec软键。
 设置上下限，以便H-Range所选窗口中的最大和最小数据值之差覆盖趋势窗口80%的垂直刻度。

12.6  分析和搜索SEN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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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类型 ►详见2.18节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类型(Mode)
此项与设置触发模式Every Fast CH、Fast CH S&C、Fast CH Data、Every Slow CH、Slow CH ID/Data和
Error相同。详见2.18节。
但是，以下设置方法会有不同。
• 如果搜索类型为Fast CH Data模式，则使用总线设置(Setup)中Fast CH中的Data Type来设置数据类型

(Data Type) (第12-24页)。
• 如果搜索类型为Every Slow CH模式或Slow CH ID/Data模式，则使用总线设置(Setup)中的Slow CH 

Type来设置慢速通道提示类型(Slow CH Type) (第12-24页)。
• 如果搜索类型为Slow CH ID/Data模式，则通过SEARCH SENT菜单的解码显示(Decode)设置来修改条
件设置的ID/Data的基准值a和b的输入格式(Hex/Dec) (第12-22页)。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类型。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6  分析和搜索SEN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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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分析和搜索UART信号(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UART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自动设置、分析/搜索源波形、数据格式、奇偶校验、分组、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迟滞
• 解码显示
• 列表显示
 列表大小、显示位置、分组、详细显示、缩放链接
• 分析和数据数量
• 缩放位置
• 搜索设置
 缩放窗口、搜索类型、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UART信号(选件)”

SERIAL BUS UART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UART，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
类型设为UART

列表显示总线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
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1 ~ Serial Bus4)

数据编号或分析编号
关闭分组(后述)时，用于设置数据编号。
打开分组(后述)时，用于设置分析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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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分析或搜索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指定为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的源。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自动设置(Auto Setup)

 

执行自动设置

分析/搜索源波形

源比特

分析/搜索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1.  按Source软键。
显示分析/搜索源波形设置菜单。

2.  设置搜索/分析的源波形。选择LOGIC时，设置源比特(Bit0 ~ Bit7)。
以下场合下不能执行自动设置。
• 分析/搜索源波形设为Math1 ~ Math4时
• 设为分析/搜索源波形的LOGIC比特处于状态显示时

3.  按ESC。
返回总线设置菜单。

4.  按Auto Setup软键。
仪器将执行自动设置。
仪器自动设置比特率、采样点、电平和迟滞并在UART信号的停止位触发。

串行总线设好后，自动设置变为Abort。若要停止自动设置，按Abort软键。

但对于某些输入信号，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12.7  分析和搜索UAR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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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后，可以改变以下设置并显示解码结果。
• 分析/搜索源波形
• 数据格式
• 奇偶校验
• 分组
•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 迟滞

 

分析/搜索源波形
数据格式

奇偶校验
分组

用于检测分析/搜索
源波形状态的电平

迟滞

分析/搜索源波形(Source)
 按Source软键，根据指定的分析/搜索源波形出现一个菜单。

• 分析/搜索源波形为CH1 ~ CH4或Math1 ~ Math4时

   

采样点

采样点

将分析/搜索源波形设为
CH1 ~ CH4或Math1 ~ Math4

比特率

比特率

比特顺序
奇偶校验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12.7  分析和搜索UAR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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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搜索源波形设为LOGIC (仅限带有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采样点

采样点

将分析和搜索源波形设为LOGIC

源比特

比特率

比特率
比特顺序

奇偶校验

比特率设为User De�ne时

分组(Grouping)
 按Grouping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打开/关闭分组 字节间距

列表显示(List)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按List软键。
• 显示分析结果列表和下一个菜单。
• 如果打开串行总线1 ~ 4中的多个显示设置，将显示所有显示设置被打开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列表。详见

12.11节。

关闭分组功能时

  

数据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波形显示的最左侧数据

与被选数据编号相对应的数据高亮显示。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设置分组
(设为OFF)

检测到帧错误时 
附带 * 标记。

检测到奇偶校验错误时
附带 x 标记。

同时检测到帧错误和
奇偶校验错误时
附带用于帧错误的 * 标记。

12.7  分析和搜索UAR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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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设为ON时

 

分析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分析编号

与被选数据编号相对应的数据高亮显示。
数据编号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设置分组(设为ON)

如果检测到错误，数据编号后将附带与分组设为OFF时相同的标记。

按Detail软键时的分析结果列表。
显示指定分析编号的所有数据。

如果一个数据中检测到多个错误，仪器只显示帧错误。 
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
  

触发位置之前的数据(在波形显示的左端)的分析编号按降序分配(-1、-2等)。触发位置之后的数据(在波形显
示的右端)的分析编号按升序分配(0、1、2等)。

12.7  分析和搜索UAR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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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类型 ►详见2.19节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类型(Mode)
此设置与将触发模式设为Every Data、Error 或Data时相同，详见2.19节。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类型。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7  分析和搜索UART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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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分析和搜索I2C总线信号(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I2C总线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自动设置、SCL源、SDA源、用于检测SCL/SDA源状态的电平、迟滞
• 解码显示
• 列表显示
 列表大小、显示位置、详细显示、缩放链接
• 分析编号
• 缩放位置
• 搜索设置
 缩放窗口、搜索类型、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I2C总线信号(选件)”

SERIAL BUS I2C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I2C，显示以下菜单。

    

分析编号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
类型设为I2C 列表显示

总线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1 ~ Serial Bu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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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分析或搜索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指定为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的源。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自动设置(Auto Setup)

 

执行自动设置
SCL源

源比特源比特

SCL/SDA源设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SDA源

1.  设置SCL和SDA源。
 选择LOGIC时，设置源比特(Bit0 ~ Bit7)。

以下场合下不能执行自动设置。
• SCL或SDA源设为Math1 ~ Math4时
• SCL或SDA源的逻辑位处于状态显示时

2.  按Auto Setup软键。
仪器将执行自动设置。
仪器自动设置电平和迟滞并在I2C总线信号的开始条件处触发。

串行总线设好后，自动设置变为Abort。若要停止自动设置，按Abort软键。

但对于某些输入信号，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12.8  分析和搜索I2C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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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后，可以改变以下设置并显示解码结果。
• SCL源
• SDA源
• 用于检测SCL/SDA源状态的电平
• 迟滞

CH1 ~ CH4和Math1 ~ Math4被设为SCL源和SDA源时

  

将SCL源设为
CH1 ~ CH4或Math1 ~ Math4

将SDA源设为
CH1 ~ CH4或Math1 ~ Math4

用于检测SCL源状
态的迟滞和电平

用于检测SDA源状
态的迟滞和电平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LOGIC设为SCL或SDA源(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时

  

将SCL源设为LOGIC

将SDA源设为LOGIC

SCL源的源比特

SDA源的源比特

包含R/W位(Include R/W)
设置或显示地址码型时可以选择包含R/W位(ON)或不包含R/W位(OFF)。在以下情况下，此设置将影响地址
码型的设置和显示。
• 搜索类型为“地址数据”时的搜索类型(Condition Setup画面中的Address)
• 解码显示
• 当显示列表中的第1、2个地址框时。

 

包含或不包含R/W位

ON:  设置或显示地址码型时，包含R/W位。
OFF:  设置或显示地址码型时，不包含R/W位。

提示
还可以通过选择“I2C总线信号触发”，然后选择“触发模式(Mode)”，然后再选择“地址数据模式”来设置是否包含
R/W位(Include R/W)。所有设置被同步。关于I2C总线信号触发，详见2.20节。

12.8  分析和搜索I2C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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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显示(List)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按List软键。
• 显示分析结果列表和下一个菜单。
• 如果打开串行总线1 ~ 4中的多个显示设置，将显示所有显示设置被打开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列表。详见

12.11节。

   

分析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分析编号

与被选数据编号相对应的数据高亮显示。 数据编号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按Detail软键时的分析结果列表。
显示指定分析编号的所有数据。

 触发位置之前的数据(在波形显示的左端)的分析编号按降序分配(-1、-2等)。触发位置之后的数据
(在波形显示的右端)的分析编号按升序分配(0、1、2等)。

12.8  分析和搜索I2C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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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类型 ►详见2.20节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类型(Mode)
此设置与将触发模式设为Every Start、Address Data、NON ACK、General Call、Start Byte或HS Mode时
相同，详见2.20节。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类型。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8  分析和搜索I2C总线信号(选件)



12-40 IM DLM3054-02CN

12.9 分析和搜索SPI总线信号(选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SPI总线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自动设置、接线系统、时钟源、数据源、片选源、比特顺序
• 解码显示
• 列表显示
 列表大小、显示位置、详细显示、缩放链接
• 分析编号
• 缩放位置
• 搜索设置
 缩放窗口、搜索条件、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SPI总线信号(选件)”

SERIAL BUS SPI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SPI，显示以下菜单。

    

分析编号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
类型设为SPI 列表显示

执行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1 ~ Serial Bu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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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执行分析或搜索时，不能同时将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指定为源。请先按CH4键或LOGIC键指定要用的源。

按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自动设置(Auto Setup)
接线系统设为3线制时

  

时钟源
Data1源

将接线系统设为3线制

片选源

源比特

源比特

源比特

执行自动设置

时钟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Data1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片选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12.9  分析和搜索S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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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系统设为4线制时

  

时钟源*

数据1源*
接线系统
(模式)
设为4线制 片选源*

源比特

执行自动设置

数据2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数据2源

*  与接线系统为3线制时相同。

1.  设置接线系统、时钟、数据和片选源。
 选择LOGIC时，设置源比特(Bit0 ~ Bit7)。

以下场合下不能执行自动设置。
• 时钟、数据1、数据2或片选源设为Math1 ~ Math4时。
• 时钟、数据1、数据2或片选源的逻辑位处于状态显示时。
• 片选源设为None (Ignore)时。

2.  按Auto Setup软键。
仪器将执行自动设置。仪器将自动设置电平和迟滞，并在SPI信号的第一个数据字节触发。

串行总线设好后，自动设置变为Abort。若要停止自动设置，按Abort软键。

但对于某些输入信号，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12.9  分析和搜索S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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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执行自动设置后，可以改变以下设置并显示解码结果。
• 接线系统
• 时钟源
• 数据1和数据2源
• 片选源

• 用于检测时钟源边沿的电平
•  用于检测数据源/片选源状态的电平
• 迟滞
• 极性

时钟源(Clock)
按Cloc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时钟源 用于检测时钟
源边沿的电平

迟滞

极性

源比特

时钟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数据1和数据2源(Data1和Data2)
按Data1或Data2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此节介绍如何设置Data 1源，Data 2源的设置方法相同。接线系统为4线制时，设置Data 2源。

  

Data1源
用于检测Data1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源比特

Data1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12.9  分析和搜索S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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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选源(CS (SS))
按CS(S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片选源

用于检测片选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有效状态

源比特

片选源为LOGIC时
(带逻辑信号输入端口的机型)

打开/关闭分组

片选源为None时

空闲时间

比特顺序(Bit Order)
按Bit Order软键。每按一次软键，设置改变一次。

  

比特顺序

12.9  分析和搜索S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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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显示(List)
1.  按Display软键并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

2.  按List软键。
• 显示分析结果列表和下一个菜单。
• 接线系统为3线制时，Data 1的内容均用列表显示。接线系统为4线制时，Data 1和Data 2的内容均用列表
显示。

• 如果打开串行总线1 ~ 4中的多个显示设置，将显示所有显示设置被打开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列表。详见
12.11节。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编号

分析结果列表

分析编号

与被选数据编号相对应的数据高亮显示。 数据编号

打开/关闭缩放链接

按Detail1或Detail2软键时的分析结果列表。
(显示指定分析编号的所有数据。以下为Detail1的实例)

 触发位置之前的数据(在波形显示的左端)的分析编号按降序分配(-1、-2等)。触发位置之后的数据
(在波形显示的右端)的分析编号按升序分配(0、1、2等)。

12.9  分析和搜索S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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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条件►  详见2.21节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设置搜索条件的方法与设置触发条件的方法相同，详见2.21节。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条件。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9  分析和搜索SPI总线信号(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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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分析和搜索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或搜索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
• 打开/关闭分析和搜索显示
• 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 总线设置
 数据源、比特率、解码开始点、时钟源、片选源、锁存源
• 解码显示
• 缩放位置
• 搜索设置
 缩放窗口、搜索条件、执行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分析和搜索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User Define)”

SERIAL BUS User Define菜单
1.  按SHIFT+SEARCH (SERIAL BUS)，出现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SERIAL BUS菜单。
• 还可以分别按ANALYSIS和To SERIAL BUS软键显示SERIAL BUS菜单。
• 仪器最多可以分析和搜索4个串行总线信号的波形。要切换设置菜单，按Serial Bus软键并选择1 ~ 4中的
一个编号。

2.  按Type软键。从显示的设置菜单中选择User Define，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位置
设置缩放窗口时，可以在
此处设置已选窗口的缩放
位置(详情见后)。

将串行总线信号类型
设为User De�ne

总线设置

打开/关闭串行总线信号分析和搜索显示

搜索设置
解码显示

选择要设置的串行总线(Serial Bus1 ~ Serial Bus4*)

*  Serial Bus 2 ~ Serial Bus 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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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设置(Setup)
提示
使用CH4端子和逻辑信号输入端口
使用逻辑信号输入端口输入时，如果执行分析或搜索，则不能将CH4指定为源。按CH4后可以从CH4端子输入。

按Setup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时钟处于打开状态还是关闭状态。

时钟关闭时

 

关闭时钟
数据源

解码开始点
比特率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设置被识别为1的数据源的状态
用于检测数据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时钟打开时

 

打开时钟
时钟源

片选源*

锁存源*

数据源

解码开始点

设置被识别为1的数据源的状态
用于检测数据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  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12.10 分析和搜索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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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源(Clock)
 按Cloc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时钟源
极性 
(设置数据源码型采样时间) 用于检测时钟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指定在哪个时钟源边沿进行数据源采样。

片选源(Enable)
 按Enabl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被识别为数据源
的片选源的状态

片选源 (设为None时)

用于检测片选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片选源设为
CH1 ~ CH4或Math1 ~ Math4时

 数据源采样与时钟源同步时，用片选信号源控制仪器测试数据源的时间。

12.10 分析和搜索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



12-50 IM DLM3054-02CN

锁存源(Latch)
 按Lat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极性 (设置数据
源码型比较时间)

锁存源 (设为None时)

用于检测锁存
源状态的电平

迟滞

锁存源被设为
CH1 ~ CH4或Math1 ~ Math4时

 指定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与时钟源同步进行的数据源码型采样与指定的码型进行比较。

12.10 分析和搜索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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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设置(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缩放窗口
执行搜索

当某点满足指定的搜索
条件时，出现此画面。

检测点编号

缩放位置

搜索条件 ►  2.22节

缩放窗口(Result Window)
显示缩放窗口Zoom1和Zoom2时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自动设置分析功能时，自动显示Zoom1。

搜索条件(Condition Setup)
设置搜索条件的方法与设置触发条件的方法相同，详见2.22节。

执行搜索(Search)
1.  设置搜索条件。

2.  按Search软键。
仪器按搜索条件执行搜索。仪器找到满足搜索条件(检测点)的点后，按顺序在波形显示的左端显示检测点的
编号(0、1、2等)。

检测点编号(Pattern No.)
设好检测点编号后，可以在缩放窗口显示与检测点相对应的波形。

缩放位置(Z1 Position/Z2 Position)
可以更改缩放位置，此位置是波形上可以放大的点。

12.10 分析和搜索用户自定义串行总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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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显示多个列表

此节介绍如何同时用列表显示多个串行总线信号的解码结果。
► 详见功能指南“分析和搜索串行总线信号”和

“列表显示”

串行总线信号设置
1.  将要同时列表显示的串行总线信号设为Serial Bus1 ~  Serial Bus4。
 ► 详见12.1 ~ 12.9节

列表显示分析结果(List)
2.  在已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Display)的Serial Bus菜单上按List软键。

显示已打开分析和搜索显示(Display)的串行总线列表和以下菜单项。
例: 列表大小设为半屏(Upper)时，串行总线信号类型设置如下。

         Serial Bus1(S1): FlexRay、Serial Bus2(S2): CAN、Serial Bus3(S3): CAN、Serial Bus4(S4): UART

   

分析编号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分析结果列表

打开或关闭缩放链接

放大要使用的列表， 
或返回原来的画面。

移到右侧列表
移到左侧列表

光标
被使用的列表的光标高亮显示。
未被使用的列表的光标只显示外框。
•  缩放链接打开时
缩放窗口(结果窗口)中的缩放位置与列表的光标一起移动。
如果同一缩放窗口内显示其他列表的信号，其他列表的光标也一起移动。 

设置菜单改变为所选列表的
串行总线菜单(UART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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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波形直方图显示

13.1 显示波形直方图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显示指定区域的数据频率分布直方图):
• 打开/关闭直方图显示
• 源波形
• 源轴
• 频率计数范围

► 详见功能指南“波形直方图显示”

ANALYSIS Histogram菜单
1.  按ANALYSIS，出现ANALYSIS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ANALYSIS菜单。

2.  按Histogram 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两个直方图。要切换设置菜单，按Histogram软键。

    

选择设置Histogram 1或Histogram 2*。
打开/关闭直方图显示

源波形
源轴 计数频率的范围

上下限值
左右限值

源窗口
*  Histogram2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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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测量直方图参数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测量直方图参数):
• 测量模式
• 测量项目
• 光标测量

► 详见功能指南“测量(Measure Setup)”

ANALYSIS Histogram菜单
Measure Setup菜单

1.  按ANALYSIS，出现ANALYSIS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ANALYSIS菜单。

2.  分别按Histogram软键和Measure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测量模式 光标1

光标2

测量项目

测量模式为Param时

测量项目(Item)
按Item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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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电源分析功能(功率分析和功率测量，选件)

14.1 电源分析类型

此节介绍如何设置电源分析类型。
► 详见功能指南“类型(Type)”

ANALYSIS Power Analysis菜单
1.  按ANALYSIS，出现ANALYSIS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ANALYSIS菜单。

2.  按Power Analysi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电源分析类型

分析开关损耗
分析安全工作区

执行谐波分析
测量焦耳积分

不分析

提示
电源分析功能的电源分析和功率测量不能同时执行。如果功率测量项目“功率测量1”或“功率测量2”中的任意一
个设为ON，电源分析就设为OFF。如果将电源分析设为OFF以外的其他选项，所有功率测量项目都将设为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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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分析开关损耗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分析开关损耗):
• 探头
• 测量设置
 损耗类型、电平设置、电压通道参考电平、测量项目、打开或关闭测量位置指示、统计处理、测量源窗口、
测量范围

• 打开/关闭功率波形显示
• 刻度设置
• 中心点与灵敏度

► 详见功能指南“开关损耗分析(SW Loss)”

ANALYSIS Power Analysis菜单
1.  按ANALYSIS，出现ANALYSIS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ANALYSIS菜单。

2.  分别按Power Analysis软键、Type软键和SW Los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中心点*

灵敏度*

刻度设置 ►详见6.6节
打开/关闭波形显示

测量设置
探头

将类型设为SW Loss。

*  刻度模式为手动时设置此项。

提示
• 将电源分析类型设为SW Loss后，可以执行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屏幕上显示MEASURE菜单测量项目和开关
损耗测量项目的测量结果值。

 最多可以显示30个测量项目。如果不显示开关损耗的测量结果值，请减少MEASURE菜单测量项目的数量。
 ► 9.1节
• 将电源分析类型(Type)设为SW Loss后，MEASURE键菜单的Item Setup画面(第9-2页)上的周期模式(Cycle 

Mode)固定为SW Loss。 

• 打开Math1的Power后，屏幕中显示功率波形。按MATH/REF键，显示以下菜单。

    

操作固定为Power。

 如果关闭Math1的Power，按MATH/REF后，显示常规运算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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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分析开关损耗

探头(Probe Setup)
按Probe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执行自动去延迟
参考波形

各通道的去延迟值

探头衰减比和
电压 - 电流换算比

输入通道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测量设置(Measure Setup)
按Measure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测量范围

测量源窗口  
►详见9.1节

统计处理 ►详见9.2节
(开关损耗分析中，没有用于周期统计处理的
Cycle Trace设置)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用旋转飞梭设置

测量项目

打开/关闭测量位置指示

电平设置

损耗类型

功率单位

电压通道的
参考电平

高/低电平

设置参考电平单位

下门限值
中间值

上门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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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分析开关损耗

电平设置(Level Setup)
 按Level Setu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电流和电压电平

RDS(on)值

损耗类型为U×I时

损耗类型为RDS(on)×I  时2

损耗类型为VCE(sat)×I时

电流和电压电平

电流和电压电平

VCE (sa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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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执行安全工作区分析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安全工作区分析):
• 探头
• 打开/关闭VT波形显示
• 光标显示
• 测量范围

► 详见功能指南“安全工作区分析(SOA)”

ANALYSIS Power Analysis菜单
1.  按ANALYSIS，出现ANALYSIS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ANALYSIS菜单。

2.  分别按Power Analysis软键、Type软键和SOA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测量范围
光标显示

打开/关闭VT波形显示

探头► 详见14.2节
将类型设为SOA。

水平光标位置
垂直光标位置

打开/关闭光标显示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提示
电源分析类型设为SOA后，将自动显示XY波形。按SHIFT+DISPLAY (XY)后再按Display软键，将关闭X-Y窗口和
SOA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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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执行谐波分析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执行谐波分析):

• 探头
• 适用等级
• 谐波分组
• 显示设置

• 列表存储和显示
 列表储存、列表大小、显示位置
• 分析起始点
• EUT电源电压

► 详见功能指南“谐波分析(Harmonics)”

ANALYSIS Power Analysis菜单
1.  按ANALYSIS，出现ANALYSIS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ANALYSIS菜单。

2.  分别按Power Analysis软键、Type软键和Harmonics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分析起始点

电源电压

存储和显示列表

谐波分组

适用等级
探头► 详见14.2节

将类型设为Harmonics。 显示设置

刻度 打开/关闭VT波形显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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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执行谐波分析

适用等级(Class Setup)
按Class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EUT基波电流

有功功率超过(True)或
不超过(False)25W

求取EUT的功率因数*

适用等级

EUT有功功率

* 有功功率超过25W时才能设置此项
(超过25W设置为True)。

功率因数*

适用等级为C时

适用等级为D时

提示
求取λ(功率因数)时，Get λ变为Abort。如果记录长度长，则求取λ的时间也会长。结束求取λ时，按Abort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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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执行谐波分析

列表存储和显示(List)
按Lis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列表大小和显示位置

• 适用等级为A、B或D时

• 适用等级为C时

谐波

总谐波失真

Rms值

保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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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测量焦耳积分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测量焦耳积分):

• 探头
• 测量设置
  打开/关闭焦耳积分、测量源窗口、测量范围

•  打开/关闭焦耳积分波形显示
• 自动刻度范围
• 中心点与灵敏度

► 详见功能指南“通过计算焦耳积分(I2t)测量浪涌电流”

ANALYSIS Power Analysis菜单
1.  按ANALYSIS，出现ANALYSIS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ANALYSIS菜单。

2.  分别按Power Analysis软键、Type软键和I2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中心点

灵敏度

执行自动刻度设置
测量设置

探头 ► 详见14.2节
将类型设为I2t 显示或隐藏

焦耳积分波形 

测量设置(Measure Setup)
按Measure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测量范围

测量源窗口  
►详见9.1节

打开/关闭焦耳积分

提示
• 将电源分析类型设为I2t后，可以执行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屏幕上显示MEASURE菜单测量项目和焦耳积分测
量项目的测量结果值。

 最多可以显示30个测量项目。如果不显示焦耳积分的测量结果值，请减少MEASURE菜单测量项目的数量。
 ► 9.1节

• 打开Math1的I2t后，显示焦耳积分波形。按MATH/REF键，显示以下菜单。

    

操作固定为焦耳积分(I2t)

 如果关闭Math1的I2t，按MATH/REF后，显示常规运算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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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测量功率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测量功率):
• 打开/关闭功率测量
• 探头
• 测量内容
  测量项目、自动测量的参考电平、测量位置指针、周期模式、使用自动测量值的运算、统计处理、测量源窗
口、测量范围

► 详见功能指南“功率测量(Power Measurement)”

ANALYSIS Power Measurement菜单
1.  按ANALYSIS，出现ANALYSIS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NALYSIS中的ANALYSIS菜单。

2.  按Power Measurement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 最多可以显示两个功率测量。要切换设置菜单，按Power Measurement软键。

    

打开/关闭功率测量

选择要设置的分析编号  
(Power Measurement1或Power Measurement2)

探头 测量内容

电压和电流输入通道固定为:
功率测量 电压输入通道 电流输入通道
功率测量1 CH1 CH2
功率测量2 CH3 CH4

探头(Probe Setup)
按Probe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各通道去延迟
探头衰减比和电压-电流换算比

执行自动去延迟
参考波形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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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测量功率

测量设置(Measure Setup)
1.  按Mode软键并打开功率测量。

2.  按Measure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自动测量
参考电平

测量项目

设置使用自动
测量值的运算

测量源窗口

统计处理 ►详见9.2节

周期模式* 测量范围
测量位置指示

周期模式为N Cycle时

*  统计处理类型设为Cycle时，
   此项固定为OFF。

用于判断周期的源波形

测量项目(Item Setup)
按Item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取消所有项目的选择

电压输入通道CH1、CH3的测量项目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电流输入通道CH2、CH4的测量项目 
选择要使用的测量项目。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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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测量功率

自动测量的参考电平值(Ref Levels)
按Ref Levels软键，根据选择的功率测量(Power Measurement1或Power Measurement2)，显示以下画面。

  

高/低电平
下门限制

中间值
上门限值

参考电平设置单位

功率测量1 (CH1/CH2)

功率测量2 (CH3/CH4)

使用自动测量值的运算(Calc Setup)
按Calc Setup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选择使用的公式
名称 (最多8个字符)

单位 (最多4个字符)公式

可以在公式中添加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值。

通过组合运算源波形和运算符定义公式

确定公式
清除输入的所有字符

删除前一个字符
删除光标处的字符

插入“)”

移动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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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测量功率

测量位置指针(Indicator)

1.  按Indicator软键。
可以将提示设为OFF(不显示测量位置提示)或者在设置菜单上显示在“设置测量项目(Item Setup)”中勾选的
项目。

2.  用旋转飞梭或SET键选择要指示测量位置的项目。

3.  按SET确定。
光标将显示在指定项目的测量位置上。

提示
• 如果打开功率测量，可以执行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屏幕上显示MEASURE菜单测量项目和“功率测量”测量
项目的测量结果值。

 最多可以显示30个测量项目。如果不显示“功率测量”的测量结果值，请减少MEASURE菜单测量项目的数量。
 ► 9.1节
• 如果打开电源测量，MEASURE键菜单“项目设置”画面(第9-2页)中的周期模式(Cycle Mode)将与功率测量
的周期模式(Cycle Mode)设置同步变化，并且不能在MEASURE键菜单上设置。

• 如果改变统计处理类型(Statistics)，则MEASURE菜单的统计处理类型(Statistics)也会同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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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显示历史波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显示历史波形，即过去保存在采集内存里的波形):

• 显示模式
• 打开/关闭平均
• 高亮显示已选记录编号的波形
• 显示范围(开始和结束记录编号)

• 显示时间标记列表
• 回放
• 层次模式

► 详见功能指南“显示和搜索历史波形”

HISTORY菜单
按HISTORY，显示以下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CQ/DISP中的HISTORY菜单。

 

显示模式

显示模式(Mode)
One:  只显示与已选记录编号1相对应的波形。
All:   除高亮显示的波形，其他所有波形都显示为中间色1。从指定的起始编号(Start Record)到结束编号

(End Record)的所有历史波形都叠加显示2。
累积:   用辉度(Intensity)或颜色(Color)表示数据出现的频率。叠加显示所有已选波形2。
1 用选择编号指定高亮显示的波形。
2 用开始、结束编号指定。

显示模式设为One或All时

  

打开/关闭平均功能
显示时间标记列表

显示范围*

* 平均功能关闭时，显示Select No.、Start/End No.和Replay软键菜单。

用旋转飞梭设置

用旋转飞梭设置

回放*

将显示模式设为One或All。

高亮显示*

第15章 显示和搜索历史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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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模式设为累积时

  

层次模式 显示范围
将显示模式设为Accumulate

时间标记列表(List)
按List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时间标记列表

记录编号
触发时间

当前数据和之前一个数据的触发时间差

跳至触发时间间隔最长的数据记录编号

跳至触发时间间隔最短的数据记录编号

跳至最老的记录编号
跳至最新的记录编号

15.1  显示历史波形



15-3IM DLM3054-02CN

提示
设置历史功能时的注意事项
• 采集模式设为平均或者采样模式设为重复采样时，不能使用历史功能。
• 显示处于滚动模式时，不能使用历史功能。
• 如果停止采集波形，仪器只能显示已被采集到的那些波形。

用历史功能恢复数据时的注意事项
• 显示历史菜单后，波形采集停止。波形采集期间不能显示历史波形。
• 历史波形菜单显示时可以开始波形采集。但是，波形采集期间不能改变历史波形的设置。
• 某些设置将受到限制，需保持以下关系：最后的记录(End) ≤选择编号≤第一个记录(Start)。
• 从指定的存储设备加载波形数据时，该点之前的历史波形将被清除。加载的波形数据的记录编号为0。加载一
个包含多个波形的文件时，最新波形编号为0，其他波形的编号是记录编号-1、-2、�。

• 只能对于指定记录编号(选择编号)的波形执行运算和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只要不重新开始采集并覆盖采集
内存中的波形，就可以分析旧的数据。平均功能打开时，将对平均波形执行分析。

• 关闭电源后，历史波形将被清除。

回放(Replay)
按Replay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回放速度

回放开始记录编号回放速度(7速设置)

显示最老的历史波形

显示最新的历史波形

沿历史波形方向回放波形

沿新波形方向回放波形
停止回放

回放速度上调1级
回放速度下调1级

记录编号

提示
如果改变垂直轴灵敏度、垂直位置、时间轴设置、触发位置或其他相关设置后显示预览，将无法搜索或重放历史波形。

15.1  显示历史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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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搜索历史波形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搜索历史波形):
• 搜索条件
• 要搜索的波形
• 搜索源窗口
• 搜索范围(矩形区域)
• 搜索条件(1~4)
 搜索范围模式
• 执行搜索
• 结束搜索

► 详见功能指南“搜索历史波形(Search)”

HISTORY菜单 
1.  按HISTORY，出现HISTOR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ACQ/DISP中的HISTORY菜单。

2.  按Mode软键，然后按One软键或All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搜索历史波形将显示模式设为One或All。

搜索历史波形(Search)
按Search软键。显示哪个菜单取决于搜索条件设置。

搜索条件设为Simple时

  

将搜索条件设为Simple

执行搜索
完成搜索搜索源窗口

搜索范围(矩形区域)要搜索的波形

• 搜索范围(矩形区域)

 搜索范围的设置方法与GO/NO-GO判断参考范围类型的设置方法相同(RectZone)。请仔细阅读2.27
节内容，将“判断”替换为“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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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条件设为AND或OR时

  

设置搜索条件(AND、OR)

执行搜索
完成搜索

搜索条件
(3和4仅适用于4通道机型)

搜索范围模式

搜索模式为RectZone时

搜索模式为WaveZone时

搜索模式为PolygonZone时

搜索模式为Parameter时

• 搜索范围模式(Mode)

 搜索范围模式的设置方法与GO/NO-GO判断参考范围类型的设置方法相同。请仔细阅读2.27节内
容，将“判断”替换为“搜索”。

 搜索条件和搜索对象如下设置时，某些搜索范围不能选择。
• 要搜索的波形设为XY1 ~ X2时，不能将搜索范围模式设为波形区域。
• 要搜索的波形设为LOGIC*、FFT1或FFT2时，只能将搜索范围模式设为Parameter。
* 对于CH4和LOGIC，可以选择相应键亮灯的一项。可以先按CH4或LOGIC键选择要搜索的通道。

15.2  搜索历史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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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打印和保存屏幕捕获画面

16.1 将打印卷纸安装至内置打印机(选件)

本节介绍如何将打印卷纸安装到可选内置打印机。

打印机卷纸
请使用横河公司提供的打印卷纸，请勿使用其他纸张。初次使用打印机时，请使用仪器附带的打印卷纸。如
需订购新的打印卷纸，请与横河公司联系。

编号:     B9988AE
规格:     热敏打印纸(10m)
最小订购数量:  10卷

如何保管打印卷纸
打印卷纸是通过热化学反应产生颜色的热敏打印纸，请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存储注意事项
 如果温度高于70°C，打印热敏纸的颜色将逐渐发生变化。无论打印纸是否记录了数据，都有可能受到温
度、湿度或化学品的影响。因此，请按照以下规定保管打印纸。
• 将打印纸存放在阴凉、干燥、无日光直射的地方。
• 打开保护膜后，请尽快将打印纸用完。
• 如果长时间把含有塑料材质的薄膜(如聚氯乙烯薄膜或透明胶带等)贴在打印纸上，打印内容将因塑
料材质的影响而变淡。请用聚丙烯材质的盒子保存打印纸。

• 给打印纸上浆时，请勿使用含有酒精或乙醚等有机溶剂的纸浆，否则可能导致故障。
• 如要长时间保存记录内容，建议将记录内容拷贝保存。本打印纸属于热敏纸，记录内容有可能会变淡
或褪色。

使用注意事项
• 请使用横河公司提供的正版打印纸。
• 如果用汗手触摸打印纸，可能会将指纹留在纸上，从而使记录内容变得模糊。
• 如果用硬物擦拭打印纸表面，摩擦热量可能会导致打印纸颜色改变。
• 如果打印纸接触化学品或油类产品，可能会导致打印纸变色或记录内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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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打印卷纸

    注    意 

• 请勿触摸打印头，否则将有可能被烧伤。
• 请勿触摸打印机盖末端的打印纸切刀，否则将有可能受伤。

 

抬起手柄。

按图示方向安装打印卷纸。

OPEN COVER按钮打印机盖板

 按OPEN COVER按钮，打开打印机盖板。

打印纸切刀

打印头

盖上盖板，按盖板中间的LOCK键，
直到听到“ 咔哒” 声。

指示线

1. 2.

3.

4. 5.

把打印纸末端和指示线对齐，
将打印纸安装到位。

16.1  将打印卷纸安装至内置打印机(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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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用内置打印机(选件)打印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通过可选内置打印机打印):
• 输出目的地
• 打印模式
• 附加信息

► 详见功能指南“用内置打印机打印(BuiltIn) (选件)”

PRINT BuiltIn菜单
1.  按SHIFT+PRINT (MENU)，出现PRINT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PRINT菜单。

2.  分别按Print To软键和BuiltI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打印目的地设为BuiltIn。

打印模式
附加信息

打印模式(Mode)
硬拷贝:  打印整个仪器屏幕。
常规:    打印仪器屏幕上的波形区域，不打印菜单。

打印
按PRINT。根据设置将图像输出到内置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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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用USB打印机打印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通过USB打印机打印):
• 输出目的地
• 打印模式
• 打印机类型
• 颜色

► 详见功能指南“用USB打印机(USB)打印”

PRINT USB菜单
1.  按SHIFT+PRINT (MENU)，出现PRINT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PRINT菜单。

2.  分别按Print To软键和USB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打印目的地设为USB

打印模式

颜色
打印机类型*

*  打印机类型固定为HP InkJet。

打印模式(Mode)
硬拷贝: 打印整个仪器屏幕。
常规:   打印仪器屏幕上的波形区域，不打印菜单。

打印
按PRINT。根据设置将图像输出到USB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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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用网络打印机打印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通过网络打印机打印):
• 输出目的地
• 打印模式
• 打印机类型
• 颜色

► 详见功能指南“用网络打印机(Network)打印”

PRINT Network菜单
1.  按SHIFT+PRINT (MENU)，出现PRINT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PRINT菜单。

2.  分别按Print To软键和Networ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打印目的地设为Network

打印模式

颜色
打印机类型

打印模式(Mode)
硬拷贝: 打印整个仪器屏幕。
常规:   打印仪器屏幕上的波形区域，不打印菜单。

打印
按PRINT。根据设置将图像输出到网络打印机。

提示
必须先按18.6节的介绍设置网络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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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将屏幕捕获画面保存至文件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将屏幕捕获画面保存至文件):

• 输出目的地
• 保存模式
• 数据格式
• 颜色数据

• 背景透明度(透明或不透明)
• 包含设置信息
• 保存目的地
• 文件名

► 详见功能指南“将屏幕捕获画面保存至文件(File)”

PRINT File菜单
1.  按SHIFT+PRINT (MENU)，出现PRINT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PRINT菜单。

2.  分别按Print To软键和Fil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打印目的地设为File

保存模式
数据格式 (PNG)

颜色数据 文件名
保存目的地

* 保存模式为Hardcopy或Normal时
可设置此项。

数据格式为BMP或JPEG时

设置是否包含设置信息*。

设置是否包含设置信息*。

背景透明度(透明或不透明)

保存模式(Mode)
硬拷贝: 保存整个仪器屏幕。
常规:   保存仪器屏幕上的波形区域，不保存菜单。
宽幅:   与常规模式相同，保存整个仪器屏幕，但波形时间轴放大2倍。

包含设置信息(Information)
保存模式被设为硬拷贝(Hardcopy)或常规(Normal)时，通道、触发、波形采集和其他设置信息可以被包含在
波形屏幕捕获画面中。
OFF:  不包含设置信息。
ON:  包含设置信息。

保存目的地(File List)
同文件功能一样，指定驱动器或文件夹来保存文件。详见1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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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File Name)
此项目与文件功能的相同(注释功能除外)。可以用序号或日期自动给文件命名，或用指定文件名保存文件。
详见17.2节。

保存
按PRINT将屏幕捕获画面保存到指定文件夹。

屏幕捕获画面示例
a. 保存条件设置如下时
保存模式(Mode): 硬拷贝 数据格式(Format): PNG 颜色数据(Color): ON(Rev.)
背景(Background): Normal 设置信息(Information): ON

   

包含设置信息 打开波形参数自动测量时的测量值

b. 从a状态按ESC隐藏菜单，并且在屏幕底部显示波形参数的测量值时

   

包含设置信息 波形参数测量值移到底部。

16.5  将屏幕捕获画面保存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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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将屏幕捕获画面同时打印/保存至多个输出目的地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将屏幕捕获画面和波形数据同时打印/保存至多个输出目的地):
• 输出目的地
• 将屏幕捕获画面保存至文件
• 用内置打印机(选件)打印屏幕捕获画面
• 用USB打印机打印屏幕捕获画面
• 用网络打印机打印屏幕捕获画面
• 保存波形数据

► 详见功能指南“将屏幕捕获画面打印/保存至多个目的地(Multi)”

PRINT Multi菜单
1.  按SHIFT+PRINT (MENU)，出现PRINT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PRINT菜单。

2.  分别按Print To软键和Multi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输出目的地设为Multi

保存为文件
用内置打印机打印*

用网络打印机打印
用USB打印机打印

保存波形数据

*  选件

仪器根据PRINT菜单或FILE菜单的设置输出屏幕捕获画面和波形数据。具体设置如下:
• 将屏幕捕获画面保存至文件
 ► 详见16.5节

• 用内置打印机(选件)打印屏幕捕获画面
 ► 详见16.2节

• 用USB打印机打印屏幕捕获画面
 ► 详见16.3节

• 用网络打印机打印屏幕捕获画面
 ► 详见16.4节

• 保存波形数据
 ► 详见17.2节

提示
当ACTION菜单上的Print设为ON时，如果Print To设为Multi，就无法执行触发动作或GO/NO-GO判断。 
► 详见2.26 ~ 2.27节

打印和保存
按PRINT。屏幕捕获画面或波形数据被输出到指定输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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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保存和加载数据

17.1 将USB存储设备连接到USB端口

    注    意
屏幕中间的内置存储器或USB存储设备的访问标记闪烁时，或者USB存储设备的
访问指示灯闪烁时，请勿移动USB存储设备或关闭电源。否则，将损坏存储设备或
损坏保存的数据。

无论仪器处于打开或关闭状态(支持热插拔)，任何时候均可连接或拔下USB线。将USB线的A型接口接到仪
器，将B型接口接到存储设备。在电源开关打开状态下连接USB存储设备时，仪器识别到存储设备后才可以
使用。

  

USB存储设备

USB线

仪器

提示
• 只能将可兼容的USB键盘、鼠标、打印机或存储设备连接到外接设备USB端口。
• 请勿反复插拔多台USB设备。插拔动作之间至少需要间隔10秒。
• 仪器开机后，直到操作键可以正常操作后才能连接或拔下USB线(约20 ~ 30秒)。
• USB存储设备必须符合USB Mass Storage Class Ver. 1.1标准。
• 支持的USB存储介质格式为exFAT、FAT32和FAT16。
• 仪器最多可以使用2个存储设备。如果连接的存储设备被分区，则仪器会将各分区视为单独的存储设备。因此，
仪器最多可以处理2个分区。

确认可用USB存储设备的类型

1.  分别按FILE、Utility软键， 出现一个文件列表。
关于文件列表，详见17.8节。

2.  选择  (显示上一级)，然后按SET。
• 由于显示了更上一级，重复操作直到介质显示在文件列表中。
• 文件操作详情请见17.8节。

访问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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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保存波形数据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保存波形数据):

• 保存目的地
• 文件名
• 数据格式
• 要保存的波形

• 历史范围
• 要保存的窗口
• 数据压缩
• 保存波形数据

► 详见功能指南“保存波形数据(Waveform)”

File Waveform (Save)菜单
1.  按FILE，出现FILE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FILE菜单。

2.  按Waveform (Sav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保存目的地

文件名
数据格式

要保存的波形*

历史范围
要保存的窗口
和数据压缩

保存波形数据

*  仪器保存来自CH4或LOGIC波形的数据，取决于哪一个通道键亮灯。
可以先按CH4键或LOGIC键选择要保存的通道。

保存目的地(File List)
按File List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文件列表操作菜单

保存目标驱动器或文件夹
显示上一级

文件操作详情请见17.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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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保存波形数据

文件名(File Name)
按File Nam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文件名
注释

自动命名

自动命名(Auto Naming)
 OFF:    禁用自动命名功能。将使用在文件名设置中指定的文件名。
      保存目的地文件夹里有相同文件名的文件时，将显示覆盖确认对话框。
 自动编号:  保存文件时，仪器可以在常规文件名后自动添3位数字(000 ~ 999之间)。
 日期:    如下图所示，仪器可以用36个编号(0 ~ 9、A ~ Z)按日期和时间生成8个字符的文件名。不使

用在文件名设置中指定的文件名。

       

Y M D H

时间单位为100ms
0 ms = 0000, 100 ms = 0001, ..., 59 min 59 s 900 ms = ORRZ

Hour 0 = 0, ..., hour 9 = 9, hour 10 = A, ..., hour 23 = N
1st = 1, ..., 10th = A, ..., 31st = V

Jan. = 1, ..., Oct. = A, Nov. = B, Dec. = C
2000 = 0, ..., 2010 = A, ..., 2035 = Z

 日期2:   保存文件时的日期和时间(单位到ms)就是文件名。不使用在文件名设置中指定的文件名。

       
年
月
日

分
时
秒

毫秒
20180630_121530_100   (2018/06/30 12:15:30.100)

文件名(File Name)
 自动命名功能关闭或自动命名设为自动编号时，可以设置常规文件名。

注释(Comment)
 保存文件时，可以添加最多包含128个字符的注释。不一定要输入注释。包括空格在内的所有字符都可
以在注释中使用。

数据类型(Data Type)
Binary:  数据保存为二进制格式(扩展名是.wdf)。 
ASCII:  数据保存为ASCII格式(扩展名是.csv)。
含时间信息的ASCII: 所有数据保存为ASCII格式，带时间信息(扩展名是.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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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保存波形数据

历史范围(History)
对在波形菜单中选择的要保存的波形，设置要保存的历史波形范围。
One:  保存HISTORY菜单*中由Select No.指定的单个波形。
All:   保存HISTORY菜单*中由Start No.和End No.限定的范围内的全部历史波形。如果搜索历史波形，

然后选择全部，则只保存检测到的波形。
* 按HISTORY后显示的菜单。

历史范围One和All设置
 历史范围设为One或All取决于HISTORY菜单中的显示模式(Mode)以及要保存的数据类型(Data Type)。

HISTORY菜单中的显示模式(Mode) One All 累积

要保存的数据类型
(Data Type)

二进制 可设为One或All 可设为One或All 固定为All
ASCII 固定为One 固定为One 固定为One
含时间信息的ASCII 固定为One 固定为One 固定为One

提示
如果HISTORY菜单上的Average被设为ON，无论在HISTORY菜单上指定的显示模式、数据保存类型和历史范围
如何，都只会保存一组平均波形数据。

要保存的窗口和数据压缩(Range/Compression)
按Range/Compressio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要保存的窗口
数据压缩*

*  要保存的窗口为Main时可设置此项。

数据压缩为p-p时 数据压缩为Decim时

数据点数 数据点数

 要保存的窗口设为Main时，可以通过压缩或采样保存波形数据。要以ASCII格式保存记录长度超过1.25M
点的波形数据时，必须压缩数据。如果要保存的窗口被设为Zoom1或Zoom2，则不能对数据进行压缩。
因此，对于要保存窗口中的数据点数超过1.25M点的波形数据，无法将其保存为ASCII格式的文件。

 OFF:    保存指定范围内的所有数据，无须压缩或采样。
 P-P:    通过P-P压缩使得数据点数和指定的点数相同，然后保存数据。
 Decim:   通过重新采样(decimated)使得数据点数与指定的点数相同，然后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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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保存波形数据

数据压缩和波形承载能力
 可以将以二进制数据格式保存的波形加载到仪器，但可能的加载目的地因数据压缩设置而异。
 无论数据压缩设置如何，保存为ASCII格式或含有时间信息ASCII格式的波形都无法加载到仪器中。
波形加载目的地* 将波形数据加载至通道 

(Load to Channels)
将波形数据加载至参考波形
(Load to Ref1(Math1)到 
Load to Ref4(Math4))

数据压缩
(Compression)

OFF 能 能
P-P 不能 能
Decim 不能 能

 * 关于加载波形数据，详见1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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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保存设置数据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保存设置数据):
可以将设置数据保存至文件，或保存至3个内置存储器中的一个。
• 保存目的地
• 文件名
• 设置保存至内置存储器详情
• 保存设置数据

► 详见功能指南“保存设置数据(setup)”

FILE Setup (Save)菜单
1.  按FILE，出现FILE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FILE菜单。

2.  按Setup (Sav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保存目的地(文件)  ► 详见17.2节
文件名► 详见17.2节

保存设置数据至文件

设置内置存储器详情
保存设置数据(至内置存储器#1 ~ #3)

保存设置数据(Save Setup)
将设置数据保存至文件，扩展名为.set。

保存设置数据(to Internal; #1 ~ #3)
将设置数据保存至内置存储器区域#1 ~ #3。

设置内置存储器详情(to Internal Memory; Detail)
按Detail (to Internal Memory)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注释 选中确认框，设置要保护的设置数据。 

删除保存在内置存储器#1 ~ #3内的所有设置数据

保存设置数据
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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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保存其他类型的数据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保存捕获画面数据、波形区域数据、快照波形数据、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值、串行总
线分析结果、FFT结果、直方图数据和时间标记列表):

• 保存目的地
• 文件名
• 保存数据
• 数据格式
• 颜色数据
• 波形区域编号

• 串行总线
• FFT
• 直方图
• 保存数据

► 详见功能指南“保存其他类型的数据(Others)”

File Others (Save)菜单
1.  按FILE，出现FILE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FILE菜单。

2.  按Others (Save)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保存目的地 ► 详见17.2节
文件名► 详见17.2节

保存的数据

•要保存的数据类型(Data Type)
屏幕捕获画面: 将屏幕画面保存为PNG、BMP或JPEG文件。

• 可以选择在波形屏幕捕获画面中是否包含设置信息如通道、触发和波形采集。关于包
含设置信息的屏幕捕获画面，详见16.5节。

• 可在FILE菜单上保存的屏幕捕获画面即SHIFT+PRINT菜单上Normal保存模式相对应
的画面。

波形区域: 将波形区域保存为.zwf文件。
快照波形: 将用快照捕捉到的波形数据保存为.snp文件。
测量值: 将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结果保存为.csv文件。
串行总线: 将在Serial Bus1 ~ Serial Bus4中设置的串行总线分析结果保存为.csv文件。
FFT: 将在FFT1或FFT2中设置的运算结果保存为.csv文件，最多可以保存1.25M点的数据。

• Freq Info.设为ON时，所有保存的数据都附带频率信息。
• Freq Info.设为OFF时，所有保存的数据都不附带频率信息。

直方图: 将在Histogram1或Histogram2中设置的波形或波形参数直方图保存为.csv文件。
历史列表： 将时间标记列表保存为CSV格式。

提示
按照HISTORY菜单中的设置保存串行总线分析结果。历史模式设为One时，保存指定记录编号的波形分析结果。
历史模式设为All或Accumulate时，保存所有显示波形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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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保存其他类型的数据

数据类型设为屏幕捕获画面时

  

将数据类型设为Screen Image

数据格式 (PNG)

保存屏幕捕获画面颜色数据

数据格式为BMP或JPEG时

设置是否包含设置信息

设置是否包含设置信息

背景透明度
(透明或不透明)

数据类型设为波形区域时

  

波形区域编号 保存波形区域
将数据类型设为Wave-Zone

 可以将波形区域#1 ~ #4分别保存至不同的文件。

数据类型设为快照波形时

  

保存快照波形将数据类型设为Snap

数据类型设为测量值时

  

保存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值将数据类型设为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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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保存其他类型的数据

数据类型设为串行总线时

  
保存串行总线分析结果

将数据类型设为Serial Bus

串行总线

历史范围 ►详见17.2节

数据类型设为FFT时

  

保存FFT结果将数据类型设为FFT

设置包含或不
包含频率信息

FFT

数据类型设为直方图时

  

保存直方图数据将数据类型设为Histogram

直方图

数据类型设为历史列表时

  

保存时间标记列表将数据类型设为History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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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加载波形数据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加载波形数据):
• 显示文件信息
• 将波形数据加载至参考波形
• 将波形数据加载至通道

► 详见功能指南“加载波形数据(Waveform)”

File Waveform (Load)菜单
1.  按FILE，出现FILE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FILE菜单。

2.  按Waveform (Load)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要加载的文件
用旋转飞梭或SET键移动光标

文件列表

操作菜单

将波形数据加载至参考波形
将波形数据加载至通道

显示文件信息

选择文件
从文件列表选择要加载的文件，► 详见17.8节。

将波形数据加载至参考波形(Load to Ref1(Math1)、Load to 
Ref2(Math2)、Load to Ref3 (Math3)、Load to Ref4 (Math4))
可以指定扩展名为.wdf的波形数据文件并将其作为参考波形。参考波形是运算功能的一部分。在Math/Ref 
1 ~ Math/Ref 4的模式中选择Ref后，可以显示这些参考波形。

将波形数据加载至通道(Load to Channels)
可以指定扩展名为.wdf的波形数据文件并与设置数据同时加载。
开始测量后，加载数据将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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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加载波形数据

提示
将复数通道波形数据的保存文件加载为参考波形，按Load to Channels将波形数据加载至通道，然后将波形加载
为运算参考波形(详见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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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加载设置数据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加载设置数据):
以下介绍两种加载方式，用于加载已保存至文件和内置存储器的设置数据。
• 显示文件信息
• 内置存储器详情
• 加载设置数据

► 详见功能指南“加载设置数据(Setup)”

File Setup (Load)菜单
1.  按FILE，出现FILE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FILE菜单。

2.  按Setup (Load)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操作菜单

文件列表

要加载的文件
用旋转飞梭或SET键移动光标

加载设置数据文件
设置保存到内置存储器的详细内容►详见17.3节

显示文件信息

加载设置数据(内置存储器)

选择文件
从文件列表选择要加载的文件，► 详见17.8节。

加载设置数据(Load Setup File)
选择扩展名为.set的设置数据文件并将其加载。

加载设置数据(from InternalMemory; from #1 to #3)
设置数据从内置存储器#1 ~ #3加载设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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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加载其他类型的数据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加载波形区域、多边形区域、快照波形或串行总线波形符号数据):
• 显示文件信息
• 要加载的数据类型
• 加载数据

► 详见功能指南“加载其他类型的数据(Others)”

FILE Others (Load)菜单
1.  按FILE，出现FILE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FILE菜单。

2.  按Others (Load)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操作菜单

文件列表

要加载的文件
用旋转飞梭或SET键移动光标

显示文件信息

选择文件
从文件列表选择要加载的文件，► 详见17.8节。

要加载的数据类型(Data Type)
波形区域:   将扩展名为.zwf的波形区域文件加载至内置存储器区域1 ~ 4。
多边形区域:  将模板编辑软件生成的扩展名为.msk的多边形区域文件加载至内置存储器区域1 ~ 4中。
快照波形:   加载已保存的扩展名为.snp的快照波形文件。
符号数据:   加载已用符号编辑工具编辑过的扩展名为.sbl的物理值/符号定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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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加载其他类型的数据

数据类型设为波形区域时

  

加载波形区域(内置存储器)

将数据类型设为Wave-Zone

数据类型设为多边形区域时

  

加载多边形区域(内置存储器)

将数据类型设为Polygon-Zone

数据类型设为快照波形时

  

将数据类型设为Snap 加载快照波形

数据类型设为符号时

  

将数据类型设为Symbol 加载串行总线波形符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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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文件操作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从文件列表或文件工具菜单执行各种文件操作):

文件列表
• 显示格式
• 列表排序
• 显示上一级
• 筛选要显示的文件
•  选择多个文件或文件夹 

(All Set、All Reset、Set/Reset)
• 创建文件夹(目录)
• 拷贝文件和文件夹
• 移动文件和文件夹
• 文件和文件夹重命名
• 打开/关闭文件保护
• 删除文件和文件夹

FILE Utility菜单
• 显示文件信息
• 打开/关闭文件保护
•  选择多个文件或文件夹 

(All Set、All Reset、Set/Reset)

► 详见功能指南“文件操作(Utility)”

文件列表(File List)

 

筛选要显示的文件

文件名、大小、
保存日期和时间

文件列表排序
显示格式

显示上一级

文件路径

操作菜单

选择多个文件/文件夹

删除文件和文件夹

文件和文件夹重命名

打开/关闭文件保护

复制文件和文件夹

移动文件和文件夹

总文件数量
所选文件数量

创建文件夹(目录)

光标
(选择文件或文件夹)

文件列表

切换操作菜单和文件列表
• 向左倾斜SET ( )将光标移至操作菜单。向右倾斜将光标移至文件列表。
• 要在 *、 * 和 * 之间移动光标，左右倾斜SET键。

* 图标取决于所选菜单项。
• 要将光标移至  (显示上一级)，先将光标移到文件列表顶部，然后向上倾斜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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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文件操作

选择操作对象(File List)

操作一个文件或文件夹
1.  转动旋转飞梭或上下移动SET ( )键，将光标移到要选择的文件或文件夹。

所选文件或文件夹周围出现一个蓝色方框。

2.  要显示文件夹内部，将光标移至该文件夹并按SET ( )。
要返回原始级，将光标移至  (显示上一级)并按SET。

   

返回原始级 所选状态

操作多个文件或文件夹(Select)

1.  显示驱动器或文件夹(其中包含多个要选择的文件或文件夹)中的内容。

2.  选择操作菜单上的Select ( )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光标移至文件列表。

   

选择文件列表中的所有文件或文件夹。
取消选择文件列表中的所有文件或文件夹。

选择标记

3.  将光标移到列表中要选择的文件或文件夹。

4.  按SET ( )。
• 所选文件或文件夹旁出现一个选择标记。
• 再次按SET可移除选择标记。

5.  重复步骤3和4，选择要操作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 要全选或取消全选，将光标移至操作菜单，选择全选( )或取消全选( )，然后按SET。
• 要关闭多选屏幕，将光标移至操作菜单，选择Select ( )并按SET，多选将被撤销。

选择操作内容(Operation Menu)
1.  转动旋转飞梭或上下移动SET ( )键，将光标移到要选择的菜单项。

2.  按SET ( )。
• 出现被选项目的画面。
• 按ESC可返回之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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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文件操作

显示格式( )
选择操作菜单上的 *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 图标会根据当前所选显示格式而改变。

 

显示格式
列表显示(单列)

列表显示(双列)

缩略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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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文件操作

文件列表排序( )
选择操作菜单上的 *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 图标会根据当前排序顺序而改变。

按升序对文件名进行排序

按降序对文件名进行排序

按升序对文件大小进行排序

按降序对文件大小进行排序

按升序对日期进行排序

按降序对日期进行排序

筛选要显示的文件 ( )
选择操作菜单上的 *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 图标取决于所选文件类型。

 

选择要在文件列表中显示的文件类型。
*.*:  所有文件
*.set:  设置文件
*.wdf:  波形文件
*.bmp:  图像文件(BMP)
*.png:  图像文件(PNG)
*.jpg:  图像文件(JPEG)
*.zwf:  波形区域文件
*.msk:  多边形区域文件
*.snp:  快照波形文件
*.sbl:  符号定义文件
*.csv:  CSV文件



17-19IM DLM3054-02CN

17.8  文件操作

显示上一级( )
选择  并按SET。文件列表向上一级显示。
显示最上一级时，可以改变存储设备。

 

显示上一级

内置存储器
USB存储器

网络存储器

创建文件夹(Directories) (New Folder)
1.  创建文件夹并在文件列表中显示驱动器或文件夹的内容。

2.  选择操作菜单上的New Folder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用键盘输入新文件夹名称。

确认输入的字符

确认输入的字符

删除输入的所有字符

删除前一个字符
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

大小写切换

移动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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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文件操作

复制文件和文件夹(Copy)
1.  从文件列表中选择要复制的文件和文件夹。

2.  选择操作菜单上的Copy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复制至此文件列表
从此文件列表中复制

开始复制

3.  从文件列表中选择要复制到哪个驱动器或文件夹。

4.  向左倾斜SET并转到复制目的地操作菜单。

5.  选择Copy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执行

提示
• 可以通过选择多个文件，同时进行复制。关于如何选择多个文件，详见第17-16页。
• 可以在复制目的地文件列表上执行文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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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文件操作

移动文件和文件夹(Move)
1.  从文件列表中选择要移动的文件和文件夹。

2.  选择操作菜单上的Move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移到此文件列表
从此文件列表中移出

执行移动操作

3.  从文件列表中选择要移动到哪个驱动器或文件夹。

4.  向左倾斜SET并转到移动目的地操作菜单。

5.  选择Move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执行

提示
• 可以通过选择多个文件，同时进行移动。关于如何选择多个文件，详见第17-16页。
• 可以在移动目的地文件列表上执行文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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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文件操作

重命名文件和文件夹(Rename)
1.  从文件列表中选择要重命名的文件或文件夹。

2.  选择操作菜单上的Rename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用键盘输入新文件或文件夹名

确认输入的字符

要重命名的文件

确认输入的字符
删除输入的所有字符

删除前一个字符
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

大小写切换

移动光标

删除文件和文件夹(Delete)
1.  从文件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文件或文件夹。

2.  选择操作菜单上的Delete并按SET，显示以下画面。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要删除的文件

提示
可以通过选择多个文件，同时进行删除。关于如何选择多个文件，详见第1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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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文件操作

File Utility菜单
1.  按FILE，出现FILE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FILE/PRINT中的FILE菜单。

2.  按Utility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全部设置/取消全部设置

显示文件信息

设置/重置打开/关闭保护

被保护文件

打开/关闭文件保护(Protect ON/OFF)
可以打开/关闭对所选文件的保护。
保护 说明
ON 已选文件的文件保护功能已打开。

文件可读不可写，也不允许删除。
OFF 已选文件的文件保护功能已关闭。

文件可以读写。

All Set/All Reset
这与操作菜单Select ( ) (第17-16页)的Select All ( )/Deselect All ( )相同。
All Set:    选择所有文件。每个所选文件旁出现一个选择标记。
All Reset: 取消选择所有文件。

Set/Reset
通过光标反转高亮文件的选择状态，这与操作菜单的Select ( ) (第17-16页)被选中时作用相同。每个所选
文件旁出现一个选择标记。

提示
还可以在操作菜单中打开或关闭文件保护。

   

保护



18-1IM DLM3054-02CN

第18章 以太网通信

18.1 将仪器连接到网络

此节介绍如何将仪器连接到网络。

以太网接口规格
1000BASE-T端口在仪器后面板上。
项目 规格
端口 1
电气和机械规格 符合IEEE802.3标准
传输方式 以太网(1000BASE-T/100BASE-TX/10BASE-T)
通信协议 TCP/IP
支持服务 服务器: FTP、VXI-11和Socket

客户端:  FTP(网络驱动器)、SMTP(邮件)、SNTP、LPR(网络打印)、
DHCP、DNS

接口类型 RJ-45接口

 

RJ-45标准接口

以太网1000BASE-T端口

仪器连到网络所需要的项目
连接线
请使用以下符合网络传输速度的网络连接线。
• UTP线(非屏蔽双绞线)
• STP线(屏蔽双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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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法
通过网络连接到PC

1. 关闭仪器。

2.  将UTP线(或STP线)的一端连接到后面板的以太网1000BASE-T端口。

3.  将UTP线(或STP线)的另一端连接到集线器或路由器。

4.  打开仪器。

    

支持1000BASE-T的集线器或路由器

UTP或STP线
(直缆)

PC

仪器

通过集线器或路由器连接到PC
1. 关闭仪器和PC。

2.  将UTP线(或STP线)的一端连接到后面板的以太网1000BASE-T端口。

3.  将UTP线(或STP线)的另一端连接到集线器或路由器。

4.  按照同样的方法将PC连接到集线器或路由器。

5.  打开仪器。

    

支持1000BASE-T的集线器或路由器

UTP或STP线
(直缆)

PC

仪器

提示
• 请使用适合网络传输速度的集线器或路由器。
• 通过集线器或路由器将PC连到仪器时，PC必须配备可自动切换1000BASE-T/100BASE-TX/10BASE-T的网卡。
• 请勿将仪器直接连接到PC。如果不通过集线器或路由器而直接通信，不能保证正常工作。

18.1  将仪器连接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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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设置TCP/IP

此节介绍以下TCP/IP设置(用于连接至网络):
• DHCP (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
• DNS (域名、DNS服务器IP地址、域名后缀)

► 详见功能指南“TCP/IP (TCP/IP)”

UTILITY Network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Networ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TCP/IP

TCP/IP(TCP/IP)
按TCP/I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DHCP

• IP地址
• 子网掩码
• 默认网关

DHCP关闭时设置这些项目。

DNS*

• 域名

• DNS服务器IP地址
(首选和备选)

• 域名后缀
(首选和备选)

确定

DNS设为ON或Auto时显示这些项目。

*  DHCP打开时设为Auto。

DNS(DNS)
 OFF:  关闭DNS。
 ON:   打开DNS。设置域名、DNS服务器IP地址、域名后缀。
 Auto:   打开DNS。设置域名后缀。域名和DNS服务器IP地址将自动设好。只有DHCP打开时才可以选

择此选项。



18-4 IM DLM3054-02CN

18.3 从PC访问仪器(FTP服务器)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通过网络从PC访问仪器):
• 用户名
• 密码
• 超时
• 执行FTP客户端软件

► 详见功能指南“FTP服务器(FTP Server)”

UTILITY Network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Networ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FTP服务器

FTP服务器(FTP Server)
按FTP Server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 用户名 (最多30个字符)

• 密码 (最多30个字符)

• FTP服务器

• 超时时间

确定

从PC访问仪器的相关设置

执行FTP客户端软件(Set)
在PC上启动FTP客户端。
输入仪器网络设置画面中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连接到仪器。

提示
如果将用户名设为“匿名”，不输入密码即可连接到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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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设置邮件传输(SMTP客户端功能)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通过网络将邮件传输至指定的邮件地址):
• 邮件服务器
• 邮件地址
• 注释
• 附加图片文件
• 超时
• 用户身份验证
• 发送测试邮件

► 详见功能指南“邮件(Mail)”

UTILITY Network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Networ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邮件

邮件(Mail)
按Mail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发送测试邮件

邮件服务器
IP地址、主机名或域名
(DNS打开时)

邮件地址
注释
附加图片文件
超时时间

用户身份验证

• 加密类型
• POP3服务器的名称

• 密码
• 用户名

POP3 before SMTP设为ON时进行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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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连接到网络驱动器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用于通过以太网访问网络驱动器，读取或保存各种仪器数据):
• FTP服务器(文件服务器)
• 用户名
• 密码
• FTP被动模式
• 超时
• 连接到网络驱动器或切断连接

► 详见功能指南“网络驱动器”

UTILITY Network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Networ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网络驱动器

设置并连接到网络驱动器(Net Drive) 

按Net Drive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断开与网络驱动器的连接

连接到网络驱动器

• 超时时间
• 打开/关闭FTP被动模式
• 密码 (最多14个字符)

• 用户名
• FTP服务器主机名
连接到网络驱动器的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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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设置网络打印机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将屏幕画面打印到网络打印机):
• LPR服务器
• LPR名
• 超时

► 详见功能指南“网络打印机(Net Print)”

UTILITY Network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Networ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网络打印机

网络打印机(Net Print)
按Net Print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LPR名(与打印机名称共享)

超时时间

LPR服务器
IP地址、主机名或域名
(DNS打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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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用SNTP设置日期和时间

此节介绍如何用SNTP设置仪器的日期和时间。
• SNTP服务器
• 超时
• 调整时间
• 自动调整

► 详见功能指南“SNTP (SNTP)”

UTILITY Network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Network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SNTP

SNTP(SNTP)
按SNTP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超时时间

调整时间

自动调整

SNTP服务器
IP地址、主机名或域名
(DNS打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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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其他操作

19.1 修改菜单、提示和USB键盘语言

此节介绍如何设置仪器的菜单语言、提示语言和USB键盘语言。
► 详见功能指南“语言(Language)”

UTILITY System Configuration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System Configuratio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USB键盘
提示语言

菜单语言

提示
某些技术术语总显示为英语。

USB键盘(USB Keyboard)
可以使用以下符合USB Human Interface Devices (HID) Class Ver. 1.1的键盘。
English:   104键键盘
Japanese:  109键键盘

关于仪器操作键如何对应USB键盘，详见入门指南 (IM DLM3054-03CN)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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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设置点击音、测量值字体大小、显示测量值的行数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
• 打开/关闭点击音
• 测量值字体大小
• 显示测量值的行数

► 详见功能指南“测量显示(Measure Parameter)”和
“打开/关闭点击音(Click Sound)”

UTILITY System Configuration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System Configuratio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测量值字体大小
显示测量值的行数

打开/关闭点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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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查看设置信息(Overview)

此节介绍如何查看当前的设置信息。
► 详见功能指南“概述(Overview)”

UTILITY Overview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Overview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显示设置信息1

显示设置信息2

显示设置信息1 (Setup Information1)
按Setup Information1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显示设置信息2(Setup Information2)
按Setup Information2软键，显示以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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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将仪器作为USB存储设备

此节介绍以下设置(通过USB线将PC连接到位于仪器后面板的USB端口，将仪器用作USB存储设备):
► 详见功能指南“USB通信(USB Function)”

UTILITY System Configuration菜单
1.  按UTIL，出现UTILITY菜单。

还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MENU ( )菜单，然后在显示的上层菜单上选择UTILITY中的UTILITY菜单。

2.  按System Configuration软键，显示以下菜单。

    

将USB功能设为Mass Storage

提示
• 可以从PC访问仪器内置存储器并将其当作存储设备使用。不能访问仪器的网络存储器或连接到仪器USB端
口上的存储设备。

• 大容量存储当作只读存储设备使用。
• 使用仪器在内置存储器中执行文件操作时，PC上显示的仪器内置存储器的内容会更新。更新过程中，PC上的
显示可能会短暂消失。

• 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从UTILITY菜单设置USB通信功能(USB Function)。设置值与“系统设置”菜单上的设置相
关联。

    

USB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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