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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注册
横河公司为注册用户提供各种有用信息和服务。请从横河公司网站完成用户注册，让
我们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务。

 https://tmi.yokogawa.com/support/

 联系我们
如果需要技术支持或要联系横河公司，请在我们的网站上填写咨询表。

 https://tmi.yokogawa.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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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购买IS8000集成软件平台(以下简称为IS8000软件)。本安装手册主要介绍如何安装和激活本软
件。 为了确保正确使用软件，请在操作之前仔细阅读本手册。

 * 激活是一项验证所购软件许可的操作，以便能在个人计算机(PC)上使用软件功能。

阅读后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下一页列出了本软件的手册，请通读所有手册。

YOKOGAWA全球联系方式如下所示。
文档编号 说明
PIM 113-01Z2 全球联系人列表

提示
• 本手册的内容将随仪器性能及功能的提升而改变，恕不提前通知。另外，本手册中的图片可能与
仪器屏幕有差异。

• 我们努力将本手册的内容做到完善。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发现任何错误，请与横河公司联系。
• 严禁在未经横河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拷贝、转载本手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 应用程序的许可管理部分基于以下一项或多项版权:

Sentinel® RMS © 2005 SafeNet, Inc. 保留所有权利。
Sentinel® EMS © 2009 SafeNet, Inc. 保留所有权利。

商标
• 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Windows和Windows 10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
标或商标。

• Adobe和Acrobat是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Sentinel是SafeNet, Inc.的注册商标。
• 本手册中出现的各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将不使用®或TM标记。
• 本手册中出现的其他公司名和产品名均属于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版本
• 第1版: 2021年3月
• 第2版: 2021年5月

 

第2版2021年5月(YMI)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21 Yokogawa Test & Measuremen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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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 

包括本手册在内，本软件共提供了以下用户手册。

手册PDF资料
下载的软件中含有以下英文和日文手册。关于下载，请参见第iv页和1.2节。

手册名称 手册编号 说明
IS8000集成软件平台 
操作手册

IM IS8000-01ZH 介绍IS8000软件的功能以及如何设置和操作本软
件。

IS8000集成软件平台 
安装手册

IM IS8000-04ZH 即本手册。主要介绍如何安装和激活IS8000软件
(包括本软件)。

IS8000集成软件平台
高速摄像机同步功能(FS1选件)
操作手册

IM IS8000-61EN 介绍IS8000软件的高速摄像机同步选件以及使用
方法。

IS8000集成软件平台
ECU监视器同步功能(EM1选件)
操作手册

IM IS8000-62EN 介绍IS8000软件的监视器同步选件以及使用方法。

谐波/闪变软件 
操作手册

IM IS8000-63EN 介绍谐波/闪变软件的功能(可以从IS8000软件启动
的专门应用程序)以及使用方法。

手册编号中的“EN”和“ZH”为语言代码。

从帮助菜单中查阅手册
可以从本软件的帮助菜单中查阅以上手册。关于如何使用帮助功能，请参见操作手册 IM IS8000-

01ZH中的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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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使用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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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1024， 如: 720KB (文件大小)

显示字符
步骤说明中的粗体字母数字字符表示屏幕菜单中出现的字符。

提示
本手册使用以下符号表示说明。

提示 提醒操作人员注意正确操作仪器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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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做以下检查

检查以下信息。如有不符、缺失等情况，请与横河公司联系。

 
联系人列表
(PIM 113-01Z2) 
1页

产品信息
(PI IS8000-01)
1页

产品信息
显示项目如下，请妥善保管。
• 软件型号名称和后缀代码
• 许可序列号
初次启动软件时，需要输入此许可序列号。

• 下载网页
可以从网页下载本软件。

型号 后缀代码 描述 说明

IS8000集成软件
IS8001 IS8000集成软件 订阅制 平台 

年度许可
IS8002 IS8000集成软件 永久制 平台 

永久许可
选件 /SY1 多设备同步选件

/MH1 波形运算选件 自定义运算功能
/RP1 报告生成选件
/FS1 高速摄像机同步选件 使用Photron高速摄像机进行同步测量
/EM1 ECU监视器同步选件 使用DTS INSIGHT RAMScope进行

同步测量

IS8000选件功能
IS8001EX IS8000选件功能 订阅制 选件功能 

年度许可
IS8002EX IS8000选件功能 永久制 选件功能 

永久许可
-SY1 多设备同步
-MH1 波形运算 自定义运算功能
-RP1 报告生成器
-FS1 高速摄像机同步 使用Photron高速摄像机进行同步测量
-EM1 ECU监视器同步 使用DTS INSIGHT RAMScope进行

同步测量

谐波/闪变软件
IS8011 谐波/闪变软件 订阅制 IEC软件 

年度许可
IS8012 谐波/闪变软件 永久制 IEC软件 

永久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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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类型
年度许可
这是常规使用的许可。在使用期限内始终可以使用最新软件。如果到期后继续使用软件，则需
要重新购买许可。

永久许可
此为一次性购买版本。从软件出货之日开始，5年之内可以更新到最新版本。(请参阅下图。)

在此之后，客户可以继续在同一环境中使用该软件。*
* 如果更新了PC操作系统或测量仪器固件，横河不保证能正常运行。

 

(年)

基本许可证代码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收货

出货

2021年购买永久许可证示例

激活 升级到期日

可以升级为最新软件版本
5年或更长

激活后可无限期使用
IS8002

可无限期使用最后的
2026版本。

 如果出货年份为2021，则在2026年之前都可升级。从2027年开始将无法升级软件，但可以继续使用
2026年之前的版本。

关于许可期限和续订，请参见操作手册 IM IS8000-01ZH中的9.6节。

手册
下载的软件中包含以下操作手册。
手册名称 手册编号
IS8000集成软件平台操作手册 IM IS8000-01ZH
IS8000集成软件平台安装手册 IM IS8000-04ZH
IS8000集成软件平台高速摄像机同步选件操作手册 IM IS8000-61EN
IS8000集成软件平台ECU监视器同步选件操作手册 IM IS8000-62EN
谐波/闪变软件操作手册 IM IS8000-63EN

要查看PDF文档，需要Adobe Acrobat Reader或可打开PDF文档的软件。

使用前做以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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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软件时的注意事项
• 本软件支持每个许可在两台PC上使用，可以在两台PC上同时使用。关于许可期限和续订，请参见
操作手册IM IS8000-01ZH中的9.6节。

• 要实现测量仪器(SC、DLM、WT系列)和PC通过其USB接口进行通信，需要在PC上安装USB驱动
程序。
可以从以下网页下载USB驱动程序:

https://tmi.yokogawa.com/library/

• 本软件只能控制单台测量仪器。如果使用多设备同步测量功能(SY1选件 )，最多可连接5台测量仪
器并用本软件进行控制。

• 将测量仪器连接到PC并使用软件控制时，不能同时使用多种通信接口。
• 请勿对使用本软件控制的测量仪器执行面板操作，否则会导致故障。
• 如果PC进入待机或休眠模式，软件可能无法继续使用。使用软件时禁用待机和休眠模式。
• 如果出现连接错误，关闭测量仪器，然后重新打开。

功能限制
软件试用
如果在许可激活期限内单击“试用版”，将能够使用软件的所有功能30天。

简易版
在以下情况下，软件将切换到简易版(某些功能会受限)。
关于限制的功能，详见下页表格。

•  如果自开始使用试用版而未激活许可已超过30天。
输入许可序列号并激活(参见第2章)。激活功能将变为可用。

•  年度许可到期后
如果订阅许可在3个月内到期，则启动软件时会显示一条消息。如果想继续使用软件，在到期
日之前与横河公司联系。
* 使用期限的开始时间为软件完成激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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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功能
简易版会限制以下功能的使用。

标准功能
功能 限制项目 说明
在线监视器 • 从启动界面执行DAQ

• 从数据源进行远程控制
禁用 
*  WT5000: 单台设备上最多监视8个项目

DAQ (数据采集) • Control选项卡中的项目
• 向导保存设置

禁用
*  WT5000: 单台设备上最多记录8个项目

远程控制 • 从启动界面进行远程控制
• 从数据源进行远程控制

禁用 
* 只能控制一台WT5000。
* 可以启动XWirepuller (免费版本)。

文件管理 • 从启动界面中运行文件管理器
• 从数据源进行远程控制

禁用

主要功能 通道显示组 仅一组
每个显示组的最多通道数 8CH

缩放显示 仅一个缩放窗口
XY显示 仅一个XY窗口
标注功能 禁用
文件保存 禁用

多文件 • 从File选项卡添加文件
• 同轴开始/停止数据源

禁用

测量 Analysis选项卡中的测量 禁用

多设备同步功能(SY1选件)
多设备连接 连接一台设备后的更多连接 禁用 

* 本软件可以进行多重启动。

波形运算功能(MH1选件)
运算 Analysis选项卡中的运算设置 禁用
FFT FFT View选项卡中的FFT设置 禁用

报告生成器功能(RP1选件)
报告 APPs选项卡中的Report 禁用

高速摄像机同步功能(FS1选件)
高速摄像机 • 摄像机搜索

• Video选项卡中的项目
禁用 
* 不检测

ECU监视器同步功能(EM1选件)
ECU监视器 RAMScope搜索 禁用 

* 不检测

谐波/闪变软件
IEC 61000 • 从启动界面执行IEC 61000

• 从APPs选项卡中执行IEC 61000
禁用

• 关于各功能，详见操作手册 IM IS8000-01ZH。
• 关于各功能的目标仪器，请参见第1-2页。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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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使用许可合同

在用户同意以下第1条所述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横河测试测量(日本公司，以下称作“横河”)许可用户使用本横河软件程序(以下称作“许可软
件”)。被许可人(以下称作“用户”)，在使用本许可软件时必须遵守本软件许可的以下条款和条件(以下称作“合同”)。请注意，横河许可用户依据
本合同使用本许可软件，在任何情况下横河都不会向用户出售或转让本许可软件。

 产品: IS8000集成软件平台
 客户端许可数量:  1
 可以使用的计算机数量  2

第1条(条款和条件适用范围)
1. 本合同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适用于购买许可软件的任何用户，即用户同意遵守该合同的各项条款和条件。
2. 本合同中的“许可软件”是指所有适用的程序和文档，不限于所有专有技术、算法和经验(例如其中的系数、不变量或过程)。

第2条(授予使用许可)
1. 横河授予用户在许可软件的使用期限内，对许可软件具有以使用为目的、非独占、不可转让的使用权，用户须支付双方另行商定的许可费。
 横河允许用户只使用软件的一个实例，在一台设备上使用，无论其是物理设备还是虚拟设备。如果用户希望在多台虚拟设备上使用本软件，则必
须为每个实例获取单独的许可软件。

2. 未经横河的许可，用户不得对许可软件进行复制、更改、销售、分发、转让或再授权。
3. 在任何情况下，用户都不得通过转存、逆向汇编、逆向编译、反向工程等手段将许可软件转换为其他程序，或者将许可软件的源代码转换为及其
他人类可读取的格式。横河不向用户提供许可软件的源代码，除非与横河另有商定。

4. 本许可软件及其相关文档是属于横河或授权于横河再使用权或转让权的第三方(以下称作“第三方”)的固有财产及商业机密。在任何情况下，用户
都不得转让、租赁、再授权或分发与许可软件有关的任何权利。

5. 横河电机可能会使用或添加许可验证机制（激活功能），使计算机能够使用许可软件。在任何情况下，用户都不得删除、绕过或者尝试删除或绕
过此激活功能。

6. 许可软件包括供客户重复使用的第三方软件程序。(以下称作“第三方软件”，可能包含来自横河附属公司自己制作或编写的任何软件程序。）用
户须遵守以下关于第三方软件的条款和条件。

 •  用户不得从许可软件或其相关资料中删除横河或第三方的版权声明、商标声明或其他专有权声明，或以任何方式进行伪造。
 •  用户同意，当其激活许可软件后，第三方将访问激活功能的实例，并将使用第三方获取的事务和系统数据以改善功能、提高质量并获取使用状

态。用户还同意此类数据属于第三方所有。
7. 横河软件产品可能包含开源软件(以下简称OSS)。有关OSS，优先适用其单独提供的条款和条件。

第3条(特定用途的限制)
1  除横河和用户之间另行书面商议的情况外，本许可软件产品不是为以下各项目的而设计、制造或使用的:
 a) 任何航空器械的运行或船舶的航行，或从地面上对其实施控制及服务的器械装置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  维修保养、运转及其使用。
 b) 原子能设施或放射线器械装置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维修保养、运转及其使用时。
 c) 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铁道设施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维修保养、运转及其使用时。
 d) 在医疗器械等与人身安全有关的器械装置上操作使用为目的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维修保养、运转及其使用时。
2  即使用户按照条款3.1中的目的使用本许可软件，横河对本许可软件的使用或操作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需求或损害都不承担任何责任，用户同意自行
解决索赔和损害赔偿，辩护、保障或保证横河完全免于任何责任、损失、损害和支付费用(包括召回该产品的费用以及合理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用)，
或者与上述索赔和损害赔偿相关的费用。

第4条(保证)
1. 如果许可软件的激活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则横河会在第一次激活后7天内免费重新发布许可号。本许可软件由横河“按原样”提供。除第一次激活
故障外，在任何情况下，横河概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及其他一切保证责任。对因许可软件中的漏洞而导致的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利用软件漏洞
通过计算机病毒或未授权的计算机访问所造成的损失)，或者因客户环境(软件、硬件或其他媒体)导致的任何损失，横河概不负责。

2. 横河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本许可软件实施许可和版本升级(以下称作“升级”)。
3. 尽管有条款4.3中的规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横河对由用户或第三方修改或改编后的许可软件，概不提供升级服务。

第5条(侵权)
1. 如果有任何第三方以侵害其专利权(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商标)、版权及其他权利为由向用户发出禁止令、发起法律诉讼或要求赔偿
损害时，用户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将其内容通知横河。

2. 出现条款5.1中所述情形时，用户应授予横河辩护和交涉的全部权限，由横河与索赔方进行谈判。此外，用户应就横河的辩护和谈判向横河提供必
要的信息和其他协助。如果前款所述事项等是因为横河的责任造成的，则须遵守条款5.1中规定的书面通知横河的要求。用户授予横河辩护和交涉
的权限，横河将自行承担辩护和谈判的费用，并对条款5.1中所述的索赔方承担最终裁定的应负责任。

3. 当发生条款5.1中定义的侵犯第三方权利的主张或指控时，或者当横河判断认为该条款所述情况将发生或可能发生时，横河将自行承担费用，自由
选择采取下列任何一项措施:

 a)  从有正当权利的第三方取得可以让用户继续使用本许可软件的权利。
 b) 可避免侵害第三方权利的其他软件替换本许可软件。 
 c) 更改本许可软件，使其避免侵害第三方的权利。
4. 如果横河不能采取前述条款5.3中所述的任何一项措施，横河将以相关产品账面价值中被许可方已支付给横河的许可软件使用费为限度，对被许可
方进行赔偿。前述条款所述规定是有关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横河及授权第三方软件给横河使用的第三方所能承担的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专利
和版权。

5. 尽管有本款规定，如因使用OSS原因造成的侵权赔偿要求等则优先适用另行规定的条件。

第6条(责任)
根据本合同的规定使用横河提供的本许可软件或服务时，如果由于横河的责任造成用户损失，横河将根据本合同的规定采取相应措施。但是，在任
何情况下，对于任何特殊、偶然、后果性和/或间接损害，无论是合同、保修、侵权、疏忽、严格责任或其他的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营业利润或收
入损失、使用许可软件的损失、任何相关产品或设备的损失、资本成本损失、用户业务中断造成的损失、替代设备损失、设施或服务损失、停机成
本损失、延迟损失、商业信息损失、用户或其他第三方对此类或其他损害产生的客户索赔)，横河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使横河对造成的损害负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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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包括第6条中的责任)，横河所负担的损害赔偿金额也不得超过横河收到的许可软件或服务费总额。另外，如果用户事先未经横河的书面许可，对
本许可软件产品进行修改、改编、使其与其他软件兼容并用、或使其与横河软件产品的宣传册、一般规格书、基本规格书、功能规格书或说明书的
内容产生差异时，横河应被免除全部或部分责任。

第7条(权利和义务的转让)
用户不得将本合同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给未经横河书面同意的第三方。如果用户在经横河同意的情况下转让本许可软件和本合同的状态，则用
户应将本许可软件全部转让给领受方，彻底删除用户自身所持有的软件副本。

第8条(出口限制) 
用户未经横河的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将本许可软件产品直接/间接出口或传送至横河允许出口国家之外的任何其他国家。

第9条(终止)
除第10条所述规定之外，从用户收到本许可软件之日开始直到条款2.1中约定的使用期限结束，在这期间本合同始终有效。本合同或第11条被终止
后，第2条第5款、第5条、第6条、第9条及第12条仍保持有效。在使用期结束后，用户应立即停止使用本许可软件，并返回或删除本许可软件及其
副本。

第10条(监察、使用禁止令)
1. 横河为确认用户履行本合同的情况，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进入用户的相关设施实施检查。
2.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当横河认为本许可软件被不当使用时，或者认为本许可软件在超出横河首次许可以外的环境中以及任何其他横河不允许的条
件下使用时，横河有权禁止用户使用本软件。

第11条(解除) 
如果用户违反本合同的规定，横河有权在不进行任何事先通知或提醒的情况下终止本合同。在此情况下，用户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本许可软件，横河
将不退还已支付的使用费。

第12条: 具有管辖权的法院
由本合同引起的与解释或执行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如果在合同一方通知另一方后，双方未能在90天内达成
一致，双方同意不可撤销地接受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总部)的专属管辖以解决争端。

第13条(合同变更)
横河可自行决定更改本合同的内容、本产品的内容、许可软件的规格、相关支持和其他相关服务。

软件使用许可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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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使用连接到互联网的PC (在线PC)激活时
按照以下步骤在线激活许可。

* 激活完成后，可以在不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使用该软件。

下载 从横河网站下载软件。 参见1.2节。

安装 在在线PC上安装软件。 参见1.2节。

初次启动 • 在启动窗口中，选择Activation。
参见2.1节、2.2节。• 在启动窗口中输入许可序列号，然后单击Activate。

→ 许可激活完成

开始使用 下次启动软件时不会再出现激活屏幕。

使用未连接到互联网的PC (离线PC)激活时
按照以下步骤离线激活许可。

* 使用在线PC下载软件并创建许可文件。

在线PC 离线PC

下载 ─ 从横河网站下载软件。 参见1.2节。

安装 在离线PC上安装软件。 参见1.2节。

初次启动 • 在启动窗口中，选择Activation。

参见2.1节、2.3节。
• 在启动窗口中输入许可序列号，然后单击Obtain PC 

information。
→  将创建一个包含许可序列号、PC信息和激活工具的zip文
件。

创建许可文件 ─ • 将zip文件复制到在线PC中并解压。

参见第2-6页。
• 启动activation tool。
• 选择要保存许可文件的位置，然后单击OK。
→ 将创建一个许可文件。

选择许可文件 • 在离线PC激活屏幕中，选择license file。
参见第 2-6页。• 单击OK。

→  许可激活完成

开始使用 下次启动软件时不会再出现激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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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使用软件所有功能
在启动窗口中，选择开始使用试用软件。无须输入许可序列号。

在两台PC上使用一个许可时
在第一台PC上完成激活后，用第一台PC上的同一个许可序列号在第二台PC上执行激活。

开始使用后查看并管理许可信息
在Help菜单中单击License以查看许可信息视图窗口。
► 操作手册  (IM IS8000-01ZH)中的9.5节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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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安装和卸载

1.1 PC系统要求

PC

CPU
Intel Core i7 2.6GHz或更高

内存
16GB或以上

SSD
128GB或更大存储空间(建议使用带有M.2接口的SSD)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位

通信接口
USB (USBTMC、VISA)、以太网(VXI-11、HiSLIP)

显示器、打印机和鼠标
显示分辨率
1366×768dpi或更高

操作系统
上述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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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C系统要求

目标仪器
IS8000软件主要功能所针对的目标仪器如下。

* 关于功能，详见操作手册(IM IS8000-01ZH、IM IS8000-63EN)中的“产品概述”。

集成软件
数据采集
• DL950示波记录仪
• WT5000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远程控制
• DL950示波记录仪
• DL850/DL850V、DL850E/DL850EV示波记录仪
• DL350示波记录仪
• DLM5034/DLM5038/DLM5054/DLM5058混合信号示波器
• DLM3022/DLM3032/DLM3052数字示波器
• DLM3024/DLM3034/DLM3054混合信号示波器
• WT5000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离线文件分析
• DL950示波记录仪
• DL850/DL850V、DL850E/DL850EV示波记录仪
• DL350示波记录仪
• SL1000高速数据采集仪  

• DLM5034/DLM5038/DLM5054/DLM5058混合信号示波器  

• DLM4038/DLM4058混合信号示波器  

• DLM3022/DLM3032/DLM3052数字示波器  

• DLM3024/DLM3034/DLM3054混合信号示波器  

• DLM2022/DLM2032/DLM2052数字示波器  

• DLM2024/DLM2034/DLM2054混合信号示波器  

• WT5000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 760301/760302/760303/760304/WT3001E/WT3002E/WT3003E/WT3004E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 WT1801/WT1802/WT1803/WT1804/WT1805/WT1806/WT1801E/WT1802E/WT1803E/ 

WT1804E/WT1805E/WT1806E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高速摄像机(/FS1选件)
• Photron:  FASTCAM SA-Z、FASTCAM Mini AX/UX/WX系列、FASTCAM NOVA

• 连接的仪器为DL950示波记录仪。

ECU监视器(/EM1选件)
• DTS INSIGHT: RAMScope GT122、GT150/GT170 (仅RAM监视器模块)

• 连接的仪器为DL950示波记录仪。
• 在线连接支持单个RAM监视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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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C系统要求

谐波/闪变软件
• WT5000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电源控制功能
• NF公司: ES2000S/ES2000U、DP4162/DP4163/DP4164/DP4165/DP4166/DP4167/

DP4168/DP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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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装

步    骤
安装IS8000软件前，请关闭当前运行的所有程序。

提示
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显示有关管理员权限的对话框。如果出现此对话框，请按照对话框中的消息提示进行操作。

下载软件
1. 打开连接到互联网的PC启动Windows。
2. 从产品信息表指示的网址下载软件，保存到PC指定的位置。

* 关于产品信息表，详见第iv页。

将软件安装到在线PC时
 继续步骤4。

将软件安装到离线PC时
3. 使用USB存储设备或其他存储设备，将软件移动或复制到未连接互联网的PC指定的位置。

4. 解压软件。

5. 双击解压缩文件夹中的Setup.exe。
6. 如果显示“用户账号控制”窗口，则单击Allow或Yes以继续进行安装。
 开始安装。按照窗口中的指示操作，然后单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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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装

7. 单击I accept the terms in the license agreement，然后单击Next。
 如果单击I do not accept the terms in the license agreement，则会取消安装。

8. 显示窗口，可以输入用户信息。
 输入用户名和从属关系，然后单击Next。

9. 显示一个窗口，可设置安装地址。
 默认地址为C:\Program Files\Yokogawa\S8000\。要更改此地址，单击Change并选择需要的目录。
 检查安装地址，然后单击Next。

  

10. 显示的窗口提示开始安装。
 如果安装设置都正确，单击Install。
 如果想修改安装地址，单击Back。单击Cancel可以取消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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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装

 正常完成软件的安装时，会出现以下窗口。

  

11. 单击Finish以完成安装。
 IS8000将被添加到Windows的Start菜单中，并在桌面上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图标。

提示
安装完成后，可能会显示一个Program Compatibility Assistant窗口。成功完成安装后，选择This program 
installed correctly或Cancel以关闭窗口。

说    明

USB驱动程序
测量仪器(SC/DLM/WT系列)和PC通过其USB接口进行通信，需要使用专门的USB驱动程序(YTUSB

或YKMUSB)或IVI驱动程序(VISA)。
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最新的专用USB驱动程序:

http://tmi.yokogawa.com/service-support/downloads/

YTUSB驱动程序
支持的仪器: DL950、DLM3000、DLM5000、WT5000等。
运行YTUSB文件夹中的Setup.exe。启动安装向导。关于安装步骤，详见YTUSB文件夹中的手
册(Readme_en.pdf)。

YKMUSB驱动程序
支持的仪器: DL350、DL850/DL850V、DL850E/DL850EV等。
运行YKMUSB文件夹中的Setup.exe。启动安装向导。关于安装过程，详见YKMUSB文件夹中
的手册(IM B9852U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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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卸载

提示
如果要卸载软件以更换PC，首先停用软件。
关于软件停用，详见操作手册(IM IS8000-01ZH)的9.5节。

步    骤

1. 单击  (Start)，然后单击  (Setup)。将显示Windows设置窗口。
2. 在Windows设置窗口中，选择Apps。出现应用窗口。
3. 从窗口左侧的项目中选择Apps and Features。

卸载IS8000软件
4. 从窗口右侧显示的列表中选择IS8000，然后单击Uninstall。
 显示的窗口要求确认卸载所选应用程序和相关信息。

5. 单击Uninstall。
6. 如果显示“用户账号控制”窗口，则单击Allow或Yes以继续进行卸载。
 IS8000软件将被卸载。

卸载USB驱动程序
YTUSB驱动程序
4. 从屏幕右侧显示的列表中选择Windows driver package，然后选择Yokogawa Test & 

Measurement Corporation (WinUSB) YTUSB (mm/dd/yyyy x.x.x.x)，接着单击Uninstall。

YKMUSB驱动程序
4. 从窗口右侧显示的列表中选择YKMUSB64，然后单击Uninstall。

卸载将继续进行，方式与上述IS8000软件卸载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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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激活

本章介绍如何激活购买的IS8000软件，以便在PC上使用此软件的功能。

2.1 启动软件

步    骤

1. 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法启动软件。
• 双击桌面上的快捷图标。

   

快捷图标

• 单击Windows  (Start) > YOKOGAWA > IS8000。

   

Start菜单

 初次启动软件时会出现启动窗口。

2. 在启动窗口中，单击Activation。

  

关闭窗口(IS8000软件)

开始试用所有功能

试用期(仅在试用期内显示)

激活许可证

  根据是否连接了互联网，将显示在线激活或离线激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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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启动软件

说    明

启动窗口
初次启动软件时，将显示此窗口。*选择以下两个选项之一:

* 在试用期间每次启动软件时都显示此窗口。

激活
• 在连接到互联网的PC上运行软件时
显示在线激活窗口。► 2.2节

• 在未连接到互联网的PC上运行软件时
显示离线激活窗口。► 2.3节

开始试用
单击此按钮以启动试用软件。

* 如果在启动后试用期已结束，则此按钮将被禁用。

显示试用期
在试用期间启动软件时，会在窗口中显示试用期。
• 显示示例

Trial period: 2021/04/02

试用(软件试用)
可以在激活前试用所有功能。

试用期
试用期是首次启动软件后的连续30天。

即使在试用期中间激活产品，试用期仍会继续计时直到试用期结束。如果试用期已过而且产品
许可到期，则会激活简易版，并且不会恢复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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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线激活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连接到互联网的PC来激活软件。
激活完成后，可以在不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使用该软件。

步    骤
1. 参见2.1节，通过在线PC启动软件。
 在启动窗口中单击Activation。此时出现激活窗口。

2. 输入许可序列号，然后单击Activate。
 许可序列号显示在产品信息表上。
输入36位许可序列号。Activate按钮变为可用。

  输入或查看许可序列号。

 显示产品信息窗口。
在窗口中显示要激活软件的许可序列号和许可类型。

  

3. 检查显示的信息，然后单击OK。
 激活许可时，将显示消息表示激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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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线激活

4. 单击OK关闭消息窗口。
 当激活完成后，将显示启动界面。

  

提示
如果输入了错误的许可序列号，将显示激活失败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单击OK，然后在激活窗口中再次输入许可序列号。

基本许可序列号
首次完成激活的许可序列号称为基本许可序列号。此时的许可信息都由基本许可序列号管理，包括追加选件功
能或更新许可。

添加或更新许可
首次激活后，如果要添加选件，需要添加或更新许可并将其激活。
为此，在Help菜单上单击 License以打开许可信息视图窗口。

► 操作手册  (IM IS8000-01ZH)中的9.5节

提示
在两台PC上添加或更新一个许可时
• 当第一台PC已激活，但在第二台PC上首次使用软件时
 添加或更新许可并在第一台PC上完成激活后，在第二台PC上执行首次激活时使用与第一台相同的许可序
列号。

• 当两台PC上都已经完成首次激活时
 添加或更新许可并在第一台PC上完成激活后，更新第二台PC上“许可信息”窗口的许可。第一台PC的许
可信息会被复制到第二台PC中。

 在第二台PC上启动软件后，单击“许可信息显示”窗口中的“Update”。
 详细步骤 ► 操作手册  (IM IS8000-01ZH)中的9.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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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离线激活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未连接到互联网的PC激活本软件。如果要在无法连接到互联网的PC上使用该软件，
可以使用此方法进行激活。

提示
使用联网PC上的激活工具来创建步骤6到9中介绍的许可文件。

步    骤
1. 参见2.1节，通过离线PC启动软件。
 在启动窗口中单击Activation。将打开激活窗口。

2. 输入许可序列号，然后单击Execute。
 许可序列号显示在产品信息表中。
 输入36位许可序列号。Activate按钮变为可用。

  

输入或查看许可序列号。

执行创建激活Key文件。

 将创建一个zip文件。此文件包含许可序列号、PC信息和激活工具。显示Save As对话框。

3. 单击OK。显示Save As对话框。

  



2-6 IM IS8000-04ZH

2.3  离线激活

获取PC信息
4. 指定保存zip文件的位置。
5. 单击OK。保留激活窗口，然后继续下一步。

  

从在线PC上创建许可文件
6. 将zip文件复制到在线PC中选择的位置并解压缩此文件。
7. 启动activation tool (ActivationTool.exe)。将开始激活许可。

 将自动创建许可序列号和PC信息。

8. 完成许可激活后，窗口中将显示激活软件的许可代码和许可类型。
9. 检查显示的信息，然后单击OK。创建并自动保存许可文件

选择离线PC上的许可文件
10. 将许可文件复制到离线PC上选择的位置。
11. 在离线PC的激活屏幕中，单击Select，并在步骤10中指定所保存的许可文件的位置。
12. 单击OK。许可文件将保存在离线PC中。
13. 启动软件。
 激活完成后，将显示启动界面。

提示
如果输入了错误的许可序列号，将显示激活失败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单击OK，然后在激活窗口中再次输入许可序列号。

基本许可序列号
首次完成激活的许可序列号称为基本许可序列号。此时，即使追加选件功能，也将由基本许可序列号管理许
可信息。

添加或更新许可
►参见第2-4页的“添加或更新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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