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ight 34826A — 适用于
34980A 的 BenchLink Data
Logger 软件
技术资料

需要编程的高速数据记录
主要特性
― 使 34980A 开关/测量单元支持高性
能数据记录
― 快速的测试设置和执行
― 设置报警和执行扫描
― 收集、监测和管理数据
― 在一个或多个图形上显示数据
― 将数据导出到其他应用软件中进行
显示和分析

Keysight BenchLink Data Logger 软
件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方法。它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运
行，使用用户熟悉的电子表格环境来
定义要收集的测量数据。基于选项卡
的格式非常容易设置和启动扫描。您
只需确定要采集的测量，启动测量过
程，就能看到实时显示的数据。
使 用 Be n c h L i n k D a t a L o g g e r 软
件，您用不着花费数小时编程便能
在 PC 上获得数据记录功能。
BenchLink 软件支持 34980A 的各
种先进特性。您可以使用 34925A
FET 多路复用器以 900 个通道/秒

原始数据用 .CSV 格式保存，并能轻
®

其他显示选项包括单一通道测量结

的高速度记录数据。此外，您也可

松导入到标准 Microsoft 应用程序

以利用 34980A 的高密度功能，从

中，如 Microsoft Word 和 Excel，以

一台 34980A 主机捕获 560 个双线

供进一步分析和记录。无论您是监测

数据管理对于数据记录应用软件是至

多路复用器通道的数据，或从两

输入数据还是回顾历史数据，都能从

关重要的。BenchLink 软件配有数据

台 34980A 捕获 1120 个通道的数据。

众多模拟或数字选项中选择一种方法

管理软件，您能用它轻松管理所有配

显示数据。

置和数据集文件。您还可以使用这一

果，例如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

特性复制仪器设置，查找相关数据记

利用 Windows 选项卡形式的界面，
Windows 用户界面已经本地化为多

录，重命名文件，编辑注释，把数据

获数据：

国语言版本，并包括上下文关联的

记录导出到逗号分隔变量 (CSV) 格式

― 配置 34980A

帮助。

的文件中，或是删除不要的数据。

您可以通过 4 个简单的步骤设置和捕

― 配置通道
― 扫描和记录数据
― 快速制图
您可以规定各通道设置，执行统
计计算，分析您所要的数据点。
用 ＋、-、*、/、dB、dBm、dBV、
√x、SRT，以及全、√½ 或 ¼ 应变

使用快捷的图形选项卡实时监测您的
数据。您可在一张图形中规定多个
通道，或把收集的数据发送到多张图
形。可使用包含游标的条形图和报警
指示，或包含统计结果的直方图。还
可把图形复制到其他应用程序，在展
示或报告中使用。

桥等数学关系计算通道数据。把数据
制成图形，保存到磁盘中，或复制到
Windows 剪切板中，以便导出到其他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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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系统要求

支持的仪器

订货信息

操作系统:

34980A 多功能开关/测量单元，配有

所有 34980A 开关/测量单元在装

Windows 7 和 Windows Vista Pro，

数字万用表和下述任何模块:

运时附送免费版 BenchLink Data

企业版和旗舰版 (32 位和 64 位)；XP

― 34921A/22A/23A/24A/25A 多路

SP1、SP2、SP3。(不支持任何家用
版)
控制器: 推荐使用 Pentium 4，800
MHz 或更高主频；最低配置: Pentium
III，500 MHz

复用器
― 34952A 多功能模块
― 支持全速的一台仪器或降速的两
台仪器

Logger 软件 (34826A)，以及试用
版 BenchLink Data Logger Pro 软件
(34832A)。试用版具有完整功能，可
使用 30 天。超过试用期限，则需要
在您的 PC 上安装并激活许可证方可
继续试用。

RAM: 推荐使用 256 MB 或更大容量；

支持的接口:

可选: 日后购买 34832A 并在 PC 上安

最低配置 128 MB

― IEEE-488 GPIB、LAN、USB

装许可证。

配置为 200 MB

性能

相关文献

显示: 1024x768 分辨率，256 色

使用 34980A 时的扫描速度:

Keysight 34980A 多功能开关/测量单元

343921A/22A

100 通道/秒

技术资料: 5989-1437CHCN

34923A/24A

500 通道/秒

34925A

900 通道/秒

34952A

DIO 读/写速度
95 通道/秒

硬盘空间: 推荐配置为 200 MB，最低

Adobe Acrobat Reader V5.0 或更高版
本 (用于观看文档)
包括的运行时间软件组件:
Microsoft .NET V1.1 Microsoft Data
access components V2.8 SP1
Keysight IO 程序库 14.1 或更高版本
(在单独的 CD 上包括)

* 为 4 ½ 位、0 时延、显示关、自动零关时的
速度。扫描是在相同模块上的通道排内。
对于通道排间或模块间增加 10 ms。其他
34980A 性能指标参见 34980A 技术资料。

本地化
GUI 可提供英语、简体中文、日语、
韩语、法语和德语版本，并有上下文
关联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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