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公司简介

企业战略

价值观

企业文化

ZLG  Introduction

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1 年，作为智能物联生态系统产品与解决方案供应商，

专注服务工业领域企业类用户，提供从感知控制、互联互通、边缘计算到 ZWS IoT-PaaS

云平台的产品与系统化方案。

    

EsDA 嵌入式软件设计自动化工具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核心竞争力，帮助用户实

现软件开发自动化、测试自动化和部署自动化，持续为用户创造价值。

目前 ZLG 致远电子有 700 余名员工，其中近 50% 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坚持围绕客户需

求持续创新，推动行业进步，创造社会价值。

ZLG 从“芯”到“云”，采用“可柔性化扩展的硬件 + EsDA 嵌入式软件设计

自动化工具 ”，设计高附加值的工业通讯设备、A IoT 产品和高端测量仪器，

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接入 ZWS IoT-PaaS 云计算服务平台，构建智能物联

生态系统解决方案。

诚信共赢、持续学习、客户为先、专业专注、只做第一

践行“共同奋斗、利益分享、相互成就”的企业管理思想，实施人才第一的  

 “攀登计划”和“合伙人共同创业与利益分享”的机制，打造一支人才辈出

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团队，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芯”到“云”，智能物联生态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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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L6000示波记录仪 旗舰版
设计理念。

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之下，第三代半导体逐渐被开发使用，更高的电压、更快的开关频率以及大量的数据

分析逐渐成为新能源领域的测试关键词。

以往常规的测试仪器大多将设计理念放在更高精度、更快速度的帮助用户获取数据，而得到的大量数

据一直得依靠工程师丰富的经验进行分析，这种方式始终无法使行业的测试能力得到普遍性提高。

 

在 ZDL6000 示波记录仪的产品设计中，我们将设计理念放在了如何高效的帮助用户分析数据。与其它

波形记录仪不同，ZDL6000 示波记录仪通过将行业典型的数据分析方法形成专业的功能插件，旨在帮

助用户更简单的得到数据分析结果，这也是 ZDL6000 示波记录仪的核心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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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板卡同步测量

DQM-12180――100MS/s采样率输入板卡

DQM-12270――20MS/s采样率输入板卡

DQM-16250――200kS/s采样率 16通道同步输入板卡

DQM-36413――16通道扫描型电压 /温度输入板卡

DQM-62151――2通道CAN/CNAFD输入板卡

 · 拥有高采样、通道隔离的特点，可当作隔离示波器使用；
 · 配合 ZP250-1000 无源探头，可直接测量 1000V 电压。

 · DQM-12270 是 DQM-12180 100MS/s 采样率板卡的低配版本，保留了 20MS/s 采样率的同时，
     依然可以测量 1000V 电压；

 ·  性价比很高。

 · 16 通道同时拥有 200kS/s 采样率，两组 8 通道之间隔离，同一组 8 通道间共地；
 ·  非常适合汽车电子等使用锂电池供电的行业，一张板卡就可以满足 16 通道同步测试需求。

 · 适用市面上绝大多数热电偶，1 张板卡就可满足 16 通道的温度测试，配置 8 张卡时，可同时
     测试 128 路温度；

 · 和其它测试板卡同时使用时，数据将严格同步。

 · DB9 公头可以直接接入 CAN/CANFD 总线信号，新能源汽车行业典型测试板卡；
 · 支持 DBC 文件导入与解析，可与电参数信号完全同步测试。

产品概述



5

主机选型



6

特色

大数据分析功能

实时事件
01

实时事件是 ZDL6000 示波记录仪最高效的功能，这是一种可以使示波记录仪运行在波形滚动模式下无死区地对

波形进行实时条件判定的功能，当满足触发条件时，可对触发点前后各一段波形进行数据存储，大大节省存储空

间和查找异常波形的时间。

9种事件模式任意设置在波形滚动模式下工作

事件触发，异常波形被自动标记并保存触发点前后各一段时间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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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大数据分析功能

02
实时分析
实时分析是 ZDL6000 示波记录仪最智能的功能，它可以在滚动模式下实时对屏幕中的波形进行分析运算，特点是

帮助用户在长时间的重复性测试中，以自动化的机器测试代替重复性的人工测试，大大提高了测试效率。实时分析

功能包含了波形时序分析、波形趋势分析以及波形谐波分析。

波形趋势分析可以对波形的周期、周期数、频率、功率、
平均值、有效值、占空比、能耗等进行趋势统计并画出
实时的趋势变化曲线。

波形谐波分析可以对波形在滚动模式下进行谐波分析，
运算周期可以在 1ms~100ms 之间设置，并可分析信号的
电压、电流幅值、阻抗模值、阻抗角度等。

波形趋势分析

波形时序分析

波形谐波分析

以往工程师需要用示波器连续几十分钟卡光标的测试工作，现在使用ZDL6000示波记录仪
实时分析功能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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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大数据分析功能

案例一：继电器回跳时间自动化分析 案例二：医疗行业 YY系列国标自动化分析

大数据分析是 ZDL6000 示波记录仪最灵活的功能，它打破了传统仪器在设计时只保有固定的分析方法和触发方案，

大数据分析允许用户加载自定义的分析算法，尤其是面对特定的测试标准（典型如国标测试、IEC 标准等）或者有

规律的测试方法时，它将可以大大提高数据分析的效率。

继电器开合过程中每一个波形上升沿都有一段抖动，
规定此时间不能超过10ms，常规使用示波器进行测
试，测试完一次需要几个小时。

医疗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
对于部分医疗器械产品国家监管部门颁布了YY0709/

YY0607 等标准来作为强制标准对波形信号进行统一
要求。使用 ZDL6000 示波记录仪可以对此类标准进行
自动化测试。

大数据分析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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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大数据分析功能

波形对比功能是 ZDL6000 示波记录仪最具创意的功能，它允许用户随时随地的保存屏幕中的波形到波形对比库，

用户可以方便的将所有保存的波形进行对比分析，观察波形走势以及差异化。

04
波形对比 *

 *波形对比功能后续进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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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大数据分析功能

柔性 ATE 系统集成是 ZDL6000 示波记录仪最大胆的功能，传统的 ATE 系统和被测设备绑定，更换被测产品之

后，原 ATE 系统中的设备和上位机软件难以再次复用，柔性 ATE 系统集成则灵活、多样、复用度高，我们正将一台

ZDL6000 示波记录仪改造成一套完整的测试系统大脑。

柔性ATE系统集成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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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高级分析功能

波形实时运算

波形功率运算

用户自定义运算

历史搜索

波形运算的实时性可直接体现产品的性能，ZDL6000 示波记

录仪在 100M 采样率下的波形运算速度小于 10 微秒，非常适

用于高速计算场合，如无线充电的功率运算、电感、电容的功

耗运算等。

在三相三线制和三相四线制的功率测试系统中，如果要实时得

到各相的电压、电流、功率值可使用功率测量功能。ZDL6000

示波记录仪最多可以在两个虚拟通道上完成两组 3 相电的功

率测试。

ZDL6000 示波记录仪允许用户通过自定义公式对屏幕中的波

形进行数学运算，数学运算的结果将以波形方式进行呈现，用

户还可以对数学运算的波形进行二次分析。

ZDL6000 示波记录仪客户不仅可以保存历史 5000 屏的数据，

还可以针对 5000 屏的数据进行历史搜索，用户可以快速定位

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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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功能

高灵活性的设计保障
得益于优秀的硬件设计思路和架构，ZDL6000 示波记录仪能同时满足不同板卡的信号采集和同步测试，并且能源源不断的开发新功

能来满足未来新行业新应用的需求。

ZDL6000示波记录仪的记录能力

记录模式 示波模式
数据直接写入 2T 固态硬盘，支持断电保存数据。

备注：在选用 1T/500G/256G固态硬盘时，记录时间等比例减少。

数据写入 2G 内存，支持高速保存数据。

通道数
采样率

50MSa/s 20MSa/s 10MSa/s 5MSa/s 2MSa/s 1MSa/s 500KSa/s 200KSa/s

1 通道 50min 2h 3.33h 5h 20h 1.67day 3.33day 5day

2通道 - 2h 3.33h 5h 20h 1.67day 3.33day 5day

4通道 - - 3.33h 5h 20h 1.67day 3.33day 5day

8通道 - - - 5h 17.3h 1.4day 2.8day 5day

16通道 - - - - 8.6h 17.3h 1.4day 3.6day

32通道 - - - - - - - 1.8ay

64通道 - - - - - - - 21.6h

128通道 - - - - - - - 10.8h

通道数
采样率

100MSa/s 50MSa/s 20MSa/s 1MSa/s

1 通道 20s 40s 100s 30min

2通道 5s 20s 50s 10min

4通道 2s 5s 20s 5min

8通道 500ms 5s 10s 200s

16通道 - - 5s 1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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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功能

模块通道全隔离 数据保存与回读

支持多种标准格式导出 参数测量统计

ZDL6000 示波记录仪最多可以同时选择 8个模块进行测试，每

张模块之间相互绝缘、屏蔽，这一特性非常适用于电力电子

领域的高压测试和抗干扰测试。

ZDL6000 示波记录仪可以将所有测试数据保存成多种格式，
所有数据现场保存之后可以再次导入示波记录仪，用于二次
分析。

除了标准的格式之外，ZDL 系列示波记录仪还支持直接导出
二进制、CSV、Float、Matlab、Labview、SystemView 等 标准
格式，用户可以直接使用数据的标准文件进行深层次的数据
分析，无论是数据二次回读、开发软件分析都十分便捷。

如果工程师用惯了示波器的参数测量统计功能，不用担心，它

被完全移植进入 ZDL6000 示波记录仪，共 55 种参数测量统

计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工程师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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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功能

ZDL6000 示波记录仪配合 CAN 接口模块可以实现对 CAN 信

号的同步测试，通过加载 DBC 文件可以对新能源汽车的 CAN

信号进行数字转化，从而达到对 CAN 报文统计分析的能力。

DBC报文解析与 CAN报文统计

在测量大电压和大电流时，ZDL6000 示波记录仪往往需要配

备高压差分探头和电流探头，有时传感器的出厂放大比例和实

际会有差别，为了提升整体测试精度，ZDL6000 示波记录仪加

入了探头比例校准和延时修正功能，确保系统整体测量精度。

探头比例校准和延时修正
ZDL6000 示波记录仪最高可通过 100 k 点的 FFT 对信号进行

频谱分析，此功能不仅可以完成对频域的定量分析，还支持频

谱查看和数值的实时查看与存储。进一步还能使用光标对峰

值进行自动捕捉。

FFT定量分析

为了解决仪器不在身边需要远程读取数据的难题，我们开发
了虚拟远程桌面和 FTP 功能，只需要将 ZDL6000 示波记录
仪接入局域网，用户就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打开虚拟界面对
ZDL6000 示波记录仪进行实时控制，同时用户依然可以通过
FTP 对 ZDL6000 示波记录仪中的波形文件进行读取。

FTP和远程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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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电源行业对波形测试要求较高，往往具备高压测试、多通道测

试等需求，ZDL6000示波记录仪可以选择100MS/s示波采样卡

配合单端探头进行测试。

16通道波形同步分析

多路电源时序分析

电源功率测试

电源谐波测试

电源行业的多通道时序分析和功率分析 此方案的特点    

 · 直接测量高达 1000V 的信号，无需高压差分探头；
 · 最多 16 通道隔离高速测量；
 · 实时分析波形时序，直接给出测量结果；
 · 实时查找异常波形，定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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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充电桩的研发测试及出厂测试都需要对多路电压、电流波形和

CAN 信号进行同步分析测试，通过时序确认工作状态和互操作

性，ZDL6000 示波记录仪可以通过选择 100MS/s 示波采样卡、

CAN 采集卡和 16 通道电压采集卡来进行测试。

充电桩的电压、电流、功率、CAN信号的同步分析
此方案的特点    
 · 充电桩的电压 / 电流 / 功率信号、温度信号、CAN 报文

      以及 CAN 波形全部同步测试与记录；
 · DBC 解析和报文显示存储，CAN 报文统计分析，

      快速查找异常报文；
 · 充电桩的多信号时序分析，自动给出时序测试解决。

电压、电流、CAN信号同步分析

充电桩时序分析测试图 CAN/CANFD报文统计

DBC报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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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传统燃油车对发动机的点火和爆震都非常关心，这些性能测试

不仅要求多信号同步测试与记录还需要对保存的大量数据进

行分析，ZDL6000 示波记录仪可以选择 16 通道电压采集卡、

100MS/s 示波采样卡以及 CAN 采集卡进行测试。

传统燃油车的曲轴、喷油信号分析 此方案的特点    

 · 最多 128 路电压信号同步测试；
 · 电压信号与 CAN 波形、报文同步查看与记录；
 · 发动机在运行中的曲轴信号波形记录与分析；
 · 发动机在运行中的喷油信号波形记录与分析。

波形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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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汽车 ECU 和 VCU 的集成度越来越高，
一个 ECU 产品往往具备超过 100 路的控制信号，如何保障这些控
制信号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工程师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验证和研
究。ZDL6000 示波记录仪可以选择 16 通道电压采集卡、100MS/s

示波采样卡以及 CAN 采集卡进行测试，保障 ECU/VCU 控制信号
的安全稳定运行。

新能源汽车 ECU/VCU信号分析
此方案的特点    

 · 最多 128 路信号 200kS/s 采样率同步测试；
 · 长时间测试中自动识别和捕获异常信号，保持异常

      信号波形；
 · 汽车 ECU 的待机 uA 级电流以及工作电流动态测试；
 · CAN 波形、CAN 报文和其它电压信号同步记录。

128路波形信号混合测量

4通道CAN波形和4通道CAN报文同步记录

实时事件捕获异常信号

uA级小电流动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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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继电器/连接器/接触器等产品几乎应用在各行各业，在一些高可靠

性的行业如新能源汽车、电梯、轨道交通、飞机等领域，它们几乎不

能出错，因此在产品研发测试中需要对其进行无死角测试，以保证

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ZDL6000示波记录仪可以选择100MS/s示

波采样卡配合大数据分析功能进行测试与分析。

继电器 /连接器 /接触器极限性能测试与分析
此方案的特点    

 · 最多 16 通道隔离同步测试，隔离耐压 3000V，单端
      探头 1000V 测量
 · 大数据分析功能同步分析继电器时序，包括回跳时间、

      动作时间、稳定时间、接触时间等。

大数据分析-继电器回跳时间分析

时序分析-吸合时间、释放时间分析 时序分析-转换时间分析

时序分析-吸合电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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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医疗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对于部分
医疗器械产品国家监管部门颁布了 YY0709 /YY0607 等标准来
作为强制标准对波形信号进行统一要求。使用 ZDL6000 示波
记录仪可以对此类标准进行自动化测试。

医疗行业的YY国标测试以及高频信号分析
此方案的特点    

 · YY0709 /YY0607 标准难点项目自动化测试并导出报表；
 · 高频信号的功率分析及 FFT 分析。

YY0607标准测试

YY0709标准测试

医疗高频功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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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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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卡选型

DQM-12180 DQM-12270 DQM-16250 DQM-36413 DQM-62151

100M/S高速采集卡 20M/S高速采集卡 16通道电压采集卡 16通道温度 /电压采集卡 CAN/CANFD采集卡

2通道 
隔离输入

2通道 
隔离输入

16通道 * 
电压输入

16通道 
温度 / 电压输入

2通道 
CAN/CANFD 输入

100M/S/s 
采样率

20M/S/s 
采样率

200kS/s 
采样率

100ms、200ms、500ms、1s、3s
更新率 -

20MHz 
带宽

5MHz 
带宽

15kHz 
带宽 DC -

14bit
ADC 分辨率

14bit
ADC 分辨率

16bit
A DC 分辨率

32bit
ADC 分辨率

0.3% 
测量精度

0.3% 
测量精度

0.05% 
测量精度

0.05% 
测量精度 -

42V 
直接输入 

DC+AC 峰值

42V 
直接输入 

DC+AC 峰值

50V 
直接输入 

DC+AC 峰值

50V 
直接输入 

DC+AC 峰值
-

1000V 
使用 ZCP250-1000 探头 

DC+AC 峰值

1000V 
使用 ZCP250-1000 探头 

DC+AC 峰值

1000V 
使用 ZCP250-1000 探头 

DC+AC 峰值
- -

绝缘 BNC 接口 绝缘 BNC 接口 弹簧型端子 弹簧型端子、 
远端补偿

DB-9 公头 
2 路 DI 
2 路 DO 

CAN 2.0A/B 
DBC 导入与解析 

CAN 报文统计分析

* 8 个通道内不隔离，两个 8 通道之间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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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及配件

电压探头

电流探头

测试配件

名称 品牌 型号 产品图 衰减比和测量范围 带宽 输入阻抗 接口 说明

无源探头

ZLG ZP1010SA
1：1，150V 

1：10，300V
100MHz

1/1:1MΩ;105pF 
1/10:10MΩ;16pF

BNC

一般配合示波
器产品使用ZLG ZP1025SA

1：1，150V 
1：10，300V

250MHz
1/1:1MΩ;95pF 

1/10:10MΩ;14pF
BNC

ZLG ZP1050 1：10，300V 500MHz 10MΩ;9pF BNC

高压单端探头 ZLG ZP250-1000 1：10，1000V 250MHz 10MΩ;16pF BNC
一般配合示波
记录仪产品使

用

高压差分探头 ZLG ZP1500D
1：50，150V 

1：150，1500V
5MHz/100MHz 

可切换

单端对地 :5MΩ;4pF  
两输入端之

间 :10MΩ;2pF
BNC

所有仪器产品均
可使用

名称 品牌 型号 产品图 规格

测试配件 ZLG PATV-33
高精度外置分流器
是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阻值在 3.3Ω 左右（每个实物对应实测值），
最大允许输入电流 300mA

名称 品牌 型号 产品图 变比和测量范围 带宽 精度 孔径 接口 说明

电流探头

ZLG ZCP30 变比：0.1V/A，交直流：30A 
变比：1V/A ，交直流：5A 50MHz 1% 5mm BNC 电压输出型

CA

C116 变比：1mV/A 
交流：1000A 30 Hz ~10 KHz

0.3%

45mm φ4mm
香蕉插头 电压输出型

C112 变比：1mA/1A 
交流：1000A 30 Hz ~10 KHz 45mm φ4mm

香蕉插头 电流输出型

知用

ZCP20 变比：0.1V/A 
交直流：20A 1MHz

0.3%

20mm BNC

电压输出型
需要配合电源套
件 CTB104 使用

ZCP200 变比：10mV/A 
交直流：200A 500KHz 20mm BNC

ZCP500 变比：4mV/A 
交直流：500A 100KHz 50mm BNC

ZCP1000 变比：2mV/A 
交直流：1000A 20KHz 50mm B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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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预热时间 ≥ 30分钟

电源 100~240VAC   50~60Hz

保险丝 内置（不能替换）

额定功率 250VA

耐压 1500VAC电源和机壳间 1分钟

供电方式 DC/AC自动切换（AC优先），DC输入端和记录仪隔离

额定电源电压 24VDC

允许供电电压 10~36VDC

直流额定功率 180VA

待机功耗 约 1.5W

校准要求 1年

工作环境 5℃至 40℃，20%~80% R.H.，无结露

存储温度 -20℃至 60℃

运输温度 -20℃至 60℃

海拔高度 2000m及以下

冷却方法 强制风冷，空气从底部进入，顶端排出

通讯接口
GPIB、1000Mbit LAN、RS-232、USB2.0 High Speed 
Device复合设备、USB2.0 High Speed、USB3.0 High 
Speed、Host支持 U盘、GPS、IRIG

重量 7.675kg（主机）

尺寸 397mm×204mm×265mm（不包含支架、旋钮、端子等凸
起部分）

安全标准 IEC /EN61010-1：2010、61010-2-030:2010、测量 CAT 
Ⅱ 600V（和子卡相关），污染等级 2

EMC标准 IEC/EN61326:2013[1]

规格——主机参数规格

项目 规格

类型 插入式输入单元

卡槽数

8（ 不同类型子卡可混搭配置）
• 1台主机最多可装配 4个 DQM-12180、或 8个 DQM-
12270或 8个 DQM-36413或 8个 DQM-16250
• 1台主机最多可装配 4个 QDM-62151子卡

主机重量 约 7.675kg（仅限于主机）

最多输入
通道数量

一个卡槽 16输入通道，最多支持 128通道（DQM-36413
和 DQM-36413）
备注：不同类型板卡支持通道数有区别

最大记录长度

最大记录长度由产品型号、子卡类型、通道数和采集模式
有关。
示波模式：
•  ZDL6000/ZDL5000：单通道最大 2Gpts
•  ZDL3000：单通道最大 1Gpts
记录模式：
ZDL全系列产品根据硬盘大小记录时间有调整。

时基档位 可配置16个实时运算通道RTMm（m为通道单元号，1~16）

时基精度 ±0.005%

通道开关 CHn和 RTMm可单独设置开关

批量设置 ALL CH按键

垂直档位设置

DQM-12180 100MS/s电压采集卡和 DQM-12270 高速
20MS/s采集卡
• 0.01V/div~20V/div（1-2-5步进） 
DQM-36413 电压温度采集卡
• 测量模式“温度”：具体可参考板卡规格章节
• 测量模式“电压”：0.002V/div~5V/div（1-2-5步进）
DQM-16250 16通道电压采集卡
• 0.5V/div、1V/div 、2V/div 、5V/div

范围 测量范围±10div、显示范围±5div

项目 规格

显示器类型 12'1英寸液晶触摸屏（电容屏）

显示器分辨率 1280×800

显示格式 最多可同时显示三个屏幕分区，每个分区包含以下窗口之一：
T-Y、ZOOM1、ZOOM2、XY(1)、XY(2)、FFT1、FFT2

信号输入 常规特性

备注：[1]DQM-12180和 DQM-12270最大空气放电±6KV。

显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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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板卡参数规格

项目 规格

型号 DQM-12180

图片

输入连接器 安全型 BNC

通道数目 2通道

输入阻抗 1MΩ，约 22pF

输入耦合 AC、DC

电气隔离 隔离

最大采样率 100MS/s

带宽 (-3dB)[1] DC-20MHz

带宽限制 off，2MHz/1.28MHz/640kHz/320kHz/160kHz/80kHz
/40kHz/20kHz/10kHz

ADC分辨率 14bit

电压垂
直档位

0.01V/div~20V/div（1-2-5步进）
0.01V/div、0.02V/div、0.05V/div、0.1V/div、0.2V/div、0.5V/
div、1V/div、2V/div、5V/div、10V/div、20V/div
备注：使用 1:1衰减探头

垂直轴直 [1]
流精度

量程误差：10mV/div~20V/div：±（10div的 0.3% ）
增益误差：±读数的 0.15%

探头类型 U、I

探头比例

电压探头
• 固定比例：0.1X、0.2X、0.5X、1X、2X、5X、10X、
20X、50X、100X、200X、500X、1000X
• 自定义比例：1e-6~1e+6
电流探头
• 固定比例：10.0V/A、5.0V/A、2.0V/A、1.0V/A、0.5V/A、
0.2V/A、0.1V/A、0.05V/A、0.02V/A、0.01V/A、0.005V/
A、0.002V/A、0.001V/A
• 自定义比例：1e-6V/A~1e+6V/A

探头校准 复位、未校准

最大输入电压 直接输入 200V（DC+ACpeak）

最大允许
共模电压 直接输入：42V（DC+ACpeak），CATII 30V

耐压 1500Vrms 1分钟 每个端子和地之间（50Hz）

绝缘电阻 500VDC，10MΩ以上，每个端子和地之间

波形反转 OFF、ON

相位延时 -650ns~650ns

垂直位置设置 ±0.5div（距屏幕中心）

垂直位置缩放
(缩放方式 )

•  比例缩放
垂直偏置：±0.5div（距屏幕中心）
•  区间缩放：上限设置 0.5div（距屏幕中心），下限设
置 -0.5div

重量 约 0.335kg

项目 规格

型号 DQM-12270

图片

输入连接器 安全型 BNC

通道数目 2通道

重量 约 0.335kg

电气隔离 隔离

最大采样率 20MS/s

带宽 [1] DC-5MHz

ADC分辨率 14bit

电压垂
直档位

0.01V/div~20V/div（1-2-5步进）
0.01V/div、0.02V/div、0.05V/div、0.1V/div、0.2V/div、0.5V/
div、1V/div、2V/div、5V/div、10V/div、20V/div
备注：使用 1:1衰减探头

垂直轴直 [1]
流精度

量程误差：10mV/div~20V/div：±（10div的 0.3% ）
增益误差：±读数的 0.15%

探头类型 U、I

探头校准 复位、未校准

探头比例

电压探头
• 固定比例：0.1X、0.2X、0.5X、1X、2X、5X、10X、
20X、50X、100X、200X、500X、1000X
• 自定义比例：1e-6~1e+6
电流探头
•固定比例：10.0V/A、5.0V/A、2.0V/A、1.0V/A、0.5V/A、
0.2V/A、0.1V/A、0.05V/A、0.02V/A、0.01V/A、0.005V/
A、0.002V/A、0.001V/A
• 自定义比例：1e-6V/A~1e+6V/A

最大输入电压 直接输入 200V（DC+ACpeak）

耐压 1500Vrms 1分钟 每个端子和地之间（50Hz）

最大允许
共模电压 直接输入：42V（DC+ACpeak），CATII 30V

绝缘电阻 500VDC，10MΩ以上，每个端子和地之间

输入阻抗 1MΩ，约 22pF

输入耦合 AC、DC

带宽限制 off，2MHz/1.28MHz/640kHz/320kHz/160kHz/80kHz
/40kHz/20kHz/10kHz

波形反转 OFF、ON

相位延时 -650ns~650ns

垂直位置设置 ±0.5div（距屏幕中心）

垂直位置缩放
(缩放方式 )

•  比例缩放
垂直偏置：±0.5div（距屏幕中心）
•  区间缩放：上限设置 0.5div（距屏幕中心），下限设
置 -0.5div

DQM-12180 100MS/s电压采集卡基本特性 DQM-12270 高速 20MS/s采集卡

注：[1] 温度：23±5° C。湿度：20~80%RH，预热至少 30分钟。推荐校准周期 1年。 注：[1] 温度：23±5° C。湿度：20~80%RH，预热至少 30分钟。推荐校准周期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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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型号 DQM-16250

图片

输入接口 弹簧型端子

重量 约 0.335kg

通道数 16通道

电气隔离 通道 1~8为一组，通道 9~16为一组，组内通道间不隔
离，组间隔离、且与机壳之间隔离

分辨率 16bit

采样率 200kSa/s同步采样

耦合方式 DC、单端

带宽 DC~15kHz

电压垂直档位 500mV/div~5V/div，1/2/5步进

最大电压测量量程 ±50V

有效测量范围 20div（显示范围：10div）

最大允许直接输入电压 60V（DC+AC峰值）

垂直轴直流精度 ±（满量程 *0.05%+测量值 *0.05%）

带宽限制 10kHz

输入阻抗 约 1MΩ

项目 规格
型号 DQM-36413组合 DQM-36413 Scanner Box

图片

输入连接器 弹簧型端子

通道数 16通道

重量
约 0.285kg（仅温度卡）
约 0.54kg（组合外部盒子型号 DQM-36413 Scanner 
Box）

电气隔离 隔离

输入类型 DC电压、TC热电偶

热电偶 K、E、J、T、N、R、S、B

采样周期 100ms、200ms、500ms、1s、3s
备注：采样周期指依次扫描 16个通道的一次采集时间

最大带宽 400Hz（100ms更新周期）

带宽

100ms：滤波器带宽 400Hz
200ms：滤波器带宽 120Hz
500ms：滤波器带宽 50Hz
1s：滤波器带宽 50Hz
3s：滤波器带宽 10Hz

最大允许直接输入电压 50V（DC+AC峰值）

耐电压 3000V AC ，1分钟，输入端子与内部电路

绝缘电阻 500V DC ，20MΩ，输入端子与内部电路

输入电阻 1MΩ

共模抑制比 电压测量：≥ 80dB（(采样周期 500ms以上 )）
温度测量：≥ 120dB（3s采样周期下）

电压分辨率 1uV

温度分辨率 0.1℃

测量量程

TC热电偶（FS满量程） 电压（FS满量程）

K：-270~1373℃
E：-270~1000℃
J：-200~1200℃
T：-270~400℃
N：-270~1300℃
R：-40~1768℃
S：-40~1768℃
B：0~1820℃

±20mV、±50mV
±100mV
±500mV
±1V
±2V
±5V
±10V
±20V
±50V

电压精度
(采样周期500ms以上 )

±20mV
±(读数的
0.05%+0.01mV) 

±50mV、±100mV、
±500mV

±(读数的
0.05%+0.03mV)

±1V、±2V
±(读数的
0.05%+1.2mV)

±5V、±10V、±20V ±(读数的 0.05%+3mV)

±50V
±(读数的
0.05%+0.03V)

温度精度
(采样周期500ms以上 )

R、S、B ±(读数的 0.15%+3℃ )

K、E、J、T、N ±(读数的 0.15%+1.5℃ ) 

项目 规格
型号 DQM-62151

图片

重量 约 0.325kg

通道数 2（2个报文通道）
子通道数 120（120个趋势图通道）
电气隔离 隔离（端口和主机之间，各端口之间）
输入连接器 DB9公头
数字量输入 /输出 2路 DI/2路 DO

CAN物理层协议 CAN2.0 A/B

最高采样率 单子通道波形采样率为 100k Sa/s，多个子通道总采样
率不超过 500kSa/s

最大允许 直接输入：42V（DC+ACpeak），CATII 30V

最大允许共模电压
(频率≤ 1kHz) 42V（DC+AC峰值）(CATII，30Vrms)

采样点 70%~85%，步进 1%

终端电阻 每个通道均可选端接电阻 120Ω
高速 CAN波特率 5kbit/s~8Mbit/s

自定义波特率 5kbit/s~1Mbit/s

报文数 最小：10000条  最大：40000000条

辅助数字量输入输出
可选择 DI/DO设置 on或 off
• DI类型：CMOS、TTL
• DO电平：低、高
• DI电平：低

解析功能 支持报文查看、支持 DBC文件导入和解析、支持 can
报文统计分析

DQM-16250 16通道电压采集卡 DQM-36413 16-CH 电压 /温度采集卡

DQM-62151 CANFD卡

规格——板卡参数规格

注：[1] 温度：23±5° C。湿度：20~80%RH，预热至少 30分钟。推荐校准周期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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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波形采集参数规格

示波模式 记录模式

触发功能 界面显示

示波模式波形采集特性 记录模式波形采集特性
项目 规格

记录长度

1kpts、2.5kpts、5kpts、10kpts、25kpts、50kpts、100kpts、250kpts、
500kpts、1Mpts、2.5Mpts、5Mpts、10Mpts、25Mpts、50Mpts、
100Mpts、250Mpts、500Mpts、1Gpts、2Gpts*
*可设置的最大长度取决于配置板卡类型。
举例 2通道隔离 100M 电压采集卡
•  2Gpts：1个通道开启
•  1Gpts：2个通道开启
•  500Mpts：3~4个通道开启
•  250Mpts：5~8个通道开启
•  100Mpts：9~16个通道开启

采样模式 常规：正常波形采集不处理采样数据

触发模式

自动：
•  如果在 50ms内触发条件成立，将在每次触发时更新显示波形
•  如不是，将自动更新显示波形
自动电平：
•  超过时间（约 1s）之前如果触发发生，更新波形的方式和自动模式相
同
•  如未触发，将探测触发源幅值得中间值，自动把触发电平改为出发圆
振幅的中间值，在此电平处触发后更新显示波形。
常规：
只在触发条件成立时更新一次显示波形。
单次：
当触发条件成立时，只更新一次显示波形，并停止波形采集。
立即开始
按Start按键后，更新一次显示波形，并停止波形采集。这与触发设置无关。
当采集到右记录长度指定的波形数量时，将停止波形显示。

项目 规格

记录长度
10Mpts、25Mpts、50Mpts、100Mpts、250Mpts、500Mpts、1Gpts、
2Gpts、5Gpts、10Gpts、20Gpts、50Gpts、100Gpts、150Gpts*
*最大记录长度，根据硬盘大小有调整。

采样模式 常规：正常波形采集不处理采样数据

硬盘记录

需手动开启硬盘记录功能
开启硬盘记录，触发模式会自动切换到立即开始模式
存储深度要求：大于 1Mpts或 100ms/div或滚动模式，其它情况不支持
采样率要求： 
•  50Msa/s：1通道
•  20Msa/s：2通道
•  10Msa/s：3~4通道
•  5Msa/s：5~8通道
•  1Msa/s：9~16通道

功能特性

• 断电时文件也能回读
• 支持自定义次数硬盘记录，连续硬盘记录时，两次采集期间存在死区
• 支持自定义时长硬盘记录，单次记录记录时长≤ 10div
• 数据回读后支持导出波形文件
• 硬盘记录文件格式 zdld，支持回读后导出 matlab、labview、
systemview、CSV等格式

项目 规格
触发模式 自动、自动电平、常规、单次、立即开始

触发类型

边沿触发：当触发源通过指定触发级别（上升沿、下降沿、上升沿或下降沿）
时，发生触发。
•  触发源：CHn（选择一个输入单元）、RTMm（选择一个输入单元）
•  边沿类型：上升沿、下降沿、双边沿
•  触发电平：0±10div（距屏幕中心±10div）
•  触发迟滞：低：±0.1div、中：±0.5div、高：±1div

触发位置 屏幕从左到右的显示位置的 0~100%处，步进 1%

触发迟滞 低、中、高

触发延迟 0~4s，步进 1us

触发保持 0~4s，步进 1us

手动触发
按键 直接可操作手动触发按键

动作触发 OFF、ON

项目 规格

T-Y显示

坐标显示方式
• 可设置多条波形共有一个纵坐标
• 独立纵坐标时，最大 16行波形
抽样显示方式
• 数据多，显示不完时，使用“P-P压缩”方式显示波形，即最大值、
最小值
插值显示方式
• 采样点可选择4种插值方式显示：无插值（直接绘制数据点，不连线）、
正弦插值、直线插值、脉冲插值

轨迹
• 一键清空快照波形踪迹
• 自由选择踪迹通道信号源
• 支持偏移和缩放配置

常规显示

• 显示格式：1/2/3/4/5/6/8/12/16波形显示窗口
• 网格：虚线、十字线、边框 3种方式
• 轨迹显示数目：可在 4个显示组之间切换，每个显示组有 24个轨
迹
• 累积：无限、2~128（2的 n次方）

X-Y功能

•  X轴和 Y轴可以从CHn、RTMm和MATHa中选择， 8条轨迹，
2个窗口。
备注： n：1~16     m：1~16      a：1~8  
•  在记录模式下，不支持 XY累积。

垂直位置设置 可从波形画面中心在±5div范围内移动波形

线性变换 可对 CHn单独设置 Ax+B模式、P1-P2模式

垂直基准 改变量程后波形三种垂直基准方式选择：屏幕中心、波形中心、接
地电平

时间模式 三种时间模式选择：相对时间、绝对时间、自动

实时值显示 4组实时值，每组可同时观测 16通道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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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分析功能

高级分析功能

参数测量功能特性

其它基础功能特性

FFT分析功能特性
项目 规格

测量

支持在线测量、离线测量

• 单通道 55种测量参数

• 单通道 55种测量项实时显示

• 单通道 55种测量项常规统计

• 全通道 880种测量参数实时、792个常规统计

• 支持缩放窗口测量

• 支持探头比例校准

• 电压测试：20种
峰峰值、幅值、最大值、最小值、顶部值、底部值、中值、正过冲、负过冲、正预冲、
负预冲、平均值 -周期、平均值 -全屏、直流有效值 -周期、
直流有效值 -全屏、交流有效值 -周期、交流有效值 -全屏、比率 -周期、
比率 -全屏、校准平均值。
• 时间测量：23种
周期、频率、平均周期、平均频率、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脉冲宽度、负脉
冲宽度、正占空比、负占空比、突发宽度、串脉冲长度、X@min、X@max、
延迟 1↑→ 2↑、延迟 1↓→ 2↓、延迟 1↑→ 2↓、延迟 1↓→ 2↑、相位
1↑→ 2↑、相位 1↓→ 2↓、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建立保持比率
• 计数测量：6种
上升沿计数、下降沿计数、正脉冲计数、负脉冲计数、脉冲计数、触发计数器
• 其它：6种
面积 -周期、面积 -全屏、正面积 -周期、负面积 -周期、正面积 -全屏、
负面积 -全屏
波形参数的自动测量值统计：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偏差、计数

项目 规格

功率测量

支持单相和三相功能运算：
功率参数：
• 测量单元：Urms、Irms、S
• 接线组：UrmsΣ、IrmsΣ、PΣ、QΣ、SΣ、λΣ、η

实时运算

100M真实时运算

可配置 16个实时运算通道 RTMm（m为通道单元号，1~16）

运算类型：+、-、×、÷、二进制运算、相移、功率谱用户自定义运算  

数学运算

运算：支持  +、-、×、÷、二进制运算、相移、功率谱用户自定义运算，
可以同时在多达 16个频道上执行数学操作。

平均设置：关闭、线性、指数、周期、峰值

FFT设置：
•  FFT点数：1k、2k、5k、10k、20k、50k、100k、1M、2M、5M、10M
•  FFT窗类型：矩形窗、汉宁窗、海明窗、布莱克曼窗、平顶窗

滤波器设置：
•  滤波类型：Sharp、Gauss、IIR
•  滤波器通带：LowPass、HighPass、BandPass
•  截止比率：当前采样率一半的 1%~80%，步进 1%

项目 规格

搜索
功能

搜索、展开和显示所显示波形的一部分，对当前屏幕波形数据满足设置条件
做判断，并给出所有符合条件的位置或位置和数值
示波模式支持 11种搜索类型：
边沿、脉宽、上升/下降时间、周期/频率、占空比、欠幅、事件、时间、电平、高级
记录模式支持 8种搜索类型：边沿、欠幅、过冲、时间、电平、事件和高级

光标
• T-Y波形显示：水平、垂直、标记、角度、水平&垂直   • 光标支持多通道同时测量
• X-Y光标：水平、垂直、标记、水平 &垂直         • 光标支持缩放分区定位
• FFT光标：标记、峰值

缩放 显示的波形沿时间轴展开，做多同时显示 2个缩放窗口，ZOOM1、ZOOM2
备注：当屏幕数据＜10个点，不能使用 ZOOM

动作 触发发生或波形停止采集时，执行动作：保存数据、保存截图、打印屏幕、蜂
鸣器响、根据检测结果发送电子邮件

Pass/
Fail

设定波形区域
• 6个波形区域组合作为判断标准（“和” “或”）。
设定波形参数的范围
•16个波形参数组合作为判断标准。
执行动作：保存数据、保存截图、打印屏幕、蜂鸣器响、根据检测结果发送电子邮件

历史
记录 最多支持 5000条

项目 规格

FFT
功能

• 支持同步生成频谱表格             • 支持频谱查看和数值的实时查看与存储
•  FFT下可以查看频点数值         • 支持光标测量，可以自动捕捉峰值

窗口显示： 最多可同时显示三个屏幕分区，每个分区包含以下窗口之一。
T-Y、ZOOM1、ZOOM2、XY(1)、XY(2)、FFT1、FFT2
•  FFT样本点数：1k、2k、5k、10k、20k、50k、100k、1M、2M、5M、10M
•  FFT谱类型：LS、RS、PS、PSD、CS、TF、CH
•  FFT子谱类型：REAL、IMAG、MAG、LOGMAG、PHASE
•  FFT窗类型：矩形窗、汉宁窗、海明窗、布莱克曼窗、平顶窗
•  FFT平均模式：关闭、线性、指数、峰值
•  源：从CHn、RTMm和 MATHa中选择（n：1~16  m：1~16  a：1~8）

规格——分析功能参数规格

大数据分析功能
项目 规格

实时
事件

• 同时对高达 128路信号同步实时监控、实时分析、实时存储
• 支持 9种事件类型：边沿事件、超幅事件、脉宽事件、N边沿事件、超时事件、
周期事件、延迟事件、模板事件、抖动事件
• 事件生成方式：自动执行、手动执行
• 事件标识上限：10,000,000
• 事件响应：
自动执行：无响应、停止和存储。手动执行：无响应

时序
分析

• 测量并统计时间差的一种功能以此来满足需要测试时序的研发、生产流程
• 支持达 255个事件

谐波
分析

• 执行环境：采集期间 (示波滚动模式 )       
• 最高采样率：5MSa/s(合计 )
• 支持源：实时运算、100M/20M/16CH/温度卡 
• 最大谐波分析次数：15
• 运算周期：1~100ms，步进 1ms
• 保存文件：CSV

趋势
分析

• 执行环境：采集期间 (示波滚动模式)             • 最高采样率 40MSa/s(合计)
• 支持源：实时运算、100M/20M/16CH/温度卡   • 类型：周期数 /周期 /频率
• 趋势波形采样率：合计 100kSa/s                • 最大趋势数量： 16
• 趋势波形点数合计 50Mpts                          • 线性变换规则：A-B、P1P2
• 复位规则：默认，复位电平，参考电平，参考边沿

波形
对比

• 包括数据生成、数据管理以及数据分析、一键捕获及波形对齐功能
• 支持离线测量，单通道支持 43个测量项
• 支持通道复制、通道间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通道滤波、通道定制化脚本
功能及通道自定义公式

ATE 在线脚本，自动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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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其它参数规格

存储特性 USB外设特性

相关 I/O 特性
Trig In I/O端口 外部时钟输入（EXT CLK IN）

传感器供电接口

GPS接口

Trig Out I/O端口

Pass/Fail和外部开始 /停止 I/O接口

IRIG同步信号输入

项目 规格

保存数据种类 波形数据、配置数据、截屏数据、快照波形数据、FFT分析结果数据、
自动测量数据、CAN数据

波形数据格式 Matlab、SystemView、Labview，二进制和 CSV

数据加载格式 波形数据、配置数据、快照波形数据

存储方式 内置 SSD、USB外置存储器

项目 规格
连接器 USB A型口

端口数 4 (USB2.0*2、 USB3.0*2)

电气与机械规格 兼容 USB Rev.2.0

支持的传输模式 高速、全速、低速

电源 5V，500A（每个端口）

项目 规格
连接器类型 BNC

输入电平 TTL（0~5V）

最小脉宽 100ns

检测边沿 上升或下降沿

触发延迟时间 100ns+1个采样点内

项目 规格
连接器类型 BNC

输入电平 TTL

最小脉宽 50ns

检测边沿 上升沿

采样抖动 100ns+1个采样点内

项目 规格
输出端口数 4

输出电压 ±12V

输出电流 高达 1A

检测边沿 上升沿

采样抖动 100ns+1个采样点内

项目 规格
输入连接器 SMA

连接器数目 1

接收信号类型 GPS L1 C/A code  SBAS:WAAS EGNOS MSSA

输入阻抗 50Ω 和 50kΩ 之间切换

最大输入电压 ±8V

作用 同步记录仪时间、同步采样时钟

同步时间 开机后 5分钟

兼容天线 有源天线，3.3V电源

项目 规格
连接器类型 BNC

输出电平 5V CMOS

输出格式

常规模式
• 逻辑电平：触发时低，获取后高
输出延时：100ns+1个采样间隔
• 输出保持：100ns以上
开始 /停止模式
• 逻辑电平：波形采集过程中高电平输出，停止采样低电平输出

项目 规格
连接器类型 RJ11 6针插座

输入电平 TTL

输出电平 5V CMOS

项目 规格
输入连接器 BNC

连接器数目 1

支持 IRIG信号类型 B002、B122

输入阻抗 50Ω 和 50kΩ 之间切换

最大输入电压 ±8V

作用 同步记录仪时间、同步采样时钟

时钟同步范围 ±80ppm

同步后精度 输入信号无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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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尺寸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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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外观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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