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指引
EA Power Control
版本：2.20或更高

安装与操作配置需求：
电脑一台，最低配置为 2GHz 处理器，1GB RAM（内存）
Windows 7 (32位/64位)操作系统或更新版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5.2 (包含在此安装档内)
本软件与下面这些系列仪器兼容：
»» EL 3000 B
»» EL 9000 B / EL 9000 B HP / EL 9000 B 2Q
»» EL 9000 DT / EL 9000 T
»» ELM 5000
»» ELR 9000 / ELR 9000 HP
»» ELR 10000
»» PS 2000B TFT （仅带彩屏的版本）
»» PS 3000 C
»» PS 5000
»» PS 9000 1U
»» PS 9000 2U
»» PS 9000 3U
»» PS 9000 T
»» PSB 9000 / PSB 9000 Slave
»» PSB 10000
»» PSE 9000 3U
»» PSI 5000
»» PSI 9000 2U
»» PSI 9000 3U / PSI 9000 3U Slave
»» PSI 9000 15U/24U
»» PSI 9000 DT
»» PSI 9000 T
»» PSI 9000 WR / PSI 9000 WR Slave
»» PSI 10000
• 本软件与下列接口卡类型兼容：
»» USB (带虚拟COM口)
»» Ethernet/LA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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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版权所有

本软件仅能跟上述所列电源与电子负载系列，以及所列接口卡兼容。禁止对本软件及所含文档进行更改。除非获得所有者
的书面允许才例外。禁止对其转售或出租。如未对本软件做过任何变更，允许向第三方进行宣传。

2.

简介

EA Power Control是一个Windows™ 软件，用它可远程控制一台或多台可兼容电源与/或负载。但是只有经数字接口方
能实现。目前支持的接口卡为USB卡与以太网卡。
本软件基于Visual C#编程语言，并需最低版本的Microsoft .NET Framework程序，这可能早已安装于电脑系统中，或将
由软件安装用户进行安装。

3.

操作前的准备

在开始使用EA Power Control前，应有至少一台可兼容仪器已连到电脑上。如果仪器经USB线连接的，需正确安装并运
行USB驱动程序。安装好后可在Windows仪器管理器下的“端口（COM&LPT）”下找到已安装的USB仪器。图例如下：

这个驱动器文件仅能在系统上安装一次。如果是第一次连接新的仪器，或者已知仪器连接到电脑上不同的USB
端口，都会要求重新安装。新仪器将会赋予一个未使用的COM口。

3.1

软件的安装

本软件安装通过一标准安装装置来完成。安装时需要管理者权限。安装期间，您可选择额外的安装包，如果之前没有安
装的话，因为本软件需要它正确运行：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5.2或更新版本
• USB驱动程序（如果只能使用以太网卡的仪器则不需要）

若运行该软件出现问题或启动有问题，建议用Microsoft .NET 与Visual C++ Runtime安装包重新安装一次。
这两种安装都要求管理员权限。
安装完后可从桌面或Windows开始菜单的下列路径启动它：
Windows 7: 开始 -> 所有程序 -> EA Power Control
Windows 10: 开始 -> E -> EA Powe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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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次启动

安装软件后的第一次启动，用户界面语言以英语作为初始设置。此设置可以更改为德语，俄语或中文。

5.

启动软件 / 搜索仪器

软件启动后会自动搜索COM口与以太网端口上是否有已连接且兼容的仪器。在“配置”应用程序下可定义两端口上仪器的
搜索设置。这样如果只连接了以太网端口也能搜索COM口下的仪器，反之亦然。
只要可以访问搜索仪器主窗口，可随时重复“搜索仪器”应用程序进行搜索。
搜索完后，被检测到的兼容仪器都以图标陈列于仪器清单下。图标配以系列名称与IP地址赋予的COM口，以及用户可定
义文本进行说明。举例如下：

图 1

假如一台电脑的两个端口同时都连有仪器，则USB端口优先操作。经COM口连接的仪器只能被陈列一次。

若未找到任何仪器，该仪器清单将为空，如下图所示：

图 2

通过搜索未能检测到仪器，原因有很多。
• 如果仪器经USB线连接并控制：
a. 仪器经USB端口连接，但是USB驱动程序未安装或安装不正确（见章节„3. 操作前的准备“ )
b. USB线未连接或连接不正确
c. 您的仪器为最新系列，而当前安装的EA Power Control 版本暂不支持它。此时可更新本软件。
• 如果仪器经以太网端口连接并控制：
a. 仪器上的以太网端口与“配置”下的端口不匹配。
b. 分配了一个或多个双IP地址，或者仪器的默认IP未做变更以符合当前要求（所有仪器出厂时都配备为相同的标准IP）
c. 如果DHCP被激活，网络服务器可能已经用完全不同于“配置”下定义的并超出搜索范围的IP来设置一台或多台仪器
d. 由于设置错误，电脑网络适配器无法访问仪器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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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远程控制的条件

将要在远程控制下使用的仪器可以是不同的控制状态：
1) 当前正由模拟接口控制，故不可经数字接口进行控制。
2) 当前为本机状态（显示器指示为“本机”），故会阻止远程控制操作。
3) 可自由访问。然后电脑将接手仪器的远程控制
如果实际情况为3），仪器会接受远程控制指令（写入）。否则，只能读取并显示实际电压、电流与功率（内阻是计算出
来的）。要将仪器设置为远程控制模式，需先手动取消仪器的所有外部控制或本机模式。然后才能使用“终端机”（见下
面）程序下的“远程开”按钮设置远程控制。关于仪器的状态详情可参考其用户说明书。

6.1

一次性控制多台仪器

本软件自1.52版开始支援两种不同方式来控制并监视多台仪器：
• 在个別的视窗控制并监视 每一个视窗代表一台仪器(基本功能)
• 在单一视窗控制并监视(“多台控制”)(须付费的功能， 可选择的)
这两种方式的操作不一样。在单视窗下分开操作每台机器，只建议在仪器数量少时使用，例如5台机器的时候。当要控制
并/或监视多台仪器时，在多个视窗同时打开的情况下可能会丢失总视窗。此时就要使用“多台控制”，因为它可在单视窗下
清晰地显示多达20台不同的仪器。“多台控制”的其中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同时对多台选定一起设定其参数或输出/输入状态。

“多台控制”在1.52版之后EA Power Control 的才有支援，但须付费取得注册码后可使用。更多详情见„12. 注
册码管理“和„13. “多台控制”应用“。关于多台控制应用的测试与预览，以及其它功能，您还可申请一个试用注
册码。见„12.1 试用注册码“。

在远程控制模式下，本软件允许一次控制多达10台仪器。打开每台仪器的控制程序“终端机”，然后在各个窗口之间转换。
这些窗口都可分布在电脑屏幕上。所有仪器与窗口分开工作，相互无任何联系。更多详情见下面描述。

远程控制仪器，或者即使只是监控仪器的实际值都需保持通讯不断。控制/监控的仪器越多，通讯堵塞也会更
严重，根据电脑后台任务的整体运载，以及其它软件的运行，EA Power Control可能因为CPU运行时间太少
而慢下来。这会使按钮的反应延迟，或实际值与状态更新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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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图形化用户界面 (GUI)

7.1

主窗口

软件启动并搜索仪器（如果激活启动即开始搜索功能）后，主窗口将出现如下：

图 3

该窗口被分为两个部分：
仪器

这部分会以图标列出检测到的仪器。如果检测到更多仪器，将排成一排，窗口会随之扩大。本软件会监
控仪器，若发现有仪器由于连接线被拔下而掉线，会在短时间内从列表下移除它。重新连接后，仪器清
单不会自动刷新。

应用程序

这部分会显示可使用的应用程序。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不同的功能。可在该软件下安装更多应用来使用。

应用程序概览：
应 用 程 序 名 功能描述
称

是否可启动多
次？

搜寻仪器

双击后，它将在选定的接口上搜索兼容的仪器。也可用它来刷新仪器清单。搜索期间， 会有一个小窗口出现在屏幕前面。

终端机

该应用为仪器控制应用。它将打开一个显示实际值、设定值、保护极限与状态的窗口。 是，最多10次。
可对仪器清单下的任意10台打开10次。而且，在SCPI语言（PS 5000系列除外）或
ModBus协议下，通过指令几乎可直接访问仪器的每个功能。

设定

打开一个更方便访问仪器设置的窗口，因为可在仪器菜单下设置。如果是没有设置菜 是，最多10次。
单的仪器系列，如PS 5000与PSI 5000，这是访问与仪器操作相关设定的唯一方法。

升级

打开仪器固件更新的窗口。固件更新需上传一特殊的更新文档（*.upd），该文档可从 否
制造商网站获取或向制造商申请获得。

排序记录

打开排序与日志记录窗口。更多详情可见„9. 应用程序“排序记录”（排序与数据记录）“。 是，最多10次。

函数发生器

可解锁功能（需购买注册码）。打开具有函数发生器或序列发生器的仪器系列窗口，更 是，最多10次。
多详情请参考„14. “函数发生器”应用“。

多台控制

可解锁功能(付费取得注册号)。更多详情可见„13. “多台控制”应用“。

否

可同时控制并监看20台相同或不同型号的机器，并同步设定参数值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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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主窗口的操作

关于仪器图标与应用图标的操作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
• 双击
• 拖放

7.2.1

双击操作

如果双击一个应用图标，将会以文本菜单格式显示仪器清单，可从中选择一个仪器启动应用程序。

图 4 - 双击打开应用程序

7.2.2

拖放操作

为给仪器清单下某一仪器打开应用，只要点击仪器图标，按住鼠标，然后拖曳到想要打开的应用图标上，然后放开。除非
当前状态不允许打开该应用，否则会被启动。不然会跳出一个信息，说明该应用为什么不能启动。

图 5 - 拖放打开应用程序

7.3

显示仪器相关信息

在仪器清单下，右击仪器图标会跳出一个显示仪器信息的窗口。
例如：
这个范例中明显地指示出这是一台PSI 5000系列电源，而且它不具有内阻模式（R
模式）。还可看见这台仪器没有指定用户文本。用户文本旨在与其它同型号的仪器
区分开来

文件ID: PCCN
日期: 03-04-21

8页

7.4

菜单与配置

菜单名称

描述

文件
关闭

立即关闭软件，不管其它窗口任然还打开着。

配置

打开“配置”窗口，可设定仪器通讯相关的设置，与/或软件本身的设置。

„一般“标签

该标签的勾选标记能允许或阻止经USB或LAN接口与仪器连接。启动其中一项，禁用另外一项，
都对本软件的性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默认设定：两个都启用
提示：只要两个选项都禁用，则无法找到任何仪器！

„USB“标签

选择在软件启动的时候加入（=勾选设定）USB仪器的搜索。若未使用USB，则建议关闭“一般”
标签下的两个选项：这个设定以及通用接口USB设定。这可减少搜索时间。
如果启用了通用接口USB设定，且该参数被禁用，仍可用“搜索仪器”程序开始USB仪器的搜索。
默认设定：启用

„LAN“标签

该标签用来定义IP搜索范围以及仪器经以太网连接的端口设置。这个搜索范围限定于最后的八
位字节。默认端口为5025，如果是经以太网插座的默认端口，则可随意更改，但是只有符合该
端口设定的仪器才可在IP范围内找到。
还可在启动本软件时加入（勾选设定）以太网的搜索。如果未使用以太网，则建议关闭这两个设
定：该设定以及“一般”标签下的通用接口以太网设定。因为这可减少搜索时间。
如果启用了通用接口以太网设定，且该参数被禁用，仍可用“搜索仪器”程序开始以太网仪器的
搜索。
默认设定：禁用
默认端口：5025（也可见仪器说明书）
默认IP范围：192.168.0.2 … 192.168.0.100
各种日志文档与序列文档读/写格式的设置：
US = 在美版Excel或类似工具下通用的CSV文档格式（分隔符为逗号）

„格式“标签

标准 = 欧版通用的CSV格式（分隔符为分号）
在此窗口下，您还可在日志文档下禁用 记录的物理单位（默认：“激活”），以使Excel（或类似
工具）能将CSV下的值解释为数字，而非文本。

“软件更新”标签

自2.19版开始，如能连接到互联网，该软件可通过连接下载服务器在线查找更新，并能自动更
新，可在此处确定。或者，仅通知用户，在该标签下激活手动更新。
其它软件相关设置：

„其他“标签

“连接尝试” = 从仪器列表中实际删除连接之前，尝试重新连接丢失的仪器的次数
“仪器 ping （ms）” = 检查仪器存在的间隔时间

?
协助

打开帮助文件 (PDF)

关于

打开一个关于本软件与制造商详情的小窗口

启动侦错

仅作内部使用。一般不要启用侦错模式，因为多台仪器并联，多少会减慢本软件的运行速度。

载入补充文件

这个用来上传EA Power Control软件的更新文件，比如新的序列范例文件或更新版的帮助文件。
这些文件如果可供用户使用，则可从制造商网站下载，或者给制造商发送请求获取。

注册管理

此视窗是用来显示注册资讯及已经解锁的高阶功能， 它可以协助你购买或更新注册码， 也可以
用来安装注册码并解锁新功能。请参阅„12. 注册码管理“

演示模式

打开和关闭演示模式。在演示模式下，本软件模仿的是两台不存在的仪器（1x ELR 9000, 1x
PSB 9000），并在不同的应用窗口下打开并预览。

7.4.1

用户界面语言

在“语言”选项下您可以切换英语，德语，俄语，中文，西班牙语和法语的用户界面语言。语言转换在关闭设置窗口后
立即生效。

文件ID: PCCN
日期: 03-04-21

9页

8.

“终端机”应用程序

“终端机”应用程序是仪器的主控应用窗口。它可对多达10台仪器多次打开，从而分开控制仪器或并列控制。这些窗口
相互之间无任何链接或联系。
鼠标点击操作该窗口可控制仪器状态（远程模式，开/关），而通过键盘可输入数值。还可进行复制与粘贴。
型号，系列号
端口

打开图形窗口(1

实际值

状态

设定值
保护极限值

按钮
图 6

该窗口上半部分显示的是实际值、设定值、保护极限值与状态。
要远程控制某特定仪器的任意功能，可点击“显示指令”按钮显示上半部分。SCPI指令语言（除PS 5000系列外）用标
签与ModBus协议，提供预先设定的指令，点击“传送”按钮可发送给仪器。

8.1

实际值
如仪器上彩色TFT显示器所示，实际值之间是相互隔开的。
在每一个单区，它们都位于上面一行（大字体）。彩色区
域一般显示至少三组实际值。对于电子负载仪器，它还显
示实际内阻。

R实际值的刷新是有周期性的。高负荷的CPU可能会延迟其刷新。特别是当打开了多个终端窗口时会延迟更多。参数的格
式不总会与仪器显示器格式相符。因为百分比数转到实际值是从内部转换过来的，最后一个数位可能会出现不同。这同样
适用于数据记录（即：日志记录，见下面）。

实际值只能从仪器上读取，且受仪器上任何操作（手动或经模拟接口）的影响。即使不通过EA Power Control
进行远程控制，这些参数也一直存在。

8.2

设定值
彩色区域下面一行显示的是设定值(小字体)。它们为输入
框，仪器经任意数字接口转换至远程控制后，可通过键盘
输入参数。用“遥控开”按钮，或者对应指令在终端窗口
内使仪器转换至远程控制模式。
输入框激活后会变白色，即可通过打字输入，或复制&粘
贴输入参数。

每个输入框内允许的参数范围与仪器前板手动操作允许输入的范围一样。设定值的可调范围默认为0…102%，可以被可
调极限值缩减（缩写为：极限值）。这些参数即可通过仪器的菜单手动定义，也可通过EA Power Control软件的“设
定”应用程序定义。
如果输入参数太高或太低，则不会被接受，而是再次显示之前旧的参数。

只有按下确认或返回按键确认后，才会提交设定值。

1) 仅当“多台控制”被解锁方可操作。也可见 „13. “多台控制”应用“与„12. 注册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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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保护极限
所谓的保护极限为显示框与输入框。当仪器经数字接口处
于远程控制模式时，仅允许输入参数。
用“存取”可显示状态区下的远程控制状态。输入框被
激活后，即可通过打字输入，亦或复制&粘贴输入参数。

每个输入框的允许范围与仪器前板手动操作允许输入的范围一样。保护极限的可调范围默认为对应额定值的0…110%。
如果输入参数太高或太低，则不会被接受，而是再次显示之前旧的参数。

只有按下确认或返回按键确认后，才会将设定值提交给仪器。

8.4

状态
状态区复制出仪器显示器上所示的仪器状态。但也可有些
许不同。例如：PSI 5000仪器不论是经模拟或数字接转换
至远程控制，显示器仅显示“远程控制”，而其状态区则
清楚显示控制的接口类型（如下）。

状态指示灯：
模式：

显示直流输出/输入的状态，当它关闭时显示“关闭”；当它打开时，此处显示实际的调整模式（CC， CV，
CP， CR）。调整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考仪器说明书。

操作模式：

显示电阻模式 “UIR”或正常模式(若仪器有支援) “OP Mode = UIP”已激活。

主-从模式：

显示主從模式的狀態(若仪器有支援):
N/A (不适用) = 仪器不支援 „主从模式“
Off (关) =有支援主从模式(MS)，但目前没有启用
Slave (从机)=有支援主从模式(MS)，仪器被设为从机(无法以远端控制)
Master (主机) =有支援主从模式(MS)，仪器被设为主机(可以远端控制)

存取：

显示经接口可自由访问仪器，并远程控制仪器，或当仪器处于远程控制模式所受控的接口类型（“rem”=
远程控制）

报警：

显示仪器的最后报警状态。有些仪器的报警会关闭直流输出/输入，并需在再次使用前确认。在此情况
下，状态区下的ON/OFF按钮变为“确认报警”。必须用它清除报警条件，然后再按下ON/OFF按钮，但是
必须在没有了报警条件后才能这样操作。

仪器状态只能从仪器上读取，且受仪器上任何操作（手动或经模拟接口）的影响。及时不通过EA Power
Control进行远程控制，这些参数也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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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指令

按下“显示指令”按钮，可显示此窗口额外的部分。此额外窗口可以让使用者直接以ModBus或SCPI(若仪器有支援)通 讯
协定来控制仪器。若上半部的窗口没有您所需的功能，也可以用此额外窗口来询问仪器的其他资讯或设定功能。

图 7 - 直接指令

SCPI和ModBus这两个标签各提供一组指令供选择，按下“传送”按钮发出指令。更多的SCPI指令可在输入栏内直接输入
(请参阅额外文件“Programming Guide ModBus & SCPI”。此文件会放在随产品的CD或U盘内)。由于该软件不使用ModBus
TCP消息和端口进行通信，因此即使在进行以太网连接时，也可根据ModBus RTU标准通过选择寄存器和功能代码在“自定
义”选项卡中创建更多的ModBus命令。 在ModBus TCP中，手动输入消息并发送消息是行不通的。
所有送出的指令及仪器回复的资料都被记录在右边窗口内，并附上传收时间。以上例子是送一个SCPI指令*IDN?给一台
PSI 10000仪器，仪器约在几毫秒内回复指令。
SCPI是一种文字指令，所以记录在ASCII页签下。ModBus是二进位格式，所以记录在Hex页签下。

8.5.1

限制

• 并不是所有指令的传送记录都同时记在ASCII和Hex页签下
• 当切换SCPI和ModBus页签时，指令输入栏的模式也跟著变更。也就是说在ModBus模式下输入SCPI指令不会得到
正确的结果。反之在SCPI模式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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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脚本

自2.09版以后的新版本，在终端应用窗口（下半部分）中有脚本处理功能。它可运行简单的脚本文件（CSV格式），包含
SCPI（ASCII文本）或ModBus RTU消息（二进制格式写成的ASCII文本）。但不可操作两种协议的混合。仪器发出的脚本
命令以及所有响应将被写入日志窗口。日志历史记录（CSV文件）可以导出来，供日后分析（右键单击进入日志窗口）。
遵循如下限制条件与规则：
• 脚本文件不能检查数值或指令的合理性，比如：是否有指令尝试设置某一仪器型号不可设置的电压，或者仪器不支
持的特定指令。
• 可调“命令之间的延迟”（4 - 1000 ms），应用于所有脚本行（全局延时）。如果在扩展全局延时而超出其极限，
可以插入一个WAIT xxxx指令（见下文）。
• 当脚本最后一行处理完后就会停止，除非激活了重复功能，这种情况会一直运行，直至手动停止。仪器报警或连接
断开都不会终止脚本的运行。
• 脚本文件不能包含SCPI与ModBus RTU格式的混合指令。
• WAIT指令的延时会增加到全局延时上，如WAIT 1000，表示这一步500的全局延时将形成~1500 ms延时。
• 当脚本在运行时不可调节全局延时，只能暂停或停止。
• 这个时间不是100%正确的，可能会有不同的偏差，而且也依赖于系统。

8.6.1

脚本文件格式

脚本文件必须为CSV格式，可谓US版，也可为标准欧版，取决于“配置”下的格式设置，以及所选GUI语言。基本由两
列组成：一列用于指令，另一列用于可选备注。
8.6.1.1 带SCPI指令的脚本范例
在MS Excel或类似工具下，分号是不可见的，但在文本编辑器下查看时是可见的，看起来就是这样：
*IDN?;”查询仪器型号与系列号”
SYST:LOCK ON;”激活远程控制模式”
VOLT?;”插叙电压设置”
脚本启动时，会执行一个设置指令和两个查询。所有这三个指令加上响应，都会显示于日志窗口中。由于脚本包含所有
SCPI指令，软件将检测ASCII格式并自动切换到ASCII标签。
8.6.1.2 带ModBus RTU指令的脚本范例
在MS Excel或类似工具下，分号是不可见的，但在文本编辑器下查看时是可见的，看起来就是这样：
00 03 00 01 00 14 15 D4;”查询仪器类型”
00 05 01 92 FF 00 2D FA;”激活远程控制模式”
00 03 01 F4 00 01 C5 D5;”查询电压设置”
ModBus消息中的字节必须以空白（空格）分隔，否则该脚本会被拒绝。脚本运行时，会执行一个设置指令和两个查询。
所有三个命令加上响应都会显示在日志窗口中。由于包含所有ModBus命令的脚本，软件将检测二进制格式并自动切换到
日志窗口的十六进制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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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3 WAIT指令
脚本文件中除了常规的SCPI指令或ModBus RTU指令，还可随时在任何位置插入额外的WAIT xxx指令。它同样可扩展
全局延时。xxx可为0至232毫秒。

8.6.2

选项

自2.10版后增加了一个选中或者取消选中选项：“停止状态刷新”。它会暂停运行中的后台通讯。只要脚本启动，就会
立即获取上层窗口显示的实际值和状态。当使用小于10毫秒的短全局延迟时，它对实现更准确的定时可能是有用的。

8.6.3

显示与控制

脚本标签只有两个显示值：
总数：脚本文件中总步骤（即：行数）
当前数：当前已处理的步骤数
控制使用类似符号
开始/运行脚本进程（找到有效脚本文件后）

在当前步骤完成后暂停脚本运行；脚本可在下一步继续

在当前步骤完成后停止脚本运行；用“开始”按钮重启时，脚本将从头开始处理。
允许直接从脚本开始（单击此按钮而非播放按钮）或暂停时执行单一（手动）步骤；手动步骤后，脚本可通
过“开始”按钮自动继续运行。
在上一步之后激活/停用脚本重复功能；激活该设置后，脚本将永远不会自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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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用程序“排序记录”（排序与数据记录）

图 8

EA Power Control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可以运行序列文档（这儿指：排序），并记录仪器数据（这儿指：数据记录）
。一个序列是由一行行设定值与一个时间值x组成的表，并以CSV文本格式存储的文本文件。
该软件会逐行地读取序列文档，并将当前已处理行内的数值与状态发送给仪器，然后等待一定的时间，直到处理下一步
为止。这个间隔时间可以很长，为100 ms…99 h:59 m:59 s（步宽为：100ms）。
数据记录运行原理与之类似，但是顺序颠倒了。在可选间隔时间内（定义与排序一样），该软件读取仪器上的实际数值与
状态，然后逐步地写入CSV格式的日志文档内。总记录时间与记录数次限定为1000个连续日志文档的最大数。

本软件自2.03版开始可以在“配置”下选择CSV格式。默认设定为“标准”，然后会以在德国与欧洲通用的分号作为
分隔符，让软件接受/创建CSV文档。美国用户则应选择“US”选项，使用与美国标准兼容的CSV文档。该设定
同样适用于排序与数据记录。意思是，在“US”设定下，当尝试加载欧洲格式的CSV文档，则会跳出格式错误。
重点！EA Power Control的排序与ELR 9000， EL 9000 B与PSI 9000系列下任意函数发生器的排序不同。序
列文件的处理就是按照序列文档下输入的数值发送给仪器，因此仪器不能产生阶跃，以便在两个设定值之间
形成一个线性上升或下降的曲线。
这种日志文档不支持用额外栏来区分仪器。
进入“排序记录”应用程序窗口，在“选项”窗口下可配置数据记录与排序。这需为EA Power Control软件选择一个单独
的文档来操作。每台仪器的排序与记录文档要分开设定。不可在一个日志文档下记录多台仪器的数据。仅能在„13. “多台
控制”应用“下进行。
日志文档不含区分仪器的唯一信息。因此要正确使用赋予该仪器的特定文件名，也许在该文件名下有相同的用户文本。
排序的时候要选择已有的序列文件，每次选择时都会检查其有效性。初次打开应用时，在默认序列文件的安装包内，有
序列文档格式的定义（如下）与显示范例。可在EA Power Control外创建任意数字的序列文件，比如用，或其它CSV工
具，甚至文本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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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排序

排序前需为仪器选择一个用来测试兼容性的序列文件。如果文件中有错误，会跳出一对话框提示。软件安装时会在这个路
径：“c:\users\public\documents\eapowercontrol\seqlog\example_sequence_file.csv“下存储一个范例序列文件（注意：它
为欧式CSV文档），作后续预选用。该文件可作为启动操作，也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编辑。
可在EA Power Control软件外编辑，或者在应用程序窗口“排序记录”或“选项”窗口内启动。
开始排序前，再次检查这个文档，以便检测未发现的外部编辑。基本原则为：
• 所有设定值（U，I，P与R(1）必须符合即将打开序列文件的仪器的额定值。如果打开的序列原本是200V型号的仪
器，却为80V型号所用，则所有超过80V的参数行都会被改文档拒绝。
• 时间值的最小值为200ms，也可以用更小的值，此时仪器运行的稳定度就不可保证。这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多台仪
器并列运行的排序功能，或者使用的接口类型。只有用户在本机设置才能让其稳定地工作。最大时间值为99h 59m
59s 999ms。
• 一个序列文档可为多台同型号仪器所用，只要这些仪器的额定值相符，并且可形成并列排序。比如PS 9080-170 与
PSI 9080-170两台仪器就可以，即使PS型号没有内阻模式。 但是对于ELR 9080-170 与 PSI 9080-170两台仪器就
不行，因为他们的额定功率不同。
• “排序记录”应用可以同时控制10台仪器，每一台仪器可以使用自己的排序指令档。排序指令功能无法同时启动所
有的仪器， 若是要同时启动，可使用 “多台控制”，详情请参阅„13. “多台控制”应用“。
• 打开一个有效的序列文档，且仪器位于远程控制模式时，可在应用程序窗口“排序记录”下启动排序功能。可将当前已
处理过的步骤从序列文档复制到窗口下面。进程条指示序列文档一个循环的进程。倒计时则显示序列剩余用时（重
复次数 x 序列文档内所有行总用时），而重复计数器记录重复次数，重复设置设为“无限循环”则除外。
另外还适应如下规则：
•
•
•
•

排序会运行完最后一个序列会自动停止，或达到所需重复次数时停止，亦或出现如OV这样的仪器报警而停止。
排序不能暂停。无论是手动还是仪器报警而导致的每一次停止后又启动，都会重新启动整个排序档。
数据记录可与排序自动开始与停止。在“选项”窗口，“记录”标签下有另外设定。
只有定义了日志文件，方可启动数据记录功能，无论是通过手动还是自动。而且必须能完全访问该软件，即不可锁
定。
• 序列与数据记录文件的路径与文件名一旦被选定且分配给某一特定仪器后，将存储于一个INI文件下，下次搜索到该
仪器时可调出来使用。
• 为一台无内阻模式的仪器打开排序文档时，“R set”与“R mode”栏内显示的是“N/A”（不可用）
排序操作小提示：
• 排序开始后，可打开或关闭仪器的直流输出/输入，并按照第一个序列行定义的设置参数。这有可能给电源直流输出
传送一意外的电压阶跃。为了避免发生这个，可以加一行作为第一行，并将设定电压设为0，直流输入/输出设为关
闭。
• 仅针对电源：一个序列行下的电压设定可能会跟前面行或后面行下的很不同。如果上一行的电压设定要大大高于当
前行，电压首先会下降，且用时可能会比预定时间要长，才能到达当前行的参数，这个时间取决于负载的大小。有
时还可能会导致下一行不能按预设水平与时间运行。

1) 可调阻值也叫R模式，并非每个系列都有。为了确认仪器是否具有R模式，请参开仪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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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排序设置
此排序的设定是针对每一台仪器。也就是说，软件会以仪器的系列号作为区分项，并在下次启动时恢复该设
定。

图 9

假如窗口显示“序列文档无效”（红色字体），即使您载入的CSV文档下所有数值正确，可能会因其它原因
引起：
1. 文档中使用了错误的CSV格式（有关使用逗号还是分号作为列分隔符的格式必须符合配置设定，见7.4章
节，“格式”设定）
2. 序列需要不同数量的列。例如：一台双向电源的序列文档需要带数值的列数，比其他系列要多。也可参考
用户公共文件夹下软件安装的序列文档范例。
要素

描述

排序文件路径

点击该文件夹图标会打开一对话框，要求选择序列文件类型-CSV，该文件必须包含具
某特定格式的数据，下面章节有详细解释。默认条件下，这里会有一个序列范例文件。
默认选项为： example_sequence_file.csv

排序文件名称

分开显示序列文件名称

重复排序

整个序列全部处理完后再次重复运行。用户可设置循环的次数。范围为1…65500。还
有个选项“无穷回圈”，可以无限制地重复序列，直到它被手动停止，或者出现仪器报警
而终止。
默认设定：两个选项都未启用

编辑排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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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序列文档格式

序列文件必须为CSV格式，从而确定具体的数值分隔符格式。改格式可在“配置”窗口下在“US”（分隔符=分号）或“
标准”（分隔符=分号）之间选择。这两种格式之外的文档将被忽略。
已安装的范例文件- example_sequence_file.csv描述了序列文件的格式要求。一般建议将范例序列文件存储为模板，方
便创建任意新的序列文档。
序列文档格式（范例）组成如下：
由于支持双向系列产品，必须为这类产品加载扩展文件格式。标准序列文件将被拒绝为“无效”。在安装新版EA Power
Control时，会在Windows公共用户文件夹(c:\users\public\documents\eapowercontrol\seqlog)下安装标准和扩展格式的
范本文件。它们被命名为example_sequence_file.csv（标准）和example_sequence_file_psb.csv（扩展）。它们描述
了序列文件所需的布局。建议将范本序列文件存储为任何新序列文件的模板。
序列文件的构建如下（范例显示扩展格式）：

序列文档格式需遵循如下原则（格式扩展自2018年2月开始更改）：
• 第1行为标题行，不能用作序列的第1步。
• A与B列下的文本可以不做要求，但是填写后可以对描述（B列）与计算步数（A列）有帮助。
• C至E列下的所有数值都不能超过打开仪器对应的额定值，除非允许留空，否则序列会被拒绝，本软件会跳出错误
清单。举例：为一台80V仪器创建一个序列文档，然后在某一行定义为50V的参数。则该序列文件只能带载40V的仪
器。
• G至J列不能为空，必须填充数字。
• 只有具阻值模式的仪器载入序列后方可检测K列的有效性。该列可以为空，或者含关与开字符串（阻值模式UIR未激
活）。
• 只有具阻值模式的仪器载入序列后方可检测L列的有效性。该列可以为空，如果不为空，则输入值必须在特定仪器型
号定义的最小与最大阻值之间。
• 扩展格式：列M至O（红框）仅适用于PSB 9000系列下的所有型号，应用于汇操作模式，这是此系列的附加功能。

9.2

记录

仪器数据可随时记录下来，只要仪器不是在远程控制模式。意思是，可以经模拟接口（PS 5000系列仪器除外）控制仪
器，并经数字接口用EA Power Control软件记录数据。
可手动按下按钮启动记录，或者随排序自动启动，只要选择了该选项，且定义了日志文件。“选项”窗口还有一些必要的
设定。
数据记录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 只要定义了日志文件，且设置为某特定仪器，就可随时启动或停止数据记录。
• 如果数据记录是随排序自动开始的，也可随时手动终止它，或者当排序终止时自动终止，或者勾选了“出现错误时停
止数据记录”后终止。
• “选项”窗口提供的选项为：创建新的日志文档，或者打开旧的重新使用
»» 注意！从移动盘上打开现有文档时，特别注意“覆写”记录模式！如果选择了“覆写”选项，之前记录的数据会丢失，
下次才开始记录。
• 如果数据记录是随排序自动开始的，且记录间隔时间符合序列文件的时间值，仪器首先会接受并设置当前序列行的
数值。然后才能通过记录功能读取仪器，并记录更新值。这会使日志文档下至少有一行的设定值与对应实际值出现
偏移。记录间隔时间越大，序列文件行与对应日志文件行的时间差越大。
»» 举例：序列文件下的时间值全部为1s，日志间隔时间也为1s。排序与数据记录同时开始。在第5行定义的电压值
为30，当处理到第5行时会给电源设定30V。与此同时，日志文档在第5行收到一个记录，但有可能为一不同的
实际值，因为30V还未设定下来。因此日志文档会晚一行记录30V的实际值。
• 旧版的EXCEL软件或类似工具也可以使用，每个表格的行数最多限定为65536行。想要记录超出这个极限的数据，
本软件可以在表格到达65500行后创建一个溢出文档。溢出文档的文件名后面会加_001。这个数字为计数号，可以
累加到999。所以直到记录了1000个日志文件后，才会自动停止记录，然后软件会跳出一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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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数据记录的设置

图 10

要素

描述

排序文件路径
排序文件名称
按钮 "新增"
按钮 "开启"

这些用于定义日志文件的路径与文件名。可以点击“新增”按钮创建新的文档，或者点击“
开启”打开现有文档。

记录文件动作

为日志文档选择记录模式，“覆写”还是“添加”。注意！选择“覆写”后，每次启动数
据记录会覆盖之前记录的数据，不管是手动记录还是随排序自动开始记录。

注意“记录文件动作”选项，特别是打开现有文档时。因为它里面的数据可能会附于文档
最后！

默认设定：“覆写”
记录周期

定义数据记录期间两个日志文档输入的时间。数据记录运行时不可更改此数值。可调范围
为：在100ms步内为500 ms…99 h 59 m 59 s。
默认值：500 ms

排序开始时自动开始记录

如果启动该设定，且有定义了一个日志文件，则每次用对应按钮启动排序时，会自动启动
新的记录期间。已选定的日志文档动作也适用！用户可以随时手动终止记录，否则会一直
持续到因为出现事件而终止，或因启动“自动停止数据记录与排序”设定而自动终止。
默认设定：禁用

排序停止时自动停止记录

如果启用该设定，并且手动开始了数据记录或者随排序自动开始记录（见其它设定“数据
记录随排序自动开始”），则它会随排序自动停止，不管排序是什么原因而停止（到达序
列文件尾端，到达循环尾端，仪器报警）。
默认设定：禁用

错误时停止记录

一般情况下，当直流输入/输出关闭时，仪器报警期间数据记录也将继续，但是实际值全部
为零（电子负载上有电压除外）。于是日志文件就全部以零填充。在出现错误/报警时启动
该设定可以避免继续记录数值。
默认设定：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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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定”应用

图 11

“设定”应用可以让用户调节仪器相关的参数与设定，也可在仪器的设置菜单下操作。跟仪器前板（即：HMI）上的手动
操作相比，该应用要求设置为远程控制模式。如果它不能将仪器转入远程控制，则不能打开该窗口。
有些仪器系列甚至没有设置菜单，比如PS/PSI 5000系列。针对这些型号，设置窗口是唯一进入一些额外设定的途径，
比如：模拟接口（仅针对PSI 5000系列）的有效电压范围（0…5 V或0…10 V）。而且不会支持所有系列的所有设定。
不支持的将变为灰色。
该窗口下的设置详情可在仪器说明书中找到，那里的描述跟这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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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更新”应用

图 12

这个应用程序用来更新仪器上微处理器芯片的固件版本。EA Power Control这个部分被认为是当前仪器系列的更新工
具。为了更新可兼容且支持的仪器，用户需先从我公司网站下载一更新文档（*.upd），或发邮件向我们申请获取。该文
档一般包含最新版本的固件。
经验法则：
只有当绝对有这个必要时，或者您被要求这样做时，才将更新文档安装到您的仪器上！
安装固件更新前需知晓如下实际情况：
• 更新安装失败可能有几个原因，比如断电。当更新被打断时看正处于那个阶段的更新，然后才知道仪器是否已恢复
或者不可用。仪器可以进行部分恢复，但不是每种情况都可以。这时需联络我们的技术人员给予支持。
• 不要给您的仪器降级，即：安装一个比当前仪器更低的版本，除非我们绝对要求这样操作。本软件会询问是否准予
降级。而降级之后再升级为更新的版本则不受任何限制。
• 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兼容系列的某一个特殊型号，或者一个系列的一台仪器不识别EA Power Control软件
当前安装的版本，则不能用该应用更新。在此有冲突的情况下，本软件应会跳出一条信息
在“更新” 应用窗口下，用“浏览”按钮可打开更新文档。会先检查文档的有效性，然后会在日志文件筐下显示有关选定部件
（HMI，KE，DR或CAN接口）的固件历史记录。连同日志窗口下的信息，该清单还会显示仪器安装的固件版本，以及更
新文件下包含的更新版本。另外还有一交通灯会告诉您更新的状态：
• 建议更新（绿色）
• 不要求更新（白色）
• 拒绝更新（红色）
• 可以，但不建议，比如：降级（黄色）
通常情况下，只有出现绿灯时才应安装要素的更新。
用户要决定更新所有要素还是一个要素。可在清单窗口下，在“安装”列下手动勾选，完成选择。运行更新程序时，未
勾选的要素会被忽略。当可以进行一个要素的更新时，点击“更新”按钮，将启动更新，剩余操作会自动执行，直至完
成更新。这可能会花几分钟。更新期间，请确保仪器一直保持通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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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图 11 -

注册码管理

注册码管理员

此软件含有一注册管理器，可被用来安装注册码，以启动此软件的高阶功能。高阶功能是付费的。注册码可以和仪器(若
软件支持该设备)一起购买或分开购买。注册码会被绑定到即将安装的电脑上。
还有一选择，即申请一个14天有效期能测试扩展功能的一次性试用注册码。自试用注册码生成日期开始计算。
问与答：

获取完整版或试用版注册码之前应准备些什麼?
首先，可致电我司销售部门，或访问我们网站，或者阅读此文件取得可解锁功能的相关资讯。最重要的话题：您购买的
产品是否支持这些可解锁功能？如果您对我们的单台或多台高阶功能有兴趣，请至我们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EA Power
Control并安装。在帮助菜单下有一个选项，可以使用演示模式，它会允许查看每个应用。如果您想先测试本软件，还有
一个免费的14天试用选项，您可申请一个试用注册码。见章节„12.1 试用注册码“。
如您决定要购买完全的注册码，在实际开始获取注册码之前，您可以跟我们的销售部门取得报价。(12/2019)日期后可解
锁以下功能（所有同时解锁，不可分开）：
功能名称

开始支援版本 简述

多台控制应用

1.52

在一个视窗下可同时控制并监测最多20台仪器，详情请参阅„13. “多台控制”
应用“。
注意：该应用的注册码包含了函数发生器与图形应用

函数发生器应用

2.03

具有函数发生器的某些系列仪器的远程控制应用，或对具有序列发生器的ELR
5000系列仪器的远程控制应用。一旦安装了多台控制应用注册码，该应用将
自动解锁。
该应用的更多详情请参考„14. “函数发生器”应用“。

图形应用

2.03

设定值与实际值的图形可视化应用，截图功能以及数据记录应用。
一旦安装了多台控制应用注册码，该应用将自动解锁。该应用的更多详情请参
考„15. “校准”应用程序“。该应用不可在主窗口下直接开始，只能从其它窗
口启动，比如：终端。

如何获得完整版或试用版注册码？
在EA Power Control选单下打开注册码管理员“? -> 注册码管理”，在注册管理员按下“取得注册码”，之后会显示一
个信息窗口，点选窗口上的电子邮件地址（蓝色连接），预设的电子邮件软件就会启动，之后送出您的信件询问报价与/
或其它资讯。如果您想获取14天试用注册码，请在邮件中明确指出，否则会被当做需求的是完整注册码。获取完整注册
码，您还需在邮件上附上采购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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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装注册码？
在收到电子邮件内的文字注册码后，(此注册码只适用于一台特定的电脑及它的电脑识別码)，对比您电脑上及电子邮件内
的识別码。电脑当前的识別码显示在“取得注册码”窗口上，经选单“? -> 注册管理->取得注册码”进入。若是电脑识
別码不同，表示安装的电脑有误或电脑识別码被更改过。请参阅以下“当注册码突然失效该怎么办?”。
在比对成功之后，关掉窗口，或者在“新的注册码 (LIC)”的文字字段内输入注册码，也可以从邮件内复制再黏贴上。
若是注册码正确，此注册码会被安装并会解开相关的高阶功能。当您打开注册管理员窗口，其上会显示注册的状态。一
个注册码可以解开数个高阶功能。
请把这封关于注册码的电子邮件保存在一个安全并容易找到的地方或打印出来。

购买的注册码是否可转移到其它电脑？
不行，但是您可以一次购买多个注册码。请与我们的行销部门联络，我们会告诉您如何购买及报价。在以下的情况您会
需要购买多个注册码。当安装注册码的PC突然无法使用时。当您需要安装此软体在某台电脑作暂时的测试，而此台电脑
将会转交给客户。

当注册码突然失效该怎么办？
注册码有可能会突然失效，例如当电脑的配置改变时，电脑识別码也会跟著改变。发生这个情况时，先比对目前的电脑
识別码跟您之前购买注册码时收到的电子邮件内的电脑识別码。您可以在选单“? ->注册管理”内按下“取得注册码”
，就可以看到目前的电脑识別码
a. 如果两个电脑识別码相同，只要再安装一次注册码。请参阅上面关于“如何安装注册码？”
b. 如果两个电脑识別码不同， 请申请一个新的注册码。 您可以寄电子邮件给我们，内容注明新旧的电脑识別码并您
的购买证明，之后我们就会产生一组新的注册码再寄给您

12.1

试用注册码

针对预览和测试目的，可以选择申请14天试用注册码。它会解锁所有功能。
试用注册码的获取与安装方式跟完整注册码相同，但在注册码创建后14天内，而不是在安装后的14天内过期。在测试期
间，程序会在每次开始时通知您。一旦过期，软件会通知一个最后的时间，之后“多台控制”和“函数发生器”应用程
序再次被锁定。在试用期间或之后，安装完整版注册码都将覆盖试用注册码。
您可为每台电脑申请一次试用注册码。操作程序是一样的，通过注册码管理员窗口和“获取注册码”按钮完成。在显示
电脑识别码的小窗口下会出现一个蓝色链接，点击后会生成一个电子邮件发送电脑识别码。在这可申请试用注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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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多台控制”应用

图 12 - 多台控制主窗口

初次安装软件后，多台控制功能会被锁，您可以购买注册码来打开此功能。若是您想要取得注册码来解开此功能，请参
阅„12. 注册码管理“。
此功能可在同一窗口同时控制并监测最多20台相同或不同型号的仪器，最先被EA Power Control识別的20台仪器会被条
列在窗口的列表上，并可在此窗口远端遥控这些仪器，无需切换到“终端机”功能。在此列表上，只要这些仪器仍然与电
脑相连，您可任意删除或新增任何仪器。

13.1

限制

• 此功能可以管理、控制最多20台仪器，若是电脑直接连接或经网络接上了20台以上的仪器，此软件会依序列号码小
先列出USB仪器，再按IP位址大小列出以太网仪器。
• 使用排序时，仅能选择并使用一个序列文档。而且，只有载入序列的设定值未超过所选仪器额定值时，才会启动
它。
• 函数发生器远程控制功能只能应用到具有函数发生器或序列发生器的一台或多台选定仪器上。假如所选仪器有下列
情况
»» 为不同类型，则并非所有函数都能应用到所有仪器上。
»» 具有不同的额定值，则输入框限定为所选仪器最低额定值的数值。
»» 并非所有仪器都具有函数发生器功能，载入的函数会被终止，且报告错误信息。
• 连接丢失的仪器不能再次自动插入仪器列表中。
• 经“设定”应用的配置不能一次性覆盖到多台仪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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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应用窗口下的功能

13.2.1 窗口顶部

窗口顶部区域会显示仪器列表上选定仪器(蓝色，单个仪器的选择)的实际值与设定值、以及状态。这个窗口区和“终端
机”的窗口顶部区域相同。（请参阅„8. “终端机”应用程序“)。

13.2.2 窗口中间区

这个区域是用来管理仪器的群组设定，每20台仪器最多可被分为4个群组，每一个群组最多可以有20台。您可以在仪器清
单列表上做群组的设定 (请参阅以下“仪器“页签)。这些按钮可以用来选择特定群组的多台仪器，选择的意思是指在仪
器清单上特定仪器列的第一栏框内勾选，同样，您也可以用相同方式取消勾选。
选择群组后的任何动作，例如仪器状态(输入/输出 开/关)设定，就会被套用到被选择的仪器上。也就是说，您可对每一
个群组做不同的设定，一般的规则如下：
• 在清单上的任何一台仪器只允许被指定为某一个群组或无群组
• 群组的设定不会自动储存，但可以手动储存(按钮“储存设定”)。之后当您打开应用时，可让软件自动载入之前储
存的设定。
• 被设定为某个群组的仪器失去连线时，会以灰色显示在清单上。您可手动将它删除，或是按下按钮“显示所有仪
器”将它清除。
“群组设定” 区
G1 – G4按钮

选取或取消一个或多个仪器群组

重设群组按钮

删除所有仪器的群组设定，并清除所有的群组选取

群组名称

群组按钮G1 – G4旁的文字，双击它们可更改为您自拟群组名称

“配置“区
储存设定按钮

把目前的群组设定存到一个设定档(*.ini)。 您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储存或载入不同
的群组设定。 若是您勾选“应用开始时载入配置”选项，最近一次使用的设定可
以在软体执行时被自动载入

载入配置按钮

载入之前储存的群组设定(*.ini)， 并且将其设为“应用开始时载入配置”选项最
近一次使用的设定

应用开始时载入配置选项

当选取这个选项， 最近一次载入或储存的设定可以在软体执行时被自动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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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窗口下方区域
“仪器”页签

当开启“多台控制”的功能时，EA Power Control会列出所有连线的仪器。该表后续也可修改，当你不需要一些仪器
时。列表的一般规则如下：
• 当列表上的仪器失去连线时，会以灰色来显示该仪器。 您也可以按下“显示所有仪器”将它清除
• 若是有仪器被“删除”按钮删除，但是仍然连接且保持连线，可以按下“显示所有仪器”按钮，或者重新搜索一
起，再将它显示在清单列表上
在清单列表上您可以…
• 选取一台仪器(标为蓝色的那一行)，在视窗顶部区域会显示此仪器的数值与状态
• 勾选一台或多台仪器的复选框，您可以
»» 几乎(3同时设定这些仪器的参数与/或状态
»» 同时执行排序功能
»» 同时执行函数功能或至少配置函数
• 对一台或多台仪器设定群组，以便
»» 快速选取某一类仪器
»» 对不同群组做不同的参数及状态设定
• 从清单列表上删除(隐藏)仪器
• 撤回（显示）之前被删除的仪器
• 对选取的仪器执行“设定”功能，借以调整仪器的操作参数
在仪器清单列表上，至少会有一台仪器被选取并以蓝色背景显示。这台仪器的参数及状态会被显示在窗口的顶部区域。当
您选取另外一台仪器时，显示器上的参数也会跟著改变。在紧凑视图下仪器清单列表会显示很多资讯：
列

列标题

列信息

1

-

选取一台或多台仪器的复选框， 可用来做群组设定

2

编号

清单上仪器的递增编号

3

群组

被指定的群组 (G1… G4， 若没有指定则空白)

4

图示

如同主窗口上的仪器图示， 以便仪器的识別

5

仪器

仪器名称

6

自订文字

使用者为仪器所设定的文字

7

链接

通讯接口的识別(COM port or IP)

8

存取

远端遥控状态：自由/本地 =非远端遥控状态， 远端 =远端遥控状态

9

模式

仪器的直流输入/输出状态

10

警示

最近发生的警示 (和仪器显示面板上的相同)

11-14

电压，电流，
对所选仪当前有影响的三个与四个实际值（上边）与设定值（下边）
功率，电阻

15

删除

此字段用来删除，即隐藏清单上的仪器

3) 基於所支持接口的特性(USB， Ethernet)，不可能同时将命令送给所有的仪器，我们只能以最快速度将命令循序的送给所有选定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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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页签

和“终端机”的仪器控制功能类似(请参阅„8.5 指令“)。您可以控制或查询仪器清单上及窗口顶部区域没有的功能。
其差別在于，所选指令可以发送给一台或多个群组的仪器。当您询问资讯时，多台仪器会一起回复，为了辨別每一台仪器
的回复信息，在记录视窗内，每一笔送出及收到的资料之前，都会加上使用者为仪器所设定的文字。
“排序”页签

这里排序的功能和单台仪器的“排序记录”功能几乎一样(请参阅„9. 应用程序“排序记录”（排序与数据记录）“)，但
是有以下差异：
• 排序档案内的指令会同时送给每一台您所选择的仪器
• 软件会针对每一台您所选择的仪器，检查排序档案内的指令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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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页签

自2.02版后的软件在“多台控制”下才有数据记录功能。它基本与单机的“排序记录”应用一样，也参阅„9. 应用程序“
排序记录”（排序与数据记录）“。
差别仅在于记录模式，而这使得用户可以决定，是将仪器数据记录在另外的日志文档内，还是同一个文档内：
选项

效果

所有仪器记录在同一文件

从仪器清单内选定的每台仪器，都将按照每个记录间隔时间，记录为一行数据。因此同一
时间戳下最多可以记录20行。
记录文件下的数据可以按照系列号或者用户文本（如果为空则除外）进行过滤和分析，每
台仪器都有这两组数据。

每台仪器记录一个文件

该选项会为每台选定仪器在“记录文件路径”文件夹组下自动创建一个新的日志文档，或者
自动使用已有文档。该文档的命名原理<系列号>_<用户文本>_log_<累计数字>.csv释义
如下：
<用户文本>：存储于仪器内的用户可定义文本
<系列号>： 仪器的系列号
<累 计 数 字 >： 001…999， 只 要 记 录 文 件 内 的 行 数 超 过 65500就 会 马 上 累 计 计 数 ，
跟“SeqLog”应用的数据记录一样

“每台仪器记录一个文件”的记录模式还意味着：
• 如果仪器的用户文本为空，日志文档名称将会更短。
• 选定的日志文档路径文件夹在之前的记录动作下早已检查是否存在，如果它有符合清单内选择的仪器，则会连同选
定的日志文档动作，用来作数据记录，而非创建一个新的文档。
• 当记录运行的时候，从仪器清单下选择一台或多台其它仪器时，前面这些仪器的记录会立即停止，而保持其它仪器
继续运行。
• 当记录运行的时候，从仪器清单下取消选择一台或多台其它仪器时，前面这些仪器的记录会立即停止，而保持其它
仪器继续运行。
• 当记录运行的时候，一台或多台仪器的连接断开，那么前面这些仪器的记录会停止，而其它的则继续运行。
“所有仪器记录在同一文件”的记录模式还意味着：
• 当记录运行的时候，从仪器清单下选择一台或多台其它仪器时，数据记录会在前面这些仪器后启动。与此同时数据
会增加到日志内。
• 当记录运行的时候，从仪器清单下取消选定一台或多台其它仪器时，前面这些仪器的数据记录会停止而非暂停。
• 当记录运行的时候，一台或多台仪器的连接断开，那么前面这些仪器的记录会停止，而其它的则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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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发生器”页签

该页签下的所有函数设置与操作跟“函数发生器”应用下的方式一样。也可参考„14. “函数发生器”应用“。但是在多
台控制下函数发生器只有少数几个额外的功能，因为他们要运行多台仪器。这些为：
• SAS（太阳能阵列模拟，自EA Power Control 2.11版本具备，见章节）
• MPPT Flow Control (自EA Power Control 2.11版本具备，见章节）
在多台控制下使用函数发生器需遵守下面几条额外的规则：
• 可访问单个函数的页签，即使当前仅选定一台仪器且不具备函数发生器。
• 当同时选定不同类型仪器时，该页签会在单个一起的控制面板上显示所有函数。每个函数都可配置，但只有当所有
选定仪器都具有的时候才能加载。否则加载会中止并报告错误信息。例如：电源仪器不支持电池测试。因此它会建
议将同类型仪器编组，并检查仪器系列都具有哪些函数。
• 数值，在各个输入框内输入的数值，都与仪器设定值有关（U，I，P），且由所选仪器中额定值最小的那个限定。举
例：如果选择的两台仪器分别为60 V与40 V，则所有输入框与电压的相关值仅接受最大40的输入。
13.2.3.1 上下文菜单
仪器清单下有一个上下文菜单（右击），可为一台或多台选定的一起执行额外动作：
菜单项

参数

效果

打开

设置

在选择行打开一起的“设置”应用，也可参考 „10. “设定”
应用“

设置群组

G1, G2, G3, G4, 无

将所选行中的仪器设为一个群组（G1...G4），或者取消
所选行下仪器的群组设置（无）。

发送指令

确认报警

清楚报警的替代方式（该行标注为红色）

将所有勾选仪器设置群组

G1, G2, G3, G4, 无

将勾选的仪器设置为一个群组，或取消其群组的设置

为所有勾选仪器的设定数值

为所有勾选仪器设置U，I，P或R值。

尝试连接

尝试重新连接断开的仪器（变灰色）。如果成功，可再
次使用该仪器。

开始/停止所有勾选仪器的排序

根据当前状态启动或停止排序。与使用“开始排序”按钮下
的“排序”页签一样。也可见“排序”页签。

开始/停止所有勾选仪器的数据记录

根据当前状态启动或停止数据记录。与使用“开始数据
记录”按钮下的“数据记录”页签一样。也可见“数据记录”
页签。

文件ID: PCCN
日期: 03-04-21

29页

13.3

“SAS”(太阳能阵列模拟)功能

13.3.1 简介
该功能自EA Power Control 2.11版本开始实施。它扩展了符合EN 50530标准的光伏模拟功能。与一组电源（单机或
主-从系统的主机）组合在一起，可以模拟具不同特性的各种太阳能模块/面板。因此，可为每台电源配置不同的测试设
定。可用“保存配置”功能保存设置总和，并在下次启动后再次加载。
SAS的主要目的就是测量太阳能逆变器的MPP追踪数据，并追踪效率。
关于SAS的更多信息，以及其优点，可参考其他文件，如应用提示。

13.3.2 支持SAS的仪器系列
•
•
•
•
•
•
•

PSI 9000 3U, PSI 9000 15U, PSI 9000 24
PSI 9000 WR
PSI 9000 3U Slave, PSI 9000 WR Slave
PSI 9000 2U
PSI 10000
PSB 9000 (KE 2.25固件版本开始)
PSB 10000

13.3.3 SAS窗口下的控制元素

序号 描述
1

仪器选择。列出在仪器列表中选择的所有仪器，不含不兼容的仪器。可以从下拉字段逐个选择每台仪器进行配置，
或项“为所有仪器应用相同的设置” 已启用的时候，在配置完成后，任何仪器的设置也可以应用于所有其他仪器。

2

XY曲线窗口。打开最多三个不同的弹出窗口，其中XY图表显示当前所选仪器的UI，UP或效率曲线的实时计算值。
因此，效率曲线仅为测试结束后的结果。
当切换到不同的仪器时，这些弹出窗口不会切换。必须手动重新打开它们，以显示下一台仪器的曲线等。

3

配置页签。测试基本上可分两部分，静态和动态追踪，而静态首先运行。在页签中，可以启用和禁用测试步骤，
以便静态和动态测试，也可以独立运行。更多细节见下文。

4

仪器测试状态。以时间计数器和进度条的形式显示测试运行状态。

5

仪器测量。显示一些与MPP（最大功率点）相关的测量和计算数据，作为比较。计算出的MPP与测量的MPP值之间
的比率决定了追踪效率。

6

控制所有仪器。启动函数运行或手动停止它，与默认设置相反，它会在结束时自动停止。以任何形式停止后，该
功能只能从开始就重复

7

创建报告。函数停止后，此按钮可以在电脑上以CSV文件形式保存报告。它将包含上次测试中涉及的所有仪器（型
号，序列号等）的概述，以及每台仪器的静态和动态测试部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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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它是如何工作的
SAS功能始终分为两部分：静态测试和动态追踪测试（MPPT）。两者都使用复选标记按钮来启用或禁用测试部分，因此
只能使用静态，仅动态或两者兼有，而在使用这两个部分时，静态将始终先运行。在测试运行期间，窗口刷新区域（5）
中显示的数据，在停止后，可为下拉列表中的每台仪器创建报告。此外，最后的数据结果会自动存储在每台仪器中，因
此当再次打开多台控制并进入SAS时，最后的数据仍然可用。作为附加功能，其中一个选项允许将每台仪器额外的结果
数据自动保存到电脑上。

只有特定仪器系列支持SAS功能（参见第13.3.2章节）。省略了不支持的系列，因此SAS窗口中的下拉列表
可能不包含您在仪器列表页签中选择的所有仪器。
SAS功能的设置和运行始终遵循相同的步骤：
1) 选中复选标记，从仪器列表页签中选择任意数量的兼容仪器
2) 切换到“函数发生器”页签，然后切换到SAS页签。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台仪器，将其配置为静态、动态或静态+动态测试（下面会作进一步说明）
4) 对所有其他仪器重复相同操作或通过勾选“选项”页签，选择对所有仪器使用相同设置。这将使下拉列表中所有其
他仪器应用于当前所选仪器的设置。
5) 运行函数（6）。
6) 如果赞成，创建一测试报告文件（7）。此文件将汇总所有相关仪器的静态和动态测试中表格的结果数据。此文件保
存在同一公共用户文件夹中，其他文件也将存储在该文件夹下。

13.3.5 配置测试部分
SAS有两个测试部分，被称作“EN 50530静态”的静态测试部分，以及被称作“EN 50530动态”的动态测试部分。两
者必须分开配置。
13.3.5.1 “EN50530静态”配置

静态测试部分仅测试一个固定的MPP值（最大功率点），该值由Umpp（最小，正常，最大）和Impp值以及面板技术定
义。Umpp值需要两个边值和一个常数，它们应该彼此接近。通过应用可选百分比步长下的可变辐照度来移动定义了的
MPP点（参见上图）值。会对每步进行新的PV表计算，同时也计算下一个MPP点。在移动MPP点之后，太阳能逆变器
将开始追踪并找到新的MPP点，其在“仪器测量结果”区域中与右侧计算的MPP值一起被测量和显示。然后使用计算MPP
值与测量MPP值之间的比率，对逆变器效率进行评级，表中的每个Umpp都以百分比表示。
cSI和薄膜技术没有可调参数，因此仅显示。稳定和测试时间可调，但将标准设置为默认值。定义：
设置时间：进入每一步之前的等待时间。例如，一步是从Umpp（最小）到Umpp（正常）
测试时间：停留在下一个MPP上的总时间（步骤）。它加上了稳定时间。
举例：假设表中的行5％，25％，75％和100％已激活。每行将根据所选辐照度，处理Umpp（最小），Umpp（正常）
和Umpp（最大）的三个MPP设置。稳定时间为300秒，停留时间为600秒。则静态测试部分的总测试时间为4×3×（300
+ 600）= 10800秒或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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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2 “EN50530动态”配置

与静态部分相比，动态部分有扩展功能。它的运行类似于EN 50530光伏功能中的日趋势ET曲线（参见支持该功能的系
列产品说明书）。它需要从硬盘驱动器加载CSV文件，该文件最多可容纳50行的配置数据。然后在表格中列出该数据（
见上图）。可以激活从文件加载的任意数量的行，使用于此测试部分。在该窗口下，还可以定义一个MPP，稍后将在测
试运行中通过表中的因子进行位移，例如辐照度（以W /m²为单位）、上升时间、停留时间等。温度，如同ET和DAY ET
模拟模式一样，在这里不能更改。
动态部分所需的总时间由表中的循环次数和时间值确定。动态测试部分中MPP趋势可视化：
(3)

(1) 表格行的1个循环。形成结果（斜坡向上 + 高停留 + 斜坡向下
+ 低停留）*循环次数
(2) 斜坡向上

(2)

(4)

(5)

(3) 高停留
(4) 斜坡向下
(5) 低停留

(1)

配置文件的格式：
• 文本格式(CSV),列用逗号或分号隔开（文件格式必须匹配EA Power Control 配置窗口下全局配置选项，“格式”页
签）
• 最多容纳50行，加1个标题行
• 7列，从左至右定义
列标题

描述

Irr From (W/m²) 随时间推移的辐照趋势（上升/下降斜坡），结合在表中

数值范围
1...1500

Irr To (W/m²)
Cycles

处理同一行的周期数。值> 1会导致测试重复由斜坡和停留时间以及辐照定义的趋势 1...2^32

Ramp up (s)

以秒为单位的上升时间，其中辐照度在“从 - 到”的定义范围内变化

1...1500

Dwell high (s)

斜坡上升结束时的停留时间（由“辐射”值定义）

1...2^32

Ramp down (s) 以秒为单位的下降时间，其中照射在“从 - 到”的定义范围内变化

1...1500

Dwell low (s)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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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 选项
默认状态下不会激活所有选项。它们会自动保存，并应用于SAS测试涉及的所有仪器。
选项

含义

出现错误时停止所有 假如出现错误，例如仪器警报（OT，OVP）或连接丢失，则该仪器的测试将自动停止。此选项
仪器的测试
也可用于停止其他仪器的测试。
为所有仪器储存原始 测试运行会收集大量数据，部分显示于屏幕上，部分可用于通过单击按钮（“创建报告”）保
测试数据
存为文件，作为摘要。此选项可以为单个文件中每台仪器的更多原始数据保存为日志，从而进
行更深入的分析。
设置应用给所有仪器

测试设置，即：“EN 50530 静态”和“EN 50530 动态”页签中的配置，默认为每台仪器都要
单独完成，并将自动存储。但是这个选项允许为所有其他仪器提交任何仪器的配置，这在具有相
同E.U.T / D.U.T的一组同类型仪器时最有意义。

13.3.7 函数的运行、控制与分析
配置完成后，或已为一组已自动加载最后一个配置的已配备SAS的仪器启动多台控制时，可以启动测试（6）。它将所有
仪器并列运行，始终包含静态和动态测试部分。由于不同的仪器类型和配置，测试时间可能因仪器型号而异。
SAS窗口将始终显示下拉列表中当前所选仪器的测量数据和测试状态。要查看其他仪器的数据和状态，需手动切换。
测试通常会在确定的时间后停止，该时间由配置中设置总和产生，但也可能由于错误（警报，连接丢失）停止，或随时
候手动停止（停止按钮，（6））。后者意味着立即停止所有仪器的测试。
在测试末尾，即当所有仪器都已运行完成，可从SAS窗口读取测试结果或将其保存为文件摘要（“创建报告”，（7））
。该文件将包含与“EN 50530静态”和“EN 50530动态”页签中显示相同的结果，且适用于涉及所有SAS测试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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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MPPT流程控制
要使用MPP追踪功能，您的仪器必须支持该功能，可能需要进行固件更新。

MPP追踪是最新增加到某些仪器系列上的功能之一，自2.10版以来在EA Power Control中支持。它已加入版本2.11，功
能名称为MPPT流程控制”。扩展仅适用于多台控制应用的函数发生器。 此扩展配置在功能生成器中MPP追踪功能页签
下标有“选项”页签中。
流量控制的目的是进行两次MPP追踪测试，即：MPP3和MPP4在无限循环中自动运行。此自动运行带有一些附加规则：
• 必须在“选项”页签中激活流程控制功能（勾复选标记）
• 为了正确运行扩展MPP追踪，需要....
»» 在“MPP3（快速追踪）”页签中全部正确地配置MPP3模式
»» 在“MPP4（用户曲线）”页签中全部正确地配置MPP4模式
• MPP3模式始终先运行，然后运行MPP4
• 使用MPP3页签中的控件元素启动扩展测试。完成MPP3后，EA Power Control 将自动将MPP4的配置数据加载到
仪器中，并启动MPP4测试部分。
• MPP3模式需设置一个最大运行时间
• MPP3-> MPP4的流程控制无限重复直到停止，但可在一天的特定时间暂停，并持续特定的时间段。

13.4.1 流程控制设置

序号 描述
1

激活/停用流程控制。这会激活或停用流程控制。在停用状态下，MPP3和MPP4模式分别照常运行。此设置不会
自动保存，但可使用“保存配置”按钮，在全局配置中手动保存。当流程控制激活时，有效的特殊状态需要特定
的步骤序列。见13.4.2。

2

步骤1时间。第1步永远是MPP3模式。此模式通常在没时间限制的情况下运行，直到手动或其他（警报）而停止。
此周期设置定义MPP3模式在每个周期中运行的时间。

3

暂停流程控制和记录。MPP3->MPP4的流程会无限重复，直到手动或以其他方式停止。因此它可运行很长时间。
为了有一个夜间休息时段或时间窗口，可以将特定时间和特定时段定义为暂停。这会让测试停止记忆当前模式和
MPP3在暂停后流经的时间。如果暂停前的当前模式为MPP4，它将在暂停后重新启动，因为它无法从中间的某
个地方继续。记录也会暂停。

4

在MPP4期间禁用记录。默认情况下，即使没有任何动作，激活的日志记录也会始终在后台记录数据中运行。由于
MPP4模式会收集其自身数据结果，并将它保存到文件中，因此MPP4期间记录的数据可能无用或重复，因此您可
决定停用MPP4周期的日志记录。

5

自动保存MPP4结果。与使用“普通”MPP追踪功能相同，可在此处运行一次MPP4，并接收一整套数据结果，可
在此处完成。激活（勾复选标记）后，结果数据将自动保存到给定路径，除非驱动器已满。但是也有一些差异：
• 每次重复MPP4模式都会创建一个文件，其中包含所有相关仪器的结果数据。为了区分文件内结果数据块，
需将特定仪器的序列号插入结果数据上方。
• MPP4的每个循环完成后，都将创建一个新的结果数据文件，文件名包含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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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步骤
使用流程控制扩展功能，需特定的配置和控制过程。假设所有仪器的直流输入/输出均已正确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7) 在“选项”页签下，激活流程控制，并根据测试要求配置所有相关设置或加载配置文件。
8) 在“MPP4（用户曲线）”页签下，为MPP4配置测试部分
9) 在“MPP3（快速追踪）”页签下，为MPP3配置测试部分
10) 启动追踪功能（MPP3页签）
11) 完成后停止测试
除仪器警报或连接丢失外，测试不会自动停止。

13.5

“Sandia”函数

本函数自2.12版即已存在于函数发生器应用程序中，但是自2.13版起多台控制功能也含有。意思是，可对多台产品按
照“Sandia”函数一次性配置并运行光伏模拟功能。且本函数的配置与使用跟单机操作一样。关于Sandia的详细说明，
请参考37页„14.1 “Sandia”功能“章节。
建议仅使用并选择同型号的产品来运行Sandia函数，即：相同额定电压与电流的产品型号。
多台产品在模拟操作下的不同：
• 开始后，每台所选产品的模拟操作是并列运行的，且是自动的。在Sandia窗口下仅能执行开始与停止。
• 如果任意一台产品发生报警，将会停止测试，但其它产品仍将继续。可从多台控制窗口的状态区读取报警状态，也
可在设备清单下找到该特定型号。
• 该产品上的报警一旦清除，可通过选择特定型号重新启动模拟，并在Sandia窗口下运行。之后，当所有产品一次性
停止模拟时，必须先重新选择产品列表。
• 只有在所有选定产品都接收到数据表后，才会开始模拟操作。根据产品数量，可能会有明显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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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函数发生器”应用

图 13 - 函数发生器应用窗口

初次安装该软件时，此应用是被锁的。要解锁，需安装可购买的注册码。获取注册码以及解锁应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12.
注册码管理“。如果已有“多台控制”应用的注册码，会自动解锁“函数发生器”。
“函数发生器”应用是那些具有函数发生器或序列发生器功能的系列仪器控制面板上发生器手动操作的重现。支持的系
列有：
•
•
•
•
•
•

ELR 9000 / ELR 9000 HP
EL 9000 B / EL 9000 B HP / EL 9000 B 2Q
EL 9000 T / EL 9000 DT
ELM 5000 (ELR 5000)
PSB 9000
PSI 9000 (含所有分系列)

对于不支持的系列仪器，该应用不会被启动，或者跳出提示信息。
其独立的功能与参数等都于仪器说明书中有详细描述，在此不作重复解释。但是下列事项与控制面板的手控操作有不同
或者例外的：
• 启动应用时，鉴于安全原因，设定电压与电流被重设为零。要正确运行该功能，需按照实际应用设定这些参数，包
括功率。
• 正弦、三角形、矩形、梯形、DIN 40839函数、电池测试PV表、FC表与阶跃的设定不能从仪器里面加载到应用窗口
• 应用下的任一函数下的参数不会自动保存到仪器上，也不会自动传输。必须使用“第x步：加载数据”区域下的“保
存配置”按钮，才能保存设置，或加载到仪器上。
• 该应用最初会忽略激活的内阻模式（在状态区显示为“UIR”），将配置好的函数数据加载到仪器上后，会自动关闭
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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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Sandia”功能

“Sandia”这个名字来自美国机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他们开发了一种类似于欧洲标准EN 50530的光伏测试功能。
它的工作原理较少，因此选项也较少，但同时更简单，容易处理。
此Sandia功能是纯软件的，EA Power Control自2.12版本新增进来。与EN 50530的目的相比，Sandia不可测量和评估
太阳能逆变器的追踪效率，而是评估太阳能发电厂，即太阳能模块和逆变器的组合系统的总发电效率。有关Sandia和所
述测试机制的更多信息，可以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官方文件中找到。

14.1.1 概览与控制件

序号 描述
1

配置页签。这些用于输入将从中计算PV曲线的测试参数。填充因子（FF）的变化可选，否则Sandia默认为0.78
。如果激活FF，软件将忽略Uoc和Isc参数，而从Umpp，Impp和FF计算。“高级”页签允许将其他因素的集成和变
化输入到计算表中，如：温度。所有这些都会影响最终的PV曲线。见14.1.2节。

2

计算数据表。输入所有参数后，单击此按钮，就会计算代表PV曲线的PV表数据。它不会自动生成，可能需要几
秒钟。

3

储存计算表至文件。这是一个选项，用于将计算好的表格数据，保存到存储介质CSV文件中，以便后续在不同软
件下进行分析或可视化。

4

显示数据表。计算完后，为了验证预期曲线结果，可在XY图中将其可视化。

5

上传数据。在测试实际开始之前，需将表数据上传到仪器上。单击此按钮即可完成此操作。

6

开始/停止。手动开始或停止此功能的运行。只有在仪器报警情况下，基于XY发生器的功能才会自动停止。

14.1.2 配置
默认情况下，只需4个参数即可设置此PV功能（“基本”页签）：Uoc（开路电压），Isc（短路电流），Umpp / Impp（
最大功率电压/电流）。此外，还有一个可以激活的填充因子，它定义Uoc与Umpp的比率，以及Isc与Impp的比率。如果
它被激活，则只需定义Umpp和Impp，然后计算其余部分。生成的Uoc，Isc和Pmpp显示在“计算结果”页签下。
“高级”页签提供了一些可启用和配置的额外参数。定义与范围如下：
名称
Uoc / Umpp (电池板电压)
Isc / Impp (电池板电流)
Fill factor-填充因子
辐照参考值
辐照度
温度参考值
温度
Beta (温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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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签下的位置
基本
基本
基本
高级
高级
高级
高级
高级

范围
0...仪器的UNom
0...仪器的INom
>0...1
>0...1500
>0...1500
-40...80
-40...80
-1...<0

默认值
0.78
1500
1500
50
50
-0.38

单位
V
A
W/m²
W/m²
°C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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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控制
配置所有必要参数后，先计算表，然后才能将其上传到仪器。表计算不会自动进行，须单击相应按钮触发它。计算可能失
败，然后会在屏幕上报告。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电压值太低，即使可调范围从0开始。不同仪器可能出现相同值。因
此，不能预先确定哪些值可以，哪些不可以。要验证计算的PV曲线是否正常，建议在XY图中查看。
计算完后，可将数据直接上传到仪器（步骤3中的按钮）以开始测试，或者可查看由表数据产生的曲线，亦或将表数据存
储到文件内，用于其他目的。上传数据后，控制按钮开始 / 停止将被解锁，PV模拟可立即启动。
测试运行期间，只有输出电压和功率设定值可调，他们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全局限值，因此建议将输出电压设置为至少与
Uoc一样高，理想情况是，在测试开始前，输出功率至少设为计算的MPP功率，最好设为Uoc * Isc的乘积。

14.2

“DIN EN 50530”函数

该函数与所选系列设备的人机界面上同名称函数基本相同。关于该函数的详情、设置以及使用，可参考产品使用说明书。
本章节在此仅描述其它特征。

14.2.1 “U/P”模拟模式
除了产品的人机界面具有模拟器模式外，EA Power Control软件自2.17版后也将具有该功能。与U/I模式相比，它以不同
的方式影响MPP。在U/P模式下，用户仅需输入一个百分值即可，该值为MPP下电流的因素。
输入值举例：

第3步“Pmpp (100%)”值来自第2步已知MPP值，Umpp与Impp，“Umpp”值在模拟过程中是变化的，但仅在第3步期
间，且在模拟模式下。“百分比”值在模拟期间也是可变化的，且是关注的主要因素，因为它会通过第2步给出的电流值
百分比改变电流（Impp），从而移动MP曲线Y轴上的MPP值。举例：如果“Impp”在第2步定义为120 A，无论是在模拟
运行前还是模拟期间，都可将“百分比”设定为50%，模拟就会以60 A开始，或者更改至60 A。

14.2.2 “DAY U/P”模拟模式

除了日趋势模拟模式DAY ET和DAY UI（也可在产品的HMI上操作）外，EA Power Control自2.19版起就有DAY U/P模
式。这是模式DAY U/I的衍生模式，但在此模式下，将加载MPP中的电流值和功率值。DAYUP数据文件的布局与DAY UI
的布局相同，只是将当前值（第3列）替换为合理的功率值。该设备仍将在DAY UI模式内部运行，但是EA Power Control
会在数据上传到设备前，根据表中的电压和功率值计算出必要的电流值。
本软件还有另一新功能。基本上，该设备支持加载100,000个点或数字索引，以进行日趋势模拟。在实际加载较少情况
下，也可将数据相乘，结果是模拟的扩展或重复。举例：假设您有一索引表，其中包含800个值集，称为索引。这些形成
一整天的趋势。加载此表时，它仅使用可能的100,000个索引中的800个。假设您想对相同的数据重复8次模拟。这可以通
过在同一表中将800个现有索引复制7次或由软件来完成。“周期”定义了运行或重复加载的日趋势数据频率。 800个索引可
以容纳100,000个容量的125倍。设置8个周期，将使6400个索引上载到设备。

文件ID: PCCN
日期: 03-04-21

38页

14.3

“电池测试”函数

该函数与所选系列设备的人机界面上同名称函数基本相同。关于该函数的详情、设置以及使用，可参考产品使用说明书。
本章节在此仅描述其它特征。

14.3.1 “CP”模式（恒功率）
与产品上人机界面功能相反，电池测试既可在恒流模式（CC），以及恒阻模式（CR，此处为恒功率CP）下运行，此外
还可激活恒功率。该模式仅限于“动态测试”，当前版本的软件仅支持PSB 9000与PSB 10000系列。CP模式需单独激活，
与CR一样，且应与“充电”和“放电”测试条件分开。激活后，功率设定值就可更改了，并且也需与这两个测试条件分开。
在CP模式运行动态电池测试时，软件将根据电池电压和给定的设定功率永久计算充电/放电电流，以保持功率恒定。这意
味着，“放电电流”和“充电电流”值会被覆盖，因此一旦激活CP模式，将无法再次访问。
14.3.1.1 限制条件
• 如果特定系列产品的计算值超过最大额定电流，或者有一个调节极限(I-max)低于额定电流，功率可能不能维持恒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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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校准”应用程序
自2021年2月起，校准应用程序还不能支持PSB 10000, PSI 10000与ELR 10000系列。

15.1

前言

校准的定义：“在测量技术和计量学中，校准是将被测设备提供的测量值与已知精度的校准标准进行比较”（来源：维
基百科）。
这里的校准应用程序是EA Power Control软件的重新调整功能，通过数字接口将电源与电子负载产品远程控制使用。有
些产品系列的人机界面有校准功能，但有些则没有，例如PSB 9000。本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校准这些系列直流端上
的设置值，以及显示器上的实际值。与通过人机界面的手动操作相比，本程序的优势在于，其窗口可显示更多信息，并
从字面上可指导用户完成该过程。
校准的目的，是找出产品是否仍在公差范围内。如果不是，通常要求立即进行调整，以尽可能补偿偏差。由于产品或其
零部件由于经过一定程度的使用或维修后会老化，因此这是很有必要的。原则上，如果所有参数都在公差范围内，则无
需调整。产品使用者或操作员可以决定何时，以及多久进行一次校准，或是否进行调整。

15.2

预备工作

要成功地完成作为校准一部分的重新调整，需用到一些工具，并具备一些环境条件：
• 电压校准：电压测量装置（万用表），其特定测量范围内误差，为被校准设备的电压误差的一半（具体型号的公差
或误差在用户手册中技术参数表中有说明）。在校准电流时，该测量设备还可用于测量分流电压。
• 电流校准：合适的直流分流器或电流传感器，最好是被校准设备最大输出电流的1.25倍，且其最大误差要小于被测
设备最大电流误差，或者为其的一半。（具体型号的公差或误差在用户手册中技术参数表中有说明）
• 正常环境温度约20-25°C
• 根据设备的类别，无论是电源、负载，或是双向，需准备一个可调节负载或电源或两者具之，至少可消耗/提供被测
设备最大电压与电流的102％，且已经过校准，并测量精确
开始校准之前，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
•
•
•
•
•

连接电压/电流源，让PSI产品带载50％，预热至少10分钟
如果要校准远程感测输入端，请为远程感测准备一根可连接到输出端的电缆，但暂时还不要连接
中止任何形式的远程控制，停用主-从模式，停用内阻模式
在PSI产品和负载之间安装一分流器，并确保分流器是冷却状态
将外部测量设备连接到直流输出端或分流器上，具体取决于要先校准电压还是校准电流
经USB端口将产品连接到电脑上，启动EA Power Control软件，并打开“校准”程序

15.3

启动程序后

首次校准产品或再次重复校准时，第一步是将存储在产品中的校准数据保存到电脑上的文件中，作为备份。如果重新调
整后出现故障，或产品变得更糟，这有助于将产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为了保存数据，点击窗口区域“校准数据”下“
保存到文件”按钮即可。
EA Power Control软件几乎支持所有系列的校准和重新调整，但是PSB 9000系列与其他系列有区别。本软件会检测系列
名称，并以合适的标签显示出来，并在开始显示操作说明。请仔细阅读，并遵循步骤为产品做好准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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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序号 描述
1

实际值和设定值。这些值用于观察产品是否正常操作，以及正在做什么。重新调整时，产品的设置值由应用程序
控制。

2

手动将产品中存储的校准数据保存到电脑文件中，也可从那里加载。这可视为校准数据的备份功能。建议每次执
行重新调整时，都创建一个备份。

3

状态显示，与终端应用程序中的类似于。

4

重新调整实际运行的选项。它将指示用户应该做什么，或要求输入校准过程中需处理的参数值。

15.4

重新调整步骤

程序启动后，会显示新的操作说明。逐步跟随其指示，因为它们会指导您完成整个过程。如果一切顺利，且没有警报中
断等干扰程序，则会进行到最后，您应该将新收集的校准数据保存到设备以及电脑上。
有关“标准”选项卡下，校准注意事项（除PSB 9000以外的所有系列）：
• 根据您具体的产品系列，可对多个选项进行校准。关于首先做什么，是电压还是电流，其实没有特别的顺序，但是
由于它们是相连的，因此在校准实际值之前，先进行重新调整预设
• 不需要每次都执行所有步骤。如果产品的电流没异常，但电压有问题，则只需重新调整“预设电压”，然后再调
整“实际电压”即可
• 如果您对第一次校准和重新调整的电压或电流结果不满意，可以重复进行，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有关“PSB 9000”选项卡下，校准注意事项：
• 如果用户在到达最后一步前取消校准，它将在重启时从头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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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绘图

图 14 - 绘图窗口（默认尺寸）

初次安装本软件后，此应用是被锁的。要解锁，需安装可购买的注册码。获取注册码以及解锁应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12.
注册码管理“。如果已有“多台控制”应用的注册码，会自动解锁“绘图”。
用注册码解锁“绘图”后，会在“终端”，“排序记录”与“函数发生器”窗口下新增一个按钮：

它可打开绘图窗口。“绘图”在后台记录数据，然后在绘图屏幕上形成图像。一次可以显示至多6个图。记录的数据（每
个图有10000个取样）可以导入到CSV格式（欧式或美式，可在“配置”下选择）的文本文件内，跟数据记录特点类似。
另外还可选择将当前的图形截屏以图片格式保存。
绘图界面一般会显示至少一分钟的时间范围，与最多10000个的取样间隔。意思是，在1s的可放大与可移动时间范围的
取样率将为10000s。

16.1

控制键

“显示绘图”区
该复选框可以启动与停止6个图表。这里的颜色与图形界面下的图表颜色一样，从而可以看出哪个图表代表哪个物理值。
该图有三条垂直轴，对应电流、电压与功率。属于同一个物理值的设定值与实际值使用相同的比例。关闭一个图表仅表
示它在图形界面不可视，但其数据仍在后台进行记录，因此当再次打开时不会有空档，而且图表上记录的数据会立即填
充到图形上。
“测量值”区
该区域下的数值会以每个取样间隔时间更新，且仅作为信息值。
“触发阀值”区
这个复选项可启动或停用单独的触发阀值，当达到任何极限值时它会停止绘图。它以两种方式工作，一种是当数值超过极
限值时下降，或者当数值低于极限值时上升。当触发一个暂停后，该软件会跳出一信息，之后继续记录。
只有用键盘上的确认或返回键确认输入值，或者用鼠标点击数字区外的地方，该极限值才有效。
“采样间隔”区
定义取样间隔，即：当图形从仪器上收集了下一组数据（=取样）后在记录到图标上的这个时间。默认值为500 ms，最低
为100 ms，最长为99 h 59 m 59 s 999 ms。
用最短间隔时间100 ms也足够勾选该复选框。该设定不会触及可调取样间隔，因此未勾选时，其它取样间隔会立刻有效。
当图形在运行时更改取样间隔，在当前间隔过去之后就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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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放大”与“缩小”按钮
这些按钮仅用于图线界面。当点击该按钮选择一个函数的这三个功能时，就可在界面上使用了。如按钮名称所示，该图形
可以放大或缩小，比如要分析一个特殊部分，可以保存图片，或者显示最多10000个取样点的整个记录。在缩放时，Y轴
的标尺会适用，因此可能会发生图表超出可视区之外。通过拖曳可视区或再次缩小，可以补偿。
“保存图”按钮
该按钮用来给图形区拍个快照，然后在任何存储媒介上保存为图片格式（PNG, JPG, GIF, SVG）或PDF。它还可以保存
整个图形区，包括标尺。
“保存数据”按钮
利用该按钮，即使图形正在运行，也可将取样点，即：后台记录的数据（实际U, I, P），保存到文档内。导出的文档格式
与数据记录功能的日志文档类似，但是只包含桑格实际值，加上时间戳。它可能含有最多10000个记录的取样点。
“开始”,“暂停”与“停止”按钮
这些按钮用于控制绘图进程。每一次开始或者停止后的下一个开始之后，图形区会根据颜色的最后设定初始化，并被清
理。然后图形开始描绘记录的取样点。

按钮只是暂时停止图形的描绘，在后台仍继续数据记录，所以按下

又继续描绘，图形会将暂停阶段的所有记录数据描绘到图形区，时间则跳到当前时间戳。用
绘，存储区最多记录最后10000个取样点，这些可以导出来

16.2

按钮

按钮停止时，会结束描

上下文菜单

绘图区有一个上下文菜单，将鼠标指针悬停在它上面则可以打开它。用它可更改绘图设置：
菜单项

功能

自动标尺 Y

激活或停用Y轴的自动标尺。激活时，三个垂直轴的刻度就应用到可视图形区下的描绘值
上。若选小值，则可视效果会超出意外。

清楚描绘

清除记忆区下的描线与记录取样。可当作重设，适用于图形运行期或停止模式。需谨慎对
待该功能，因为使用之后会丢失所有记录数据。

选择背景色

在黑色与白色间选择图形区背景色。同样适用于图形网格线、刻度与标题。

选择描线色

在此可以选择描图的默认颜色。新的颜色会存储下来，待下次打开图形窗口时使用。

显示光标值

这6个图表上每个取样点都有一个垂直光标。当鼠标指针悬停在图形区时，光标会跟随它，
然后显示某一时间点下图表的记录值。

选择描绘类型

对这6个图表，可选择其图表类型：
点阵 = 图表下所有记录的取样点以点阵显示，因有取样间隔会有间隙
直线 = 默认设定，在每个取样点之间画直线，然后根据缩放水平，获得一条曲线的样子
曲线拟合 = 与直线模式相近，但是被磨圆一些，这样每次缩放后，曲线不会看起来那么有
轮廓。

16.3

注意事项与限制

• 该图标不是测量工具。当取样间隔调整并描绘到图形区后，则可从仪器上读取显示值与记录值。设置一个长的取样
间隔就能形成长期的记录。
• U，I与P的垂直轴默认条件下为自动标尺模式。当使用波动很小的低值时会显示怪异图形。在此情况下，建议关闭自
动标尺功能，进行自动缩放操作。
• 图形窗口不能直接打开，只有在“终端”，“排序/记录”,“多台控制”或“函数发生器”应用窗口下打开，然后
从中关闭。
• 对仪器进行动态操作时，比如：函数，该图形则不能与直流输入/输出上的数值同步。举例：如果运行一个矩形函
数，设置1s脉冲与1s暂停，如果图形的取样间隔为1s，则形成的可视效果是一个三角形。但是，如果选择最小设置
100ms，效果为一个矩形的像几步“阶梯”似的图形。此时用示波器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视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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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演示模式

自2.03版开始本软件含有一个演示模式。它允许在无真实仪器连接到电脑的条件下，访问所有应用窗口，以便进入GUI看
查看，特别是需要授权的“多台控制”应用。启动该演示模式时，本软件会为应用的测试创建两个虚拟仪器。当然该模式
会有一些限制，因为它不能在各种应用窗口显示合理的数值与状态。
在帮助菜单下可以启动或停用演示模式（也可参考„7.4 菜单与配置“）。演示模式只是临时性的，当程序终止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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