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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用银河电气通用数据采集软件 

本手册为湖南银河电气有限公司产品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软件用户使用说明，本手

册为用户提供产品安装调试、操作使用及日常维护的有关注意事项，在安装、使用前请仔细阅

读。本手册随产品一起提供，请妥善保管、以备查阅和维护使用。 

声明 

我们非常认真的整理此手册，但我们对本手册的内容不保证完全正确。因为我们的产品一

直在持续的改良及更新，故我方保留随时修改本手册的内容而不另行通知的权利。 

同时我们对不正确使用本手册所包含内容而导致的直接、间接、有意、无意的损坏及隐患

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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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系统概述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系统主要由银河电气的 WP4000 变频功率分析仪、DAQ 多通

道数据采集仪、EV 驱动综合测试仪、DH2000 数字主机等设备和通用数据采集软件构成，用

户通过简易配置，能快速构建成一套多种动静态状态监测、数据分析与管理的实时数采系统。。 

WP4000 变频功率分析仪等硬件设备完成数据的高速采样，并通过以太网实时上传所有通

道的波形通道数据和特征值数据。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软件通过以太网获取局域网内 1 台或多台硬件设备的测试数

据，并进行多种信号的处理与运算，完成常规数值显示、波形显示等操作，最后可生成分析报

告，实现被监控对象的质量分析等。通用数据采集软件主要包含仪表显示、实时波形显示、趋

势曲线显示、谐波分析、电源质量分析、数字滤波器、数据保存与导出等功能。 

系统构成原理示意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系统构成原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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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环境要求 

2.1. 硬件环境 

 CPU：Intel I3 及以上处理器； 

 内存：DDRIII 4G 以上内存； 

 显卡：推荐采用独立显卡，2G 或以上显存； 

 硬盘：推荐采用 SSD 固态硬盘（写入速度 1.5GB/s）。 

2.2.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64 Bit/OSX/Linux 系列操作系统； 

 数据库：Mysql5.0； 

 开发平台：QT5.6.1； 

 运行组件：.net framwork 2.0。 

3. 功能简介 

 仪表显示：支持特征值的虚拟仪表盘显示，支持自定义表达式运算，自定义数据记录

方式、数据导出； 

 实时波形显示：同时支持最多 9 个通道的实时波形同步显示，支持在线谐波分析，谐

波参数计算、谐波频谱显示与导出； 

 趋势曲线显示：支持多特征值的趋势曲线同步显示，支持多通道 Y/t 图、XY 图显示； 

 电源质量分析：可对选定的 1~6 个相关参量进行矢量分析、绘制矢量关系图，实时运

算电源质量的相关特征量； 

 支持声光报警控制、报警触发类型及阈值设置； 

 数据存储与回放：支持实时波形数据和特征值数据的实时存储、回放与离线分析、游

标运算、数据导出； 

 多种窗函数选择，多种数字滤波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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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软件操作 

4.1. 软件安装步骤 

(1) 安装 VS2013 开发插件 

双击运行软件安装包文件夹下的“vcredist_x86.exe”和“vcredist_x64.exe”程序，

按照提示信息进行开发插件的安装。 

(2) 开发组件注册 

双击运行软件安装包文件夹下的“COMInstall.exe”程序，进行组件注册，出现下图

2 所示界面表明 COM 组件注册成功，否则无法正常使用自定义特征值功能。 

 

图 2 COM 组件注册成功 

4.2. 运行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软件 

运行软件前请确保硬件设备正确连接（支持银河电气DPA4和DPA5两种版本的通讯底层），

与安装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软件的上位机处于同一局域网内，并确保上位机已连接厂

家提供的 USB 加密狗。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软件为绿色免安装软件，双击安装包文件夹根目录下的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软件.exe”图标，即可运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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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运行软件时，需要选择软件使用的语言包（软件支持简体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

如图 3 所示，软件默认选择简体中文。 

 

图 3 程序语言选择 

软件运行初始界面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软件初始运行界面 

AnyViewPlus 通用数据采集软件主要包含通道设置、仪表显示、实时波形显示、在线谐波

分析、趋势曲线、电源质量分析、数据回放等七大功能，其中谐波分析功能包含于实时波形界

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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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通道设置功能 

通道设置界面用于完成通用数据采集软件与 WP4000 变频功率分析仪等硬件设备建立网

络通讯、设置数据存储对象及路径等，主要包含设备通讯设置、档位设置、数据存储设置、物

理通道设置、数学通道设置、自定义特征值、分布式数字主机设置。通道设置界面如下图 5

所示： 

 

图 5 通道设置主界面 

4.3.1. 通讯设置 

以硬件设备为 WP4000 变频功率分析仪为例，点击软件界面左边的“分析仪 0”，右边出

现设置界面，该设置只对本台功率分析仪有效。用户可在设备名称一栏自定义该设备的名称。

在网络设置部分，设置目标 WP4000 变频功率分析仪的 IP 地址和通讯端口号（系统默认为

17011），IP 地址不能设置为空或重复，全部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设置”按钮，使设置生

效。完成所有设置后，点击“开始采集”按钮，软件开始与硬件设备进行数据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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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档位设置 

档位设置功能主要用于手动控制设备档位，默认状态下，设备进行自动档位切换，即仪器

主界面显示 D0~D7。在特定应用场合，可使用档位设置功能，将任意通道的档位由自动切换

为手动模式。 

端口号固定为 57088，选择相应模块的档位后，点击“设置”按钮，进行模式切换，当仪

器主界面相应通道的档位显示 M0~M7 时，表明设置成功。点击“恢复自动挡”按钮，即恢复

自动档位模式。 

 

图 6 档位设置界面 

4.3.3. 数据存储设置 

点击软件界面左边的“分析仪 0”，软件以树形结构展示该设备下的所有数据，每台

WP4000 变频功率分析仪包含 32 个通道数据，其中前 12 个通道固定为物理通道，用户无法

编辑，后 20 个通道为数学通道，用户可以自定义通道属性，即可通过 12 个物理通道的数据

进行四则运算，衍生出其它属性的通道数据，简称数学通道。每个通道包含一个实时波形数据

和 9 个特征值数据，特征值名称及含义如下列表 1 所示： 

表 1：特征值名称及含义 

序号 特征值名称 含义 单位 

1 AVG 算术平均值 A/V 

2 H01 基波有效值 A/V 

3 RMS 真有效值 A/V 

4 MEAN 校准平均值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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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X 最大值 A/V 

6 MIN 最小值 A/V 

7 THD 总谐波失真 % 

8 F 信号基波频率 Hz 

9 PHASE 相位 ° 

根据存储需要，勾选对应通道实时波形和特征值数据前面的复选框，选定存储对象，软件

默认状态为不保存，在保存设置中对文件的存储路径进行设定，全部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

设置”按钮，使设置生效。 

当点击“开始采集”按钮后，勾选的实时波形数据和特征值数据开始以*.wav 和*.ftc 格式

的文件保存于设定路径的文件夹下，其中波形数据命名规则为：“设备名_通道名_开始采集时

间.wav”，特征值数据命名规则为：“设备名_通道名_特征值名_开始采集时间.ftc”，分布式子

站数据的命名规则为：“设备名_子站名_通道名_开始采集时间.ftc”。 

停止采集后保存设置：如该选项未勾选，则点击“停止采集”按钮后，软件会清空先前所

勾选的所有存储对象，如勾选，则维持上一次存储设置方案。 

 

图 7 数据存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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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物理通道设置 

物理通道设置的对象是前 12 个通道，点击“分析仪”树形结构下任一通道，右边出现实

时波形设置界面，用户可在“通道名”部分自定义该通道实时波形的名称。 

在“变比设置”部分，通过改变原始范围和转换后范围来设置实时波形的变比，软件默认

变比为 1。如该通道为电流测试通道，外接电流传感器一次侧输入信号为 0~2000A，二次侧输

出信号为 0~800mA，为使软件显示值为一次侧的实际电流值，则将“原始范围”设置为 0~2000，

单位设置为 A，将“转换后范围”设置为 0~0.8，单位设置为 A； 

在“报警方式”和“阈值”部分设置报警控制的相关参数，一旦通道原始数据触发报警，

软件会提示报警信息并形成记录。全部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设置”按钮，使设置生效。 

 

图 8 实时波形设置 

4.3.5. 数学通道设置 

数学通道设置的对象是后 20 个通道，数学通道支持波形数据的四则运算。在进行数学通

道设置前，可以通过“设备重置”按钮，刷新当前数学通道配置情况，预设信息显示与通道设

置界面左下角。 

数学通道设置及预设信息如下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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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数学通道设置-1 

点击“数学通道设置按钮”，弹出如下图 10 设置界面 

 

图 10 数学通道设置-2 

在界面右侧选择相应的运算通道，通过设置界面上的数字按键以及四则运算符，设置格式

请参照提示信息，完成当前通道的算法编辑。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生效。点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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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设置”按钮，即清除该通道的算法表达式。 

4.3.6. 自定义特征值 

在特征值设置界面，用户可通过已提供的特征值数据结合软件提供的基本运算符与函数，

产生新的特征值，以适应各种不同工况条件下对特征值的需求。如利用电压通道的有效值、电

流通道的有效值及它们的相位差来计算功率，功率为新的特征值。 

“自定义特征值”一栏会显示所有新生成的特征值名称列表，用户可以进行新建、修改、

删除和保存等操作，新生成的特征值在仪表显示、实时波形、趋势曲线等界面都可以调用。 

 

图 11 自定义特征值 

新建特征值：点击“ ”按钮后，在参数设置栏目下，选择要进行运算的特征值（通

道号和特征值属性选择） ，双击选取，然后通过左边的数字键盘、四则运算符、函数等功能

键，完成算法的编辑，编辑的公式出现在“表达式内容”框内，算式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按

钮，输入表达式名称和单位，即可在左边的自定义特征值列表看到新建的特征值。 

修改特征值：在自定义特征值的列表中，双击需要修改的特征值，在右侧表达式内容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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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当前特征值的算法表达式，用户可进行修改，点击“ ”按钮，更新表达式内容。 

删除特征值：在自定义特征值列表中，双击需要删除的自定义特征值，点击“ ”

按钮，即可删除该特征值及其表达式。 

下表 2 对自定义特征值调用的相关函数进行说明，其中[num]为用户选定的任意通道的特

征值。 

表 2：函数类调用说明 

函数名 功能 调用形式 

E 常用指数 2.7182818 

PI 圆周率 3.1415926 

Abs 取绝对值 Abs([num]) 

Acos 反余弦函数 Acos([num]) 

Asin 反正弦函数 Asin([num]) 

Atan 反正切函数 Atan([num]) 

Ceiling 向上舍入（取整） Ceiling([num]) 

Cos 余弦函数 Cos([num]) 

Exp 指数函数 Exp([num]) 

Floor 向上舍入（取整） Floor([num]) 

IEEERemainder 余数计算 IEEERemainder([num]，[num]) 

Log 对数函数 Log([num]，[num]) 

Log10 常用对数函数 Log10([num]) 

Max 求最大值 Max([num]，[num]) 

Min 求最小值 Min([num]，[num]) 

Pow 幂函数 Pow([num]，[num]) 

Round 四舍五入 Round ([num]，[num]) 

Sign 符号函数 Sign([num]) 

Sin 正弦函数 Sin([num]) 

Sqrt 开方函数 Sqrt([num]) 

Tan 正切函数 Tan([num]) 

Truncate 截断函数 Truncate([num]) 

Integrate 积分函数 Integrate(0,[t],[f(x)]) 

IntegrateRec 定积分函数 IntegrateRec([t],[f(x)]) 

Differentiate 微分函数 Differentiate([t],[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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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统状态显示 

系统状态显示可实现设备运行过程中，软件进行同步监控，使用户通过可视化方式迅速掌

握当前设备的运行状态及系统状态，包含设备连接状态、内存占用率、CPU 使用率、存储器

占用率（数据存储盘）、网络流量等信息。系统状态显示如下图 12 所示： 

 

图 12 系统状态显示 

4.5. 仪表显示 

仪表显示界面的功能为软件以虚拟仪表盘的形式显示特征值数据，用户通过配置多个单特

征值仪表，快速建立客户应用。每个标签页可显示 64 个仪表盘，对于多特征值的应用场合，

可通过增加标签页面的方式扩展仪表盘显示数量，标签页数量最多为 5 页。仪表显示界面如下

图 13 所示： 

 

图 13 仪表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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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添加仪表 

点击界面的“ ”添加按钮，增加一个仪表盘，通过仪表盘上方的下拉框，选择该仪表

盘显示特征值的通道号和特征值属性（AVG、H01、RMS、MEAN、Max、Min、THD、F、

Phase、自定义特征值）。 

4.5.2. 删除仪表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仪表盘的数据显示区域，显示“删除”选项，单击删除该仪表盘。当仪

表盘占满该页面时，可点击标签页左上角的“ ”按钮，增加一个新的标签页，来扩展显示

的仪表盘数量。 

4.5.3. 数据记录与导出 

手动记录：点击“ ”按钮，会将当前标签页的所有仪表盘的数值形成一条记录数

据，记录时间以系统时钟为准。在数据记录区域，每页显示 10 条数据，记录数据按保存时间

逆序排列，最近记录的一条数据会被置顶显示，用户可通过记录区域右方和下方的滚动条调节

显示区域，通过“ ”按钮进行翻页操作，查看历史记录数

据。 

自动记录：在保存时间间隔和保存总时长中输入相应的时间，勾选“自动保存”前的复选

框，设置好文件名和存储路径后，软件将按照设置的时间间隔进行自动记录，记录时间达设置

的总时长后，自动停止记录，记录数据文件格式为*.csv。 

删除记录：可鼠标右键单击任意一条数据记录选择“删除”进行逐条删除，也可选择

“ ”按钮，进行所有数据记录的删除。 

数据导出：点击“ ”按钮，将记录的所有数据以*.csv 的文件格式保存至指定的文

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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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实时波形 

实时波形界面用于查看各个通道的实时波形。每个标签页配置 3 个波形显示窗口，每个窗

口最多可显示多个通道的实时波形曲线，显示通道之间可自由切换，用户也可通过添加页面，

扩展波形显示窗口数量。实时波形界面如下图 14 所示： 

 

图 14 实时波形界面 

4.6.1. 波形操作 

1. 采样率信息：显示当前窗口波形的采样频率； 

2. 波形窗口最大化：点击“ ”最大化按钮，可将对应的波形显示窗口最大化显示，

通过点击“ ”按钮恢复正常的 3 窗口显示模式； 

3. Y 轴显示对象选取：点击 Y 轴的下拉框按钮，勾选波形通道号前面的复选框，选择该

波形窗口的显示对象，波形曲线显示以不同颜色进行通道间的区分； 

4. 特征量显示对象选取：点击特征量的下拉框按钮，勾选特征量前面的复选框，将波形

相关的特征量显示于波形界面，如显示波形的 RMS 值、频率 F、最大值 MAX 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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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量颜色与波形颜色对应； 

5. X/Y 轴缩放操作：通过点击 X/Y 轴的“ 、 ”和“ 、 ”按钮，实现对

X/Y 轴的压缩和拉伸，通过点击“ ”按钮，软件根据默认显示时间窗长度和波形

幅值对 X/Y 轴进行自适应调节； 

6. 波形显示暂停与运行：点击“ ”按钮，暂停数据刷新并冻结该窗口的波形曲线，

再次点击恢复运行； 

7. 数据保存：点击“  ”按钮，可保存当前波形窗口的数据至指定的文件夹内，数据

文件存储格式为*.wav（注：该保存功能与通道设置界面的波形保存功能不冲突）。点

击“ ”按钮，将当前窗口的波形画面以*.jpg 格式的文件保存至指定文件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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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谐波分析 

在实时波形界面点击“ ”按钮，即可对当前波形窗口的信号进行在线谐波分析，

谐波分析结果以柱状图和列表的形式展示，最多同时可进行 3 个通道的实时谐波分析。谐波分

析目前主要以快速傅里叶算法方式实现。FFT 处理选取输入信号数据后，根据需求设置 FFT

计算参数如加窗函数类型、分析点数等，执行FFT算法获得频域数据，FFT分析有幅值谱Peak、

幅值谱 RMS、百分比三种形式的输出。谐波分析界面如下图 15 所示： 

 

图 15 谐波分析界面 

4.7.1. 选择分析对象 

谐波分析界面下，单击选中相应通道号，即选取当前通道的信号为分析对象。 

4.7.2. 设置分析点数 

根据波形通道数据的采样率和基波频率，确定谐波分析的点数，为减小频谱泄漏，软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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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截取信号基波周期整数倍的采样点（至少为一个基波周期采样点）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 

4.7.3. 窗函数类型 

软件提供几种常规的窗函数供选择，包含矩形窗、汉宁窗、平顶窗等，用户根据实际分析

需求，选择合适的窗函数类型对分析数据进行加窗处理。 

4.7.4. 幅值类型 

可选择显示频谱图的幅值类型，提供有效值和峰值两种显示方式，也可将显示方式切换为

百分比显示，在该模式下，软件将信号的基波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显示各次谐波占基波的百分

比。 

4.7.5. 覆盖率 

加窗函数的覆盖率，提供 50%和 75%两种覆盖率供选择。 

4.7.6. 柱状图显示 

将谐波分析的结果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示，显示分析频段范围内所含各次谐波的频率和幅值

信息。 

4.7.7. 列表显示及导出 

用户可手动输入谐波分析的基波频率（默认按实际信号的基波频率）和谐波分析次数，最

高分析频率至 100kHz，软件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各次谐波的次数、幅值和相位等参数。 

软件还可计算和显示两个相关参量（同相 U 和 I）各次谐波的阻抗和阻抗角，其中谐波阻

抗|Z|=U（h0x）/I(h0x)，阻抗角=ФU(h0x)-ФI(h0x)，其中 h0x 为第 x 次谐波。 

用户还可通过“导出”按钮，将当前信号的谐波分析结果以.csv 格式导出至目标文件夹。 

4.7.8. 相关参量的计算 

软件根据 IEC 和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算法，对谐波相关的参量进行计算并实时显示，包

含总谐波失真 THD、谐波含量 HC、电话谐波因数、奇次/偶次谐波含量等，相关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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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谐波失真：THD= 
√X²rms−X²h00−X²h01

Xh01
（X 表示电压或电流，h00 表示直流分量，h01 表

示基波有效值）； 

波形畸变率：K（%）=
√X²rms−X²h00−X²h01

Xh01
·100（X 表示电压或电流，h00 表示直流分量，

h01 表示基波有效值） 

谐波含量：HC=
√X²rms−X²h00−X²h01

√X²rms−X²h00
（X 表示电压或电流，h00 表示直流分量，h01 表示

基波有效值）； 

电话谐波因数：THF=
√∑ （Xhn∙λn）²99

n=1

Xrms
（λn：频率加权系数，由插值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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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趋势曲线 

趋势曲线界面用于显示各特征值的趋势曲线（稳态值），可选择任意 1 个或多个通道的特

征值数据（每个通道的 9 个基本特征值及自定义特征值）显示于界面，由于 X 轴和 Y 轴都可

由用户自定义，其中 Y 轴可复选，因此通过 X 和 Y 轴不同属性的组合方式，可实现单个或多

个特征值的时域显示（Y/t 图）及两个特征值的二维显示（XY 图）等功能，趋势曲线界面如下

16 所示： 

 

图 16 趋势曲线显示界面 

4.8.1. 窗口大小 

趋势曲线显示界面具备三种显示模式：全界面、1/2 界面和 1/3 界面，表征单个曲线显示

窗口占整个界面的比例，用户根据显示需要可在三种模式中自由切换。 

4.8.2. 背景颜色 

提供多种显示窗口的背景颜色供用户选择，“背景颜色”后的色块指示当前使用的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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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背景颜色”按钮进行背景色的切换。 

4.8.3. 全屏保存 

点击“全屏保存”按钮，软件会将当前所有显示窗口的趋势曲线图以*.jpg 格式的文件保

存至目标文件夹（保存路径在通道设置中已设定）。 

4.8.4. 显示对象选择 

趋势曲线显示窗口右侧显示对应的功能按键，如图 17 所示： 

 

图 17 趋势曲线功能按键 

1. 自定义 X 轴属性：通过 X 轴对应的通道号和特征值下拉框，编辑当前趋势曲线显示窗

口的 X 轴属性，可选择任一通道的任一特征值作为 X 轴的属性（包含自定义特征值），

软件默认状态下的 X 轴属性为时间。 

2. 自定义 Y 轴属性：点击“ ”按钮添加显示对象，一个窗口最多可添加 6 条趋势

曲线。通过“通道号”和“特征值”的下拉框选项，选择要显示特征值的通道号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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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值属性（包含自定义特征值）。选定一条趋势曲线，点击“ ”按钮，删除该信

号的趋势曲线显示。 

3. Y 轴缩放调节：通过“显示比例”设置当前信号的 Y 轴放大系数，以兼容不同幅值的

信号同屏显示。用户也可手动编辑 Y 轴坐标显示的上限或下限值，在默认状态下，Y

轴坐标值为自适应（以最大幅值的信号为准），点击“ ”按钮，切换至手动调节

状态“ ”，在此状态下用户可编辑 Y 轴坐标的上限和下限值。 

4.8.5. 显示窗口操作 

1. 基本操作：点击“ ”按钮，暂停数据刷新并冻结该窗口的趋势曲线，再次点击恢

复运行；点击“ ”按钮，清空当前窗口显示的所有曲线，时间坐标轴归零；点

击“ ”按钮，调出游标（最多 2 个），可计算两个选定点的 X 值、Y 值、△X 值

及△Y 值，便于用户对曲线进行精准定位和详细分析；点击“ ”按钮，将当前窗口

的趋势曲线图以*.jpg 格式的文件保存至目标文件夹内。 

2. 显示方式：软件提供两种曲线显示方式，即累积显示和平移显示。累积显示是将记录

过程中的所有数据曲线全部显示于当前窗口，平移显示是指每次只更新固定时间长度

的数据曲线，软件默认时长为 60s。点击“ ”或“ ”按钮，进行两种显

示方式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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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电源质量分析 

电源质量分析界面用于对用户关注的参量进行三相矢量分析，绘制矢量关系图，并参照行

业标准完成电能质量分析及相关参数的计算。 

电源质量分析界面的每个标签页可显示 4 个分析窗口，每个窗口可对 2~6 个信号进行分

析，用户也可通过添加标签页的方式增加分析窗口数量。电源质量分析界面如下图 18 所示： 

 

图 18 电源质量分析界面 

4.9.1. 分析窗口名称 

通过名称输入栏，用户可自定义当前分析窗口的名称，软件默认名称为“电源质量分析

1~4”。 

4.9.2. 分析对象选择 

通过下拉框选择待分析信号的通道号，每个分析窗口可选择最多 6 个分析对象。  

4.9.3. 数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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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将当前分析窗口的分析结果（包含矢量关系图、分析对象和计算参

量）以*.jpg 格式的文件存储至目标文件夹内。 

4.9.4. 三相矢量图 

描述三相电流/电压之间的相位关系图，准确的反映信号之间的向量关系，多个通道的矢

量图以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 

4.9.5. 相关计算参量 

根据行业标准，实时计算并显示的参量包含：三相不平衡度、正序分量和负序分量，相关

计算算法如下： 

电压相间不平衡度：Eu=（Umax-Umin）/Uavg（注：Uavg=（U1+U2+U3）/3） 

电流相间不平衡度：Ei=（Imax-Imin）/Iavg（注：Iavg=（I1+I2+I3）/3） 

电压正序分量：PSCu=
√(Ua2+Ub2+Uc2)+√3（2Ua2Ub2+2Ub2Uc2+2Uc2Ua2−Ua4−Ub4−Uc4）

6
 

电压负序分量：NSCu=
√(Ua2+Ub2+Uc2)−√3（2Ua2Ub2+2Ub2Uc2+2Uc2Ua2−Ua4−Ub4−Uc4）

6
 

电流正序分量：PSCi=
√(Ia2+Ib2+Ic2)+√3（2Ia2Ib2+2Ib2Ic2+2Ic2Ia2−Ia4−Ib4−Ic4）

6
 

电流负序分量：NSCi=
√(Ia2+Ib2+Ic2)−√3（2Ia2Ib2+2Ib2Ic2+2Ic2Ia2−Ia4−Ib4−Ic4）

6
 

（注：算式中 Ua、Ub、Uc、Ia、Ib、Ic 取基波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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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数据回放 

数据回放用于对已保存的数据文件进行回放和离线分析，通过回放功能，可完美再现全部

测试过程，便于事后分析。也可将存储的波形设为参考波形，方便进行对比。 

软件可导入的文件格式包含实时波形*.wav 文件、趋势曲线.ftc 文件、.csv 文件或.mat 文

件，最多可同时对 6 个数据文件进行回放分析。 

数据回放界面如下图 19 所示： 

 

图 19 数据回放界面 

4.10.1. 导入数据 

点击“ ”按钮，选择目标文件（文件格式可以为*.wave、*.ftc、.csv 或.mat 等）

进行数据导入，导入成功后界面显示波形概览图和对应的实时波形曲线。 

导入时，根据存储文件方式，可选择多条曲线显示于同一坐标系，也可选择单独坐标显示。 

4.10.2. 导出数据 

可通过点击“ ”按钮，将两条游标之间的波形文件，导出至指定文件夹，导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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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可选*.csv 和*.mat。 

4.10.3. 清除数据 

点击“ ”按钮，将当前界面上的所有波形数据进行清除。 

4.10.4. 波形控制 

通过“ ”、“ ”、“ ”和“ ”四个按钮，实现对波形文件的播放、停止、快进

和快退操作，其中快进和快退步幅可进行调整。也可通过拖拽进度块的方式，快速定位至指定

点附近的波形。 

通过鼠标选定 X 轴或 Y 轴，配合滚轮实现对 X/Y 轴的压缩和拉伸操作，如未选定 X 轴或

Y 轴，则软件会以选定窗口波形的 X 和 Y 轴进行同比例缩放。通过点击“ ”按钮，软件根

据默认显示时间窗长度和波形幅值对 X/Y 轴进行自适应调节，选择最佳显示视角。 

4.10.5. 波形游标 

点击“ ”按钮，即可在波形界面调出游标，最多同时调出 2 支游标，用于对波形

的精确定位与分析。 

软件同时提供波形的游标计算功能，提供游标定位波形的 X 值、Y 值、∆X 值、∆Y 值显

示，两支游标之间所有通道波形的最大值（Max）、最小值（Min）、峰峰值（P-P）、校准平均

值（MEAN）、方均根值（RMS）、信号频率（Freq）、周期（Period）、周期数（Cycles）的实

时运算与显示。 

4.10.6. 数字滤波器 

软件可对导入的波形文件进行数字滤波处理，提供三种不同类型的常用数字滤波器：巴特

沃斯、切比雪夫、贝塞尔滤波器，每种类型都有低通（LP）、高通（HP）、带通（BP）和带阻

（BS）启用。用户可根据待分析信号特点，选择合适的滤波器。用户设定滤波器类型后，再

对滤波阶数、频率上/下限等参数进行设置，当滤波器所有参数设置完毕后，对应通道的波形

立即更新为滤波后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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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保与售后服务条款 

5.1. 产品保修 

银河电气产品保修期自出厂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产品保修 12 个月，保修期内可免费修

理及更换故障零配件。但以下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 

1. 安装、调试完毕,将相关资料（说明书、安装手册等）全部交付使用后,因使用单位不

按使用说明书操作、维护、保养造成的损坏； 

2. 因使用单位或非银河电气授权服务单位移动、拆卸及维修造成的损坏； 

3. 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使用环境恶劣造成损坏的； 

4. 已超过保修期的产品； 

5. 其间设备、产品按使用要求正常使用发生的故障，由我公司负责解决，所需费用均由

我公司负责。 

5.2. 保修期后的服务承诺 

产品保修期后，由营销中心与用户协商签定《银河电气产品维修保养合同》，为用户提供

保修期后产品的售后服务，并根据合同规定定期对产品进行预防性的检修保养。 

如有零件需要修复和更换，我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维修费收费标准及配件收费标准

收费。 

5.3. 售后服务 

1. 售后服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673-1028； 

2. 售后服务范围： 

 根据用户要求派安装指导人员现场指导安装； 

 产品开机检测和软件调试； 

 质保期内的产品维修； 

 质保期外的产品维修； 

 对客户关于产品所有问题的技术支持。 

5.4. 响应时间 

1. 湖南省内客户（服务半径在 100km 以内的），应在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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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外客户（服务半径超出 100km 的），或需要与配套厂家联系的，应在 12 小时内给

予用户答复，48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5.5. 售后服务收费标准 

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维修服务收费价格标准，与用户协商满意后进行收费服务。 

对于无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的，将严格执行银河电气规定的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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