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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oScope PC 示波器配置有内置

信号发生器、时域和频域波形视图、
串行协议分析仪和其他测量功能，

可帮助工程专业学生熟练掌握示波
器性能，为工程或科学研究领域的
职业做好准备。

学生在几乎所有教学实验室中用
于测试和记录已分配实验的核心

仪器是示波器。
运行 PicoScope 6
软件基于 PC 的 PicoScope 示波

器具有熟悉的用户界面，学生可以
设置仪器并显示所测量的波形。
每
个学生都可在其 PC 上免费运行

PicoScope 6 软件，以其自己的节

我经常在实验室使用
“PicoScopes
进行研究，并

在辅修 (B.Eng.) 和主修 (M.
Eng.) 学生的教育中也使

用。
我非常高兴能够使用该
设备。
与带有大量按钮的传
统示波器相比，它们非常直
观，降低了做错事情的“恐
惧”。

”

奏练习和学习。

电的完整的电子实验室。
它们开箱

间。

(Covid-19) 封锁时的远程学习期

发生器、任意波形发生器和协议解

PicoScopes 并不是可在课堂上获

个 16 通道逻辑分析仪。

Pico 仪器；Pico RF 和数据捕获产

码等功能。
混合信号模式添加了一
由于 2000 系列产品具有价格低

和尺寸小等特点，可以给每名学生
发放一台，在课程学习期间由其各
自保管。
这样，他们甚至在家时也

对项目和练习提供及时反馈，这样
可以强化学生所学的概念，使学习
过程更加愉快。

达姆施塔特应用科技大学

(Hochschule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的 Johannes
Stolz 教授对这种反馈做了很好的
总结：

学生能够很快就会使用
“PicoScope，
通常在 30 分钟
内就能了解频谱模式中触

发、测量和谐波分析的基础

”

能使用示波器 - 特别是新冠肺炎

即可提供示波器、频谱分析仪、函数

形可以实时进行显示和处理，能够

知识。

PicoScope 2000 系列设备就是一
个结构紧凑、价格低廉、由 USB 供

在实验室中由 PicoScope 捕获的波

得一席之地的唯一一款基于 PC 的
品对于学习无线电频率技术和多
种科学应用的学生而言是理想的
选择。

RF 产品

PicoVNA 6 GHz 和 8.5 GHz 矢量网

性压缩测量的作用。

网络计量培训工具包，可支持网络

PicoVNA 还支持软件连接到

教育。

Microwave Office，以及连接到

络分析仪，带有
计量

Cadence AWR 设计环境中的

Optenni Lab 天线和传播 CAD 软件。

与 PicoVNA 配合使用，网络计量培

这样，学生

试网络，以及低价的校准标准和测

“设计–模拟–执行–评估”循环，以便

训工具包可提供多种被动和主动测
试导线。
该工具包包括全面的培训
指南，可支持反射和传输测量测量

和教师可在任意点跳入

将测量结果与模拟数据进行对比。

目标、S 参数和标准测量数量。
使用
包含的有源宽带放大器元件，可充

分发挥 P1dB 和 AM 至 PM 等非线

数据记录仪

Pico 数据记录仪适用于课堂上或

除了测量温度，TC-08 还可安装到

量及记录应用。

20 位的高分辨率电压数据记录仪。

实验室中各种电压、电流和温度测
TC-08 是一种 8 通道热电偶数据

记录仪，与所有类型的热电偶传感
器协同工作，可测量从 −270°C 至
+1820°C 的温度。

可选端子板上，从而将它变成一个

该端子板可针对多种 STEM 应用测
量各种参数。

所有 Pico 数据记录仪均可

与 Windows、macOS、Linux 和

Raspberry Pi 平台上的 PicoLog 6

应用软件协同工作，并且可同时连
接多达 20 个记录仪。

对 Pico 仪器进行编程
当今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项核心技

法和分享知识。

进行编程的能力。
Pico 产品提供

MathWorks MATLAB、NI LabVIEW

能是使用工业标准语言对仪器

有免费的软件开发包 (SDK)。
该

SDK 包括 Windows 及大部分产
品、macOS、Linux 和 Raspberry

该 SDK 还可用于作为 Pico 仪器与
和 Microsoft Excel 等常用分析和
测试自动化软件包之间的接口。

Pi (ARM7) 的驱动程序，这些驱动

PicoScope 和其他 Pico 仪器可以

(API) 充分发挥硬件性能。
它允许

Control Toolbox™ 连接到

程序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学生使用 C、C#、C++ 和 Python
等通用语言编写自己的软件来

控制仪器。
代码示例托管在 Pico

Technology GitHub 页面上，上面

还有一个活跃的论坛，用户可在该
论坛中就设备的编程问题交换想

使用在 PC 上运行的 Instrument

MATLAB。
MATLAB 可用于对所获

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化。
学生
还可以通过对测量数据的统计分

析，进一步创建测试自动化应用程
序并验证硬件设计：“回路中的硬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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