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分辨率数据记录器
ADC-20 和 ADC-24

低成本、高精度
20 或 24 位分辨率

最多可测量 16 个通道
输入可配置为单端或差分

提供有端子板，可方便连接
高达 7 种输入范围（±39 mV 至 ±2.5 V）

数字控制输出
USB 隔离

每秒最多 15 个测量值
由 USB 端口供电

免费 PicoLog 6 Cloud® 软件
免费 PicoLog 6 Cloud 账户

多台设备可运行在一台 PC 上
与 Windows、macOS、Linux 和 Raspberry Pi OS 兼容

www.picotech.com

®

http://www.pico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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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数据采集
借助高达 24 位的分辨率，ADC-20 和 ADC-24 USB 数据记录器可以检测微小的信号更改。真差分输入、电流隔离和软件可选采样速率等功能均为实现出众的无噪声分辨率作出了贡献，确
保您的测量可靠而精确。
所有 Pico 数据采集产品均运行 PicoLog 软件，您可以从 www.picotech.com/downloads 免费下载。PicoLog 是用于 Pico Technology 数据记录器的一套完成的数据采集软件包。它为
您提供了可视化、易于使用的界面，可以快速设置简单或复杂的采集，以及记录、查看和分析数据。

多功能数据采集
ADC-20 和 ADC-24 均具有真差分输入功能，可实现卓越的噪声抑制。为了获得更大的灵活
性，每个差分输入还可以配置为两个单端输入。ADC-24 上最多具有 8 个差分输入或 16 个单
端输入，这样您可以完全控制您所使用的输入类型。如果您需要更多的通道，可以在同一台 
PC 上使用多个 PicoLog 数据记录器。
由于 ADC-24 和 ADC-20 上分别具有七个和两个双极性电压范围，其功能多样性足以用于各
种传感器和信号类型。同时还具有一个带螺旋式终端的外部端子板，使您可以快速连接和断
开各种传感器。

此外，ADC-24 具有四个可配置的数字输入/输出通道，可用于控制报警或其他设备。ADC-20 
和 ADC-24 的灵活性使您可以将这些精确数据记录器用作高级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从而
降低每个通道的成本。

无需电源或电池
高分辨率 ADC-20 和 ADC-24 由 PC 直接供电 — 无需电池或单独的电源，使它们成为您需要
便携式数据记录器时的理想之选。

您数据采集需求的解决方案
高分辨率、真差分输入、电流隔离和可选采样速率的组合，可确保您的测量始终精确。可配置
的输入、数字输入和输出以及可编程电压范围，为您的数据采集需求提供了真正灵活的解决
方案。
当您需要最高分辨率和精度时，多功能 ADC-20 和 ADC-24 凭借您所需的性能和灵活性，为
您提供便携式的解决方案。

http://www.picotech.com/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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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oLog 软件 – 从头开始，直接明了
PicoLog 是用于 ADC-20 和 ADC-24 数据记录器的一套完成的数据采集软件包，且它与 Windows、macOS 和 Linux 兼容。它具有清晰和用户友好的布局，特别适合于与鼠标或触摸屏配合
使用。无论您是否拥有数据记录经验，只需单击几下鼠标，PicoLog 即可允许您设置记录器并开始记录数据。快速设置简单或高级采集功能，轻松记录、查看和分析您的数据。

平移和缩放控制
使用这些工具可放大、缩小、缩放
到选定大小或在数据中平移。如
果出现错误，只需单击撤销。

光标和注释
使用鼠标可突出显示图形上任何
一点的数据值和时间，或单击添加
注释可使用文本备注来标记该点。

数据视图
显示目前已搜集的所有数据或
保持图形比例不变并在新样本
出现时平移。

即时反馈
我们希望获得您的
反馈！单击此处联系 
Pico，发送您的评论。

图形视图
可同时在多达四个的独
立 Y 轴上按搜集时的情
况实时显示数据：通过
在右侧的 通道和轴 面
板中拖放条目可对它们
进行设置。

云捕获
共享您的数据，可远
程查看

报警 
设置报警来提醒您注意某些事件。报
警可以是声音、可视通知、图形注释等
更多形式。

备注和注释
在图形上添加有关数据集的
备注作为整体说明或有关特
定点的注释。

捕获控制
单独的录制、暂停和重置
按钮，操作方便。

保存和导出选项
复制图形到剪贴板，将它保存为 PDF，导
出原始数据到 CSV 文件，或将数据和配
置保存为可靠的 .picolog 数据库文件。

设备设置，图形和表格
可轻松设置和调整一个
或多个数据记录器上的
数据采集和数学通道，
并可一目了然地检查它
们的状态。您可以选择“
图形”视图来查看实时
数据趋势线条，选择“表
格”视图来实时查看表
格形式的数据。

多个设备
同时记录多达 20 个设
备的数据。此处，使用
了两个独立的数据记
录器：一个 ADC-24 电
压输入数据记录器和
一个 TC-08 温度数据
记录器。

拉出信息面板
在此便于读取的布局中
管理您的通道和轴设
置、备注和捕获信息。关
闭面板可为捕获图形腾
出更多空间，并可随时
重新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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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PicoLog Cloud
PicoLog Cloud 以成熟的 PicoLog 6 为基础构
建，是一款免费的升级工具，引入了许多很棒的
功能，可以扩展您的 Pico 数据记录器的功能。无
论您是长期用户还是新用户，都可以获得以下新增功能：
• 实时捕捉直接流传输到新的 PicoLog Cloud
• 安全可靠的储存
• 随时随地从运行 PicoLog Cloud 的远程计算机查看实时和已保存的捕捉
• 使用互联网浏览器在任何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PC）上查看实时和已保存的捕捉
• 免费的 PicoLog Cloud 账户
• 与所有现有 USB PicoLog 记录器和 PicoScope 实时示波器兼容
• 无需更改网络设置直接进行设置
• 无需网络连接即可进行连续捕捉
• 提供 Windows、Linux、macOS 和 Raspberry Pi OS 源码客户端

将实时捕捉直接流传输到新的 PicoLog Cloud
在 PicoLog 数据记录软件的此次更新中，您的 Pico 数据记录器或示波器不但可以捕捉到本
地硬盘，现在还可以将捕捉直接流传输到安全的在线云商店。我们是否向您提过我们新的云
服务对于所有现有用户和新用户都是完全免费的？
这一新的主要功能仍然保留我们创建具有简单用户界面的数据记录应用程序的初衷，对于
技术或非技术用户而言，使用起来还是一样的直观。
PicoLog Cloud 本质上而言与以前的应用程序是一样的，只是
提供了增强功能，可以将实时捕捉数据直接发送到您的远程 
PicoLog Cloud 空间，并可查看云中已保存的捕捉。

安全可靠的云捕捉
安全性排在 PicoLog Cloud 优先事项列表中的首位，我们使用
最新和最棒的安全技术和流程，确保您的在线数据和凭据的安
全。为了实现这一点，PicoLog Cloud 应用身份管理平台来管理
登录验证过程，使您的身份匿名并保证您的数据捕捉安全。
在日常工作中，这意味着您只需从以下其中一个电子邮件账户
提供商使用您的电子邮件和密码进行登录：Microsoft、Apple 或 
Google。如果您在这些电子邮件提供商处都没有账户，您可以使
用其他电子邮件地址创建一个匿名账户。为了增加额外的安全
保护层，请确保使用能够提供 2FA（双重身份验证）的电子邮件账
户。 
PicoLog Cloud 存储托管在以可靠性和全球访问性著称的其他
工业标准的服务上：Microsoft Azure。也就是说，您可以使用高
质量的服务（运行时间）和多个服务器位置来备份您的数据，防止
出现服务器故障。

随时随地查看实时和已保存的捕捉
插入到 PC 或笔记本电脑后，Pico 设备可以充分利用您的计算机屏幕、处理器、硬盘、键盘和
鼠标的强大功能。但是如果您无法处于数据捕捉设备所在的同一房间、工厂、城市或甚至同
一国家，该怎么办？
现在，PicoLog Cloud 为您访问您的记录器和数据打开了一扇窗，允许其他 PC 从世界各地
查看和导出您的数据。当然，这些 PC 必须登录到您的安全的个人 PicoLog Cloud 账户后才
能查看您的任何实时或已保存的捕捉。
为了使操作简便和避免对实时捕捉作出不必要的更改，只有主机 PicoLog Cloud 应用程序
才能更改捕捉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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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查看捕捉吗？
PicoLog 6 一直基于使用 Chromium（Google 的开源浏览器）和 Java，即它已经是“可以使
用浏览器的”。
它的使用再简单不过了！在任何浏览器中导航到网址 picolog.app，即可登录您的 PicoLog 
Cloud 账户。这样您可以在任何连接了互联网的智能设备上随时随地即时安全地访问您的
所有实时和已保存的云捕捉。Google Chrome 和 Microsoft Edge 等某些浏览器还可以将 
PicoLog Cloud“安装”为 PWA（渐进式 Web 应用），使它可以像常规应用程序那样提供在您
的主屏幕或桌面上。

无论有无网络连接，均可进行连续捕捉
如果您的主机 PC 在捕捉过程中失去网络连接，PicoLog Cloud 可以立即切换到使用 PC 自
己的硬盘，直到网络连接恢复。任何缺失的数据会立即同步到云。
如同以前一样，PicoLog 6 的本地捕捉模式与所有 PicoLog 数据记录器和所有 PicoScope 
实时示波器（采样率限制为 1 kS/s）兼容。PicoLog Cloud 与同款仪器兼容，除了每个通道的
采样率限制为 1 S/s。

使用 API 将实时云捕捉数据流传输到您的应用程序
捕捉运行过程中将已捕捉的数据从数据记录器软件应用程序传输到第三方应用程序，长期
以来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客户需求，至今为止都很难实现。通过将 PicoLog Cloud 数据驻留在
服务器上，我们已开发了一款简单的服务器端 API，允许编程人员批量请求实时数据，并返
回人工或数据库可读 ASCII 格式的数据。
这一功能对于希望添加额外功能的用户尤为有用，例如希望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警或捕捉、
将记录器数据添加到现有数据库或以其他方式显示数据：填充水箱、百分比进度条、针阀、大
数字显示等。
一旦设置云捕捉并开始获取数据后，您可以对该捕
捉启用共享功能，从而生成一个包含有该捕捉在 
PicoLog.app 服务器上的唯一 ID 的不可搜索的网
址。该 API 仅包含两个调用：
• 基本设置、通道 ID、最后记录的值和通道名称。
• 请求带有针对特定通道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参数

的捕捉数据块
该 API 位于服务器端，可以向您的自定义应用程序
或数据库发送原始数据，因此无需安装特殊的软
件。几乎所有的相关编程语言均可调用该 API 网址，
并且我们还提供了简单的代码示例。
虽然 PicoLog Cloud 在云捕捉模式中只能进行 30 
天捕捉，之后它会覆盖最早的数据，但是您可以使
用此 API 来将您的数据传输和备份到您自己的本地或在线数据库中。

PicoLog Cloud 捕捉规格
• 对已保存的捕捉数量没有限制
• 在云模式中每个通道采样率高达 1 S/s
• 最大捕捉持续时间为 30 天
• 到达设定的持续时间后，可将捕捉设置为连续覆盖或停止
• 可以在一个用户账户上同时使用多个主机的 PicoLog Cloud 捕捉 
• 可以从一个地方查看您的所有设备和捕捉
• 远程客户端可以从实时和已保存的捕捉导出到 CSV、PDF 和 HDF5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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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通道
有时您需要使用来自一个或多个测量通道
的数据来绘制或记录已计算的参数。您可
以使用 PicoLog 公式编辑器来设置单个
数学通道（如 A–B）或更多复杂的函数（如 
log、sqrt、abs、round、min、max、mean 和 
median）。
PicoLog 会像其他任何通道一样处理数学通
道，因此您仍然可以设置报警和对它们进行
注释。

报警
在 PicoLog 中，您可以设置报警来提
醒您各种事件。这些报警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很复杂，取决于您的喜好：报警
可以针对信号阈值或数据记录器断开
连接来触发，或您可以设置自己的逻
辑表达式。当图形上出现事件时，报警
可以播放声音、显示可视提示、运行应
用程序或作出标记。

直观的记录器和通道设置
设备视图使设置多通道采集系统非常方便，并带有同时使用多个
不同 Pico 数据记录器的选项。PicoLog 可显示每个已连接设备的
图像，因此您可以方便快速地启用或禁用通道和设置它们的属性。
在右侧，您可以看到用于单端和差分输入组合的 ADC-24 记录器
设置。

可靠的文件格式
PicoLog 的核心是文件系统，文件系统可将实时获取数据直接存储到稳定的数据库中，而
不是存储到单个文件中，因为单个文件很容易损坏和造成数据丢失。如果计算机关闭并重
启，PicoLog 将仅丢失故障期间的数据，重启软件后，数据捕获将恢复。
此文件系统还意味着您可以捕获的数据集的大小实际上是无限的，唯一的限制是您的计算
机硬盘的大小！
.picolog 文件格式与所有操作系统兼容，因此在捕获结束前，无需设置要保存到的文件。如
果您希望共享已搜集的数据，还可以在捕获过程中保存数据。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和
安装 PicoLog，您可以方便地与同事、客户和供应商共享已保存的数据，以便进行离线后分
析。

PicoSDK®

可免费获取 Pico 的软件开发包 PicoSDK，它允许您编写自己的软件并提供与第三方软件包
接口。
Pico 还在 GitHub (github.com/picotech) 维护有示例代码库，显示如何与 Microsoft 
Excel、National Instruments LabVIEW 和 MathWorks MATLAB 等软件包，或 C、C++、C# 
和 Visual Basic .NET 等编程语言配合使用 PicoSDK。
PicoSDK 和《ADC-20 和 ADC-24 用户指南》（其中包括《程序员指南》）可从 
www.picotech.com/downloads 下载。

立即尝试 PicoLog 软件！ 
PicoLog 的内置演示模式允许您试用软件的全部功能，可以选择虚拟设备和
模拟实时数据。您还可以使用 PicoLog 来查看以前保存的数据，即使未连接
任何设备。访问 www.picotech.com/downloads 并选择 PicoLog 数据记录
器 来获取。

https://github.com/picotech
http://www.picotech.com/downloads
http://www.picotech.com/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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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和输出 ADC-20 ADC-24
分辨率 20 位 24 位

通道数量 4 个差分/8 个单端 8 个差分/16 个单端
每个差分通道可选择配置为两个单端通道。

每个通道转换时间 660 毫秒、340 毫秒、180 毫秒、100 毫秒、60 毫秒

电压范围

±2500 mV
±1250 mV

±2500 mV
±1250 mV
±625 mV
±312 mV
±156 mV
±78 mV
±39 mV

增益错误 读数的 0.2% 0.2%（±2500 mV 范围） 
0.1%（±39 mV 至 ±1250 mV 范围）

偏移精度

400 µV (±2500 mV 范围) 
36 µV (±1250 mV 范围)

400 µV (±2500 mV 范围) 
36 µV (±1250 mV 范围) 
20 µV (±625 mV 范围)
13 µV (±313 mV 范围)
9 µV (±156 mV 范围)
7 µV (±78 mV 范围)
6 µV (±39 mV 范围)

偏移典型具有输入源阻抗 ≤1 kΩ

无噪声分辨率

每个通道转换
时间

电压范围
仅限 ADC-24 ADC-20 和 ADC-24

±39 mV ±78 mV ±156 mV ±313 mV ±625 mV ±1250 mV ±2500 mV
无噪声分辨率（位）

660 毫秒 17 18 19 20 20 20 20
340 毫秒 17 18 19 19 19 20 20
180 毫秒 16 17 18 19 19 19 19
100 毫秒 16 17 18 18 18 19 19
60 毫秒 15 16 17 18 18 18 18

噪声抑制 50/60 Hz 时典型为 120 dB

输入阻抗 差分： 2 MΩ
单端： 1 MΩ

ADC 输入电流偏置 50 nA 最大值

共模输入范围，通道至共模 ±3.0 V（±2500 mV 范围） 
±1.9 V（±39 mV 至 ±1250 mV 范围）

共模输入范围，共模至接地 ±30 V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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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和输出 ADC-20 ADC-24
共模抑制比，通道至共模 95 dB（DC 至 60 Hz）
共模抑制比，共模至接地 >125 dB（DC 至 60 Hz）
过压保护 ±30 V 任何输入和共模之间

数字输入输出 无

4 种双向 (3.3 V CMOS)
输出电平，高： >2.40 V
输出电平，低： <0.40 V
输入电平，高： >2.20 V
输入电平，低： <0.88 V

隔离（输入至输入） 无

隔离（输入至接地） 电压高达 ±30 V
AGND 和 DGND 已隔离

参考输出
+2.5 V ±2.5 mV @ 2 mA
+5 V ±1.0 V @ 2 mA
−5 V ±1.5 V @2 mA

环境
工作温度范围，对于所引述的精度 20 至 30 °C
工作温度范围 0 至 45 °C
存储温度范围  -20 至 +60°C
工作湿度范围 5 至 80% RH，非冷凝
存储湿度范围 5 至 95% RH，非冷凝
常规
软件 PicoLog Cloud、PicoSDK（可从以下获取：www.picotech.com/downloads）

示例代码（提供在 Pico 的 GitHub 页面上：github.com/picotech）
PicoLog 用户界面语言 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日语、中文（简体）、俄语
PC 要求（PicoLog Cloud 应用程序） Windows、macOS、Linux 或 Raspberry Pi OS。有关受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请参阅 PicoLog 6 发布说明。

硬件如操作系统要求。
PC 要求（查看器） 能够访问互联网的任何设备、网页浏览器和屏幕
I/O 连接器 25 路 D 型阴头
电源要求 由 USB 端口供电，100 mA（最大值）

记录器上永久连接一条 4.4 米（13.8 英尺）USB 线缆
尺寸 135 x 184 x 36 mm（5.31 x 7.24 x 1.41 英寸）
重量 约 505 克（17.8 盎司）
合规性 欧洲 EMC 和 LVD 标准

FCC 规则第 15 部分 A 类
质保 5 年

http://www.picotech.com/downloads
https://github.com/picotech
http://www.sjatkinson.com


订购信息
订购代码 产品名称

PP308 ADC-20 8 通道、20 位分辨率精度数据记录器
PP311 包括端子板的 ADC-20 数据记录器
PP309 ADC-24 16 通道、24 位分辨率精度数据记录器
PP312 包括端子板的 ADC-24 数据记录器

可选配件
订购代码 产品名称

PP310 用于 ADC-20/24 数据记录器的 ADC-20/24 端子板
CC008 ADC-20/24 数据记录器校准服务

错误和遗漏不在此列。Pico Technology、PicoLog、PicoLog Cloud 和 PicoSDK 是 Pico Technology Ltd. 的国际注册商标。
LabVIEW 是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 的商标。 Linux 是 Linus Torvalds 的注册商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注册。macOS 是 
Apple Inc. 的商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注册。MATLAB 是 The MathWorks, Inc. 的注册商标。Windows 和 Excel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GitHub 是 GitHub, Inc. 的注册商标。
MM076.zhs-4.版权所有 © 2004-2021 Pico Technology Ltd。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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