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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商网讯   2018年5月8日，Teledyne LeCroy（力科）

发布WavePro HD高精度示波器，它首次结合了HD4096 12

位高精度技术和8 GHz带宽，实现了低噪声和高信号保真度。 

WavePro HD示波器具有高达5 Gpts的快速响应和易于浏览的

采集存储器，这也是业界首创，可以长时间捕获极其精细的波形

细节，深入而强大的分析工具包可以快速洞察系统的行为。

WavePro HD 12位示波器特别支持工程师开发尺寸更

小、速度更快和功耗更低的移动和手持设备和高速、深度嵌入

式计算系统和数据中心，这些系统的共同特点包括模拟传感器

输入、具有极低电压电源轨的电源配送网络（PDN）以及高速

CPU和串行数据接口。 这就要求示波器在高采样率下具有高分

辨率、低噪声、高带宽和长捕获时间的独特组合，以完成系统

的全面调试。

所有WavePro HD示波器都配备15.6寸、1920 x 1080电

容式触摸屏和Teledyne LeCroy强大的MAUI用户界面，可以实

现直观、高效的多点触控操作。 WavePro HD有四种型号，带

宽从2.5 GHz到8 GHz，均具有高达20 GS / s的采样率。

HD4096高精度技术遇上 8 GHz 带宽
WavePro HD的核心是一个新的8-GHz芯片组，包括一

个低噪声前端放大器和一个12位ADC， 该芯片组与新型低噪

声、高带宽系统架构紧密集成，可在业界首款8 GHz 、12位示

波器中充分发挥HD4096高精度技术的潜力。与之竞争的仪器

不是简单地将10位或12位ADC放入传统的8位信号路径，就是

使用软件技术牺牲带宽以获得更高的分辨率， WavePro HD的

HD4096技术在全带宽下提供最高分辨率和最低噪声，没有任何

的折中平衡。

新一代长存储架构
借助WavePro HD的新一代信号采集和存储管理架构，5G

样点采集速度快且响应迅速。同时，WavePro HD的MAUI高

级用户界面可以轻松查找、浏览并全面分析感兴趣的波形特征，

WavePro HD可以20 GS/s的全采样率采集250 ms，并始终保

持12位分辨率。

最佳的深度嵌入式计算系统调试
在WavePro HD中，高分辨率模拟输入通道可与可选的混

合信号示波器（MSO）数字输入通道相结合，捕捉各种模拟传

感器、数字逻辑、电源轨、串行数据和其他信号，串行数据触

发、解码、测量/图形和眼图（TDME）选项对标准分析工具做

了全面增强。 因此，WavePro HD可在任何高速和低速信号

（包括电源配送网络（PDN）信号，模拟传感器输入、数字和

串行数据信息）之间执行业界最佳的长时间捕获因果分析， 当与

Teledyne LeCroy功能强大的深度分析工具箱配合，可以完成高

速串行数据抖动分析和一致性测试，用户可轻松获得深度嵌入式

计算系统的理想调试和分析方案。

无与伦比的电源完整性验证
WavePro HD的高带宽和高垂直分辨率非常适合测量和分

析芯片和系统PDN行为，高带宽意味着高速芯片效应（如地弹）

的精确表征，而WavePro HD的高动态范围和0.5％增益精度确

保了对诸如轨道塌陷等噪声敏感测量的信心。极低的本底噪声与

频谱分析工具相结合，有助于提取和识别最细微的PDN干扰源，

RP4030 4 GHz电源完整性探头通过灵活的连接前端与原始信号

路径相连接，实现了WavePro HD无与伦比的电源完整性验证

能力。

EMC脉冲表征
在EMC实验室中，WavePro HD巧妙地结合了2.5或4 

GHz带宽和非常高的采样速率和分辨率，能够实现极其准确的脉

冲特性表征。同时，在测试台上，系统设计人员必须从密集的电

磁环境中识别出EMI干扰源， WavePro HD的超低噪声和直观

的频谱分析功能相结合，组成了强大的干扰搜索工具。

串行数据抖动和噪声分析
对于串行数据分析来说，12位分辨率、低本底噪声和极低的

时基抖动（60 fs）为WavePro HD在抖动和噪声测量方面带来

巨大优势。可选的SDAIII CompleteLinQ软件包含业界最完整的

串行数据抖动和垂直噪声分析工具，而可选的QualiPHY串行数

据一致性软件包可轻松进行物理层一致性验证。

ProBus2接口支持8GHz带宽
WavePro HD配备新的支持8 GHz带宽、兼容BNC的

ProBus2探头接口，新的8GHz和6 GHz ProBus2探头可以

直接连接到WavePro HD示波器，也可以兼容其他Teledyne 

LeCroy示波器上的4 GHz ProBus接口。 此外，ProBus兼容

探头还可以与新型ProBus2接口配合使用，无需适配器，确保

ProBus 2接口与Teledyne LeCroy广泛的现有探头兼容。

美国力科推出 WavePro HD 高精度示波器捕获一切细节
12 bit 分辨率和 8GHz 带宽，高达 5Gpts 的存储深度都是业内第一

仪商网讯  德图 testo Saveris 无线温湿度监控系统控制软

件设计符合 21 CFR Part11 法规要求，具备审计追踪、操作权

限管理以及逻辑安全设置等功能；系统具备实时报警功能，如

出现温湿度超标可及时通知用户；系统使用 SQL 数据库，且采

集数据采用三级冗余存贮功能设计，确保数据的安全记录和存

储，保证数据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完整性 ”

testo Saveris™温湿度监测系统专注于服务医药行业，特

别是制药领域的温湿度测量与监测。系统深知用户的痛点和应

用需求，结合最新 GxP 法规及相关行业规范与标准，以期推动

行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系统的明显特色和优势具体表现在：

独立波段的工业无线射频（ISM）通讯

无线信号传输距离远，稳定性高，自组网，这有别于

WIFI、蓝牙等无线通讯技术。这些将为用户的监测点位置调整

带来极大的便利性，同时不需要特别的布线工程。

复杂环境下有线通讯的可选择性
系统考虑现场复杂工况对无线信号的屏蔽存在，在无线通

讯的基础上，提供了支持有线通讯并行工作的需求，在确保系

统灵活性和便利性的同时兼顾整套系统的整体稳定可靠性。

集中自动化监测
系统将以往靠单个手工记录行为升级到集中自动化监测，

这本身就是温湿度监测行为的一次质的飞越。 

人性化的功能性设计
系统的自定义报警设置、远程实时报警、自动生成报表和

分区管理等众多功能设计都是来源用户的普遍性日常操作，因

此系统无论是功能利用率上还是操作便捷性上都是您的最优选

择之一。

合规性的系统
这是一套专为医药行业量身定做的系统，特别是针对FDA 

21 CFR part 11部分中关于电子数据和电子签名内容的要求经

过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认证，同时，用户登录控制、三级用户权

限、审计追踪等模块的设计，确保它满足GxP并且是可验证的

计算机化系统。这审计工作尤为重要。

2018年恰逢福禄克成立70周年，70年来，福禄克发明了众

多经典产品，并仍在持续不断地为各个工业领域提供优质的测量

和故障检测保障，力求能做到更好。

现今，福禄克的销售和服务分公司遍布欧洲、北美、南美、

亚洲和澳大利亚，授权分销商覆盖世界100多个国家。

那么福禄克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工业测试测量金字塔的顶端，

成为全球测试测量领域的翘楚呢？

关键词一、创新
福禄克亚太区维护安装型产品（SIT）品类总监陆惟益在答

记者问时表示：福禄克作为测量企业，不会盲目跟风炒作行业概

念，而是细致观察用户真实需求，为客户保持初心，根据客户

的切实需求寻求产

品创新，满足不同

阶段用户的不同需

求。而福禄克与母

公司Fortive 集团一

直奉行一个理念，

用户的成功激励着

我们的创新。

关键词二：顺应市场
据福禄克中国区过程仪器事业部（FPI）销售总监李建东先

生介绍，近几年随着全球工业的转型升级，福禄克将持续为传统

市场提供可靠稳定测温方案的同时，着力于新兴市场开发，如碳

纤维、轻质材料、半导体等行业。

得益于其在美

国西雅图、德国柏

林、中国上海、北

京等地 的优秀研发

团队，近年来持续

推出新产品。FPI德

国研发团队去年推

出Endurance耐力

系列产品，卓越的

性能质量，四年保修，赢得用户的极大认可，今年一季度同比去

年订单量增长六倍。

 在线热像仪PI20将退出市场，FPI面向过程行业，推出带有

各种专业软件包的全新升级版热像仪TV43.TV46. FPI中国销售

团队，将凭借丰富的过程控制经验，为中国用户提供完善的热像

控制方案。

不仅如此，在近两年非常流行的新能汽车领域，福禄克也有

涉足。

李建东先生表示，因新能源汽车用到的锂电池电池、通讯用

到的光纤等，都需要在使用过程中连续地监测温度。凭借着可靠

的耐用的名声，福禄克已经为多家企业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产品及

解决方案。

面对记者提到的“对计量单位即将迎来量子化时代，福禄克

有何应对？”时，福禄克计量校准（FCAL）事业部全国市场经

理彭晓喜女士说：

“当前国际计量系

统正在经历历史性

变革，作为全球知

名的电子测试仪器

公司，福禄克也在

密切关注这一世界

热议话题。我们是

跟着全球的发展态

势走的，已做好准

备随时对应调整。”

关键词三：产品升级
“中国在快速发展，在智能制造大潮下，应用场景对测量

仪器提出更多更高

的要求， 网络瓶颈

打通后，传感器带

来了庞大的数据，

如何处理和发掘这

些数据成为了新课

题，这当中软件的

作用和客户定制化

的机会愈加凸显，这也促成了带有Fieldsense 技术的T6的诞

生，未来还将有更多基于该创新技术的产品面世。”李强先生还

表示，“这也是福禄克布局服务中国客户的重要方向。”

 中 国 区 红 外 事

业部（Ti）销售总监

/亚太区红外产品线

总 监 吕 宁 女 士 则 表

示，红外热像越来越

多的被应用在巡检，

帮助用户更快更便捷

地发现问题，而实时

在线传输功能越来越

受到关注。福禄克推

出第一款在线式的红外热像产品RSE600/300，前端传感+后

端软件，GigE千兆以太网接口，支持数据流实时传输，为产线

提供精确快捷的检测数据。笔者感觉这个产品与传统设备上的

机器视觉功能非常相似，广角、微距、2倍、4倍长焦智能镜头

可选，适用更多场合，并适应工程师们比较熟悉的MATLAB和

LabVIEW开发环境，搭载专业红外分析软件，完成实时显示、

分析、记录等功能。

未来，在线检测将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也是福禄克面

向未来的产品布局。“从手持到在线，应用场合会有很大的不

同，开发者通过福禄克提供的SDK（开发包）能将捕获的在

线数据做二次开发处理”，吕宁认为，“福禄克拥有完整的产

品线加之产品都有智能化和联网化的趋势，比如在线红外热像

仪、电能分析仪、振动分析仪等等都可以实现数据链接，这是

福禄克的重大优势。”

关 键 词 四 ： 多

点布局
2018年，5G标

准落地，NB-IoT规

模商用、无人驾驶，

可穿戴技术也日趋成

熟，随之带来的应用

数据量的井喷，使的

基础网络设施建设提前规划，光纤作为5G回传网络已成为业界

共识、如何更全面准确的监测光纤特性，保障网络的高效，稳定

运营，提高运维保障人员效率，特别是应为无人驾驶等5G特定

场景下的高速率，低延迟，高容量的挑战。

福禄克网络业务发展经理尹岗在采访中表示：物理层一直

是维保人员的噩梦，他们一直希望能忘掉物理层，可是物理层

又是网络稳定运营的基础，维保的重点，此次福禄克网络发布

的VERSIV 2（威测2）通过

模块化设计将铜缆测试提升

至”UBR+TCL+ELTCTL+

八类线”，将光缆测试提升

至”T2+EF+MP0+光纤端

面+清洁”全覆盖方案。不

仅支持国标GB/YD,还支持

华为等厂商的主流标准，有

效解决认证安装中出现的线

序/损耗/串扰/回波/屏蔽/干扰

等问题。

 众所周知，随着医疗设

备行业的发展，使得医疗设

备的质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医院管理的重点。那

么，福禄克医疗质控事业部如何全面保障医院医疗设备质控符合

要求呢？ 姜飞虹表示：“医疗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国家有严格的

标准体系，只要是能丝毫不差的按照标准进行产品的生产，就能

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和产品质量的保障。而在这方面，福禄克医疗

质控事业部有十足的自信，我们研发和生产的医疗设备，以及应

用于医疗行业的解决方案，完全严格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在执行，

这也就保证了福禄克应用于医疗行业的产品和设备的质量。”

这就是70年来福禄克始终引领潮流，能够成为行业内的翘楚

的原因！福禄克一直朝着一体化、联网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而与此同时，福禄克始终聆听客户的声音，不断创造客户需求的

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精准、耐用、易用的测试测量工

具，帮助客户出色地完成任务。

伴随着智能制造的推进，用户对测试测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经典产品的传承和迭代、面向未来的产品线拓展，都将是福

禄克未来不断创新的方向。

testo Saveris：简单、安全、高效的数据监测系统，
医药行业监测首选

带你探索福禄克 70 年的成功发展历程——群访福禄克高层

仪商网讯  近期,福禄克公司推出新型730G智能数字压力

校验仪，自带HART通讯功能，搭配压力校验泵，实现对压力

表、压力开关、压力变送器的高效、精确的测量和校验,为计量

研究院和企业建立压力实验室的专业人员提供真正得心应手的

极致体验。

在 产 业 升 级 的 大 背 景

下，智能制造和数字工厂的

理念深入人心，对现场各种

传感器，尤其是压力仪表的

精度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对压力仪表进行严格

的定期校验和计量，是工厂

安全运行和保证产品质量的

重要工作。

全新的Fluke 730G智能数字压力校验仪，以其出众的操作体

验，大大优化工程师的现场校验过程，实现高效、精确的压力校验。

快：快速直观完成HART 调整，无需繁琐设置，操作更直观。

压力校验如果不合格，可以直接进行HART调整，无需其他工具。

准：0.02% 压力测量精度，0.01% 电流测量精度。提供高精

度的压力和电流测量，满足建立压力实验室的精度等级要求，

实现精确的压力校验。

易：人性化设计集成：高端LCD 显示屏、中文操作界面、

双插孔设计，带来更加方便快捷的操作体验。

智：使用校验管理软件，实现无纸化智能校验。通过可选配

的730G/PCSW 校验管理软件，可自动生成校验报告，实现对

校验结果的无纸化管理。

2018恰值福禄克成立70

年，新型730G智能数字压力校

验的推出，很好的帮助了现场

工程师高效率、高准确度的解

决现场校验工作，很好的诠释

了福禄克的服务宗旨“为客户

提供更加安全、精准、耐用、

易用的测试测量工具，帮助客户出色地完成任务。”

让您拥有一款得心应手的智能数字压力校验仪
——Fluke 730G

福禄克亚太区维护安装型产品（SIT）

品类总监 陆惟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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