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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实现通用示波器自动重复采集

张毅蔡灵仓毕延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冲击波物理与爆轰物理实验室四JfI绵阳621900)

摘要在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的示波器上。利用开源软件AutoHotkcy实现了自动重复采集和数据整理、保存。经

实际应用，在静高压加载过程的超声测量中提高了实验信号采集的精度和可靠性。该技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在通用示波器上

实现可编程示波器的功能。

关键词示波器自动控制重复采集描述语言编程

Programming Realization ofAutomatic Repeat Signals Acquisition Based on

General Pu rpose Oscilloscope

Zhang Yi Cai Lingcang Bi Yan

(Laboratory for Shock Wave and Detonation Physics Research Institute of Fluid Physics CAEP

Mianyang 62 1 900 China)

Abstract Programming by AutoHotKey,all open source software，a process for automatically acquiring repeat

signals，naming and saving date files WaS realized．It can be used at any general purpose oscilloscope based on

Windows platform．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in quasi·static hiigh pressure experiments，the process can

ireprove the precision and reliability of acquired singnals．By this method．one can make a common oscilloscope

to be a programmable oscilloscope in very low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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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示波器技术目前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采用

采集卡并由厂家和用户根据需要采用通用软件，如

Labview或专用软件进行控制，从而得到高度定制

的虚拟示波器，另一种是由出厂时即已确定的专用

硬件和软件组成的高性能通用示波器。随着技术的

发展，两种示波器也逐渐融合。目前高性能的作为

虚拟仪器的示波器卡自身也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

能力，而现代示波器大多采用了windows操作系统

作为软件平台Ill。因此，无论虚拟示波器还是传统

示波器，大都工作在windows平台，这为示波器二

次开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示波器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如果能够简便地配合项目作适当的二次开发，

将能充分利用资源，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比如，在进行静高压超声声速实划2J中，需要
每隔几分钟采集一个数据点，连续莺复达数小时。

在采样时需要控制示波器进行信号平均、取名、保

存等操作。采用人工控制示波器不仅劳动量极大，

而且采集的时间分散性也很难保证，迫切需要能够

由示波器自动进行数据采集。在这样的应用场合下

要实现示波器自动工作通常需要联系厂家提供编

程接口，再对示波器控制软件或购买Labview等商

业软件进行控制软件的开发。在所需功能比较单一

时相对成本过高，并且对开发人员的编程能力有一

定的要求。

本文采用AutoHotkey软件进行示波器自动控

制系统的开发。该软件是一款开源的免费软件，通

过模拟人工的各种控制操作，如鼠标的点击和键盘

的键入，或者直接修改被控制程序的输入控件属

性，实现自动控制功能。此外，它能判断操作系统

和应用程序的状态，具有强大的人机交互功能和丰

富的函数库。该程序采用描述性的语言，并能自动

记录生成源代码，具有一定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操作

人员均能够据此编制出自己的示波器自动控制软

件。

2信号采集要求

在静高压实验中，测量样品中的超声波传播时

间可以反映出材料的力学性质随压力的变化情况。

为了使材料受压均匀，需要缓慢地施加压力，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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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曲线中设置数十个压力平台，在平台阶段进行

采样以得到该压力下的准确数据。图l就是时间与

油压的关系曲线，每个升压周期有13分钟，其中

升压3分钟，保压lO分钟。在压力平台阶段开始、

中间、临近结束各采集一次数据。超声信号比较微

弱，为了提高信噪比，采用示波器的多次采样平均

功能，将1000次信号进行平均，能够抵消绝大多数

的随机噪音。

8：12 8：51 9：30 10：09 10：48 ll：27 12：06 12：45

时间，小时

图1油压与取样点的关系图

由前所述，在静高压实验中需要的信号，每次

采样需要经过如下步骤：

1．触发示波器进行新的采样平均；

2．等待示波器采集新的1000次数据；

3．输入当前的采样点名称；

4．保存新采集的数据。

如果由人工控制操作示波器，不仅难以保证每

次采样时间与油压曲线的对应关系，而且长时间的

单调重复劳动也容易产生误操作，损失实验数据。

因此需要开发使用的示波器自动采集软件提高该

实验的测试精度和可靠性。

3 自动采集程序的设计

根据具体应用环境F的信号采集要求编制程

序流程如图2：

首先在示波器上运行控制程序，使其处于等待

状态。当压机开始按加压曲线工作后，让控制程序

进行初始化工作，如记录起始时间，关闭可能干扰

工作的程序(如调试程序时使用的屏幕键盘)，判

断当前时间是否到达预设的时间间隔，如是，则自

动控锘4记录数据。在完成数据存盘后提问实验是否

提前结束，一段时间后默认实验继续进行，重新判

断当前时问是否到达预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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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程序开始

程序开始时用一个简单的对话框显示版权信

息及使用条件。

图2控制流程冈

程序中的megbox是显示对话框的命令，其后

的308表示该对话框的样式和按钮数，以及缺省按

钮的位置。该参数具有丰富的设置，具体可参见软

3．2初始化运行环境

当实验人员按下“确定”按钮开始实验记录后，

程序首先进行如下的初始化操作：

I IfWinExist,On．Screen Keyboard；

I {

l WinCIose On·Screen Keyboard

l} ；如果存在则关闭屏幕键盘

l ；将示波器界面设为前

I台运行

初始化运行环境主要是记录实验开始的时间，

另外由于windows平台的示波器基本上配置的是触

摸屏，如果开启了屏幕键盘进行过其它操作的话，

豁n帖∞昭凹殂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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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对后面的操作造成一F抗，所以在这里将其关

闭。最后将示波器界面作为前台运行，使其获得昂

岛的系统优先税。

3．3时间判断

程序中的定时处理般有定时器事件驱动或

循环判断两种方法。由于windows系统的多任务特

性，这两种定时怯对示波嚣控制来说没有区别。当

两次取样时问间隔过短，示波器尚来完成上一次工

作时，定时器事件驱动导致的新触发将会带来运行

混乱，循环判断则舍蒲掉当次触发。为了保证程序

运行的稳定性这里采用铺环判断的方弦定时。其原

理是挫序完成其它T作，运行的控制权转同到定时

模块后，进行当前时间与实验开始时『日J的间隔判

断，满足顶设间隔，转入F步，否ⅢU循环获取当

前时间、判断间隔的过程。源代码如F：

对时间间隔的判断是将经历时间(Elapsedtime)

对预设延时时1日(delay)进行取模运算．当余数为0

时则刚好经历了整数个的预设时间间隔。{口时问不

会H1好是整数秒，并13考虑到windows有时自动进

行一些系统操作町能占用CPU过高，凼此设置余数

在0~2的区间均满足到达时间的条件。

3．3采样过程

在满足时间间隔后，需要控制示波姑进行自动

采样。首先采用AutoHotkey提供的宏记录组件．按

照正常操作示波器的方眭调m各菜单操作．即可自

动保存所需的操作指令。圈3所示．为触发示波器

进行新的采样平均，井等特示波器采集新的1000

次数据的榨制界面和流程。

在得到AutoHotkey保存的宏记录后，即可力『|在

自动控制的谭程序中，模拟鼠标键盘的操作在定时

到达时对示波器进行控制。为了稳妥起见，可以将

屏幕进行硬拷m后直接读取各菜单、按钮等的位置

唑标，对截取下帕源程序进行手动修改，井ir根据

具体需要，添加新的操作。母后，为了避免特殊其

它操作界面下，如输入要保存的信号名称，

_

- 一《

H 3Ⅲ*#粒M*∞

情况F示被嚣响应跟不上自动操作速度造成

某步操作被遗漏的现象，在每步操作之问加入保证

程序运行可靠性的延时语句。参见下面源程序中的

Sleep，1000语句，在每步操作后暂停1秒(1000毫

秒)，等待蒹统完成响应。

soundbeep 2000．100 ；蜂鸣瞀示此次操
作开始

Motl5eCtick,left,420,16．菜单1，math

Sleep．1000；延时1000毫秽，等待程序响应
完成

MouseClick，】曲，91，l 5I，菜单2，Fl Semp

Sleep，1000

Mol】seClick，left，608，390，标篇3-Average

Sleep，1000

MouseClick，left，569，444，按钮4，Summed

Sleep，1000

MouseClick，le^759，546，按钮5，clear

sweeps msgbox,4144．正在聚样 n请勿进行操

作!．54：对话框警示并进行延时等待1000次采
样结柬s0岫db唧，3000，500 ：蜂鸣营示此

敬操作结柬

保存采集到的实验数据等，自动控制程序均可

由同样的方浊得到。对于自动生成文件名称，在程

序中设置了一个计数器，然后挂油压曲线的规则根

据计数器自动帝名。如下面这段源程序所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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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程序可以自动生成形如

一15—MPa-0一、一15一MPa-1一、一15一MPa-2一、
17 MPa-O⋯⋯的部分文件名，由示波器自动加上

通道名作为前缀，使保存的信号易于分辨，在处理

数据时一目了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减少了人为操

作出错的可能性。

3．4程序结束

和程序开始时一样，用一个简单的对话框显示

提示信息，如果需要提前结束实验，选择结束实验

即可，否则在默认时间后自动转回测试程序。

4进一步的工作

经不断调试改进，目前该自动控制程序已在本

实验室六面顶压机中成功运行将近半年，从未出现

过任何意外情况。

采用软件模拟鼠标键盘操作的方法控制示波

器，当示波器的操作界面未能及时更新，或其他程

序出现弹出窗口挡在需要操作的屏幕位置时可能

会导致部分操作不能完成，从而引发后继操作的混

乱。

为了避免错误的发生，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关闭

其它不必要的程序、通过屏幕截图精确确定鼠标点

击位置，在执行语句前加入延时语句等待前一步操

作响应完成外，在程序调试稳定后的实际实验中尽

量不外接键盘鼠标等不需要的输入设备，并在实验

开始后通过示波器上的按键关闭触摸屏。

另外，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该自动控制程序的可

靠性。即下面简要介绍的直接控制控件方法。

我们知道，每个窗口(包括控件在内)都被

Windows指派了一个可区别于其它窗口的唯一的标

识符(ID)，我们称之为窗口句柄(HWND)。 而

每个窗口中的控件及其编号在编程时就已经固定

了。AutoHotkey提供了根据窗口句柄对其中的控件

属性的直接控制功能。如前述输入文件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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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_％n％_MPa-％睨{enter}
；发送字符串到示波器输入文件名处

需要先模拟鼠标操作将输入光标移至输入框

内，再模拟键盘操作。在这过程中需要保证输入窗

口必须是当前窗口并且光标处于正确的位置。而采

用对控件属性直接修改的方法则是这样：

ControlSetText， Edit l， 一％n％一MPa-％t％一

{enter}，ahk_pid输入界面窗口句柄
；ControlSetText,1#编辑控件，待赋值，

Iahk pid窗口句柄

结合WinWait等待所需的窗口加载完毕，由于

输入界面的窗口句柄和其中所需的控件编号都是

唯一的，不需要将示波器运行界面作为当前窗口，

在后台即可完成预设的工作。

鼠标键盘模拟法直观易懂，对编写人员的计算

机知识要求不高，能够快速地开发出具体项目所需

的自动控制软件，但该方法易受误操作的影响。在

初步开发出的程序基础上，通过将自动执行操作部

分的代码改为直接控制控件的代码，就能够得到高

可靠性的自动控制软件。

5结论

采用开源的AutoHotkey软件，对基于windows

平台的示波器进行自动控制，仅需要极低的软件开

发测试成本，就使普通示波器能够完成可编程示波

器所具有的功能。对于未提供开发接口的虚拟示波

器也能够轻易实现二次开发。经实际应用该方法具

有较高的可靠性，能够降低操作人员劳动强度，提

高长时间重复性实验的精度和可靠性，使现有的设

备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在类似的应用场合有着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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