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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 Power Recorder 

简介 
Fluke 1750 Power Recorder 是一套功能全面而又使用方便的电力质量调
查系统。1750 Power Recorder（以下简称为“记录仪”）包括一台电力
记录器，一台用于控制和设置的无线手持式个人数字助理（PDA），以
及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 PC 应用软件 Power Analyze。标准设备配备
了四个 400 安电流探头（基础版中未包括）。Fluke 还提供各种柔性和
夹式电流探头。 

1750 Power Recorder 的主要特性包括： 

• 设置无需 PC 

以配套提供的无线个人数字助理 (PDA) 作为控制器，无需 PC 
就可配置记录仪、诊断连接故障、预览数据，或者下载所记录的
数据。所下载的数据保存到插入 1750 记录仪的 SD 存储卡，而
不是直接保存到 PDA。在无线链接情况下，PDA 的作用范围约
距记录仪 15 m（45 ft）。 

• 测试导线与电网连接简便 

只需将电压探头连接到想要记录的各相位上的导线即可。在电流
输入端，记录仪可自动识别所连接探头的类型。然后记录仪根据
您所用的电流探头的型号正确配置其测量系统。  

• 所支持电网配置（三角形、星形和其它接法）的接线图显示在手
持式 PDA 控制器上。  

在进行连接时，您可以在 PDA 上查看实时读数和相量图，以确
认连接。如果某个相通道接线错误，您可以使用 PDA 更改记录
仪的内部设置，将相位调换为另一个通道，然后重新确认读数是
否正确。 

• 内部不间断电源（UPS） 

一个内置 NiMH（镍-金属-氢化物）电池组和充电系统维持数据
捕获的连续性，在断电时可维持 长 8 分钟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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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干扰捕获 

记录仪使用一个自动、自我检测的触发例行程序，也就是说开始
记录之前，您不必设置任何事件触发限值。在事件被捕获后，可
使用 PC 上的 Power Analyze 软件侦测和显示电力质量事件（干
扰）。在数据被存储到 PC 上后，可给事件定义触发值。这在软
件中被称作“事件探测器”。它不会永久性改变数据文件，所以
您可用不同的触发值进行试验而不必担心丢失数据。 

有了这些特性，设置和开始记录数据执行电力质量调查就算万事俱备
了。如果想更深入地分析所采集的数据，本手册后文所述的步骤介绍
了数据从记录仪转移到 PDA， 终到达 PC 的过程。然后可用 PC 
上的 Power Analyze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详尽的联机帮助可从随
记录仪提供的产品光盘上的 Power Analyze 软件中获取。 

联系 Fluke 
要联系 Fluke，请拨打以下电话号码： 

• 美国技术支持：1-800-44-FLUKE (1-800-443-5853) 

• 美国校准/修理：1-888-99-FLUKE (1-888-993-5853) 

• 加拿大：1-800-36-FLUKE (1-800-363-5853) 

• 欧洲：+31 402-675-200 

• 日本：+81-3-3434-0181 

• 新加坡：+65-738-5655 

• 其他地区：+1-425-446-5500 

或者访问 Fluke 的网站 www.fluke.com。 

要注册您的产品，请访问 http://register.fluke.com。 

要查看、打印或下载 新手册补充资料，请访问 
http://us.fluke.com/usen/support/manuals。 

要联系技术支持中心，请使用 fpqsupport@fluke.com 或者 888-257-
9897 

http://www.fluke.com
http://register.fluke.com
http://us.fluke.com/usen/support/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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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参见操作手册的技术指标部分，获得完全的机构符合认证列表。表 1 所
列为记录仪上和本手册中使用的符号。 

XW 警告 
为避免触电或火灾： 

• 使用记录仪及其附件之前，请完整阅读手册并遵守所有
警告和注意提示。 

• 不要单独工作。 

• 切勿在易爆气体或蒸汽附近使用本记录仪。 

• 只使用随记录仪提供的有绝缘的电流探头、测试导线和
适配器。 

• 使用前，检查记录仪、电压探头、电流探头、测试导线和附
件是否有机体损坏的情况。如有损坏，应立即更换。检查是
否有裂纹或缺少塑胶件，特别注意连接器附近的绝缘。 

• 拆下所有不在使用的探头，测试导线和附件。 

• 确定记录仪通过电源线正确地连接到保护接地点。 

• 施加的输入电压不可超过输入面板上所示的记录仪额定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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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加的电压不可超过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上标示的额定
值。 

• 不要使用裸露的金属 BNC 或香蕉插头接头。 

• 不要将金属物件插入接头。 

表 1.符号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X 危险电压。有触电危险。显示

于警告之前 
W

危险。重要信息。请查

阅手册。显示于注意和

警告之前。 

P 符合欧盟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FTA）的规范。 
~ 

请勿将本品作为未分类

的城市废弃物处理。请

联系 Fluke 或专业的回

收者进行处理。 

) 加拿大标准协会。[注：美国

和加拿大。]  
J 保护接地端。 

CAT III 

CAT III 设备用于保护固定设

备装置中的设备，如配电盘、

馈线和短分支电路及大型建筑

中的防雷设施免受瞬态电压的

损害。 

CAT IV

CAT IV 设备用于保护设

备免受一级电源等级，

如电表或高空线路或电

下线路设施产生的瞬态

电压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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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附件 
表 2 列出了随记录仪提供的标准附件。另有可选附件可供选购。详细列
表请见 1750 操作手册。 

表 2。标准附件 

说明 部件号 

以太网电缆，3 m 长，黄色 2402854 

测试导线彩色塑料夹（共 32 个夹子，8 种颜色，每种颜色 4 
个） 

2157607 

型号 TLS430，测试导线组，包含电缆和线夹  2157713 

512MB 安全数码（SD）存储卡，用于数据下载 2386744 

3140R 型，400 安探头（4 个 — 基础版中未包括） 2277216 

AC（交流）电源线，3 m 长 2441360 

个人数字助理（PDA），带扩充座 2386780 

光盘版手册和软件 2386771 

1750 入门指南 2386767 

前面板标记贴纸 2436261 

国际型交流电源插头转接器组（用于 PDA 充电器）  2583479 

记录仪电源线国际型转接器 244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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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记录仪前面板如图 1 所示，并在表 3 中加以说明。 

SD

ETHERNET

POWER

1750 POWER RECORDER

ON

BUSYLINK

100-240 V
  47-63Hz

BA C N

VOLTAGE

CURRENT

4

13

1

2 3

11 10 812

7

5

6

9

 
azd09f.eps 

图 1。Fluke 1750 Power Rec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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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输入端子和控件 

编号 说明 

A 标准 120/240 V 50/60 Hz 电源输入，为记录仪供电 

B 电压指示灯 

稳定 存在电压，但未过载 

闪烁 电压过载（过载极限 1100 V） 

C 五个电压测量输入端 

D 可插拔式安全数码（SD）存储卡，用于转移大量数据。您可以将卡从记

录仪上拔下卡，插入 PDA 并使用 PDA 的“同步数据”功能将数据传送

到 PC。也可以使用 USB SD 卡读卡器。 

E SD 状态指示灯 

稳定绿色  SD 卡已插入 

闪烁 正忙 — 请勿拔卡 

F 无线控制器状态指示灯 

稳定蓝色 无线控制器已经启用但未进行通讯 

闪烁 无线控制器正在进行通讯或者其他活动 

未亮 已停用 

G 以太网端口。使用以太网 TCP/IP 协议将记录仪连接到 PC，以便下载所

记录的数据并在未使用 PDA 时配置记录仪。由于速度和可靠性原因，

这是推荐的数据传送方法。 

H 忙碌指示灯 

闪烁 网络正忙 

I 链接指示灯 

未亮 不存在链接 

稳定 存在链接 

闪烁 正在（与 PDA 或 PC）进行通讯 

J 电流测量端子（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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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端子和控件（续） 

编号 说明 

K 电流指示灯 

稳定 电流探头处于正常量程 

闪烁 超过探头量程的 100%，请使用更高量程的探头 

未点亮 电流太弱，无法测量 

L 红色/绿色 LED 

稳定绿色     AC（交流）输入电源正常 

绿色/橙色闪烁   正在记录 

闪烁红色   记录仪由 UPS（不间断电源）供电运行 

M 接地端子  

将辅助接地端子和电源线安全接地连接到不同的接地电位，会形成一

个接地回路而可能导致记录仪受损。 

为避免此种情况，只在市电电源线无保护接地连接时才使用该辅助接

地端子。 

如果市电电源线连接中可能存在安全接地连接，请务必将辅助接地端

子连接到向记录仪供电的交流插座所用的接地系统。 

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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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小心 
将辅助接地端子和电源线安全接地连接到不同的接地电位，会形
成一个接地回路而可能导致记录仪受损。 

 
azr11f.eps 

图 2。连接辅助接地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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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PDA 电池充电 
PDA 发货时附带有一块已放电或部分充电的充电电池。在安装设备之前
应将电池完全充电，并且定期重新充电。请参阅 PDA 用户指南详细了解
关于电池的信息。 

W 注意 
请勿在 PDA 上保留重要数据。如果电池完全放电，所有未保存
在文件存储器（ROM）中的数据都将丢失。将电池完全放电与
执行硬启动相似。请参阅 PDA 用户手册获取更多信息。 

安装软件 
本节描述如何在 PDA 上安装 Fluke Power View 软件以及在 PC 上安装 
Fluke Power Analyze 软件。请保管好产品的光盘，以备将来重新安装该

软件时需要。您应当定期访问 Fluke 网站：www.fluke.com ，查看是否

有 1750 固件更新或应用软件更新可供下载。Fluke 鼓励您注册记录仪。

在您的记录仪注册之后，如果有固件和应用软件更新可用，您将收到电

邮通知。 

在 PDA 上安装 Power View 软件 
1. 将 PDA 附带的光盘插入 PC。遵照屏上的指导，安装用于 

Windows XP 的 ActiveSync 软件（或者用于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的 Mobile Device Center 软件），让您的 PC 可以
与 PDA 进行通信。  

2. 将 PDA 放在扩充座上，并在 PDA 和 PC 之间建立联系。请保管
好产品的光盘，以备将来重新安装该软件时需要。 

3. 将记录仪附带的光盘插入 PC 的光驱中。 

4. 将显示一个窗口，其中列出光盘上的选项。如果安装软件窗口没
有自动出现，则执行下面的操作： 

a. 从 Windows 任务栏上选择开始，然后选择运行。 

b. 输入 d:\sw\PowerViewInstall.exe（其中 d: 是您的光驱盘
符）。 

5. 选择安装软件。 

6. 选择安装 Fluke Power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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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View 将被安装在 PDA 上的程序文件夹中。 

7. 要启动 Power View，从 PDA 选择开始，然后选择程序。 

8. 点击 Power View 图标（ ）开始使用该应用程序。 

语言选择 
Power View 特别提供了一个用于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和
意大利语的本地化用户界面。要选择希望的语言，请选择 Menu\1750 
Setup\Language 并从列表中选择一种语言。  

  
Setup Screen with language.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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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alyze 软件对 PC 的系统要求 
• 低要求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建议使用 Windows XP 

或更高版本。要求管理员特权，才能安装应用程序。 

• PC 要求具有 300 MHz 或更高的处理器时钟速度，Intel 奔腾/赛
扬系列，或者 AMD 速龙/毒龙系列，或者更佳的处理器。  

• 建议使用的处理器：1 GHz 或更高，奔腾 4，AMD 速龙，或者
更佳的处理器。 

• 256 MB 内存（建议 1 GB）。 

• 1024 x 768 或更高分辨率显卡。 

• 键盘和鼠标。 

安装 Power Analyze 软件  
在将软件安装到您的 PC 之前，请确保您拥有第6版或更新版本的 
Internet Explorer，并且适合您电脑上所安装操作系统的语言或文化设
置。  

W 注意 
在成功安装软件、重新启动机器并打开应用软件之前，请勿取出
光盘。 

1. 把光盘放进光驱。 

2. 将显示一个窗口，其中列出光盘上的选项。如果该窗口没有自动
出现: 

a. 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在光盘上查找到“
sw/FPAInstall.exe”文件。 

b. 双击“FPAInstall.exe”启动安装程序。  

3. 选择安装软件。 

4. 选择安装 Fluke Power Analyze。 

5. 请依照出现的安装提示操作。在软件安装完成后，Power 
Analyze 图标  会出现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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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PC 上选择 开始 > 所有程序 > Fluke > Power Analyze > 启
动 Power Analyze 或双击桌面上的 Power Analyze 图标  启
动 Power Analyze。 

在安装完成后，请花几分钟时间完成产品注册。您可以在 
http://register.fluke.com 上快速注册（推荐），或者也可以将表格打印出
来后传真到表格上提供的号码。产品注册很重要，因为它可让您获得免
费的软件更新，并便于我们向您提供 快捷、 高效的技术支持。  

备注 

您必须手动解除拦截 Power Analyze 才能解决该问题。若需更
多信息，请参阅 http://support.microsoft.com。  

在现场安装 Power Recorder 
本节描述了在现场安装记录仪和开始记录任务所要完成的步骤。 

工作流程 
每个记录任务包含三个独立的阶段。 

• 设置  

设置，联机和验证连接和测得的信号。此时您可以清除记录仪内
存（非必要，但不失为有用的实践经验，因为如果这样做，在完
成下载时，内存中就只包含新的数据）；进行任何希望的记录仪
设置更改，以及将附注和/或可选的开始标记插入记录的数据流
中。附注是在记录期间插入数据流中的信息或备注。 

• 中间检查，中间记录过程（可选） 

此时，您可以重新检查所有实时输入信号并下载自记录任务开始
以来所记录的数据。这不会对正在进行中的记录造成任何干扰。
在记录过程中附注功能始终可用。 

• 结束记录过程 

如果需要，您可以再次核实实时数据的正确性，然后下载数据，
关闭记录仪电源，并包装好记录仪以便运输。 

http://support.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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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记录仪  
要在现场安装记录仪，请依照下面的基本步骤。  

1. 将记录仪放置在距离监测区域 2 m（6 ft）远的范围内。 

2. 记录仪可以放置在地面或桌面上，或者安装和固定在杆子或其它
安装面之上。记录仪可以垂直或水平朝向。 

3. 将记录仪连接到 100 至 240 V，50 或 60 Hz 的交流电源 

W小心 
为了避免损坏记录仪： 

• 在您执行其它任何操作之前，应先将仪器机箱接地。 

• 使用附带的合适转接器将电源线连接到记录仪。 

• 将电源线连接到正确接地的墙壁插座。 

• 在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插座之前，确保将电源线插入记录仪
面板。 

4. 将电源线插入正确接地的墙壁插座。 

5. 所有 LED 指示灯应闪烁（ON），然后熄灭（OFF），接着每只
指示灯依次点亮和熄灭。如果进行了可靠的测试导线连接且有足
够的电压与电流，LED 指示灯将保持点亮。 

6. 打开PDA，然后点击 Power View 图标 启动 Power View 
软件。 

如果记录仪在范围以内并且没有密码保护，则它应该出现在PDA
上主标题栏正下方的下拉菜单内。使用 PDA 铁笔，选择您想要
浏览的记录仪。选择之后，出现实时数据的 Home 屏。 

如果不止一个记录仪在范围内，则这些记录仪都将出现在下拉菜
单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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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先前曾经用 Power Analyze PC 软件为记录仪设置了密
码保护，则必须在密码文本框内输入正确的密码，然后点击
进入按钮。（密码保护是使用 Power View 或 Power 
Analyze 软件中的设置密码菜单为特定的记录仪设置）。 

把记录仪连接到线路上 
在设置好记录仪后，就可以将电压导线和电流探头或柔性探头连接到被
测电网。请参阅 PDA 或 1750 操作手册中提供的功率类型图。 

XW警告 
为了避免触电，应该不要使用易弯曲探头或者将其从危险带电导
体上取下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先安装电流探头。因为电流探头是夹在电线上，
通常要比电压探头更安全。检查打算连接的电力线并确定是否要在连接
电压探头前将电流探头连接到相线或母线。  

1. 选择并将合适的电流探头连接到记录仪。 

2. 选择并将合适的电压测试导线和探头连接到记录仪。 

备注 

如果电源连接要求使用电压互感器（PT）或变流器（CT），可
以使用 Power View 软件中的变比设置值将记录仪设置为显示它
们位于 PT 和 CT 初级端的读数（例如 120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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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记录仪连接到线路，首先将测量接地测试导线连接到配电系统
的接地点，然后将中性线探头连接到中性线。 

4. 将接地线夹连接到配电系统的接地点，中性线线夹连接到
中性线，并且在所有情况下，电流探头上的箭头都要指向
负载方向（离开电源方向）。 

5. 将剩余的电流探头连接到电网。  

• 线夹上的箭头应指向负载方向。 

• 使用测试导线上的彩色标记来帮助您把探头连接到正确的相
位、中性线和接地点。  

6. 连接剩余的电压探头。 

注意 
请确保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正确配对，即 A 相（L1）电压对 A 相（L1）
电流，以此类推。计算是配对进行，且在数据被记录后无法更改。电压
探头和电流探头中颜色相同的导线应连接到同一相线或母线。 

7. 检查每一相的 LED 指示灯以确保连接已建立。  

• 当某一相位的 LED 指示灯亮起或点亮时，您就知道连接有
效，且电压和电流处于正常量程之内。  

• 如果某一相位的 LED 指示灯闪烁，表示连接已建立，但电
压或电流超出正常量程或者超出所用探头的量程。 

• 如果电流 LED 指示灯熄灭或未点亮，表示线路上存在的电
流不足。 

核实连接 
在将记录仪留在现场采集数据之前，要再次检查连接。  

• 确保电流探头连接可靠且在导线上完全闭合，而且电压和电流 
LED 都稳定点亮。 

• 使用 PDA 或者 PC 上的相量屏核实电压和电流连接都正确无
误。如有错误，可使用 Power View 交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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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在对连接作任何修改后，都要重新检查相量图以确认连接。在离开记录
仪之前，要确保标称电压、标称线路频率和连接类型（三角形，星形，
其它）都正确无误。在您完成所有设置之后插入一个开始标记是很好的
实践经验，这样不但可以下载数据，还可忽略探头连接活动开始时常见
的无用读数和事件。您也可以使用“Erase Memory”功能。 

管理记录数据 
记录数据驻留在记录仪内部一个无法直接访问的闪存电路上。在您使
用PDA或者所连接的 PC 请求下载行动之前，不会传送到记录仪 SD 
存储槽内的 SD 存储卡中。建议使用以太网电缆下载到运行 Fluke 
Power Analyze 软件（已经包括）的 PC，这是从记录仪获取数据的
快的方法。 

从技术角度来看，内存永远没有清除的必要。当记录仪要记录新的数据
时，它会自动进行并覆盖 早的数据。您可以出于安全原因或者想简化
下载数据对话框中显示的内容而清除内存。当旧数据被删除时，开始和
结束时间代表一个记录过程。 

备注  

在使用 PDA 上的 Power View 软件或 PC 上的 Power Analyze 
软件将数据从记录仪的内存删除前，数据不会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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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下载数据和清除内存 
使用数据菜单选项来管理记录仪的内存并将所记录的数据下载到插在记
录仪（不是 PDA）SD 卡槽中的 SD 卡。您正在从闪速存储器下载所记
录的数据到记录仪中的 SD 卡。当您想要使用此数据时，您必须将卡上
数据转移到运行 Fluke Power Analyze 软件的 PC 上。以后您可以再将
数据复制到您的 PC，以便使用 Power Analyze 软件查看。点击 
Menu/Data/1750 内存储器，查看下载屏幕。 

 
1750_Internal_Memory .bmp 

下载屏幕显示一个三相电压有效值带状图，图中包含日期和时标。这代
表记录仪内存中的数据。开始和结束时间的默认设置是内存中的所有内
容，要下载全部内容ALL，点击 写到 SD 卡按钮。 

屏幕底部左右两侧带三角形箭头的光标线表示当前选定要下载内容的开
始和结束时间。绿色和红色旗标表示记录过程中插入的开始和结束标记
附注。黄色旗标是记录过程中插入的文件名附注，或是会导致数据产生
显著变化的设置参数更改，例如标称电压或连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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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 IM Write to SD Card .BMP 

如果 SD 存储卡已经包含数据文件，它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存储新下载
数据。出现空间不足情况时，Power View 会提醒并询问您是否想在下载
之前清除 SD 卡。  

 
gev107s.bmp 

存储卡已满信息显示 5 秒钟，然后出现下列屏幕。您也可以通过从 Data 
菜单选项选择 1750 SD 存储器，而进入下载菜单。 

您可以根据需要删除文件，并且在认为卡上有足够空间时，继续将所选
的记录仪内存数据写到S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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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108s.bmp 

当卡上有空间时，屏幕上将出现一条确认下载的信息。 

 
1750 IM Downloading Data.BMP 

您也可以从数据菜单选项点击 Erase 1750 Memory，［数据菜单选项可
在 Menu 下得到］，然后点击擦除全部按钮以将记录仪上保存的所有电
力质量数据全部清除。即使这个时候，如果需要，您仍然可以将旧数据
保留在记录仪内存中。在开始下一个记录仪记录过程时，它将被自动覆
盖，这样永远不会对所记录的数据质量或数量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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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109s.bmp 

当您选择 擦除全部 时，屏幕上会弹出下面的警告提示：“您确
定吗？”。 

 
erase_all.bmp 

备注 

可以用以太网电缆将 PC 直接连接到记录仪，然后在 1750 在用
模式下运行 Power Analyze 软件来下载数据。所有功能（控制
器，PDA 和 Power View）在 1750 在用模式下均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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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类型图 
Power View 和 Power Analyze 软件中提供了连接类型图，可用作在
记录仪上设置标称功率时的参考。使用该图可帮助进行正确的测试导
线连接。标准电网配置可使用下列连接类型图： 

• 单相加中性线 

• 单相 IT 无中性线 

• 单相分相 

• 三相 Y 形（星形） 

• 三相三角形（Delta） 

• 三相 IT 

• 三相高压相脚 

• 三相开相脚 

• 2 元三角形 

• 2 ½ 元 Y 形（星形) 

使用 Fluke Power Analyze 软件 
除了分析已记录的数据以外，还可以通过 Power Analyze 软件连接记录
仪。如果这样做，所有可通过 PDA 使用的功能也可直接在 PC 上使用。
例如，您能够： 

• 连接到与电网连接的记录仪以查看实时数据。 

• 配置所连接的 1750 Power Recorder。 

• 添加附注标记和手动拍摄快照，并且随后可将它们保存在记录仪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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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 Power Analyze 软件可让您在 PC 上处理记录仪所监测并从记录
仪上接收到的电力质量数据。您可以利用 Fluke Power Analyze 软件
下载、查看和分析数据。例如，您能够：例如，您能够： 

• 从记录仪上将数据下载到 PC 上的某个数据文件，或打开先前下
载并移至电脑的文件。 

• 通过使用一系列视图来查看数据的不同方面，对所下载的数据进
行分析，包括伏/安/赫兹、事件、谐波、总谐波失真（THD）、
闪变、功率与电能的摘要图。  

当在 Power Analyze 屏幕上查看数据时，您可以开启和关闭不
同通道的显示与选择其它参数来调整所示的数据。您可以关注于
能帮助您分析和理解电力质量数据的细节。 

• 在特定时间点查看所记录电力质量数据的快照，仿佛象实时再现
测量时的情况。  

由于快照是按规律的时间间隔捕获而得，您可以依次浏览它们并
查看测量值，就象它们处于连续时间点上一样。 

• 创建报告，方法是在 Power Analyze 软件中查看重要数据时对
其进行标记，然后使用报告编写器将数据集中到报告中，其中包
括图像和关于数据的详细信息。  

本入门指南的这个部分描述了如何着手使用 Power Analyze 软件在所记
录的数据文件中查看和分析数据。利用数据来熟悉 Power Analyze 软件
的界面和特性。详细的信息可参阅 Power Analyze 联机帮助。 

在工作中为问题寻找答案 
当使用 Power Analyze 软件工作时，您可以利用联机帮助来获取关于如
何使用软件来检查所记录的数据，连接仪表和查看实时数据，以及下载
数据和其它任务的详细信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访问 Power 
Analyze 软件中所包含的联机帮助系统。  

在主窗口中，单击工具栏上的帮助问号  ，然后单击屏幕上的某个项目
获取关于该项目的信息。您可以使用它来查找关于工具栏按钮和其它项
目、菜单中的命令，和主要屏幕的信息。  

若需关于当前视图的信息，或在对话框中需要帮助，请单击 。另
外也可按 F1 键来查看此信息。  

还可从帮助菜单中选择帮助主题来打开帮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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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帮助打开时，就可以使用左侧的目录，索引和搜索选项卡来查找信
息。  

如果帮助窗口太宽，您可以单击帮助窗口顶部的 ，以隐藏左侧的导航

窗格。要重新打开导航窗格，请单击 。  

启动 Power Analyze 软件 
在 PC 上选择 开始 > 所有程序 > Fluke > Power Analyze > 启动 Power 
Analyze 以启动 Power Analyze 软件。 

在您学习使用 Power Analyze 时，您可以使用名为 SAMPLE.ODN 的文
件，直到您有数据文件想要分析为止。 

注意 

您可能需要从您安装软件的地方（通常是 c:\Program 
Files\Fluke\Power Analyze）复制样本数据库 SAMPLE.ODN 到
文件夹 My Documents\PQ。然后可以使用文件 > 打开命令打开
它。如果没有 Windows 管理员权限，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处理记录数据文件 
使用 Fluke Power Analyze 软件一次处理一个文件。当下载数据时，
数据被保存在一个扩展名为“.odn”的文件中。当用 Power Analyze 下
载时，依照默认，这些文件被保存在“\MyDocuments\PQ\”目录中。
如果通过 SD 卡将所下载的数据从记录仪移动到 PC，可把 .odn 文件
复制到此 PQ 目录或另一文件夹。关于将下载的数据移动到 PC 的信
息，请参见本手册后文“将所下载的数据从记录仪移动到 PC”部分。  



 1750 Power Recorder 
 将所下载的数据从记录仪移动到 PC。  

  25 

要同时启动 Fluke Power Analyze 和打开文件 

1.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或桌面上，查找想要打开的 .odn 文件。 

2. 双击该文件在 Fluke Power Analyze 中打开   

当 Fluke Power Analyze 已经打开时打开数据文件  

1. 从文件菜单，选择 打开。  

2. 在打开对话框中，导航至您想要打开的文件，选中该文件并单击
打开。  

文件在 Fluke Power Analyze 窗口中打开并显示伏/安/赫兹视图。文件名
显示在应用程序标题栏上。关于 Power Analyze 窗口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本手册后文的“Power Analyze 屏幕概览”部分。 

将所下载的数据从记录仪移动到 PC。 
下面的步骤描述了如何从 SD 卡中将所记录的数据下载到您的 PC，以便
使用 Power Analyze 软件进行分析。 

要把所下载的数据从 SD 卡移动到 PC： 

1. 把数据从记录仪的内部闪存下载到 SD 存储卡。 

2. 从记录仪上取出 SD 存储卡，然后插入 PDA 的顶部，以方便携
带。 

3. 将 PDA 放置到与 PC 连接的扩充座中。 

4. SD 卡将在 My Computer 文件夹中显示为一个驱动器。 

5. 在 PC 上，将卡视作驱动器打开。  

6. 把文件从 PDA 复制到电脑上希望的位置。  

现在即可在 Fluke Power Analyze 中打开记录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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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alyze 屏幕概览 
无论是处理记录数据文件，还是实时连接到记录仪，Fluke Power 
Analyze 屏幕中有许多相同的元素。  

电力质量数据显示在屏幕的中间区域。显示的数据类型则取决于当前模
式和视图。右侧的其它视图控件和工具栏上的按钮可让您定制数据的显
示方式。  

图 3 显示伏/安/赫兹记录数据视图；表 4 对屏幕的区域和控件加以说
明。若想查看实际数据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手册后文的“记录数据
屏幕概览”部分。 

 
gev008f.eps 

图 3。Power Analyze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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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Power Analyze 屏幕区域和控件 

编号 说明 

A 所连接的记录仪。与 1750 Power Recorder 连接时，此字段显示其名

称。下拉列表中显示可以连接的其它记录仪。 

B 数据文件名称。当查看所记录的数据时，“.odn”文件的名称显示在窗

口标题栏上。 

C 帮助按钮。Fluke Power Analyze 软件提供几种类型的联机帮助。本

屏幕显示其中两种。关于使用帮助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本手册前面的

“在工作中为问题寻找答案”部分。 

D 主数据区域。屏幕的中间部分显示当前模式和视图的电力质量数据。

您可以使用视图控件和工具栏对显示的数据作进一步调整。 

E 视图工具栏。可快速访问当前模式的不同电力质量数据视图（所记录

的数据，快照，或 1750 在用数据）。视图工具栏上使用中的按钮表

示您正在查看的视图。 

F 视图控件。视图控件规定什么数据在视图中显示，以及如何显示。 

G 状态栏。显示当前所查看数据的电网配置、标称电压和频率。当查看

实时数据时，它还显示记录仪的名称。  

H Power Analyze 模式边栏。模式按钮用于激活 Power Analyze 中不

同的视图和屏幕集合。使用中的按钮表示正在查看的模式。在屏幕快

照示例中，视图记录为当前模式。详见本手册后文的“Power 
Analyze 模式概览”。 

I 主工具栏。常用的操作以按钮形式显示在工具栏上。 

J 菜单栏。通过菜单可使用 Power Analyze 的命令。常用的菜单项也出

现在主工具栏和视图工具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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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alyze 模式概览 
Fluke Power Analyze 软件共有六种模式，全部都可从

屏幕左侧的边栏中启用。上面三种可用于处理已经保存

为数据文件的记录数据，下面三种可用于处理与记录仪

连接时所获取的实时数据。 

记录数据模式  
这些模式可在记录数据文件（.odn）打开时使用。  

• 视图记录让您分析已经从记录仪下载并另存为
数据文件的数据。  

• 视图瞬象显示在整个监测时段内手动捕获或定
期捕获并保存在记录数据文件中的屏幕快照。  

• 视图设定值显示进行记录时所采用的记录仪设

置。这包括电网配置、标称电压和频率、电压

和电流变比，及其它连接因素。 

 
gev106s.bmp 

实时数据模式  
这些模式可在与 Power Recorder 连接时使用。  

• 1750 设置让您查看和设定仪器设置值，包括电网 配置、标称电
压和频率、电压和电流变比及其它关于开 始记录任务前所记录
数据的详细信息。在此模式下还可以创建密码。 

• 1750 在用让您在与记录仪连接时直接监测数据。 

• 1750 下载让您检索记录仪上的数据并将它保存到电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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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数据屏幕概览  
记录数据视图是分析电力质量数据时所用的主要屏幕。共有五种不同
的记录数据视图可用：伏/安/赫兹、事件、谐波、总谐波失真
（THD）、闪烁、EN50160和功率/电能。图 4 显示记录数据屏幕的示
例，表 5 对该屏幕的内容加以说明。 

在许多记录数据视图中，您可同时看到参照图和详细图。当缩小时，
参照图显示可用数据的整个范围。详细图显示该数据的子集。详细图
显示该数据的子集。关于屏幕菜单和按钮和更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手
册前面的“Power Analyze 屏幕概览”部分。 

当处理所记录的数据时，不管显示哪种视图，屏幕中有许多相同的元
素。 

注意 

请访问 Fluke 网站（www.fluke.com）查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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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021f.eps 

图 4。记录数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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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记录数据屏幕内容 

编号 说明 

A 打开数据文件的名称。显示当前打开的数据文件的名称。 

B 参照图。提供整个记录时段所获数据的概览。 

C 详细图。显示所记录的数据某一部分的详细视图，具体区域由上图的选

择光标决定。  

D 选择光标。选择光标条标记在详细图中显示的数据。当移动光标条时，

详细图中的数据会随之相应调整。  

E 视图工具栏。用于在记录数据视图之间变换。使用中的按钮表示正

在查看的视图。在上面的屏幕快照中，伏/安/赫兹是当前视图。  

F 视图控件。规定在视图中显示的数据，以及如何显示。例如，在上面显

示的伏/安/赫兹图中，视图控件可让您隐藏或显示相位、选择是否显示

大值，或者显示或隐藏附注。 

G 状态栏。显示当前所查看数据的电网配置、标称电压和频率。  

H 测量标尺。这组标尺可用于测量详细图中的数据。测量值显示在标尺之

间的框形标签上。 

I 图形工具栏。提供操控图形的工具，例如显示和隐藏标尺，或者放大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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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 在用视图屏幕概览  
与记录仪连接时，可以获得实时电力情况的五种不同视图。您可以使用 
PDA 上的 Fluke Power View 软件看到与此相同的信息。图 5 显示实时
视图屏幕的示例，表 6 对该屏幕的内容加以说明。 

尽管 1750 在用视图的格式各不相同，实时屏幕的总体结构是一样的。下
面的屏幕快照显示了实时波形视图中的基本要素。关于波形视图及其它 
1750 在用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联机帮助。  

 
gev022s.eps 

图 5。实时视图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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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实时视图屏幕内容 

编号 说明 

A 所连记录仪。显示所连接记录仪的名称。  

B 视图工具栏。用于在实时视图之间变换。使用中的按钮表示正在查看的

视图。在上面的屏幕快照中，波形为当前视图。 

C 主数据区域。显示当前查看的电力质量参数：波形，相量图，功率计，

谐波或功率。  

D 状态栏。显示记录仪设置，包括所选记录仪的名称、IP 地址、电网配

置、标称电压和频率。您可以使用 1750 Setup 模式，或在 PDA 上使用 
Power View 软件设置该信息。更多关于通过 Power Analyze 软件设置记

录仪的信息，请参见联机帮助。 

E 视图控件。规定在视图中显示什么数据，以及如何显示。 

快照屏幕概览  
快照是 1750 在用模式中显示的记录仪进行测量过程中，在单个时间
点上捕获的屏幕。当下载数据时，也将快照（包括手动捕获和按规律
的时间间隔捕获）与长期摘要数据和事件一同下载。实时电力记录可
用的五种视图在快照视图中同样可用，用于在特定的时间间隔查看详
细的情况。  

当首次显示快照视图时，您将看到所下载的数据中第一个捕获的快照。
您可以使用滑条或下一个/上一个按钮在视图中显示其它快照。  

捕获快照的时间间隔在设置记录仪时指定。另外，快照还可使用 PDA 或
使用拍摄瞬象按钮手动捕获。  

图 6 显示快照视图中的主要元素。更多关于特定快照屏幕元素的详细信
息如表 7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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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020f.eps 

图 6。快照屏幕 

表 7.快照屏幕内容 

编号 说明 

A 数据文件名。显示当前打开的数据文件的名称。 

B 滑条。允许您拖动滑条移动到所记录的数据内不同时间点上的快照。 

C 主数据区域。显示滑条中所示日期和时间情况的快照。在此例中，快照

为视图控件的相选择部分所选相位的波形。关于不同快照视图内容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联机帮助。 

D 视图工具栏。让您变换为不同的快照视图：波形、相量、功率计、谐波

和功率。使用中的按钮表示正在查看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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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快照屏幕内容（续） 

编号 说明 

E 下一个/上一个按钮。单击这些按钮可让您一次变换一幅快照。  

F 视图控件。规定在视图中显示的数据，以及如何显示。  

G 状态栏。显示记录数据时功率配置设置。  

处理快照 
快照是依照 1750 Setup（设置）中设置的瞬象时间间隔按规律的时间间
隔捕获而得。也可以在 1750 在用模式下利用 Power Analyze 工具栏上
的拍摄瞬象按钮或使用无线 PDA 与记录仪手动捕获快照。快照数据保存
在记录仪中并与其余所记录的数据一同下载。 

当在 Power Analyze 软件中查看快照屏幕时，有两种工具可用来在可用
的快照之间变换： 

• 滑条出现在每个快照视图的顶部。  

 
gev044s.bmp 

按住滑条并拖至您想查看电力情况的时间点。  

离该时间点 接近的快照数据显示在快照视图中。  

• 下一个/上一个按钮  出现在视图控件的顶部。 

单击这些按钮可向两个方向移动至相邻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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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工具栏 
Power Analyze 窗口中的主工具栏包括标准 Windows 工具和一些用于处
理 Fluke Power Analyze 图形的专用按钮。图 7 显示主工具栏，表 8 对
工具栏的内容加以说明。 

通过选择视图 > 工具栏来隐藏或显示工具栏。  

注意 

主工具栏上的工具在菜单上都有相应的主题。  

 
gev017s.bmp 

图 7。主工具栏 

表 8.主工具栏内容 

按钮 说明 

 打开。打开记录数据文件。  

 顶部全屏视图。扩展顶部图形以填满图形窗口区域。  

 底部全屏视图。扩展下部图形以填满图形窗口区域。  

 
分屏视图。在图形窗口区域的上部显示参照图，在下部显示详

细图。  

 
顶部表视图。将上部参照图中的数据显示由图形变换为表格，然后

返回。  

 
底部表视图。将底部详细图中的数据显示由图形变换为表格，然后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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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主工具栏内容（续） 

按钮 说明 

 
拍摄瞬象。捕获当前电网测量值的快照。仅

在 1750 在用视图中可用。 

 
插入注释。插入一个附注标记。仅在 1750 
在用视图中可用 

 
帮助。让您获取关于屏幕上的按钮及菜单中

的命令的信息。单击帮助工具按钮，然后单

击想要了解有关信息的项目。若需关于主图

形区内容的信息，请单击右侧图形控件顶部

的帮助按钮。  

 
窗口列表。让您在同一记录数据文件中的多

个窗口间切换。 

图形工具栏 
当查看图形上的数据时，可使用特殊的工具栏来帮助您处理该数据。图 
8 显示图形工具栏示例，表 9 对工具栏的内容加以说明。 

可用的特殊工具随图形的内容而变。下面的屏幕快照显示了图形工具上
的部分工具，其后紧接着提供了关于特定功能的更多详细信息。 

 
bae105s.bmp 

图 8。图形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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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图形工具栏内容 

按钮 说明 

 一直缩小。缩小以显示整个图形。仅在已经将图形的一部分放大后

可用。  

 
缩小。缩小图形，同时保持图形中心不变。 

 
放大。放大图形，同时保持图形中心不变。  

 
选择。让您在伏/安/赫兹视图和事件视图的图形中选择附注标记。 

当选择此工具时，缩放功能不可用。 

 
标尺。显示或隐藏图形中的标尺。 

 
复制。将当前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放大和缩小图形 
有时候，图形上显示的数据量过多，从而使您难以清楚地看到分析电力
质量数据所需的详细信息。出现这种情况时，您可以缩放图形来放大数
据的视图。缩放和滚动功能的组合经常用来关注于您所需的特定信息。  

有几种缩放工具可用：图形工具栏上的缩放框和放大/缩小按钮；右键菜
单中的缩放到 适合命令（当指向横轴或纵轴时可用）。  

要逐级放大和缩小： 

• 在图形工具栏，单击 和 。  

要使用缩放框放大图形的某个部分：  

1. 如果还不是活动的，请单击 。 

2. 在想要查看详细信息的图形部分拖曳。 

Fluke Power Analyze 放大您所标记的区域并将它在窗口中
居中。 

参照图上的选择光标移位，以标记新的选择。  

3. 如果需要的信息没有完全居中，可以水平或垂直滚动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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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您可以将图形某个区域放大多次。如果图形区域显示空白，则表
示缩放可能已经在数据范围之外。  

要缩小 

• 如果您想要逐步缩小，请单击 。  

• 如果您想要缩放回到 100% 大小，请单击 。 

要使用缩放到 适合： 

使用 缩放到 适合能自动将可用的数据缩放至图形窗口的尺寸。  

根据 Y 轴或 X 轴缩放至适合均可：  

1. 右健单击想要调整尺寸的轴。 

2.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缩放到 适合。 

可用的数据根据您右键单击的轴缩放至窗口的大小。如果合适，
该轴将调整为适合数据的范围。  

在谐波和 THD（总谐波失真）视图中，如果在谐波谱图形的 X 
轴上使用缩放到 适合，将会在图形窗口中一次显示全部 50 个
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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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视图工具 
当首次查看所记录的数据时，视图会以分屏视图格式显示两种类型的数
据。图 9 显示屏幕视图工具的示例，表 10 对这些工具加以说明。 

对多数视图而言，数据包括参照数据，它在显示屏的上半部为所记录的
数据提供一个更广的视图，而详细数据则显示在显示屏下半部。  

左侧工具栏上的选项可让您扩展其中一组数据来填满窗口。 

注意 

 当以表格形式显示上部数据组或下部数据组时，此功能同样可
用。 

 
bae025s.bmp 

图 9。屏幕视图工具 

表 10。屏幕视图工具 

按钮 说明 

 单击查看顶部满屏视图。 

 单击查看底部满屏视图。 

 单击再次查看两个图形。 

以表格形式查看数据 
在多数记录数据视图中，您都可以以表格格式和图形格式查看数据。这
对研究数字读数形式的结果，或者为报告准备表格式数据很有用。 

当切换至表格显示时，所生成的表格在关闭表格显示并切换回图形格式
之前始终显示在屏幕上，即使变换了记录数据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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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在查看表格时，单击了标记为报告按钮，则所查看的表格部
分将会包含在下一个报告中。（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本手册后
文的“创建报告”部分。）要打印表格中的所有数据，先将它导
出到电子数据表中。  

要在图形和表格视图之间变换： 

您可以在图形视图和表格视图之间变换，包括上部图形，下部图形或上
下均为图形。  

• 单击表格工具  中的一个将上部或下部图形显示为表格。 

• 再次单击表格工具返回到如图 10 所示的图形显示。  

 
gev027s.bmp 

图 10。图形显示 

要将表格中的数据分类： 

• 当查看表格中的事件时，您可以单击想要用作分类依据的列的表
头将表格分类。  

要将表格 大化： 

• 根据您想要查看实际大小的表格，单击顶部全视图按钮或底部全
视图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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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附注 
附注为可选的标记，可由记录仪操作者在记录过程中插入，以标记数
据中的某个特殊点。它们通常用无线 PDA 上安装的 Power View 软件
插入。图 11 显示附注视图屏幕的示例。 

附注可以用来帮助选择要下载的数据，并可在伏/安/赫兹视图中查看所记
录的数据时提供附加信息。  

 
gev063s.bmp 

图 11。附注视图 

附注共有五种类型：  

• 开始附注（绿色） 

开始附注可用于表示重要数据开始的位置。例如，操作者可以在
完成所有探头的连接和仪器设置后放置一个开始附注，来说明前
面的所有数据都是初步的。  

注意 

不一定要成对使用开始和结束附注，或显示某个范围的数据。可
在记录期间任意使用它们当中的任意一个来标记特定的点。  

• 结束附注（红色）  

结束附注可用于表示重要数据终止的位置。 

• 文件附注（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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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附注包括与数据相关图片或音频文件的名称。请参见本手册
后面的“使用图像或语音附注”部分。 

• 文本附注  

文本附注包含一个文字备注。  

• 功率配置更改注释  

电网配置变化附注在记录仪的电网配置发生变化时由系统插入。
这些标记只显示在下载对话框中。 

要显示或隐藏附注标记：  

• 在伏/安/赫兹或事件视图中，选中或取消选中视图控件上的附注
选项。 

要打开附注 

• 在伏/安/赫兹，事件视图，或下载对话框中，单击附注。  

如果附注与音频文件（.WAV）或图像文件（.jpg）文件关联，与
该文件关联的应用程序将启动并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在默认目
录 My Documents\PQ 中，则会打开一个对话框，以便您导览到
该文件。 

注意 

如果单击附注标记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可能是选中了图形工具栏
中的缩放框，而不是选择工具。单击选择工具，然后选择附注。 

要查看重叠的附注： 

有些时候，附注彼此非常接近，它们会在伏/安/赫兹参照图上相互重叠。
出现这种情况时，如果单击重叠的附注，会打开一个菜单，您可以选择
打开将目前位于上面的附注打开，或者选择下一个重叠的附注将下一附
注带到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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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开目前位于上面的附注，选择打开。 

• 要将下一个附注带到上面，选择选择下一个重叠的附注。若想打
开该附注，再次单击它并选择打开。 

备注 

若想在伏/安/赫兹参照图中更清楚地查看重叠的附注，移动选择
光标，使它们刚好围绕包含重叠内容的区域。详细图随着光标移
动调整，放大图形显示选择光标之间的区域。现在就可以分别查
看附注了。现在就可以分别查看附注了。  

使用图像或语音附注 
当用记录仪监测数据时，您可能会发现拍摄一张与当前所记录电力质量
数据有关的照片或在观察情况或查看当前测得的数据的过程中录下语音
附注很有帮助。然后通过添加附注将图像或录音与正被记录的数据关联
起来作为参考。  

PDA 配有一个麦克风用于录音备注，语音备注将存为 .WAV 文件；另
外，PDA 上有一个可选的照相机附件可捕获 .jpg 格式的图像。  

可以通过插入附注并指定 .WAV 或 .jpg 文件的名称，将图像和语音文件
与记录仪正在收集的数据关联起来。在从记录仪上下载数据后，就可以
将图像和音频文件与记录数据（.odn）文件一同移动到 PC。  

备注 

其它类型的文件也可以与附注关联。例如，包含视频的 .MPJ 文
件或包含关联信息的 .DOC 文件。您可以使用此附注方法输入任
何文件名。 

插入图像或语音附注  
1. 设置记录仪并开始监测。 
2. 使用 PDA 摄像头或其它照相机，将想要捕获的内容拍摄成

照片。 
3. 在 Power Analyze 中，转到 1750 在用模式并单击 以打开注

释对话框。  
或者在 PDA 上，在 Power View 软件中单击标注图标显示标注
屏幕。  

4. 选择插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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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浏览找到图片文件（例如 IMG_2435.jpg）或音频文件（例如 
voice_123.wav）并选中它，然后单击插入。  
指定的文件名被插入数据中并与当前日期和时间关联（因此也就
是当前的电网测量值）。  

管理图像和语音文件 
如果使用的是 PDA，将图像或音频文件移到更方便以后当下载并将
记录的数据文件移到 PC 时转移到 PC 的位置。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这一点：  

• 将文件放到 PDA 上的同步文件夹，这样在下一次 PC 与 PDA 连
接时，它会自动传送到 PC 上的同步文件夹。 

如果使用 PC 上的 Power Analyze 软件下载数据，您会发
现这种方法非常有用。在同步 PDA 上的文件后，请记住将
附注文件移到包含 .odn 文件的文件夹中（默认为 \My 
Documents\PQ）。 

• 将文件转移到 SD 卡供以后转移到 PC。  

如果使用 PDA 把数据下载到 SD 卡，将音频或图像文件复制到 
SD 卡可能是 简便的方法；这样可以将所有关联文件一次性复
制到 PC。请务必将文件复制到包含所下载的 .odn 文件的同一文
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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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报告 
可以通过标记在视图记录和快照模式下于屏幕上看到的特定数据来创建
报告。在创建报告之前，您可以标记任意数量的不同视图。Power 
Analyze 会记住退出应用程序前或生成报告前所标记的内容。如果标记
的数量过多，以后也很容易将标记的项目从报告中删除。  

注意 

要使用 Power Analyze 的报告功能，电脑上必须安装有 
Microsoft Word 2000 或更高版本。  

要将数据包含在报告中 

1. 将屏幕以希望的方式显示。 

Power Analyze 将捕获主区域中与您看到的完全相同的内
容。使用任何工具 — 视图控件、缩放功能、分屏/满屏等
调整显示画面。 

2. 单击视图控件底部的报告标签按钮。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输入一个标题来识别该数据。 

这个标题将显示在报告中。依照默认，Power Analyze 将当前视
图的名称插入。您可以修改此标题，使它更具体。  

4. 单击“确定”。 

5. 继续工作，并标记想要含入报告的其它屏幕。  

要创建报告 

1. 当准备好创建报告时，选择文件 > 报告写程序。 

一个对话框列出所有您已经标记的项目。  

2. 给报告输入一个名称并单击确定。 

如果想在特定的位置上创建报告，在单击确定前，单击浏
览按钮，导览到合适的文件夹，然后单击打开。 

在单击确定后，Microsoft Word 打开，显示所标记的屏幕。除此
之外，还包括关于数据的详细信息，例如显示的通道和相位，以
及其它用视图控件选择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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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将报告附在现有报告的后面，单击浏览并选择想要在其后附加
报告的报告文件。已经标记的新数据将被添加到现有报告文件的
结尾。（现有报告文件在选择时必须关闭；不能将它打开。） 

3. 可以把更多信息添加到 Word 文档以定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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