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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综述

产品综述

          RS-232和RS485串行数据异步传输是工业控制和嵌入式应用中常用的通信手段，虽然其通信速度相对较慢，但由于其历史久远，结构简单，通信协议可完全自定义而得到电
子和软件工程师的亲睐。然而，作为RS-232和RS485通信开发至关重要的辅助手段--对通信链路上串行数据的采集以及分析--市场上却鲜有价廉物美的支持工具提供。传统的做法
是，要么采用纯软件的方法来实现；要么通过逻辑分析仪+支持软件的做法来实现。前者局限于通信的一方必须是电脑，而且由于操作系统的非实时性，取得数据的时标可能有
误，从而在调试过程中带来致命的误导；并且当出现异常时，无法确定是应用出了问题，还是底层软件出现了问题；而后者虽然功能强大，但价格不菲。 

        正是出于对市场需求的深刻理解，“无锡市恒运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开发了“串口数据分析仪套件”，用于填补相关工具的市场空白。“串口数据分
析仪套件”由两部分组成：“串行数据采集器”和“串行数据分析助手”。“串行数据采集器”是一个硬件设备，根据采集对象的不同分成RS-232通用型和RS-485通用型以及
PLC专用型三大类。而“串行数据分析助手”是一个本公司开发的通用的串行数据分析工具，它同时涵盖了所有的“串行数据采集器”。当“串行数据分析助手”检测到“串行
数据采集器”后，在软件的状态栏中会显示所连“串行数据采集器”的规格类型。 

产品特点 

●     

使用硬件介入方式采集数据，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     

使用硬件隔离技术保证数据采集丝毫不影响原来通信链路的正常通信和数据完整性 
●     

精确到微秒级的数据包硬件时标，保证时序关系的正确性 
●     

“串行数据分析助手”提供清新简洁的用户界面 
●     

具有简单易用的软件实时采集过滤功能 
●     

具有功能强大的离线数据检索和筛选功能 
●     

支持从300bps到115200bps波特率以及8位数据、奇偶校验或无校验 

关于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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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恒运隆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无锡市蠡园开发区内，是生产电子应用产品和计算机应用通信设备的高科技企业。 
        

注： 

 是无锡市恒运隆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是“串行数据采集器”的产品标识。 

 是“串行数据分析助手”的产品标识。 

 
        欢迎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hoyola.com  查看有关公司的最新信息。 

  

2. 串行数据采集器

2.1 串行数据采集器及其附件的构成

串行数据采集器及其附件的构成

●     

RS-232通用型“串行数据采集器”的方块图和实物照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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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DB9/F表示9针母头，DB9/M表示9针公头，USB MINI表示USB迷你座。 

 

●     

对于RS232通用型“串行数据采集器”来说，还额外提供一个附件，其方块图和实物照片如下所示：

  

         其中，DB9/M表示9针公头，GND,DTE TX, DCE TX分别表示信号名， 

        而  表示对应颜色的测试勾（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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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485通用型“串行数据采集器”的方块图和实物照片如下所示：

 

         其中，485D-、485D+分别表示信号名，USB MINI表示USB迷你座。

file:///D|/hahaha/帮助/singleHtml/用户手册.htm（第 5／34 页）2013/4/17 10:16:54



串行数据采集器用户手册

  

●     

RS485PLC专用型“串行数据采集器”的方块图和实物照片如下所示：

 

         其中，DB9/F表示9针母头，DB9/M表示9针公头，USB MINI表示USB迷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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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串行数据采集器应用举例

2.2.1 应用举例1

应用举例1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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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后：

2.2.2 应用举例2

应用举例2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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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后：

2.2.3 应用举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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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举例3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前：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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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应用举例4

应用举例4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前：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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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应用举例5

应用举例5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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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后：

注：在上位机的情况下，中间需要插入一个485到232的转换器（图上未标出）

2.3 驱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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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安装

        设备驱动程序位于安装光盘的 \RSMonitor Driver Distribution 文件夹下。

安装过程：（以Windows XP系统为例） 

●     

选择“是，仅这一次”后，点“下一步” 

 

●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点“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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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点“浏览”并选择驱动所在位置，“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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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这个选项，选择“下一步” 

 

●     

驱动安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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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安装完成，点“完成”退出驱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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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打开分析助手软件，已经可以看到连接的设备了。

 

3. 串行数据分析助手

3.1 软件简述

软件简述

界面  

        分析助手工作界面主要分为4个区域：采集数据区、数据集、数据包缓冲区 、工作属性区。  
采集数据区： 采集到的数据按通道分包保存到列表中，列表由序号(No)、时间(Time)、通道类型(Type)、数据(Data)、数据长度(Size)5个列组成。  
数据集：在非采集状态下，数据集显示了对应通道所有连续的数据集合。RS232工作模式时，数据集分成DCE和DTE二个页面，可通过标签进行选择。 
数据包缓冲区：数据包的详细数据，由偏移、数据、ASCII字符3个区域组成。 
工作属性区： 分通信参数、当前工作参数、采集状态和筛选状态4个区域。通信参数可直接进行修改，当前工作参数只用于显示，需要修改工作参数时，可以在“工作选项”操
作窗口中进行修改。采集和筛选状态反映了当前的采集和筛选工作状态。 

操作  

        分析助手主要完成五大任务：显示数据、保存数据、过滤数据 、检索数据、筛选数据。 
显示数据：数据采集操作时。采集的数据按时间顺序分包显示在采集数据区列表中，因采集器为每次采集的数据均加盖了时间戳，列表可清楚表示各个数据包的时间关系。在非
采集状态时，数据集区域显示了各通道收到的所有数据。当选择了主列表中的数据，数据集对应的通道与数据被显式的标注，同时数据包缓冲区显示选中数据包的全部数据。工
作属性区显示了当前的工作属性，可随时修改通信波特率和校验方式。 
保存数据：将采集的数据保存到文件或从文件中恢复数据。 
过滤数据：对RS232和RS485数据均可设置长达8字节的数值过滤，在数据过滤中支持通配符，且通配符可任意设置。对RS232数据而言还可设置通道过滤。过滤设置中对设定的条
件，可以选择“过滤”或“保留”的方式。 
检索数据：在非采集状态下，可对当前数据进行16进制数据查询，和数据包时间间隔查询操作，查询操作中均可使用自定义的通配符。 

筛选数据：在非采集状态下，可通过行删除或筛选器对当前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筛选，快速找到需要的数据，在筛选操作后还可通过 （还原键）恢复采集的数据。 

3.2 软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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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安装与设置

        本软件为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将光盘中的执行文件  和Help.chm文件拷贝到硬盘中即可直接运行。访问本公司网站http://www.hoyola.com 随时下载
更新的软件版本。

软件使用提示：

        本软件可应用于RS232和RS485的所有数据采集器，为了保证能正常连接和工作，必须先设置好当前工作模式。默认的当前工作模式为：RS232，因此使用RS485设备时，需要
通过菜单中的“工作选项”改变工作模式。 
        默认为不保存过滤参数设置，每次启动软件过滤方式需要重新设置。如果需要保存设置的过滤方式，可在“工作选项”中设置选择保存过滤参数设置。

3.3 界面

软件界面 

工作界面： 
        分菜单、工具条、主数据区、采集属性、采集数据集、缓冲数据、状态栏。以下简要说明主数据区、采集属性、采集数据集和缓冲数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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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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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按时间顺序显示在表中，每行表示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数据间隔>5ms时分包显示），表格使用5列，分别表示数据包的序号、时间戳、通道类型、数据（HEX）、包
长度。以RS232为例，采集停止时鼠标点击某行，数据集对应的块被选中，缓冲数据显示了该包的全部数据内容。

数据集： 
       

 

 
        在采集停止时，数据集按通道显示所有收到的内容。当数据表中某数据包被选择时，数据集的对应部分会高亮显示。

缓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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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冲数据区显示了被选中的数据包的全部数据内容。缓冲区显示分为3段，分别表示数据偏移、数据和数据对应的ASCII字符。数据偏移量为十进制值，数据为HEX值。

采集属性：  
       

 

 
        采集属性有4个部分，分别是通信参数、当前工作模式参数、采集状态、筛选状态。 
        1、通信参数用以设定采样的标准。波特率选择范围为300Hz~115200Hz。校验方式为：无校验、偶校验、奇校验。默认取反向电平方式为：False。 
        2、工作模式属性显示了当前的模式与设置，如果需要改变可通过“工作选项”菜单进行设置。 
        3、采集状态实时表示当前的采集数据量，采集过滤器使用状态。 
        4、筛选状态显示了当前被筛选掉的数据包总数，可通过还原键进行数据还原。

 

3.4 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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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

       

图标 操作名 快捷键

 
帮助 F1

打开文件 Ctrl+O

保存文件 Ctrl+S

退出 Alt+X

开始采集 F10

停止采集 空格键

清除采集 F2

自动滚动 F7

HEX查找 F3

时间间隔查找 F4

过滤 F8

 到表顶端 Home

 到表底部 End

 上一页 PageUp

 下一页 PageDown

 到指定行 F9

 
删除一行 Delete

 
条件筛选 F6

 
还原数据 F5

3.5 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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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

        软件建立了与采集分析仪硬件设备的连接后，采集键被点亮，点击 键（或按F10键）可进行数据采集，采集完成时点击  键（或按空格键）停止数据采集。当分析仪为

RS232时，DTE通道以灰色背景显示，DCE通道以白背景显示。使用 键（或按F7键）可以改变数据满屏后是否向上滚动。在采集停止状态下点击 键（或按F2键）可清除已
经采集的数据。

建议：

        因为采集数据量过大时，软件分析操作的速度将会变慢，所以建议一次采集数据量不要超过20000条。

 

3.6 数据过滤

数据过滤

        在分析仪设备正确连接后，点击  键（或按F8键）可打开过滤参数设置窗口。数据过滤处理有2种方式：满足条件保留或满足条件丢弃（默认为满足条件丢弃）。RS232与
RS485过滤设置选项界面略有不同，RS485没有通道过滤选项。 
        若“工作选项”中设置了保存过滤条件，则再次运行软件时，将使用已经设置的过滤条件，否则每次启动软件均需要重新设置。 
        注意： 当工作模式发生改变时（RS232与RS485变换），所有过滤条件都将被清除。

RS232过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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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232可对DCE通道和DTE通道分别进行过滤设置。每个通道均有3种过滤条件选择：<1>指定通道全部丢弃、<2>包含指定数值的包丢弃、<3>包含指定数值的包保留，其它
包丢弃。 
        数值过滤时可使用通配符。通配符和过滤值必须是16进制数0~16或A~F，比如2A。过滤值间不使用空格分隔。

RS485过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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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485只有一个通道，只可进行数值过滤。有2种过滤条件选择：<1>包含指定数值的包丢弃、<2>包含指定数值的包保留，其它包丢弃。 
        数值过滤时可使用通配符。通配符和过滤值必须是16进制数0~16或A~F，比如2A。过滤值间不使用空格分隔。 

3.7 存、取数据

存、取数据

        通过保存和读取功能，可对采集的数据重复使用。RS232与RS485的数据文件是不同的，RS232数据对应的数据文件后缀为.232，RS485数据对应的数据文件后缀为.485。 

        采集数据表中有数据且在非采集状态时，可使用 键（或Ctrl+S键）保存当前表中的数据。软件运行后可通过 键（或Ctrl+O键）随时装入采集数据文件。

 

3.8 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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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

        数据集只有在采集停止时才被显示。 
        数据集是通道数据的集合，RS232应用分别是DCE数据集和DTE数据集，RS458应用时只有485数据集。 
       

 

 
        采集时各通道的数据被分别保存在数据集中，即使因时差造成数据被分包，此处也能完整显示数据的前后关系。由于集中包含了全部数据，因此当采集量过大时，数据集的
显示速度会明显降低。

数据对应关系：  
        在采集数据表中的某行被鼠标点击选择时，数据集中的对应区域也会被框定（如图中蓝色部分所示）。通道标签中显示了本通道中数据的数量（字节数）。 
        在数据集中点击某值时，对应的记录会被选中，且缓冲数据区显示出此段记录的完整数据。

 

 

3.9 缓冲数据

缓冲数据

        任何时候点击采集表中的数据行，包中对应的数据都会在缓冲区中被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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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冲数据从左至右分别有3个区域：数据偏移、数据、ASCII。数据偏移以十进制方式显示，数据（HEX），ASCII对应每一个数据。

3.10 查找HEX数值

查找HEX数值

查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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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查找： 
        只有在非采集状态时可以进行数值查找操作。 

        选择  键（或按F3）进入查找界面，以16进制数值为查找条件（可使用通配符），在设置的查找方式范围中搜索符合条件的记录。当工作在RS485模式时，只能在全部数据
中查找。 
        查找条件值和通配符均为16进制数值（0~9或A~F），条件值之间不使用空格分隔。

查看找到的记录内容：  
        找到符合条件的记录后，可按操作提示双击找到的记录，从数据集和缓冲数据中可查看到详细内容。在缓冲数据区当前记录中符合查找条件的值，将被标示出来。

 

3.11 查找时间间隔

查找时间间隔

查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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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时间间隔查找： 
        只有在非采集状态时可以进行时间间隔查找操作。 

        使用 键（或按F4）进入查找界面，设定查找的时间条件，当指定查找范围和条件值中，相邻数据时间间隔符合查找条件时，符合条件的一对数据被选择。工作在RS485模
式时，只能在全部数据中查找。 
        使用数值筛选条件时，可用通配符。查找条件值和通配符均为16进制数值（0~9或A~F），条件值之间不使用空格分隔。 
        找到符合条件的记录后，可按操作提示双击某条记录，从数据集和缓冲数据中查看详细内容。  

3.12 筛选数据

筛选数据 

        在非采集状态下 ，从已经采集到的数据中，可以通过记录筛选或条件筛选方式，从显示的数据中去除不需要显示的数据包，或仅仅显示需要的数据包，从而快速找到所需的

数据记录。被筛选去除的数据可以通过  还原键（或按F5键）恢复。筛选条件设置后只能使用一次。

行筛选： 在显示的数据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记录，使用工具条中的 键（或按Delete键）或菜单中的“删除当前行”，可以将选中的行从显示中删除。

条件筛选： 
        筛选条件的设置与过滤设置类似，RS232与RS485略有不同，RS485只能操作一个通道。以下以RS232筛选器为例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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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工具条中的 键（或按F6键）或菜单操作中的“显示内容筛选”，可以打开记录筛选器界面。筛选条件设置完成后按“确定”键执行筛选操作。 

数据还原： 

        筛选操作并没有损坏采集的数据，可以通过按 键（或按F5键）还原当前的数据。 

3.13 修改通信参数

修改通信参数

        在采集属性中可以修改串行通信参数：波特率、校验方式、是否取反向电平。

波特率： 波特率在300Hz~115200Hz内可任意设置，默认为9600Hz。 
校验方式：无校验、偶校验和奇校验，默认为无校验。 
反向电平：当使用TTL或CMOS电平作为信号源时，可根据需要设置是否使用反向电平，默认为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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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修改当前工作参数

修改工作参数

      当前工作参数有2个部分：工作模式、是否保存过滤设置。

  

工作模式：决定了使用数据采集器的类型，同时也决定了使用数据文件的类型。对采集器而言RS232为通用类型，而RS485则根据其接口的不同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在采集器连接
后，采集器的具体类型将显示在软件的状态栏中。 
保存过滤设置：默认不保存过滤条件设置，每次软件重启后需要重新设置过滤条件。如果选择了保存过滤设置，则在软件重启时，则默认使用已经设置的过滤条件。工作模式改
变时，已经设置的过滤条件将被清除。

3.15 工具条与菜单

工具条与菜单 

工具条：  
        从左至右依次为：打开数据文件、保存数据文件、开始采集数据、停止采集数据、清除采集数据、设置数据自动滚动、HEX查找、间隔查找、过滤设置、到数据头部、前一
页、到指定行、下一页、到数据底部、从表中删除1条记录、从记录中筛选、还原记录、帮助。

菜单条：  

file:///D|/hahaha/帮助/singleHtml/用户手册.htm（第 33／34 页）2013/4/17 10:16:54



串行数据采集器用户手册

        “文件”包括：打开文件、保存文件、工作选项、退出。 
        “操作”包括：开始采集数据、停止采集数据、清除采集数据、设置数据自动滚动、HEX查找、间隔查找、过滤设置、到数据头部、到数据底部、前一页、下一页、到指定
行、从表中删除1条记录、从记录中筛选、还原记录。 
        “视图”包括改变软件外观的设置。 
        “帮助”包括使用说明与关于软件。

3.16 切换数据页

切换数据页 

        在采集停止后，可通过工具条的 5个功能键，快速定位页面的位置：到顶部、到底部、向前一页、向后一页或定位到指定行。 

        使用 键可以进入定位选择界面 
       

 

 
        在最大行号的范围内选择指定的行号，可将采集数据表定位到此指定的行上，同时在数据集和缓冲数据中显示相应的数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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