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E6269 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1、概述

YE6269为高性能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应用范围广泛，可完成应

力应变、振动（加速度、速度、位移）、冲击、温度（各种类型热电偶）、压

力、流量、力、扭矩、电压、电流等各种物理量的测试和分析，具有较高的

测试精度和极强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测试结果精确可靠。

2、适用范围

2.1 可完成全桥、半桥、1／4桥（120Ω或350Ω三线制）状态的应力应变的

测试和分析；

2.2 配合应变式传感器，对力、压力、位移、速度、加速度等物理量进行精

确测试；

2.3 内置了传感器激励源24V/4mA，采集 IEPE（ICP）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的

输出信号，实现振动加速度、振动速度、振动位移（硬件二次积分可选）

的测试和分析；

2.4 选配电荷适调器，和压电式传感器配合，精准测量动态压力和加速度、

速度和位移；

2.5 电压输入，对各种电压信号进行精确测量，与热电偶、磁电式速度传感

器及各种变送器配合，对多种物理量进行测试和分析。

3、特点

3.1 外观设计为3U标准机箱，每台最多16通道，可直接安装于标准机柜内组

成庞大的测试系统；

3.2 支持智能导线识别功能，根据预定义模版自动设置测点参数；

3.3 千兆以太网通讯，与计算机通讯可长时间实时、无间断记录多通道信号，

所有通道并行同步工作，每通道采样速率可达200KHz；

3.4 支持应变应力现场通道标定，可快速获知通道当前状态；



3.5 每通道独立 A/D 并行实时采集。

3.6 DMA 方式实时数据传送，保证了数据传送的高速、稳定、不漏码、不

死机；

3.7 四线制供桥，桥压不受导线长度（电阻）的影响；

4、系统构成

数据采集系统与计算机通过千兆以太网通讯，通过网络技术，可实

现无限多通道扩展并行采样，实时进行信号采集、储存、显示和分析等。

4.1 仪器与多种传感器的连接，如图 1所示：

图 1：仪器与多种传感器连接



4.2 单台工作，如图2所示：

千兆以太网

图 2：单机工作

4.3 多台仪器级联工作，如图3所示：

图 3：多台仪器级联工作



5、技术指标

5.1 数据采集器技术指标

5.1.1、输入阻抗： 1MΩ∥40PF；

5.1.2、输入范围： ±10Vp；

5.1.3、系统准确度：小于 0.5％（F.S）（预热半小时后测量）；

5.1.4、线性度： 小于 0.05％；

5.1.5、失真度： 小于 0.5％；

5.1.6、信号带宽： DC～30kHz；

5.1.7、噪声： 不大于 5μVRMS（在允许的工作温度范围内，输入短

路，在最大增益时折算至输入端）；

5.1.8、模数转换器：16位 A/D 转换器(24 位 A/D 转换器)；一个 16 位 D/A

转换器

5.1.9、抗混滤波器：每通道独立的抗混滤波，根据采样频率自动设置

5.1.10、触发方式：手动触发、外部触发、连续外部触发、信号触发、连续

信号触发、定时触发等

5.1.11、多模块同步方式：内部自带同步时钟，方便用户使用

5.1.12、通道数： 16CH/台

5.1.13、采样速率： 多通道同时工作时，每通道采样速率最高达 200kHz,

分档切换，所有数据实时传输至电脑硬盘存储；

5.1.14、通讯接口： 1000M 以太网接口；

5.1.15、电源： 220VAC，最大功率 80W；

5.1.16、使用环境： 适用于 GB/T6587-2012-Ⅱ组条件。

5.1.17、贮存条件： -40℃～60℃；

工作温度： 0～50℃。



5.2、调理器技术指标

5.2.1、电荷调理器(PE/IEPE)(YE5859)

输入方式： L5（PE）、BNC（IEPE）；

通道数： 2CH；

增益： 电荷：×0.1，×0.2，×1，×2，

×10，×20, ×100， ×200, ×1000；

IEPE： ×1，×2，×10，×20, ×100；

信号带宽： 0.3Hz～30 kHz；

滤波器： 截止频率（－3dB±1dB）：10、30、

100、300、1k、3k、10k、30k(Hz)；

阻带衰减： －12dB/oct；

精度： 小于 1 %；

硬件双积分： 可测量加速度、速度、位移；

传感器激励源：4mA/ + 24V；

过载状态指示：输出大于 10V，指示灯为红色，表示过载

噪声： 小于 5μ V(RTI)；

5.2.2、应变调理器(YE38110)

输入方式： 七芯航空插座；

通道数： 2CH；

适用电阻应变片阻值：半桥、全桥：50Ω～10000Ω

任意设定；

三线制 1/4 桥：120Ω或 350Ω

桥路方式：半桥、全桥采用四线制供桥；1/4 桥

（120Ω或 350Ω三线制）；

增益： ×100，×200，×1000，×2000；

信号带宽： DC～30 kHz；

滤波器： 截止频率（-3dB±1dB）：10、30、100、

300、1k、3k、10k、30k(Hz)；

应变满度值：±100000με



示值误差：小于 1%

阻带衰减： －12dB/oct；

精度： 小于 1%；

桥压： 1V，2V，3V，10V；

自动平衡范围：±5V；

过载状态指示：输出大于 10V，指示灯为红色，

表示过载

噪声： 小于 5 μ V(RTI)；

5.2.3、IEPE/V 调理器（YE38210)

输入方式： BNC；

通道数： 2CH；

增益： ×1，×2，× 10，×20, ×100，

×200, ×1000；

信号带宽： 0.3Hz～30 kHz；

滤波器： 截止频率（－3dB±1dB）：10、30、

100、300、1k、3k、10k、30k(Hz)；

阻带衰减： －12dB/oct；

精度： 小于 1%；

硬件双积分： 可测量加速度、速度、位移；

传感器激励源：4mA/ + 24V；

过载状态指示：输出大于 10V，指示灯为红色，

表 示过载

噪声： 小于 1 0 μ V(RTI)；

5.2.4、位移调理器(YE5938)

输入方式： 四芯航空插座；

通道数： 2CH；

增益： ×1；

信号带宽： DC～10 kHz；

精度： 小于 0.5%；



过载状态指示：输出大于 10V，指示灯为红色，表示过载

噪声： 小于 5 μ V(RTI)；

6、应用软件

6.1 通用控制与分析软件（ YE7600（C++)与 YE7602（LabVIEW）任选。

YE7600、YE7602 是我公司自行开发的能够适应多种数据采集系统的

控制和测量、并具有通用信号分析与处理功能的软件。YE7600、

YE7602 不仅支持我公司所有的数据采集系统的控制和测试，同时还

提供了多种控制接口和文件格式存储转换功能，可方便的配接各种数

据采集器和数据采集卡，并将存储的数据导出为其他通用和特殊要求

的格式，以满足不同采集系统的控制和测试要求。

◎ 强大的工作区及项目管理：采用树形控件对整个工作区进行管理，

可以非常方便的载入存盘信号并进行分析处理；

◎ 支持 TEDS 和虚拟 TEDS 传感器：支持 TEDS 及虚拟 TEDS 传感器，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测量的物理量单位，归一化全部由软件自动

完成。同时建立 TEDS 传感器数据库，可自动方便的完成传感器参数

的设置；

◎ 采集参数的设置和控制，数据显示：YE7600 提供了多种采样方式：

示波、手动触发、信号触发、硬件触发；可任意设置采样的通道；可

以调节显示波形时图形的刷新速度；

◎ 文件格式的设置和存储：实时显示各通道的统计特征量；实时显

示波形；支持导出多种文件存储格式：ASCII，UFF58，MatLab…方便

用户采用第三方软件进行分析；

◎ 通用数据分析和处理功能：有丰富的时域/频域分析处理功能：

单踪时域，多踪时域，自相关，互相关，李沙育图，转速测量，FFT，

自谱(可显示功率谱，功率谱密度)，互谱，三维谱图，频响函数(可以



显示相干，奈奎斯特图)，冲击响应谱，统计信息(最大值，最小值，

峰峰值，平均值，有效值，方差，标准差，波峰因素，波形因素，脉

冲因素，裕度因素)，旋转机械阶次分析等，并根据要求方便的增加测

试和分析功能；

◎ 提供 32 路虚拟信号源：可为带 D/A 输出的动态数据采集系统或

D/A 输出的采集卡提供 32路虚拟信号发生器。可产生多种虚拟信号源：

如正弦波，三角波，方波，噪声，正弦扫频，三角波扫频，方波扫频，

正弦脉冲，三角波脉冲，方波脉冲及其他自定义各种信号，并可回放所

采集的信号。

6.2 YE7800 动态信号分析与处理软件

YE7800 动态信号分析与处理软件在 VC++环境下开发，可运行于

Windows 2000/XP/2003 等目前的主流操作系统。YE7800 提供了强大的分

析处理功能和完善的在线帮助功能，是一套完整的多通道信号分析软件，

具有多类型视窗、多模块功能、高度集成、兼容性能强、操作便捷等特点。

数据分析和处理 32路虚拟信号源

项目设置和管理 虚拟 TEDS库



YE7800 根据用户和实际测量的需要，不断推出新的功能和版本，免费为

用户提供升级服务。

◎ 预处理：时域波形的修改、置位、删除；线性/非线性趋势消除、平滑、

数字滤波(低通，高通，带通，带阻)、波形微分、波形积分，信号重采样等。

◎ 时域分析：单踪时域分析、李沙育图分析、自相关分析和互相关分

析等。

◎ 幅域分析：概率函数分析和幅值计数分析、幅值计数分析中包括峰

值计数、变程计数和雨流法计数等

◎ 频域分析：FFT 分析、功率谱分析、功率谱密度分析、传递函数分析、

互谱分析、相干分析、倒频谱分析、最大熵分析、频谱细化分析等；

◎ 时频域分析：三维谱阵分析、小波分析和小波包分析等

◎ 声学分析：包括声压分析、声强分析等

◎ 特殊分析：包括冲击响应谱分析、双谱分析、共振解调分析、包络

分析等

◎ 其他分析：桩基检测分析、索力检测分析、冲击脉冲允差检定分析、

应变花分析等

◎ 数据格式转化：数据可转换为 文本格式、Excel 格式、MatLab 格式、

UFF 格式等

◎ 信号源：可以生成各种类型的信号包括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扫

频信号、调幅波、 白噪声、窄带随机信号等

◎ 输出：多种方式输出，包括图形的复制、存盘、打印，数据导出为

TXT、CSV、Excel 电子表格和 MatLab、UFF 等数据格式，并可轻松输出

图文并茂的 Word 格式的分析报告



6.3 YE7900 基本模态分析软件

YE7900 基本模态分析软件是我公司自行开发的一款适合教学和小型工程

使用的模态分析软件，包括试验模态分析和运行状态模态分析两个部分

功能。配合我公司的 YE6231 系列数据采集、YE6267、YE6269 系列动态数

据采集系统、激励系统或冲击力锤，可方便的组成一套性价比高的模态测

试与分析系统。

◎ 方便的建模功能：线、面、圆、长方体、圆柱、球形模型等自动创建

功能，并由这些基本模型方便组合成符合实际需要的各种模型；并支持对

模型的编辑、调整和修改。

◎ 高度集成：与我公司相应的数据采集系统配接，可将采集的数据直接

进行相应的模态分析。并可对多批次测量的数据中单批、几批数据及全部

数据进行分析，确认试验的有效性。

◎ 支持各种频谱分析分析功能：YE7900 同时集成如频响、幅频、相频、

实频、虚频、奈奎斯特图、脉冲响应函数、信号自谱、互谱分析等多种信

号分析功能，方便的进行各种信号处理。



◎ 模态识别：YE7900 不仅能支持输入输出可测情况的传统试验模态分

析(EMA)，而且还支持环境激励，即仅有响应测量的运行模态分析(OMA)

能力。

◎ 振型动画显示：通过可方便调整的动画显示形式，直观反映振型情况

◎ 方便生成报告：可方便的将识别到的模态参数进行输出，各种曲线存

储为 BMP 或 JPG 文件；振型动画也可直接输出成 AVI 文件，并生成多媒体

试验报告。

6.4 N-Modal 模态分析软件

N-Modal 是新一代模态分析软件，适用于实际工程应用中复杂结构的

试验模态分析(Experimental Modal Analysis, EMA, 同时具有输入激励和

T型板模型 模态参数列表 模态参数识别

振型动画三维显示 多种信号测试分析功能



输出响应数据)和运行状态模态分析(Operational Modal Analysis, OMA,

仅输出响应数据可用)。

◎ N-Modal是新一代模态分析软件，可运行于 Windows 2000/XP/2003 等目

前的主流操作系统，使用方便

◎ 具有中英文多语言界面，并可快速定制开发其它语言界面

◎ 具有完善的几何建模、项目管理、动态信号处理、模态参数识别、时域

运行、振型（ODS）估计、频域运行振型估计、振型相关矩阵（MAC）估

计等功能模块

◎ 方便的测量数据输入接口，既适用时域信号（激励与响应时间历程），

也可直接输入频域数据（频率响应函数 FRF 和相干函数 COH）

◎ 完善的二维曲线、三维图形（几何、振型动画、MAC）的显示与控制功能

◎ 数据拷贝、屏幕拷贝、JPG 图形存储、AVI 动画存储等功能，方便用户快

速制作试验报告和演示文稿

◎ 灵活的界面安排、丰富的鼠标与热键快捷操作，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与易

用性

◎ 在 VC++环境下开发，采用面向对象编程（OOP）技术，易于维护和扩展

◎ N-Modal ODS：分为时域 ODS 和频域 ODS。时域 ODS 用于观察机械结构在

各时间点上的振动状态；频域 ODS 用于观测机械结构在各频率点上的运

行状态振型，还可用于区分同一频率点在不同模态空间上的强迫振动振型

◎ N-Modal EMA：适用于大型复杂结构在输入输出可测、采用人工激励（激

振器或力锤）情况 下的多输入多输出（MIMO）振动模态试验与分析，可



进行单/多个激振器激励或单/多参考点（S/M R）锤击法模态试验

◎ N-Modal OMA：适用于大型复杂结构在运行状态采用自然激励（环境激

励）、输入不可测，或者仅使用输出数据情况下的振动模态试验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