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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档用于说明爆破片疲劳测试系统上位机程序（VDT）的安装使用方法以及使用过程中需
要注意的事项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查阅软件安装和卸载的内容，请阅读“软件安装”一节；了解本程序的数据如何存储，以及
文件结构信息，请阅读“数据存储”一节；了解程序的详细使用说明，请阅读“使用方法”
一节。 

本文档说明对象为 VDT 3.1 版本。 

虽然实验设备可以脱离 VDT 使用，但上位机软件提供的自动计数、状态设置和项目管理确
是底层操作程序所不具备的。 

软件安装 
运行 VDT 3.1 所需的系统配置要求如下列出： 

操作系统： Windows XP/2003 及以上版本 
先决条件： .net framework 4.0 

Access 2007 或其数据库引擎 
安装 VDT 的过程为： 

1. 依次安装先决条件中列出的程序； 

2. 复制 VDT 程序文件夹或解压 VDT 程序压缩包到特定的目录； 

3. 点击图标为的执行程序即可运行。 

卸载 VDT 的过程为： 

1. 删除 VDT 程序文件夹； 

2. 依次卸载先决条件中列出的程序。 

注意：卸载先决条件时需要格外小心，因为可能有其他程序同样依赖于这些程序。 

数据存储 
本程序所生成的项目和数据文件位于“我的文档\EnvSafe\VDT”目录下，依据文件系统命
名规划项目，例如项目“测试 01”的相关内容存储于“测试 01”文件夹下。 

项目文件夹中包含项目设置文件、各次数据记录文件和与数据记录对应的信息文件，如图 1
和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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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DT 的数据存储文件系统 

表 1 VDT 项目文件类型 

文件类型 后缀名 说明 

项目设置文件 .prj 保存项目设置信息，该信息在程序项目管理界面进行设置 

数据记录文件 .dvt 存储采集到的数据，但不包括记录环境参数，如设置压力限
值、记录测试次数等 

数据信息文件 .ivt 保存与一个数据匹配的测试信息 

注意：这些文件均应通过 VDT 程序进行编辑修改或移除，手动修改将可能产生不可预见
的错误！ 

VDT 程序还可操作的另一文件类型为项目导出包，后缀为.pvt，用于将项目文件夹打包输出，
作为数据备份或迁移之用，在“使用方法”一节将做介绍。 

使用方法 
程序起始界面为“项目管理界面”，在该界面可创建项目、编辑项目设置信息，移除项目和
打开项目。界面样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VDT 程序项目管理界面 

图中用数字标记了界面上各个组成元素，下面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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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项目按钮，点击新建一个项目，初始时为不可用状态，在（3）新项目名输入框中
输入合法的项目名称后可用。 

2. 打开项目按钮，点击后将当前在（4）现有项目列表中选择的项目打开并切换到如所示
的程序主视图。 

3. 新项目名输入框，用于在此处输入合法的项目名称（只含有字母、数字、汉字和下划线），
之后可点击（1）新建项目按钮创建项目。 

4. 现有项目列表，已存在的创建好的所有项目在该处列出，可在列表中选择一个项目进行
操作，当选中项目时，（2）打开项目按钮和（5）项目操作按钮组中的按钮变为可用。 

5. 项目操作按钮组，一组用于项目操作的按钮，其中：“导入”和“导出”按钮用于将项
目备份或将项目在不同计算机、不同版本的 VDT 程序见进行迁移，分别导入和生成特
定项目的项目导出包（.pvt 格式）；“编辑”按钮用于修改项目的参数设置，点击后将打
开项目信息编辑窗体（图 3），在其上可设置“试验时间”、“产品型号”等参数；“删除”
按钮用于删除选定项目，包括其下的所有数据记录。 

 
图 3 项目信息编辑窗体 

注意： 

1. 从项目导出包文件导入项目将无法导入与现有项目重名的项目； 

2. 删除项目操作将同时删除项目中的所有数据记录，此过程不可逆转，请谨慎操作。 

在“现有项目列表”中选中要打开的项目，点击“打开项目按钮”可进入程序“主视图”，
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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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程序主视图（未连接设备） 

图中用数字标记了界面上各个组成元素，说明如下： 

1. 按钮栏：排列了操作软件的按钮，稍后将逐一介绍。 

2. 连接显示区：当连接设备后，显示实时曲线和数据值。 

3. 状态栏：在左下角显示程序状态信息。 

在按钮栏中，按钮分为两类，用户可根据按钮形状作区分。这两类中呈现为方形的按钮为系
统操作按钮，实现软件提供的各种功能；圆形按钮用于在连接设备后，控制下位程序行为，
此类按钮上均有文本标记其功能。圆形按钮操作将和连接显示区一同介绍，此处首先依次介
绍方形的系统操作按钮。系统操作按钮功能汇总于表 2。 

表 2 主视图系统操作按钮功能 

按钮图标 功能 

 
切换到项目管理视图 

 
连接/断开设备，图标根据连接状态改变 

 
在设备连接后，开始/结束一次数据记录 

 
浏览项目中完成的数据记录 

 
打开报表窗体查看报表预览和生成报表文件 

 
打开系统设置窗体对系统参数进行设置 

 
浏览本帮助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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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设备 

要使用 VDT 进行测试，首先要创建 VDT 与下位机程序之间的连接，点击“连接/断开设备”
按钮进行连接，程序主视图从未连接状态（图 4）变为连接后状态（图 5），并且在连接显
示区显示出压力传感器实时曲线和测试参数。 

 

图 5 程序主视图（已连接状态） 

实时曲线以时间为横轴，显示为时分秒格式；压力值为纵轴，以兆帕为单位。实时曲线的纵
轴显示范围根据窗口内的数值自动调整，而横轴的时间范围可以经由“系统设置”进行更改
调整。 

在设备连接状态下，注意到按钮栏中部分按钮可用性发生变化： 

1. 项目管理按钮：变为不可用，连接状态不允许更改项目属性，若要更改须断开设备连接； 

2. 项目报表：变为不可用，连接状态下不能生成报表，断开连接后可用，且使用时应确保
记录完整； 

3. 系统设置：变为不可用，连接状态下无法设置系统参数（包括设备连接参数）； 

4. 进气、排气、测试按钮：变为可用，用于操作下位机程序。 

在连接显示区右侧列出的测试参数说明如下： 

表 3 连接显示参数说明 

参数 单位 说明 类型 

检测压力 MPa 传感器压力，即实时曲线的压力值 只读 

当前测试次数  单次记录测试次数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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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累计次数  本项目的测试次数 只读 

压力下限 MPa 控制进气时机的压力值 读写 

压力上限 MPa 控制排气时机的压力值 读写 

测试频率 次/min 控制每分钟测试的次数 读写 

压电比 MPa/V 用于压力数值计算的压力/电压比值 读写 

截距 MPa 用于压力数值计算的压力截距值 读写 

其中，只读类型的参数无法进行设置，而读写类型的参数可经界面输入进行设置。 

进气、排气、测试按钮用于操纵下位机程序进行手动动作，分别执行进气阀门、排气阀门的
开启/关闭，以及测试逻辑的启动/停止。 

数据记录 

虽然在连接设备后即可开始测试，但在要保持测试过程中的数据，则需要点击“开始/结束
数据记录”按钮，开始记录测试数据。 

在开始一次数据记录时，系统将询问是否新建记录或者接续上一次记录（图 6），若新建记
录，则生成新的数据文件，若接续记录，则使用上一次记录的文件继续记录，且测试次数会
得到累加。 

 

图 6 记录选项对话框 

说明：每次记录时连接显示区中的计数都会清零，但若是接续上一次记录，则记录信息的
数值将累加上一次，这可在数据浏览中查看。 

另外，在记录过程中是不能断开设备的，若要断开设备，应先停止记录。 

数据浏览 

项目中的数据记录可以通过点击“数据浏览”按钮打开数据窗体进行查看。在数据窗体中首
先显示的“数据管理视图”，如图 7。 

其中，编号 1 为数据列表，列举当前项目中已经保存的数据；编号 2 包含三个按钮，分别用
于打开、编辑和删除在（1）数据列表中选中的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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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数据浏览窗体的数据管理视图 

在点击“编辑”按钮后，可打开数据信息编辑窗体，对记录参数进行编辑，见图 8。 

 

图 8 数据信息编辑窗体 

虽然“记录时间”、“测试次数”和“爆炸压力”三个参数在数据记录时被系统自动设置，
在该窗体中仍然可以手动编辑，以纠正系统未识别的误差。 

“测试结论”一栏的内容将显示在报表中；而只有“将该记录信息包含至项目报表”被选中
时，当前操作的数据记录信息才会显示在报表中，否则将被报表生成工具忽略。 

在点击数据管理视图的“打开”按钮后，将打开选定数据，进入到“数据浏览视图”（图 9），
在该视图中包含与程序主视图类似的几个部分：按钮栏、数据显示区、数据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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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数据浏览窗体，数据浏览视图（曲线显示） 

按钮栏的按钮功能汇总如表 4。 

表 4 数据浏览按钮功能 

按钮图标 功能 

 
切换到数据管理视图 

 
切换数据显示形式，可在曲线和数据表格之间转换（图 10） 

 
保存曲线图像，当显示表格时不可用 

 
设置曲线属性，当显示表格时不可用 

 
导出数据，当显示曲线时不可用 

 

图 10 数据浏览窗体，数据浏览视图（曲线显示） 



沈阳因斯福环保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9 

 

图像保存支持 png、bmp 和 jpg 格式点阵图输出；数据导出可生成 csv 格式文件，该格式
可以在 excel 等多种第三方工具中编辑。 

点击曲线属性设置按钮，将打开曲线设置对话框（图 11），在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曲线两轴的
显示范围。 

 

图 11 曲线设置 

注意：与主视图不同的是，在数据浏览中曲线的横轴不再以时分秒的形式显示时间，而是
以秒为单位，这样可以直观显示测试记录的时间跨度。 

报表生成 

在主视图中点击“项目报表”按钮，可以打开“报表生成”窗体（图 12），在该窗体中显示
基于当前项目信息和数据记录的报表内容，通过点击按钮，可导出文件以供微软 word 软件
编辑或启动打印预览。 

 

图 12 报表生成窗体 

窗体按钮栏中的第一个按钮可导出能够被 Microsoft Word 2003 或更高版本编辑的 xml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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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导出后打开 word 软件，之后打开文件并浏览到导出的 xml，打开后即可编辑并保存成
任何 word 支持的格式。 

系统设置 

在系统主视图中点击“系统设置”按钮，打开系统设置窗体（图 13），在其中对系统配置进
行设置。 

 

图 13 系统设置窗体（a-TCP 通信，b-串行通信） 

各项设置说明如表 5 所述。 

表 5 系统设置项目说明 

项目 类型 说明 
用户签名 文本 在状态栏、报表中显示测试单位 
界面刷新
时间 

整数 界面数据，如曲线、参数信息的更新周期 

实时数据
窗口 

整数 实时曲线的横轴宽度 

设备通信
模式 

选项 包含 TCP\ASCII\RTU 3 种模式，根据具体设备连接形式确定，其
中 TCP 针对以太网通信，后两者针对串行通信 

设备 IP IP 地址 TCP 模式下，下位机控制器 IP 
TCP 读
取周期 

整数 TCP 模式下，从下位机设备读取数据的时间间隔 

端口号 串行口
名称 

串口模式下，下位机连接到计算机的端口 

从站地址 整数 串口模式下，下位机从站地址 
串口读取
周期 

整数 串口模式下，从下位机设备读取数据的时间间隔 

波特率 整数 串口模式下，通信的串行波特率 
 


	导读
	软件安装
	数据存储
	使用方法
	连接设备
	数据记录
	数据浏览
	报表生成
	系统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