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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 Corporation 
EV Charger DC Con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Test Software 

许可协议 
 
 

无论以何种方式使用该软件，您均同意接受以下条款和条件。 
Fluke Corporation (Fluke) 授予您在一台 PC 或一个工作站中使用 EV Charger DC 
Con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Test 软件（以下称“产品”）的非专属权。本许可不包括

复制、修改、租借、租赁、出售、转让或分发该产品或产品的任何一部分。您不得对产品

进行逆向工程、反编译或拆解。  
Fluke 保证，自收到许可起 90 天之内，该产品可按照随附的书面材料所说明在预期环境中

正常运行。Fluke 无法保证产品不会出现下载错误或其他错误，也不保证产品不会出现运行

中断的情况。 
Fluke 不做其他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限于针对软件和随附书面材料的适销性和适用于

某一特定用途做出的暗示保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对于因使用本产品或无法使用本产品而

导致的任何损害（包括但不限于间接、因果、或附带损坏、商业利润损失、业务中断、业务

信息丢失或其他财产损失），即便已知晓此种损害出现的可能性， Fluke 均不负责。 
 
 
 
 
 
 
 
 
 
 
 
 
 
 
 
 
 
 
 
 
 
 
 
 
 
 
 



3 
 

目录 
EV Charger DC Con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Test ........................................................................5 
如何联系 Fluke .....................................................................................................................................................5 
计算机要求 ............................................................................................................................................................5 
1.安装 ......................................................................................................................................................................6 

1.1 驱动安装 ................................................................................................................................................6 
1.2 软件安装 ................................................................................................................................................6 

2.使用 EV Charger DC Con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Test ..........................................................6 
3.系统设置 .............................................................................................................................................................7 

3.1 账号管理 ................................................................................................................................................8 
3.2 系统配置 ................................................................................................................................................8 

3.2.1 串口设置 ....................................................................................................................................8 
3.2.2 CAN 设置 ................................................................................................................................ 10 
3.2.3 数据保存设置 ...................................................................................................................... 10 

3.3 注销 ....................................................................................................................................................... 10 
4.新建测试任务 ................................................................................................................................................. 10 

4.1.选择测试项 ......................................................................................................................................... 11 
4.2 编辑确认测试项（可选） ............................................................................................................. 12 
4.3 参数配置 ............................................................................................................................................. 13 
4.4 保存任务 ............................................................................................................................................. 14 

5.载入测试任务 ................................................................................................................................................. 15 
5.1 打开测试任务列表 ........................................................................................................................... 15 
5.2：选中并载入测试任务 ................................................................................................................... 16 

5.2.1 查找测试任务........................................................................................................................ 16 
5.2.2 删除测试任务........................................................................................................................ 16 
5.2.3 载入测试任务........................................................................................................................ 17 

5.3：编辑载入的测试任务（可选）................................................................................................. 18 
5.3.1 编辑测试项 ............................................................................................................................ 18 
5.3.2 编辑参数配置........................................................................................................................ 19 

5.4：更新载入的测试任务（可选）................................................................................................. 19 
5.5 另存新的测试任务（可选） ......................................................................................................... 19 
5.6 进入任务测试界面 ........................................................................................................................... 19 

6 测试 ................................................................................................................................................................... 20 
6.1 导入测试任务 .................................................................................................................................... 20 
6.2 执行测试 ............................................................................................................................................ 21 

6.2.1 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 .......................................................................................................... 21 
6.2.2 互操作性测试........................................................................................................................ 24 

6.3 停止（暂停）/继续/跳过 .............................................................................................................. 28 
6.4 完成测试 ............................................................................................................................................. 30 

6.4.1 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 .......................................................................................................... 30 
6.4.2 互操性测试 ............................................................................................................................ 31 

7.测试报告 .......................................................................................................................................................... 32 
7.1 生成/合并测试报告 ......................................................................................................................... 32 



4 
 

7.2 添加其他自定义测试项 .................................................................................................................. 33 
7.3 删除测试报告 .................................................................................................................................... 34 
7.4 导出测试报告 .................................................................................................................................... 35 
7.4 导出测试数据原始记录 .................................................................................................................. 36 

8. 查看帮助文档 ............................................................................................................................................... 37 
9.查看软件版本信息 ........................................................................................................................................ 37 
 
 
 
 
 
 
 
 
 
 
 
 
 
 
 
 
 
 
 
 
 
 
 
 
 
 
 
 
 
 
 
 
 
 
 
 



5 
 

EV Charger DC Con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Test 

Fluke EV Charger DC Con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Test Software（下文称本软

件）是一款适用于检测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下

文称国标）的电脑软件。 

使用本软件可以： 

 连接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后，进行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

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完全符合 GB/T 34658-2017 标准 

 连接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后，进行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第 1 部

分：供电设备的测试，完全符合 GB/T 34657.1-2017 标准 

 创建测试任务，执行测试任务，生成测试报告，导出测试报告，打印报告 

 合并生成多个测试任务的报告，报告内容完全符合国标的要求 

本手册介绍了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方法。此外，还介绍了新建测试任务，载入测试任

务，执行测试任务，动态实时显示测试结果，生成测试报告，导出测试报告的方法。 

可在版本说明中找到有关 Fluke EV Charger DC Con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Test Software 的最新信息。 

如何联系 Fluke 

如要联系 Fluke，请拨打电话号码 400-810-3435 
或者，请访问 Fluke 的网站：www.flukecal.com.cn。  
如需查看、下载或打印最新版的手册补充页，请访问 
https://www.flukecal.com.cn/support/用户手册。 
 

计算机要求 

 可用硬盘空间 300MB 

>10 GB （用于保存测试数据）推荐 

 内存 

- 最小 1GB，32 位系统推荐使用 2GB 

- 64 位系统推荐使用 8GB 

 显示器分辨率 

http://www.flukecal.com.cn/
https://www.flukecal.com.cn/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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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 1280*768 

- 1920*1080 推荐 

 Windows 7, Windows 8.1， Windows 10 64 位 

1.安装 

本软件安装程序、配套所需驱动程序，以及使用手册等文档均保存在随机附件的 U 盘

中。 

1.1 驱动安装 

- 双击运行 U 盘中的 NIDAQ1810f1Runtime.exe 程序，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 如果程序安装后无法找到设备的串口，请到下述网址下载最新的合适系统版本的串口驱
动： https://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 

 

1.2 软件安装 

双击运行 U 盘中的 EVChargerDCInteroperabilityTestSetup_v1.0.0.exe 程序，然后按

照指示操作。 

注意 

Fluke 网站提供最新版本的 EV Charger DC Con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Test 
Software。 

安装本软件前需要同意本软件的许可协议。如果不接受协议内容，将无法安装。 

安装结束后，桌面将出现软件的快捷方式，同时可在 Windows“开始”目录中查看。 

2.使用 EV Charger DC Con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Test 

安装完成后，在 Windows 开始目录下或者桌面快捷方式启动。 

 

https://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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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启动后，将出现软件登录页面，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录。 

注：初次使用时，默认用户名为 admin，密码 admin，登录成功后建议用户自行添加

用户，修改密码。 

 

图表 1 登录页 

 
图表 2 主页面 

进入程序主页面，主窗口标题显示软件名称①，菜单栏有：新建测试任务②，载入测试任务

③，测试报告④，系统配置⑤，帮助⑥。 

3.系统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图标①，打开系统设置子菜单 

 
图表 3 系统设置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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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系统设置子菜单 

3.1 账号管理 

点击‘账号管理’菜单，进入账号管理操作界面。账号管理用于维护可登录软件的用户信息及
状态。 

 

图表 5 账户管理 

用户列表①，显示当前软件系统保存的全部用户。 
检索用户②，快速检索出需要查询的账号信息。 
新增用户③，管理员可添加新用户，设置普通账号名和密码；普通账号用户无此权限。 
修改密码④，管理员可编辑普通账号的密码， 以及管理员自己的密码。普通账号用户可以
编辑自己的密码。 
删除用户⑤，管理员可删除普通账号，不能删除管理员自己的账号；普通用户可以删除自己
的账号。 

3.2 系统配置 

点击‘系统配置’菜单， 进入系统配置界面，包含串口参数设置，CAN 设置和默认测试数据保
存路径。管理员账号和普通账号都有该权限。 

3.2.1 串口设置 

本软件与 Fluke 6658A Pro 的校准测试仪连接，需要配置正确的串口参数。 
校准测试仪请按系统设置（F1）->远程设置-> USB 设置界面设置对应的通信参数；端口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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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F3 切换到 USB， 主机设置按 F5 切换到计算机；软件界面的串口参数设置请进入系统配
置界面设置： 

 

图表 6-1Fluke 6658A Pro 的校准测试仪串口界面设置 

 
图表 6-2 本软件系统配置 

 
注： 软件界面的串口参数配置必须跟 Fluke 6658A Pro 测试仪的系统设置参数保持一致，
否则会导致测试软件跟仪器无法正常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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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CAN 设置 

默认设置 CAN 设备号，通道号均为 0 ，不需要更改； 

3.2.3 数据保存设置 

点击“浏览”按钮，设置测试的数据的保存文件夹路径，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存储路径； 
上述参数设置好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参数； 
 
上述配置保存后，将安装本软件的电脑与 Fluke 6658A Pro 的校准测试仪通过 USB mini 线相
连接，开始测试后，软件会按照保存成功后的参数与仪器进行通信。 

 

3.3 注销 

登录软件后， 点击系统设置图标，然后点击‘注销’菜单，系统弹出对话框，点击确定，当前
用户登陆将被注销，退回到登录界面；点击取消，关闭当前对话框，不执行注销操作。 

 

图表 7 注销 1 

 
图表 8 注销 2 

4.新建测试任务 

点击‘新建测试任务’菜单，进入新建测试任务操作界面，同时‘新建测试任务’标签黄色高亮显
示。按照用户需求创建测试任务，保存任务成功后，可以点击‘进入测试’按钮，新建的测试
任务进入待测试界面。如果不想进入待测试界面，在新建测试任务的操作界面，用户可以点
击‘退出’按钮， 返回到 Fluke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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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选择测试项 

点击‘’新建测试任务’菜单后，弹出编辑任务窗口，根据测试需求选择测试任务需要的测试项: 
‘直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的测试项，或者‘通信协议一致性’的测试项，点击‘确定’按钮，选中
的测试项进入待确认保存界面。 
注：如果需要选择通信协议 DN 测试项， 需要勾选‘含 DN 项’，DN 项会显示在编辑任务选
择树中，否则系统默认只显示通信协议的 DP 测试项。 

图表 9 新建测试任务-第一步-互操作测试项 IOT 

 

图表 10 新建测试任务-第一步-协议测试项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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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新建测试任务-第一步-协议测试项 DN 

4.2 编辑确认测试项（可选） 

待确认保存界面可以进一步核对确认所选的测试项目，如果需要修改，用户可以点击编辑图
标，打开编辑任务窗口，重新选择测试任务需要的测试项。 

 
图表 12 新建测试任务-返回第二步编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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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数配置 

参数配置主要包含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的参数，电池的参数以及充电需求参数，具体包含
如下设置项（数值为本软件所给的默认参数，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充电桩参数配置（默认参数） 

最低输出电压：200 V 
最高输出电压：500 V 
最低输出电流：3 A 
最高输出电流：75 A 

电池参数配置（默认参数） 

电池类型：铅酸电池 
电池总容量：1000 Ah 
电池标称总能量：500 kwh 
电池总电压：500 V 
电池前电压：250 V 
电池负荷状态：30% 
最高允许充电电流：60A 
最高允许充电电压：750V 
最高允许温度：75℃ 

充电需求（默认参数） 

充电模式：恒压充电 
需求电流：5 A 
需求电压：300 V 

单项参数配置 

基于测试项目的不同，有些测试项需要根据实际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的参数进行单独设
置。有 6 个互操作性测试项具有单项参数配置， 具体如下： 

测试阶段 测试编号 测试内容 需配置参数 

6.3.2.4 充电阶段 D0.4001.1 恒压方式充电，电压控制误差测试 需求电压 

D0.4001.2 恒流方式充电，电流控制误差测试 需求电流 

D0.4001.3 恒流方式充电，电流调整时间测试 初始需求电流， 
调整电流 1， 
调整电流 2 

6.3.5 充电控制输 D0.4101 输出电压控制误差测试 需求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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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阶段 D0.4102 输出电流控制误差测试 需求电流 

D0.4103 输出电流调整时间测试 初始需求电流， 
调整电流 1， 
调整电流 2 

单项参数配置项 
 

 

图表 13-1 新建测试任务-第三步参数配置 

 
所选测试项如果需要设置参数，而用户未设置，在下一步保存时，将弹出如下的提示框并直
接跳转到对应节点的单项参数配置项，用户直接填写即可； 

 
图表 13-2 单项测试参数配置提醒框 

4.4 保存任务 

所有参数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将弹出任务窗口，输入任务名称，任务备注后，点
击‘’保存‘’按钮，新建成功保存成功。新建成的测试任务将显示在测试任务的列表中。保存完
毕后， ‘进入测试’按钮状态变成激活状态，用户可以点击‘进入测试’按钮。 



15 
 

 
图表 14 新建测试任务-第四步保存 

5.载入测试任务 

点击‘载入测试任务’菜单，载入测试任务标签黄色高亮显示， 弹出载入任务列表对话框，对
话框中将列出所有的已保存的测试任务。 选中需要载入的任务双击即可进入准备测试界面。
点击‘退出’按钮，用户从载入测试任务页面退出，返回到 Fluke EV DC Charger Analyzer 主界
面。 

5.1 打开测试任务列表 

点击‘载入测试任务’菜单，弹出载入任务列表对话框， 显示所有历史创建的测试任务。 

 
图表 15 载入测试任务-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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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选中并载入测试任务 

5.2.1 查找测试任务 

采用输入关键字快速检索①、翻页②、或者跳转页面③，查找到需要载入的测试任务 

 

图表 16 载入测试任务-第二步 

5.2.2 删除测试任务 

选中测试任务，点击删除图标，系统再次确认是否删除该测试任务， 点击确认按钮，系统
执行删除操作， 点击取消按钮，系统不执行删除操作。 
注：系统对删除操作不设置权限控制，用户 A 可以删除自己的测试任务，也可以删除别人的
测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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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载入测试任务-删除 

 

图表 18 载入测试任务-删除确认 
 

5.2.3 载入测试任务 

选中测试任务所在一行并双击（图表 19），进入准备测试界面，选中的测试任务信息显示在
任务的编辑界面（图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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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载入测试任务-选中任务 

 

图表 20 载入测试任务-载入成功 

5.3：编辑载入的测试任务（可选） 

5.3.1 编辑测试项 

增加/删除测试项，点击‘编辑’①，弹出编辑任务窗口，用户可以重新选择互操作性和通信协
议一致性的测试项，点击‘确定’按钮， 新选中的测试项显示在载入测试任务的测试项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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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编辑参数配置 

参数编辑区②：参数编辑区包含：充电桩配置，电池参数，充电需求，单项配置四块，用户
可以编辑修改充电桩配置信息，电池参数，充电需求和单项配置信息。备注：目前只有 6 个
互操作性测试项具有单项参数配置。 

5.4：更新载入的测试任务（可选） 

保存③：点击‘保存’按钮，编辑后的信息更新在第二步选中的测试任务，更新成功反馈保存
成功的信息给用户。 

5.5 另存新的测试任务（可选） 

将载入编辑的任务另存为新的测试任务，点击‘另存为’④按钮，弹出任务窗口对话框，用户
输入新的测试任务名称，任务备注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新的测试任务创建成功，原来
在第二步选中的测试方案保持原有信息不变。测试任务另存成功，成功提示信息弹出给用户，
当前载入测试界面载入的是刚保存的新的测试任务，而不是第二步中选中的测试任务了。 

 
图表 21 载入测试任务-另存为 

5.6 进入任务测试界面 

进入测试⑥：点击‘进入测试’按钮，用户从载入测试任务界面，进入待测试界面。如果用户
没有编辑更新原来选中的测试方案，则原测试任务进入待测试界面； 如果用户更新过并保
存了测试任务，则更新后的原测试任务进入待测试界面；如果更新或者没有更新直接另存为
新的测试任务后，则新的测试任务进入待测试界面，原来旧的测试任务则不进入待测试界面。 



20 
 

 

图表 22 待测试界面 

6 测试 

6.1 开始测试 

在待测试界面，点击‘开始测试’按钮，系统自动检测硬件连接是否通过，通过后，可以进行
测试操作。 

 

图表 23-1 待测试界面 
 

注：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和互操作性测试是分开执行的，分别出报告。协议一致性测试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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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自动弹出测试报告；如果需要继续测试互操作性，需要切换到互操作性，然后点击开始
测试 

 
图表 23-2 协议和互操作性测试切换 

 

6.2 执行测试 

注意 
用户需要严格配合弹出的提示框对充电机或负载进行操作，否则有可能出现危险！ 

6.2.1 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 

点击‘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 查看左边测试项目列表树中显示的测试项，点击‘开始测试’按
钮， 系统自动开始执行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项的测试动作。需要用户手工操作充电机的步
骤，系统会自动弹出提示框的形式提醒用户，用户需按照提示信息操作被测试的充电机。例
如：开始充电。当用户点击充电机的开始充电，系统就开始执行测试动作，发送报文，检测
测试机状态，记录相关测试信息。测试系统的连接见下图： 

注意 
用户在测试之前， 请将随机附带的专用测试插头接入仪器右侧的负载/电动车插座上，测

试测试过程中请不要拔出！ 

用户在执行测试时，请谨慎使用测试仪的辅助测试端口，不要连接任何测试表笔或导线，
否则会有触电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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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的系统连接图 

 
图表 24 -1 测试中-报文实时固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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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 测试中-报文实时滚动模式 

 

图表 26 测试中-报文统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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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 测试中-高压信号图（DCV, DCI） 

 
图表 28 测试中-低压信号图(CC1, CC2, Aux) 

6.2.2 互操作性测试 

左侧列表树，切换到互操作性测试，查看互操作性测试项目，点击’开始测试’按钮，系统自
动开始执行互操作性测试项的测试。需要用户手工操作充电机的步骤，系统会自动以弹出信
息框的形式提醒用户，用户根据提示信息，操作被测试的充电机。 

注意 
用户在进行互操作性测试时，请将专用负载设置为就地模式！ 

在测试过程中， 请严格按照提示信息，操作充电桩启停，以及开启和关闭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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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 互操作性测试系统连接图 

 

图表 30 互操作性测试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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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 互操作性测试中-2 
 

 
图表 31 互操作性测试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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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 互操作性测试中-统计报文+高压信号图 

 
图表 33 互操作性测试中-手工判定结果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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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 互操作性测试中-手工判定结果图 2 
 

 
图表 互操作性 IOT 测试中-手工判定结果图 3 

 
执行测试过程中，测试项目树的测试项目右侧会显示该项测试的当前状态，如合格/不合格/
跳过/等待测试/测试中。 

 测试中：  正在对该测试项目进行测试； 
 等待测试：该测试项需要测试，正在等待中； 
 跳过：   该测试项被用户跳过，未作测试； 
 合格：   该测试项已经测试完毕，测试结果符合国标要求； 
 不合格： 该测试项已经测试完毕，测试结果不符合国标要求； 

 

6.3 停止（暂停）/继续/跳过  

 停止/暂停测试： 

执行测试过程中，如果想暂停或者终止测试，可以点击‘停止测试’按钮，系统会自动停止测
试,弹出是否预览测试报告的对话框， 如果点击‘是’按钮，将自动打开测试报告预览界面，该
测试报告汇总了当前测试任务已经执行的测试项的结果，以及具体测试项的明细信息。见图

表 36，图表 37 

 继续测试 

用户暂停测试后，“停止测试“按钮按钮文字变为”继续测试“按钮，用户可以继续从暂停的测
试项目继续剩下测试项的测试； 

 跳过测试 

点击“开始测试“按钮开始测试后，该按钮变为“跳过“按钮，测试过程中如果需要跳过某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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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或者某项测试不具备测试条件，可以点击”跳过“按钮，跳过该项的测试，跳过的测试项
的状态将显示为跳过； 

 

图表 36 通信协议测试中-停止测试 1 
 

 
图表 37 通信协议测试中-停止测试 2 

 



30 
 

6.4 完成测试 

6.4.1 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 

当所有通信协议一致性的测试项全部测试完毕后，系统会发出结束的提示信息，并弹出是否
预览测试报告的对话框，如果用户点击‘是’按钮，可以查看通信协议一致性的测试报告，如
果用户点击‘否’按钮，则关闭当前对话框， 并不打开测试报告的预览界面。 

 

图表 38 是否预览测试报告 

 

图表 39 预览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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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互操性测试 

当所有互操作性的测试项全部测试完毕后，系统会发出结束的提示信息，并弹出是否预览测
试报告的对话框，如果用户点击‘是’按钮，可以查看通信协议一致性的测试报告，如果用户
点击‘否’按钮，则关闭当前对话框， 并不打开测试报告的预览界面。 

 
图表 40 是否预览测试报告 

 

图表 41 预览互操作性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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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测试报告 

当前任务的测试项目全部测试完成，或者被用户终止测试，如果用户选择预览报告，则会显
示预览，当前测试任务的测试报告，可以打印，导出成 pdf、excel 和 word 的报告保存。 
 
点击‘测试报告’菜单，弹出的可以生成报告的所有任务列表，可通过顶端的搜索栏模糊搜索
需要生成报告的任务。 

7.1 生成/合并测试报告 

点击‘测试报告’菜单，弹出测试任务历史列表对话框。勾选相同报告类型的测试任务的复选
框， 譬如：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点击‘查看报告’按钮，然后直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报告合
并生成。如果勾选互操作性测试任务的复选框，点击‘查看报告’按钮，然后互操作性测试报
告生成。 
注：如果同时勾选了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和互操性测试报告，点击‘查看报告’按钮，系统会
信息提示用户：请选择相同类型的报告！ 

 

图表 42 测试报告-测试任务历史列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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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3 测试报告-测试任务历史列表 2 
 

测试报告中结果栏测试项目测试通过的显示‘合格’，测试不通过的显示‘不合格’，没有测试的
显示‘--’。 

7.2 添加其他自定义测试项 

用户可以给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报告或者互操作性测试报告，添加自定义测试项， 添加后
的测试项，会显示在相应测试报告的底部。 
新增测试项①：点击手工新增测试项的图标，报表手工项维护窗口弹出。 
新增行②：输入需要手工维护的测试项的基本信息， 包含：检测结果，测试项目名称，技
术要求，备注说明， 点击‘新增行’按钮，新添加的手工测试项显示在手工维护项列表中。 
手工维护列表③：手工添加的测试项显示在手工维护列表中。 
删除④：点击删除图标，对手工维护列表中的手工维护项执行删除操作， 删除成功反馈用
户删除成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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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4 报表手工项维护 

 
图表 45 测试报告的手工测试项 

7.3 删除测试报告 

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试报告，点击删除图标，执行删除操作。用户只能删除本人的测试报告，
不能删除他人的测试报告。如果误删他人的测试报告，系统会给出提示信息，不执行删除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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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6 删除测试报告-1 
用户删除本人的测试报告，系统弹出确认删除的对话框，跟用户进行再次确认， 点击确定
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取消按钮，关闭对话框，不执行删除操作。 

 
图表 47 删除测试报告-2 

7.4 导出测试报告 

在测试报告预览界面，点击 Export 图标 ，选择 Excel 格式，进行导出，导出的测试报告

是 Excel 文件；选择 PDF 格式，进行导出，导出的测试报告是 PDF 文件；选择 Word 格式， 
进行导出，导出的测试报告是 Wor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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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8 导出测试报告 

7.4 导出测试数据原始记录 

点击列表栏上的导出数据按钮，可以导出所勾选的测试任务的所有的原始记录数据到制指定
文件夹，数据包含所有的 CAN 通信报文记录，电压电流（DC+,DC-端）记录，AUX 辅助电
压记录； 

 
图表 49 导出数据按钮 

 

图表 50 导出到指定目录的原始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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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查看帮助文档 

点击？图标，下拉列表菜单显示：关于我们，系统帮助。点击‘系统帮助’菜单， 弹出帮助文
档，将打开用户使用手册的 pdf 文档。 

 
图表 51 帮助文档 

9.查看软件版本信息 

点击菜单栏右侧的？图标，下拉列表菜单显示：关于我们，系统帮助。点击‘关于我们’， 弹
出软件版本信息窗口。 

 

图表 57 软件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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